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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2011 - 2014 

– 計劃建基於一系列的研究及發展項目，旨在發
展、測試及評鑑電子學習應何時及如何使用，
以帶來有效的互動學習，自主學習及在不同的
學校、課程的層面上照顧學生學習差異。此舉
亦能協助制定電子學習普及化的未來路向。 

 

– 共有32間小學參與10項試驗計劃。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 Writing@e-Learning 

This project is funded $2,100,000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Pilot Scheme on e-Learning in Schools” 

• English Language 

• Reading and Writing 

• Primary 1 to Primary 3 

• Campus Wifi 

• iPads X 141 

• iBooks X 238 

• Learning Apps X 54 

• Learning and Teaching 
Platform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 Writing@e-Learning 

EDB NET Section 

Innovative Net Learning Limited 

E-Business Technology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llaborating Organisations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 Writing@e-Learning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Project Design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 Writing@e-Learning 

 To increase students’motiv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o promote reading to learn and make reading as a lifelong 
pleasure. 

 To enhance interaction amo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class. 

 To foster self-learning and reading through reading applications 
after class. 

 To cater for the diverse needs of students. 

 Aims and Objectives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 Writing@e-Learning 

 To enhance students’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effectiveness. 

  To strengthen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by analyzing collected 
data. 

 To create an e-Learning reading world.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and suitability of new I T technology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ims and Objectives 



• Teach students the name of the letter and the 

sound of the letter 



• Play matching activity  



• Students use the Phonics Fun Apps to practise the 
sounds in class and at home. 



Phonics Fun 2 

Beginning sound 

Phonics Fun 5 

Ending sound 



Phonics Fun 7 

Long ‘i’ sound 



• Students use the VocabBuilder Apps to practise the 
vocabulary in class and at home. 



Vocabulary Builder 1 

Body parts 

Vocabulary Builder 6 

Festivals 





Self Reading Small Group Reading 



• Students use the VocabCatcher Apps to practise the 
vocabulary in class and at home. 











Level Unit iBooks Total 

P.1 Unit 1 to 6  64 237  
iBooks 

P.2 Unit 7 to 12  95 

P.3 Unit 13 to 18  78 



With e-Learning:  
• Students download the phonics books and readers from 

the Book Store.  
 

Advantages: 
• Students are free to read the extra books above their 

reading level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will and interest, thus 
providing support for self-learning at an individual pace. 
 

• iBooks act as a useful aid for revision as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read the iBooks from the previous year to help 
with revision. It is a real breakthrough for our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to allow students access to books that were 
previously unavailable. 

 











Students use the I Can Write, Jumbled Sentences Apps to 
practise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Students use the Writing DIY apps to practise 
different text type writing. 

 

 



  



P.1 student’s work 



P.1 student’s work 



P.1 student’s work 



Advantages: 

• Provide colourful visual pictures and voice recording 

that printed worksheets unable to match 

• Tailor-made materials  

• Well-fit the school currirculum  

• Students are free to choose any levels or dimensions 

that they need to practise more. 

• Students can spot their own mistakes and correct 

them without asking anyone to help.  

• Help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and enhance their 

self-learning skills. 



 

  

PLP-R/W 

Unit 

GE  

Unit 

PhonicsFun VocabBuilder VocabCatcher Jumbled 

Sentences 

ICanWrite DIY 

app 

Unit 1:  

My Sister 

 

1
st
 Term 

1 PhonicsFun1 

Levels: 1, 3, 4 

(T, B, R, A) 

 VocabCatcher3 

( things in the 

classroom & 

things in the 

school bag) 

 

 

 

 

Jumbled 

Sentences1 

  

Unit 2:  

My Friend, 

Oscar 

 

1
st
 Term  

2 PhonicsFun1 

Levels: 2, 3, 4 

(M, S, H, O) 

VocabBuilder2 

(family tree) 

   

Unit 3: 

Grandma 

and the 

Birthday 

Cake 

 

1
st
 Term 

3 PhonicsFun2 

Levels: 1, 3, 4 

(C, L, N, E) 

 VocabCatcher1 

( numbers 

1-20) 

VocabCatcher3 

(toys) 

VocabCatcher4 

(number 

review) 

 

 

 

 

 

Jumbled 

Sentences2 

 Recipe 

DIY 



 

  

 

PLP-R/W 

Unit 

GE  

Unit 

PhonicsFun VocabBuilder VocabCatcher Jumbled 

Sentences 

ICanWrite DIY app 

Unit 7:  

The Magic 

Science 

Museum  

 

1
st
 Term 

3,4 PhonicsFun4 

Levels: 1-4 

(a, e, i, o, u, 

qu, x, z, ip) 

VocabBuilder2 

(shapes) 

 

VocabBuilder4 

( transportation) 

VocabCatcher4 

(ordinal 

numbers) 

 

VocabCatcher5 

( school 

facilities) 

 

 

 

 

Jumbled 

Sentences4 

ICanWrite2 

preposition 

 

 

Unit 8:  

At the 

Beach 

1
st
 Term  

1,4 PhonicsFun4 

Levels:1-4 

(v, sh, ot, at, 

un ) 

VocabBuilder2 

(action verbs) 

 

VocabBuilder4 

(at the beach) 

VocabCatcher4 

(review 

numbers) 

  

Unit 9: 

Our 

Cousins in 

Canada 

1
st
 Term 

2,5 PhonicsFun5 

Levels: 1-2 

(th, ch, wh, et) 

VocabBuilder3 

( things in the 

supermarket) 

 

VocabBuilder7 

 

VocabCatcher1 

 

VocabCatcher4 

(price) 

 

VocabCatcher6 

(clothing) 

 

VocabCatcher7 

 

 

 

 

 

 

Jumbled 

Sentences5 

ICanWrite1 

clothing 

 



 

 
 

                  

PLP-R/W 

Unit 

GE  

Unit 

PhonicsFun VocabBuilder VocabCatcher Jumbled 

Sentences 

ICanWrite DIY 

app 

Unit 13:  

Mouse to 

Mouse  

1
st
 Term 

2 

 

 

1 

PhonicsFun7 

Long vowel i 

 VocabCatcher8 

(quantifiers) 

 

VocabCatcher2 

(farm animals) 

 

VocabMatch3 

(young animals, 

plural nouns) 

 

 

 

Jumbled 

Sentences 

7 

 

 
e-mail 

DIY 

 

Unit 14: 

Cool 

Kids 

1
st
 Term  

 PhonicsFun7 

Long vowel a 

    

Unit 15: 

The 

Pirate, 

the Parrot 

and Fun 

at the 

Bun 

Festival 

1
st
 Term 

5 PhonicsFun7 

Long vowel e 

VocabBuilder4 

(months) 

 

VocabBuilder5 

(western festivals) 

 

VocabBuilder6 

(Chinese 

festivals) 

  

 

 

 

Jumbled 

Sentences 

8 

ICanWrite3 

(calendar, 

festivals) 

 





plktkpm 

免費 



 

 



 



 



 

 



 

 

Cancel  

English Language 

 Mid-term Exam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Ratio 

   Class Performance     課堂表現 6 

   Reading & Writing I     讀寫  I 5 

   Reading & Writing II     讀寫  II 5 

   Listening     聆聽 2 

   Speaking     說話 2 









學校發展計劃 2013 – 2016 
關注事項  

• 培養學生的自學策略 

– 運用電子學習策略 

– 各科訂立科本的推行策略 

• 體現學生的兒童權利 

– 深化學生議會的功能 

– 以校本輔導活動配合 

• 進一步優化自評工作 



教育局 
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 

2014年1月 

• 提升學校無線網絡基礎設施，以配合師生課
堂中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學校
亦可利用津貼添置足夠的流動電腦裝置，供
學生在課堂上使用。透過教育局在教學法及
技術層面上所提供的資源及支援，參與計劃
的學校會協助學界推動改革的工作。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
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scheme/list.html


教育局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2014年5月 

• 核心是學生的學習，而策略的宗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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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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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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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te4.fwg.hk:8080/ite4/Chin/content/files/ITE4/consultation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E4_report_CHI.pdf


• 策略有五個建議行動，包括： 

– 加強學校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重組運作模式； 

– 提升電子學習資源的質素； 

– 更新學校課程，改變教學及評估方法； 

– 提升學校專業領導及力量，建立實踐社群；及 

– 家長、持分者及社區齊參與。 

教育局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 由於各所學校的情況及步伐不同，教育局建議
以三年時間，循序漸進地在 2017/18 學年完成這
項工作。 

• 事實上，在2014 年 1 月推出的「電子學習學校
支援計劃」中，100 所參與的學校已率先進行首
階段的工作。在分階段推行模式下，學校可按
其進度及優次，分階段完成工作。 

教育局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本校近年應用於資源科技設備的資金總額 

年份 增繕設施 金額 

(萬元) 

2008 安裝全校電子白板 35 

2009 更換全校電腦 20 

2010 購置平板電腦 10 

2011 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210 

2012 建設全校無線網絡 35 

2013 提升全校網絡設備 20 

共 330 



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及未來 

第四個資訊教技教育策略 

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 

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 

田家炳千禧 

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田家炳千禧 

2010 2014 2017 2015 2013 2018 

田家炳千禧 
現在已超越計劃硬件的要求 









新加坡國立師範大學 

2006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2014 



新加坡國立師範大學 

2006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2014 



新加坡國立師範大學 

2006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2014 



新加坡國立師範大學 

2006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2014 



新加坡某小學 

2006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2014 



新加坡某小學 

2006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2014 



校本電子學習發展理念 

學校文化 ─ 多元、均衡、自由開放： 

– 探索學校電子學習的不同模式 

– 從小培養學生資訊素養 

– 從小培養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態度 

– 善用學校資訊科技的資源 

– 全校教師參與 

– 照顧SEN、NCS學生 

– 由家長選擇，盡快發展至全校推行 



常見問題(教師) 
• 可以在某一年級某一科目試行電子教科書
嗎？ 

• 可以分電子書班/非電子書班嗎？ 

• 可以給教師紙本教師用書嗎？ 

• 如何處理學生平板電腦的保安問題？ 

– 離開課室要鎖門嗎？ 

• 學生個人的平板電腦會容易損壞嗎？ 

• 學生會用平板電腦玩電子遊戲嗎？ 

• 要用MDM嗎？ 

 

 



電子教科書試驗計劃2014 

• 透過資訊科技的潛能，以提升學與教的互動
經驗，拓展學生學習的廣度和深度，從而進
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 

• 全面發展學生利用電子學習的能力，以及鞏
固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操守。 

• 透過利用電子教科書及學習材料，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創意、協作及解難的能力。 



計劃大綱 

• 開展日期：2014年9月 
• 對        象：二至四年級學生 

        (以後逐年推展至六年級) 
• 推行科目：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普通話 
   電腦 



推行形式 

• 教學形式：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 

– 學生自攜平板電腦(iPad)，下載所有電子教科書
及相關學習材料回校上課。 

• 家長選擇： 

– 家長可自由選擇使用電子教科書或紙本書 

 (可選擇全部推行科目或其中任何科目, 

      科目數量不限) 

– 電子版及紙本教科書內容大致相若 

 

 



推行形式 

• 編班模式： 

– 維持現有編班原則。每一班均容許學生自由選
用電子教科書或紙本書，即不會按學生採用電
子教科書或紙本書編班。 

 

• 家課、評估及考試形式： 

– 沿用現有模式，以紙筆為主。 



平板電腦型號及配件(建議) 

• 型號： 

– iPad Air, New iPad或最新型號(不建議使用iPad 
mini) 

– Wi-Fi版 (學校提供網絡連接點Access Point供iPad
連接上網) 

• 容量：32 GB 或以上 

• 作業系統：iOS 7.0或以上 

• 配備保護套及耳筒 



電子教科書計劃2015 

• 開展日期：2015年9月 
• 對      象：一年級學生 

      (以後逐年推展至六年級) 
• 推行科目：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普通話 
   電腦 



推行形式 

• 教學形式：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 
– 學生自攜平板電腦(iPad)，下載所有電子教科書
及相關學習材料回校上課。 

• 一年級學生必須閱讀PLPR/W@eLearning英文
電子圖書及使用應用程式學習。 

• 升上二年級及更高年級時，學生必須使用電
子教科書及其他應用程式或軟件學習/上課
。 



推行形式 

• 學生必須使用電子教科書，校方將不會提供
紙本敎科書供學生購買備用。 

• 其他閱讀或學習材料，例如：圖書，仍以紙
本為主。 

• 家課、評估及考試形式，沿用現有模式，以
紙筆為主。 



回應教師的提問 

• 可以在某一年級某一科目試行電子教科書嗎？ 

• 可以分電子書班/非電子書班嗎？ 

• 可以給教師紙本教師用書嗎？ 

• 如何處理學生平板電腦的保安問題？ 

– 離開課室要鎖門嗎？ 

• 學生個人的平板電腦會容易損壞嗎？ 

• 學生會用平板電腦玩電子遊戲嗎？ 

• 要用MDM嗎？ 

 

 



電子教科書試驗計劃2014 
籌備工作 

• 8月底成立電子學習發展委員會 
• 9-12月委員會討論 
• 1月與科組負責人討論 
• 1月與全體教師討論 
• 3-5月教師揀選電子教科書/學習材料 
• 3月諮詢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 
• 6月舉辦家長簡介會 
• 7月售賣電子教科書/紙本教科書 
• 8月重新分配所有平板電腦及安裝教師電子教科書 
• 8-9月舉辦教師工作坊 

 



電子教科書計劃2015 
推廣工作 

• 9月份學校開放日內簡介會介紹 

• 派發通告予報名2015年9月小一自行分配學位
的學生家長 

• 學校網頁上公佈 

– 2015年9月小一入學統一派位家長注意事項 

• 學校網頁及刊物內介紹 



電子學習推行的現況 

• 教師共同備課、同儕觀課、考績觀課 

• 處理/回應家長的查詢 

– 約見有關家長 

– 定期舉辦家長座談會，並邀請出版社/開發
商派代表出席 

• 與出版社/開發商聯絡及跟進問題 

• 向校內校外學生家長推廣及宣傳 

• 更新學校網頁 

• 電子學習發展委員會策劃未來發展，並與各科
組負責人及全體教師討論 

 



 



推行電子教科書進度 
年度 

年級 
14/15 15/16 16/17 17/18 

一 PLPR/W^ PLPR/W* PLPR/W* 
 

PLPR/W* 
 

二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三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四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五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六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普通話 

*該級學生必須採用電子教科書/
電子學習材料 

^該級學生自由選擇採用電子教科書/

電子學習材料 



校本電子學習發展藍圖 
• 整體課程規劃 

– 電子教科書 

– 移動學習 

– 翻轉課堂…………. 

• 跨科 + 科本 

• 軟件 + 硬件 

• 行政 + 財政 

• 優先次序 

• 試行 + 全面推行 



校本電子學習發展藍圖 
201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