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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
(WiFi 100)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ITE4)

於2015/16 學年正式推行

www.edb.gov.hk/ited/ite4/



加礎設施

電子學習資源

程及教學法

學校專業力量

家長及持分者參與

ITE4

持續發展

1

2

3

4

5

6

ITE4 的 6個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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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 900



WiFi 900



分階段推行WiFi 900

1st 400

• 2015/16 學年

• 超過80%學校採用無線網絡租賃服務

2nd 300

• 2016/17 學年

• 80%學校採用無線網絡租賃服務

• 超過75%學校在學期初完成工程及測試，投入運作

3rd 200 + 
WiFi 100

• 2017/18 學年



15/16學年推行情況







支援措施

提供對公營學校的經常性津貼 (無線網絡基礎設施)

約 $70,000 至 $170,000 的一筆過撥款 (購置流動電腦裝置)

提供檢視清單及用戶要求範本 …透過技術顧問小組，提供技術顧問
意見

提供特設的專業發展課程…. 加強資訊科技卓越中心的角色和鼓勵
教師建立學習社群



撥款安排

班數 一筆過撥款 經常性津貼

18班或以下 $69,400 $48,530

19至24班 $95,430 $66,740

25至30班 $121,450 $84,940

31至36班 $147,480 $103,140

37班或以上 $173,510 $121,340



撥款安排

第一批學校 一筆過撥款
經常性津貼 經常性津貼 經常性津貼 經常性津貼

第二批學校 一筆過撥款
經常性津貼 經常性津貼 經常性津貼

第三批學校 一筆過撥款
經常性津貼 經常性津貼

WiFi 100 學校
經常性津貼 經常性津貼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如何建立無線網絡校園
及相關的技術問題



用家要求

學校

建設流動學習環境計劃

技術規格文件

實地考察、
邀請報價及
審閱

分析建議書的利弊



建設流動學習環境計劃(續)

符合用家
要求

學校

系統及用戶測試



WiFi900經驗
•規劃用戶要求

•明確的技術細節
•工程期

•服務供應商有多個聯絡單位
•服務供應商未能依進度進行工程
•服務供應商未能一次完成用戶測試(UAT)
•有學校要求3M上下載, 超過一般使用要求



WiFi900 經驗
• 租賃模式
• 獨立網絡
• 清單
• 詳細的工作日程
• 與學校同工交流，分享服務供應商服務水平及監察服務質
素經驗

• 全校參與，鼓勵老師推動電子學習



技術顧問服務

標準 / 額外
用戶要求

連結內聯網、
學習管理系統、
其他服務??

施工進度



技術顧問服務及技術顧問診症室
1. 用戶要求檢查清單 (Info note)

•檢視學校需要使用無線網絡的地方和細節

2. 用戶要求範本 (Requirement spec)
•跟據檢查清單預備報價文件內技術要求的部分

3. 系統測試 (System Test)
•承辦商測試無線網絡系統運作

4. 用戶測試範本 (UAT)
•完成工程後測試無線網絡效能的計劃

5. 資訊保安建議實踐內容 (Recommended 
Practices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用戶要求檢查清單



用戶要求檢查清單 – Standard Provision
• WiFi Internet Connectivity - use IEEE 802.11 a/b/g/n/ac or 

above network in a standard classroom. The minimum 
number of classrooms to be covered should be at least equal 
to the number of approved classes for the 2017/18 school year.

• Number of Concurrent Connection - commensurate with the 
maximum number of students, say 40, in a class with  at least 
1 Mbps upload / download bandwidth per user connection 
for browsing web pages. 

• Authentication Method - use Hong Kong Education City 
accounts for authentication to save the effort for device 
registration.



用戶要求檢查清單 – Standard Provision
• Session Control - allow multiple devices per user account to 

be authenticated using Hong Kong Education City.

• Internet Content Filtering Service - based on filtering profile 
commonly adopted by most schools. 

• Existing Network Facilities - not rely on any existing network 
facilities and cabling of the schools, nor interfere with the 
existing WiFi network of the schools.

• Existing Broadband Network – use separate broadband for 
the WiFi service. State otherwise if the existing broadband can 
be utilized for the service.



用戶要求檢查清單 – Standard Provision
• Managed Service - operate the WiFi network using 

managed service model, provide end-to-end service 
including provision,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 ensure at least 99.7% 
availability of the WiFi service, support four-hour response 
time and four-hour service recovery with active monitoring, 
helpdesk support with support hours from Mon to Sat 8:00 
am to 6:00 pm, and provide monthly monitoring reports for 
School.



用戶要求檢查清單 – Add-on Service
• WiFi Coverage - to include special rooms and open areas

• Broadband Service - provide broadband service with at least 
100Mbps Internet connection at school and allowing upgrade to 
1Gbps

• Authentication - user account system being used by school

• Session Control - allow single device per user account or 
other arrangement to be authenticated if using Hong Kong 
Education City accounts

• WLAN System Access Control - provide MAC address 
filtering mechanism, pre-shared key mechanism, etc.



用戶要求檢查清單 – Add-on Service
• MAC Address Monitoring – The lists of filtering and filtered mac 

addresses are to be monitored by the Contractor or the School.

• Internet Content Filtering Service - specific request on content filtering

• Integration - system integration with existing network

• Internet addresses subscription & configuration – for Internet access 
to school internal resources.

• Monitoring of WiFi network - specific request on monitoring of WiFi
network by School

• Redundancy - increase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WiFi service 

• Supporting hours - longer support hours and shorter time recovery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Network 

Integration is 
NOT 

recommended



Wi-Fi.HK Service
• It is outlined here for schools’ reference and consideration on 

the related service requirements.
• Authentication - landing page with Wi-Fi.HK logo,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disclaimers but no registration/login is required 
for use of Wi-Fi.HK; users can use the free Wi-Fi service after 
accept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in the landing page

• Content filtering - can also apply to Wi-Fi.HK though it is not 
mandatory

• Integration - the network for supporting Wi-Fi.HK shall be 
isolated from the School’s network without direct access; 
connections via Wi-Fi.HK shall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only

• Helpdesk - service provider will provide hotline service and 
contact email for public enquiry of its service



用戶要求範本



注意事項(1) 分判商



注意事項(2) 服務水平及終止合約



注意事項(3) 服務延誤



系統測試範本



用戶測試範本



用戶測試(User Acceptance Test)

•技術顧問可為學校的用戶測試計劃提供意見

•教育局將提供約25部平版電腦供學校預約進
行用戶測試

•包括常用軟件及EMADS試用版帳戶



WiFi100 學校

•更新合約時, 需列清楚現有服務及硬件
設備, 以供現有及其他供應商報價之用

•考慮要點:
• Broadband (2->1)
•管理現有設備 (lease to own)
• Integration (public IPs, file server, printer 
server, VLAN) 



支援 WiFi900 及 WiFi100學校

專業發展課程及工作坊分享撰寫無線網絡租賃服務
招標文件、審標及用戶測試的經驗 (2016年12月至
2017年3月由香港中文大學承辦)

加強技術顧問服務，教育局(EDB)、教育城(Hong 
Kong Education City)及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
(AiTLE)合辦分享會及工作坊

簡介會 工作坊 – 校訪



專業發展課程
(準備WiFi租賃服務招標文件)
• 教育局委托香港中文大學資訊學習科學與科技中心舉辦是
次課程

• 3 + 3 專業發展課程，分享撰寫無線網絡租賃服務招標文件、
審標及用戶測試的經驗

• 包括3小時講座及 3 小時校訪(WiFi100 / WiFi900)

• 2016年第四季經培訓行事曆(TCS)報名 [EI0020160359]

• 鼓勵 WiFi900 - 2017/18 及WiFi100 學校負責計劃的老師參
加



專業發展課程
(家長教育-電子學習)
• 教育局委托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舉辦
是次課程

• 3 小時專業發展課程，分享家長對電子學習的關注點、籌
辦家長教育活動的經驗、支援家長的注意事項等

• 2016年第四季經培訓行事曆(TCS)報名
[EI0020160325(中學及特殊學校) 和 EI0020160326(小學
及特殊學校)]

• 鼓勵學校負責電子學習、訓輔或家長教師會的老師參加



項目 WiFi 900 (3rd) 備註
學校簡介會 2016年11月中 • 11月14日及17 日

學校檢視學校發展計劃及
電子學習推行情況

2016年12月-
2017年1月

學校領導專業發展課程

制訂用戶要求方案及用戶
要求

2016年12月至
2017年3月

檢視清單
研討會及工作坊

學校準備報價文件 4至5月
(可盡早進行)

檢視清單、用戶要求範本
及技術顧問服務

邀請報價及審閱程序 5至6月
(可盡早進行)

技術顧問服務
技術顧問診症室

批出合約 6月
(可盡早進行)

7月初致函校長有關撥款詳
情,預計9月前撥款

工程 6至8月
(可盡早進行)

制訂系統測試及用戶測試

匯報進度 8-10月 網上問卷,回條,校訪等

建議日程

技術顧問服務
技術顧問診症室
(逢星期三下午)



查詢
• http://www.edb.gov.hk/ited/wifi900

• 使用撥款：(852) 3698 3606 
• 專業發展：(852) 3698 3610
• 技術顧問服務：(852) 3698 4148 / 3698 3566

•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 http://www.edb.gov.hk/ited/co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