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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管理平台（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介紹

2. 瞭解電子學習的優勢及明白如何協助子女進行

電子學習

3. 網絡安全的知識，提供保障子女在進行電子學習時身心

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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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不停學  疫情下的學與教

學生的學習進展如何？
學校可以通過甚麼措施
支援學生的學習？

學校如何讓學生獲得五
育均衡發展機會？

學校、家長怎樣安排合
適的學習歷程，從而保
持學生的學習動力？

疫情後，學校、老師、家
長反思未來學習的發
展？

學校支援學生不同階段
在家持續學習？



自主學習能力的主要元素

自主學習的元素 描述

設定目標 ● 學生辨析個人學習目標及學習活動

自我規劃 ● 學生仔細地制訂和計劃與學習相關的決定和安排，例如計劃、製作學習時間

表等

自我監控 ● 學生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

● 學生監管一系列的學習策略

●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調整自己的學習路徑

自我評價 ● 學生關注評估準則

● 學生能按評估準則小心地評估課業

自我修訂 ● 學生根據教師或同儕在不同階段的回饋改進他們的課業

● 學生能反思他們的學習並能應用他們所學的在新的環境

資料來源︰賽馬會STEM自主學習計劃



自主學習能力的主要元素

資料來源︰賽馬會STEM自主學習計劃



自主學習模式

● 自主學習︰以資訊科技增潤學習

●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當突破傳統教學模式，通過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

引導學生在課堂上提問、設計合理的教育內容等來提高教學的實效性，讓學生

能夠提高自主學習能力。

● 教師還要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探索並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的綜合素養都得

到明顯的提升。

● 學甚麼、為甚麼要學、怎樣學、為學生鷹架橋樑，連接新舊知識

● 操作、觀察、思考、討論、內化

● 「檢視、評鑑、反思」自主學習與預期目標及學習效果的關效

● 優質學校改進系列 - 自主學習系列之一（趙志成教授）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article_pdf/20150100a.pdf


學習管理平台（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甚麼是LMS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 一個學習管理系統（LMS）是用於計劃，執行和評估具體學習過程的在線系統或 軟

件。簡而言之，這是在線學習程序中使用的軟件，可幫助管理，文檔編制和記錄。

• 學習管理系統用於維護互聯網上的在線協作。

• 管理學習者的學習過程，持續追蹤他們在各種訓練學習活動中的學習進度與表現，

學習管理系統管理並分配諸如註冊登錄、課堂與教學者時間、學習素材、教學資源以

及線上學習傳遞等各項學習資源。

• 與學習內容管理系統（Learning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簡稱LCMS）不同

• 有些人使用它們來提供課程，為學生提供在線學習和混合學習(Online Learning / 
Blended Learning / Hybrid Learning)機會。 



LMS有甚麼常見功能？
•管理用戶、課程、角色並生成報告

•製作課程日曆

•消息和通知

•可以處理前/後測試的評估

•認證並顯示員工的分數和成績單

•中央課程管理

•行政

•能力管理

•個人化學習功能

•教師協作工具

•收集回饋

•雲瑞存儲

•家長監控

•支援流動應用程式



LMS 有甚麼常見功能？

老師 學生

● 教學內容上載
● 網上測驗/題目庫
● 監控學生的學習進度
● 批改課業及管理
● 網上協作與討論，如︰討論區

（Forum）、網誌（Blog）…

● 課程大綱
● 行事曆
● 師生/生生之間的互動
● 評估回饋、下載教材
● 呈交課業
● 網上協作與討論，如︰討論區

（Forum）、網誌（Blog）…







簡單介紹 4 個常用的學習管理系統（LMS）
[VLE/Edmodo/Google Classroom/Microsoft Teams]



VLE 概覽

•隨著電子學習日漸普遍，虛
擬學習環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簡
稱VLE）就如同數碼世界的
課室及學校，讓師生方便地
延伸學習體驗，不必再花大
量時間於眾多而零散的電子
學習平台之間往返。VLE靈
活多變，適合教師設計日常
各項學、教、評活動。同時
，VLE也能幫助學校管理龐
大的教學資源及數據，使學
與教能夠有系統地與時並
進。



VLE 概覽–香港教育城VLE計劃 



VLE 概覽 

https://hkedcity.instructure.com/courses/9055


VLE 概覽 



Edmodo

Teacher/Student Parent

https://new.edmodo.com/
https://new.edmodo.com/


Edmodo 概覽



Main page

https://new.edmodo.com/joincg/vyc66u
https://new.edmodo.com/joincg/vyc66u


Class page



Assignment



Integrated with online Office



Auto filename with turn in 



Turn in assignment



Quiz



Calendar for display event / homework (new)



Communication (student and parent)



Edmodo Parent

Only display teacher assignment / quiz in  class



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 概覽



Google Classroom 優勢



Teams



Team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mA-fcAHxR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mA-fcAHxR0












https://nearpod.com/
https://quizizz.com/
https://quizlet.com/
https://www.quizalize.com/
https://www.geogebra.org/
https://auth.flipgrid.com/educator
https://app.seesaw.me/#/login
https://classkick.com/
https://padlet.com/
https://canvas.instructure.com/
https://new.edmodo.com/
https://www.peardeck.com/
https://goformative.com/
https://www.classdojo.com/
https://videolicious.com/
https://edpuzzle.com/
https://explaineverything.com/
https://www.rainbowone.hk/
https://star.hkedcity.net/
https://webwork.maa.org/
https://www.mathwhiteboard.com/
https://www.desmos.com/
https://www.mentimeter.com/
https://mathigon.org/


Nearpod

Source: www.nearpod.com

http://www.nearpod.com/


Nearpod
Gamified activities

Poll
Quiz
Draw-it
Slide
Video
Flipgrid
Matching pairs
Fill in the blanks
Open-Ended Question



Padlet



Padlet



Padlet  （例子分享）

 例子︰體積活動

https://padlet.com/tinyihilda1/pqwmbesz8818


學校、老師對學生網上學習的期望



• 每天實時網上課堂和面授課節時間和節數是相同的，所以可如

常參閱班上的時間表；

• 已經進食早餐，避免於課堂期間在鏡頭前進食；

• 學生必須穿著校服或運動服上課，並需預備當日每節課堂的課

本、筆記簿及文具等；

• 建議每節課堂開始前5分鐘，學生已經順利登入學校的學習管

理平台並進行相關設定，同時須用校方提供的登入名稱和密碼

進入平台，及進行實時課堂及瀏覽相關教材；

• 每節課堂老師均會進行實時點名，記錄學生出席情況及課堂表

現；

「學校要求」(例子)



• 學生必須按每教節老師指示，認真及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並完
成當天功課及在平台上呈交功課；

• 學生須準時參與實時課堂，如缺席、遲到或早退，建議與班主任
或校務處聯絡；

• 老師會記錄學生參與網上課堂的情況及課業表現，或會與家長
聯絡商討學生的學習進度；

• 為保障授課老師及參與課堂學生的私隱，嚴禁任何人士私自錄
影及/或錄影後在任何網絡平台發放及流傳，違者須自行負上相
關法律責任和後果；

• 家長須在開學前為子女預備進行網上學習的相關智能設備，例
如︰桌上電腦、手提電腦、平板電腦等，並必須在智能裝置設備
上完成充電。

續︰「學校要求」(例子)



網絡安全的知識，如何保障子女在進行電子學習時身心健康發展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
253473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
=253423



● 不良的網上資訊 - 帶有暴力、色情，或充斥粗言穢語及不良行為的內容

● 過度分享個人資料 - 在網上分享的資料可被永久保留，個人私隱或會被廣大的群

眾分享瀏覽，招致不必要的損失

● 學童成為陌生人的目標風險 - 對網上的陌生人缺乏警覺性，向對方透露過多個人

或家人的資料，部分甚至暴露身體，日後可能會被人利用為攻擊或要脅自己的工

具

● 構成網上欺凌的潛在風險 - 透過網上發放侮辱性的訊息或作人身針對式的攻擊，

令對方感到尷尬或受威脅，已經是網上欺凌行為。轉寄欺凌者所發放的信息，亦

會間接助長了欺凌行為的風氣。

● 沉迷上網 - 缺乏自制力，花費過多時間和注意力在上網和視像/網絡遊戲上，影響

學業和日常生活，以及日後難於與人面對面的溝通，造成人格障礙。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HZEQQvE8xg&t=332


「數碼足印」是甚麼？

● 「數碼足印」是指個人在互聯網或相關電子裝置等所有過往活動的記
錄（例如是上網的行為、搜尋紀錄、作出的評論、共享的圖像、所編制
的內容和與別人透過網絡進行互動活動等的總紀錄）。

● 學童需要知道在互聯網世界裡，他們仍然是要負上個人責任。因此，
在使用網上學習平台上活動時，他們也需要謹言慎行。

● 在網上的活動，有機會在網上永久保留及被廣泛流傳，其他人可隨時
隨地搜尋我們的資料。



處理「網絡安全」問題

● 切勿在網絡和社交群組上，透露任何與個人身分或私隱有關的敏感資
料 (例如是姓名、電話、地址、身分證號碼、所讀學校和個人相片等)，
以免被人利用。

● 避免使用公用電腦或無線網絡(Wi-Fi)登入有個人資料及密碼的網站，
以免留下記錄遭別人利用。若使用公用電腦登入網站，請關閉瀏覽器
的自動記錄功能。離開前一定要按正確程序登出，以免帳戶會被別人
使用。

● 安裝和定時更新適合的防毒軟件和防火牆等工具，去過濾不良的資訊
和電腦病毒，以免受到惡意攻擊。

● 若子女宣稱需要在網絡上購物，務必先徵求家長們的同意後由家長代
為購買。 



 給家長的指引

問：若子女需要使用視像會議軟件和網上學習平台，尤其是子女會獨自進行網上學
習，家長可以採用哪些防範措拖以免個人資料被誤用或盗用呢？

 
答：家長可考慮啟用互聯網家長設定的使用控制，以管理子女在互聯網使用的情況
，並阻擋不適當的內容。此外，家長應事前多與子女溝通他們的使用情況，並教導
他們多加注意，例如：

• 遇到有可疑的網站或電子郵件時，切勿按下網站連結及下載文件或應用程式
，並即時向校方查證真偽；

• 發送或上載信息到軟件和平台前，應仔細檢查內容和收件人；
• 不需要使用這些網上學習工具時，謹記關閉鏡頭和麥克風的功能；
• 以及在盡可能的情況下關閉在線追踪功能。

資料來源︰https://www.pcpd.org.hk/tc_chi/news_events/media_statements/press_20200402.html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