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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讓老師深入了解家長對電子學習及「自攜裝置」(BYOD) 政策的關注，
並掌握實際知識及技能，在這兩方面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支援。

完成課程後，學員應能夠：

a) 透過簡單介紹幫助家長了解電子學習的特點、優勢、限制和學習機遇;

b) 促進家長為兒童提供早期指導，學習善用及合法使用資訊科技;

c) 根據子女的年齡階段向家長提供適當使用流動電腦裝置的建議;

d) 討論案例以解決家長關注的問題，如

電子安全
版權
健康使用流動電腦裝置
身體和心理健康問題

網絡成癮和網絡欺凌等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讓老師深入了解家長對電子學習及「自攜裝置」(BYOD) 政策的關
注，並掌握實際知識及技能，在這兩方面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支援。

完成課程後，學員應能夠：

e) 考慮家長的關注和採用相關技術如

• 移動設備管理 (MDM) ;

• 制定校本「自攜裝置」(BYOD)政策;

• 可接受使用策略 (AUP)

f) 使用社區組織提供有關健康及有合乎道德地使用資訊科技的支援服務和資源。



課程詳情

1. 概述電子學習（包括優勢和限制）、學習機遇和全球趨勢；

2. 幫助家長更深入了解數碼化教室及電子學習的方法；

3. 指引兒童如何善用資訊科技學習，合乎道德及合法地使用資訊科技；

4. 根據兒童的不同年齡階段向家長提供有關的理論、有效的指導方法及適
當的建議；

5. 有關適當地使用流動電子裝置及電子產品的安全、版權、及網上欺凌等
問題的建議；

6. 考慮家長的關注事項下以設計校本「自攜裝置」(BYOD) 政策和可接受使
用策略 (AUP)；及

7. 社區組織如何支援電子學習及其相關的服務與資源。



課程詳情

1. 概述電子學習（包括優勢和限制）、學習機遇和全球趨勢；

2. 幫助家長更深入了解數碼化教室及電子學習的方法；

3. 指引兒童如何善用資訊科技學習，合乎道德及合法地使用資訊科技；

4. 根據兒童的不同年齡階段向家長提供有關的理論、有效的指導方法及適
當的建議；

5. 有關適當地使用流動電子裝置及電子產品的安全、版權、及網上欺凌等
問題的建議；

6. 考慮家長的關注事項下以設計校本「自攜裝置」(BYOD) 政策和可接受使
用策略 (AUP)；及

7. 社區組織如何支援電子學習及其相關的服務與資源。



電子學習



如何量度學校 eLearning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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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備及網絡基建 B. 電子教材及內容

C. 電子學習管理平台 D.學生自主學習態度

E. 老師教學範式轉變 F. 學校資訊科技領導



電子學習

推行資訊科技教育的目標，是透過電子科技令學習更有效益，而高效的
學習並不局限於課堂內。電子學習利用科技打破空間的限制，讓學習更
靈活，並將學習與科技結合，透過各種科技的輔助，提升學習成效，讓
學生終身受用。

科技融入學習，學習融入生活，最終讓科技、學習、生活三者結合，是
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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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定義
電子學習，英文是 e-Learning，有人巧妙地演繹了這個英文名詞：

小寫的 e 是泛指各種不同形式的電子輔助工具，

而大寫的 Learning 才是電子學習中所強調的核心。

透過不同的電子科技媒介，例如電腦、網路、多媒體的輔助，以學生為中心，
配合不同的學習策略，來達成學習目標。利用科技的特性將學習內容有效地呈
現。

e-Learning 的 e 除了指 electronic (電子)外，也包含著 efficient (有效率)，
effective (有成效)及 enjoyable (有趣味)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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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元素
電子學習的主要元素

• 電子工具：如互動學習的平台、網誌、維基平台等，不但可以增加教師與學生、
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溝通，亦可以讓學生建立學習社群，發揮創意，將學習帶出
課室，融入生活。

• 電子學習資源：泛指電子文本、網頁、多媒體軟件等，教師可將有關資源配合
不同的學習策略，把抽象概念形象化呈現，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使他們能靈
活地自學、探究。

• 電子學習課程：強調個人化，重視親身經歷，讓學生自主地運用不同的電子學
習資源，掌握資訊，並於網上學習，在積累學習經驗之餘，亦突破時間和空間
的限制。

要有效推行電子學習，必須先釐清目標，因應各種客觀條件採用合適方法開展。

電子學習並無既定的模式，應循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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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的特色和優勢
電子學習是全球發展大勢所趨，在世界各地積極推行，這除了基於時代變遷
之外，更重要的是電子學習的確具備優勢，能促進學生學習，提高學習成效。

電子學習具有互聯性，只要有適當的配套，便能得到全球的資訊；它具有靈
活性，容許使用者在何時何地都能學習，不受時空限制；同時它具有協作性，
提供機會讓學生在課 室以外協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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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的特色和優勢
一. 電子學習具有互動性，有多媒體功能，可以利用聲音、動畫、圖像等有效呈

現學習內容，吸引學生注意，提高學習動機。互動的電子學習資源將抽象的
概念變得具體，令學生更易理解。

二. 電子學習具有延伸性，提供機會讓學生在課堂以外按自己的能力、進度及興
趣學習。

三. 電子學習能模擬情景，將一些現實的聲音、過程形象化地呈現出來，讓學生
體驗模擬的現象。日常生活中較難接觸的事物，學生透過模擬的情景，也能
親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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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的特色和優勢
電子學習的各種特色及優點令學習更有效率、更具成效、更有趣味，亦能有效
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及風格。

絕非否定紙、筆、實物教具、黑板等的教學價值。

上述種種優點，並不代表電子學習可以取代傳統學習。

實際上，兩者應能互為補足，相輔相成，關鍵在於如何將電子媒體的優點，善
用於整個學習的設計與規畫，在適切的學習環境下善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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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電子學習、學習機遇和全球趨勢



概述電子學習、學習機遇和全球趨勢
第一個：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 1998 年：《與時並進 善用資訊科技學習：五年策略 1998/99至2002/03》

第二個：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 2004 年：《善用資訊新科技 開拓教學新世紀》

第三個：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 2008年：《適時適用科技 學教效能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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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電子學習、學習機遇和全球趨勢

第四個：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 2015年：《發揮 IT 潛能 釋放學習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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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電子學習、學習機遇和全球趨勢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核心是學生的學習。

• 透過發揮資訊科技的潛能，提升學與教的互動經驗，以釋放學生的學
習能量，讓學生學會學習、邁向卓越。

• 目的是透過優化的資訊科技環境，發揮學校的專業領導與能力，加上
社區夥伴的支援，從而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創意、協作及解難能力
，並提升他們的計算思維技巧，及使用資訊科技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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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
y/it-in-edu/ITE4_report_CHI.pdf

1. 加強學校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重組運作模式
2. 提升電子學習資源的質素
3. 更新學校課程，改變教學及評估方法
4. 提升學校專業領導及力量，建立實踐社群

5. 讓家長、持分者及社區齊參與
6. 連貫和持續發展資訊科技教育。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E4_report_CHI.pdf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Framework

Effectiv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for pedagogy around 
specific subject matter requires 
developing sensitivity to 
the dynamic, 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omponents of knowledge 
situated in unique contexts.

Mishra & Koehler (2006).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08(6), 1017-1054. 

There is no “one best way”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into 
curriculum.

Integration efforts should 
be creatively designed or
structured for particular 
subject matter ideas in 
specific classroom contexts.



科技教學內容知識模型 (TPACK)

應用科技並融入教學

法，將適用的資訊轉

化為獨特的教學內容。

Mishra & Koehler (2006).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 Teacher
s College Record, 108(6), 1017-1054. 

科技融入在課程並沒有一

定的「最好的方法」。

在科技融入課程時，應

針對特定的課堂環境和

學習主題進行具創意的

設計和建構。



(TPACK) Framework

學科內容知識 Content Knowledge  
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Knowledge  
科技知識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教學內容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科技內容知識 Technol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科技教學知識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科技教學內容知識 TPACK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Mishra & Shulma, 2005 Mishra & Koehl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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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電腦裝置 - 電子學習的大趨勢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ere are more mobile phones 
and tablet computers on the planet than there are people. 

Due to their utility, ease-of-use and affordability, these 
devices are well-placed to exp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learners in diverse contexts.

UNESCO, 201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9641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9641


學校在運用流動電腦裝置進行學習的發展



學校提供裝置 或 學生自攜裝置 ?

由學校按課堂需要提供學生流
動電腦裝置進行學習活動

學生攜帶自己的流動電腦裝置
回校進行學習活動



Research by European Schoolnet and its network of 
Ministries of Education in late 2014 found that BYOD, 
"is becoming more widespread and schools are 
developing policies that allow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connect and use their own portable equipment in 
school … in 75% of respondent schools on average, 
with Denmark, Portugal, Sweden, Spain, Romania an
d Estonia in the lead in this respect" (Blamire & Colin, 
2015).

流動電腦裝置的影響



流動電腦裝置的影響

2018年9月起，法國於全國學校
禁止學生攜帶所有上網裝置回校，
包括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

原因
- 影響學生的專注力
- 沉迷
- 網絡欺凌

Banning mobile phones in schools: beneficial or risky? Here’s 

what the evidence says 

http://theconversation.com/banning-mobile-phones-
in-schools-beneficial-or-risky-heres-what-the-evidenc
e-says-119456

http://theconversation.com/banning-mobile-phones-in-schools-beneficial-or-risky-heres-what-the-evidence-says-119456


推行電子學習的再思

使用資訊科技是學生重要的廿一世
紀技能

• 發展學生的自主和協助學習能力
• 要配合學校課程規劃和教學安排

(包括資訊素養)

• 不能擋的趨勢， 不應擋的改變。
• 小心計劃， 認真推行。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06-28/smartphone-ban-in-schools-good-or-bad-idea/9918934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06-28/smartphone-ban-in-schools-good-or-bad-idea/9918934


「自攜裝置」的優勢

• 減省在課堂進行電子學習的相關預備工作。

• 學生使用自己的流動電腦裝置，有助學生

於課堂內外與朋輩進行協作學習。

• 學生熟悉自己的裝置，能有效地在學習中

使用它。

• 可配合學校的學習管理系統(LMS)，讓老

師更容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



學校電子學習發展的重要元素

推行BYOD以促進自主學習和個人化學習

基建及工具
• 無線網絡
• 流動電腦裝置/ 電子學習資源/ 工具

教學規劃
• 電子教學規劃
• 教師專業發展
• 學生資訊素養

持份者
• 家長教育
• 學生輔導
• 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支援



三種

「自攜裝置」
模式



學校推行自攜裝置的情況
(ITE Survey 2018/19 – returns from 874 schools)



學校推行自攜裝置的情況
(ITE Survey 2018/19 – returns from 874 schools)



預計於2020/21學年推行自攜裝置學校的比例



教育局對學校推行「自攜裝置」的支援

• 「自攜裝置」的參考網頁

https://www.edb.gov.hk/ited/byod

教師專業培訓及到校支援服務

• 研討會：在小/中學規劃及推行 「自攜裝置」以實
踐電子學習

• 工作坊：策略性推行校本「自攜裝置」政策 – 資訊
科技教育卓越中心校本支援服務

• 技術支援小組為學校解答有關查詢 ( 3698 4148 ) 

• 關愛基金援助項目



關愛基金援助項目

項目於2018/19學年起推行，為期三年，資助
清貧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以配合學校推行
「自攜裝置」實踐電子學習。

教育局會每年邀請推行BYOD的學校參加。學
校應按本身的情況、電子學習需要、教師專業
判斷及家長意願來決定是否推行「自攜裝置」
政策及相關的時間表，並按學生需要參與這
項目。

EDBCM 71/2018 (2018/19)

EDBCM 65/2019 (2019/20)



項目概覽

• 教育局會向學校發放資助，由學校代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裝置管理
系統、 其他基本配件及三年產品保養。

• 綜援及全津學生獲得全額資助（2019/20 學年上限為4,610元）; 半津學
生獲得半額資助（上限則為2,305元）;資助上限每年會按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調整。

• 三年推行期內，每名受惠學生只可接受資助一次，電腦裝置為學生個人
擁有， 離校時不需交還。

• 學生升學或轉校時，如果新校採用的裝置與舊校的不同，有關學生則可
再獲資助購買另一部裝置，但須將原有裝置交回舊校。



學校首年參與情況

於 2018/19 學年合共 188 間學校參與這項計劃
• 小學 89 間* 
• 中學 88 間* 
• 特殊學校 11 間



學校推行「自攜裝置」

學校推行「自攜裝置」的年級數目統計 (不包括特殊學校)



個人化學習的四大元素
Source: Gates Foundation’s “Working Definition” of Personalised Learning



發展

個人化學習



課堂討論一：幫助家長了解電子學習

• 你學校會否推動 BYOD? 原因？

• 推動BYOD , 家長會有哪些困難或疑問？

• 推動BYOD , 學校應該對家長作出哪些方面支援？

• 如何推動學生善用移動學習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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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家長了解電子學習的不同策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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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課前預習
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



資訊科技學教策略：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把傳統上課模式翻轉過來
步驟一：由老師將預先準備好的課程內容上載網絡
步驟二：讓學生先行在家中備課
步驟三：在課堂上對議題發表意見、進行討論。

相對於傳統教學的講課模式，「翻轉課堂」讓老師在課堂上減少單向式講解，促進
師生的課堂互動和溝通，提高學生的學習果效之餘，更能培養他們的自主學習。

幫助家長了解電子學習的不同策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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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式
教學

主動式
教學

資訊科技學教策略：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







Flipping Classroom Framework (翻轉課堂框架)

Teacher follow-up 
responses

(老師延伸回應)

Active learning / e-Learning / Higher order activity
(主動學習法/電子學習/高階思維活動）

Student watch video to
pre-learn

(學生從短片中預習)

20 mins 10 mins 30 mins



示例二：學習管理系統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常用的電子學習平台：
學習管理系統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 Google for Education

– Microsoft 365

– HKEdcity VLE

12

幫助家長了解電子學習的不同策略模式



http://www.google.com/edu/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http://www.google.com/edu/classroom/
http://www.google.com/edu/classroom/
http://www.google.com/edu/classroom/
http://www.google.com/edu/classroom/
http://www.google.com/edu/classroom/
http://www.google.com/edu/classroom/
http://www.google.com/edu/classroom/
http://www.google.com/edu/classroom/
http://www.google.com/edu/classroom/
http://www.google.com/edu/classroom/


常用的電子學習平台：
學習管理系統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 Google for Education

– Microsoft office 365

– HKEdcity VLE

12

幫助家長了解電子學習的不同策略模式



Microsoft office 365



常用的電子學習平台：
學習管理系統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 Google for Education

– Microsoft 365

– HKEdCity VLE

12

幫助家長了解電子學習的不同策略模式



HKEdCity VLE



不同工具及系統： https://www.hkedcity.net/goelearning/

幫助家長了解電子學習的不同策略模式

https://www.hkedcity.net/go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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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家長了解電子學習的不同策略模式

「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電子學習資源套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elearning

「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電子學習資源套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page_58fd847d316e83c22a000000 

資源套：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elearning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page_58fd847d316e83c22a000000


課程詳情

1. 概述電子學習（包括優勢和限制）、學習機遇和全球趨勢；

2. 幫助家長更深入了解數碼化教室及電子學習的方法；

3. 指引兒童如何善用資訊科技學習，合乎道德及合法地使用資訊科技；

4. 根據兒童的不同年齡階段向家長提供有關的理論、有效的指導方法及適
當的建議；

5. 有關適當地使用流動電子裝置及電子產品的安全、版權、及網上欺凌等
問題的建議；

6. 考慮家長的關注事項下以設計校本「自攜裝置」(BYOD) 政策和可接受使
用策略 (AUP)；及

7. 社區組織如何支援電子學習及其相關的服務與資源。



衞生署 （二零一四）
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報告

• 衞生署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進行了一項有關學前兒童、中小學生、家長和老師就使用互
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的調查。

• 收集所得的四千三百份受訪調查問卷結果顯示，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的情況十分
普遍。

• 學前兒童開始收看電視的年齡中位數是八個月大，開始觀看影碟機的年齡中位數是十個
月大，開始使用平板個人電腦的年齡中位數是十六個月大，開始使用電腦的年齡中位數
是兩歲。使用電子屏幕產品的最小年紀只有一個月大甚或更小。

• 只有 14 ％家長會經常陪同學前子女使用平板電腦， 亦只有 12 ％家長會經常陪同學前
子女使用電腦。



衞生署 （二零一四）
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報告

• 有五分之一的受訪中小學生每日花超過三小時使用互聯網，約一半的受訪家長
認為子女花太多時間使用互聯網，影響日常生活，有 64 ％家長曾經常或間中
因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與子女爭執

• 有37 ％受訪中小學生表示因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曾經常或間中放棄
戶外活動，有 49 ％受訪者曾經常或間中減少睡眠時間。

• 有 45％受訪者曾經常或間中認為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影響了學業成
績，有 19 ％受訪者曾經常或間中向家人，朋友或老師隱瞞使用互聯網時間。





衞生署 （二零一四）
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報告

給父母及教師的一般原則「安全行動（SAFE ACTS)」

以身作則，實踐原則

先知先覺，提高警覺

正面促進，健康邁進

賦予權利，自我管理

同訂規則，清晰界限

保持溝通，開放互動

互相尊重，表示信任

尋求協助，適當支援



衞生署 （二零一四）
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報告

給兒童及青少年的一般原則「我敢我做（DARES）」

均衡發展，潛能盡現

先知先覺，提高警覺

尊重了解，信任關懷

有商有量，分享心得

主動求助，尋找支援



衞生署 （二零一四）
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報告

十個健康「貼士」：

1. 積極參與體能活動及戶外活動

2. 參與現實生活中的互動接觸

3. 限制屏幕時間及明智地選擇屏幕活動

4. 留意眨眼及休息

5. 採用適當設置

6. 保護聽覺、注意安全及衞生

7. 確保睡眠時間足夠及環境合宜

8. 注意網絡安全

9. 遵守網絡及社交網站的良好行為

10. 限制接觸不當的資訊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recommendations_secon
dary_school_student.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recommendations_secondary_school_student.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video/health_effects_videos.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video/health_effects_videos.html


衞生署 學生健康服務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port/report.html



參考美國兒科學會的最新建議，更新以下健康「貼士」:

限制屏幕時間及明智地選擇屏幕活動

2014年版本
• 2歲以下：

盡量避免觀看屏幕。父母應盡可能花更多優質時間與子女在一起，以取代屏幕時間，
從而的認知、體能及情緒發展。

• 不論任何時間，家長均不應讓子女獨自使用電子屏幕產品。

2018年版本
• 2歲以下：

你的孩子需要大量的親子互動，除了在家長陪同下用作與家人視像交談外，應盡量
避免讓他接觸電子屏幕產品。

• 若家長認為孩子能夠從電子屏幕產品學習，便必須陪同並指導他進行有限度及有助
發展的屏幕活動



參考美國兒科學會的最新建議，更新以下健康「貼士」:

限制屏幕時間及明智地選擇屏幕活動

2014年版本
• 2至6歲：

如有需要使用電子屏幕產品，需有家長或教師的指導及監督，並每天不應使用多於
兩小時。

2018年版本
• 2至 5 歲：

孩子每天觀看電視或使用電腦、平板電腦或智能電話等的累積時間，應限制在一小
時以內；這些屏幕活動應是互動和富教育性的，亦要在家長的指導下進行。



美國兒科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任何年齡的兒童，包括 0 至 18 月的嬰幼兒，可以在成人監督下進行視訊。
一些研究證明透過視訊工具，18 月以下的嬰幼兒能夠與遠方的親人建立感情聯繫。
兒科學會認為這能夠「促進社會交往」。不過視訊也是此階段兒童唯一可用的工具。

18 至 24 個月的兒童可以接觸媒體，但需是教育性內容，並有父母或看護人的解說。
由於記憶力和注意力的不成熟，此階段的嬰幼兒不能從傳統的數位媒體中學習，但
是在和看護人的互動中，他們能夠學到一些東西。」「基於最新的研究，這是現階
段我們能給出的最好建議，」



美國兒科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15 個月的兒童已經可以從媒體中學習知識了。
為何建議從 18 個月開始呢？兒科學會表示說，每個孩子的情況都不同，但是「在
父母的幫助下，18 個月的幼兒多數具備從螢幕學習的認知能力。」

2 至 5 歲的兒童可從數位媒體中學習知識。
不過一些資料顯示，過度依賴媒體會擾亂孩子的睡眠和鍛鍊，同時也會影響到社交、
語言和認知能力的發展。

因此兒科學會建議，螢幕時間應限制在每天一個小時，並且要「高品質」的內容。
同時建議父母和看護人與孩子一起觀看，幫助他們理解內容。



美國兒科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對於 6 歲以上的兒童，兒科學會建議父母或看護人應該設有時間限制，
確保螢幕時間不會影響到鍛鍊、睡眠及其他健康習慣。

父母應該設置一些不能使用這些媒體的時間或地點，比如吃飯時間不可
接觸。最後兒科學會建議，父母也應該養成健康習慣，給孩子樹立一個
好榜樣。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研究分析 (2016)

香港兒童過度使用電子產品及體適能遜於其他地方
劉宇隆教授, 葉柏強醫生, 黃慶生先生, 何家榮先生
2016 年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https://www.med.hku.hk/f/news/2375/4608/ASPR%20ppt%20v4.3c.pdf

針對兒童及青少年進行了以下兩個有關使用電子產品研究：
• 探討香港兒童使用電子產品的情況及電子產品與兒童行為問題、學業成績的相關性
• 檢視家長指引對兒童使用電子產品的重要性

提醒政策制定者和前線專業人員，以制定策略減少香港兒童過度使用電子產品的風險

https://www.med.hku.hk/f/news/2375/4608/ASPR ppt v4.3c.pdf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研究分析 (2016)

幼兒若於5歲時花更多時間看電視及玩電子遊戲，他們在9歲時有更大機會出現過重、
行為問題（包括情緒問題及過度活躍），學業成績亦會較差。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研究分析 (2016)

研究發現74.8%兒童每日至少使用2小時電子產品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研究分析 (2016)

https://www.med.hku.hk/f/news/2375/4608/ASPR%20ppt%20v4.3c.pdf

https://www.med.hku.hk/f/news/2375/4608/ASPR ppt v4.3c.pdf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研究分析 (2016)

在小學學童中，使用電子產品的時數與ADHD有正相關
• 使用較多電子產品的學童有較高ADHD風險
• 當父母指導兒童看電視和電子遊戲時，ADHD的風險相應降低



衞生署 調查分析 2017

衞生署調查：學前兒童一歲已接觸智能電話 促建立「家規」

衞生署的調查發現:
• 有13.1%受訪小學生，每天上網時間超過3小時以上；較2014年衞生署同類調查結

果僅2.6%，比率高4倍
• 有35.7%小學生表示，曾因上網或使用電子屏幕產品而減少睡眠時間
• 39%人更認為因此影響了學業成績
• 本港幼兒開始接觸電視和使用智能電話的年齡中位數是1歲；使用平板電腦是1.5

歲；使用電腦則是2歲
• 陪伴使用電腦的家長只有6%。



衞生署 調查分析 2017

家長方面 :
• 高達77.5%受訪小學生家長曾因子女上網或使用電子屏幕產品與他們發生爭執，遠

高於2014年的結果 44.3%。
• 62.5%受訪小學生家長認為子女上網時間過多影響了日常生活。

衞生署指，過度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可引起眼睛、骨骼等問題，建議
• 2至12歲兒童每天使用電子屏幕產品的時間應少於2小時，
• 促請家長與子女共同建立使用電子屏幕產品的規則、陪伴子女上網、注重子女的體

能運動等。



你的 0 – 5 歲孩子需要電子屏幕產品嗎？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30047.html

電子屏幕產品的影響
電子屏幕產品能提供極速的資訊，並備有多姿多采的畫面和聲效，可以吸引兒童學
習。幼兒在學前階段吸收能力固然很強，但嬰幼兒利用電子媒體學習是否有長遠的
成效，目前還未有定論。

國際研究卻已肯定過量進行這類過於靜態的「屏幕時間」活動，會對兒童造成多方
面的負面影響，主要包括：
• 削減應有的體能活動量，導致肥胖
• 影響骨骼、視力發育
• 妨礙動作技能發展和語言發展
• 養成不良的飲食習慣
• 模仿不當行為，包括暴力行為
• 影響睡眠、專注力、社交和溝通能力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30047.html


沉迷上網

有關適當地使用流動電子裝置及電子產品的安全、版權、及
網上欺凌等問題的建議；



新聞： 調查 中小學生網路成癮 近8成因沒人陪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1118/1243562/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1118/1243562/


新聞 ： 小學生沉迷上網 親子爭執急升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1872573/%E5%B0%8F%E5%AD%B8%E7%94%9F%E6%B2%89%E8%BF%B7%E4%B8%8A%E7%B6%B2%20%
E8%A6%AA%E5%AD%90%E7%88%AD%E5%9F%B7%E6%80%A5%E5%8D%87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1872573/%E5%B0%8F%E5%AD%B8%E7%94%9F%E6%B2%89%E8%BF%B7%E4%B8%8A%E7%B6%B2 %E8%A6%AA%E5%AD%90%E7%88%AD%E5%9F%B7%E6%80%A5%E5%8D%87


新聞： 研究稱沉迷手機和WiFi上網 青少年易焦慮
http://sina.com.hk/news/article/20171201/5/41/2/%E5%A4%96%E5%AA%92-
%E7%A0%94%E7%A9%B6%E7%A8%B1%E6%B2%89%E8%BF%B7%E6%89%8B%E6%A9%9F%E5%92%8CWiFi%E4%B8%8A%E7
%B6%B2-%E9%9D%92%E5%B0%91%E5%B9%B4%E6%98%93%E7%84%A6%E6%85%AE-8194943.html

http://sina.com.hk/news/article/20171201/5/41/2/%E5%A4%96%E5%AA%92-%E7%A0%94%E7%A9%B6%E7%A8%B1%E6%B2%89%E8%BF%B7%E6%89%8B%E6%A9%9F%E5%92%8CWiFi%E4%B8%8A%E7%B6%B2-%E9%9D%92%E5%B0%91%E5%B9%B4%E6%98%93%E7%84%A6%E6%85%AE-8194943.html


生活/功課壓力
減壓、鬆弛練習、
提升精神健康

初嘗 IT
（資訊科技）

慣性使用 /
長時間使用

倚賴 IT  
滿足成長需要

網絡沉溺

健康問題

影響日常生活、學業、
工作、家庭或友儕關係

上癮症狀； 可能嚴重影響生
活、 甚至腦部受損

家庭教育
約法三章

健康教育，時間管理，
生涯規劃

滿足成長
需要系統

介入

個人及家庭輔導；
轉介精神科



沉迷上網的關注

下列是一些由美國心理學學者 Dr. Kimberly Young 提倡有關

沉迷上網的徵狀，可供參考：

• 需要不斷增加上網時間，才能獲得滿足

• 上線及離線的時候，思想都被互聯網佔據，經常想著上網

• 多次嘗試控制或停止使用互聯網，最終失敗

• 當減少使用互聯網時，出現戒斷徵狀

• 時間管理出現問題，上網的實際時間比預期的時間長

• 因環境轉變而感到煩惱不安

• 以欺騙方式隱瞞上網時間

• 透過上網改變心情

為家長在正當使用流動電腦裝置提供建議

89



沉迷上網的關注

青少年常見的沉迷上網徵狀：

• 因缺乏睡眠而疲倦不堪

• 上課缺乏專注

• 無暇完成功課或其他活動

• 情緒波動

• 當被阻止使用互聯網時，變得有攻擊性和煩躁

• 偷竊金錢或信用卡

• 把上網視作生活的唯一動機

• 花大量時間在網絡中，忽略學業/工作

• 缺乏睡眠/失眠

• 身體出現頭痛、頸痛、背痛、眼睛疲勞等症狀

為家長在正當使用流動電腦裝置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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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沉迷上網的成因：

• 缺乏生活目標

• 現實生活上常面對挫敗，缺乏成功感

• 在家中缺乏關懷

• 自制力弱

• 缺乏社交技巧其他情緒或精神病衍生的問題

為家長在正當使用流動電腦裝置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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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福利會 健康上網支援熱線服務

92

教育局委託香港家庭福利會為全港的中小學教師、學生及家長提供健康上網支
援服務，以推廣網絡安全的訊息。



網絡使用協議書

80

「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電子學習資源套：
網絡使用協議書(範例)(小學生適用)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elearning

https://healthynet.hk/wp-content/uploads/2017/12/%E7%B6%B2%E7%B5%A1%E4%BD%BF%E7%94%A8%E5%8D%94%E8%AD%B0%E6%9B%B8chi.pd
f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elearning
https://healthynet.hk/wp-content/uploads/2017/12/%E7%B6%B2%E7%B5%A1%E4%BD%BF%E7%94%A8%E5%8D%94%E8%AD%B0%E6%9B%B8chi.pdf


「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電子學習資源套：
網絡使用協議書(範例)(小學生適用)



「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電子學習資源套：
網絡使用協議書(範例)(小學生適用)



沉迷上網 – 處理方法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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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Chi) Title (Eng) Start
提升學習能量 Unleashing learning power

through IT
0:26

約法三章 預防成癮 Making agreement to
prevent addiction

4:04

處理網絡欺凌 Dealing with Cyberbullying 6:46

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 11:13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58496774



http://www.std-support.net/tc

http://www.std-support.net/tc


課堂討論二：

1. 在沉迷上網方面, 學校的情況是否普遍？
2. 學校有哪些措施識別及支援學生及家長？
3. BYOD 後，沉迷上網的問題會否更難處理？
4. 如何透過預防性措施作預防？
5. 如何透過補救性措施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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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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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適當地使用流動電子裝置及電子產品的安全、
版權、及網上欺凌等問題的建議；



新聞
網民熱話：公審九巴職員偷懶 網民：網絡欺凌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71107/bkn-20171107204607805-1107_00822_001.html

10
0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71107/bkn-20171107204607805-1107_00822_001.html


新聞
調查指逾10%青少年曾受網絡欺凌 改圖恥笑趨增

https://www.hk01.com/%E6%B8%AF%E8%81%9E/102430/%E8%AA%BF%E6%9F%A5%E6%8C%87%E9%80%BE10-

%E9%9D%92%E5%B0%91%E5%B9%B4%E6%9B%BE%E5%8F%97%E7%B6%B2%E7%B5%A1%E6%AC%BA%E5%87%8C-
%E6%94%B9%E5%9C%96%E6%81%A5%E7%AC%91%E8%B6%A8%E5%A2%9E

10
1

https://www.hk01.com/%E6%B8%AF%E8%81%9E/102430/%E8%AA%BF%E6%9F%A5%E6%8C%87%E9%80%BE10-%E9%9D%92%E5%B0%91%E5%B9%B4%E6%9B%BE%E5%8F%97%E7%B6%B2%E7%B5%A1%E6%AC%BA%E5%87%8C-%E6%94%B9%E5%9C%96%E6%81%A5%E7%AC%91%E8%B6%A8%E5%A2%9E


Cyber-bullying and young people: How Hong Kong keeps the new playground safe

Ong, R. (2015). Cyber-bullying and young people: How Hong Kong keeps the new playground safe. Computer La
w & Security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Law and Practice, 31(5), 66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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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欺凌

Table 1. Surveys conducted 
on the incidences of 
cyber-bullying among 
schoolchildren in Hong Kong.



網上欺凌
網絡欺凌的關注

青少年問題研究系列（四十四）：

中學生網上欺凌研究（二零一零年九月）

「香港中學生網上欺凌的研究」發現受訪近3,000名男女中學生中，

• 三成(30.2%)受訪者過去一年曾遭人網上欺凌

• 兩成二(22.0%)學生承認曾在網上欺凌他人

不論欺凌他人或受人欺凌，均以初中男學生佔多。

對於網上受到欺凌，最多受訪者感到無奈(35.4%)，也為受訪學生帶來負面影響，值得關注
是有11位（1.2%）被訪學生透露曾想結束生命。



網絡欺凌的關注

調查發現：
• 近六成（57.7%）受訪者過去一年曾在網上目擊欺凌事件
• 其中一成半(15.0%)會把有關訊息和圖片轉寄給他人，甚至加入攻擊組群，

一起進行攻擊，或幫助受欺凌者進行反攻行為，由此產生的推波助瀾效應

網上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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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欺凌的關注

當受到別人欺凌時，被訪學生較多感到「無奈」(35.4%)

網上欺凌對受欺凌者帶來負面影響，包括
• 感到自我形象低落 (21.5%)
• 不信任身邊的人 (19.7%)
• 促使他們在網上攻擊其他人（14.1%）

值得注意是有11位(佔1.2%)受訪學生透露想過結束生命

網上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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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欺凌的關注

• 兩成二(22.0%)承認過去一年曾在網上欺凌他人，其中較多屬男性和屬初中程
度。

• 在656名曾在網上攻擊他人的被訪學生中，較多採用「散播他人的謠言」（5
2.4%）、「故意的杯葛、排斥他人」（51.5%）「重複的用粗言辱罵他人」
（51.5%）的欺凌方式。

• 他們分別較多使用「家中電腦」(87.5%)、「社交平台」(54.0%)，以及選擇
「放學後」(39.6%)攻擊他人。

• 而他們的攻擊對象較多為「同班同學」（47.3%），其次為「同校同學」，
（37.3%）；而屬「陌生人」的則佔24.2%。

網上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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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欺凌
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 2018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 【營造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環境】

超過一成半學生曾被人網上欺凌，主要為言語攻擊

數字顯示，曾被網絡過的受訪學生合共超過了
一成半（15.9%），而欺凌受訪者的人，有超過
一成半是受訪者所認識的，最多是同學。當中
最主要是言語方面的攻擊，在收到的217個回答
中，回應「被罵/言語攻擊」的佔三份一（33.2

%）、「網上被罵」（12%）及「用粗口對待」
(10%); 而被揭露私隱方面，均牽涉到到照片：
「照片被放上網」或「被改圖」的，分別佔4%，
「醜照被公開」約佔3%。 https://www.truth-light.org.hk/

myimage/node_image/n10/n11
160_survey_2018_report.pdf

https://www.truth-light.org.hk/myimage/node_image/n10/n11160_survey_2018_report.pdf


欺凌/網上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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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essentials-1819ise09-policy-measures-to-c
ombat-bullying-in-schools.htm

打擊校園欺凌的政策措施 2019年9月6日

欺凌

網上欺凌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essentials-1819ise09-policy-measures-to-combat-bullying-in-schools.htm


和諧校園-反欺凌

109

《和諧校園齊創建》資源套(2003)
- 學校政策 / 處理及跟進方法 / 預防
教育 / 教師培訓

《和諧校園齊創建之「校不 容凌」》

資源套 (2010)

- 戲劇教育 / 家長教育



網上欺凌
家長遇到子女成為網上欺凌受害人:

1. 避免責備子女

2. 不要回應任何網上言論

3. 搜集證據，以便有需要時舉證

4. 如事件涉及學校，可知會學校，共商對策

5. 如有可能，聯絡欺凌者的父母

6. 聯絡互聯商供應商/版面管理員，刪除有關留言和貼圖

7. 有需要時聯絡社工尋求輔導

8. 如子女受到人身威脅，應考慮報警

110



家長遇到子女在網上欺凌他人:

(1)了解事件並勸止有關行為
(2)鼓勵子女向受害人道歉
(3)尋求專業輔導
(4)教導子女安全及正確使用互聯網

網上欺凌

111



網上欺凌 – 處理方法

112

Title (Chi) Title (Eng) Start
提升學習能量 Unleashing learning power through IT 0:26

約法三章 預防成癮 Making agreement to
prevent addiction

4:04

處理網絡欺凌 Dealing with Cyberbullying 6:46

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 11:13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58496774



課堂討論三：

1. 學校網上欺凌的情況是否普遍？
2. 學校有哪些措施識別及支援學生及家長？
3. BYOD 後，網上欺凌的問題會否更嚴重？
4. 如何透過預防性措施作預防？
5. 如何透過補救性措施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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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真假資訊



分辨真假資訊
如何閱讀資訊 -- 六何法 (5W1H1C)
何事 WHAT 事情
何人 WHO 人物
何時 WHEN 時間
何地 WHERE 地點
何故 WHY 原因
如何 HOW 經過 /  過程
可果 CONSEQUENCE 結果

新聞基本元素「六何」 http://studentreporter.mingpao.com/cfm/frame.cfm?Path
=knowledge/knowfeel/know_1014.htm

http://studentreporter.mingpao.com/cfm/frame.cfm?Path=knowledge/knowfeel/know_1014.htm


分辨真假資訊
檢視新媒體訊息的步驟：USER 四步

http://medialiteracy.hk/teacher/%E6%96
%B0%E5%AA%92%E9%AB%94%E7%9C%9
F%E7%9B%B8/

http://medialiteracy.hk/teacher/%E6%96%B0%E5%AA%92%E9%AB%94%E7%9C%9F%E7%9B%B8/


分辨真假資訊
網路影像內容檢核表 (First Draft)

https://firstdraftnews.org/wp-content/uploads
/2017/03/FDN_verificationguide_photos.pdf

• 是否正在瀏覽原始內容？
• 誰製作這個內容？
• 何時取得這個內容？
• 何地取得這個內容？
• 為何取得這個內容？

https://firstdraftnews.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FDN_verificationguide_photos.pdf


PISA 2018 國際素養怎麼考？
辨假新聞、種族歧視擬入

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簡稱OECD）每3年舉辦一次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測驗，將
於2018年納入「國際素養」這一門科目，之後除了將在全球80個國家同步施行，世界各國在教育
上的排名更將因此而重新洗牌。

辨別假新聞的發問和思考力

• 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關於難民和移民的爭議，以及因為社群媒體導致極端思想的擴散，由於現
代人隨意都可以操控與刪除自己所不認同的觀點，導致許多言論很容易就走向狹隘偏激的論述，
而納入「國際素養」科目以後， 老師們便得以有系統的跟學生們分享如何辨別無知、偏見、仇恨
與錯誤資訊的正確方法，因為這些因素正是造成群體漠視、歧視與暴力衝突的根源。

• 「過去的人要查資料就會直接去翻百科全書；而且不用擔心其中的真假，因為內容都是經由許多
人反覆推敲核定的；但就目前網路上所充斥的資訊來看，具備從中辨別出真相的能力就變得相當
重要；要能辨別並意識到眼前的所見所聞都並非是真實的，你必須先學會如何思考和發問，這些
對年輕一代的人來說，都是相當重要的課題。」施萊瑟表示，現在年輕人在瀏覽臉Facebook和
一些新聞網站的信息時，必須有能力辨別其內容是否真實可靠。

118

https://thepienews.com/news/global-competence-added-to-oecd-pisa-test-of-glo
bal-students/

https://thepienews.com/news/global-competence-added-to-oecd-pisa-test-of-global-students/


臉書打擊假新聞再出招
讓臉友評價來決定新聞優先性

臉書試圖由社群來評價新聞來源的可靠度，未來具備
可靠來源、有參考價值及與當地相關的新聞會是該平
台優先呈現的新聞內容，這項政策先在美國實施，臉
書表示受影響的將是新聞的品質而非是數量。

臉書（Facebook）繼日前宣布變更演算法於動態消息
（News Feed）上減少來自粉絲頁與媒體內容，並增
加親友內容之後，將根據用戶對新聞來源的可靠度評
價來判斷動態消息上的新聞優先性，以打擊假新聞及
專門用來騙取點閱率（clickbait）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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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admits social media is a potential threat to democracy, 
as it fights to ‘neutralise’ risk

120
http://www.scmp.com/news/world/united-states-canada/article/2130112/facebook-admits-social-media-potential-threat

Wikiality is Facebook’s answer to fake news, alternative facts, and truthiness,” Palmer wrote. 
“Facebook, the social media giant, is going to let you rank the news you think is most valuable. 
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

For media writer Matthew Ingram, the changes “not only won’t fix the problem of ‘fake new
s,’ but could actually make it worse instead of better.”

“Why? Because misinformation is almost always more interesting than the truth,” he wrote in t
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http://www.scmp.com/news/world/united-states-canada/article/2130112/facebook-admits-social-media-potential-threat


Wikiality

Reality as decided on by majority rule. Based off Wikipedia's 
'majority rule' fact. 

Featured on The Colbert Report July 31, 2006

Wikiality refers to the changing of reality or truth via a 
Wikipedia-like system, allowing the public to change facts 
as long as there are others that agree.

121

https://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2006
https://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to the
https://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via
https://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long


• 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一詞最早於1974 年由 Paul G.
Zurkowski 擔任美國圖書館與資訊科學主席時所提出；

• 他將資訊素養定義為 「有能力利用各類的資訊工具和資源來塑
造解決資訊問題的技術和技能。」

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

• TILT, a tutorial develop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ystem Digital Library

• 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是一種知識
管理的策略

•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的資訊素養指導 （Texas
Information Literacy Tutorial, TILT):
資訊素養是一種「使人能夠更有效地選擇、
尋找及評估傳統或網上資源的技巧」



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確認資訊 理解問題所需要的資訊，並籌劃如何尋獲

尋獲資訊 如何利用圖書館內的分類目錄和網路上的檢索尋找
所需知識

評估資訊 辨別資訊的來源與真偽

應用資訊 對資訊版權的認知及理解



資訊素養

C.Doyle 對資訊素養定義：
為個人具有從龐大資源中收集、評估及利用資訊的能力。

1. 能認識資訊的需求
2. 能認識正確性與完整性的資訊是做明智決定的基礎
3. 基於資訊需求來陳述問題
4. 確認資訊的潛在來源
5. 發展成功的搜尋策略
6. 利用電腦與其他科技獲取資訊資源
7. 評估資訊
8. 組織資訊予以利用
9. 整合新資訊在已有的知識架構
10. 以批判性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觀點來利用資訊

Doyle, C. (1992). Final report to the national forum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ERIC No. ED 351 033).



示例一：社會事件 – 天氣變化



示例二：政治事件 – 美國總統選舉



示例三：國際事件 – 英國脫歐



示例四：本地事件 – 掛羊身賣狗肉？



示例五：國際事件 –史泰龍再被誤傳死訊



示例六：指薯條加致癌物 麥當勞澄清符合安全標準



示例七：虎蝦變海蝦？ 大埔食店指已報警
否認偷龍轉鳳：去頭清蒸縮水



示例 N：內容農場



內容農場（Content Farm）

• 網絡資訊參差錯落，特別是來自內容農場（Content Farm）的網絡
文章，經常撰寫虛假、誇張，甚至是無中生有的文章，當真相流出網
絡，以吸引只看標題的網民，推高點擊率去換取廣告收入

• Content Farm內容虛假、抄襲但卻貼近民情，所以是容易令人輕信，
為了謹慎以後不能再胡亂分享這些網絡文章。

• BuzzHand / share001.net / daliulian.net（大榴槤）
• kknews.cc (每日頭條） / teepr.com（趣味新聞）
• twgreatdaily.com（大榴槤子網頁）/ apple01.net（蘋果網）
• read01.com / ptt01.cc（PTT01 娛樂新聞）



《經濟學人》：「後真相政治」

謊言的藝術：新媒體時代的後真相政治
（2016/09/11 經濟學人）

• 「後真相」，是指忽視真相、不顧事實的委婉
說法。後真相政治是「事實勝於雄辯」的相反，
即是「雄辯勝於事實」，意見重於事實，立場
決定是非；人們把情感和感覺放在首位，證據、
事實和真相淪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政治
人物說謊，不再是為了瞞騙，而是鞏固目標群
眾的偏見，換取共鳴與支持。

• 主流媒體的政治偏見，民眾及政治人物不再信
任媒體的報道，是造成後真相政治出現的主因。



2016 年度詞彙

《牛津英語詞典》定義：
• 後真相（Post-truth）是指「客觀事實較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對

輿論影響更少的情況。」
• 這個詞語在2016年被選為年度詞彙（Word of the Year 2016）



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

「美國選總統」事件
• 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被視為後真相政治的代表
• 他聲言總統奧巴馬並非在美國出生，最近又稱他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IS）的「創辦人」，克林頓夫妻則是殺人犯
• 非黨派機構 PolitiFact 今年6月發表報告，檢視特朗普言論，發現六成屬

全錯，僅有3%完全是真的。
• 儘管其誑論毫無根據，但無損特朗普支持度，反被自感遭精英階層剝削

的民眾視為挺身抗爭的證據
• http://www.politifact.com/personalities/donald-trump/

http://www.politifact.com/personalities/donald-trump/


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

「英國脫歐」事件
• 英國脫歐公投兩派亦存在以誇張說法誤導選民
• 英國脫歐公投後，針對脫歐派種種不實宣傳，英國論者亦用上這字眼
• 至於英國脫歐的成功，也是因很多選民烏龍地以為他們若不做，將立刻

被迫從土耳其接收一大群中東難民。
• 脫歐派不斷聲稱英國平均每周向歐盟「進貢」3.5 億鎊（約40 億港元）

的謊言，
• 民調顯示近六成選民投票時傾向根據直覺而非事實判斷。



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

「疫苗注射」事件
• 反疫苗人士，甚至未來一國之首特朗普Donal

d Trump，均指控疫苗會引致自閉症或者會危

害健康（沒有證據支持）。

• 即使是科學家和傳媒多番驗證，及多次指出

當中的證據其實是虛構 ，都不影響他們繼續

無的放矢。

• 這類投機人士不會認真求證，為達到目的，

會不惜以謊言包裝，由此向大眾「販賣恐

懼」；並從出版書籍、銷售「自然產品」或

者是從講座中獲利。

• 其中，美國反疫苗運動已引致原來 4 種已受

控疾病捲土重來，威脅所有人的生命。



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



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

「後真相政治」分析
• 理想的政治應建基事實在過去無論是普通的謊言還是只為搗亂的「後真

相」謊言，都會有擁有公信力的傳統媒體公開糾正。

• 《經濟學人》稱，後真相政治源於民眾對主流傳媒、精英階層甚至專家
等建制失去信任。

• Ipsos MORI 新近民調指出，英國人認為髮型師甚至路人較商業領袖、
記者、政府官員等可信多一倍，無人再對「真相」有專利。

• 社交網絡冒起，網民藉以接收及分享資訊，大量未經考證消息迅速散播；
社交網絡傾向將類近想法者結集，令資訊變得單一封閉



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

「後真相政治」分析
• 但隨著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台的興起，慢慢成為市民汲取新聞

資訊的主要渠道，「圍爐取暖」（Homophilous Sorting）現象十分常
見，甚至成了常態。

• 網上的交友圈通常由相近價值觀的人所組成，舉目所見都是同聲同氣的
人。隨著社會愈加撕裂，一言不合就「Unfriend」的情況十分常見，令
「圍爐取暖」的情況愈加嚴重。

•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同意見的網絡群體，就只會聽到對自己觀點有利的
資訊，從而認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對方看到的就是「謊言」。
在這種網絡環境下，自然難以談起「社會共同相信的真相」。



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

「後真相政治」分析
• Google和Facebook等使用演算法決定放什麼新聞給用戶瀏覽，亦令

「圍爐取暖」的情況更為嚴重。

• 由於Google及Facebook使用的演算法根據用戶之前瀏覽的網頁及新聞
決定將會向用戶投放什麼新聞資訊，Facebook和Google最後變成了一
面回音牆。

• 更嚴重的是經過幾次爭議後，Google和Facebook拒絕再承擔審查新聞
真偽的責任。新時代的人將社交媒體視為傳媒，但社交媒體卻拒絕承擔
傳媒的責任。



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

• 《華盛頓郵報》主編巴倫（Martin Baron）17年5

月演說曾談及民眾拒絕接受相反資料的現象，指出

人們輕易便將主流傳媒傳播令他們感到不舒服的事

實視作詭計，「謊話被視為真實，陰謀論在大量的

謊言中紮根……當我們連最基本的事實也無法有一致

看法，我們如何能擁有有效的民主制度？」

• 《經濟學人》稱，跟專制國家相比，民主國家雖能
依靠獨立司法制度、教育等工具抗衡謊言，有關
「後真相政治」的論述，本身就反映了「後真相政
治」這個概念的特徵——真相與觀點，不應混為一
談，但有時又似乎真的很難輕易定分界。



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

香港科技大學
• 科大校長陳繁昌：時下年青人在互聯網世代要保持個人資訊素養的重要性。
• 他認為學生應該具備批判思維，小心唾手可得的互聯網資訊，不應只接受單一

觀點或立場，更不應盲從附和，以免被人錯誤引導，甚至刻意煽動。

哈佛大學
•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旗下的Visible Thinking計劃提出了「紅燈、黃燈—真相

警示」（Red Light, Yellow Light for Truth）的教學活動設計幫助學生增強對
判別資訊真偽的敏感度，培養他們的傳媒素養（Media Literacy）。

• 首先在課堂中著學生閱讀一篇評論文章、新聞報導、廣告、或整頁報紙，圈出
對其真偽有懷疑的部分，用R字代表極度懷疑，用Y字表示一般懷疑（R代表亮
起紅燈，Y代表亮起黃燈）



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

哈佛大學
• 然後比較學生標示相同和相異的段落，著學生解釋為甚麼作出這樣的標示。最

後綜合分析學生的答案並介紹常見的謬誤。

• http://www.visiblethinkingpz.org/VisibleThinking_html_files/03_ThinkingRoutines/0
3f_TruthRoutines/RedLightYellowLight/RedLightYellowLight_Routine.html

本地大學
• https://course.keep.edu.hk/course/172891

http://www.visiblethinkingpz.org/VisibleThinking_html_files/03_ThinkingRoutines/03f_TruthRoutines/RedLightYellowLight/RedLightYellowLight_Routine.html
https://course.keep.edu.hk/course/172891


分辨真假資訊 (教材套)
香港青年協會 「Project NET 新媒體素養提升計劃」

http://medialiteracy.hk/

http://medialiteracy.hk/


分辨真假資訊
「真假新聞」教案／林佳儀 : https://www.feja.org.tw/36749

https://www.feja.org.tw/36749


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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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

香港的版權法
https://www.ipd.gov.hk/chi/pub_press/publications/hk.htm

•何謂版權?

•保護版權為何這麼重要?

•何謂版權法?

•誰擁有版權?

•怎樣保護版權?

•版權的期限有多久?

•有否例外情況?

https://www.ipd.gov.hk/chi/pub_press/publications/hk.htm
https://www.ipd.gov.hk/chi/pub_press/publications/hk.htm#cp1
https://www.ipd.gov.hk/chi/pub_press/publications/hk.htm#cp2
https://www.ipd.gov.hk/chi/pub_press/publications/hk.htm#cp3
https://www.ipd.gov.hk/chi/pub_press/publications/hk.htm#cp4
https://www.ipd.gov.hk/chi/pub_press/publications/hk.htm#cp5
https://www.ipd.gov.hk/chi/pub_press/publications/hk.htm#cp6
https://www.ipd.gov.hk/chi/pub_press/publications/hk.htm#cp7


版權

侵犯版權及允許的作為（獲豁免侵權之行為）
https://www.clic.org.hk/tc/topics/intellectualProperty/infringement_
of_copyright/

https://www.clic.org.hk/tc/topics/intellectualProperty/infringement_of_copyright/


家長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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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福利會 健康上網支援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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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一：「e學習‧伴同行」家長講座

• 「e學習‧伴同行」家長講座（八）：智用網絡—英語學習與交友

• 「e學習‧伴同行」家長講座（七）：不再迷「網」

• 「e學習‧伴同行」家長講座（六）：提升學習效能 學好正確姿勢

• 「e學習‧伴同行」家長講座（五）：眼睛健康 家校合作

• 「e學習‧伴同行」家長講座（三）：健康上網 慎防陷阱

• 「e學習．伴同行」家長講座（二）：兒童私隱與網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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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
-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Parent-Education/pe-seminar.html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page_5d634b95903443cd0f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page_5cece9b5316e831760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page_5c529533903443690d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page_5c1b2eea9034438945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page_5ba0cb46316e831232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page_5afd286a316e832c23000000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Parent-Education/pe-seminar.html


資源一：「e學習‧伴同行」家長講座

親子e學遊蹤 講座重溫 ：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page_58f85308316e839a03000000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page_58f85308316e839a03000000


資源二：「健康網絡由你創」短片系列 - 家長篇

• 第一集 科技罪行

• 第二集 沉迷上網

• 第三集 網絡欺凌

• 第四集 身體健康

• 第五集 知識產權

• 第六集 網絡安全

• 第七集 親子關係

• 第八集 電腦遊戲與兒童發展

http://edcity.hk/r/healthyinternet_video

http://edcity.hk/r/healthyinternet_video


資源三：電子學習 家長錦囊

網站：

https://www.hkedcity.net/cms_files/cms-
parent/1001-
2000/ff42c746d96cb13f9e23ac60973bf78
11108/e-LearningParentsTips_c.pdf

https://www.hkedcity.net/cms_files/cms-parent/1001-2000/ff42c746d96cb13f9e23ac60973bf7811108/e-LearningParentsTips_c.pdf








資源四：
「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電子學習資源套

網站： http://www.hkedcity.net/parent/elearning

學童使用電子產品進行學習已日趨普遍，現時大部份學校已在校園內提供無

線網絡，讓學生進行電子學習。

• 而部分學校已開始推行「自攜裝置」政策，促進學生進一步在校園內外

的學習更個人化。由此可見，資訊素養及電子安全越來越重要。

• 除此之外，本資源套亦提供對電子學習的認識、子女在使用進行電子學

習時會遇到的身體健康及心理健康等問題的豐富資料。

http://www.hkedcity.net/parent/elearning


資源四：
「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電子學習資源套

小學篇 /中學篇

• 完整版

• 第一部分 - 電子學習

• 第二部分 - 支持/指導/保護身體健康貼士

• 第三部分 - 支持/指導/保護心理健康貼士

• 第四部分 - 資源及支援

• 完整英文版







網絡使用協議書 (範例) (小學生適用)



課程詳情

1. 概述電子學習（包括優勢和限制）、學習機遇和全球趨勢；

2. 幫助家長更深入了解數碼化教室及電子學習的方法；

3. 指引兒童如何善用資訊科技學習，合乎道德及合法地使用資訊科技；

4. 根據兒童的不同年齡階段向家長提供有關的理論、有效的指導方法及適
當的建議；

5. 有關適當地使用流動電子裝置及電子產品的安全、版權、及網上欺凌等
問題的建議；

6. 考慮家長的關注事項下以設計校本「自攜裝置」(BYOD) 政策和可接受使
用策略 (AUP)；及

7. 社區組織如何支援電子學習及其相關的服務與資源。



關愛基金援助項目–
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關愛基金援助項目–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
dary/it-in-edu/ITE-CCF/ccf_reference.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E-CCF/ccf_reference.html


教育局文件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9065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9065C.pdf


教育局文件

背景
• 教育局 2015/16 學年起推行「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略」，透過善

用 資訊科技，提升教學效能。其中主要措施是分階段為全港公營學
校建立無線網絡校園，以便學生在課堂上使用流動電腦裝置進行電
子學習，所有相關工 程將於 2017/18 學年內大致完成。

• 學校對推行電子學習反應正面，亦善用流動電腦裝置於學與教上。
部分學校開始推行學生「自攜裝置」政策，以進一 步發揮使用流動
電腦裝置進行學習的優勢。

• 鑑於「自攜裝置」的發展有可能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增加經濟壓力，
因此關愛基金於 2018/19 學年起推行援助項目，為期三年，資助這
些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教育局文件

詳情
• 由於學校推行電子學習的階段不同，並且有自己的政策和時間表推

行「自攜裝置」，因此學校可由 2018/19 學年開始的三年實施期內
的任何一年參與援助項目。



教育局文件

合資格的受惠對象
項目的受惠對象必須：
 就讀於官立、資助（ 包括特殊學校）、按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中

小學；
並正領取社會福利署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 援 ），或在職

家庭及 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的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資
助 （全津）或半額資助（半津）； 及

 就讀的學校及班別正推行電子學習，並建議學生自攜流動電腦裝置。



教育局文件

資助用途

資助的用途可涵蓋以下項目：
(i) 流動電腦裝置；
(ii) 在流動裝置安裝管理系統；
(iii) 基本配件，按學習需要而定，可包括螢幕保護貼、裝置保護 套、分

拆式鍵盤、觸控筆、滑鼠；及
(iv) 三年產品保養。



教育局文件

資助金額
• 每名受惠學生所獲得的資助上限每年會按綜合消費物價指數調整，2019/20 

學年的資助金額上限為 4,610 元。而半津學生的資助金額則 為產品實際費
用的一半，上限為 2,305 元 。

• 在項目的三年推行期內，每名受惠學生只可接受資助一次及購買一部流動電
腦裝置，裝置將由學生擁有。資助金額不能用於其他用途。 當受惠學生由
小學升上中學，或於計劃推行期間轉校，而轉讀的學校採用不同裝置，以致
原有的裝置未能配合在該校學習的需要，則可獲額外發放一次津貼。有關學
生須向原校交還原有流動電腦裝置，而這些裝置可留在原校作教學用途或暫
借給年中轉入學校而有需要的學生使用



整全方案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自攜裝置政策

AUP Acceptable Use Policy 可接受使用策略

MDM Mobile Devices Management System 

流動裝置管理系統



自攜裝置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電子學習的良好實踐經驗

學校實施學生一人一機「自攜裝置」經驗分享

• 教育局於 2015/16學年推行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略，旨在透過發揮資

訊科技的潛能，提升學與教的互動經驗，以釋放學生的學習能量，讓學生

學 會學習、邁向卓越。

• 透過學校探訪、資料蒐集及小組會議等，知悉學校在推行電子學習的良好

實踐經驗，包括實施學生「一人一機」/「自攜裝置」 (BYOD)，輔助學習，

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為與學界分享，我們載述了五個良好的學校個案

及其經驗，印證學校在發展電子學習的文化管理及經營。學校社群可按其

運用資訊科技的發展、校政及在教學上的情況，參考這些實踐經驗，集思

廣益。



自攜裝置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 特殊學校：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營造 e-學習文化 實踐學生「一人一機」/「自攜裝置」

• 小學：佛教慈敬學校(慈敬學校)及香港潮陽小學 (潮陽小學) 

學生自攜裝置 提升學習效能樂趣多

• 小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電子學習 e-領導 學生「一人一機」學習互動高

• 中學：伯裘書院

1:1 \「自攜裝置」促進電子學習

成就各持分者積極參與 群策群力



• 校本BYOD 政策的簡介；

• 持分者的責任及授權：

– 學生；

– 家長；

– 科主任 / 教師/ 校長；

• 家長/ 監護人的承諾書；

• 裝置的遺失、被盜或損壞，以及對應的處理方案；

• 使用網絡（有線及無線Wi-Fi 網絡）時的注意事項；

• 實施策略、錦囊提示及常見陷阱的預防。

設計校本的BYOD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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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討論四：

1. 推行校本BYOD（自攜裝置）帶來的教學優勢

2. 推行校本BYOD（自攜裝置）可能面對的困難

3. 要有效推行校本BYOD（自攜裝置），學校的行政領導應如何安
排？（推行策略）

4. 應如何調適教師團隊、教學課材、課程調適？

5. 如何讓家長參與其中，加強成效？

6. 如何處理家長對BYOD（自攜裝置）的憂慮和疑問

7. 如何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善用工具？

8. 如何借用外界資源，提升起步點？



Mobile Devices Management 流動裝置管理系統

1. MDM全名Mobile Devices Management (流動裝置管理系統)。在使用平板作為

電子教學工具的大趨勢下，無論設備管理，還是電子學校的課堂設計都成為新的

挑戰。MDM可讓學校技術管理人員，更有效管理平板電腦。例如統一無線安裝

Apps及WiFi 於學生的平板，限制學生下載 Apps及清除鎖屏密碼(Passcode)等等。

2. MDM亦可以幫助前線教師進行電子課堂。例如下達簡單指令協助全班同學進入某

個教學Apps或網頁資源、限制同學的平板權限功能、或遙控投影某個同學平板上

作品進行分享等等。

3. 重點功能:

1. 高效管理及安裝 (Software as Assistant)

2. 課堂引導及分享 (Digital Interactive Classroom)

3. 無線設置權限 (Restriction and Policy Setting)



Mobile Devices Management  流動裝置管理系統

http://iclass.hk/doc/mdmforwifi900.pdf

http://iclass.hk/doc/mdmforwifi900.pdf




Mobile Devices Management  流動裝置管理系統

https://help.apple.com/classroom/ipad/1.1.1/#/cad6d39b9338



Mobile Devices Management  流動裝置管理系統

https://help.apple.com/classroom/ipad/1.1.1/#/cad6d39b9338



BYOD – 家長考慮
Title (Chi) Title (Eng) Start

電子學習：香港教育城的角色 e-Learning: the Role of HK  Education City 0:26

租賃無線網絡服務 “WiFi-as-a-service” model 3:36

提升網絡安全意識 Enhancing awareness on
e-safety

5:50

善用自攜裝置 Smart use of BYOD 9:11

啟迪自主學習 Foster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12:11

善用科技於教學 (二) (配以中文字幕)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816247634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1816247634


可接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 AUP is a written agreement, signed by students, their parents, and

teachers, outlin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Internet use. 

• It specifically sets out acceptable uses, rules of online behavior, and access 

privileges. Also covered are penalties for violations of the policy, including 

security violations and vandalism of the system. 

• Anyone using a school’s Internet connection should be required to sign an AUP, 

and know that it will be kept on file as a legal, binding document.

(Classroom Connect, December 1994- January, 1995 issue). 



可接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Acceptable Use Policy Components

• a description of the instructional values and approaches to be sustained by Internet 

access in schools 

• a statement on the educational uses and benefits of the Internet in the school 

• a list of the duties of teachers, parents, and students for using the Internet 

• a code of ethical conduct governing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 

• a description of the consequences of violating the AUP

Source: 

https://catnet.adventist.ca/files/resources/res_96.pdf

https://catnet.adventist.ca/files/resources/res_96.pdf


可接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Acceptable Use Policy Components

• a description of what constitutes acceptable and unacceptable use of 
the Internet 

• a disclaimer releasing the school division,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from responsibility 

• a statement reminding users that Internet access and the use of 
computer networks is a privilege, not a right

• a statement that the AUP observes state and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 a signature form for teachers, parents, and students indicating that they 
intend to abide by the AUP 

Source: https://catnet.adventist.ca/files/resources/res_96.pdf

https://catnet.adventist.ca/files/resources/res_96.pdf


建構 AUP (只供參考)

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可接受使用政策)

1) 引言

2) 目標

3) 協議

• 家長

• 學生

• 校方

4) 學校網絡環境

5) 自携手提裝置 (BYOD)

6) 其他電腦裝置

7) 保安及責任

可接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1. 引言

如:

• 互聯網與教學的趨勢

• 學校在對互聯網使用的方向

• 學校在elearning 上的政策

• 這文件的適用範圍

• 這文件的更新等

可接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2. 目標

希望可達致的目標

如:
– 互聯網可提昇教學及學習樂趣、動機、加強溝通渠道
– Having an Acceptable Use (Internet Safety) policy  outlining acceptable
– use of the Internet
– Using security software
– Limiting Internet features
– Teaching children to use the facility sensibly
– Supervising Internet usage
– Having rules for safe Internet usage

可接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3. 協議家長

家長需同意校方在校內所推行的協議:

如

• 校方使受過濾軟件

• 學生在學校使用互聯網及學校網絡

• 使用學校所提供的電郵地址及其他資源

• 與子女討論並配合校方的AUP

• 使用裝置的限制

• 有需要時，接受校方檢查電腦

• 學生網上行為 (在校內或外)

• 老師於網上的責任

• 私隱免責

• 其他

可接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4. 協議學生
• 同意並明白這協議

• 遵守這政策等

校方

• 保障校方及給予校方權力

• 引領學生正確及安全使用互聯網

• 過濾不良資訊

• 監察過量及不良使用行為

• 老師監察及引領學生的適用範圍

• 保護學生個人資料等

可接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5. 學校網絡環境規則

• 可使用時間

• 可使用上網裝置

• 保護學校設備

• 網上禮儀 (netiquette)

• 不可接受的行為，如粗言穢語、淫褻、威脅、誹謗、
種族歧視…等

• 不可偷拍、盜取他人賬戶、人身攻擊、欺凌等

• 不可下載非法軟件、遊戲

可接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6. 自攜手提裝置

– 硬件配置

• Minimum configurations

• 登記程序

- 登記 MAC address ?

- Network password ?

- Open WiFi ?

– 軟件配置

• OS, version, patches, security settings, anti-virus, other software

可接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7. 其他電腦裝置

• 手提電話

• 遊戲機

8. 保安及責任

可接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家長 FAQ
1. 什麼是BYOD ?

2. 為何要變 ?

3. 什麼可帶回學校 ?

4. 在學校怎樣連上網?

5. 有沒有其他配置 ? (如 printer ? USB ?)

6. 需要什麼軟件 ? 非正版軟件的責任 ?

7. 裝置使用有多密 ?

8. 學校的支援如何 ?

9. 會否影響裝置其他的使用?

10.有沒有足夠充電配套?



持份者角色 (BYOB + AUP)
家長角色

– 關鍵字: 引領、配合、留意、討論、協議

老師角色

– 老師於網上的身份;

– 巡邏、監察、了解 …

– 與學生網上聯絡或討論

• 範圍及時間;

• 媒體 (如 FB, 電郵, WhatsApp …);

• 一般指引;



學生協議及責任

• 學生網上禁止做的行為(以比較寬鬆的原則)，如欺凌、攻擊、淫褻、
盜竊 (校內外) … 等，違者可導致被學校處罰。

• 舉報
– 違規舉報
– 受害舉報
– 程序
– 証據 (擷圖)、時序等
– 通知家長

持份者角色 (BYOB + AUP)



討論題目
1. 某學生的平板電腦買了新遊戲，小息時引來很多同學圍觀及爭着玩，有同學回

家後更要求家長買同樣遊戲。該家長致電校方要求解釋。

2. 有同學舉報懷疑另一位同學於校內到處偷拍，而該同學一概否認，他的電腦裝
置亦有密碼，可以如何處理 ?

3. 學生自發組織網上群組，反對學校某政策，並將學校的通告放於網上，校方可
以如何處理 ?

4. 老師於 FB 上發現某學生加入了「界」手群組，而該同學的FB 有大量同校同學
朋友，老師如何處理呢 ?

5. 學生於FB 上大量加入「朋友」，而且經常把私人資料公開，甚至拍拖的親密照，
老師應做什麼呢 ?

6. 某學生遇到網上攻擊，不停收到電郵傳來辱罵及改圖攻擊 ? 這學生將事件報告
予老師知道。如何處理呢 ?



自攜裝置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和 可接
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學校範例:

香港真光中學 (BYOB + AUP)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WiFi900/HKTL_AUP.pdf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AUP)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WiFi900/jvsj_AUP.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WiFi900/HKTL_AUP.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WiFi900/jvsj_AUP.pdf


自攜裝置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 和 可接
受使用策略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 學校範例:

聖士提反書院 (AUP)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
edu/WiFi900/St_Stephen_AUP_201409.pdf

沙田崇真學校 (BYOB+AUP)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
edu/WiFi900/STTS_elearning.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WiFi900/St_Stephen_AUP_201409.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WiFi900/STTS_elearn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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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方案
（提升學生資訊素養）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2016

香港學生的資訊素養會涵蓋以下八個素養範疇，以發展學生的知識、技能及態度：

www.edb.gov.hk/il/chi

http://www.edb.gov.hk/il/chi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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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書本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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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

Email : chrisfung.cuh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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