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資訊科技教育

	 建基於以往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奠定下的基礎及優勢，教育局現正展開第四個

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諮詢工作；是項策略會著重發揮資訊科技潛能，釋放學生的學
習能量，從而協助他們學會學習、邁向卓越。我們建議提升學校的資訊科技基礎建

設，包括為所有公營學校裝設無線網絡及重組資訊科技資源的運作模式；此外，我

們除了會致力於充實優質電子學習資源、提升學校專業領導及能力、發展教師團隊

的實踐社群，更會進一步更新課程、改變教學及評估方法，並與家長及其他持分者

建立夥伴協作關係，善用社區資源。

	 為使策略更臻完善，我們現正進行為期 2 個月的諮詢，收集持分者和公眾的

意見。我們亦會舉辦公開論壇，闡述我們的理念和收集建議。現誠邀各界人士出席，

有關論壇的安排可瀏覽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ited/ite4_c。

	 我們希望你能提供寶貴意見，請於 2014 年 7 月 6 日或以前，透過以下途徑

把意見送交教育局。

郵寄地址：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東座 4 樓 E420 室

教育局

教育基建分部

資訊科技教育組
傳真號碼： 2382	4403
電郵地址： ite@edb.gov.hk



前言

	 在廿一世紀，能善用資訊科技教育是加強及提升學與教效能的關鍵，而香港教育

改革的目的，正是以學生為本，促進他們的終身學習及全人發展，所以兩者是密不可

分的。自 1998/99 學年起，教育局推行的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有助學校在不同

範疇逐步提升，包括資訊科技基礎建設、學習資源、教師專業力量及學生學習，為學

校帶來範式的轉移，由過往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轉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

同時亦提升了學生的數碼素養。

			《2014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致力推動「智慧香港，智優生活」1	，為香港締造

充滿朝氣的數碼環境，以邁向卓越。教育是重要的投資，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承諾，因

為教育是決定我們的下一代能否學有所成及學以致用的最重要因素。正如策略所指，

隨著流動電腦器材 ( 如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 ) 的普及，以及互聯網提供的豐富資訊，學

生可跨時空進行學習，不再局限於課室內，或受到學校時間表及指定教科書牽制，學

習變得更互動；而更重要的是學習更趨向自主、強調協作及個人化。現今，香港的教

育成就已獲國際認同。我們的學生在國際評估表現優良，而香港逐漸成為海外生留學

的指定城市。我們會充分利用香港科技蓬勃發展及先進的優勢，進一步發揮資訊科技

的力量，以裝備我們的學生成為才德兼備的自主學習者。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制訂出來的。為發揮資訊科技的潛

能，我們建議全面更新學校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並為所有課室安裝無線網絡接收。

此外，我們亦建議進一步提升電子學習資源的質素，由香港教育城充當協調者的角色，

促進電子學習資源的大型發展、採購及軟件授權相關的事宜，並聯繫各內容供應商及

用戶。為充分釋放學生的學習能量，教育局會應用數碼科技，並與行之有效的教學法

融合，從而開拓新的教學法，以達致靈活而配合各人需要的學校課程的學習宗旨。我

們深信，提升專業力量是各項教育措施得以成功的關鍵。

	1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 2013 年 9 月發布主題為「智慧香港、智優生活」的 2014 數碼 21 資訊科技

策略諮詢文件	(http://www.digital21.gov.hk/chi)，勾劃宏觀綱領，讓香港透過嶄新科技推動經濟持
續發展。諮詢文件特別指明「為了讓學生透過互動和多媒體應用程式以盡享電子學習的各種好處，	我
們建議為每所官立及資助學校提供 WiFi	無線上網服務，	以便學生可恆常和穩定地上網進行學習。」
是促進巿民善用科技的其中一個方向



為此，我們會為學校領導和教師提供適切的專業發展課程，讓教師團隊能發展及持續推

行電子學習。家長作為學校教育的主要持分者，亦會參與推動電子學習，引導學生健康及

適當地使用網上資源。

	 此外，我們會與不同的機構，包括課程發展議會、大專院校、專業團體及商界夥伴

緊密協作，共同努力工作，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

	 我們現誠邀學界的持分者和公眾人士，積極參與是次諮詢工作，分享我們的願

景。你們所提出的意見及回應將有助優化策略，以培育我們的下一代。

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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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配合世界發展    制訂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過往十數年，全球科技進展一日千里；而流動電腦裝置的使用亦迅速增長。科技

急速發展，對社會不同的層面影響深遠。已發展的經濟體系當中，大部分都已推行資

訊科技教育。以亞洲國家為例，新加坡先後推出三個「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發展策略」，

而最近的策略已於 2008 年推出。日本及韓國亦分別於 2010 年及 2012 年推出「創

建未來教育計劃」(Renovating	Education	of	the	Future	Project) 及	「SMART 教育

計劃」。

	

2.		 	 	面對時代的轉變，要維持香港競爭力，在教育方面，必須提升學生的數碼素養、

自主學習、協作能力、解難能力和創意思維能力，以達致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的目標。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學習宗旨 — 發揮 IT 潛能   釋放學習能量

3.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核心是學生的學習。策略旨在透過發揮資訊科技的潛
能，提升學與教的互動經驗，以釋放學生的學習能量，讓學生學會學習、邁向卓越。
我們的目的是透過優化的資訊科技環境，發揮學校的專業領導與能力，加上社區夥伴

的支援，從而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創意、協作及解難能力，並提升他們的計算思維
技巧，及使用資訊科技的操守。

4.	 為闡釋我們如何達致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建議行動，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

I. 我們的現況如何？
II. 我們具備甚麼經驗和優勢？
III. 有哪些首要原則？
IV. 有哪些建議行動？

V. 誰會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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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我們的現況如何？

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5.	 善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學與教，是全球趨勢。政府自 1998/99 學年至今已投放逾

90 億元，推行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以及其他電子學習措施，包括透過優質教育基

金撥款 19 億元資助電子學習計劃。上述策略均配合培育學生終身學習，達致全人發展

的教育改革目標。

6.	 第一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1998/99	–	2002/03) 在學校資訊科技基礎建設方

面取得明顯進步，包括建設硬件設備、網絡及互聯網的連接，並透過舉辦大型專業發

展課程，提升教師的資訊科技能力，促進校長、教師和學生在校內、校外應用資訊科

技的文化，並提升家長對資訊科技教育的支持。第二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2003/04	

–	2006/07) 旨在透過提供專業發展課程及電子學習資源，提升學生和教師在學與教

中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2007/08 至今 )	聚焦於適當運用

資訊科技，並將之融入學與教當中的人本因素。我們提供支援服務，協助學校制定校

本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運用合適的數碼學習資源和適切的教學方法，以培養學生

的資訊素養 2，讓他們有效、恰當及合法地應用電子學習世界的資訊，同時鼓勵家長成

為有效的促進者，推動子女在家中進行電子學習。

7.	 除上述三個策略外，教育局亦推行一系列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重要措施。自

2004/05 學年起，教育局為學校提供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	，這項經常性津貼用以配合

學校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的實際需要，總資助金額為 25 億元。此外，教育局在過去數年

投放 9,000 萬元，舉辦各類型的專業發展活動，以提升教育專業人員有關推動電子學

習的知識及技巧。自 2010/11 學年起，各項電子學習策略措施相繼實施，包括投放

6,800 萬元非經常開支予為期三年的「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以研究教學法的改

變，為學校廣泛採用電子學習及持續發展作準備。自 2012 年起，教育局投放 5,000

萬非經常開支，以推行「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發展電子教科書，供學校在

	2	資訊素養的定義為人們能辨識其資訊需要，以及能檢索、評鑑、存取及有效而恰當地應用有關資訊，

以建構及交流知識。(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2008)

	3	學校可靈活地調撥其資源，以應付與資訊科技教育相關的各種開支項目，包括技術支援服務、提升

及更換資訊科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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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學年起使用。教育局亦投放 5,000 萬元非經常開支，於 2014 年 1 月推行

「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為 100 所學校提升其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參與計劃的學

校將在所有課室設置無線網絡，購置足夠的流動電腦裝置，以配合使用電子教科書及

電子學習資源。

8.	 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教育城）	於 2002 年由政府成立，發展及營運香港

教育城的平台，為各持分者，包括學生、教師、家長及資訊科技界別等提供資訊、資

源及服務，推廣運用資訊科技，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成立至今，香港教育城已獲得

政府發放共約 2 億 8,800 元經常撥款，以維持日常運作，提供不同的服務。其中，「教

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按學習領域分類，匯集數碼學習資源，方便教師和學

生參考及使用。「教城購物廣場」提供平台，讓供應商展示電子學習資源，方便用家

搜尋。香港教育城將繼續參與推動各項資訊科技教育措施與課程改革。

資訊科技教育及課程發展   相輔相成

9.	 隨著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和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改革，教育局按部就班地推行資訊科

技教育策略，重點發展學生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及全人發展。我們的共同願景，是將

學習的範式從教師為中心轉向以學生為中心 ( 見圖一 )，相關安排如下：

  ●	小學常識科課程提供資訊科技的內容；

  ●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內的六大知識範圍，其中之一便是資訊及通訊科技；

  ●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是新學制高中課程的選修科目；

  ●	在新學制以下，應用學習提供數個與資訊科技相關的選修課程；

  ●	將運用資訊科技的共通能力融入學校課程；以及

  ●「以資訊科技作互動學習」是課程改革的四個關鍵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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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資訊科技教育與學校課程的同步發展

II. 我們具備甚麼經驗和優勢？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10.		 	 	我們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在過去多年不斷提升。學生與電腦的比率在小學、中

學及特殊學校分別為 4.54：1、4.21：1 及 1.36：1，這反映校內可供學生使用的電

腦數量甚多。此外，校內的電腦均以寬頻連接互聯網，各項相關設施亦不遜於其他發

達國家。不過，擁有全校無線網絡覆蓋及高頻寬以支援多個裝置穩定上網的學校 4	為

數不多。

數碼素養

11.	 	 	雖然香港應用資訊科技於教育的發展並非處於領導地位，但在善用數碼工具於

學習方面，我們肯定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從「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PISA)」的研

究結果，可見香港學生的數碼閱讀能力正持續提升，詳見圖二：

4
		

根據我們最近進行的研究和調查，只有為數不足 10% 的公營學校的課室配備有足夠無線網絡

連接以有效使用電子教科書 / 電子學習資源。研究及調查包括 (i)《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調查

報告》( 教育局，2012 年 )	；以及 (ii) 由教育局在 2012 年 1 月及 2013 年 7 月進行的資訊科

技教育調查，以收集學校對電子學習的意見及其他與資訊科技教育有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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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香港和選定國家 / 經濟體系 * 的十五歲學生在 2012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PISA) 

的數碼閱讀素養能力 5 

* 只顯示最高平均分的十個國家 ／經濟體系

12.   香港十五歲的學生在 2012「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的數碼閱讀素養排名，

由 2009 年排名第五躍升至排名第三 6。這結果顯示香港學生的數碼閱讀能力在過往數

年有顯著進步，原因是受惠於資訊科技教育策略下所投放的資源，以及課程改革促進

了學生高階學習技能的發展，推廣「從閱讀中學習」，使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能力得以

提升；這成果同時印證了課程改革的正面影響，以及學校領導、教師、家長及學生的

共同努力，有效促進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及啟發潛能。

13.   2014 年施政報告已為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提供政策上的支持，讓香港青

年各展所長，香港的潛能得以發揮。而政府之前就「2014 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發

表名為「智慧香港，智優生活」的公眾諮詢文件，亦已為鼓勵資訊科技教育展開序幕。

以下各個項目，正顯示近年來科技如何輔助學習或啟發創意，以及影響資訊科技教育

策略的發展。

 5
資料來源：http://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volume-I.pdf        

( 第 501 頁，附件 B3 - Table B3.I.9)

 6
資料來源：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6/28/P201106280258.htm

國家 / 經濟體系 平均分
新加坡 567
韓國 555
中國香港 550
日本 545
加拿大 532
中國上海 531
愛沙尼亞 523
澳洲 521
愛爾蘭 520
中華台北 519

國際平均值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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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科技
14.	 	 	流動電腦裝置的普及引領我們進入後電腦時代 7。流動科技不單能讓學生隨時

隨地從互聯網上得到各種學習資源，也能促進師生間的溝通及互動。學生能便捷地與

同儕及老師分享知識及交流意見，而教師亦可扮演顧問的角色，與學生建立學習夥伴

的關係。當資訊科技衍生的學習機會增加，學生會逐漸培養對個人學習負責的態度及

習慣，進而成為自主學習者。

15.	 	 	事實上，本地及國際有不少個案讓我們見證教師如何善用流動科技及互聯網的

資源，提升學與教的成效，以下是一些例子：

	●	「翻轉課堂」—推動在家中的課前學習，為課堂上的互動學習創造條件	

		

				

	7
後個人電腦時代是一種巿場趨勢，大部份用家最後會選用流動裝置如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等，

取代個人電腦成為首要的電腦裝置。這些裝置著重便攜和連接性，包括雲端服務的使用、更專門

的應用程式以執行任務，以及在多種裝置之間同步而無縫地處理資訊。	(Isaacson，2011)	

一所美國高中學校推行「翻轉課堂」

2010 年，美國拜倫公立學校	(Byron	Public	Schools)	的教師嘗試將科技融入數學科的

學與教中。上課前，教師一方面透過免費學習管理系統準備課堂學習材料；另一方面，

為引起學生們的學習興趣，教師又將講課過程拍成錄像，上載到 YouTube，以便學生作

課前預習。

上課時，學生不再是聆聽教師講課的被動學習者，他們須主動匯報預習時所學到的知識

及檢討錄像的內容。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之間和師生之間都有充分的互動。

香港的「翻轉課堂」

有小學教師把授課用的投影片和相關課業，上載學校的學習管理系統，以便學生課後溫

習和完成作業。某年，學校因傳染病肆虐停課數周，教師便開始錄影自己的授課片段，

並上載到互聯網上，供學生在家中觀看，以暫時代替回校上課。當學生復課後，教師發

現學生在課堂上能運用網上課堂所學，進行討論。這種「翻轉課堂」的模式，可說是類

似「可汗學院」(Khan	Academy)	的本地個案，即善用互聯網上的學習平台及資源，隨

時隨地持續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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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發自主學習及同儕協作

		

				

●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以培養創意

	

在美國高中推行的「環境及空間科技」計劃

「環境及空間科技」計劃	(Environmental	and	Spatial	Technologies,	EAST)	屬於社區

項目，旨在協助學生掌握科技的應用，並以之貢獻社區和學校。教師反映在計劃剛開展

時，他們以導師身份直接指導學生學習；當學生投入計劃的活動後，他們的角色逐漸轉

變為觀察者及支援者；當學生完成課業後，他們再次直接指導學生進行自我評估及學習

檢討。

學生使用必要的科技，構思不同的方案去幫助社區 / 學校發展；並在「環境及空間科技」

計劃會議上發表研究結果。上述計劃使學習不再被課室及既定的時間表所限制，學生有

機會按個人學習進度，自行決定學習的時間和空間。此外，課堂上的溝通討論變得更具

效率及成效，亦促進了學生之間及師生之間的互動。

創意寫作

有中國語文教師為啟發學生進行創意寫作，將體驗生活的元素納入學習情境中，例如以

學校所處「舊」區的各種現實問題作為學習課題。活動中，學生分成小組，自行決定採

訪哪類型的商店或人物，在實際的環境中蒐集數據，然後編寫報告，描述區內的特色和

反思當中的文化演變。

學生在考察前先利用搜尋軟件找出擬探訪商店的位置，然後以 Google	Map 搜尋路線，

設計實地考察的行程，並預先蒐集該區的背景資料。

	

實地考察期間，學生需要運用流動電腦裝置收集數據，並要登入學校的學習管理系統，

以記錄學習進度及進入互動數據庫，進行同儕互評及自我評估。最後，她們要按教師與

同儕的回應及意見，自行撰寫文章。	

學生在協作學習的過程中獲啟發自主學習，繼而促進學生的探究和發展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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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以照顧學習的多樣性

		

				

學習夥伴

16.				在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應用資訊科技，	

	 		學生和老師的角色改變如下：

	

引發學生主動學習以照顧學習的多樣性

教師使用由出版商提供的電子書和課堂教案，為中一、二級英國語文科設計學習單元，

然後在學生程度不一的班級，透過免費教育社交網絡平台 (Edmodo)，進行試教。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會經常運用流動電腦裝置及各類雲端服務，主動創作、上載及分享

其學習課業。學生亦會以網上及離線模式，進行小組協作及意見交流。學生的語文課業，

例如詩歌創作，會以數碼及多媒體形式呈現，相較過往單一以紙筆形式呈交課業，資訊

科技使學習歷程變得更豐富、更多樣化，學生的學習成果有顯著的提升。

教師 學生

•	由講師變成顧問、學習促進者與資源提

供者

•	由被動的知識接收者，轉化為主動學習

及知識建構者

•	由答案提供者變成提問者
•	由知識接收者轉為能從多角度探討問題

的解難者。

•	由孤立的老師變成學習團隊的一員 •	由被動學習者變成互動、協作的學習者

•	由單一評核者變成讓學生廣泛自評及同

儕互評的促進者

•	由被動的被評者變成懂得自評及與同儕

互評的學習者

•	由教學環境主導者變成學習夥伴，並與

學生彼此分享

•	由局限於課室內的學習者，變成課室

內、外的學習者

•	由照顧學生的一般學習需要轉為同時照

顧學生差異
•	由知識背誦者變成知識運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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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科技的協助下，學生能有更多機會互動、主動地參與和投入學習。這種學習

環境有利學生自行安排學習，從而取得更好的學習成果。「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環

境及空間科技」計劃及上述其他個案都顯示善用資訊科技能促進自主學習、協作學習

及以表現為本的學習。此外，學生能自行選擇合適的科技工具設定學習目標，以及獲

取、分析、綜合及透徹理解資訊，並在教師的引領下，檢討及修訂他們的學習途徑。

這些技能讓我們的下一代在廿一世紀茁壯成長；而這些科技應更廣泛被融入學校課程

內，並廣為學校社群採用。

電子學習在校園
18.	 	 	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8 的中期研究發現電子學習讓學生及教師有下列得益，

這顯示我們正朝著正確的方向推展資訊科技教育。學生及教師的得益如下：

學生

	 ●	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

	 ●	設計更多學習情境，拓寬學生的學習空間，例如讓學生在真實的情境中學習，

												與同儕、教師和專家交流；以及

	 ●	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

教師

	 ●	嘗試運用評估準則以促進同儕互評，並將學生自評作為自主學習的一部分；

	 ●	善用科技，推廣互動及電子學習的教學法，例如協作學習和探究式		 	

								●	學習、小組討論和專題研習；

	 ●	建立跨校學習網絡，讓教師進行專業交流，分享彼此推動電子學習、共同備

												課和觀課的經驗；以及

	 ●	採取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以照顧學生學習的差異，例如運用多媒體的展示，使

												學生更掌握學習內容；通過課堂遊戲和美術設計，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善

												用不同的電子學習資源，讓學生能因應個人的進度進行學習。

	8
後個人電腦時代是一種巿場趨勢，大部份用家最後會選用流動裝置如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等，

取自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於 2010 年年底實施以來，我們一直就不同的範疇進行研究，包括

試驗學校所採取的各種電子學習方案、良好的學校實踐、電子學習的成效，並就香港推行電子

學習策略提出建議方向。研究將於 2014 年年底完成。負責研究的團隊在 2013 年 10 月提交中

期報告。有關報告內容，請瀏覽：http://e2.cite.hku.hk/tc/resources/lte2013/20131214_

Expo.pdf	( 只提供英文版 )。



10

課程改革：「學會學習」

19.	 		十數年前，香港進行課程改革，當時資訊科技技能已是七個學習宗旨之一。課

程改革的推行反映出我們應更著力於資訊科技的運用，以提升學生高階學習技能，讓

學生體驗匯報和分享經驗，亦讓他們反思自己的學習進程，增進他們的解難能力，鼓

勵探究式學習及協作學習。

20.	 		此外，研究亦指出要將資訊科技有效地融入學與教，學校除了要具備資訊科技

的基礎設施、行政策劃和技術支援以外，課程政策及領導亦不可或缺。

21.	 		課程改革強調學生共通能力的發展及以學生為本的學習方式	/	策略，促進學生

對其學習更有承擔。下列數據概括指出學生在學習及應用上述技能及策略的情況。由

於這些技能在現今商業世界中成為關鍵能力，因此新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與課程發展

會在協同效應下，強化學生有關技能的發展。

圖三
2006 年及 2011 年學生共通能力比較 9

	9
《課程改革評估報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2007年)；及《新高中課程實施調查研究》(教育局，

201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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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011 年學生的學習方法和策略 10

自主學習及共通能力

22.	 		廣義而言，自主學習涵蓋一系列學習過程和學習活動 11，學生可自發設計及負

責自己的學習經歷，也能透過不同渠道，隨時隨地選擇、管理及評估屬於自己的學習。

自主學習有助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他們對自學的正面態度，並能提升學生的自

尊、批判思考能力、解難能力和其他高階思考能力。在應用資訊科技的情況下，自主

學習大致有四種特徵：

	

●	 學習者的控制；

●	 學習者的自我管理；

●	 個人自主；及

●	 真正學習自主	(Tendency	of	self-learning)：在正規學習環境以外，

	 對學習的追求。

	10
《新高中課程實施調查研究》( 教育局，2012 年 )

	11
與「自主學習」相關的概念包括：自我調節學習、自學及獨立學習等。這些概念各有其重點

和特質，讓學生透過在學習過程中建立行動意識，以促進學習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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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我們的學校課程內，自主學習應在學生發展其共通能力	( 例如解難能力、自

我管理能力、批判思考、創造力和協作能力 )	的過程中，佔一重要席位。第四個資訊

科技教育策略會提供機會，促進學生發展這些技能，從而培養學生學會學習及終身學

習的能力。

24.	 		此外，我們重視培養學生運用科技發展解難的興趣及能力，以提升他們日常學

習的質素。作為課程持續更新的一部分，各學習領域	( 包括中、小學 ) 會配合資訊科技

的最新發展，適時在課程引人創新元素及提供範例，以提升學生學習的質素。

25.	 		從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所見，我們未來在推動資訊科技教育方面仍面對不少

挑戰，包括：

	 ●	 學校硬件設備不足，例如在校內欠缺足夠的無線網絡覆蓋、頻寬及流動電

																	腦裝置；

	 ●	 缺乏有系統和長遠的計劃以推行電子學習，但大多數推動資訊科技教育方

																	面表現優良的國家已備有資訊科技計劃；

	 ●	 有關如何利用資訊科技改善學與教效能的認識不足；

	 ●	 要關注健康議題，例如學生長時間使用電腦裝置引致眼睛疲勞的問題；及

	 ●	 若相比現行以消閑為主的網上遊戲，學生對電子學習資源的興趣較低。

																	過分側重只有少數學生有興趣參與的資訊科技比賽。

III. 有哪些首要原則﹖

如何指引未來路向？
26.	 		綜觀以往所累積的經驗，我們建議採用下列首要原則，全方位從系統層面及校

本層面推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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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為本」
	 我們一致認同「學生為本」仍是策略的基石，而科技是用以支援

	 「有效教學法的原則」12	，其重點教學策略如下：

	 	 -  學生透過使用資訊科技，不單可以進入互聯網世界無窮的知識

	 	 					領域，從而積極學習，建構知識；還可以與教師及其他人士社

	 	 					交互動，共同建構知識；

	 	 -  廣義而言，讓我們的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

	 		 -  鼓勵學生樂於學習各種有意義的知識；

	 	 -  確認學生的已有知識、學習經驗和文化背景的重要；

	 	 -  提供學生學習的「鷹架」13，以進行建構學習；

	 	 -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  促進學生進行個人與團隊協作的過程及達致學習成果；及

	 	 -  認同非正式學習的重要。

● 「循序漸進的策劃」
學校進行策略性的規劃、發展和使用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推展電子學習方面，各有不

同的準備及步伐。由於沒有一套特定的方案適合各校實行，所以我們支持學校以不同

進度發展資訊科技教育。

●	 「持續的課程更新」
須適時更新課程和相關教學法，並具體訂定學生的學習內容及方法，要強調的是學習

如何回應瞬息萬變的世界	(例如學習程式編寫的需要)，善用科技拓寬學生的學習空間，

為他們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以及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包括非華語學生、資優

學生，以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課程的發展或「更新」，是一個不同持分者都參與的動態過程。課程是媒介，讓資訊

科技為現行有效的學與教策略增值。這些有效的學與教策略都與當代一系列的學習理

論緊密聯繫，例如認知學習、社會學習、經驗／情境學習、專題研習、以解難為本的

學習、網絡的科學探究及知識建構。

	12
資料來源：http://www.tlrp.org/themes/themes/tenprinciples.html	(TLRP，2009)

	13
當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遇到阻礙時，教師需按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調適學習材料，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效能。教師的相關支援會逐漸減少，以讓學生能獨立學習。	(Sherin,	B.,	Reiser,	B.J.	&	

Edelson,	D.，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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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力量」
有效學與教的關鍵，就是教師的專業力量。因此，若要善用資訊科技推動課堂的範式

轉移，教師的專業知識、態度、能力及進一步發展的空間至為重要。有研究結果亦顯示，

有效的學習，取決於那些願意促進別人學習的支持者 14。

●	 「夥伴協作   持續發展」
建立協作夥伴能有效地驅使及促進各持分者共同參與，這與學者米高 • 富蘭	(Michael	

Fullan)	所言的「廣泛式領導」15	相若，指出在轉變的過程中，領導者會互相影響，以

持續發展的方式貫徹重要的工作。

學校與其他界別，包括本地大專院校、非政府組織及資訊科技界等建立社區夥伴，能

促進彼此學習、互惠互利，例如如何培育學校資優學生的合適方案；及

家長作為主要的持分者，須參與和了解電子學習對子女的益處和限制。

IV.  有哪些建議行動﹖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宗旨 — 發揮 IT 潛能   釋放學習能量

27.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核心是學生的學習。策略旨在透過發揮資訊科技的

潛能，提升學與教的互動經驗，以釋放學生的學習能量，讓學生學會學習、邁向卓越。

我們的目的是透過優化的資訊科技環境，發揮學校的專業領導與能力，加上社區夥伴

的支援，從而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創意、協作及解難能力，並提升他們的計算思維

技巧，及使用資訊科技的操守。

	14
資料來源：http://www.tlrp.org/index.html	(TLRP，2009)

	
15

資源來源：M.	Fullan’s	(2012)	‘Transforming	schools	in	an	entire	system	at	a	

time’，見於 Mckinsey	&	Co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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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行動
28.	 	我們建議下列五項行動，以達致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宗旨：

	 (1)	 	加強學校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重組運作模式；

	 (2)	 	提升電子學習資源的質素；

	 (3)	 	更新學校課程、改變教學及評估方法；

	 (4)	 	提升學校專業領導及力量、建立實踐社群；及

	 (5)	 	家長、持分者及社區齊參與。

圖五顯示五個行動間的相互連繫。

圖五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主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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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1 — 加強學校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重組運作模式

1.1      實現無線網絡校園
29.	 		現時公營學校內的網絡設備，已不能全面發揮資訊科技的潛能，以達致學與教

的改革。隨著流動電腦裝置廣泛使用及在學與教方面的應用增加，政府及公眾均認為

學校有需要設立可靠的無線網絡並覆蓋所有課室。由於各所學校的情況及步伐不同，

教育局建議以三年時間，循序漸進地在 2017/18 學年完成這項工作。事實上，在

2014 年 1 月推出的「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中，100 所參與的學校已率先進行首

階段的工作。在分階段推行模式下，學校可按其進度及優次，分階段完成工作。

1.2      採用多元服務模式
30.	 		在學校建立一個健全可靠的無線網絡是一項高技術的任務，並需要經常性投資

以保養和提升有關設備。當中的技術要求，遠超過教師及一般技術支援人員的能力。

在上述「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中，將會率先試行租賃模式，學校只須付出租賃費用，

供應商便會為學校建設及保養一套穩定、高性能及能覆蓋所有課室的無線網絡。教師

可免於處理建設、保養及更新設施的工作。此計劃累積的經驗，亦能為普遍採用租賃

服務模式提供參考。

31.	 		若上述「租賃無線網絡服務」的模式被廣泛採用，資訊科技業界將更能準備就

緒，為學校提供全盤服務方案，包括配合學校需要的雲端運算服務。雲端運算服務能

讓學校使用一系列的託管服務，無需安裝校內伺服器及處理備份、系統管理及保安監

控等工作。雲端運算可讓學校接觸最先進的科技之餘，亦不會為教師帶來額外的工作

負擔，這也可紓緩困擾學校多時，難於聘請及挽留高技術的資訊科技技術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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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明智使用流動裝置
32.	 		「自攜裝置」已在高等教育普及，並為部分學校所採用。展望未來，當電子學

習在學校日趨普遍，流動裝置的價格持續下降，我們預期「自攜裝置」將會在學校盛行。

因此，學校應認真地重新評估，是否仍有需要於特別室繼續存放一台台的桌上電腦，

而所節省下來的電腦及伺服器維修費，可用於購買雲端運算服務。

33.	 		然而，學校或需購置一定數量的流動電腦裝置，以作增補或發展用途。我們建

議向學校發放一次性津貼，用作購置流動電腦裝置。至於日後更換裝置的經常性開支，

公營學校可透過增撥的經常性津貼支付。

行動 2 — 提升電子學習資源的質素

2.1       發展電子教科書市場
34.	 		教育局於 2012 年 6 月推行第一期的「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旨在促

進和鼓勵有潛力及有意發展電子教科書的開發商，按本地課程編製不同科目電子教科

書；計劃的第二期亦已緊接於 2013 年 8 月開展。第一期計劃開發的電子教科書，預

計將於 2014/15 學年開始推出市場供學校使用；第二期編製的電子教科書則預期於

2015/16 及 2016/17 學年開始推出。

諮詢問題：

●		學校應有不同的步伐採用資訊科技及電子學習嗎 ?

●		在建設無線網絡基礎設施的時間上，學校可有彈性安排嗎﹖

●		以租賃服務模式建立無線網絡基礎設施，有甚麼優點和困難？

●		「租賃無線網絡服務」的模式有先例可供參考嗎？

●		雲端運算服務能減輕學校技術支援人員的工作負擔嗎？

●		學校應購置多少及哪一類的流動電腦裝置，以促進電子學習？

●		學校在推行「自攜裝置」的做法前，有哪些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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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善用環球電子學習資源

35.	 		除了本地發展以課程為本的電子教科書外，現時尚有不少由本地或海外發展的

優質電子學習資源及平台，可支援特定或多元化的學習需要。有見及此，我們建議沿

用香港教育城的平台，購置由本地及海外發展商所提供的優質電子學習資源，以豐富

一系列高質素及已開發完成的電子學習資源，供師生使用。香港教育城透過該項措施，

能協調處理電子學習資源的評鑑、採購及軟件授權等事宜，長遠來說，透過規模效益，

能減少引入及使用這些電子學習資源的成本及額外開支。

2.3       豐富教育局一站式平台的免費資源

36.	 		我們將透過香港教育城網站，持續豐富和更新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上

的免費資源。香港教育城亦會繼續與學校及其他機構夥伴協作，擴大資源庫和提供更

多網上教材套。我們會針對本地的需要，尤其是那些至今未有合適的電子學習資源的

範疇。

2.4       教師分享資源

37.	 		為進一步豐富本地的學與教資源庫，我們鼓勵學校發展學與教資源時，採用「共

享創意」的授權。「共享創意」的授權條款不會取代傳統版權授權，其目的在於使創

作者能在較寬鬆的版權授權下，發放作品，供公眾自由及廣泛地再用、再版及再混合。

共享創意授權也為學校教師提供國際認可的工具，讓他們可以與其他人互相採用和分

享資源。教育局會與社區夥伴合作，建立實踐社群，推廣採用共享創意授權，讓教師

參與發展。

2.5      達致單一登入服務

38.	 		未來的電子學習將會更個人化，即每位學習者在系統內會有個人記錄，而系統

亦可分析及報告有關的學習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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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電子學習方案的供應者將會為學校學生提供戶口，若有一百所學校使用這個系

統，這個任務將重複一百次。同樣地，一所學校若用上二十個電子學習平台供應商，

則需要處理學生戶口二十次，隨之而來的登入及密碼問題亦需要大量人力支援。繁瑣

的戶口行政工作會成為出版社、學校及學生大規模使用電子學習的障礙。

40.	 		若能為香港所有學生提供單一登入服務，則有助簡化整個程序。如果每個學生

有一個戶口連接到各種電子學習資源，包括網絡、平台及電子書等，會大大簡化服務

供應者、學校、教師及學生的工作，亦能大幅減省日後支援用家戶口及密碼等相關工

作的成本。

2.6      整合電子學習平台

41.		 		除單一登入服務外，學校也需從不同電子課本及電子學習平台中取得學生的學

習數據。現時，不少學校有各自的學習管理系統，但這些系統卻未能兼顧學習活動及

處理其他平台匯入的數據。由於現時未有規範方法處理學校平台與其他平台間的數據

交換，所以平台供應商要自行發展一套工具和機制，而學校亦須使用多個不同的工具

及機制，以讀取不同系統的數據。

42.	 		為簡化上述流程及促使電子學習數據將來更易於處理，香港教育城將建立一個

網上綜合服務平台，提供單一登入服務，使校本學習管理系統及其他網上學習平台的

數據能夠互換。這些整合工作將由網上平台伸延至流動裝置及電子教科書，以全面整

合網上及以流動裝置進行的電子學習活動。

諮詢問題：

●		2.1 至 2.4	的建議可否提供高質素的電子教科書及教材 ?	

●		2.5 及 2.6 的建議能否為教師 / 學生帶來方便 ?

●		香港教育城可在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擔當甚麼角色，如怎樣利用電子購

					物廣場？

●		學校在尋找及選擇合適的電子學習資源時，需要哪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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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3 — 更新學校課程   改變教學及評估方法

43.	 		要為學生及學界制訂資訊科技學習宗旨，最重要的是展望將來。與此同時，我

們會持續推行課程更新及發展有效的教學及評估方法。

3.1       清晰表述學習目標

44.	 		為配合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宗旨，我們應在所有與學生學習相關的教育

措施內，展示及整合下列的優先學習目標，以裝備學生學會學習，釋放他們的學習能

量，從而邁向卓越：

●	 自主學習；

●	 透過網上學習工具，進行閱讀及寫作的協作學習；

●	 透過設計與編碼解決複雜的問題，培養解難、創意及計算思維；及

●	 使用資訊科技的操守。

3.2      提升解難及程式編寫相關的能力

45.	 		我們將資訊科技融入課程，其中一個目的，在於為學生提供基本的知識，培養

他們能終身學習，並緊貼最新以科技推動的學習改革。我們會持續裝備學生程式編寫

的相關能力	( 如計算思維、模擬程式及測試及邏輯分析 )，以加強他們的解難能力。而

與程式編寫相關的能力有助培養他們發展邏輯的解難思維，這在第三學習階段尤為重

要。為配合最新發布的「增潤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初中 ) 及「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高中 )，學校在電腦程式編寫教學上，可採納下列良好實踐經驗的建議方案：

	 ●	 就安排程式編寫成為必修科，以培養學生結構性的邏輯思維一事，我們

																	會探討可行的方法及良好的實踐經驗；

	 ●	 在現行基礎教育的科學與科技教育措施內，推廣解難與程式編寫相關的

																	技能；及

	 ●	 有關課程方面，我們會探討相關學習領域	( 例如科學教育、科技教育 )

																	課程內不同的學習切入點，發展學生解難及程式編寫相關方面的技能和

																	知識	( 例如公平測試、設計周期、邏輯思維等 )，並會循序漸進地延展至

																	高中程度。我們旨在培養學生解難的意向及能力，以解決日常生活中由

																	個人以至社區層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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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跨課程應用資訊科技

46.	 		為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協助他們面對數碼世界急速發展的挑戰，我們將在跨

學科的學習中，繼續在四個優先學習目標內確立更多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包括數碼

閱讀技能及網上協作技能等。此外，本局亦會提供不同的全方位學習經驗，及視乎需

要持續檢討及修訂相關課程，包括增潤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與「資訊和通訊科技」相關

的部分、新高中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小學常識科內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相關部分。

除了定期修訂各學習領域的課程外，我們會致力保留學科或科目技能，例如操作實驗

室儀器、手寫練字、書法及藝術等。

47.	 		為配合資訊及通訊科技行業的迅速發展，我們將持續在適切的應用學習課程上

作出更新。此外，我們會為學校提供支援，以鼓勵學校透過各項措施及協作計劃，推

廣資訊及通訊科技行業的發展及成就，培養學生對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興趣，並在

相關職業繼續發展，培育人才。

3.4      推展電子學習教學造詣

48.	 		其他國家在學校推行電子學習的經驗指出，並非所有電子學習工具或策略都得

到從業員的支持。例如英國一群教師發現一個能以動態深入地模擬脫氧核醣核酸(DNA)

三維結構的科學學習軟件，未能有效地示範磁場作用，反而以真實的磁鐵和鐵粉在課

室內進行實驗，卻能得到更佳的示範效果。這個例子反映教師集合專業識見，對豐富

電子學習教學法，至為重要。有見及此，我們有以下的支援措施：

●	 我們會緊貼最新的教學法發展，探討課堂中可行及不可行的方法。透過現有網絡

或教師社群的專業行動及討論	( 由香港教育城等現有的資訊科技平台提供支援 )，共同

建構教學法的知識，以優化課堂教學。與以往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有別，我們不但重

視引入不同的電子學習教學法，亦鼓勵教師在其科本專長內，就施展有效教學法當中，

是否採用先進的資訊科技，加強個人的經驗及培養洞察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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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教師成為學生善用資訊科技作有效學習的推動者及促進者，我們會豐富他們

在跨學習領域應用電子學習教學法的認識。與此同時，我們會運用跨科目 / 學習領域

的電子學習教學策略，促進學生積極學習，如學生建立自主的閱讀習慣的策略、發展

學生的資訊素養和推廣促進學習的評估。為鼓勵教師在其所屬科目教學採用電子教學

法，我們會持續更新課程，並在各學習領域進行週期檢討。

3.5      採用電子評估促進學生學習 

49.			學校可考慮更廣泛地使用電子評估。現時已有不少發展完善的電子評估平台及診

斷工具，能提供即時回饋，例如基本能力評估內的網上學生評估。與紙筆測驗相比，

使用電子評估工具更易於管理及進行分析。某些工具能以統計學及心理測量的技巧去

改善測驗的設計及了解學生的差異，例如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

及 SP-Xpress	等學生題項表分析軟件。我們相信電子教科書的特點之一，是包含簡單

的電子評估工具，追蹤學生的進度。電子評估題目庫能支援教師自行設計測驗及推動

促進學習的評估。我們會致力發展合適的電子評估題目庫及平台，讓學校充分受惠於

電子評估。

3.6      學生積極參與資訊科技相關的全方位學習

50.	 		我們將鼓勵學生參與本地及國際性全方位學習活動和相關的比賽，引發學生對

電腦科學的興趣。

51.	 		政府會鼓勵學校與社區的夥伴協作（如資訊科技界別、大專院校及非政府機

構 )，培養在資訊科技發展優越、尤以在中學裏識別出來的相關資優學生，並為他們提

供増潤課程，培養青年科技人才，甚至企業家，以配合香港作為數碼社會的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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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探索與資訊科技相關的升學及就業途徑

52.	 		在資訊科技教育的支援下，學生將會更好地裝備自己，以繼續在資訊科技相關

的範疇內進修及為未來的就業作準備。

53.	 		資訊科技及資訊科技設備豐富的學校環境應能提供機會，發展學生的共通能

力，包括溝通、創意、解難能力、資訊科技能力，以及面對持續轉變及挑戰時的正面

思維。學生可以裝備自己，為他們日後在大專院校進修資訊科技作好準備，並使用資

訊科技作為支援其專科學習的工具；學生亦可修讀高級資訊科技課程，獲取行業認可

資歷，並利用資訊科技應付職場上的各種任務。

54.	 		當學生備有資訊科技知識，他們可以繼續在大專教育修讀與資訊科技有關的學

科，如電腦工程、電腦科學與資訊工程，並且進一步修讀和取得有關行業的資格，例

如思科認證網路工程師 (CCNA)、微軟認證解決方案專家 (MCSE)、資訊系統安全認證

專家 (CISSP) 及 Oracle	認證專家 Java	SE	7 程式設計師 (OCPJP)，有利他們在資訊

科技業界工作，如系統開發、建網、多媒體娛樂及電腦保安。

諮詢問題：

●		程式編寫被納入課程，對培養學生的邏輯解難思維是否有幫助？為什麼？

●		教師如何在不同科目運用資訊科技，加強教學效能，並可培養學生的自主學

					習、協作、創意等能力？

●		如何讓學生緊守使用資訊科技的操守 ?	

●		資訊科技如何能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例如學習能力、策略、族裔或其他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生？

●		資訊科技如何有助提升評估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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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4 — 提升學校專業領導及力量   建立實踐社群 	

4.1      促進「e- 領導」

55.	 		學校領導層在成功推行新措施中，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以下是本地學校的成

功個案，展示領導層如何成功推行改革。

56.	 		學校領導層（包括校長、副校長 / 負責課程規劃的教師等）作為推行全校電子

學習的促進者，其角色可歸納如下：

	 ●		在學校發展計劃中，把資訊科技融入課程規劃及相關策略，以

	 					配合課程推行，包括健康地使用資訊科技及其操守；

	 ●		透過諮詢、支援及協助持分者（包括學校管理層、教師和特別

	 					是家長），促進學校文化改變；

	 ●		制訂學校措施和政策，應對「自攜裝置」所帶來的影響；

	 ●		學校中層管理人員 ( 包括負責課程規劃的教師、各學習領域的

	 					科主任 )	參與課程規劃、把電子學習融入科目教學及分享經驗；

	 ●		提供機會，讓教師能持續參與專業發展課程，包括在校內和跨

	 					校發展實踐社群；及

	 ●		提供必需的資訊科技設施、適切的技術及項目管理支援，以配

	 					合及提升可持續的發展。

銳意發展電子學習的學校領袖

五位同屬某辦學團體的校長，抱有相同理念，攜手研發中國語文科 ( 普通話 ) 和常識科電

子學習的教學材料，與及相關教學策略。

其中一位校長負責統籌整個聯校計劃，他著重安排定期會議，與會者包括各校長、相關

學科的科主任、協作出版商和大專院校代表，共同檢討新製作的電子學習資源的試行情

況。此外，各校會為參與計劃的其他教師安排定期觀課，促進專業交流。

上述個案反映學校領導層對學校持續改革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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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為提升學校領導層及教師的專業領導與能力，我們會舉辦不同模式的專業發展

課程，涵蓋下列內容：

	 ●		向教師、家長及學生推介學校政策及支援措施；

	 ●		推行全校電子學習的計劃及策略 ( 包括健康地使用資訊科技及

	 					其操守 )；

	 ●		在制訂和推行校本電子學習發展計劃方面，分享經驗及成功實

	 					踐方案，例如試驗計劃的經驗、深入個案研究等；及

	 ●		透過學校探訪以了解其他學校的措施，並建立學校網絡。

	 					課程將以原則為主導，並包括實踐學習，讓學員掌握基本知識

	 					和技能。為配合學校不同的步伐，我們將在 2016/17 學年或

	 					之前，為所有校長及每所學校部分中層管理人員舉辦培訓。

課程將以原則為主導，並包括實踐學習，讓學員掌握基本知識和技能。為配合學校不

同的步伐，我們將在 2016/17 學年或之前，為所有校長及每所學校部分中層管理人員

舉辦培訓。

4.2      設立網上自學資源套
	

58.	 	 教育局將會發展一套網上資源套，支援學校按發展項目的優次及學校發

展的需要，規劃校本資訊科技教育發展。建基於學校領導層的實踐經驗，我們將於

2015/16 學年優化網上自學工具套，以支援學校制訂其校本電子學習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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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59.	 		全校電子學習的推行成功與否，取決於教師有否正面看待及認同電子學習為一

種有利於學生學習的可行模式。有見及此，我們建議籌辦一系列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包括一般層面及學習領域層面。一般層面課程旨在提升教師的資訊素養，協助他們探

討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協助學生發展自主學習、協作及解難能力的可行方案。

這些專業發展課程將以研討會 / 工作坊形式舉辦，向教師介紹各種以資訊科技提升教

學法的理念和實踐經驗，不但讓他們了解資訊科技為學與教所帶來的機遇，並且親身

體驗如何於學與教上使用流動電腦裝置。

60.	 		在學習領域 / 科目層面開設的課程，重點將包括與學習領域 / 科目課程相關的

專門教學知識、創新教學法及自主學習的實踐方案。

4.4      提供支援服務

61.	 		其他提升教師專業技能的培訓包括到校支援及分區專業發展活動等，旨在加強

教師在校內採用或調適行之有效的教學法和技術措施。本局資訊科技教育組的專業團

隊，會繼續與其專業教師協作，分享他們參與不同計劃的經驗，包括資訊科技卓越中

心、電子學習試驗計劃的學校、電子教科書巿場開拓計劃及電子學習支援計劃。

4.5      建立實踐社群

62.	 		我們也鼓勵教師在學校建立實踐社群，讓校內教授同一學科的教師在教學實踐

及資訊科技工具應用上互相支援。而一群有經驗及專門知識的教師，會協助實踐社群

內的教師互相學習，以達致專業成長。另一支援模式是建立跨校的實踐社群，事實上，

個別實踐社群已成立，例如通識教育科教師網絡主要致力於探索和更新電子學習材料；

中學圖書館主任則透過電子學習平台組成網絡，向學生和社區內的持分者推廣資訊素

養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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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5 — 家長、持分者及社區齊參與

5.1      與家長溝通

63.	 		教育局將推出一系列關於電子學習和電子安全的宣傳短片，以協助家長及早指

導子女學習適當地及合法地使用資訊科技學習。家長的資訊素養也應進一步提升，包

括互聯網安全、版權、健康地使用流動電腦裝置，以及網絡欺凌等議題。處理好上述

議題，家長會樂意鼓勵及支持其子女參與電子學習，邁向卓越。

64.		 		家長十分關注子女的健康成長。學生有機會在互聯網上受到各式各樣不良事物

的影響，對身心健康帶來傷害。為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教育局將與有關政府部門及

社區夥伴合作，向家長和學生提供有關適當使用流動電腦裝置的建議。

65.	 		幼稚園兒童應有歡欣及愉快的童年。他們對世界事物充滿好奇，喜歡探索，有

些家長會為他們的子女提供流動電腦裝置。為支援這些家長能正確指導兒童善用這些

流動電腦裝置，我們會按兒童年齡為家長提供指引。

諮詢問題：

●		要策劃全校資訊科技及電子學習，學校管理層會有甚麼挑戰？

●		要推動及持續發展全校資訊科技及電子學習，學校領導層	/	教師需要哪些

					知識和技能？

●		當學生以科技輔助，積極投入電子學習時，教師的角色為何？

●		學校需要甚麼支援，才能促進學生的電子學習，以更能學會學習，追求卓越，		

					提升自主學習、協作、創意等？

●		發展校內及跨校的實踐社群，成功要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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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與持分者及社區建立夥伴關係

66.		 		為加強對個別家長的支援，教育局會與各區的家長教師會 ( 家教會 ) 聯會協作，

讓家教會與學校緊密合作，支援學生適當地進行電子學習。我們會與各社區組織及非

政府機構合作，為學生 / 學校提供相關的服務，包括如何健康地參與電子學習及使用

資訊科技的操守。

67.	 		隨著「自攜裝置」在教育界的世界趨勢，我們的學校應制訂措施，協助學生善

用他們的流動電腦裝置。教育局會提供參考資料，讓學校為家長及學生訂立指引。我

們並會鼓勵學校向家長提供如何在教育方面使用流動電腦裝置的培訓。

68.	 		我們會與其他界別協作，包括資訊科技界、大專院校及非政府機構等，組成社

區夥伴，彼此互相學習及合作，在校內培養資優的年青資訊科技人才。

5.3      善用社區資源

69.	 		過去數年，各學校都按校情和學生需要，以不同的步伐推行資訊科技教育及電

子學習。而政府已經為學校 ( 按班別及需要 ) 提供經常性撥款，回應學校的需要和善用

資訊科技所帶來的機遇，以更妥善及迅捷地照顧學生的需要。自 2014 年 4 月起，「運

用電子學習（資訊科技）促進學習」已經成為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的其中一個優先主題。	

詳情見 http://www.qef.org.hk/。

諮詢問題：

●		家長對電子學習應有甚麼認識？

●		家長對「自攜裝置」有甚麼意見？

●		如何進一步增進家長的知識，以引導他們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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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誰會獲益？

學生將會

●	 運用資訊科技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以配合各有不同的學習模式、方法和興趣；

●	 透過校園無線網絡，受惠於流動學習帶來的方便和益處；

●	 容易地登入網絡及使用各種電子資源及網上服務，包括世界級的資源及實時	

									資訊；

●	 延伸面對面的協作及溝通至更廣濶的網上學習社群；

●	 透過更多的互動學習經歷，發展成為自主學習者，具備更佳的解難能力和協作	

									能力、計算思維及創意；

●	 成為能幹的「數碼一族」，學懂善用科技，以支援個人的發展及學習，並成為具

									操守的資訊科技使用者；及

●	 充分拓展資訊科技的潛能，並發展從事相關職業的興趣。

教師將會

●	 減少對電腦室的需求。由於所有課室已有無線網絡覆蓋，教師無需使用電腦室，

									亦可善用一個更方便、更有效推動電子學習的環境；

●	 在使用新的服務模式以提升資訊科技基礎建設後，教師就無需處理各種技術問

										題，亦無需再受到保養及能否持續更新學校資訊科技設施等不確定的因素所困

									擾；

●	 使用單一戶口就能輕易登入網絡、使用電子資源及不同的網上服務；

●	 在教學上使用更多樣化的電子教科書、電子評估工具、電子資源及網上平台。

									而即時回饋及嶄新的教學策略，如「翻轉課堂」，可協助教師有效運用課堂時間；

●	 透過建立實踐社群，分享採用電子教學的知識，提升專業；及

●	 透過專業發展課程、實踐社群的建立及反思性的活動，促進其對電子學習教學法

									的應用。

學校領導層將會

●	 能因應學校的發展步伐及情況，作好保養及提升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的規劃；

●	 更有信心根據學校情況，策劃推行電子學習；	

●	 使用不同電子學習平台互連互通並兼容各種電腦裝置，方便數據交換及管理；及

●	 透過與不同持分者及社區的協作，提升專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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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將會

●	 在較為標準化、簡單及整合的資訊科技設施下，更容易取得社區組織的支援；

●	 在教育局提供的指引下，能支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健康及有效地使用科技，

									並重視操守；及

●	 減省為子女尋找額外學習資源的時間及精力，因為更多免費並具質素的學習資

								源和工具，經已備妥。

整體上，香港將會

●	 促進學校、資訊科技及商業界、專業人士、社區組織、大專院校及家長間的協作，

									群策群力為教育的發展，作出貢獻；

●	 邁向成為知識型社會。我們的學生掌握終身學習的能力，並能跨越時空的限制

									學習；及

●	 具備更強的資訊科技專才。透過培育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及興趣，他們可以獨

								立探究問題，並找出解決的方法。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得以有效及順利推行，實有賴各持分者，包

括學校領導、教師、學生、家長及資訊科技界攜手共同協作。我們歡

迎你對以下問題的回應：

●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宗旨及所建議的五項行動是否合適？

	

●	 在實施有關建議行動時，有哪些必需因素及障礙？

●	 你有甚麼經驗和建議與我們分享？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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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雲端運算服務

這泛指通過互聯網提供的各種服務。雲端運算服務常用作分享資源及資料，並且會為

用戶提供以網絡為本的應用程式，以供備有瀏覽器的各種電腦裝置使用。此外，它能

為使用者提供虛擬伺服器的服務。

共同建構

共同建構指將課堂視作學習者社群的一系列學與教方法，相關學習任務包括共同創造

知識及建立判斷知識的準則。

數碼資源庫

電子教學資源庫是一系列透過互聯網科技存放於網頁的內容，儲存及連結不同文字、

圖片、音訊、影片，及 / 或其他多媒體檔案。「教育局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就是

其中一個例子。

電子評估

電子評估是一項應用資訊科技的電子工具，提供評估活動、紀錄回應、提供回饋及統

計資料。它可照顧不同使用者，包括學習者、導師、學習機構、頒授機構及規管機構

的需要。

電子學習

電子學習是一個開放及有彈性的學習模式，並涉及應用電子媒介	( 包括數碼資源及通

訊工具 )	以達致學習目的。電子學習的重點在於能應用科技以更有效地傳遞學習內容。

在電子學習的環境下，學習過程應考慮有利於學生發展廿一世紀技能的三個關鍵元素，

包括協調正式及非正式的學習方法，以及平衡個人及協作學習，以幫助學習者增加對

其學習成就的意識及收集其進步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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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平台

電子學習平台是網上系統或學習管理平台，提供技術基礎設施以管理學生的電子學習

活動，這通常包括互動練習及可輸出個別學生的測驗分數的工具，亦多備有通訊工具

讓同儕間及師生間溝通，以支援協作學習。

電子教科書

電子教科書是一種根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學習領域 / 科目課程指引編製的全面

及可獨立使用的課程教材，具備可按需要列印的內容和電子功能 ( 包括多媒體如視頻、

聲頻及動畫，互動學習，教學及評估活動)	。它可以滿足本地學校課堂內的學與教需要。

並滿足在家中學習的需要。

流動學習

流動學習通過流動裝置進行，特別適用於戶外學習活動，例如實地考察及參觀展覽館

等。

流動電腦裝置

這些裝置包括、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它們都便於攜帶，亦能供以無線連接到互聯

網。

自主學習

廣義而言，自主學習為一籃子的概念，包括自我調整學習、自學及獨立學習等。每個

概念都有其重點及特徵，通過建立能力意識，以促進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個別學生可

自發設計及負責自己的學習經歷，不同年齡的學生也能透過不同渠道，隨時隨地選擇、

管理、評估其學習。在應用資訊科技的情境下，自主學習大致上有四種特徵：

●	 學習者的控制；

●	 學習者的自我管理；

●	 個人自主；及

●	 真正學習自主	(Tendency	of	self-learning)：在正規學習環境以外，

								對學習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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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詞表

ApL Applied	Learning 應用學習

AQP Assessment	Quality-assurance	Platform 評核質素保證平台

BCA Basic	Competency	Assessment 基本能力評估

BYOD Bring-your-own-device 自攜裝置

CC Creative	Commons 共享創意

CITG Composi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ant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CoP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實踐社群

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 脫氧核醣核酸

EAST	 Environmental	and	Spatial	Technologies	 環境及空間科技計劃

EDB Education	Bureau 教育局

EMADS e-Textbook	Market	Development	Scheme 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

HKEAA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HKECL Hong	Kong	Education	City	Limited 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資訊科技

ITE	/	I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資訊科技教育

ITE4 Fourth	Strategy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KLA Key	Learning	Area 學習領域

KS Key	Stage 學習階段

LMS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學習管理系統

NAS New	Academic	Structure 新學制

NGO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 非政府機構

NSS New	Senior	Secondary 新高中

OGCIO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PDP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專業發展課程

PISA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PTA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家長教師會

QEF Quality	Education	Fund 優質教育基金

SDL Self-directed	Learning 自主學習

SSO Single	Sign-on 單一登入

TEKLA Technology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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