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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 過去本校推行「移動學習」的概況及成效

• 本校「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的理念

• 推行「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流程及細
節安排



移動學習 -目標及理念

• 在傳統的教室，教師都會透過提問，了解同學
們的學習成效，與同學作互動的交流。

• 但是這個方式，往往只能在教室中，抽取一、
兩位同學進行提問，能夠參與的同學所佔的比
例很少。

•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資訊科技的幫助，能夠讓教
室內所有的同學均能參與。



方案實踐

• 使用具有無線上網功能(WiFi enable)的智能手
機(Smart Phone)。

• 採用Google Android 或Windows Mobile平台，
透過校園的無線網絡或手機網絡(GPRS/3G)，
連線上網。

• 透過瀏覽器(Web Browser)，連接學校的考評
伺服器(Assessment Server)，回答問題。



優點

• 每一位同學，均能即時測試自己對課
題的了解程度。

• 教師能即時收集全班同學的成績，作
出教學評估，及作出相應的教學調節。

• 教師能全面掌握每一位同學的成績，
以便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差異。



移動學習應用 - 放眼世界

透過培正校園電視台，每天於班主任節，向
全校同學播放新聞剪輯，並透過「移動學習
」線上學習系統回答問題，以培養學生收看
新聞時事的習慣，為新高中通識科作好預備
。

http://210.176.23.172/gallery/view_photo.php?set_albumName=Block_F&id=P1050277
http://210.176.23.172/gallery/view_photo.php?set_albumName=Block_F&id=P1050277


「移動學習」線上系統



• 教師可透過「移動學習」
線上系統，檢視同學們的
成績，提供即時的回饋。

「移動學習」線上系統



延伸應用 –培正碑銘徑



延伸應用 –培正碑銘徑



GPS 應用

Project based Learning – Kowloon City Field Trip

http://www.everytrail.com/view_trip.php?trip_id=892474
http://www.everytrail.com/view_trip.php?trip_id=892474


GPS 應用

Geography Field Trip -東龍洲



GPS 應用

History Field Trip -馬灣舊村



功課遞交
(Handwriting Document Submission)
– Capture the image of the

Handwriting Document by using

the Smartphone Camera

– Share and submit the image file to

the school-based IT platform

– Teachers can retrieve and mark

submitted assignments afterward.



附錄：報章的採訪及評論

2007.12.24 明報社評

2009.9.15 明報

PC Market Student





OGCIO Enriched IT Programme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目標及理念

學校發展計劃：

第三部份「知識管理，知識創新」

「數碼平台，凝聚知識，觀摩評比，啓迪知慧」

建立學生個人電子網誌平台，製作個人歷程檔案

開放電子評估平台，建立「知識傳播」文化

透過「多讀、多念、多寫」提昇學生中英語文能力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網上分享討論的平台

http://student.puiching.edu.hk/

http://student.puiching.edu.hk/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網上分享討論的平台 Facebook / Edmodo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中文科、英文科：網上閱讀篇章

https://sites.google.com/a/puiching.edu.hk/reading/

https://sites.google.com/a/puiching.edu.hk/reading/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中文科、英文科：網上閱讀篇章 (收集回饋)

https://sites.google.com/a/puiching.edu.hk/reading/

Try it by yourself:

培正閱讀網

https://sites.google.com/a/puic

hing.edu.hk/reading

https://sites.google.com/a/puiching.edu.hk/reading/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中文科、英文科：朗誦視頻錄影 (YouTube)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中文科、英文科 – Apps for Presentation

Haiku Deck, Prezi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中文科、英文科、專題研習科：MindMapping (Popp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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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框內的文字與
紅色框內的文字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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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正確的腦圖：何謂「虛實」？

29

實

虛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中文科：Adobe Reader 評講作文

下載文件後，按此工具鍵

功能（左起）：
一、新增註解
二、螢光筆
三、加插刪除線
四、加插底線
五、加插文字
六、手繪畫筆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數學科：應用(1) – Education Apps

UPAD、SketchPad Explorer、iCross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數學科：應用(2) – Education Apps

GeoGebra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數學科：應用 (2) - ASSESSMENT SERVER 繳交習作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地理科、科學科：
Education Apps Nearpod



地理科
Education Apps Nearpod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地理科
Nearpod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體育科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iMuscle



ScreenChalk



iMovie



iBook Author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 Augmented Reality (AR) -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 is a live direct or indirect 
view of a physical, real-world environment whose 
elements are augmented (or supplemented) by 
computer-generated sensory input such as sound, 
video, graphics or GPS data.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 硬件配置 – Apple TV



• 硬件配置 – Apple TV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Wisenews (School Campus Access Only) 

http://kcpcms.wisenews.net/?gid=kcpcms&user=ipaccess

http://kcpcms.wisenews.net/?gid=kcpcms&user=ipaccess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明報英語網 (Need Subscription)

http://english.mingpao.com/

iPad 朗讀語音功能

http://english.mingpao.com/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Google Drive – for File Sharing



電子學習資源介紹

• 香港教育城
https://www.hkedcity.net/goelearning

https://www.hkedcity.net/goelearning


電子學習資源介紹(互動課堂)

Socrative
https://www.socrative.com

主要功能

製作測驗評估

供教師製作多項選擇題、是非題和短答題，學生
作答後會即時得知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確，教師則
可即時取得成績統計報告，無論用於翻轉課堂或
製作堂上小測同樣適合

https://www.socrative.com/


電子學習資源介紹(互動課堂)

Kahoot!
https://getkahoot.com

主要功能

製作測驗評估

供教師製作多項選擇題，學生進行搶答比賽

https://getkahoot.com/


電子學習資源介紹(互動課堂)

Quizlet
https://quizlet.com

主要功能

製作測驗評估

供教師製作單字咭，讓學生進行記憶及配對遊戲

具有朗讀功能

https://quizlet.com/


電子學習資源介紹(協作學習)

Padlet
https://padlet.com/

主要功能

•發表意見

•貼上圖片、文件、錄音等

Padlet 的概念是提供「壁佈板」給用家寫上文字
，並隨意貼上圖片、網頁、文件、錄音等，向其
他人分享個人的看法。過程中，大家的意見會不
斷在同一個版面上呈現，讓學生可觀摩別人的意
見，再補充個人的論點，令看法更加全面。

https://padlet.com/


電子學習資源介紹(翻轉教室)

Educreation
https://www.educreations.com

主要功能

Interactive Whiteboard

供教師錄製課堂筆記

https://www.educreations.com/


Educreation

中一實驗報告：燃點本生燈的正確步驟
本程式是一可紀錄白板，
能將白板上的繪圖及配音紀錄及重播。
能透過電郵或 Facebook 將已完成的簡報與他人分享。

Educreations



Educreations

Educreation

中一實驗報告：燃點本生燈的正確步驟



電子學習資源介紹(翻轉教室)

Explain everything
https://explaineverything.com/

主要功能

Collaborative &

Interactive Whiteboard

供教師錄製課堂筆記

https://explaineverything.com/


Canvas

Google 

Classroom

電子學習資源介紹(學習管理系統)

Edmodo 

Schoology



電子學習資源介紹

BrainPOP 



電子學習資源介紹

• 課外延伸學習

– Apple iTunes U

– Khan Academy



• 硬件配置 – Locker in Classroom and CCTV

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



推行「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流程

8月27日
家長會簡介

9月份
同學自行購買平板電腦

10月份
中一級電腦課教授平板電腦使用

11月份
各科正式使用平板電腦上課

2016-17 學年



查詢：
馬凱雄老師
電話 – 27673310
電郵 – pc-mhh@puiching.edu.hk



謝謝
問答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