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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Iiteracy



從前 現在

學生獲取資訊的方法



資訊爆炸?! 



資訊來源：香港01網站

網絡世界的資訊真假難辨



|    主要內容 |

1. 介紹「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2. 舉例以說明資訊素養如何於學校課程落實



簡介
»自 1998 年起，教育局制訂了一系列資訊科技教育
策略，促進學校將資訊科技融入學與教當中。於
2000 年，我們編制了《資訊科技學習目標》作為學
校為學生籌劃相關教學活動的指引，當中尤其著重
資訊科技及資訊的使用。隨着「學會學習」課程改
革漸漸演變成持續的課程更新，我們亦同時檢視了
資訊科技學習目標的推行情況，並進一步確立資訊
素養對學生終身學習及自主學習的重要性。因此，
我們一方面協助提升香港學生的資訊素養，另一方
面則促進學校了解如何發展學生的知識、技能及態
度，讓他們在不同的主要學習階段中，都懂得如何
使用資訊及資訊科技。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教師問答題



核心課程：
1）圖書課
2）個人成長課

〈全校參與模式〉
一般科目：
1）語文
2）數學
3）常識
4）藝術
5）電腦

輔助項目：
1）教師講座／工作坊
2）學生講座
3）家長講座／工作坊

教師問答題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的八大範疇
類別 八個素養範疇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
以達致終身學習

1 符合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提供和互
通資訊

•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2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3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4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公信力
及可靠性

5 提取和整理資訊以及產生新意念

•資訊世界 6 能夠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和建立內容

7 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者（例如圖書館、
博物館、互聯網）的角色和功能

8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件

是日個案分享的範疇

教師問答題



學習階段目標
學習階段 素養範疇 1：

符合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提供和互通資訊

小一至小三 1.對知識產權有基本的認識，例如明白何謂版權。
2.開始注意如何安全、正確和健康地使用互聯網。

小四至小六 1.明白及實踐知識產權和數據私隱的守則。
2.開始認識引述及引用參考資料的做法。
3.了解有在互聯網上保護自己的需要。

教師問答題



與科目的關係：

語文科： 在讀與寫範疇，閱讀時能尊重作者的知識產權及在寫作
時能尊重原創。

常識科： 在專題研習範疇，搜集資料時能尊重作者的知識產權及
尊重原創。

圖書科： 在做閱讀報告時，對知識產權有基本的認識。

視覺藝術科： 在課程中加入「尊重版權」的創作主題，提示學生創作
時要尊重別人的版權。

素養範疇 1:   符合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提供和互通資訊本校
推行

的個
案實

例

教師問答題



4A鄭啟光4A周健霖

á4A鄭啟光的作品

5A鄧弘力 5B孫瑾鋒

本校
推行

的個
案實

例



學習階段目標
學習階段 素養範疇 4：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公信力及可靠性

小一至小三 1. 識別不同的人可能抱持不同觀點。

小四至小六 1. 能夠確定某項資訊能否滿足需要。
2. 了解不同的人會隨時間流逝改變對事情的看法，

以及能夠認清他們的觀點。
3. 了解多項準則（例如資訊的清晰度、準確度、有效

性、觀念正確、關聯性等）以評估資訊。



素養範疇 4: 評估資訊和資訊提供者的權威、 公信力及可靠性

與科目的關係:

語文科: 在讀與寫作範疇，學生能辨別及了解不同人有不同的觀點，
能以自己的立場寫作。

數學科: 學習閱讀數據的能力，能了解數據所代表的意思。

常識科: 學習在閱讀不同的訊息後，整理出對課題的個人觀點。

圖書科: 教導學生在可靠的資訊來源找尋所需的資訊。

電腦科: 學習運用不同網上工具的搜集可靠及不持平的資訊。

本校
推行

的個
案實

例



[數學科]  分析數據的能力

區內某間主要招收第2組別學生的中學
在外牆懸掛的巨型宣傳橫額

成績大躍進！
應屆第1及第2組別學生高達90％

—— 學習閱讀數據的能力，能了解數據所代表的意思



[數學科]  分析數據的能力

成績大躍進！
應屆第1及第2組別學生高達90％

10％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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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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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組別

昔日

40％

50％

10％

實際

—— 學習閱讀數據的能力，能了解數據所代表的意思



[數學科]  閱讀數據的能力

產品銷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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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閱讀數據的能力，能了解數據所代表的意思



[數學科]  閱讀數據的能力

產品銷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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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閱讀數據的能力，能了解數據所代表的意思



[數學科]  閱讀數據的能力
—— 學習閱讀數據的能力，能了解數據所代表的意思

留意數據的清晰度、準確度以評估資訊，
能否正確表達數據所代表的真正意思。



[圖書科]  判斷資料是否可信

[1]  查找資訊的來源及作者，分析其目的
- 只相信具公信力及權威的來源
- 或經檢驗的資訊

[2]  再搜尋其他網站相關的資訊
- 已核實真假
- 更新資料

[3]  以圖搜圖
- 運用Google圖片搜尋
- 查看圖片的最原始來源
- 慎防改圖或盜圖

本校
推行

的個
案實

例



[圖書科]  判斷資料是否可信

[1]  查找資訊的來源及作者，分析其目的
- 只相信具公信力及權威的來源
- 或經檢驗的資訊

本校
推行

的個
案實

例

https://youtu.be/tMDJb37oyZ4

鏗鏘集 《內容農場》



各持分者及各科 資訊素養



全校參與推行模式

1)   圖書課 (教育局「聰明e主人教材套」

2) 個人成長課 (青協資訊素養網：Nearpod教材)

3) 電腦課
4) 周會講座
5) 家長工作坊
6) 學科在擬寫進度時加入相關關注項目



家長工作坊

•家福會及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電影報刊辦)

–家長安裝過濾軟件工作坊



家長講座及攤位遊戲

•本校家教會與家福會
合辦家長講座，反應熱烈，與講者有很多互動。



善用社會資源，推廣健康上網

• 透過網上平台分享有關健康上網資訊，教師與家長建立有
放溝通渠道，以促進學生安全使用網絡。

• 全校派放小冊子，
並提供社工支援熱線。

教育局相關網頁



「聰明e主人」
電子學習資源套



在圖書課使用「聰明e主人」
電子學習資源套

本校
推行

的個
案實

例



教師培訓工作

邀請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CoE)派員
到校向教師分享有關「資訊素養」的資訊。



學生方面 👪

培養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發展學生的知識、技能及態度



Information Literacy website (IL) http://www.edb.gov.hk/il/eng
資訊科技教育組資訊素養網頁 http://www.edb.gov.hk/il/chi

Parent Education website: http://www.edb.gov.hk/en/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Parent-Education/pe-index.html

資訊科技教育組家長教育之電子學習網頁：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Parent-Education/pe-index.html

"A Healthy Internet Starts with You" Video Series 
(Parents)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learning/ict/page_5b0cfb549034436f70000000

「健康網絡由你創」短片系列 - 家長篇：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learning/ict/page_5b0cfb549034436f70000000

Implementation of “Bring Your Own Device” in Primary & Secondary Schools (Chinese Only)
資訊科技教育組在中小學推行「自攜裝置」網頁
https://www.edb.gov.hk/ited/byod/tc

有用連結

http://www.edb.gov.hk/il/eng
http://www.edb.gov.hk/il/chi
http://www.edb.gov.hk/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Parent-Education/p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Parent-Education/pe-index.html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learning/ict/page_5b0cfb549034436f70000000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learning/ict/page_5b0cfb549034436f70000000
https://www.edb.gov.hk/ited/byod/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