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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創意科技教學、跳出平板學習 

 

1.  1.  1.  1.  參與學校參與學校參與學校參與學校    

�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  

2.  2.  2.  2.  詳情詳情詳情詳情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及評估等及評估等及評估等及評估等))))    
    

�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我們認為運用資訊科技及電子工具學習的最大目的，是要改善學與教，因此，

我們提出「創意科技教學、跳出平板學習」，是希望透過平板電腦的輔助，提供創意學

習，發展校本電子課程，從而照顧學習差異、鼓勵自學及走出課室，加強全方位學習。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六所小學為了推動資訊科技教學，因應學校的課程特點，分

為「普教中」及「常識科」兩組，透過出版社和前線老師的三年合作，第一年為小一及

小四學生製訂校本電子課程，第二、三年如此類推，結合出版社提供的電子書，慢慢建

立電子課程的根基。由於各校所用的教材不同，各校派出老師，集思廣益，設計不同的

校本課程，但此計劃除了強調課程與資訊科技的結合外，更關注教師的教學法，所以六

校會互相觀課，或透過不同的交流活動（如網上討論），相互學習，結成學習圈。最後

我們會將校本電子課程及教學法編成資料庫，先推廣至本會另外二十多間直屬及有關小

自學 照顧學習差異 全方位學習 

創意創意創意創意科技科技科技科技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跳出平板學習跳出平板學習跳出平板學習跳出平板學習 

普教中 常識 

觀課、交流活動 

校本電子課程 

電子學習課件 

校本電子課程 

電子學習課件 

學習圈、資料庫 

其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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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再推展至其他小學。 

 

� 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 

    普教中教學理念普教中教學理念普教中教學理念普教中教學理念: : : : 難點教學難點教學難點教學難點教學    

難點難點難點難點    發展解決方案發展解決方案發展解決方案發展解決方案    

1.1.1.1.普教中開展時要在普教中開展時要在普教中開展時要在普教中開展時要在

短時間內解決同學短時間內解決同學短時間內解決同學短時間內解決同學

掌握漢語拼音掌握漢語拼音掌握漢語拼音掌握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電子學習模組(電子學習模組設有動畫、讀音、活

動、遊戲及工具配合)： 

i.   聲韻母，整體認讀音節 

ii.  語調、四聲、一不變調、三聲連讀、 

兒化音、多音字 

iii. 拼讀 

iv. 粵普對譯 

v. 音序查字法 

            網上拼音閱讀    

2. 2. 2. 2. 在實行普教中的同在實行普教中的同在實行普教中的同在實行普教中的同

時時時時，，，，兼顧中國語文兼顧中國語文兼顧中國語文兼顧中國語文

科課程的其他要求科課程的其他要求科課程的其他要求科課程的其他要求    

配合學習中國語文的各種基本能力培養，設計不同形式的

電子練習、評估及報告 

i.   課後聽說訓練--聆聽及錄音活動 

       ii. 照顧個別差異，按個人能力及進 

             度的測驗評估、遊戲及練習題目 

            （包含聽、說、讀、寫不同類型） 

      iii.   電子書閱讀引擎：供老師製作可以 

             雙語讀段、讀字的電子書    

3. 3. 3. 3. 實行普教中的同實行普教中的同實行普教中的同實行普教中的同

時時時時, , , , 兼顧小班教學兼顧小班教學兼顧小班教學兼顧小班教學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 , , 加強互動及加強互動及加強互動及加強互動及

照顧個別差異照顧個別差異照顧個別差異照顧個別差異    

c. 配合平板電腦優點，設計切合不同目標的教學示

範模組 

i. 配合合作學習，如視像會議、即時通訊、合作

寫作等 

ii. 移動學習方案，如全方位語文活動及說話訓練

（包含拍片、拍照、連繫交流等功能） 

    

    

    

    

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 : : 探究式教學探究式教學探究式教學探究式教學    

探究策略探究策略探究策略探究策略    發展學習工具發展學習工具發展學習工具發展學習工具    

1. 綜合探究    透過電子模擬實驗、情境式的解難課業，掌握解難及探究步驟, 

包括：發現問題、提出假設、搜集資料、進行實驗、評鑑及反思。    

2. . . . 專題研習    透過電子工具培訓不同年級的研習策略： 

一、二年級: 資料分類工具 

三年級:     腦圖工具找出子題 

四年級:     電子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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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統計與分析 

六年級:     報告演示 

3. 服務學習    1.    從課程內容設計出服務項目 

2. 服務計劃及預算 

3. 網上討論 

4. 網上尋找及資料存檔 

5. 多媒體摘錄服務過程 

6. 網上分享 

7. 個人及小組反思    

 

�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1. 自評：透過師生及家長問卷、老師之間的觀課，協助老師、項目負責人及

學生在不同時段的反思及成效紀錄  

2. 外評：由專家顧問（康一橋校長、李蕙英老師、霍惠萍博士等）觀課及面

談師生 

3. 紀錄及測考：按各科的學習難點進行計劃前測及後測，並以實施前後的測

考成績作參考，分析學習成效 

 

3.3.3.3.        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普教中普教中普教中普教中    

1. 難點   －普教中開展時要在短時間內解決同學掌握漢語拼音普教中開展時要在短時間內解決同學掌握漢語拼音普教中開展時要在短時間內解決同學掌握漢語拼音普教中開展時要在短時間內解決同學掌握漢語拼音  

 a. 方法  :與新亞洲出版社研發漢語拼音電子學習軟件，配合課文鼓勵學生透過拼音軟 

件自學。 

 b. 內容  :由協和小學（長沙灣）負責與出版商共同研發，其他學校支援，預算在 2011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並於 2011-2012年 8 月間試用及檢討。 

 

2. 難   點  －在實行普教中的同時在實行普教中的同時在實行普教中的同時在實行普教中的同時，，，，兼顧中國語文科課程的其他要求兼顧中國語文科課程的其他要求兼顧中國語文科課程的其他要求兼顧中國語文科課程的其他要求  

 a. 方法  :各校因應學校的發展需要，與出版商研發一套電子教材，或以聆聽，或以說話 

訓練，或以照顧學習差異，或以校本單元教學為題，結合中文科與普通話於課 

堂內。 

 b. 內容  :配合校本需要，我們三所普教中的試點學校分別於 2011年 4 月至 7 月間，與出版 

商商討出各自的校本研發單元，結合中文科的發展，建立出一套縱向的普教中 

輔助教材-- 

     

 協和小學（長沙灣）及基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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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和小學（長沙灣）與現代教育研究社共同研發一套一至六年級的詞庫自學手 

冊，由老師及出版社配合中文課本，將詞庫分為不同類別，配以拼音及語音聆 

聽和錄音，一方面讓學生學會不同的詞彙，一方面讓學生在平板電腦上拼音及 

錄音，結合中文科及普通話科的發展。 

由於基華小學採用教育出版社的教科書，所以他們會與教育出版社合作，研發 

一套校本詞彙學習教材及軟件。 

     

 協和小學 

 協和小學與現代教育研究社會研發一套校本語音訓練單元，讓學生透過平板電 

腦多讀多聽及自學。 

         預算三校均在第一年完成有關單元，並於第二及第三年豐富及潤飾，使其更完善。 

     

3. 難   點  －實行普教中的同時實行普教中的同時實行普教中的同時實行普教中的同時, , , , 兼顧小班教學環境兼顧小班教學環境兼顧小班教學環境兼顧小班教學環境, , , , 加強互動及照顧個別差異加強互動及照顧個別差異加強互動及照顧個別差異加強互動及照顧個別差異 

 a. 方法  :如何配合平板電腦來推行電子教學，為課堂內的實戰工作，所以三所普教 

中試點學校會透過每月的共同備課，共同分享教學心得，並於課堂內試教 

及進行觀課。 

 b. 內容  :協和小學（長沙灣）在第一年中設計 8個教案，並進行兩次示範教學。 

基華小學及協和小學各在第一年中設計 6個教案及進行兩次示範教學。 

全年共有 20個教案及 6 次示範教學，我們會將經驗於分享會中互相分享。 

     

 

     

  

 

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    

a.方法﹕配合探究教學策略，發展綜合探究、專題研習、服務學習之學習工具，於

課堂及戶外學習環境作探究學習。 

 

b.內容﹕ 

�   基慈小學、蒙黃花沃紀念小學、基法小學(油塘)與教育出版社研發專題研習工

具，包括實地考察紀錄工具實地考察紀錄工具實地考察紀錄工具實地考察紀錄工具、立體數據分析工具立體數據分析工具立體數據分析工具立體數據分析工具和改良腦圖工具改良腦圖工具改良腦圖工具改良腦圖工具。。。。由基慈小學

主責與出版社共同研發，其他學校配合支援，預計於2011年9月至10月開始試

用。 

 

�   基慈小學、蒙黃花沃紀念小學、基法小學(油塘)三所核心學校於第一年分別於

四、五、六年級推行專題研習工具試驗。各校配合以往推行專題研習的經驗，

加入平板電腦及學習工具，嘗試設計合適電子教學計劃。第二年加入綜合探究

學習方面的應用，第三年再加入服務學習方面的應用。 

 

� 核心學校派負責老師每月共同備課，交流推行情況，分享教學設計及推行經

驗。每年每所學校完成不少於 2 次實踐教學，包括涉及四至六年級的課堂內及

戶外學習教案，全年共 6個專題研習教學實例，並於學期尾至下學期初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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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廣，進行示範教學及經驗分享。第二及第三年分別設計 6個綜合探究及

服務學習的教學實例，全計劃教學實例不少於 18個，並進行不少於三個階段

的示範教學及經驗分享活動。 

 

� 使用由出版社所提供之教學資源，融入常識科課堂，並於每月共同備課時間匯

報檢討，檢視使用電子資源之成效及推行情況。 

 

 

課程及電子資源開發分工課程及電子資源開發分工課程及電子資源開發分工課程及電子資源開發分工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基慈 六年級常識 專題研習 五年級常識  綜合探究 四年級常識  服務學習 

蒙黃花沃 五年級常識 專題研習 四年級常識 綜合探究 六年級常識 服務學習 

基法油塘 四年級常識 專題研習 六年級常識 綜合探究 五年級常識 服務學習 

協和長沙

灣 

一年級普中  拼音方案 

            聽說能力 

二年級普中 閱讀能力 

寫作能力  

三年級普中 自學能力 

語文運用 

協和 一年級普中  拼音方案 

聽說能力 

二年級普中 閱讀能力 

寫作能力  

三年級普中 自學能力 

語文運用 

基華 一年級普中  拼音方案 

聽說能力 

二年級普中 閱讀能力 

寫作能力  

三年級普中 自學能力 

語文運用 

 

 

4.4.4.4. 協作夥伴協作夥伴協作夥伴協作夥伴        

 

夥伴機構 協作模式 費用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 移動平板電腦技術支援 

� 提供學習硬件培訓 

� 提供管理平台 

� 免費 

� 免費 

� 免費 

新亞洲出版社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教育出版社 

� 提供學習系統 

� 協作開發電子學習素材 

� 免費 

 

 

5.  5.  5.  5.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    

� 透過教師培訓，教導教師使用平板電腦 

� 透過每月聯校共同會議，共同設計教案 

� 透過參加院校課程，加強教師資訊科技能力 

 

 

6.6.6.6.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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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內容  

1. 評估計劃進度 

 負責學校 － 協和小學（長沙灣）及基慈小學  

 成功準則 － 按計劃進度完成所有工作 

 

 

2. 評估計劃成效 

  內容 工具 成功準則 負責 

 a. 檢討計劃內容及成效 － 觀察 超過 70%老師 協和小學(長沙灣) 

   － 問卷 認同該計劃 及 

   － 訪問老師  基慈小學 

   － 每月六校共同備課   

 b. 檢視教學效益 － 觀課 超過 70%老師 協和小學(長沙灣) 

   － 訪問 認同該計劃 及 

   － 每月六校共同備課  基慈小學 

      

 ※ 每年 7 月分別就普教中及常識科的推行計劃進行評估及檢討，以計劃來年步伐。 

 

     

 

7.7.7.7. 計劃成果    

� 60個應用平板電腦的普教中教案及 18 次示範教學。 

� 54個應用平板電腦的常識科教案及 18 次示範教學。 

� 漢語拼音電子學習軟件 

� 三套校本電子詞庫系統 

� 常識科電子學習工具 

 

8888.  .  .  .  學校推介學校推介學校推介學校推介及及及及計劃可計劃可計劃可計劃可持續持續持續持續性性性性    

 

學校會從多方面推介本計劃的成果與發展電子學習方案的心得，推介計劃如下： 

 

� 設立本計劃的專屬網誌 

i. 參與計劃的日誌式紀錄，配以相片、影片及文字。內容包括： 

a. 策劃過程及實施情況 

b. 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法 

c. 電子學習學與教的成果 

d. 教師與學生的感受 

ii. 討論區 

a. 給參與學校及其他學校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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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紀錄片及上載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網頁 

i. 分享由計劃的討論、設計、製作、實施、成果、評鑑、參與者的心得 

 

� 參與各個教學展覽 

i. 教育局的資訊科技教學成果展 

ii.教育城學與教博覽 

iii.其他相關展覽 

 

� 舉辦分享會 

i. 舉辦中華基督教會屬下學校分享會 

ii.舉辦全港學校分享會 

 

� 協助其他學校推行 

i. 提供本計劃的免費試用版本給有興趣學校試用 

ii. 提供本計劃的使用說明及其他輔助文件 

iii. 提供範本教案 

iv. 提供訓練及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