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STEM教育学与教资源（由教育局开发） 

 

小学 

 名称 类型 简介 

1  《小学常识科学与教资源光盘 - 

光、声、电》 

光盘 本资源套透过不同的学习活动，让学生于真实的情境中探索和学习，从而建构科学和科技的基

础知识和技能，引发他们对自然及科技世界的好奇心。本资源套是参考《小学常识科课程指引》

而设计，并以科学探究为重点学习策略。在探究过程中，学生能发展「科学过程技能」。本资

源套亦有 STEM 教育的学习活动，让学生能适当地运用科学、科技及数学的知识进行学习，并

加强学生的综合学习和应用能力。资源套的内容包括：课堂设计、工作纸、计算机及纸卡游戏、

教师笔记及评估题目。 

 

网址: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general-studies-for-primary/learning-and-teaching_resource_cd_st

/index.html 

 

2  《小学常识科学与教资源光盘 - 

生物世界》 

光盘 

3  《小学常识科学与教资源光盘 - 

力与简单机械》 

光盘 

4  《小学常识科学与教资源光盘 -

探索太阳系、物料科学》 

光盘 

5  《小学常识科学与教资源光盘 - 

奇妙的身体》 

光盘 

6  《小学常识科学与教资源光盘 - 

绿色生活》 

光盘 

7  《小学常识科学与教资源光盘 - 

水和空气》 

光盘 

8  机械斗一番  资源光盘 本教学示例是小学常识科协作研究发展计划的其中一项成果，旨在透过制作机械人学习活动，

培养学生对科学与科技的学习兴趣及探究精神，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和明辨性思考能力。 

网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k_and_p/machine/index.htm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general-studies-for-primary/learning-and-teaching_resource_cd_st/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general-studies-for-primary/learning-and-teaching_resource_cd_st/index.html
http://cd1.edb.hkedcity.net/cd/k_and_p/machine/index.htm


小学 

 名称 类型 简介 

9  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科技 –机械篇  ETV 

 

使学生认识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科技，包括独轮车、指南车、记里鼓车、风筝和候风地动仪。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8924 

 

10  科技与生活 ETV  半导体与纳米科技 

 新科技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308 

 

11  科学与科技的发展(一) ETV  科学与科技的发展 

 为科学与科技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人 

 科学与科技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好处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085 

 

12  科学与科技的发展(二) ETV  科学与科技的发展 

 为科学与科技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人 

 (三)科学与科技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好处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086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8924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308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085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086


小学 

 名称 类型 简介 

13  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科技 – 天文

篇 

ETV 使学生认识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科技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082 

 

14  信息新时代 ETV  甚么是信息 

 信息的传送 

 因特网 

 日常生活中的信息科技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088 

 

15  能量的转移 ETV  能量 

 能量守恒 

 能量的转移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006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082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088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006


小学 

 名称 类型 简介 

16  适者生存–植物篇 ETV  认识环境如何影响植物的生长 

 认识植物如何适应环境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125 

 

17  适者生存–动物篇 ETV  认识动物如何适应环境 

 认识适者生存的道理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124 

 

18  中国四大发明(上) ETV  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及印刷术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8659 

 

19  中国四大发明(下) ETV  中国四大发明：指南针及火药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8660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125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9124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8659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18660


小学 

 名称 类型 简介 

20  科学探究 ETV  认识科学探究的基本步骤 

 设计和进行一些简单的科学探究活动 

 

网址: 

http://resources.hkedcity.net/resource_detail.php?rid=926151009 

 

21  简单机械 ETV  介绍简单机械的基本知识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294 

 

22  滑轮和齿轮 ETV  介绍滑轮和齿轮的基本知识 

 

网址: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294 

 

23  数学百子柜系列（四）谈天说地

话数学 

书本  简介数学、历法与天文学之间的关系。 

 透过现实生活例子，如身份证号码的编码，简介质数理论在编码学上的重要性。 

24  数学百子柜系列（八）概率万花

筒 

书本  通过对概率的详尽解说，让读者从概率的发展以至应用上，如何解决不同类型在现实生活

中会遇到的问题，如药物成效测试、意外风险评估、人口模型、问卷抽样设计等等。 

http://resources.hkedcity.net/resource_detail.php?rid=926151009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294
http://etv.edb.gov.hk/resource_wmv-c.aspx?c=1&id=294


小学 

 名称 类型 简介 

25  八个方向 ETV  本节目旨在巩固学生认识及应用八个主要方向: 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南和西

北，并学习使用指南针、自制方向板测方向、及学习阅读地图判辨方向。 

 

网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443491748 

 

26  速率 ETV  本节目讲述两位青年为了寻找美食，他们被安排参与一项速率和行程图研发的试验计划。

在寻找美食的过程中，他们的行程数据不断被收集并且制成行程图。 

而过程中青年和黑衣人等的讨论，就是环绕「速率= 距离 ÷ 时间」、图像的变化等学习重

点。 

 

网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67156536 

 

27  齐心协力把船装 ETV  本节目讲述两组孩童参加一个电视的有奖游戏节目，在这个游戏，孩童把一辆载有模型船

的小车推往展板前，寻找模型船尚欠缺的配件，组装成完整的帆船。在节目的各个环节中

孩童们都要解决一些和梯形面积有关的问题。 

 

网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053513453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443491748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67156536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053513453


小学 

 名称 类型 简介 

28  梦幻旅程 ETV  本节目讲述两孩童乘坐宇宙飞船漫游太空。其后宇宙飞船发生意外，堕进黑洞。两人醒后

发觉身在一个名为平行四边形黑暗世界里。他们要离开这个黑暗世界便须答对三题有关平

行四边形的问题。 

 

网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819006366 

 

29  数学处处闻 ETV  本节目旨在介绍中国的时间单位和中国的传统历法，让学生认识中国历法和西洋历法的异

同。关于中国的时间单位，节目会介绍时辰和刻。关于中国的历法，节目会 介绍太阴历、

朔望月、太阳回归年、天干、地支等天文和历法知识。天文台科学主任陈营华先生会对上

述内容作出解释和说明。整个节目还会让学生认识数学在日常 生活中的无处不在。 

 

网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534607055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819006366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534607055


中学 

 名称 类型 简介 

1  中国科学技术史(一) 

寻找古代中国的科技文明 

ETV 1. 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2. 中国古代有科学吗？ 

 

网址: 

http://www.etvonline.hk/tc/digitalplay.html?video=str001tcs 

 

2  中国科学技术史(二)  

造纸术 

ETV 1. 蔡伦造纸 

2. 中国造纸术 

3. 纸的进化 

4. 造纸术的西传 

 

网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914989357 

 

3  中国科学技术史(三)  

印刷术 

ETV 1.雕版印刷示范 

2.雕版印刷的发明 

3.雕版印刷的进化 

4.蚀版印刷 

5.活字印刷的发明 

6.活字印刷的进化 

7.印刷术的西传 

 

网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314201601 

 

http://www.etvonline.hk/tc/digitalplay.html?video=str001tcs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914989357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314201601


中学 

 名称 类型 简介 

4  中国科学技术史(四)  

火药和火器 

ETV 1.火药的发明 

2.火药军用 

3.火炮和火枪的发明 

4.火箭的发明 

5.火药和火器的西传 

 

网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18297899 

 

5  中国科学技术史(五) 

指南针与四大发明的中国

背景 

ETV 1.司南 

2.指南龟 

3.指南鱼 

4.指南针 

5.为什么古代中国是四大发明的起源地？ 

 

网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504211881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18297899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504211881


中学 

 名称 类型 简介 

6  中国科学技术史(六) 

中国古代的机械发明 

ETV 1.记里鼓车 

2.指南车 

3.小熏球有大学问 

4.连击水碓 

5.水碾 

6.水磨坊 

7.云锦机 

 

网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44111468 

 

7  科学的观察 ETV  科学是甚么 

 科学观察的方法 

 基本的量度技巧 

 

网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32821433 

 

8  数学百子柜系列（四） 谈

天说地话数学 

书本  简介数学、历法与天文学之间的关系。 

 透过现实生活例子，如身份证号码的编码，简介质数理论在编码学上的重要性。 

9  数学百子柜系列（五） 數

学的应用 图像处理—矩阵

世纪 

书本  透过矩阵的运算法则，介绍数码科技中关于图像处理的理论，包括图像编辑的数学原理、图像的

压缩方法及消除噪声的方法等等。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944111468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232821433


中学 

 名称 类型 简介 

10  数学百子柜系列（六） 數

学的应用 投资组合及市场

效率 

书本  利用统计学中不同的统计工具，解释金融经济学中涉及投资组合、风险评估、市场效率、最优化

等重要知识，从而建立读者正确理性的投资概念。 

11  数学百子柜系列（七）数学

的应用：基因及蛋白的分析 

书本  利用诸如坐标几何、条件概率等数学工具，让读者初步了解生物学中的基因及蛋白的分析方法。 

12  数学百子柜系列（八）概率

万花筒 

书本  通过对概率的详尽解说，让读者从概率的发展以至应用上，如何解决不同类型在现实生活中会遇

到的问题，如药物成效测试、意外风险评估、人口模型、问卷抽样设计等等。 

13  数学处处闻 ETV  本节目旨在介绍中国的时间单位和中国的传统历法，让学生认识中国历法和西洋历法的异同。关

于中国的时间单位，节目会介绍时辰和刻。关于中国的历法，节目会 介绍太阴历、朔望月、太

阳回归年、天干、地支等天文和历法知识。天文台科学主任陈营华先生会对上述内容作出解释和

说明。整个节目还会让学生认识数学在日常 生活中的无处不在。 

 

网址: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534607055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ma/res/cabinet%207.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ma/res/cabinet%207.pdf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534607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