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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表

9:30 – 10:00 如何開展電子教學

10:00 – 10:45 雲端怎樣提升教與學效能

10:45 – 11:00 小休

11:00 – 11:30 從雲端到課室

11:30 – 12:10 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的考慮

12:10 – 12:30 問答環節



I.T. in Education



校本開發一站式行政管理系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1K2jdjLhbo






「不少學者對資訊科技應用於教育上持正面
的態度，認為有了資訊及通訊科技，學生學
習能事半功倍。」

Pachler, N. (1999). Theories of learning and ICT. In M. Leask & N. Pachler 
(Eds.), Learning to teach using ICT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London, 
Routledge
Rosas, R., Nussbaum, M., Cumsille, P., Marianov, V., Correa, M., & 
Flores, P., et al. (2003). Beyond nintendo: Design and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video games for first and second grade students.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40(1), 71-94



「你對應用資訊科技應用於學校學與教上
持正面的態度，認為有了資訊及通訊科
技，行政工作能事半功倍。」



「你對應用資訊科技應用於學校行政管理
上持正面的態度，認為有了資訊及通訊
科技，行政工作能事半功倍。」



Background and 
Framework

Vision Building for IT in Education

Approaches & Strategies for IT 
Implementation

School 
Level

Classroom 
Level



推廣電子學習︰思維改變最為重要（許承恩）

【明報專訊】

近期，電子學習成為教育界其中一個重要焦點，不少中、小學提倡「 E-Learning」，鼓勵師生善用
資訊科技。

 不過，觀乎整體實踐狀况，若然學界欠缺以一套更宏觀、全面的思維方式看待資訊科技，新一
波電子學習改革，將有可能事倍功半。

 在此想起了一真實事例。話說，某教師很希望能展現一節善用電子學習的課堂，當中平板電
腦、網絡配套等器材設備成本不菲。可惜，在課堂中，師生不得已要用 不少時間令全體穩定上
網，成功上網後，教師又需用不少時間確認同學們能用指定瀏覽器搜尋資料 。

 當課堂能夠正式「開始」時，其中一位同學不禁自言自語：「花了十數分鐘才能上課，而且課堂活
動只不過是瀏覽資料，何不一開始就請我們取出袋裏智能手機？這樣豈不更快、更有效率？」

時至今日，學校即使買了多部平板電腦，又買了一定數量電子教科書，仍不足以「可持續」地讓
電子學習開展。無可否認，上述方法聊勝於無，但實在 太「短命」，只消一兩年，上述昂貴硬
件、軟件已成「電子老人院」產品，功能甚至比不上一般大眾所用的電子 產品。



教師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1. 軟硬件配置未能有效配合

2. 家長、教師及學校對電子學習的發展方向未能同步

3. 電子學習方法未能提高學習興趣及成效









 



Technology is nothing.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you 
have a faith in people, that they're basically good and 
smart, and if you give them tools, they'll do wonderful 
things with them.

Steve Jobs, 1994



Technology is nothing.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you 
have a faith in our teachers, that they're basically 
good and smart, and if you give them tools, they'll do 
wonderful things with them.



Technology is nothing.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you 
have a faith in our teachers, that they're basically 
good and smart, and if you give them tools, they'll do 
wonderful things with them.





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的三個重要原則

1. 避免加入不必要的「科技產品」進入課堂
2. 老師能熟練地使用該資訊科技工具
3. 由「小步」開始



帶甚麼進入課堂？



有甚麼科技值得帶入課堂？



解決甚麼問題呢？



可以優化甚麼呢？
“Let’s make things better”



科技發展怎樣改變學生的學習？

看看以下的例子……







硬件及軟件的配合



電子教學上的硬件及軟件

硬件：

無線網絡WiFi
平板電腦 
投影機

無線投影裝置

軟件：

流動應用程式 Apps
教學管理平台 LMS
課堂即時回饋應用

雲端平台



電子教學上的硬件及軟件

硬件：

無線網絡WiFi
平板電腦 
投影機

無線投影裝置

軟件：

流動應用程式 Apps
教學管理平台 LMS
課堂即時回饋應用

雲端平台





https://www.google.com/edu/products/productivity-tool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XFUl0KcIkA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認證





https://www.google.com/edu





Gmail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



建立文件、試算表、簡報和表單



建立文件、試算表、簡報和表單



建立文件、試算表、簡報和表單



文件的共用功能



Google Sites



利用Apps與雲端，教導學生解讀通識漫
畫題

學生已有知識：  
青少年成長中可能遇上的挑戰
分析及比較數據的能力 

教學目標： 
學生能夠 -  
辨識議題內與個人成長相關的價值觀，解釋議
題背後的現象  
辨識漫畫資料的價值觀，利用資料解釋價值觀  
評估建議的成效



學生能力轉移





From 
Google Classroom 

To 
Flipped Classroom



校本自行開發套件



GOOGLE VR CARDBOARD 與環視圖庫

1 提高學習興趣
2 外國街景的「實地考察」
3 分享實景考察的記錄
4 分類搜尋材料庫
5 提供通識，旅遊，視藝或語文等科目的視覺材料
6 虛擬世界：Cubic maps!



雲端白板的設計意念：

1 老師可以在課室內移動，無須在實體白板上書寫
2 拍攝教材或學生書寫內容，無須使用實物投影機
3 學生參與：繪畫或拍攝
4 在線資料：學生使用狀況，配合流動學習
5 擷取教材：學生隨時接取雲端白板內容，作後續工作之用



學校該購買哪一機種？
• 推展科目？
• 戶外考察？
• App質素？
• 即時回饋？
• 鏡像投射？
• 器材管理？
• BYOD?價錢?保養?
• 雲端支援？



學校該購買哪一機種？
Name Apple iPad Android Tablet Windows Tablet Chromebook

OS iOS Android Windows 10 ChromeOS

Model iPad/ iPad mini
4/ Wifi

Samsung Note/ 
Asus/Nexus

Microsoft 
Surface/Lenovo/Del
l/Onda

HP/Samsung/
Acer

Price $3088 - $4888 $400 - $4500 $1800 - $8000 $1600

Screen Size 7.9 - 9.7 inches 7 - 10.1 inches 8 - 12 inches 11 - 13 inches

Screen 
Projection

Stable Depends Stable Depends

Apps App store Play Store Marketplace ChromeApp



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的考慮



保安及用戶登入限制



平衡學生私隱及裝置管理



教學軟件及電子書的角色



現有學校網絡與新建無線網絡的整合
內聯網伺服器設置
課室鏡像投射



資訊素養教育的配套



無線網絡的覆蓋範圍



現有校規對電子器材的規管



家長的考慮



如何有效使用？



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