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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 

馮耀章先生為浸信會天虹小學校長。曾任職私立小學

22年，有豐富編寫校本課程經驗。過去10年曾於多個

歐美及亞洲等先進國家進行教育交流及考察，學習如

何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創意教育， STEM教育及

eLearning 等等，並將學到的知識、理念和技巧於學

校內實踐。馮校長過去幾年在學校推動「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自携裝置）計劃，運用不

同的學習平台及APPS推動電子學習，為裝備學生面對

未來世界而努力。 



● 認識香港學校電子學習的現況及發展路向 
● 認識電子學習如何促進學生學習、評估及回

饋老師教學 
● 家長對電子學習的迷思 
● 家長如何配合學校，讓學生恰當及有效進行

電子學習 

家校合作共建學習新世代 



https://youtu.be/Cm0zTOzuN_8?t=13 

零距離科學  
未來學校：世界的改革 
 
0:13 – 2:44 

https://youtu.be/Cm0zTOzuN_8?t=13
https://youtu.be/Cm0zTOzuN_8?t=13


WHY？ 
為甚麼我們還要推動電子學習呢？ 



Previous generat ions had to “find” a 
job. Today our kids will have to “invent” 
a job. 
Every child needs to be “innovation 
ready” – knowing how to add value to 
whatever they do. 

 
Thomas L. Friedman 



備戰未來 - 工種將由科技主導 

踏入2019年，最新嘅「未來職業」列表

亦都出爐啦！美國一間大型IT公司預測，

隨住AI人工智能、自動化、電腦演算法

等科技嘅普及，未來嘅工種主要都係圍

繞有關範疇，仲估計會有21種新工作出

現！當中包括打擊網絡攻擊、審核演算

法偏差、智能家居設計、甚至飛行車設

計等等，內容都離唔開coding、運算思

維及科技知識！及早為未來做好準備，

即刻開始培養小朋友嘅運算思維，打好

基礎啦！ 
想知道晒21種新工作，可以上呢度睇：

https:/ /cogniz.at/2FlX7qw MORE JOBS OF THE FUTURE 
A GUIDE TO GETTING AND STAYING 
EMPLOYED 
THROUGH 2029 



究竟繼續沿用現在的教育模式
是否可以裝備我們的學生去 
面對2030年的世界呢？ 



2030年的社會工作需要甚麼能力呢? 



 Six Global Competencies for a Learner 

Source: Micheal Fullan - Deep Learning 

有良好品格 
 

公民權責 
 

與人協作能力 
 

創意思維 
 

批判性思維 
 
 

與人有良好溝通能力 



香港電子學習的現況... 

●電子書/電子筆記 

●學習及自學工具 

●學習及評估平台 

●展示創意及學習成果工具 



電子書/ 電子筆記 



模 
擬 
學 
習 
工 
具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Xiv6rFEkLE


擴增 
實境 
技術 
(AR) 
(模擬 
實驗 
及 

互動 
活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4g5R4onf9E


學習及自學工具 



Brain Pop 

http://drive.google.com/file/d/1WVAIYKjjKzdxLxyXWjRusz7cS6nFWkSL/view


學習平台及評估工具 



Kahoot 



SeeSaw 



SeeSaw 



展示創意及學習成果工具 



http://drive.google.com/file/d/16Hq_004EsTMD9p05VZzRcz4op9g6ggP7/view


  



老師要有效推行電
子學習，必須要有
三方面的能力： 

 
● 教學內容的知識 
● 教學法知識 
● 科技知識 
 

Koehler, M.J., & Mishra, P. (2008). Introducing TPCK. AACTE Committee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Ed.) 



電子學習如何促進學生學習？ 

●增強學生學習動機 
● 更有系統整理學生學習材料 
● 可作出適時回饋 
● 有助推動學生合作學習 
● 有效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及風格 
● 大數據的收集及使用可提升學習效果：

回饋、個人化、可能性預測 



浸信會天虹小學如何運用數據 



浸信會天虹小學如何運用數據 
 



浸信會天虹小學如何運用數據 
 



大數據為學習帶來三大改變 

1. 我們能夠蒐集到過去無法蒐集、或成

本過高的資料； 
2. 我們能夠將學習個人化，針對自己、

而不是群體的需求，來做調整； 
3. 我們能夠用可能性的預測，調整出最

好的學習內容、學習時機和學習方法。 



家長的角色 - 促進者 
 
● 了解子女學校對電子學習的發展、現況及

政策； 
● 應視平板電腦為學生的個人學習工具； 
● 時刻提醒孩子自行妥善保管及小心使用； 
● 購買合適的工具及保護裝置(保護套、耳

筒、防藍光保護貼等)； 



家長的角色 - 促進者 

• 提醒孩子在光線充足的環境、適當距離及
以正確的姿勢使用平板電腦，避免影響視
力及頸肩。 

• 與學生訂定清楚界線，在家中指定地方
(如客廳)及時間才可使用平板電腦學習。 

• 有需要時，使用家長管理系統(MDM)去
協助家長管理學生的平板電腦。 





我們對學生使用平板電腦的信念 

●信任 

●界線 

●自律 

●他律(合理後果) 



我對電子學習的經驗反思 
●電子學習是一種教學工具，不是唯一的工具；

所以不能全部取代過往的教學方法； 

●我仍然堅持學生(特別是低年級)多用手操作對

學習有更好的成效； 

●沒有一種工具及教學方法能不斷重覆地使用而

效果一樣；所以老師的創意及專業十分重要； 

●所以，我認為電子學習的成功關鍵是成年人； 



捉魚的啟示... 



下一個科技浪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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