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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凱雄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席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2014 年周年報告

度表，以供全香港各中、小學學校參考之用。經過多次的工作坊及會議，有關的教

學進度表已於 2014 年 6 月公開發佈，讓各教育屆同工免費下載。

五 .	教師講座及參觀活動

	 去年，本會舉辦了一連串的教師講座及參觀活動，包括：

	 (1)	 於 2013 年 7 月舉行的「資訊與通訊科技科」公開考試研討會，為本科的老

師介紹公開考試的流程以及分析考生在公開考試中常犯的錯誤及問題，讓老

師能更清楚了解考試擬題程序及協助老師指正學生答題的技巧及方法。當日

出席活動的老師超過 200 人；

	 (2)	 於 2013 年 7 月舉行的香港國際機場參觀活動，此次活動共有 37 位會員參

與，當中包括中、小學的校長及教師，透過簡介會及參觀活動，各會員都

能進一步認識香港國際機場內的設備及系統，如中央控制中心及行李處理系

統，了解科技系統，特別是RFID的技術，如何於機場內廣泛應用及其好處，

讓參與的會員都能大開眼界於復活節假期；

	 (3)	 於 2013 年 8 月舉行的圖書館 RFID 應用分享會，共 10 多名參加者到訪培正

中學圖書館，出席該校圖書館新系統的運作介紹，以及參觀有關的設備；

	 (4)	 於 2013 年 10 月舉行的「理光深圳廠房考察之旅」，20 位老師參與活動，

前往理光位於深圳市褔田區進行參觀考察；

	 (5)	 於 2014 年 1 月舉行的「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展示及簡介會。因應教育

局所推行的「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為 100 所公營學校提供資助，提

升學校無線網絡基礎設施，以配合師生課堂中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

源。本會特別安排了展示及簡介會，邀請不同的供應商展示及介紹方案，出

席的教師人數超過 200 人；

	 (6)	 於 2014 年 1 月舉行的兩場「App	Inventor 教學套件簡介會」，介紹該教學

套件的內容及教學方法；

	 (7)	 於 2014 年 5 月舉行的「網上校管系統升級工作研討會暨虛擬化技術應用展

覽會」，因應教育局推行的網上校管系統升級，本會特邀請專家提供技術講

座，以及讓同工們互相分享經驗，以便順利完善系統升級；

	 此外，尚有其他教師活動，因篇幅所限，不能盡錄。

(II)	學生比賽及活動

一 .	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模擬試

	 去年，為協助同學面對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公開試，本會舉辦了「資訊

及通訊科技科」模擬試，反應熱烈。因此，本會今年再接再勵，並加入

卷二 (C) 的部份。模擬試於 2014 年 1 月舉行，共分 11 個試場進行，

有超過二千人報名，參與學校有 160 間，盛況空前。同時，活動亦

提供模擬閱卷員會議，讓老師交流討論試卷內容；再者，是次模

擬試亦能幫助老師推測全港成績分佈，幫助學生熟悉本科的考

試狀況，可說是本會近年最成功的活動之一。

	 過去一年，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在各個領域範疇均建樹良多，成績斐然。當中全

有賴陣容鼎盛的十五人理事會團隊、幾位加盟的特邀理事、一班歷練豐富的前輩顧

問、以及學會優秀職員一起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們除承接學會過往的佳績，繼續優

化鞏固各項教師及學生活動以外，亦努力不懈地開展別具意義的新項目，為求在不

同的領域及層面，為教育界同工開創新動力，並建立互相分享的平台，實踐學會成

立的目標。

	 現把過往一年，各範疇的主要活動及發展簡述如下：

(I)	 教師專業發展及支援活動

一 .	首屆「IT 感師日」

	 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發展蓬勃，實有賴一群卓越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才，

他們對社會的建樹。除感謝這一群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成功人士外，我們同時亦感謝

一批多年來，一直在背後默默耕耘、作育英才、無私付出的中小學教師。為此，香

港電腦教育學會及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特意籌辦「IT 感師日」活動，頒發「傑

出 IT 教師獎」，以表揚這一批傑出的教師對電腦及資訊科技科的貢獻，同時宣揚

資訊及通訊科技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以及推動校園的讚賞文化。此項活動成為特區政

府「國際 IT 匯 2014」活動之一，已成功地在 2014 年 4 月 12 日假數碼港舉行。

經過評審委員會嚴格的甄選，首屆的「傑出 IT 教師獎」有三位獲獎的教師，當日

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賴錫璋先生頒發獎項。

二 .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香港中小學老師團

	 本會繼續與教育局合作，組織香港中小學老師團，出席一年一度的「全球華人

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會議在 5 月 26 至 30 日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舉

行。今年一行九人，在大會設立的中小學教師論壇中分享研究或教學心得，與世界

各地的華文老師分享交流經驗。來年的會議將會在台灣舉行，我們期望有更多的老

師參與。

三 .	協辦「新教師研習課程」

	 為了協助新教師掌握學制與課程的最新發展，了解如何配合一般學校的行政運

作，每年暑假，教育局、香港教師中心及教育評議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合辦、教育

團體均會協辦多個新教師研習課程，本會亦將會提供了數個課程，去年的課程包括：

「學校環境的運作與適應」及「學生學習多面睇」，透過各理事在教學策略和實踐

方法的經驗分享，提供教學錦囊，協助新教師盡快適應及投入教學工作。

四 .	與友會合辦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本會及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合作，在教育局於 2013 年 8 月所推

出的「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補充」下，草擬出一個更詳盡及更具體的教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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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中學生資訊科技體驗團 (IT	Exploration	Tours	for	Secondary	Students)

	 是次活動為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OGCIO)所推動的國際IT匯下的一項活動，

本會申請成為承辦機構。活動的目的是透過參觀香港	IT	的企業及設置，期望擴闊學

生的視野，並且認識 IT 行業的最新發展，吸引學生對	IT	行業的興趣，以將來選擇	

IT	的學科以及投身	IT	的行業。參觀團於4月11、16	及 17日舉行，3天一共12團，

每團分別參觀 3 個不同的 IT 機構或企業，包括：Microsoft、Cisco、Oracle、SAP、

EMC、HKU、PolyU、CityU、科學園等等。

	 活動最後共有 451 人參與，根據參與者問卷調查的回覆，超過八成的參與者認

為，是次 IT 體驗團能提升他們對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認識和興趣。整體而言，有八

成半的參與者對 IT 體驗團感滿意，而且超過九成的參與者表示會若再舉辦 IT 體驗

團，會推介給其他同學 / 學校參加，可見是次活動很成功，同學們的滿意率很高。

三 .	「電腦應用程式編程比賽」(CAP2014)

	 近年來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電腦應用程式 (Computer	Apps) 有如雨後春筍般的

急速發展，各式各樣極具創意而又多元化的應用程式湧現市場，現已成為電腦軟件

產業的新力軍，潛力無窮。與此同時，坊間亦出現不少開發電腦應用程式的新工具，

簡單易用之餘同時亦能製作出時尚與實用兼備的應用程式，打破過往電腦編程予人

艱澀沉悶的形象。

	 為提高學生的編程興趣，同時鼓勵學生學習最新的編程軟件，香港電腦教育學

會與電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香港電腦分會）今年首度共同合辦《電腦應用程式編

程比賽》(CAP2014)。比賽以全香港中學生為對象，期望學生學習編寫電腦程式，運

用邏輯思考及電腦編程技術解決實際問題，改善生活，開拓知識，並培育創意及團

隊合作精神。

	 比賽分為兩部份，分別是「學生專題習作比賽」和「即日解難比賽」。而今年

首屆的比賽，我們共有 40 間學校報名參加，決賽日於 5 月 17 日假借香港理工大學

舉行，比賽邀請到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 政策及數碼社會 ) 林錦平女士任開幕禮主禮

嘉賓。比賽最後誕生了榮獲金帽、銀帽及銅帽三隊優勝的學校隊伍。

四 .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及「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供小學生參加的「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累計至今，共有 430 多所小學超

過五萬人參加。今年共有超過 1300 位學生提名金章，結果有超過 700 位學生成功

考取金章。

	 供中學生參加的「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共有 100 所中學超過一萬名

學生參加。今年共有4位學生成功考取金章，活動累積至今已有25位金章得主誕生。

	 兩個活動的金獎頒獎典禮於2014年5月24日假數碼港舉行，出席人數過千人，

並得到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先生擔任大會的主禮嘉賓。

	 此外，各金章得主及各校的傑出學生組織了一個名為青年資訊科技領袖生委員

會，協助本會組織及推行多項相關活動，如「中文打字比賽」、「資訊科技交流日」、

「學生領袖訓練營」、專題講座及參觀等等。

五 .	「學習如此多紛」專題研習設計比賽

	 供中學生參加的「學習如此多紛」專題研習設計比賽，乃本會一項歷史悠久的

比賽項目，多年來作為不少 IT 科技人才的搖籃：今年共有來自 13 間不同的中學近

40 隊參賽。	

六 .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供中學生參加的「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本學年參賽者來自 55 所中學，超

過 360 位同學參與。我們選拔及培訓的學生會代表香港參加外地的相關比賽，包括

選拔出五位精英參加今年七月在深圳市舉行的中國「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

賽」及四位精英參加今年七月在台北舉行的「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香港代表

隊去年七月在中國成都舉行的「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為本港取得了一

銀二銅的佳績；而七月在澳洲舉行的「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亦取得了一銀二銅

的佳績。

七 .	「校際系統建模與優化競賽」

	 本會亦聯同中文大學工程學院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系合辦每年一屆的「校際系統建模與優化競賽」，引導

學生以科學方法解決一些日常生活上的問題。

八 .	支持友會的學生比賽及活動

	 另外，本會亦支持多個友會的學生比賽及活動，包

括香港教育城主辦的「EdV 獎勵計劃」、香港電腦學會

主辦的「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 2014」、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主辦的「全港小學

生．關心祖國．齊顯愛國情	( 第五屆 ) 比賽」及今日校園主辦的「創意數碼校園方

案日」等。

(III)	發揮專業團體的角色，積極參與教育界及資訊科技界事務

一 .	回應「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文件

	 特區政府於 2013 年 10 月推出名為『智慧香港，智優生活』的「數碼 21」資訊

科技策略文件	(http://www.digital21.gov.hk	)，進行公眾咨詢，而當中不少的內容均與

我們息息相關。其中提到以下的三項建議，更與我們教育界有切身的關係，包括：

(1)為學校提供寬頻及	Wi	-Fi服務以推動電子學習、(2)	程式編製納入基礎教育	及	(3)	

培育資訊及通訊科技人才。而為讓學界對咨詢文件作深入的討論，並收集教育同工

的意見及建議，以向特區政府反映，本會特舉辦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研討會，

讓參加者發抒己見，並且綜合各方意見後，向特區政府提交回應文件。

二 .	回應教育局「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諮詢文件

	 	特區政府教育局於 2014 年 5 月推出「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

策略」諮詢，邀請各中、小學校長及教師提供意見，在是次諮詢

文件當中，有不少的內容，均與我們這一班跑在最前線並且

在推動香港資訊科技教育上擔任核心角色的電腦科

教師息息相關。當中較切身的議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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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無線網絡校園、推行「自攜裝置」模式、教育城單一登入服務、程式編寫納入

課程等等。本會透過網上的問卷平台，收集各位同工的意見，集腋成裘，綜合地回

應教育局的諮詢文件。

三 .	參與及支持各友好團體的活動

	 本會積極參與及支持資訊科技界各友好團體的活動，包括「e-zone	 	電子消費

品綠色大行動」、「香港電腦學會 IT職業博覽2014」、「學與教博覽2014」、「e

世代品牌大獎」、「香港 I.T. 至尊大獎」、「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 最佳數碼共

融獎」、「香港電腦通訊節」、「資訊科技界國慶晚宴」、「資訊科技界聯合春茗」

等等。

	 通過這些活動，及與資訊科技業界的交流，各理事的人際網絡得以拓寬，相信

日後對活動的開展可以取得各方的支持。我們既履行了作為資訊科技界團體的責

任，也讓界內其他友好瞭解教育事務，發揮了本會獨特的橋樑作用。

(IV)	全面的溝通平台

一 .	本會會訊的改革

	 本會會訊由今年起進行改革，改變以一年五期的會訊、另加一期的年刊方式，

派發到會員手上，而印刷上亦全面提昇，以全彩的方式印製，務求把活動最新、最

精彩的內容送上給大家。未來，期望各會員積極向本會會訊投稿，讓我們的會訊成

為我們會員之間溝通的平台。

二 .	本會的 FaceBook	專頁

	 本會除學會網頁 (http://www.hkace.org.hk	) 定期發佈本會的活動消息以外，近年

亦設立了學會的 FaceBook	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hkace.org	)，內容除有本會

各活動內容的精彩照片及影片外，同時亦會緊貼發佈與我們電腦科、資訊及科技科

教師最息息相關的新聞資訊，期望各位為我們的專頁給讚 (Like)，並且接收我們的

資訊，甚或參與我們的討論。

三 .	本會的電郵系統及網上報名平台

	 本會在去年暑假，已成功免費申請到廣為學校所採用的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該平台的優點眾多，不在此詳述。學會已把電郵系統及大部份的報名程

序轉到該平台之上，讓本會的通訊及資料採集，效率更為提高。

結語
	 學會成立的目標，正是希望可以組織起我們一班中小學的電腦科教師，一班推

展資訊科技教育的教師，凝聚我們的力量，團結起來，把我們個人的經驗心得，與

眾分享，從而積沙成塔，海納百川。這些年，老師們都為著新高中、初中課程、資

訊科技教學、學校基建、技術支援等，傷盡腦筋、疲於奔命；學會希望可以伴同各

位老師，一起面對，共同茁壯成長。

	 未來，期待有你們繼續的支持，並更希望，有你們的親身參與。

	 人類不斷的進步，建立了文明的社會，生活水平也大大的提高；在知識發達的今

天，人類對自己本身的認知和要求也逐漸提昇。為配合追求人類對自我能力的認識，

很多專家都作出不同的研究，對人的素質作出測試及評估；較為被人所認識的有評估

智能的智商(IQ)和衡量情緒控制能力的情緒商數(EQ)，還有市面上各式各樣、不同種

類的心理測驗，可謂五花八門。

	 要改善人類生活，建立更現代化，高科技的社會，在云云人類潛能當中創意可算

是最重要的一環。牙刷、電燈、電話，以至電梯，每一樣都是人類具創意的發明，沒

有發明者的創意，我們今天可能還在用油燈呢！

	 創意如此重要，但是在現今社會裏，對於人類創作思維能力卻未有被廣泛討論，

也沒有既定的指標可作參考；故此，我們必須為創作思維能力作出客觀評估，確立反

映創意的參數--創意商數(Creativity	 Quotient)，讓我們能用作參考，使各人能就著自己

的能力有所發輝，進一步改善生活。

	 創意商數可從不同方向作出評估，例如可以從一個人對某種東西的想法，或是對

某件物件或圖像所想像出想關的事或物，甚至是對某件事的回應，也可以作出研究從

而對其創意作出的評估；坊間流傳的大量心理測驗也源於此理，可是一般心理測驗缺

乏客觀數據支持，方向和種類繁多，難以找出基準。

	 於學術界，過去有不少學者對創意思維作出研究，其中較被廣泛採用的有「荷

勒高謹創意測試」(Wallach-Kogan	 Creativity	 Tests)；此創意測試主要以三方面對受

試者的創意能力作出評估，包括：1)流暢力(Fluency)─對一事物產生不同意念

的能力，2)變通力(Flexibility)──對一事物產生不同種類意念的能力，3)獨創力

(Originality)──對一事物產生獨特和創新意念的能力。受試者需在限時內以文字作答

開放式的問題，經過分析，便可從以上三方面對受試者的創意作出評估了。

	 以學術界的發現配以現今發達的科技知識，可以大大加速對創意思維的研究和發

展，成果更是顯然易見。就「荷勒高謹創意測試」而言，以電腦作測試平台，收集有

關資料和答案，除可免除了儲存資料的麻煩，還可更有效地對資料作出管理和分析；

運用現有的自動文字分拆(Words	 Segmentation)及分類(Categorization)技術，可更快和

更準確地分析答案；再配合電腦計分方法，更能迅速得到結果。對受試者而言，使用

電腦作測試平台，透過互聯網進行測試則更為簡單方便，省卻了等候及前往試場的麻

煩。

	 電腦技術和互聯網的發明也是人類創意之作，以創新科技配合創意研究從而更有

效地培養及發展人類創意思維，使人類的創造力得以全面發揮，實為社會文明與進步

不可缺少的一環。

創 出 新 意 ． 創 意 商 數
黃錦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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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較 中 小 學 生 使 用 平 板 電 腦
               學 習 科 學 的 異 同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Science through Using iPad betwee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FUNG Sun-wai Leo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Education 

馮新偉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I.	引言
	 香港教育局近年繼資訊科技教育五年策略後推出多項跟進的計劃和撥款，自去年推出電

子書與電子學習的諮詢文件後(教育局，2009)，各校都籌算著這筆撥款應如何使用得法，書

商及軟件發展商亦希望藉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紛紛向各中小學提出各種電子學習的解決方

案，而移動學習也是其中一個銷售的熱點。

	 查移動學習已面世多年，亦以不同形式存在已久，但今天在教育界仍未能大行其道，主

要原因是它的設備和功能對學校課程和課業的支援未足，在學科的應用太狹窄，所見大多是

單向性和資料性的學習，仍未有一些移動學習的軟件或平台可以支援實時和互動的要求，用

於學科的教學或課程的設計更少之又少，很難有一個好的移動學習平台滿足老師和學生的要

求。

A. 研究背景

	 九龍某所中學向教育局成功申請得18部平板電腦，又與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進行協作及

II.	研究方法及工具
	 校方希望各科能廣泛利用該18台平板電腦作為電子學習，科學科的老師因著他們先前利

用手機作為移動學習的經驗	 (	 Fung	 &	 Chan,	 2011)，繼續擴展其學習範圍至使用平板電腦。

負責老師們先行選定一個適合的課題作為發展校本課程的內容，再選一班中一的學

生作為研究對象，然後編寫教案和設計工作紙等，再配合所用的軟件和Apps〈軟

件：Powerpoint；Apps：Evernote及Nearpod〉，並加上18台平板電腦和一部APPLE	 TV作為教

學工具。研究的形式是採取課堂內和戶外考察的觀課和錄像，研究方法是觀察法和文件分析

法。再配合施教老師與工作人員的檢討，之後研究人員將會用它們進行分析及討論。

A. 系統要求

	 硬件方便需要18部平板電腦	(	iPad	)	並配置iOS的作業系統，具有書寫，拍攝和發送郵件

的功能，另一部	 APPLE	 TV，軟件則包含Evernote及Nearpod。當然校園需要設置Wi-Fi系統與

互聯網聯繫，以便學生能立刻將答案用電郵方式送回老師作批改或即時的回饋。

B. 研究對象

	 參與是次研究的學生共88人，當中包括一班純中一的學生35人，另一班純小學生15人，

跟著一班中小學混合班(當中有28個中一學生及10個小六的學生)，他們的年齡均為11-14

歲，他們的共同特徵為對科學科較有興趣，敢於探究及願意一起學習的學生。

III.	結果及討論
	 研究人員和負責老師經過三次的觀課及與老師進行的課後討論後，得出以下的觀察結

果。

A. 觀察課堂及戶外考察所見

	 1.		各組學生合作無間：學生熱衷學習，表現專注，組員間均有商有量，達致合作無間的

要求。

	 2.	 科學過程技巧訓練：學生均盡量利用各種方法，仔細觀察校園內各種植物，透過

Evernote這個Apps的功能，能把課堂筆記上載。

	 3.	 師生互動：老師們不時提供技術及情感的支援，讓學生覺得在一個很安全的環境下學

習。

【摘要】隨著近年平板電腦的普遍使用，它的可携性和互動性更促進了對不同模式學習的

支援，香港的中小學教師也嘗試在課堂中使用平板電腦輔助教學。本文旨在通過觀課活

動，比較中學生和小學生在使用平板電腦學習科學時不同的表現，以其豐富老師在這方面

的工作及彌補當中的不足；研究發現中、小學生在使用平板電腦學習的表現分別不大，結

論提示可以盡早在適當的時間給小學生使用平板電腦學習，以便將來升上中學時可以更容

易適應。

【關鍵字】	移動學習；科學教育；觀察生物；資訊及通訊科技；香港特別行政區

Abstract— With their portability and interactiveness, iPad and its counterparts could be used 
to facilitate the support of different modes of learning. School teachers are trying to use iPad 
to aid teaching.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etwee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in leaning science through using iPad.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various lesson 
observations, showed that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imary students 
were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ir secondary counterparts. Conclusion was drawn and 
the primary school heads were recommended to let their students use iPad before promoting to 
secondary schools.
Keywords: iPad, science eduction, observation skill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ong Kong SAR

發展一些有用的教學策略，遂於去年開始在初中科學科引進使用平板電腦學習。該校曾嘗試

使用一些在平板電腦上製作的動畫以助學生了解DNA的結構，先在高中學生試行，然後再在

初中的學生中使用，效果良好(馮新偉與陳裕能，2013)。負責的老師決定利用平板電腦協助

學生觀察生物，希望能盡量發揮平板電腦的各種功能，令學生更容易掌握所學，達至原先計

劃的教學果效。

	 今次負責老師先將設計好的工作紙預載入平板電腦內，然後學生跟著指示分組去完成課

業，他們需要在校園內搜尋各種植物，再在平板電腦上書寫和拍照，最後還要自選另一塊

葉片與老師所指派的葉片作比較，能力高的學生要寫出當中的異同，然後將整個檔案用電

郵傳送給老師批改。老師在戶外考察之後可以替學生做一個即時評估，做法是通過Nearpod

這個軟件，向各組同學發出相同的問題，讓他們利用手上的平板電腦一齊作答，再將之透過

APPLE	TV播放出來，讓大家一起糾正。

B. 研究目的

	 由於該校老師曾將這個課題在初中一年級試行過，亦邀請過一所小學的六年級學生參與

學習，也嘗試過將中、小學生一起混合上課，因著這些經驗，老師們希望知道使用了這些輔

助學習工具之後對學生的學習果效所帶來的影響，研究員亦希望能比較中學生和小學生在使

用一些移動學習工具時在各方面所顯示出的不同處，這包括了學習態度，學習興趣和學習實

質果效等，希望從中得到一些未來使用平板電腦學習的啟示，以令以後的教和學更暢順。



12 13

LUK Siu Ping Miranda
HKCCCU Logos Academy

Advisor, H K Assn for Computer Edn
HONG KONG

NG Hok Ling
Heung To Middle School (Tin Shui Wai) Advisor, H K 

Assn for Computer Edn
HONG KONG

I. CONCEPTIONS OF LEARNING AND E-LEARNING
 Many recent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conceptions of learning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In general, 
contemporary models recognize the complexity of learning.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single aspects in isolation, 
many of the studies currently lend support to provide inter-twining information about students and their learning 
covering a range of attitudinal, motivational and strategic aspects of learning (e.g. Biggs, 1987; Entwistle & 
Peterson, 2004)[1][2]. There is also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on the importance of versatility or flexibility in 
learning, with the aid of e-learning platforms (Purdie & Hattie, 2002) [3].
 In particular,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s based on the mastery of skills. These skills include retrieving of 
informatio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etc. The e-learning 
platform appears to have incorporated these features. It is also inevitable that language skills and computer skills 
are mutually dependable in this modern society. 
 This study examines a school-based e-learning programme in English studies in Hong Kong and how a new, 
cognitive conception of learning may throw light on future e-learning initiatives on both learning and teaching.

II. CONSID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school, the decision of using e-learning in English studies has been based on the following prominent 
factors: 
 First, it appears that learning English cannot be accomplished only in the scheduled English classes per week. 
Also,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chool does not adequately support the use of English in communication. 
 Second, if some prescribed texts and text-books are kept and used as the main source of learning materials in 
daily teaching practices, there will be little room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updated and authentic learning materials.
 Another factor is that in language learning, self-study is a vehicle for success in learning ( Loughran, 2004 )
[4]. 
 The Preparation and Familiarization work took place from April to July 2013, followed by implementation 
in 30 classes (Primary 1 to Primary 5) from September 2013 to February 2014.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itial “Placement Test” was 936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cademic year, 2013.

Abstract -- This study examines a school-based e-learning program in English studies in Hong Kong 
and how a new, cognitive conception of learning may throw light on future e-learning initiatives on 
both learning and teaching.
Keywords- e-learning, conception of learning, English studies

E n g l i s h  L e a r n i n g  o n 
   a n  e - l e a r n i n g  P l a t f o r m

B. 學生的反思

	 中一級學生的反思：

	 同學甲回應：「方便！可跟隨老師的預載筆記找到植物的葉片作特徵的比較，並且可以

	 		 	 	 									拍照及把完成課業的呈交給老師；另外從評估部份可看到同學們

	 		 	 	 									犯錯的地方，令我獲益良多。」

	 同學乙回應：「不用拿筆寫字，既方便又易於學習。」

	 同學丙回應：「原來我可以寫出這麼多詞語來比較兩種植物葉片的特徵。」

	 小六級學生的反思：

	 同學甲回應：「能引起我學習的興趣。」

	 同學乙回應：「用Nearpod評估部份令我難忘，老師可知我們各組答案並

																							指導我們改正。」

C. 老師與研究人員的檢討

	 			經過是次活動後，負責的老師覺得在課題設計和系統功能的發揮未盡

完善，並作了以下的總結和提出一些問題作為未來跟進：

	 •在設計課題方面要將難度提升，除了書寫和拍攝外，應還有其他的

						技巧要完成，另外除比較外，學生應能完成更多的高階思維。

	 •這個軟件有很多的限制，如不能錄像，記憶體太小缺乏互動效果，這些都是未來要發展

的項目。

	 •兩個系統可否推展至其他的作業系統，能否將軟件在iOS	和	Android互用？

	 •登入系統需要的時間略嫌太長，傳送數據和資料全部要靠電郵處理，時間之長令學生興

趣大減。

IV.	結論及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無論中學生或小學生使用平板電腦都能增加他們的學習果效，也能提升

他們的學習興趣，不過小學生在學習態度和使用平板電腦的熟悉程度都比中學生為高，但在

書寫時的用字量和學習時的分心程度卻比中學生低，而在學習果效和發問問題的頻率方面，

兩者的情況又差不多。縱觀以上種種的情況，研究人員會建議小學生應盡早使用平板電腦輔

助學習，這樣一來可以到中學時能很快適應學習生活，二來亦能追上資訊科技的潮流，達至

隨時學和到處學的目的，不過要解決數碼鴻溝問題，除了學校方面盡量爭取購置學習用途的

平板電腦外，讓學生積極投入成為主動學習者外，同時政府亦應資助一些清貧學子購買平板

電腦，讓大家享有同等的學習機會，此舉亦能配合香港政府在2001年所推行的教育改革方

向。再者，透過網上資源讓學生以自主學習的模式並配合適切情境式學習手法讓學生主動建

構知識，正是未來的學生學習模式及趨勢。

	 4.	 溝通及協作能力的提升：組員內學生相互合作，提升訓練到學生共通能力中的溝通及

協作能力。

	 5.	 文字描述能力提升：同學樂於利用手指書寫文字描述葉片特徵，比較以往有明顯進

步。

	 6.	 透過Nearpod這個Apps即時顯示輔助功能可即時透過提問收集各同學回答結果，由學生

共同評估正確性，有利同儕學習及反思，促進學與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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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E    F
P1 96.9% 96.9%   87.9%  100% 69.7%  90.6%
P2 93.6% 100%   90.4%      100% 100%       95.2%
P3 97.2% 85.3% 96.6% 93.1% 96.6% 100%
P4 92.9% 95.7%  92.9% 90.9% 100% 95.8%
P5  74.2% 91.7%   91.4%      79.3% 85.7%   50%

 Further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at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different classe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ttitude 
and support of the English teacher of the class – how he/she promotes, monitors and reinforces the e-learning 
situations in the class.

B. Participation of each class (Mixed Ability): 
 Table 　Showing participation rate of each class

IV. RESULTS
 Since the e-scores attained by individual students in the different modules on the e-platform have no valid 
control elements in the working process, the scores are not counted, and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students is used 
in this study instead. However, the teachers can obtain the analyzed results of the e-score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groups, class, or year level, etc. for reference. In this connection, the following statistics may throw some ligh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English Learning on the e-platform:
(i) In the full population of over 900 students, the correlation of the participation rate and academic attainments 

in English (i.e. active participants and high achievers in English) is 51.2%. The is no obvious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 between the academic attainments and the frequency of e-learning uses.

(ii) However, taking the cohort of “Highest Participation” students, 80.4% of 327 students have made som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ir marks in English in class in general. It shows that this group of students benefits 
from the e-learning program. 

(iii) Implementation Time: The launching of e-learning programmes requires special  manpower and 
administrative work. To realize a successful unleash of the program, it is advisable to consider the different 
components and demands in the curriculum as a whole in times of implementation. 

(iv)  Staffing and school support: 
 Some students do not have ample opportunities to work on the e-platforms at home for different reasons. 

For example, some have no access to computer facilities at home, no parental supervision, no technical 
assistance, no time, no interest, etc. They Computer Room in school has to provide “e-learning support” 
for these students. The make-up program in school is supervised by two Teaching Assistants, during lunch 
hours twice a week.  Very often, the Computer Room is fully occupied by students, usually in groups of 20 
to 25. It was reported that sometimes students had to wait for 2 to 5 minutes to get help from our staff. 

 In this connection, it would help if the school may also provide a venue like MMLC and a dedicated staff 
member working for e-learning and other multi-media programs, and to keep track of the participation rate 
and attainments of the students. 

III. EVALU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A.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In October, 2013: No. of students completing more than 5 tasks in one module: 802 (85.7% of all the 

participants)
 In February, 2014: No. of students completing more than 5 tasks in one module: 854 (91.2%, showing an 

increase of 6.5% in the cohort of students over a 4 month period)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Oct 2013 to Feb 2014), in a 20-minute session :
(i)  Average No. of students completing zero task: 82   (showing a 91.2% Participation).
(ii)  Average No. of students with High   Participation (Using the e-learning platform for at least 3 times per 

week): 327 (38.3%)

Main Features of the e-learning program: 
• A student-centred on-line platform
• Individual starting point of participants
• Covering six areas in English Studies:
 (i)   Reading
 (ii)  Writing
 (iii) Listening
 (iv) Speaking
 (v) Grammar
 (vi) Vocabulary

• Multiple levels catering for student diversity, with 
 tailor-made materials for each level
• Students may work in school or at home
• 20 minutes for each module
• Learning objectives of each module is well-defined
• User interactive with the computer, with spontaneous 
 feedback and reporting 
• Automatic advancement to higher levels
• Comprehensive reporting strategies

(v) Hardware Concern: 
 It was reported as a big setback for the "On-line" system used in school at this juncture is not applicable for 

MAC (Apple) computers. Therefore, students with MAC at home are required to stay in school to complete 
all the tasks and this has somehow defeated the self-learning purpose. The school is seriously reviewing the 
possibility of providing the e-learning platform also for this growing MAC community.  

(vi) Choices of material: 
 The multi-level learning materials in the e-platform are pre-programmed, intended to meet a wide range of 

levels and abilities. However, they still fail to meet some individual needs and interests of the students. It 
would help if teachers can tailor-make or customize the materials for individual needs on the e-platform. 
Moreover, the e-learning provider should revise their materials from time to time, according to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echnology, pedagogical trends and communicational strategies in using English. These 
could include elements of authentic language use by different learners of English especially for ESL users. 

 
V. CONCLUDING REMARKS
 Th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tudy have added weight to the notion that factors and variables in e-learning 
have influenc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student performance, learning behavior, and conceptions of learning.…. 
The student-centred, self-initiated learning mod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have addressed and 
strengthened a number of key conceptions of learning.
 This study has also thrown light on issues such as the active (rather than passive) nature of learning, the role 
of prior knowledge, the cumulative nature of most forms of learning, and the role played by cognitive analyses 
of performance. 
 The use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nglish education has been widely, and often uncritically, accepted 
as both inevitable and beneficial with little in-depth analysis of this initia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both the 
potential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ntext of scaffolding knowledge of 
students. Research findings are presented to illustrate that students have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learning profiles 
and experiences, and these affect how students respond to traditional and new technological modes of teaching. 
 Today’s student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digital generation”, use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tools in a wide 
variety of ways. However, the findings here suggest that acceptance of new technologies in education by students 
do rely heavily on the ability and commitment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 schools and program providers, to 
manage the change process.
 The findings may also help identify the interrelated nature of e-learning delivered via technology outside 
traditional classrooms, the importance of mentoring, the need to develop courseware, and the changing roles for 
both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our teachers are committed to facilitate change, reflect on current 
practices, and explore further improvements in new learning areas and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ith e-learning, the horizons of the students have been extended, from local to global, and strengthened by 
the curriculum vigor withi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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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電子學習是全球教育的大趨勢，現時香港的青少年大多在資訊科技的環境下長
大。Prensky(2010)稱這群青年人為「數碼原居民」(Digital	 Native)，而香港人使用資訊
科技（包括硬件及互聯網）的普及程度高(香港政府統計處，2013)，為電子學習帶來有
利的因素。

	 過去十數年，教育局推出了多個資訊科技教育計劃。而本地及國外有不少學者亦提
倡使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當中有的推動網上學習平台、有的鼓勵遊戲為本學習。而近
年的教育改革重點，在於電子學習資源的運用。

	 香港特區政府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宣佈，將會在本年內推出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
策略，並會分階段向公營學校提供無線網絡的架設及其配套設施，這樣的配備有助學生
使用流動裝置、有利電子教學。

	 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發展專責小組在其報告書中提出電子學習的三大元素，分別是
電子工具、電子學習資源，及電子學習課程。從前線教師來看，這三個電子學習元素其
實是由初階的電腦輔助教學到成熟電子學習模式的一個發展過程。本文將會以筆者的課
堂實踐為例子，根據上述提及的發展過程作討論。由此闡明香港中學在推行電子學習計
劃時的策略和成效。

    A  C a s e  S t u d y  o n 
I m p l e m e n t i n g  e - l e a r n i n g 
        i n  a  S e c o n d a r y  S c h o o l 

Abstract—Advancement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ing so rapidly and significantly that educators and 
schools have regarded it as a trend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believing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enhancing learning. A case study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a secondary school in 
Hong Kong. It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and implementing e-learning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sults showed effectivenes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teacher training and 
appropriate strategy plan.
Keywords-e-Learning, Virtual Experiment, Science Education

II.	推動電子學習的過程

A. 行政配套
	 本校認同電子學習所具有互動性和延伸性，這樣能夠讓學生在課堂以外按自己能
力和興趣自主學習。有見及此，學校在推行電子學習計劃之前，就在行政架構上作出配
合。兩年前，本校在教務委員會下新增「電子學習組」，並聘任一位具推行電子學習經

C. 電子學習計劃推展策略
	 本校推行電子學習計劃是參考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發
展專責小組所提出的三大元素遁序進行。現分述如下：

1.	電子工具
	 推行電子學習計劃的第一階段是師生的適應期，這
階段的目標簡單而清晰，是為師生建構一個資訊學習環境
並讓他們感受到電子學習計劃的好處，藉此可以讓學生沉
澱出自學能力和態度(江紹祥，2005)。對不少老師來說，
傳統的說教方式已非常熟練，但成效未必最佳。若能以一
些簡單、易用的小工具而帶來顯著的學習改變是絕對值得
的。

	 有見及此，我們先在科研時段向老師推介該科可使
用的電子工具。例如在數學科，我們舉辦了一個「Math	
worksheet	generator」工作坊，讓老師們認識一個可以讓他
們在忙碌工作中簡易出習題的工具。此類培訓成效顯著，
因為老師們認為培訓能有助減低其工作量而非加重了教材
製作的負擔。

	 另一方面，英文科配合電子白板工具在課堂上加入英
文串字遊戲「Anagrams」，此舉有助老師在課堂上照顧學習
差異，亦有助學生在有趣的環境下學習英語。

2.	電子學習資源
	 進入電子學習計劃的第二階段，是要發展校本的電子
學習資源。相信不少學校都會遇到一個問題：「應該從哪個
科目開始電子學習？」。其實，這個問題沒有絕對的答案，
不過須要考慮的因素有：

Math	worksheet	generator

Microsoft	Mathematics	4.0

驗之教師作部門主管，以統籌及推行校本電子學習計劃。同時，為照顧校內教師在電子
學習計劃的不同步伐，學校對全體教師發放問卷調查，以了解同事對哪些資訊科技項目
能有效提升課堂質素作更深入探討。

	 學者Rosas	 et	 al.(2003)在其研究中提出，推動電子學習初期，家長將會帶來很大的
阻力。因為他們擔心子女沈迷電子遊戲及網絡世界而非真正透過資訊科技學習。因此家
長教育對電子學習計劃是重要的一環，本校藉家長講座向家長解釋推行電子學習計劃詳
情,	 並收集家長的意見作計劃參考。在人力資源方面，要順利推行電子學習計劃，學校
必須有充足的人手處理流動電腦裝置的軟件安裝及技術支援(梅志文，2011)。因此，本
校共聘用了三名資訊科技員處理有關電子學習的工作。

B. 教師培訓
	 適量的教師培訓對推行電子學習計劃是必須的，我校透過「資訊科技教育培訓」
和「IT資訊流通計劃」向老師介紹現今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學校的方向和實用的培
訓。重要的是，要讓老師們確實體會和認同資訊科技教育的好處、減低他們在運用資訊
科技於教與學時所承受的壓力。過去兩年，未計算全校共同參與的培訓，我校同事接受
三小時以上的資訊科技教育訓練次數已超過50項。

	 現時，不少軟件開發商已設計一些可以減輕老師工作量的課堂小工具，例如
「Maths	worksheet	generator」、「BUBBL腦圖繪製」等。老師們如果可以在培訓計劃中
得知相關資訊，相信在推動資訊科技教學上定更能得心應手。

Hitachi	StarBoard:	Ana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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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實踐的首個實驗是具危險性的──稀釋強酸/強
鹼溶液。由於此實驗具危險性，所以在一般中學課堂所
有強酸/強鹼溶液都會經由校方稀釋才給予同學。而其危
險性一般只會在書本上列出，學生不能親身經歷。但有
了虛擬實驗，學生可觀察由錯誤所引起的虛擬爆炸，達
至安全的親身經歷。

	 除具危險性的實驗，另一類選材則是課堂上會因設
施所限而不能進行的實驗，例如有關電流或光合作用的
實驗。相信不少老師均會遇到做此類實驗的時間長、數
據不準確等問題，而虛擬實驗就可以解決此類問題，為
課堂帶來不少方便。
	 2012年，第一個虛擬實驗應用程式開發初稿完成，
隨即由本校科學科科主任於課堂上完成一節稀釋酸性化
學物的課節，並於課堂上利用有關軟件與真實實驗的比
對。

	 隨後，虛擬實驗陸續完成並於本校初中綜合科學科
課堂上使用。而於學習過程中，除了老師在課堂上與學
生一起使用虛擬實驗軟件外，這些虛擬實驗更安裝於平
板電腦上供同學於課餘時間自學。此類使用平均每月一
百五十人次。

3.	電子學習課程
	 曾經有老師反映，擔心便用電子設備上課會出現秩
序問題。因此，在推行電子學習時，必須定立出學生在
課堂上使用電子設備的守則並讓他們建立良好的使用習
慣。當師生培養好的使用習慣，下一階段便可以推行電
子學習課程。

	 根據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發展專責小組(2009)，電
子學習課程強調個人化，重視親身經歷。這個由傳統式
學習到學生自主學習的範式轉變是很大的。過去兩年，
本校一方面培養學生使用電子學習資訊的習慣；另一方

•選取科目可否達到最大好處?			•課程內容可否作出調適?			•任教老師是否已作出準備?

	 而我校就在2012年起，以綜合科學科為試點，製作電子學習資源、自行開發虛擬實驗
配合平板電腦上課。

	 初中科學科重視學生在實驗中的經驗，雖然在現有課程中，已經了確立一定實驗課時
及題目，讓學生學會科學實驗之探究技巧；但校內課程緊密而且設施所限，部分學生未能
在現有課時親身及有效地體會實驗技巧。

	 除此以外，在現有的學校實驗器材及安全性，並不容許學生進行艱深或具危險性之實
驗。因此，不是由教師示範，便是未能進行有關實驗，這樣便局限了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及
探究能力。但配合資訊科技平台及虛擬科學實驗室的應用，將能把現有情況改寫。

	 本計劃學校教師配合傳統科學實驗的經驗，跟據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選出現有
課程中十多個科學實驗或現象，製作出互動及具操作性的虛擬實驗。而該等選取之科學實
驗更是一般中學校園教學中，難以讓學生明瞭的現象或是在現實生活難以進行的。虛擬實
驗內容包含不同變因，使學生能在虛擬實踐及模擬真實情況，加上配合科學電子媒體，使
學生更有效認識科學實驗背後的知識。

具危險性的實驗

現實環境下準確度不足的實驗

時間長而變量多的實驗

面，則透過參觀、培訓及觀課等方式，建立學生預習、展示等自主學習能力。這樣為推動
電子學習課程帶來有利的條件。

	 至於課程內容，我校現正與香港中文大學及軟件開發商合作建立一網上學習平台。
目標是透過主題式探究的方法，引入資訊科技學習元素於網上平台讓學生自學。這樣的課
堂，老師在課堂上的解說減少、主要是引起其學習動機；而學生則於課堂以外時間進入
網上平台完成工作、自主探究。由於採用的是主題式學習，因此課題的延展性高。課程內
容可以從一棵栽在校園的橙樹開始，談到地理的自然災害、數學的規律性、經濟的商貿發
展、科學的酸鹼度等課題。

III.	 所遇困難及解決方法
	 本校推動電子學習的過程順利，從電子工具的引入至電子資源開發均得到校方及同事
的支持。但是，在技術層面上推動電子學習計劃我們也遇到不少問題，可以給學界借鏡。

	 在程式編寫及開發過程中，因為不同型號的電子設備會有不同的設定及限制，所以在
編寫程式前必須要先了解所用之電子設備配置並且以該設備作測試。本校在發展平板電腦
軟件的初期，曾經驗一些在電腦模擬器或智能手機上可以運行的應用程式，在校內的平板
電腦上無法執行。此問題源於所用平板電腦的運算能力及觸控面板的技術。

	 另一方面，由於教師與程式編寫員對教育軟件的期望和應知並不相同。因此，老師
們在相討及選取題目時，應邀請程式編寫員參與其中。這樣既可讓程式編寫員評估編寫的
難度及預算所須時間，亦可以讓老師和編寫員有更多時間磨合、以減低成品和期望間的落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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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成效
	 利用電子學習資源協助同學理解和經歷危險而複雜的實驗之成
效好與壞在於同學對這種學習模式的接受程度。根據課堂的問卷調
查，同學對這種學習方式有正面的回應：

	 同學甲：「虛擬實驗令我知道不同物質有不同的危險性，我可
以在虛擬實驗中知道更多實驗效果，是真實世界不能做到的。」

	 同學乙：「我喜歡在平板電腦上的虛擬實驗，因為能更方便學
習，而且更安全；在觀察方面也能更仔細。」

V.	總結
	 透過電子學習，同學可以將探究的過程變得簡單。在傳統的學
習過程中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如一些電腦小工具、網上資料和互動
實驗等都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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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佩珮老師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I.	前言

	 資訊科技的進步，令學習的模式不段演變，由黑板粉筆，書本的學習，演變為移動學

習。根據臺灣學者蕭顯勝﹑蔡福興﹑遊光昭的說法，移動學習有六大效益。故此，本校購入

了三十部平板電腦作為教學工具，盼望可以借此提升教學效能。本校科學科嘗試在校本課程

的科學探究中，加入平板電腦作為學習工具，進行試驗教學，以瞭解其利與弊。

2.	移動學習的特色

	 根據學者蕭顯勝﹑蔡福興﹑遊光昭(2005)的說法，移動學習有六大效益:

1)	 行動裝置可具移動性，不局限于傳統教室。

2)	 教學情境不受限制，不限於課室﹑書本中營造的情境。

3)	 交換資訊快捷方便。

4)	 數位墨水輸寫功能，不局限於用鍵盤輸入，快促資訊傳輸。

5)	 數位攝影功能，提供適時拍攝功能為資料收集。

6)	 資訊交換更快捷方便，合作學習容易進行。

	 本校是一所學習共融的學校，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較大。利用移動學習的六大學習效

益，可以更有利學生主動及積極學習。以下會以科學科的校本課程作為例子。

【摘要】本文透過本校初次在科學探究的校本課程中，加入移動學習的元素作檢討分

享。本校使用平板電腦及其應用程式作為科學探究的工具，當中老師及學生也有很多正

面的回應，但過程中，也遇上不少困難和限制，這是有需要進行檢討及改善的。盼望本

校日後能更完善地推行移動學習。

【關鍵字】	平板電腦、應用程式、移動學習、科學探究、Evernote

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the experience of my school in using mobile learning in teaching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This is a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using 
difference apps and the tablet in class. However, there were many limitations and difficulties. 
Hence, this paper is important to review and make suggestion. Hope the mobile learning can be 
more matured in my school and enhanc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iciency.
Keywords: Tablet, Apps, Mobile Learning, Scientific inquiry, Evernote

   利 用 移 動 學 習
      作 為 科 學 探 究 工 具 的 檢 討

The review of using mobile learning 
            as a tool for scientific inquiry

3.	科學科的科學探究課程

3.1	加入平板電腦作為學習工具的好處

	 有見移動學習的好處，本校科學科的探究課程，首次加入平板電腦的輔助。探究實驗的

題目為：探究嫩芽會否向著光源方向生長。在探究中，需要持續記錄幼苗的生長情況，記錄

其生長的彎曲度。移動學習中，行動裝置可具移動性，即可把平板電腦帶入實驗室，作為持

續記錄的輔助工具。Evernote和angle	meter	正是今次選用的應用程式。

	 本校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較大，學習動機一般。平板電腦作為學習工具，對學生而言，

較新穎，鼓勵主動學習。學生可利用Evernote	 以文字，語音，相片作為記錄方法。科學探究

重點在於學生對科學的思考，而不是他們的文字表達。平板電腦有數位墨水輸寫功能的書寫

能力，不局限於用鍵盤輸入，可快促資訊傳輸。這可減低學生輸入文字的障礙。甚至對於有

讀寫障礙的學生，語音輸入可調適學習的差異，讓學生以錄音來表達所學。

	 探究幼苗的生長情況，最好的記錄方法，當然是拍照植物生長相片。以往照相機，只能

做到拍照，並不能加上文字或語音描述。平板電腦就可以解決這問題，市面有不同的應用程

式也可以做到這要求，Evernote	 也不例外。學生利用Evernote	 每天拍攝及加以描述植物的生

長情況，過程中，學生可以透過審視自己以往記錄的資料，歸納出實驗結果。

	 科學探究往往需要客觀的資料，以支援結果。在實驗中，量度植物生長的彎曲度，是另

一個客觀及可分析的資料。Angle	meter	是一個可量度角度的應用程式。當老師考慮執行用這

個應用程式時，有不同的考慮點，大家在質疑利用量角器會否比Angle	meter	更直接簡單？這

疑問也值得教師考慮。電腦科技只是一個教學工具，不可以為了用而用。當如果這工具可以

作為一個杠杆，可以大大提升教學效能便是可取。故此，如果教師決定用量角器取代使用應

用程式Angle	meter，也是接受的。

	 探究課堂實踐後，教師一起作了一個使用平板電腦的檢討會議。反應是比預期的好，

本來老師會質疑利用量角器會否比Angle	 meter	 更直接簡單，但最終所有老師也探用Angle	

meter，原因如下：

嫩芽莖傾斜的角度：66.51度

嫩芽莖傾斜的角度:

66.51度

以上圖片可見：應用

程式Angle	 meter，可

以直接把幼苗和量度

角度的資料，同時以

相片形式輸出，方便

記錄。

以上例子是由Evernote

中抽出來的一部分，

可見可加入相片及文

字作記錄。

1)	多利用平板電腦的應用程式，

可以提高學習動機。學生對平

板電腦感與趣，他們比較喜歡

利用平板電腦作為實驗資料登

錄，多於利用紙筆記錄。

2)	應用程式	 Angle	 meter	 方便使

用。只要移動平板電腦，螢幕

上便會即時出現角度，易於觀

察角度的變化和記錄角度。

3)	應用程式	Angle	meter，可以直

接把幼苗和量度角度的資料，

同時以相片形式輸出，方便記

錄。

4)	當利用平板電腦拍攝幼苗和量

度角度的資料時，同學可以有

合作學習機會，互相幫助以達

到學習效果。

以下是學生記錄的實驗

結果的例子:

第12天			實驗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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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入平板電腦作為學習工具的限制及困難

	 本校科學科首先試驗加入平板電腦作為教學工具，運作前後及過程中面對不少困難，以

下是其中的檢討:

	 移動學習有三大個元素:	 移動裝置﹑教學活動及無線上網系統。本校已購入三十部平板

電腦，而科學科也設計了相關的探究實驗進行活動教學內容。可是，本校的無線上網系統，

並不完善，有些教室並沒有覆蓋，或者未能同一時間支援三十部平板電腦上網之用。本校的

科學實驗室正沒有無線上網覆蓋，這是首當其衝要解決的問題。

	 其次，不是所有老師或同學也懂得使用平板電腦作為學習工具，所以必須花點時間進行

指導。

	 第三，活動工作內容需要首先輸入到三十部平板電腦的應用程式內，以作為學生的筆記

及記錄資料的範本。這是相當費時的工程，當中也發現免費版的Evernote	 有不少限制，下文

會詳細分享。

	 第四，收集學生功課的方法，也值得老師探究。這活動中，老師透過電郵收集學生的實

驗記錄。當中發現學生輸入老師電郵錯誤，老師未能收妥功課。所以老師收功課的過程中也

需時，老師要即時確認是否已收妥同學的功課。

	 最後，平板電腦的收派，其安全，叉電是否足夠也要留意，必須有平板電腦系統管理員

點收及保管處理。

	 加入平板電腦作為教學工具，是現今教學的一大趨勢。每所學校面對實踐移動學習，也

會經驗以上問題。故此，學校會因應是此教學試驗進行檢討，加以改善學校硬體(平板電腦

的應用程式開拓及無線上網系統)﹑軟體(平板電腦教學及其管理的人材培訓及課程的開拓)。

3.2.1使用Evernote為學習應用程式的限制

	 科學科的探究活動中，使用了免費的應用程式Evernote，作為一個持續性的資料記

錄工具。在使用這應用程式前，每一部的平板電腦也開設了一個電郵戶口(如:ipad001@

twghwflc.edu.hk，及與電郵相同的	 Evernote	 登入帳戶。這樣，當學生跟學生編號使用平板電

腦時，老師就可以認清是誰的功課，誰的郵件，甚至可以登入學生使用中的	 Evernote。除此

之外，預先開設以上帳戶，可預先減少老師預備的工作。

本校以中一級作為試點，三班的同學依學生編號使用平板電腦及以上帳戶。在活動中，發現

有以下兩個問題:

1)	學生放了四張相片到Evernote	筆記內後，發現未能把第五張相片放到筆記內。這一點，有

一半的同學也遇上類似情況。經調查後發現，原來免費版的應用程式Evernote，只有60MB	

容量，而27天為一週期作清理同一帳戶的垃圾檔。這個限制令學生未能放上相片，有阻

記錄進度。

	 其次，原來大部分的平板電腦中的這個應用程式，曾經被放入短片作其他活動的教學工

具。故此，Evernote中預設的帳戶有可能容量已被使用，未能順利完成學生的課堂記錄。

	 有見及此，為免學生使用應用程式Evernote時，有不知名的垃圾檔霸佔了一定的容量。現

建議Evernote的帳戶應由學生利用學生的電郵戶口來開設，而不是跟平板電腦的電郵戶口

而設。這樣，學生也可以保存自己的習作，作日後重溫。

2)	學生交功課時，他們把記錄工作匯出至老師的電腦。可是，有小部分同學的記錄工作未能

成功寄出。經調查後發現，原因有二：

	 	 (i)	 當中發現學生輸入老師電郵錯誤，老師未能收妥功課。所以老師收功課的過程中也需

時，老師要即時確認是否已收妥同學的功課。

					(ii)	預設的	Evernote	帳戶電郵並不是與平板電腦所開設的電郵戶口名稱相同。

	 	 (如	evernote	帳戶電郵：ipad001@twghswflc.edu.hk，而平板電腦所開設的電郵戶口：

	 	 ipad001@twghwflc.edu.hk，仔細看便知多了或少了一個s，evernote	 帳戶電郵便失效

了。)因為當Evernote	帳戶電郵不是一個真實的電郵，Evernote	內的檔便不能發出。所

以，建議如果使用evernote作為教學工具的話，如上述所建議的一樣：Evernote的帳戶

應由學生利用學生的電郵戶口來開設，而不是跟平板電腦的電郵戶口而設。

3.2.2	使用Angle	Meter為學習應用程式的困難

	 Angle	meter	是一個可量度角度的應用程式。學生可以直接把幼苗和量度角度的資料，同

時以相片形式輸出，方便記錄。學生使用Angle	meter	時會遇上以下的問題：

1)	Angle	 meter	 會在螢幕的底部發現2個角度。如下圖所示的:	 64.70度及58.44度。老師要預

先教授學生，這兩個角度分別代表什麼，哪一個才是探究中記錄的角度。

				Evernote	內有這些指引，再加上老師的

				講解，學生便能掌握如何選擇資料。

2)		使用Angle	meter	時，學生未能找到對應

的水準，所以量度的角度有偏差。如下

圖所示：

3)	綠色的線是水準輔助線，但是這學生量

度時，未有利用枱面或培養皿的底部作

出水準參考。因此，這個角度記錄不正

確。正確的量度方法如下，利用枱面或

培養皿的底部作出水準參考：

4.	總結及展望
科學科的探究活動只是一個利用平板電腦

作為教學工具的試點，日後學校會開拓更

多應用程式以便利教學，及提升教學的效

能和質素。盼望學校可有更多資源，以改

善及發展移動學習。

	 當老師示範及教授學生使用angle	meter	

後，日後的實驗記錄就可以全權放給學生

自行記錄。在活動中，學生的回應及參與

是正面及積極的。

教授筆記如下：	

利用	 angle	 meter	

應用程式，來量

度嫩芽莖傾斜的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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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新高中課程將通識教育列為必修科，

目標為「培育學生對自身、社會、國家、

人文世界及物質環境的理解，從而建立正

面的價值觀及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培

養學生能夠對當代議題作多角度思考；適

當運用與終身學習有關的能力，包括批判

性思考能力、創造力、解決問題能力、溝

通能力和運用資訊科技能力，最終成為獨

立思考者，能夠適應不斷轉變情況而建構

知識。是次課堂是運用平板電腦教授通識

教育科其中一個單元：「公共衛生」。

	 隨著時代的進步、技術的革新，越來

越多電子產品走進教室，在新媒體聯盟

(New	Media	 Consortium,	 NMC)《2012年地

平線報告》也預測平板電腦在教育中應用

發展的趨勢。繼北京上海之後，南京21所

中小學已經展示出不少成功的教學案例，

但多數是在小學和初中的班級中試用，

究竟iPad是否能夠進入高中課堂？在音樂

課，打開iPad，找出彈鋼琴軟體。iPad很

【摘要】隨著時代的進步、技術的革新，越來越多電子產品走進教室，在新媒體聯盟

(New	Media	Consortium,	NMC)《2012年地平線報告》也預測平板電腦在教育中應用發展

的趨勢。本文試嘗分享如何有效運用平板電腦於高中通識教育科課堂教學。

【關鍵字】	iPad;通識教育；電子學習

   運 用 平 板 電 腦

於 通 識 教 育 科 課 堂 教 學

                成 功 案 例

吳森森主任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司徒華生副主任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SlideShark

•Total Recall

•DocAS Lite

畫的網頁作為教學材料。即使安裝能夠支

援Flash動畫的付費流覽器，由於是採用雲

端翻譯技術，顯示網頁速度會較慢。

*	 iPad不支援上載檔案：由於每一個	App	都

是安裝在獨立儲存空間上，所以同學在

iPad上完成功課，不能像一般電腦將功課

上載至網上儲存空間。如果同學期望透過

電郵將功課寄出，就必須先設定iPad的內

置電郵功能。

*	 iPad不支援任何檔檔案：iPad預設支援pdf

格式檔案，建議老師在上課前可以將筆記

轉換成pdf格式，而且iPad亦有相關的免費

軟體可供下載，讓同學在pdf檔案上進行

書寫。

III.	課堂設計
A. 課堂目標

科目：通識教育科

級別：中五級

單元：單元五		公共衛生

課題：不良醫藥廣告

課時：兩堂	(35分鐘一節)，共70分鐘

完成課題後，學生能夠：-

*	 知識

*	從漫畫及海報認識醫藥廣告

*	透過閱讀資料及短片，認識消費者誤信醫

藥廣告會帶來的影響。

*	技能

*	運用iPad的Total	 Recall功能，透過概念圖

展示健康產品所利用的銷售手法。

*	掌握分析廣告內資訊可靠度的技巧。

*	運用iPad的上網功能，自行找尋有關誤信

醫藥廣告帶來的影響。

*	態度

*	懂得分析，作精明消費者。

學生已有知識：

*	掌握何謂公共衛生及對疾病有基本認識

*	認識影響人們對公共衛生理解的因素

*	瞭解人們對健康資訊獲取的途徑，分析人

們對健康資訊的理解的因素

*	認識健康產品一般的銷售手法

B. iPad教學程式 (Apps)

	 有人認為：在蘋果商店上能下載的資源

偏重於大眾化、娛樂化，不適合課堂教學使

用，……開發的工具華而不實，不是老師們

最想用，最好用的。當然，在蘋果程式庫上

	Apps名稱	：SlideShark
	 版				本	：1.5
	檔案大小	：21.5	MB
	 語				言	：英文
	 費				用	：免費

	Apps名稱	：Total	Recall
	 版				本	：3.2.3
	檔案大小	：0.8	MB
	 語				言	：英文
	 費				用	：免費

	Apps名稱	：Doc	AS	Lite
	 版				本	：3.0
	檔案大小	：10.6	MB
	 語				言	：英文
	 費				用	：免費

	 SlideShark主要是一個教學工具，讓老

師可以在iPad上播放投影片。老師可以透

過不同的辦公室套件，如Microsoft	 Office

或Open	 Office等建立課堂投影片，然後將

之上載至SlideShark	網站，該投影片便會自

動轉換成iPad可以播放的格式。老師只需

在iPad輕點觸控就可順利播放投影片，並

透過	VGA	線及投影機呈現給同學看，省卻

要將影片從iPad與一般電腦之間不停轉換

的工序。

	 在現時通識科課堂教學中，繪製概念

圖（concept	 maps）是十分普遍的教學方

法。《Total	 Recall》是一個使用方法十分

簡單的概念圖繪製工具，學生用此工具繪

製出概念圖來做筆記，組織學習過程，用

此工具繪製出的製成品可以儲存至iPad「

照片」庫內或以電郵的形式送出。

	 DocAS	Lite	是一款專為	iPad	而設的多

功能檔案管理軟體。其功能包括：檔案閱

讀、檔案管理、錄音、便條、PDF編輯及列

印等。學生可以在PDF檔案中加入自己的筆

記或標示。

快就變成電子琴，學生們邊彈邊唱，不亦

樂乎。到了美術課，小學生能自由地寫寫畫

畫，並將影像投影到大螢幕上，展示作品；

而在英語課堂上，孩子們將自己表演木偶的

聲音和形象錄製，進行即時練習等等。這

些，都是現時國內常見的一般使用平板電腦

教學的模式	 ──	 「一人一機」。當然「一

人一機」有其優點，但學生可能會過份關注

自己的平板電腦，忽略與其他人討論課題的

必要性。通識教育科是訓練學生多角度思考

的重要方法，於是在課堂設計，我們讓學生

用iPad，不止於只上網搜尋資料，而是進行

深層次的教學互動，並就相關資料進行深入

討論。

II.	IPAD作為教學工具的限制
	 所謂「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

有效應用iPad輔助課堂的教與學，就必須首

先認識iPad的限制：

*		iPad不支援Flash：	iPad	預設安裝	Safari	作

為互聯網流覽器，但Safari並不支持Flash

動畫播放。所以老師不應選擇包含Flash	動

沒有一欄明確上標示為「教學工具」，但

我們可以從「生產力工具」一欄中挑選免

費或試用軟體作為課堂教學工具。是次通

識課堂採用的免費軟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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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 Notes

	Apps名稱	：Catch	Notes
	 版				本	：4.5.6
	檔案大小	：4.1	MB
	 語				言	：英文
	 費				用	：免費

	 Catch	Notes軟體最原本的設計目的只是

一個筆記管理軟體，讓使用者可以隨時隨

地記錄收集得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

網頁、YouTube影片等作為筆記材料。而

且，Catch	 Notes還提供協作(collaboration)

及同步(synchronization)功能，讓不同參與

者進行討論，共同製作筆記。只要老師略

花心思，稍作改動，便可以將這個軟體變

成課堂教學工具。

C. 課堂流程

活動1：從漫畫認識醫藥廣告

學生用iPad觀看兩張漫畫，然後在小組內

分享從漫畫獲得的訊息。

活動2：從海報認識醫藥廣告

學生用iPad觀看一張有關樂道三七的海

報，用	DocAS	Lite	從海報上圈出涉及持份

者。

透過Catch	 Notes學生可以瀏覽其他組別概念

圖作品，並提出意見及回饋。

活動3：找尋有關消費者誤信醫藥廣告的

影響

學生在iPad中閱讀文字資料及影片，若消費

者誤信醫藥廣告而購物該產品，會帶來甚麼

影響？學生需運用合適的框架作分析，並歸

納出適當關鍵詞。每組學生運用iPad的網上

搜尋功能找尋至少一個	 (文字、短片皆可)，

有關消費者因誤信醫藥廣告所帶來的影響。

活動4：老師總結這些醫藥廣告帶來的問

題，從而帶出「不良醫藥廣告」這個重要概

念。

D. 課程特色

1.	採用大量電子教材：

	 由於課堂所探討的是「當代的議題」，

在坊間一般教科書內尚未有合適的教學材

料。相反，從互聯網上可以搜尋大量與課題

	 每組學生用Total	 Recall以概念圖形式表

達廣告中使用的銷售手法，完成後將概念圖

上載至Catch	Notes。

其中一幅學生概念圖作品

漫畫一

漫畫二

相關的漫畫、網上新聞及短片，只要老師按

照課堂設計，選取適當教學材料，透過Catch	

Notes，便可以有效管理教學材料及發放給學

生使用。

2.	照顧學習差異：

	 為了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在是次教學過

程中，我們讓學生每二人使用一部平板電

腦，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步伐，流覽相關影

片，在指定的時間內，按老師提供的重要詞

彙搜集資料，分析不良醫藥廣告以及相關的

評論資料，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進度完成任

務。此外，每組(四人一組)會獲分發兩部平

板電腦，其中一部可用以流覽資料，另一部

平板電腦則可讓其餘兩位元組員就所獲資料

作出分析，並加以整理、處理和彙報(如製作

概念腦圖等)。

3.	促進協作學習：

	 協作學習模式能有效促進學生之間的互

動，培養他們對學習的責任。因為應用平板

電腦，各組學生可以閱讀和分析不同的資

料，從而豐富他們對相同議題不同知識範圍

的認知，而透過與其他組別的同學分享他們

所掌握的資料和分析成果，更可達致達相互

建構和豐富學習成果之效。

4.	搜尋資料：

	 提升學生有效、準確和快速搜尋相關資

料乃通識教育科的其中一個學習目標，於課

堂內活用平板電腦搜尋資料，無疑能為學生

提供即時便捷的學習工具。此外，學生亦可

按照老師提供的指示和因應已掌握的知識，

在課堂即時尋找其他有關資訊，豐富知識內

容。

5.	歸納技能：

	 通識教育科強調學生共構知識，如何說

明學生把資料轉化成為知識是教學的一大

重點。在今次的教學計畫，我們引入Total	

Recall	 Apps，讓學生靈活地繪製概念圖，把

有關的建議專案加以歸納。	

*「用iPad比用手提電腦操作更容易」、

*「iPad手寫辨識準確度很高，而且辨字的

時間都很快」，這些都是全級160位中五

學生普遍對是次實驗課堂的意見。

還有其他較有深度的回應，例如：

*「用Total	 Recall	 去畫概念圖比繪畫在大

畫紙上更容易作出修改，不用重新繪

畫」、

*「用Total	 Recall	 去畫概念圖可以無限擴

張，不需要受到畫紙限制」、

*「當我做家課時，我可以參考課堂及其

他組別的討論成果，令我的論點更加豐

富」。

	 在高中課堂上引進iPad學習，對學生

而言還是一件新鮮事，從他們的響應可以

反映出大部份同學普遍對是次實驗課堂的

反應均是正面的。而參與授課的老師大部

份都認為iPad	 能提高學生的參與度，既能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亦能夠縮短部份教

學活動所需的時間，令整個課堂節奏更明

快。

IV.	結論
	 將平板電腦引入課堂並非單純地增加

了一個新教具，而是涉及教師課堂教學模

式改革等系統工程。我們要做的，不單只

是在不同的學科上試用iPad教學，而是要

拓展iPad在課堂教學內的深度和參與度，

包括考慮iPad可以在甚麼教學環節中使

用、怎麼用、用甚麼Apps可以令課堂運作

得流暢。使用平板電腦開展新型的互動課

堂教學，應該用在常規教學方法不能發揮

作用的地方，而老師配合iPad精心設計教

學流程，亦能讓學生層層遞進解決問題。

致謝
	 是次課堂教學是屬於香港政府特別行

政區教育區推行「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通識教育科協作學習平台」其中一個

部份，計劃由教育局撥款推行。

REFERENCES
[1]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Hong Kong, China),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Guide,  2007 
(In Chinese).

E. 學生及老師回饋

*「這節課過得太快了」、

*「下一個單元仍要用iPad上課」、

*「iPad令我比以前更集中及更有興趣上通識

課」、



I.	前言

	 隨著伺服器虛擬化技術逐漸成形，以及工商業界廣為採納，香港教育界也開始蘊釀起

來。根據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arket	 Intelligence	 Center，MIC）在	 2008	 年初的分析資料顯

示，全球企業對伺服器虛擬化（Server	 Virtualization）的投資與應用持續增加。根據	 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GeSI)	調查，未來10年間資訊綠化（Green	IT）將為全球企業、政府

和學校節省8000億美元的成本。學校落實	Green	IT	的方式不只限於電腦節能或列印減排等方

面，在資訊科技預算日漸緊縮的情況下，必須積極整合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效益。在不增

加設備採購、能源消耗與人力成本的前提下，滿足更多來自教師和學生的需求。

II.	採用虛擬化方案前遇到的問題
	 現時學校有近二十多台的伺服器運作中，並分別在放在五座伺服器機櫃，且必需各

自配置不斷電系統（UPS），不但佔去大量伺服器室的空間，又要支付龐大電力及管理成

本。過往採用Linux平台，伺服器之架設、管理及維護工作均較為專門及繁複，大大加重了

技術人員的工作負擔，又不符合學校長遠發展所需。再加上舊系統欠缺完善的備份方案，

於是將系統徹底翻新的升級工程。計劃透過伺服器虛擬化的技援更換新類型的伺服器，可

實現最佳化效能及可靠性，長遠節省成本。

	 新計劃第一階段要將四台操作不同學校系統的

伺服器，分別是學生伺服器、網絡控制器、學校內

聯網、圖書館系統、學生出席率，以及負責列印服

器、掃描及教育局的行政系統等伺服器進行虛擬

化，，整合至兩台新的伺服器內，即時減省電力成

本。同時，加置可擴充的伺服器快照儲存系統，以

提供安全可靠的系統備份功能。

III.	虛擬化方案
	 透過考察多家學校的成功個案，並將一般升級方法與虛擬化方案進行三年規劃上比

較，發現虛擬化方案成本較低三成，管理上亦更有效率。於是學校決定由以往沿用的Linux

平台轉為Microsoft平台，完成伺服器虛擬化方案後，更會研究其他階段虛擬化方案的可行

性。從維基百科的虛擬機器比較表格中選擇伺服器虛擬化方案，再以免費、開放原始碼、客

端電腦可運作的作業系統等條件篩選，然後再選擇活躍的、知名度較高的方案來安裝，並用

用看各種功能。由於時間並不多，計劃主要關注安裝、管理、虛擬機器的建立與網路設定等

部分功能，並沒有將每個方案的所有細節都摸透。當中深入探究的方案主要有兩個。

A. 虛擬化方案應用

	 Microsoft	 Hyper-V	 Server	 2012	 是一項獨立的產品，提供了空機安裝的方式，達到簡

易、可靠、符合成本效益且最佳化的虛擬化解決方案，協助公司提升伺服器的使用率並降

低成本。它可將工作負載整合至單一實體伺服器；提供適用於開發與測試環境的基本1簡

易虛擬化解決方案；支援現有的	 IT	 基礎結構，協助公司降低成本、提升使用率，及佈署

新的伺服器；充分利用現有的修補	/	佈署	/	管理與支援工具	/	程序。

	 Hyper-V的另一個優勢，就是虛擬機器中客端主機的Windows授權是包含在Hyper-V當中

的。而且透過微軟大量授權合約Microsoft	Enrolment	for	Education	Solutions	(EES)，因此並

不需要特別在意授權數量上的限制和成本。

	 Windows的管理介面，雖然對已經習慣伺服器系統的管理員上，並不是什麼特別的優

勢，但對未來的管理者來說應該還是一件好事。而且對於全虛擬化安裝Windows伺服器的

平台，Hyper-V絕對是Windows作業系統使用者的不二選擇。相反，如需要架設的虛擬伺服

器中，Linux佔了相當大的比重，便沒有選用Hyper-V的必要了。

	 VMware的伺服器虛擬化方案為VMware	 vShpere，這是一個綜合多種元件與軟體的綜合

性大型方案，提供虛擬機器、集中管理、虛擬網卡與虛擬儲存裝置、即時遷移與高可用等

功能。

	 ESXi是以空機安裝的方式配置，你可以從VMware網站上下載ISO光碟來安裝。安裝完

之後ESXi有著經過設計的文字介面主控台，可以快速設定伺服器的網路、密碼等。ESXi本

身是個精簡型的Linux，許多Linux常見的套件都沒有安裝，因此較難對ESXi動手腳，也確

保ESXi運作的穩定性。

	 全虛擬化技術的支持下，可以控制虛擬機器的大部分硬體設定，就像是組一台電腦一

樣。VMware系列產品在虛擬化技術中廣為人知，相關的資源與應用也非常多。它也具備了

相當高相容性的P2V、V2V功能。P2V是指實體機器轉換成虛擬機器，而V2V則是虛擬機器

轉換成另一種虛擬機器。

B. 虛擬化方案的經驗分享

‧	對於如此重大升級工程絕不能冒險推行，故此即使只是第一階段的虛擬化工程，亦只

是選擇部份伺服器虛擬化的整合。考慮市場上其他虛擬化技術，不過終端設備也是使

用微軟軟件，因此Hyper-V虛擬化技術較為適合。最終在解決方案建基於兩台高性能伺

        運 用 虛 擬 化 技 術

   在 優 化 學 校 資 源 的 實 況 案 例

           Optimizing IT resources 
 through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in Secondary School

陳俊銘 

香港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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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迎接電子學習的新挑戰前，學校同樣面對科技急速發展的問題，不同伺服器

的資源需求加劇，只有透過虛擬化的技術，配合資訊綠化，才能披上向前邁步的裝備，

確立推展的基建。

【關鍵字】	虛擬化；資訊綠化；伺服器

Abstract—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eLearning, School face the problem of rapidly growth in 
technology. Increased on the demanding of server services, only virtualization can solve and 
equipped as the infrastructure on moving forward under Green IT.
Keywords: Virtualization; Green IT;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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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器，並配合微軟Windows	Server	2012的Hyper-V虛擬化技術、Active	Directory目錄資料遷

移、Veeam備份解決方案、一體化桌面，以及微軟專為學校提供的Enrollment	for	Education	

Solutions（EES）授權合約，令工程可部署大量虛擬機，VM授權沒有限制。

	 一次過進行硬件升級、更換操作系統及推行IT虛擬化，過程中難免遇上難題。大部份複

雜步驟均按計劃順利完成，只是在系統容錯移轉（failover）功能在實際操作上有點意

外。面對突發事故，小組立即啟動警報機制，發電郵通知各部門組長進行善後工作。經

多方面共同努力，已妥善解決箇中技術難題，可以順利恢復整個系統，過程中也沒有遺

失任何數據。在此分享到技術支援與系統備份是十分重要，到事故發生時，要有高透明

度的通報機制，減少不必要的誤會與資源浪費。

IV.	成效及展望

‧	在伺服器虛擬化環境下，大量舊式高耗電的伺服器被取代，透過整合多台伺服器，學校

新IT系統能全面減低運作及管理成本、減低行政成本、優化資源分配，並提供伺服器快

照作備份及提升效率之用，有效實踐綠色校園政策。

‧	無論是提升效能、節約成本或是實施桌面虛擬化，基本都需要由伺服器虛擬化開始。現

在學校伺服器硬件少了，佔用空間、耗電及管理工作大幅減少。若按照傳統加置硬件的

方法，只會不斷增加電力、軟硬件及管理成本，始終未能精簡系統架構。相對全面實施

伺服器虛擬化下，增加虛擬機器其實不會增加任何電費，視乎的硬體與效能需求而定，

省電量會隨著虛擬化的伺服器數目持續增加。至於備份功能，現在該校每天進行一個小

型備份，每周進行一個大型備份。備分過程只需數分鐘完成，系統全面恢復亦只需10分

鐘，快捷方便。透過即時虛擬機恢復，能在2分鐘內恢復發生故障的虛擬機，亦可在任何

操作系統上從任何虛擬化應用恢復單個對象等功能，更能有效中央管理所有伺服器。

‧	無論是提升效能、節約成本或是實施桌面虛擬化，基本都需要由伺服器虛擬化開始。現

在學校伺服器硬件少了，佔用空間、耗電及管理工作大幅減少。若按照傳統加置硬件的

方法，只會不斷增加電力、軟硬件及管理成本，始終未能精簡系統架構。相對全面實施

伺服器虛擬化下，增加虛擬機器其實不會增加任何電費，視乎的硬體與效能需求而定，

省電量會隨著虛擬化的伺服器數目持續增加。至於備份功能，現在該校每天進行一個小

型備份，每周進行一個大型備份。備分過程只需數分鐘完成，系統全面恢復亦只需10分

鐘，快捷方便。透過即時虛擬機恢復，能在2分鐘內恢復發生故障的虛擬機，亦可在任何

操作系統上從任何虛擬化應用恢復單個對象等功能，更能有效中央管理所有伺服器。

	 展望下一階段將全校近300台的用戶桌面電腦虛擬化，達到遙距管理、中央儲存及設

計的效益。在虛擬桌面基礎架構中，用戶幾乎可以從任何地方儲取學校資源，為他們提供

了豐富的操作系統體驗，同時確保增強的數據安全和法規遵從。

V.	結語
	 採用伺服器虛擬化解決方案，學校能建設容易管理的IT運作環境，並提供安全而有效

率的資訊平台。虛擬化精簡了伺服器和延長電腦的生命週期，減少碳排放及浪費，打造綠

色校園。而且運用虛擬化技術，可以在伺服器上建立多個虛擬電腦。教師和學生可隨時透

過校內網絡，甚至自己家中的電腦，登入自己的個人虛擬電腦備課或學習，快捷方便。虛

擬化技術不但會是未來的主流技術，同時也扮演著環保科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各種

虛擬化服務其實是雲端服務的第一步，當學校所有的系統都做到無縫整合時，應用系統單

一登入（SSO）的整合，後續雲端服務的整合效益才會持續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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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
粉嶺公立學校將於2011學年開展一個為期三

年的電子學習試驗計劃，期間該校於校內小四

至小六年級的常識科(即自然地理、科學、社

會、健康教育的綜合課程)全面引入個人化的

電子學習模式。學生不再購置教科書。學生於

日常課堂或家中的學習均全面採用電子書教

材。本文旨在分享該校運用資訊科技輔助科學

學習的教學策略為何?以及探討運用探究學習

進行科學領域學習的成效如何?

2.	文獻探討
2.1 探究學習(Inquiry learning)

探究學習是指以教師和學生共同合作的方式，

讓學生從參與活動的過程中進行探究，來引

   運 用 電 子 學 習 於

小 學 常 識 科 進 行 探 究 學 習

         Development of Inquiry 
base Learning Model with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in General Studies

莊護林 

粉嶺公立學校

【摘要】本校於2011年9	月起至今於校內四至六年級全面引入個人化電子書以融入常識

科教學之中。本文旨在分享校內推行電子學習試驗計劃的經驗，並就如何以探究學習為

主軸，輔以個人電子書系統、移動學習科技、電子學習資源及工具，藉以營造有利學生

自主學習的環境。

【關鍵字】	電子書；數位化教室；移動動學習；探究學習；自然科學

Abstract—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has earmarked funding for the launch of the Pilot 
Scheme on E-learning in schools on 2011. The Pilot Scheme will be spreading across 3 school 
years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engaging one key stage of schooling. Fanling Public 
School is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Studies thought the innovative electronic 
teaching kit, mobile learning and electronic schoolbag .
Keywords: E-book, Mobile learning, Digital Classroom, Inquiry Learning, Science

導學生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教學方法。而在

探究的過程中，教學者與學生的角色有很

大的改變，教學者扮演動機引起者的角

色，因此，黃光雄(1996）指出在實施探究

教學時，教學者要成為發問的專家，以發

問代替回答問題，以提示內容，使兒童成

為更好的知識消費者，而且是知識的生產

者。Hinrichsen	&	Jarrett	 (1999）探究的重要

特點是要將手邊的問題連接過去的知識及經

驗，並設計程序來發現答案以答覆問題，透

過蒐集資料來調查現象，及透過邏輯與證明

來建構出意義。黃光雄(1996)在探究式教學

中，教學者主要擔任的角色工作為：

(1)	協助學生找尋答案，而非提供知識；

運用電子學習於小學自然科學進行探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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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探究的動機與方向；

(3)	培養有效的教室氣氛；

(4)	提供表示各種不同觀點的材料；

(5)	協助學生學習接受他人的意見；

(6)	協助學生發展有組織的思考方法，以成為

一個獨立的思考者；

(7)	成為一個有效的發問者，使得學生的思考

由具體的層次發展到抽象的層次	。

2.2 探究學習的程序

2.2.1	投入參與	(Engagement)–聚焦課題及問

題教師的任務在於促使學習過程中「鼓勵多

元的意見」(encouraging	 diverse	 ideas)，引

起學生好奇心、興趣。引發學生對學習的反

應，了解學生對學習內容的了解與想法。而

學生的工作是就有關探討課題或問題，基於

個人的生活經驗或知識框中的有關概念表達

出來。

2.2.2	探索(Explore)	-	計劃及證據	

教師的任務在於鼓勵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向學習者提供協作學習的機會(providing	

collaborative	 opportunities	 )。如學生未能順

利進行，教師必要時須給予更具體的問題重

新引導學生學習。而學生的工作是主導學

習，以自我的能力，探索、思考、解決問

題。Ames(1984)指出參與合作式學習可減低

學生本身因好壞帶來的正面與負面影響,調

合了根據表現的正面或負面的自我觀。就學

習者的學習動機來說，Johnson	 &	 Johnson	

(1985)指比起個人化的學習，大部分學生均

較享受在合作形式小組中學習，有助增強其

學習的內在動機。我們深信在教學的過程

中，透過e-Learning	2.0	的特點將可以達到提

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參與性及學習動機，

促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促進者，甚至成為知識

的建構者，組成校內，又或是跨校、跨區域

性學生的「網上學習社群」，甚至恆常的		

「學習社群」。

2.2.3	解釋(Explain)	

教師的任務在於鼓勵學生自我演說實驗的結

果。要求學生根據事實做驗證與澄清。教師

應以學生生活經驗或已有知識作為基礎解釋

概念。而學生則要將自己實驗所得到的結果

公告，接受同學或老師的提問，進行驗證與澄

清的工作，接受並且修正自我的觀念，從而建

立新的學習定義和概念。

2.2.4	評鑑	(Evaluate)--	分析及報告

教師的任務在於觀察學生如何應用新的概念

和技能，來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問題。

提出開放性的問題來進行嵌入式的評量(doing	

embedded	assessment)以評量學生對有關概念的

掌握程度。學生在進行評量過程中往往須要運

用分析、評價、歸納、創新等高階思維能力的

配合以完成相關的學習評量工作。

2.2.5	延伸(Extend)	--延伸課題及問題

教師的任務在於提供學生使用先前所提出定

義、解釋和新字彙的機會。鼓勵學生應用概念

於新情境中。

2.3.資訊科技輔助學習工具

2.3.1	 電子書學習系統	 –	 eLiSBS	 (	 e-Library,	

e-Schoolbag	 and	 e-Book	 System)，每一個課題

同時具備電子書及電子評量功能，系統的電

子閱讀器能閱覽多種不同的檔案格式(可接受

HTML、PDF、Flash、MS-Office…等)	，更具備

獨有的Augmented	 Reality功能，系統兼備「在

線模式」及「離線模式」的操作功能。

2.3.2	電子學習資源

電子書的編排是以以	 WebQuest	 作為各課程組

織的框架，有利於學生進行探究及自學。學習

資源的對象包括學生及其家長，透過清晰、簡

潔的學習指示，將有助兼顧學生及家長於課堂

以外時段的自學或複習之用。

2.3.3	資訊科技輔助工具

為配合科學學習的特點，以及有利於學生進行

相關的觀察活動及記錄，從而有助學習者在學

習過程中進行分析與歸納。鄭美紅及李啟明

(2002)數據記錄實驗的結果是以預設的探測器

量度出來，學生可輕易從實驗的各項干擾中找

出真正的結果，而他們所作的觀察亦能更集中

在探測器所收集的數據。為了讓學習者更容易

主導學習的過程，並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簡

易靈活操控的數據提存器將扮演一關鍵的角

色。

2.3.4模擬實驗軟件	-	BBC	Science	Simulations

模擬實驗軟件能有助學習者易於掌握學習過程

的技巧及程序。它能讓學習者於探究過程中觀

察數據，暸解當前的相互關係。即使過程有所

失錯，亦能讓學習者即時再次進行實驗。而部

份實驗可能基於操作過程的可行性、風險性或

可實踐性的問題，以致未能在真際的環境進

行。而模擬實驗軟件填補上述的限制，有利學

習者進行探索相關的問題或課題。

2.3.5	網上協作工具

為便於學習者進行非課堂時段上的協作活動，

校內教師分別引入簡易的網上工具以配合學習

上的需要。如運用	 Google	 site	 作為簡便的小

組協作平台，以	Google	Earth	作為實地考察或

主題研習的展示平台。

3.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Elliott（1991）的行動研究模

式：規劃、行動（教學）、觀察、反省及修正

之五個循環程序來進行研究行動研究。

規劃：研究者先收集相關的教材資料後，根據

「5E探究教學模式」為主軸，針對教材內容設

計教學活動，以供教學使用。	

行動（教學）：實施教學活動，教師先以引導

式的方式，幫助學生發現問題，讓學生自己配

合5E探究式教學，進行學習。	

觀察：在活動的進行過程中，教師隨時觀察紀

錄小組組員之間及師生之間的互動情形，佐以

錄影記錄，收集教學時學生學習的情況及溝通

的過程，及收集學生的課業，作觀察及分析。	

反省：在每次實施一個單元之後，從教學過程

中的觀察教師及教學反思，進行反思檢討以修

改教案以及探究教學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對學生學習成效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以及研究

者本身的專業成長的影響為何？	

修正：從觀察和反省所得的結果中，重新規劃

後再擬定下一階段的教案，不斷地重複規劃、

行動、觀察、反省再修正的循環過程。

5.運用資訊科技輔助的探究學習設計
	 教學團隊針對「生物環境」、「力與運

動」、「世界環境問題」單元以「5E探究教學

模式」為主軸，並以資訊為輔助，設計有關教

學活動。資訊科技學習資源的部分包括課程

中的電子書、媒體、動畫、模擬實驗軟件、

簡報、網路資源搜尋、網上協作工具乃及數

據提存器，透過小組合作方式來進行教學。

5.1生物與環境

本單元學習目標為學生能探討影響植物生長

的條件、生態圈的組成、影響生態圈的因素

及不同地域的植物生長姣況及動植物的繁

殖。第一至二堂課，教師根據5E	探究教學模

式流程:

首先教師發問：「有利盆栽植物生長的條

件？」，讓學生自由發表，並以腦圖表示。

此舉在引導學生參與課程以及練習公開發表

的能力。

接著請各小組進行實驗前的預測「植物生長

的條件」，然後以2人一組運用BBC	 Science	

Simulations	 2	模擬實驗軟件進行實驗，並記

錄不同變項對植物生長的相關數據，進而歸

納及總結。

而第六至第八堂教學內容是有關不同地域的

植物生長，教師透過Google	 earth瀏覽相關的

地標及其相關內容、網頁、相片、影片以了

解各地的植物生長。而延伸活動則是以小組

模式以google	earth	設計環球生態遊，完成後

上載到以google	site	製作的網頁。

第三至第五堂教學內容是有關影響生態圈的

因素，教師透過提問:「組成生態圈的條件？

當一個生物的品種滅絕後，牠可否重新?」

讓學生自由發表，並以腦圖表示。此舉在引

導學生參與課程以及練習公開發表的能力。

接著請各小組進行實驗前的預測「生態圈的

運仍作」，然後以2人一組運用BBC	 Science	

Simulations	 2	模擬實驗軟件進行實驗，並記

錄不同變項對植物生長的相關數據，進而歸

納及總結。

5.2「力與運動」

本單元學習目標是「了解摩擦力的意義、影

響摩擦力的因素及摩擦力對日常生活的影

響、還有能知道減少摩擦力的方法」。教師

根據5E探究教學模式流程:第一、二堂課，先

夫提問：「日常生活，我們會在緊鎖的螺絲

組件噴上潤滑劑？這些潤滑劑可發揮什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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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讓學生自由發表，向全體同學說明該

小組的意見。

接著請各小組進行實驗前的預測「不同物

料的摩擦力」，然後以6人一組運用BBC	

Science	 Simulations	 2	 模擬實驗軟件進行實

驗，並記錄不同變項對摩擦力影響的相關數

據，進而歸納及總結。

第三、四堂學生運用實驗中的發現作為設計

防滑裝置的基礎，並以繪圖及文字詳說設計

的特點，然後向全型同學匯報。

5.3「世界環境問題」

本單元學習目標為學生能探討工業發展與全

球污染的問題、溫室效應、全球暖化、酸雨

的影響。教師根據5E	探究教學模式設計的課

流程：

第一至二堂課，學生透過電子書的影片、動

畫、網上資料來探討溫室效應及與工業發展

的關係、極端氣候的成因。

第三至四堂，教師提問學生:「酸雨的原因及影

響」，讓學生自由發表，並以腦圖向全體同學

說明該小組的意見。接著學生瀏覽相關網頁，

並完成有關工作紙。然後教師在介紹酸鹼度

後，讓學生估計物品的酸鹼度，然後讓學生運

用數據提存器進行測試及記錄數據。

而延伸活動有三：1搜集區內受酸雨侵蝕的

建築物，然後以Google	 earth展示搜集資料;2.

學生以分組形式，透過數據提存器量度所收

集雨水的酸鹼度;3.運用酸鹼度酸低的飲品或

物質澆灌盆栽，並觀察其植物生長及作數據

記錄。

6.	結果與討論		

6.1 學生的學習成就

每次教學前與後對研究班級學生施以學習成

就測驗。「生物與環境」、「力與運動」

6.2 學生對運用電子學習模式的態度與感受

學生喜歡教師使用電子學習模式上課，大部分

的學生回答：因為上課內容中有影片、動畫、

模擬實驗，比較傳統書本輕鬆、知識更豐富，

他們能夠透過電子書及電子學習資源瞭解上課

內容。	

6.3 課堂互動性

從課堂觀察，又或是學生的訪談內容顯示，學

生在課堂學習過程中與組員的互動性，又或是

師生間的互動性也因著5E探究教學策略上的學

習特點，個人或小組任務上的需要而有顯著提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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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世界環境問題」自編成就測驗卷，結果

顯示「「生物與環境」單元的前測平均分數

是37.24，後測的平均分數是42.21；「力與運

動」單元的前測平均分數是27.82，後測的平

均分數是44.03；「世界環境問題」單元的前

測平均分數是32.68，後測的平均分數是40.89

。此一研究結果呈現，無論是「生物與環境」

單元、「力與運動」單元，或是「世界環境問

題」單元，學生在認知學習成就方面是有顯著

提升的(見下表)。

教學單元一

生物與環境

	 	 前測	 	 	 後測

	 Mean	 	 SD	 	 Mean	 	 SD

	 37.24	 	 8.56	 	 42.21	 	 7.78

教學單元二

力與運動

	 	 前測	 	 	 後測

	 Mean	 	 SD	 	 Mean	 	 SD

	 27.82	 	 10.32	 	 44.03	 	 8.66

教學單元三

世界環境問題

	 	 前測	 	 	 後測

	 Mean	 	 SD	 	 Mean	 	 SD

	 32.68	 	 7.71	 	 40.89	 	 4.04

 日期  活動

2013 年 9 月 28 日	 BYOD 方案分享會

2013 年 10 月 12 日	 理光深圳廠房考察之旅

2013 年 11 月 1 日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研討會

2013 年 11 月 2 日	 Information	Session	for	CAP2014

2013 年 11 月 8 日	 ITCA 教師培訓工作坊

2013 年 11 月 9 日	 HKOI	2014	Heat

2013 年 11 月 23 日	 「iOS	7 流動應用程式開發」工作坊

2013 年 11 月 30 日	 卡通動畫及遊戲製作學生工作坊

2013 年 12 月 4 日	 EGM	2014

2013 年 12 月 7 日	 App	Inventor 教師工作坊

2013 年 12 月 7 日	 HKOI	2014	Final

2014 年 1 月 4 日	 ICT	Mock	Exam	2014

2014 年 1 月 8 日至 9 日	 電腦科課程修訂研討會

2014 年 1 月 10 日	 HKOI	2014	Prize	Giving	Ceremony

2014 年 1 月 11 日	 「香港科學園	-	科學探索行」參觀活動

2014 年 1 月 13 日	 電腦科課程修訂研討會

2014 年 1 月 24 日	 CAP	2014	-	App	Inventor 教學套件簡介會

2014 年 1 月 25 日	 CAP	2014	-	App	Inventor 教學套件簡介會

2014 年 1 月 25 日	 FWL	2014	Heat

2014 年 1 月 28 日	 			「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展示及簡介會

2014 年 2 月 22 日	 				CAP	2014	-	App	Inventor 教學套件學生簡介會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活動總結
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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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活動

2014 年 3 月 8 日	 FWL	2014	Final	&	Ceremony

2014 年 3 月 14 日	 「3D	打印及立體掃瞄」試範及工作坊

2014 年 3 月 15 日	 ITCA-YITAA 中文打字比賽 2013/14

2014 年 3 月 22 日	 ITCA	金章評審	+	YITAA 金章評審

2014 年 3 月 29 日	 ITCA	金章評審	+	白金章面試

2014 年 4 月 1 日	 數碼港參觀活動

2014 年 4 月 12 日	 IT 感師日	暨	資訊科技教學展示會

2014 年 4 月 26 日	 「香港科學園	-	科學探索行」參觀活動

2014 年 5 月 17 日	 3D	卡通動畫製作及 3D 打印學生工作坊

2014 年 5 月 17 日	 CAP	Day

2014 年 5 月 24 日	 ITCA 金章頒獎禮

2014 年 5 月 31 日	 網上校管系統升級工作研討會暨虛擬化技術應用展覽會

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30 日	 GCCCE2014

2014 年 6 月 21 日	 AGM	2014

2014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	 『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學生領袖訓練營

2014 年 7 月 6 日	 「資訊與通訊科技科」公開考試研討會

2014 年 7 月 16 日	 教師暑假編程加油站	2014	講座

2014 年 7 月 17 日	 「中信國際電訊」數據中心教師參觀活動

2014 年 7 月 20 日	 HKACE	Summer	Retreat

2014 年 7 月 13 日至 20 日	 IOI2014

2014 年 7 月 25 日至 31 日	 NOI2014

2014 年 8 月 11 日至 22 日	 教師暑假編程加油站	2014	工作坊

2014 年 8 月 28 日	 佘孟郭弼榮休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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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此多謝許多位熱衷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的友好賢達在百忙中亦為本刊提供稿

件，使今期的年刊內容變得充實及豐富。我們謹代表電腦教育學會仝人向諸君友好致

以衷心謝意！今期年刊多篇文稿來自 GCCCE	2014	的教育論文，相信可使未能出席

GCCCE2014 的同工們能大有收穫。

	 今期內容會有黃錦輝教授在「創出新意．創意商數」文章中帶出我們可以運用創

意商數 (Creativity	Quotient)	為創作思維能力作出客觀評估。馮新偉博士的「比較中小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學習科學的異同」研究中發現小學生在學習態度和使用平板電腦的

熟悉程度都比中學生為高。在小學方面又如何利用電子學習呢？莊護林老師在其研究

文章「運用電子學習於小學常識科進行探究學習」中就以探究學習為主軸，輔以個人

電子書系統及移動學習科技等工具，藉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不少學校都會遇到一個問題：「應該從哪個科目開始電

子學習？」梅志文老師在其研究文章「A	Case	Study	on	 Implementing	e-learning	 in	a	

Secondary	School」就指出是沒有絕對答案的。畢竟電子學習只是一種學習工具，成效

好與壞在於同學對這種學習模式的接受程度。

	 黃佩珮老師就利用「移動學習作為科學探究工具」，嘗試在初中科學科使用平板

電腦及其應用程式作為科學探究的工具，去量度植物生長情況，希望通過這次試點計

劃，日後會開拓更多應用程式以便利教學。

	 是否理科科目易於推行電子學習嗎？吳森森主任及司徒華生副主任在其研究文章

「運用平板電腦於通識教育科課堂教學成功案例」就舉出即如近似文科的通識科亦能

配合到。文章中更指出「將平板電腦引入課堂並非單純地增加了一個新教具，而是涉

及教師課堂教學模式改革等系統工程。」

	 奇妙的在同一時空下，於陸兆平博士及伍學齡兩位學會顧問的研究文章「English	

Learning	on	an	e-learning	Platform」中就嘗試在兩所學校運用電子學習平台於英文學習

上，研究發現在現今號稱數碼世代的今日學生，雖然資訊科技帶來劃時代的學習工具

大大擴闊學生之眼界，但他們的學習成就仍是須要有與時並進的領航導師及課程規劃，

這與吳森森主任等說法不謀而合。

	 無論如何推行電子學習，每每面對不同的操作系統及硬件提升的需求，往往令推

展過程中增加不少成本。在陳俊銘老師的研究文章「運用虛擬化技術在優化學校資源

的實況案例」就嘗試利用虛擬化技術為學校減省不少資源，從而增加成本效益。同時

間，虛擬化精簡了伺服器和延長電腦的生命週期，減少碳排放及浪費，更能打造綠色

校園。這可能是資訊科技教育的下一個新議題。

	 今期年刊內容質量兼備，筆者再一次對提供文稿的友好們表示最深切的感謝，期

望來年繼續得到大家支持，踴躍投稿，促進交流，共同為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而努力！

	 電腦教育學會自 1981 年成立至今已三十四年，邁向來年三十五周年了，學會由

八十年代踏過年禧年代，從當初一群 IT 發燒友一齊義務推動電腦教育發展，轉眼

間已經歷幾代，到現在依然能夠積極發展，殊不容易！更高興今年見到學會增

加了許多位有份量及高能力的增補理事，首次見到理事會會議不夠凳仔坐

的情況，長江後浪接前浪，學會舉辦之活動已邁向跨地域及跨界別，

學會的持續發展定必代代相承，讓這個由一班無私的資訊科技教育

工作者共創的交流平台，能夠繼往開來，願我們下一代可以承接

優質的資訊科技教育，為未來社會創造大同。

	 最後，本年刊雖經再三校對，難免掛一漏萬，如仍有錯漏之

處，望各位專家指導及供稿的前輩多多包涵和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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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地址：

香港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教育服務中心
西座 106 室
香港教師中心轉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Corresponding address: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Education
c/o Hong Kong Teachers’ Centre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Rm W106,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Hong Kong

Tel	電話：(852)	2406	6683

Fax	傳真：(852)	8200	1738

Email	電郵：ask@hkace.org.hk

Home	Page	網址：http://www.hkace.org.hk

 The Editorial Board wishes to express our warmest 
thanks to all the contributors for their articles in this Year Book; 
making it a very interesting and informative issue,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However, the views which are expressed in articles in 
this Year Book are the author’s own view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any official views of the Association.

March 2015

Chief	Editors:	YU	Chi	Wing,	NG	Yat	Ming,	LI	Chiu	Fai	

主編：余子榮、伍日明、李朝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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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委員名單

委員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羅家華

	 慕光英文書院	 梁家雄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張宗健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金偉明

	 裘錦秋中學 ( 元朗 )	 陳肇強

2013/2014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委員名單

委員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郭鴻儀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馮新偉

	 國民學校	 崔應潮

	 聖保羅書院小學	 李邦珽

	 坪石天主教小學	 周成海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陳育鳴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吳敏機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陳健良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楊振彪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盧廣軒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余澤濤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黎漢華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王保文



2013/2014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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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學習如此多紛

委員名單

顧問老師	 馬凱雄	 香港培正中學

	 歐陽厚從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張宗建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余子榮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委員	 沈亦軒	 	

	 黃敏恆	 	

	 蘇栢揚	 	

	 韓文軒	 	

	 黃家聰	 	

	 黃敏諾	 	

	 歐陽駿	

	 陳栢熙	

	 吳彥琪	

	 李俊言	

	 梁安然	

	 梁敏灝

顧問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謝陸兆平博士

主席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金偉明先生

成員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王沂妮女士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何榮根先生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鄭志鴻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馮新偉博士

	 佛教何南金中學	 李蓉菲女士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郭鴻儀先生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陳俊銘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香港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教育服務中心
西座 106 室  香港教師中心轉
Tel 電話：(852) 2406-6683     
Fax 傳真：(852) 8200-1738
Email 電郵：ask@hkac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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