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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在推動個人、社會
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上，秉承孔教學院精神，以弘
揚孔道，化導人心，發揚我國固有道德文化，為社
會培育有用人材為宗旨。讓學生認識儒家思想，冀
能宣揚孔道，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學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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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資訊科技卓越中心 資訊科技教育行政經驗分享 老師懂得運用Apps教學

掌握MDM系統 / 資訊素養課程 推行反轉教室教學 運用Google classroom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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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年度起步階段

計劃 支援組織 負責組別

運用平板電腦提升教學效能 教育局資訊科技
教育卓越中心

經訓科、
中文科

運用網誌平台提升學生寫作
興趣及教學效能

教育局語文教學
支援組

中文科

資訊素養及媒體素養課程 教育局資訊科技
教育組

I.T. 組及電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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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平板電腦提升教學效能行動研究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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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平板電腦互動中國語文科文言文
教學（中一全級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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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網誌平台提升學生寫作興趣及教學效能
（行動研究）

馮梁結中學中國語文科分享 裘錦秋中學中國語文科分享

天主教民生書院中國語文科
分享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中國語文科分享

馬振玉中學中國語文科分享

金錢村何東學校
中國語文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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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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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年度發展階段

計劃 支援組織 負責組別
運用平板電腦提升教學效能
行動研究
（Apps）

－ 經訓科、
中文科、
通識科、
歷史科

運用網誌平台提升學生寫作
興趣及教學效能行動研究
（中一至中三全級推行）

教育局語文教學
支援組

中文科

運用平板電腦互動中國語文
科文言文教學
（中一全級推行）

－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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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同事的人脈關係

中文科

歷史科

通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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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同事的人脈關係

中文科

歷史科 通識科

經訓科
英文科

數學科

綜合人文

經濟科 視藝科

文學科

音樂科

中史科

電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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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文科過渡到英文科為例︰

出席經驗分享會校內個別老師試行 校內同儕示範課

校內同儕工作坊同儕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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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研究

經驗
分享

專業
文流

同儕
分享

校內
試教

Plickers教學試行

Plickers教學研究

教學經驗分享
參觀Google 香港總部

Google Card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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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科出席分享會及教師工作坊照片

建立教師專業形象（由外而內）

中文科 英文科 歷史科

數學科 通識科 電腦科2017/5/420



分享文化的承傳

歷史科

中國歷史科 歷史科 綜合人文科

通識科 科學科 英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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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而上由上而下 由內而外由外而內

由個別學科到全校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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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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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017/5/426



Wifi 900 學校領導簡介會2016 副校長出席分享會

大埔祟德黃建常紀念學校教師發展日浸信會公立學校教師發展日主講嘉賓 2017/5/427



2017/5/428

發展利用資訊科技的學與教



舉辦全校教師發展日

聖保羅書院教師發展日 浸信會公立學校教師發展日 大埔祟德黃建常紀念學校教師發展日

梁省德小學教師發展日 聖母聖心小學教師發展日 九龍真光中學教師發展日
2017/5/429



舉辦全校教師工作坊

屯門天主教中學教師工作坊 五旬節中學教師工作坊

黃建常小學教師工作坊 李東海小學教師工作坊

梁省德小學教師工作坊

潔心林柄炎中學教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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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積極參與培訓講座（TCS)

協作學習研討會 自主學習研討會 中國語文科工作坊

通識科工作坊 經訓科工作坊 歷史科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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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組的組成

IT組（5人） 教學組（4人）
硬件支援︰
1．平板電腦的購買及管理
2．無線網絡管理
3．MDM系統的管理
4．課室投射設備的管理及教學
5．平板電腦的借出及運送
6．戶外考察wifi設備
7．管理及培訓TSS

- 充電
－MDM

軟件支援︰
1．運用平板電腦嘗試新教學法
2．舉辦工作坊教與同儕分享教
學心得
3．開放課室作公開示範課
4．學習新的資訊科技教學法
5．協助同儕運用資訊科技教學

2.2 師資培訓安排
培養學科教學人才而非培養資訊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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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5︰
資訊科技教學有助提升教與學效能？

多參與

高展示

學生得到
即時回饋

協作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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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投入緊張刺激︰

學生專心上課︰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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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戶外考察- Eduventure x

2017/5/4



以《二子學弈》為例︰
文言語譯（手寫題）︰

互動課堂教學︰高展示、教師即時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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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高階思維討論(反轉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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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評估︰節省老師批改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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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答記錄及數據統計

有效評估︰節省老師批改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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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誌教學
Ipad互動教中文

雲端平台

語文
教學

寫作

文學
散步

綜合

閱讀

Google文件

Google表單 Google簡報

Ipad戶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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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斷學習最新的資訊科技教學方法
2．將資訊科技教育的成功策略及與學界分享
3．主動、積極推動資訊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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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側重科技

 X 迷信科技

42 2017/5/4



地利人和

天時



教師培訓教師(Train the Tr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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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出第一步

*佛教大雄中學iPad文言文教學－＞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中國語文)



踏出第一步

廠商會中學中大ipad文學散步－＞

*全港ipad遊蹤邀請賽

*成為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全港ipad遊蹤邀請賽 簡慧貞老師成為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
心借調教師



*踏出第一步

*聖母聖心小學教師展日－＞全級四年級屏山考察



佛教正慧小學教師展日－＞

全級六年級香港動植物公園考察



舉辦教師發展日 舉辦資訊科技教育行政安排教師發展日

與特殊學校分享教學心得 資訊素養校本課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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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梁秋雲校長 / 梁錫強副校長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電話︰26665926
電郵︰info＠ctshkpcc.edu.hk
網址︰http://www.ctshkpcc.edu.hk/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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