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科技創意小學 

 
在小學進行電子學習的學校規劃及應

用電子學習資源經驗分享會 

蔡健聰   梁小欣 



時段 時間 內容 主講 

15:00-15:20 5分鐘 學校介紹 蔡健聰 

5分鐘 學校發展電子 
學習情況 

蔡健聰 

5分鐘 學校電子器材 蔡健聰 

5分鐘 曾參與之電子 
學習計劃 

蔡健聰 

15:20-15:50 30分鐘 課程配合 蔡健聰 
梁小欣 

15:50-16:00 10分鐘 小休   

16:00-17:00 60分鐘 軟件試用 蔡健聰 
梁小欣 



學校介紹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非牟利免稅慈善團體 
於1976年成立以推廣普通話為
宗旨 



辦學宗旨及特色 
  終身學習的能力 

 培養多元智能及創意思維 

 優良的品格 

 兩文多語 

 資訊科技 

 環保與生態教育 



學校發展電子學習情況 
• 辦學團體在建校之初已訂

立「資訊科技」為其中一
項重點發展項目 

• 學校一直致力於各科滲入
資訊科技元素，包括生態
教育、電子美術等 



學校發展電子學習情況 
• 配備足夠的硬件設備，如三間電腦室、
完善的wifi網絡及提供技術支援的IT
小組 

• 設立電子學習班，計劃已推行七年，
不同持份者認同成效 

• 現已參與教育局及香港中文大學有關
電子教學的三年計劃，以全面檢視電
子教學成效及可改善的地方 

 



學校發展電子學習情況 
•部份校舍範圍早期已舖設
無線網絡，但覆蓋不全面 

•面對教育局第四個資訊科
技教育策略，借WIFI 100
計劃重舖全校無線網絡 

•希望學生學習能走出教室 



全校無線網絡覆蓋 



電子學習班 
一指傍身   家校無憂 

 



• 四至六年級各設一班「電子學習班」 

• 電子班學生以「一人一機」作全面學習 

• 不用攜帶「紙張書本」 

• 以USB手指儲存電子書及其他資料 

• 非電子班學生則可到電腦室或借用學校 

  I-Pad進行電子學習 

 



電子學習注意事項 
 • 學校wifi網絡是否完善？ 

• 是否能讓大量學生同時順暢地使用網絡資源？ 
• 學校電腦能否順暢運行各類軟件？ 
• 監控系統能否在各視窗正常使用？ 
• 學生是否容易接觸到不良資訊？ 
• 長期使用電腦帶來的身心健康問題？ 
• 跨境學生在內地遇到的電腦問題？ 

• 校內同工是否擁有相關知識或時間進行電子
教學？ 
 



MICROSOFT PARTNERS IN 
LEARNING 
• 2015年成為Microsoft 卓越教師最傑出教師 
• 本年3月獲微軟邀請，代表香港到匈牙利布
達佩斯出席微軟全球教育論壇 



• 2016年最佳讀寫障礙應用程式 

• 培養可獨立閱讀的學生 

• 讀者能夠閱讀大部分的內容，進而從中獲得自信 

• 有學習問題 (例如讀寫障礙) 的學生可以更輕鬆地分解文字 

• 隨時隨地能開啟自己的筆記 

• 提高合作學習效益 

 

 

 

特色 已證實有效 
增強的聽寫能力 加強寫作能力 
專注模式 集中注意力並提升閱讀速度 
沈浸式閱讀 提高理解度並集中注意力 

字型間距和短句 
Improve reading speed by 
addressing "visual 
crowding" 

詞性 支援教學課程並提高寫作品
質 

音節 提升文字辨識能力 
理解模式 平均可提高 10% 的理解度 

Source:  
https://www.onenote.com/learningtools 

利用Microsoft One Note with 
learning tools 

https://www.onenote.com/learningtools
https://www.onenote.com/learningtools


課程配合 



中文科廣告 



英文科電子圖書
製作 
Microsoft Movie Maker 

Flip Builder 

 

 



英文科廣告 



 

英文科E-reading  



 





 



 





隨時上網溫習默書  



數學科電子練習 
數學科練習 



音樂科 
FINALE 
作曲 



音樂科 
利用I-pad app GarageBand
上音樂課 



常識科 
利用Microsoft Office Mix上課 
• 翻轉課堂 

• 老師先讓學生在家中觀看有關槓桿原理的影片 

• 老師讓學生分組，並派發不同的工具 

• 學生經討論後將討論所得利用Microsoft 

Office Mix拍下，並上傳到雲端，讓其他組別
的學生觀看及互評 



常識科 
利用AR技術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電腦科 – 3D打印 



 



生態水池 



生態水池實況 






Learn to code 
Code to learn 
App inventor 2 
Scartch 



電子學習注意事項(二) 
• 教學軟件是否跨平台？容易使用嗎？ 

• 給教師的訓練是否足夠？ 

• 所用電子教材是否配合課程？ 

• TSS或其他IT員工能否提供足夠協助？ 

• 家長是否了解電子教學？ 

• 家長是否願意在家中幫忙看管子女，以防
止他們長時間用電腦進行學習以外的活動？ 

• 負責推行電子教學的老師是否單打獨鬥？ 
 



軟件試用 

• Nearpod? 

• Kahoot? 

• Edpuzzle for flipped classroom? 

• Microsoft OneNote2016 with Learning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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