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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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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玄一中是一所葵青區資助津貼中學

➢高中開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初中開設綜合
科技科 (當中包括基本商業元素)

➢與經公科分工，教授不同內容，以免內容重覆

➢本校主要根據教育局相關課程文件及指引，縱向貫
連初中及高中課程內容，自行設計及與機構合作安
排不同的課堂及課外活動，從而促進學生企業與理
財的知識、技能、態度、興趣和行為



個人介紹

 獲得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2017/2018) – 科技教育範疇

 任職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企會財科主任、
綜合科技科老師、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任及學生會顧問
老師)

 獲得2017年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銅獎 (香港大學電子學習
發展實驗室主辦)

 於2017年考取Google Certified Educator Level 1資歷

 由2018年9月起，撰寫星島日報S File文憑試練習王「企
會財部分」

 於2018年11月，撰寫明報教育出版《極速破題DSE企會
財奪星11招》應試系列

 獲邀於亞洲教育資源展2016及教與學博覽會2017作演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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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課程指引 (初中)
知識範疇 學習元素 內容

初中 策略和管理 (E4) 資源管
理

編製個人財務預算
• 資產、資本、負債和會計等式：

資產 = 資本 + 負債
• 運用個人財務預算報告學生的消費模式

編製資源流程
• 金錢的性質

(E5) 市場營
銷

推廣活動
• 介紹市場營銷組合的四個元素 “4Ps”

• 使用廣告的優點和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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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中一至中三級) - 課程補充資料



教育局課程指引 (高中)
知識範疇 學習元素 內容

高中 營商環境 商業道德與 社
會責任

解釋企業對不同持份者需負上道德責任的
原因及方式

會計導論 會計循環 解釋會計等式及展示交易事項對會計等式
的影響
編製獨資經營的損益表及財務狀況表

基礎個人理財 消費者信貸 比較不同種類的消費者信貸
解釋維持良好個人信貸紀錄的重要性

金錢的時間值 應用現值和未來值的概念計算淨現值

商業管理
選修單元

財務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市場營銷管理

解釋各種管理元素及
應用於日常商業社會環境

6資料來源：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BAFS)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活動一：利用金錢遊戲作教學

➢對象：中三學生

➢教學目標：

✓認識金錢的性質

✓認識金錢的作用，讓學生建立正確的金錢價值觀

✓認識「資產 = 資本 + 負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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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 學生先分組，每組以「夾公

仔」遊戲取得貨幣，及後透
過認識貨幣的歷史，介紹不
同金錢的作用。最後，學生
以自己取得的貨幣換取老師
預先準備的零食。



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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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利用Google for Education Apps

➢對象：初中綜合科技科及高中BAFS學生

➢目的：透過Google for Education Apps 
✓提升老師教學效能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加強學生協作學習

✓ 7 x 24全天候學習模式

➢軟件運用：
✓ Google Classroom

✓ Google Drive

✓ Google Slides

✓ Google Spreadsheets

✓ Google Docs

✓ Google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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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一：電子貨幣

➢對象：中三學生

➢教學目標：個人理財

✓認識電子貨幣的例子

✓認識電子貨幣的優點及缺點

✓認識網上消費的注意事項

➢教學活動：Google Classroom 及 Google S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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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前，老師透過Google Classroom上載相關教學材料，學生
觀看後可於Google Classroom作出回應，並且可以互相討論，
老師可同時作出回饋，讓學生於課堂前已對課題有一定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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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時，老師可以深化教學內容，而學生非「從零開始」學習

✓課堂後，各小組成員可以透過Google Slides協作完成研習報告，同學
可各自在家中同一時間協作，老師也可24小時作出即時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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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業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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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業示例二



課堂二：個人財務預算

➢對象：中三學生

➢教學目標：編製個人財務預算報告學生的消費模式

➢教學活動：Google Classroom 及 Google Spread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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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業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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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業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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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三：企業社會責任

➢對象：中四BAFS學生

➢教學目標：

✓學生認識企業對不同持份者履行的企業社會責任

✓學生於課堂自主學習及互相討論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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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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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總結學習成果

➢根據Google 
Classroom 的回
答及討論，於
課堂完結前與
學生總結學習
成果

19



活動三：大型商場實地考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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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中三學生

➢教學目標：

✓認識不同市場營銷組合理論 (4Ps)

• 產品 (Product)

• 價格 (Price)

• 分銷 (Place)

• 推廣 (Promotion)

➢教學活動：

✓考察前，老師教授相關的市場營銷知識

✓大型商場考察活動期間，透過軟件Eduventure X，
讓學生深化理論，並體驗理論與現實商業環境的應用

✓考察後，學生須完成考察報告，以比較不同商業環境，
從而檢視學習成果



21

Eduventure X



➢學生於考察期間，須
回答相關問題，以作
記錄，用以日後製作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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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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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Flip Classroom 翻轉課堂

➢對象：高中BAFS學生

➢活動目標：

✓學生可以7 x 24全天候學習

✓學生自主學習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活動內容：

✓老師為不同課題拍攝教學片段

✓讓學生可以回家自行進行複習，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讓能力稍遜的學生可以於課後時間重新學習不明白的課題

26



示例一：會計等式
資產=資本+負債+(收益-費用)-提用

A= C+L+(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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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短片節錄



示例二：計算淨現值 (N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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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趁墟做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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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對象：中五BAFS學生

➢活動目標：
✓讓學生於商場實踐及應用課堂商

業知識

➢活動內容：
✓學生須成立籌委會，以公司形式

經營，當中包括計畫書編製及匯
報、採購、存貨及人力資源管理、
市場營銷、財務報表編製及活動
報告等

➢獎項：
✓最佳商業計劃書匯報：優異獎

✓最佳產品設計：冠軍

✓最佳團隊合作精神：亞軍



生產自家製產品及存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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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六：真。老闆選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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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伙伴教育基金

➢對象：高中BAFS學生

➢活動目標：

✓讓學生於校內實踐及應用課堂商
業知識

➢活動內容：

✓學生須成立籌委會，以公司形式
經營，當中榮華餅業提供貨品種
類，學生須自行決定入貨量、定
價及宣傳策略，並且需要編製計
劃書、存貨及人力資源管理、製
定市場營銷策略、編製財務報表
及活動報告等



活動七：校外機構商業比賽

➢對象：高中BAFS學生

➢活動目標：讓學生應用課堂知識，增加學生學習機會

➢活動獎項：

✓「HKCC卓越商業大賽」計劃書評審團嘉許獎

✓精明「格價」專家聯校比賽

* 「個人組」季軍及殿軍

* 「團體組」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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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八：青少年理財工作坊

➢對象：全校學生

➢活動目標：

✓增強學生個人理財觀念

✓增強學生對商界的認識

➢活動內容：

✓於「其他學習經歷日」，透過
邀請香港會計師公會及商業機
構，例如，渣打銀行，由專業
人士向學生以互動及
深入淺出的方式，教授
不同的個人理財觀念

✓包括：儲蓄、借貸及
投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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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九：企業考察活動

➢對象：高中BAFS學生

➢活動目標：

✓讓學生拓展眼界，親身體驗商業社會運作

✓讓學生認識中港兩地企業營商環境

➢活動內容：

✓參觀本地企業，並且參與由企業舉辦的工作坊

✓參觀內地企業，特別是工業類別，考察工廠生產模式

✓實地考察內地經濟發展情況

34



總結

➢本校在企業教育及理財教育上，使用了多元化策略作教
學，目的是讓不同學生可以學習相關的營商環境、企業
概念及理財知識，同時也可照顧不同學習差異的學生的
學習需要。

➢校本課程配合各種課外活動，讓學生多參與、多體驗，
從而產生協同效應及縱貫初中至高中課程的內容。

➢當學生畢業後，也有一定相關知識，能夠成為一名精明
的消費者、善於管理個人財務的市民及成功的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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