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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李寶麗老師、劉麗清老師、石麗芬老師
前排左起：李雅儀老師、蘇于庭老師

全面發展電子教學
助學生善用資訊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劉麗清老師（教學年資：21 年）
石麗芬老師（教學年資：21 年）
李寶麗老師（教學年資：10 年）
李雅儀老師（教學年資：12 年）
蘇于庭老師（教學年資：3 年）

所屬學校
鳳溪創新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資訊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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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念
「在資訊泛濫的今天，我們難以阻
止學生接觸互聯網上大量資訊，故
透過資訊科技教學，除教授相關技
能，助他們善用資訊科技作為學習
工具外，我們也着重資訊素養，讓
學生能具備正確處理資訊的態度和
方法，身心得以健康發展。」

資訊科技教育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教師專訪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如何讓學生及早掌握相

關的知識與技能，以便提升學習成效，是越來越
多學校的發展重點。五年前已引入電子教科書的
鳳溪創新小學，多年來透過各學科優秀教師的同
心協力，在資訊科技教學上不斷推陳出新，成功
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令教學成效持續提升，也
為教育界同工作出了良好示範。

教師指導學生利用電腦學習

「各位同學，拿出你們的電腦，開啟數學科課

行為期 3 年的 『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全港共有 21 個

採用電子書取代傳統教科書的學校，課堂氣氛相當活

也在獲選計劃之列，取得撥款，以便進一步於小一至

本……」 踏入鳳溪創新小學的班房，不難發現，這所

學校計劃獲選。很高興本校的 『創新電子學習計劃』

潑和愉快，學生在投入學習之餘，對教師的提問也能

小六級中文、英文、數學和常識科全面推行電子教

踴躍回答，正正彰顯了電子教學的成效。獲獎小組的

學，並在每月定期安排其他學校交流觀課，與同工互

劉麗清老師憶述，該校於 2007 年斥資為新校舍鋪設

相觀摩，砥礪互進，深化成效。」

WiFi 及互動白板等設備，並與微軟公司合作，成為
「未來學校」 之一。 「學校率先在小二英文科及數學

科採用電腦教學，再逐步推展至小二至小五的中、
英、數各科，為全面發展電子課程奠下穩固根基。」

動畫小提示 實用又有趣

研發電子平台 加強教學效能
學校獲教育局撥款用以研發評估學生進度的平台
及教材，並計劃開發網上視頻平台。小組成員之一的
石麗芬老師指出，校方希望全校學生均可擁有屬於自
己的小型筆記本電腦，家長若欠缺經濟能力，辦學團

萬事起頭難，轉用電子教學，無

體會先代為購買，再為他們提供

論學生、家長或是教師均需時適應。

免息分期。
「透過深化電子教學，除了學

劉老師表示，為達至預期目標，該校
的教學團隊既要加強本身對運用資訊

生可以利用互聯網遞交功課外，

科技的認識，也需要參與設計任教科

電腦系統也可協助教師批改作

目的電子教科書，以便透過加入動畫

業，長遠有助減輕教師的工作

及小提示等實用與趣味兼備的元素，

量，令教師可投入更多時間備課

全方位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

及關顧學生的學習需要。與此同

當中無疑須要投放不少時間與心血。

時，教師更可利用電子系統找出

不過，幾位獲獎小組教師並沒有將之

學生常犯的錯誤，從中加以糾

視為苦差，因為她們皆認同教學應以

正，令他們的學習問題得以改

學生的利益為大前提，故對學校推行

善。」 石老師強調，在未來三個

電子教學大表支持，更期望可為此盡

學年，鳳溪創新小學將繼續運用

一分力。

資訊科技，配合由教師設計的優

時至今天，電子教學在校內已漸

良教學方案，進一步發展以學生

上軌道，更取得不俗成果，劉老師對

為本的 「生本教育」 ，助他們取

此甚感欣喜。 「教育局於去年撥款推

教師編寫了一系列電子教材，並製作校訊與同
工分享。

得更佳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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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處理資訊觀念
小組另一成員李雅儀老師補充說，學校致力以
「創新課程」 作為推展未來電子學習計劃的藍本，冀

在裝備學生掌握所需的資訊科技知識與技能，以便日
後在學習、進修以至投身社會工作皆能更自信、自立
及自主。同時，教師也重視幫助學生培養使用電腦及
上網的良好習慣，故校內電腦除裝設過濾軟件，限制
學生瀏覽不當網站外，也會教導相關資訊，如應用
Facebook 等社交網站的正確態度。
「在互聯網普及與資訊泛濫的今天，我們很難阻

止學生接觸不同類型的資訊，因此，如何處理四方八
面而來的訊息，正是資訊科技教育不可缺少的一
環。」 有見及此，李老師強調，該校設計 「創新課

程」 的重點內容，將涵蓋互動教室、電子課本、啟發

負責製作軟件，我們從中得到了寶貴經驗，獲益良

教學和素質培養四大範疇，確保學生在潛移默化下，

多。」

能學會處理及篩選正確實用的資訊，並善用資訊科技
作為吸收多元學科知識的重要工具。

構思設計課程 擴闊視野

三年前入職的蘇于庭老師慶幸有機會成為這個教
學大家庭的一員，令她的眼界和知識領域均大為擴
闊。 「我加入這所學校時，校內已開始推行電子教

學，學生已習慣使用電子教科書、在個人電腦上做作

眼見學生的成績持續進步，對上課也較以往投入

業，以及在網上交功課。在電子教學下，中、英、

開心，同是獲獎小組成員之一的李寶麗老師坦言，有

數、常各科目加入動畫、遊戲及小提示等互動學習元

此成果，令她覺得為推動電子教學所付出的一切努

素，每每讓學生更主動投入學習，也更易理解抽象的

力，皆十分值得，而透過構思及設計電子課程，也讓

教學內容，如一些抽象的數學概念等。另外在學習普

她增進了知識和擴闊了視野，並獲得甚大的成功感。

通話時，學生也可隨時隨地選聽字詞的讀音，從而提

「現時小一至小三已採用電腦上課，其中與出版商合

升他們的學習興趣與動機，在學習上也就能事半功倍

作設計的電子教材，主要由我們提供內容，出版商則

學生分工合作，完成課堂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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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欣喜學生能較以往投入課堂學習

了。」

資訊科技教育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教學

分享

我們深信現今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應着眼於學生的需
要，有系統地將資訊科技教育融入課程，並有效及妥善把多元
化的資訊科技變成教師的教學工具，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文
化，以及教學範式逐步走向以學生為本，真正達至個人化學
習，做到 「生本教育」 。

本校自 2007 年獲微軟公司選為全球十二所、亞洲

本朗讀課文、看動畫、看影片；常識科的電子課本甚

唯一一所未來學校時，正是為我們帶來變革的好時

至可以展示實驗過程。另外，電子課本比傳統的教科

機，重新思考 21 世紀學與教的創新模式，以及如何善

書更能展示抽象的概念，如由本校教師自編的數學科

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2011 年本校成功申請教育局的

「校本電子課程」 ，特意針對學生所遇到的難點加入

「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獲撥款以強化我們所制

「小提示」 和 「解題動畫」 。我們在課堂上利用電子

定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與概念，積極培養學生成為

白板進行不同的互動學習活動，引發學生創意思維，

「自主」 、 「創新」 及 「持續」 的學習者，並具備自

當中的教學活動均是以合作及溝通為主的互動任務和

我管理能力、批判性思維、創意思維及責任感。

遊戲。

互動平台 促進學習
在促進學習的評估方面，每科組利用互動平台安
排進展性評估，透過自動批改系統檢視學生的學習進
度及給予即時回饋，教師可藉此反思教學重點，以便
修訂教學策略，為學生提供更適切的學習經歷；學生
亦可透過互動平台的網上討論活動、問卷調查及運用
線上簡報等與同學、教師或外界分享、交流、上下載
功課及即時展示學習成果；以便隨時隨地進行個人化
學習及評估，並獲即時回饋，了解自己的進度及強弱
項。我們期望學生成為學習的主導者，優化個人學習
以建構知識。以本年度四年級英文科電子課本為例，
教師積極培養學生成為 「自主」 、 「創新」 及 「持續」 的學習者

生本教育

創新課程

教師可以自訂學生的教材，為不同能力學生選取合適
的閱讀文章、字詞及活動，更為每名學生設立個人學
習檔案。學生可以知道其學習進度，經評估後訂定其

我們透過共同備課及有系統的策略推行資訊科技

進階學習目標。教師亦可以隨時增潤內容，如發現學

教育，設計校本創新課程，以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的核

生未能達標或表現較超前，系統設計可安排學生自行

心概念，即 「展示」 、 「互動深化」 、 「促進學習的

進行探究及持續學習，以達至個人化學習及照顧個別

評估」 及照顧個別差異的 「個人化學習」 為重點，在

差異的效果。

各個學習領域中全面推行。因此，教學範式也轉變

了。我們利用專業判斷，因應學生需要，設計電子課
程，並運用校外資源，協調和引領各科組與不同出版
社合作設計校本電子課本，透過網上互動學習平台，
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材及良好的學習環境，亦讓教師
更能專注教學。
在電子課程方面，附在學生小型電腦的電子課本
成為多元化的自學工具。例如：中文科及英文科的電
子課本內容設有多媒體、聲音及圖像，使原本單向、
沉悶的內容變得形象化及生動，學生可以依循電子課

教師透過自動批改系統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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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用電子白板上課，課堂更互動。

多元學習活動

培養資訊素養

本校為學生制訂一個 「資訊素養」 的架構，設計

以生為本，整合智性與情意教育於資訊素養教學之

用，到今年四科（中、英、數、常）於五級（二至六
年級）全面推行，以及發展至定期進行分享、觀課，
種種的改變正好展示學校由一個學習型的專業學習社
群走向分享型和專業化的團隊。

中，讓學生不單學懂處理和應用資訊的知識，還能夠
了解及尊重使用資訊的道德、法律、政治及文化意
義。我們編寫不同級別的課程，並結合在各學科中，
亦定期舉辦全校性的資訊素養培育活動、講座及比
賽。除此之外，為了培養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和領
導才能，我們開辦了 「高清校園電視台小記者」 和

「資訊小先鋒」 計劃，讓學生支援本校資訊科技的活

動，並藉此提升其個人的資訊素養。

專業支援及分享 建立學校文化
我們積極推動專業發展，定期接待外間團體觀
課、參觀、交流，並為其他學校提供支援。例如為友
校全體教師安排專業發展活動及在校內每月舉辦一次
觀課交流等。另外，我們為同事提供適時適切的支
援，營造學校協作文化，定期在校務、課程及科組會
議中分享電子學習策
略和政策的最新發
展，並與同事分享設
計電子書、電子白
板教材心得。本校
的電子課程發展從
最初在 2007 年只有
兩科（英文及數學
科）於二年級使
教師為外校同工每月舉辦一次觀課交流，
並以問卷收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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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藉 「資訊小先鋒」 計劃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

結語及感想
我們期盼在本校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的經驗可為香
港資訊科技教育帶來鼓勵及催化作用，讓我們的下一
代能成為學習的主角。本校的電子課程得以順利推
行，給我們打下強心針，讓我們繼續以毅力堅持發
展。更重要的是，我們相信計劃的成功，實有賴辦學
團體的支援、校監及校長的帶領，使我們能凝聚了全
體教師，一同創建以生為本的教學範式，為資訊科技
教育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