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停課的啓示：
網上學習
檢視與前瞻

C & MA Sun Kei Primary School



•Microsoft Showcase School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2014-2016, 2017-2018

•教育局體育科基礎活動學習社群
(啟導學校)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小學課程統籌主任

• Microsoft Certified Educator

• Microsoft Innovative Educator Expert

•曾任香港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
半借調教師

郭文釗老師



面對突如其來的停課，大家怎樣面對？

Website: www.menti.com

Code: 818211



在此疫情下，突顯了電子學習的重要性



Educating for the futureKey issues on curriculum design, OECD Sep 2019.



http://www.oecd.org/education/2030/

Educating for the futureKey issues on curriculum design, OECD Sep 2019.



Educating for the futureKey issues on curriculum design, OECD Sep 2019.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2030教育架構

http://www.oecd.org/education/2030/



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education-system/21st-century-competencies

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education-system/21st-century-competencies


Global Awareness



Global Awareness



Global Awareness



第四個：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2015)



•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核心是學生的學習。

• 策略旨在透過發揮資訊科技的潛能，提升學與教的互動
經驗，以釋放學生的學習能量，讓學生學會學習、邁向
卓越。

• 目的是透過優化的資訊科技環境，發揮學校的專業領導
與能力，加上社區夥伴的支援，從而加強學生的自主學
習、創意、協作及解難能力，並提升他們的計算思維技
巧，及使用資訊科技的操守。

第四個：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2015)



香港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 自主學習

• 善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

• 價值教育

• 整體課程規劃



推展電子教學的目的

•配合社會發展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讓老師即時收集學生的學習數據，從而
對課堂作出即時的回饋，使整個學習更
能切合學生的需要

•令課程安排更具彈性，更校本

•打破課室牆壁的界限，讓學生面向國際

E-Learning Beyond Digitization



電子教學理論架構 (TPACK)



A Cyclic Phase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Zimmerman, B. J. (1989). A social cognitive view of self-regulated academic 
lear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1, 330

2. PERFORMANCE PHASE
Self-control
• Task Strategies
• Imagery
• Self-instructions
• Time management
• Environmental  Structuring
• Help seeking
Self-observation
• Metacognitive self-monitoring
• Self-recording

3. SELF-REFLECTION PHASE
Self-judgment
• Self-evaluation
• Causal attribution
Self-reaction
• Self-satisfaction / affect
• Adaptive / defensive

1. FORETHOUGHT PHASE
Task analysis
• Goal setting
• Strategic planning
Self-motivation beliefs
• Self-efficacy
• Outcome expectations
• Task value / interest
• Goal orientation





領導決策 課程改革 範式轉移



停課期間
教學安排
課程統籌組



我們可以怎樣照顧學生的學習?

學習科目？
(全科？部份科目？)

教學方式？
(錄播？直播？)

教材存取方法？
(內聯網？雲端系統？)

行政上的安排
(學習時間表？
上課模式？
取消考試？)

功課安排？
(列印工作紙？Forms？網上工作紙？

功課份量？)



1. 危機處理會議

2. 決定教學模式

3. 學與教資源的安排

4. 支援老師的方法

5. 監察

宣基推展「停課不停學」政策的5個階段

P

I

E



策劃
Planning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C & MA Sun Kei Primary School



1.危機處理會議

•審時度勢

•了解現時的校情，安排人力及資源

•政策由上而下



2.主要教學模式

•各主科(中、英、數、常)同工每天需進行網上教學，為所有級
別的學生提供學習材料。

•P.1-3科任，可運用PowerPoint錄影，並輔以Forms、Kahoot
或其他電子資源作功課。

•P.4-6科任，可運用Teams直播教學或PowerPoint錄影，還需
將作業的電子版，透過OneNote傳送給學生，同工可在翌日
在OneNote上進行作業批改。

每天讓學生做功課的目的：
是要讓老師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2. 主要教學模式

在教材發佈方面，學生可在Office 365內取得當天的學習材料。



2. 主要教學模式

•教學以全級模式進行。

•同級科任需輪流進行拍攝／直播。

•為了增強學生在停課期間的學習成效，在這段期間的教

學內容，亦會列入評估範圍（但不計算分數）。



2. 主要教學模式

•教學進度主要按下學期原有之教學安排進行調節。

•進行網上教學原則：

重點教學、簡化內容、讓學生掌握重點、科任教學

內容是同級商議結果



2. 主要教學模式

•功課及教學份量

•低年級：每天2科，每科1小時為主

(每科15~20分鐘錄影短片＋做功課30分鐘)

•高年級：每天3~4科，每科1小時為主

(每科15~20分鐘直播/錄像＋做功課30分鐘)



3. 教學時間安排

P.1-3的教學安排如下：（沒有規定網上學習時間）

日期 學習科目

星期一 中、常

星期二 英、數

星期三 中、常

星期四 英、數

星期五 中、英



3. 教學時間安排

P.4-6的教學安排如下：
（指定網上學者時間由09:00-13:00）

日期 0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2:00-13:00

星期一 中 英 數 ---

星期二 中 英 數 常

星期三 中 英 數 ---

星期四 中 英 數 常

星期五 中 英 數 ---



4. 支援老師

全級形式教學，同工輪流進行錄影／直播

• 同工有充裕時間準備有質素的教學

• 可自行學習新的教學模式

• 可互相觀摩學習



4. 支援老師

• 培訓

• 錄像

https://youtu.be/U5W4mFRV9o0

• 流程文件

[Forms表格的製作]  [簡報錄影流程]

• 視像學習

https://youtu.be/U5W4mFRV9o0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C & MA Sun Kei Primary School

推展
Implementation



停課期間所使用的工具

發佈功課資訊

教學直播/
儲存教材/
發佈功課

教學短片

電子工作紙
(可自動核對)

電子書 / 
電子工作紙

(書寫版)



發佈功課資訊

停課期間所使用的工具



發佈功課資訊

停課期間所使用的工具



發佈功課資訊

停課期間所使用的工具



發佈功課資訊

停課期間所使用的工具



教學直播

停課期間所使用的工具



教學短片

停課期間所使用的工具



電子工作紙
(可自動核對)

停課期間所使用的工具



電子書 / 電子工作紙

停課期間所使用的工具



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停課期間所使用的工具



停課期間所使用的工具



停課期間所使用的工具



延伸
Extension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C & MA Sun Kei Primary School



E-Learning

Blended 
learning

Self 
directed 
learning



• 強調在學習的過程中使用數位、網上多媒體的方式學習
• 結合應用不同的教學策略、教學方法、教學媒體、教學科技的一種教學模式
• 學習者可以彈性依據他們的時間及學習速度來進行學習的一種教學模式

Blended Learning「混合式學習」



https://blog.commlabindia.com/blended-learning

https://blog.commlabindia.com/blended-learning


合作討論空間 (常識科)



合作討論空間 (常識科)



以學生為中心

傳統式教學 混合式學習

以老師為中心

配合學生個人需
要的個人化學習

工廠式學習



總結

•策劃
• 領導決策➔課程改革➔範式轉移
• 配合社會需要
• 為課程注入國際視野

•推展
• 課程裁剪
• 以學生為本
• 給予老師空間

•延伸
• 電子學習➔混合式學習➔自主學習



前瞻

疫情過後，
現有的網上教學模式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