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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科技

內容教學法
整合

• 八個學習領域/科
目的校本課程

• 自主學習
• 協作學習
• 照顧學習差異
• 遊蹤學習/全方位學習
• 翻轉課堂
• 電子評估

• 資訊科技基建
• 學習管理系統
• 電子學習資源
(例如電子課本、
工具、應用程式)

自學能力

高階思維
能力

有關編寫

程式能力

建立學校的專業力量：
e-領導/電子學習教學造詣

協作能力

資訊素養

創造力

解難能力



COE 服務簡介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CoE)

• 隸屬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

• 在2001/02學年成立

• 由來自不同學校的半職借調老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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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CoE)

目標：

• 作為資訊科技教育計劃先導學校

• 在不同學科上試驗不同形式資訊科技教學法

• 分享成功資訊科技教學經驗及策略案例

• 舉辦教師資訊科技教學專業培訓課程(PDP)

• 提供校本支援服務

• 聯繫不同學校組成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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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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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 由地區支援發展至跨地域全面支援

• 由技術支援發展至學校管理、教學法全面支援

• 由培訓講座、工作坊支援發展至

到校服務培訓支援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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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2018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佛教慈敬學校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香港真光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崇真書院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嘉諾撒聖心學校

伯裘書院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聖貞德中學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CoE)

以講座或工作坊形式提供校本支援服務

1. 支援學校教師發展日

2. 個別學科教學法提供意見及支援(中學及小學各科)

3. 應用資訊科技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學生

4. 技術支援

以及其他與資訊科技教學相關培訓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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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援學校教師發展日

a)平板電腦應用程式及內置功能簡介

b)移動學習

c)學習管理系統(LMS) / 雲端服務

d)網絡安全

e)資訊素養及共享創意(Creative 
Commons)

f) 電子學習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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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別學科教學法提供意見及支援
(中學及小學各科)

中學中國語文科 小學中國語文科

中學英國語文科 小學英國語文科

中學數學科 小學數學科

中學通識教育科 小學常識科

中學科學及科技 小學體育科

中學個人、社會 小學藝術教育
及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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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學生

• 設計校本電子書工具

• 為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設計學習課件

• 教學法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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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術支援

a) 自攜裝置(BYOD)

 制訂政策及管理模式

 推廣家長教育

b) 設定雲端服務的技術支援

(如 Office 365, Google Educati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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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手續

a) 填妥申請表，並於兩個月前傳真至資訊科技
教育組

b) 由資訊科技教育組選派合適CoE統籌培訓活動

c) 與負責CoE學校召開籌備會議

d) 進行培訓活動

e) 檢討及再探討進一步培訓需要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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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手續

請於到校支援服務的兩個月前把申請表傳真
(2382 4403)至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



申請手續

http://gg.gg/edbcoe

2017/18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CoE) 計劃
到校支援服務申請表



填寫申請表注意事項

1. 進行支援2個月前提交表格

2. 只選一個支援範疇

3. 提供多個日期以供CoE選擇

4. 由局方分派CoE

5. 詳列學校的硬件設備

6. 簡述對支援服務的期望

7. 支援對象為老師



COE 到校支援實例



資訊科技卓越中心－到校支援個案

籌備
會議

全校教師培訓
讓每位老師經驗
刺激先導學科

培訓個別學科
設計資訊科技

教學

反思成果
分享心得

CoE 到校支援服務



資訊科技卓越中心－到校支援個案

• 位於新界西貢之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

• 從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網頁找到有關「
資訊科技卓越中心」的資訊，期望發展相
關的教師培訓

• 初步擬訂兩個日期：

• 籌備會議 (7月初) 

• 教師培訓日期 (8月底進行) 



資訊科技卓越中心－到校支援個案

籌備會議

• 參與會議，包括崇真副校長、負責推動資
訊科技老師與兩位借調老師

會議目的：

• 製訂培訓的方向

• 了解崇真的教學情境、老師對電子教學準
備程度

• 擬訂培訓日的內容

• 擬定發展方向及步伐



資訊科技卓越中心－到校支援個案

培訓日的安排

• 在8月底進行；

• 講介與電子教學相關教學法；

• 透過示範及操作平板電腦軟件(Apps)，讓
老師明白如何在課堂上以電子化進行各項
學習任務；

• 最後一個環節就是與一些有意推行資訊科
技教學的科目商討- 初中科學科。



資訊科技卓越中心－到校支援個案

培訓日的內容

• 教學法

–Bloom’s Interactive Pyramid 

–SAMR Model 

–The iPedagogy Wheel V3.0 

–TPACK Model 

•互動課堂準備

–WiFi、Apps安裝、AirPlay

–Security、Profile 



資訊科技卓越中心－到校支援個案

• 培訓日的內容

• Apps實習
–Socrative / Nearpod

–Total Recall / Mindomo

–Scholoogy / Edmodo 

–Beyond Campus w QR Code 

–Flip classroom 

•課堂學習任務設計
–Adobe Reader w Dropbox 

–YouTube 



資訊科技卓越中心－到校支援個案

進一步培訓

•支援祟真技術員設置無線網絡及管理平板電
腦

–WiFi SSID 

–Apple ID / Google 

–iTunes / Apple Configurator 

–Profile Settings of Mobile Computer 

–BYOD 









資訊科技卓越中心－
到校支援個案（學校參觀）













個別學科教學法提供意見及支援

目的：

• 提供專業支援給學校(小學及中學)，促進教師於課程中融合電子

學習的元素。

模式：

• 科本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與同工分享經驗

• 就焦點課題討論學與教的安排，包括共同備課、觀察課堂實況

，課後討論



學習領域/科目為本的支援例子

對象：通識教育科教師

善用無線網絡環境及流動學習裝置進行通識 教育科互動探索式學習的策略
實地考察 - 從藍地到VCity看屯門的城市發展與規劃

















E-textbook (LMS + Content = e-Textbook)



Voice Recording



Video recording



Inserting web links



YouTube videos for flipped classroom or consolidation 
after lesson



Inserting Photos



A snapshot of the blackboard



Digital bulletin board
Topic: my favourite hobby



Digital bulletin board
Topic: my favourite snack



OneNote - insert online pictures 

• vocabulary / sentence building

• nurture students to become self-directed learners

Other e-learning activities 



Reading authentic reviews online

Other e-learning activities 





E-readers



Handy e- Learning tools 

for teachers without e-textboo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wGE758uWuc

https://getkahoot.com https://kahoot.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wGE758uWuc
https://getkahoot.com/
https://kahoot.it/


https://plickers.com/

https://plickers.com/


https://padlet.com

https://padlet.com/


https://spark.adobe.com/about/videoAdobe Spark Video 

http://www.freetech4teachers.com/2016/05/10-ways-to-use-adobe-
spark-in-school.html#.V8zwb1t96Uk

https://spark.adobe.com/about/video
http://www.freetech4teachers.com/2016/05/10-ways-to-use-adobe-spark-in-school.html#.V8zwb1t96Uk


https://www.google.com.hk/intl/zh-HK/forms/about/

https://www.google.com.hk/intl/zh-HK/forms/about/


https://classroom.microsoft.com/

https://classroom.microsoft.com/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PDP)



與資訊科技有關的培訓課程
EI00 資訊科技教育系列















課程舉隅
• 電子安全系列︰

透過培訓學生大使推行網絡危機校本預防工作

• 與學科有關系列︰

於小學常識科推行電子學習的經驗分享

• 教學法系列︰

有效運用 Prezi 以促進協作學習

透過電腦科編程以促進學生計算思維的教學經驗分享

• 電子領導系列︰

如何在小學進行「課程規劃」以促進推行電子學習經驗分享會（支援計劃）

• 科技系列：

如何規劃及重建高效能的學校資訊科技基礎設施

運用機械人套件以訓練學生在 21 世紀所需的解難及編碼能力



網址簡介



Resources & Information in EDB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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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 of using e-learning tools (Youtube videos)
• IT relat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 Introduction of CoE Schools



查詢

請致電資訊科技教育組聯絡
3698 3669(林澔基先生)
3698 4448(樊永業先生)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網址
http://www.edb.gov.hk/ited/co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