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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期望同學能成為兼具理財營商素養及創新能力的學生，

讓他們靈活變通，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本科課程與活動設計的目標：

- 規劃體驗學習及實踐活動，強化學生應用知識的能力

-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以擴闊學生的視野

- 提供機會讓同學結合跨學科的知識，展現潛能

- 透過桌上遊戲，增加學習企業及理財概念的趣味性

- 緊貼時事，讓學生明白課堂所學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 引入電子學習元素 (Google、公開試試題庫)，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營商和理財知識的教學活動 目標 對象

1. 課程：課堂上學生透過不同情境學習 強化學生的應用能力
本科生

中二綜合人文 (消費者權益)

2. 校內課外活動

- 科本活動 (桌上遊戲、參觀、工作坊、講座) 提高學生對學科的興趣 本科生

- 跨學科活動

❖ 與家政科合作參觀活動 促進初中同學對商業認識 本科生+初中學生

❖ 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製作理財宣傳短片 融合不同學科知識 本科生+選修ICT同學

- 財商學會 (理財大使、攤位遊戲、短片播放) 展現學生的潛能 全校

3. 校外課後延伸活動

- 參加比賽 活學活用體驗學習 本科生

- 營商體驗活動 融合不同學科知識 本科生+選修ECON同學

- 境外考察活動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本科生

4.  生涯規劃活動：商校家長點創®計劃 培養多角度批判及創意思維 中四同學

校內企業及理財教育活動規劃



企業與理財教育理念：
讓同學能成為具理財素養的潔心學生

知識 能力 態度

消費者信貸 / 電子錢包 討價還價的溝通能力 養成收支紀錄、定期儲蓄習慣

風險與回報的關係 購買時判斷需要和想要的能力 成為理性的消費者

個人理財計劃的重要性 檢討消費習慣 (後設認知) 為個人的消費行為負責

現值與未來值的分別 運算能力 –應用複利息 愛惜資源不浪費

強制性公積金 管理能力 –做預算規劃和記錄 關懷社會



企業與理財教育理念：

讓同學能成為具企業家素養的潔心學生

知識 能力 態度

管理功能 演說能力 堅毅、誠實

有效管理方法 領導能力 創新、創造

主要商業功能 應變能力 積極主動

商業道德 思辨能力 富社會責任感



導學案設計提供不同情境，讓學生能應用所學的概念，
而同學透過二次筆記整理課堂的內容，提升學習效能。



學生課堂上的分享和展示



財商學會理財教育活動 –目的讓學生能建立正確的理財價值觀

理性 VS  衝動

小儲蓄 VS  大花筒

當自己荷包的管家

理財觀念：理財不是只顧慳錢，要用得其所。

犧牲現時的享受，換取未來更大的價值。

(定期捐助，回饋社會)

懂得分享財富，幫助有需要的人，體會幸福

錢進幸福

理財我智叻 –三部曲

大部分會員來自選修企會財的學生，有利活動的推行。



理財教育 - 第一部

活動名稱：管好財務，做自己荷包的當家

活動目標：(a)   認識與個人生活中的消費習慣 (知識)

(b)   運用手機應用程式記帳日常開支 (技能)

(c)   從運用金錢的經驗中，省思自己的消費行為。(態度)

1.    首先同學下載手應用程式『Money Manager』，以記錄每天的開支，

從而掌握自己的收入來源、消費模式和每月盈餘或虧損。

2.    其後，每位同學須呈交一個月的收支報告，而收集所得的

數據將由選修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同學進行整理和分析，以

瞭解校內同學的主要收入來源和消費項目。老師會抽取當

中三份 (嚴謹消費、合理消費和過度消費) 的報告於課堂作

分組討論。



活動目的：透過數據分析了解同學的消費模式，
從而改善理財習慣

S4 BAFS Class Weekly Expenses

Food / Snacks

Transportation

Entertainment

Clothing

Stationery

Gift

Tuition fee

Other Shopping

大數據與商業分析

部分企會財同學選修資訊及通訊科技能，
此活動能結合她們的跨學科知識。



活動名稱：理性與感性消費

活動目標：(a)   認識「需要」和「想要」的分別 (知識)

(b)   分辨想要和需要的不同，購物時作明智的抉擇 (技能)

(c)   養成理性的消費習慣，珍惜所購買的物品。(態度)

1.    同學完成活動一的問卷，測試自己是否衝動消費者。

3.    每位同學根據自己的消費紀錄作檢討，找出可節省的項目，

並反思自己過往的消費習慣，提出改善的方法。

活動二：同學分組討論，建議拒絕衝動消費的三個法則。

理財教育 - 第二部

2.    根據三位同學的每月收支報告，檢討其消費模式和財務狀況，辨別

必需消費項目、奢侈消費項目和無謂消費項目。另外，審視同學能否

作有規劃的消費，建立穩定的儲蓄習慣和避免出現收支失衡的情況。

製作理財教
育宣傳短片







製作理財教育宣傳短片

本科同學負責撰寫劇本、配音和
演繹，而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同學
則負責拍攝、剪接和後期製作，
過程順利，並於午間活動播放。

活動目標：讓同學認識理財的方
法，並探討在香港使用比特幣的
情況，以及所帶來的風險。



製作理財教育宣傳短片

善用時事議題激發學生思考。



活動名稱：小儲蓄與大花筒

活動目標：(a)   瞭解儲蓄和延遲享受對達到想要目標的重要性 (知識)

(b)   使用複利息計算多年期單項現金流轉的未來值 (技能)

(c)   養成良好的儲蓄習慣，為自己的消費行為負責 (態度)

2.   透過$500存款的複利率增長表，讓同學明白儲蓄是一種資產

增值的工具，並且就本地五間銀行的儲蓄存款息率作比較。

理財教育 - 第三部

1. 指導同學訂立長中短期儲蓄目標和消費目標，並認同先儲蓄後
消費的觀念，同學可使用錢家有道的儲蓄目標計算機。

3. 教導同學購買前要應深思熟慮，不要胡亂花費。儲蓄除
了用作購買想要的東西外，亦可捐助予有需要的人士。

利息計算小幫手

1. 聖誕聯歡便服日
2. 四旬期捐款運動
3. 捐物資予護老院



活動工作紙



透過財商學會，向校內同學推行各類活動。主席負責早會
分享，主題為「中國企業家馬雲創業的經歷」，而其他幹
事則負責策劃學會的活動，例如：會計知識問答比賽、午
間學會展板和攤位遊戲、理財大使等等。

校內報告板不定期發
放資訊，目的是向校
內其他同學宣傳企業
家精神和正確的理財
觀念



校內活動 –於午膳和課後宣揚理財訊息，
讓全校同學有機會認識善用及管理金錢
的重要性，以及破解廣告迷思與陷阱。



在學會展示日，透過攤位遊戲促進校內同學對商業及
投資的認識。



全方位學習日 - 同學自行製作有關企業、會計和理財知識的遊戲，令學
習更富趣味性，亦能發揮創意。完成後，同學可試玩自己設計的遊戲。



校外講座及內地考察活動

透過講座，認識香港工商業家所

具備的企業家精神，同時亦瞭解
香港商人在內地設廠遇到的機遇

和挑戰。另外，同學有機會親身

到他們位於深圳的廠房參觀，過
程中同學發現很多的生產線已由

勞力密集逐步邁向自動化，而公

司也開始研發更多的高增值的產
品，提升產品的競爭力，以及加

強員工技術的培訓，獲益良多。



學生的感想：這次參觀汽
水廠讓我認識到工廠的營
運模式，亦明白現時消費
者的口味轉變得很快，逐
漸關注健康，所以公司在
產品研發和包裝設計上花
了不少心思，並留意到公
司亦十分注重飲品安全。學生的感想：這次參觀參觀理光有限

公司，發現這間公司十分著重可持續
環境管理，例如回收舊器材，並將其
翻新，循環再用，這令我明白到現今
企業不是只顧賺錢，還會顧及環境的
需要，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



善用校外的教學資源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理
財活動，加強同學掌握正確的理財觀念。



參加校外的比賽，讓同學將課堂知識與生活情景

連繫起來，加強學習效果。

同學製作短片介
紹理財報告的內
容及制訂理財方
案背後的原因

理財策劃大比拼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及商業管理個案比賽』



撰寫商業計劃書和製作店舖的模型，好讓同學認識經營企

業所需具備的條件、技能及專業知識



到年宵市場考察並撰寫報告 (中四級)

報告指引

學生習作

認識 體驗 實踐



於旺角花墟年宵市場，同學落力推銷趣緻可愛公仔和麵包造型的攬枕。

認識 體驗 實踐

活動前，參與的同學需出席有關的銷售技巧工作坊，學習與客戶溝通的技巧。



認識 體驗 實踐實踐

與經濟科合作舉辦JA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進
行
眾
籌
集
資

這些產品都是同學自己設
計、製造，而且純手工。卡通造型的八達通套

保溫杯 圖案
布袋



中環遮打花園舉行銷會校內展銷會



探訪區內幼稚園和把產品送贈予學生

售賣活動結束後，讓同學反思如何能成為
一間有能力獲利、贏取商譽、同時具企業
社會責任的公司，並且鼓勵同學將賺得的
利潤進行慈善捐獻，以及把剩餘的產品轉
贈給幼稚園學生，幫助社會有需要的人。



商校家長點創®計劃 –生涯規劃組



電子學習元素：同學自製教學短片

活動：同學以智能手機拍攝教學短片，

主要是向其他同學教授基礎的

會計題目，而老師根據內容的

準確性和清晰度，揀選表現良

好的短片，最後由同學間互選

出最受歡迎的短片。

目標：同學透過講解題目或知識點，不但加深同學對知識概念的理解，

又可幫助能力稍遜的朋輩，互相得益。



前膽

未來的教育就是結合自主學習、

電子學習、社交媒體、雲端運算

和開放在線課堂的一個景象，而

學生將成為學習的主導者，而老

師就成為學生學習重要的推動者

。透過體驗式學習，能加強同學

解決難題的能力。作為一位商科

老師，我們也要好好裝備自己，

迎接未來新科技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