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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參與 2022/23莘莘入場：學校文化日計劃 

新增及尚餘名額的活動（2023年 1月至 7月） 

新增活動 

一、 表演藝術活動 

活動類別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活動場地 對象 

音樂 PAM07 

藝無極系列：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

音樂科技中心《音樂機械人西蒙與

朋友》 

香港大會堂劇院 中一至中三 

 

二、 博物館及視覺藝術活動 

活動類別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活動場地 對象 

香港電影資

料館 

M03p 
電影欣賞心法入門—特效篇（網上

教材） 
在參與學校內進行 

小四至中六 M03q 
電影欣賞心法入門—擬音篇（網上

教材） 

M03r 
「圖影風姿—香港漫畫電影」網上

直播座談會 博物館將會和參與學校

再作安排 
M03s 

「影談系列—韋啟良」網上直播映

後談 
中一至中六 

香港視覺藝

術中心 
M10b 開講！Pete Man 藝術講座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演講

廳 
 

尚餘名額活動 

一、 表演藝術活動 

活動類別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活動場地 對象 

中國戲曲 PAC03 演藝青年粵劇團─粤劇全接觸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小一至中三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舞蹈 

PAD02 城市當代舞蹈團《舞當開檔叄》 

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 

小三至中三  
葵青劇院演藝廳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PAD03 香港舞蹈團《三國知多少》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中一至中三 

PAD04 
王廷琳與舞者「現代舞創作進行式—

舞蹈互動及導賞」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小四至中三 

PAD05 香港芭蕾舞團《舞姬》（選段彩排）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跨媒體藝術 PAJ02 BE KIDS《嗶哩巴啦和大蛋糕》 
荃灣大會堂文娛廳 

低班至高班 
牛池灣文娛中心文娛廳 

音樂 

PAM05 香港城市室樂團《海頓與親王》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小四至小六 

PAM06 
泛亞交響樂團「漫遊音樂時期之二：

交響曲」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中一至中三 

戲劇 PAT03 綠葉劇團《拾荒》 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小一至小六 

表演場地特

備節目 

PAV01 舞台製作創意工作坊@荃灣大會堂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中一至中三 

PAV05 尋覓粵劇聲影 穿梭高山劇場 高山劇場新翼 小四至中六 

PAV06 
高山劇場新翼 粵劇教育及資訊中心

導賞之旅 

高山劇場新翼粵劇教育

及資訊中心 
小四至中五 

PAV07 
沙田大會堂城市藝坊—公共藝術導

覽遊 

沙田大會堂廣場「城市

藝坊」 
小四至中三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933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933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933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926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926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928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928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929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929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930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930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931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81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70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37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28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28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88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40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67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69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69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98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00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87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92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92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84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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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博物館及視覺藝術活動 

活動分類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活動場地 對象 

香港文化博

物館 
M01d 文化速遞（外借服務） 在參與學校內進行 小一至中六 

香港藝術館 M02a 錄像放映@香港藝術館 香港藝術館演講廳 小一至中三 

香港電影資

料館 

M03a 香港電影資料館探索之旅 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 中一至中六 

M03l 視聽遺產乜東東？（網上教材） 

在參與學校內進行 

小五至中三 
M03m 資料館大冒險（網上教材） 

M03n 
電影之秘─文物修復師與策展師齊

齊到校爆內幕 
中一至中六 

孫中山紀念

館 

M04a 百年建築：遊走甘棠第 孫中山紀念館 小一至中六 

M04b 向偉人致敬：孫中山先生與香港 
孫中山紀念館常設展覽

廳及活動室 

小四至中三 

香港文物探

知館 

M05a 「解『構』中式歷史建築工作坊 

香港文物探知館活動室 M05b 「齊拓印．學考古」工作坊 

M05c 「考古文物多面睇」工作坊 

M05d 「做個小小考古學家」工作坊 
香港文物探知館活動室

及考古活動室 

M05e 九龍公園歷史之旅 
香港文物探知館及九龍

公園 
小四至中六 

香港歷史博

物館 

M06c   都市中的遺蹟：羅屋民俗館遊 羅屋民俗館 
低班至中六 

M06d   都市中的遺蹟：李鄭屋漢墓遊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屏山鄧族文

物館暨文物

徑訪客中心 

M08 同遊屏山鄧族文物館 
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

徑訪客中心 
小一至中六 

香港太空館 M11 宇宙旅行團 香港太空館 小四至小六 

香港科學館 

M13a 趣味科學探索（小學及中學） 
香港科學館展覽廳、演

講廳、實驗室 
小一至中六 

M13b 趣味科學探索（幼稚園） 
香港科學館展覽廳、演

講廳、課室 
低班至高班 

 

三、 圖書館活動 

活動分類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活動場地 對象 

香港中央圖

書館 
L01a 探索香港中央圖書館 香港中央圖書館 幼兒班至中六 

大會堂公共

圖書館 
L03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館中尋」之旅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推廣

活動室 
小一至小六 

沙田公共圖

書館 
L04 沙田公共圖書館尋寶之旅 

沙田公共圖書館推廣活

動室 

屯門公共圖

書館 
L05 圖書館探索之旅 

屯門公共圖書館推廣活

動室 
小一至中三 

屏山天水圍

公共圖書館 
L06 庭園書庫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幼兒班至高班 

活動詳情請瀏覽有關頁面。學校可透過「藝文共享：全港學校藝文平台」報名。如已遞交申請，請勿重

複遞交。截止報名日期為 29.11.2022（二）。若申請人數超出預設的活動名額，本署將以電腦的抽籤方

式分配活動名額，並於 12 月下旬「藝文共享：全港學校藝文平台」公布是次申請的結果。 

查詢電話 港島區學校：2591 1783  九龍區學校： 2591 1766  新界及離島區學校：2591 1738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39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41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47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62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63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65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65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45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46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73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20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21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24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26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72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73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29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95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77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772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43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40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83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84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event/890
https://www.abo.gov.hk/artconnect/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