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背景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學校背景 

本校提倡推行參與式學習，「學與教」方案是以學生為中心，
並通過反思評鑑而作持續發展。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於1985年開辦 

2001年獲傑出學校獎 

2003年成為教育署校園電視台先導學校 

2004年獲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2005年至2007年成為專業發展學校  

2000年至今成為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2011年獲資訊科技教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2011年參與為期三年的「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2015年至2017年成為專業發展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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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部電腦到校 
編寫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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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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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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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小學數學
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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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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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電子
白板 互動

教件 



2007 2011 

電子學習 

跨地
交流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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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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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4 

電子書 

研發 
校本 

電子課件 

        
   P.4至P.6 

  BYOD 

BYOD 



落實自攜裝置方案     
建立雲端學習社羣 



老師可於此版面使用各種遙距控制的功能，及看到各學生
iPad的電量 



網上教材套 

質素與合成數(2001)、統計圖像(2002)、立體圖
形(幾何畫板)(2001)、中英文輸入樂趣多(2002-
2003)、周界(2005)、面積體積圓周(2006-2008)、
中文輸入法強化課程(2008-2010)、對稱(2009) 

2010 香港教育城「數碼教學資源獎勵計劃」─「小
老闆日記」 

電子教材套 

方向(2011-2013)、計算工具(2012)、密舖(2012)、
面積(2012)、點描畫(2013)、找量詞(2013)、有趣
的圓形(2013)、立體圖形(2013)、故事創作(2013) 

校本電子應用程式 

 

 

 





平板電腦的應用程式 



使用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電子學習平台 -- 教師課件設計 

1. 教學單元 /單元活動 

2. 學習活動 



使用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電子學習平台 -- 教師課件設計 



使用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互動課堂系統 



平板電腦的應用程式 
電子學習平台 與 應用程式之結合 

Explain everything 



平板電腦的應用程式 
電子學習平台 與 應用程式之結合 

iClass 



校本自行設計套材 



校本自行設計套材 



校本自行設計套材 



校本自行設計套材 







提升學校專業領導及力量 
建立實踐社群 

 



與夥伴公司合作設計套材 



與商業機構合作 
 與軟件公司共同研發不同的教學活動程式 

    在課堂中加入搶答遊戲元素，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 

 與科技公司聯手製作出遊蹤程式 

    學界除了可在校內進行遊蹤，更可在校外進行     

    遊蹤活動     
 





引入創新教學元素，
建立協作夥伴聯網 



 

3D打印校本課程 







電子學習的 
家長教育規劃 



數位原住民 數位移民 



數位原住民 Digital natives 
從小就生長在有各式數位產品環境
的世代； 
以資訊科技為「母語」 ； 
熟悉電腦、電子遊戲和網絡用語 

 
 

(Prensky, Marc.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2001)) 



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 
長大後才接觸數位產品並有一定程
度上無法流暢使用的族群 
 
 
 

(Prensky, Marc.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2001)) 

 



 



 



 



 

(Diana Baumrind) 



新資訊科技教育策略藍圖 



資訊科
技基礎
建設 

電子學習
資源 

雲端學
習社羣 

雲端
平台 

電子領導
能力 自攜裝置 

(BYOD plus) 
優化方案 



體驗篇 

技巧
篇 

電子學習的家長教育規劃 



認知篇 第一階段 
目標 形式 對象 時期 

小一家長會講座— 
學校資訊科技發展 

家長講座 一年級家長 九月 

小二至小四家長會講座— 
學校資訊科技發展(MBot and 
Coding) 

家長講座 二至四年級家長 九月 

小五至小六家長會講座— 
學校資訊科技發展 (STEM and 
Flipped classroom) 

家長講座 二至四年級家長 九月 

小三家長會講座— 
學校資訊科技發展(電子學習理念) 
 

家長講座 
 

三年級家長 
 

三月 
 



技巧篇 第三階段 
目標 形式 對象 時期 

平板電腦的使用工作坊—技巧篇 I  家長工作坊 四年級家長 六月 

平板電腦的使用工作坊—技巧篇 I I 家長工作坊 四年級家長 九月 

平板電腦的使用工作坊 家長工作坊 全校家長 三月 

電子行政校園工作坊—應用學校行政
軟件 

家長工作坊 五年級家長 十二月 

電子行政校園工作坊—應用學校行政
軟件 

家長工作坊 一年級家長 八月 











管教篇 第四階段 
目標 形式 對象 時期 

小四講座—學校自攜裝置政策 家長講座 四年級家長 六月 

管教工作坊—輔導主任 家長講座 四至五年級家長 五月 

家長電腦工作坊—資訊素養篇 I 家長工作坊 四年級家長 五月 

家長電腦工作坊—資訊素養篇 II 家長工作坊 四年級家長 五月 

家長電腦工作坊—資訊素養篇 III 家長工作坊 四年級家長 六月 







電子學習資源庫錦囊 





電子學習資源庫錦囊 



電子學習資源庫錦囊 



電子學習資源庫錦囊 



電子學習資源庫錦囊 

• 提醒子女轉換姿勢、眨眼及進行肌肉鬆弛運動 
 

鼓勵子女多做伸展運動 

清潔電子裝
置的屏幕 





電子學習資源庫錦囊 







電子學習資源庫錦囊 

以身作則 

• 家長的態度與行爲 

• 注意自身的網絡使用
習慣 

• 與子女一起遵守網絡
使用規則 

 



學校、家長、
子女 

三方協議 















聯絡我們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郭倩玲 主任 

郭靜妍 主任 

 

學校電話： 2646 9181 

學校網址： www.plkcjy.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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