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新聞稿 

載譽登場 「學與教博覽 2013」即將揭幕 

 

（2013 年 11 月 12 日，香港）由香港教育城及多元商訊（香港）攜手合辦，並得到香港

教育局全力支持第四屆「學與教博覽」，即將於 2013 年 12 月 12 日至 14 日（星期四至

六）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5BC 展覽廳舉行，歡迎教育界及業內人士免費參觀，今年更

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SBS, JP 擔任開幕典禮主禮嘉賓。 

 

去年的「學與教博覽」獲得教育界的熱烈支持，吸引了逾 6,300 位人士參與。香港教育

城行政總監鄭弼亮先生表示：「過去三年，『學與教博覽』越來越受教育界的熱烈支持，

亦吸引來自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參展商及訪客蒞臨，並逐漸獲得中國內地以及亞太地區教

育界的關注，突顯香港作為區域教育樞紐的地位。今年，為期三日的『學與教博覽 

2013』將有超過 200 個展位，共舉辦超過 60 場專題研討會，其中更首度為學校領

導、課程發展主任、學科主任及管理層等舉辦『學校領袖 啟廸發展』研討會，由學者

與學校領袖的親身交流，共同探討學校的領導和發展方向。豐富的內容，成功為教育界建

立一個具規模的專業交流平台，冀能一起迎接未來教育的挑戰。」  

 

學與教博覽  2013 的主題為「展望學與教的未來發展及趨勢」，一連串的展覽、研討

會、講座及論壇，涵蓋六大熱門教育議題，將分別探究教育變革、未來教育的發展、透

視評估效能、建構聰明教育、啟迪學子潛能及與學校領袖共研領導和發展學校的路向。

而講者均為世界級知名教育學者及專家，包括哈佛大學 Professor Chris Dede、澳洲

墨爾本大學 Professor Patrick Griffin、伯恩茅斯大學 Professor Stephen Heppell、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郭伯臣教授、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博士、香港大學

謝錫金教授及羅陸慧英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侯傑泰教授及莊紹勇教授、香港教育學院鄭

燕祥教授、李子建教授、江紹祥教授及冼權鋒教授等等。 

 

「學與教博覽」旨在建構專業教育交流平台，今年除本地展位外，博覽更吸引來自世界

各地的參展商首次來港設展，包括內地、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紐西蘭等，今年亦

新增設英國展覽區，將有逾 40 個攤位展示海外最新的學習方案及產品，讓香港學校領

導及教師能有機會參考海外的教育發展進程，和各式新穎的學習方案。攤位的內容相當

多元化，匯集最新的電子學習科技及資源、跨學科資源、創新學校設計、學校設施、教

室傢具及設備、網絡解決方案及學校管理系統等，既支援教師提升學與教效能，更配合

學校基礎建設的發展，協助學校全力推動電子學習，建構優質的未來學校。 



 

 

 

多元商訊（香港）總經理李劍彬先生表示：「放眼世界，我們應多參考海外的各種教學方

案、先進的科技設備及完善的學校基礎建設，所以我們十分榮幸有這麼多外國參展商的

參與，而且內容由應用程式到軟硬件、由學前教育到中小學、由小型的設備到大型的電

子網絡建設，全面配合今時今日的學校環境及教學需要，必定讓參觀者擁有耳目一新的

教學體驗。」 

 

承接去年令人振奮的熱烈回應，「學與教博覽 2013」期望能再創佳績，為教育界提供一

個專業的交流和學習平台，同時讓香港成為國際性的學與教專業交流平台。 

 

有關「學與教博覽 2013」詳情及講座之時間表，請瀏覽 www.ltexpo.com.hk。  

 

附：「學與教博覽 2013」簡介 

－完－ 

有關香港教育城 

香港教育城（www.hkedcity.net）的一站式專業教育網站，結合資訊、資源、互動社群與

網上軟件工具於一身。教城承諾與時並進，以成為業界倡導者為己任，全力推動學界透過 

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效能，與教育界同業並肩迎接這新機遇。 

 

有關多元商訊（香港） 

多元商訊（香港）（www.divevents.com.hk） 為一家跨國企業傳訊公司，總部設於美國，

近年發展非常迅速。過去曾舉辦超過 100 項面見式的商貿洽談機會及不同規模的會議及展

覽項目，遍及亞洲、澳洲、歐洲及北美等地區，涉獵行業非常廣泛，包括：食品及健美產

品、教育、健康護理、企業管理、工程、製造業、投資以至連鎖店專營權等。 

 

傳媒聯絡及查詢 

香港教育城 – 推廣部 香港教育城公關代表 Joyous Communications 

吳梓瀅小姐  

電話︰2624 1034  

電郵：pr@hkedcity.net 

李晴楓小姐  

電話：2560 8116 

李凱琳小姐 

電話：2560 8202 

   

多元商訊（香港）– 市場推廣部   

劉珮珊小姐                                                                                     

電話︰3105 3975   傳真﹕3105 3974                                           

電郵：ilau@divevents.com.hk    

  

../../../../../../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LQE92ZGP/www.ltexpo.com.hk
http://www.hkedcity.net/
http://www.divevents.com.hk/


 

 

附：「學與教博覽 2013」簡介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5BC 展覽廳 

日期 / 時間 2013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2013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2013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六）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入場費用 全免，有興趣之參加人士如校長、教師、師訓學生、學校行政及管理

人員、學術和教育專業人士、政府官員、相關的業界人士的請先於網

上登記。 

 

專題研討會概覽： 

日期 主題及簡介 主要講者 

12 月 12 日 

上午 

教育變革 學教有法  

簡介：面對 21 世紀的教育發展，

講者將會探討香港教育系統在結

構、營運及教學上的重大變革，提

出不同的對策及香港教育發展的新

方向，更重點比較和分析香港「電

子學習試驗計劃」和其他六個歐亞

地區以訊息通信技術帶動創新教學

實施的案例，啟發香港如何與亞洲

鄰國和歐洲同行學習，使我們在電

子學習發展上有更深入、有系統的

改變。 

 

 鄭燕祥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研究與發展）

及講座教授（變革與領導）   

世界教育研究學會會長 

 羅陸慧英教授     

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 

 Professor Chris Dede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首任蒂莫西‧沃斯

（Timothy E. Wirth）學習技術講座教

授 

 



 

 

 

日期 主題及簡介 主要講者 

12 月 12 日 

下午 

未來教育 教育未來 

簡介：未來十年的教育應如何發

展？講者將探討學校教育應如何把

握電子學習的機遇，推動學生自攜

流動數碼裝置到校學習，真正推動

以學生為中心的電子學習模式和教

學策略。   

 

 江紹祥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教授

及系主任 

 莊紹勇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科技教育促進中心副

主任 

 高國堂先生   

培生集團亞太區學習解決方案及資歷總

裁 

 學校分享： 

浸信會天虹小學校長朱子穎先生  及 

香港培正中學校長葉賜添博士 

 

12 月 13 日 

上午 

透視評估 成就學子 

簡介：評估不但促進學生學習，同

時能回饋教學，講座將審視「人與

人協作解難評核課業」的發展，當

中的挑戰包括定義、課業開發、傳

遞、學生與學校之使用及評分、處

理過程中牽涉依賴關係的標準化、

演繹、以及學生和教師報告，更會

提及如何訓練教師使用數據的技

巧，使他們能夠制定課堂指示，從

而協助學生改進表現。 

 

 Professor Patrick Griffin 

澳洲墨爾本大學教育系主任（評估）暨

評估研究中心主任及墨爾本教育研究院

副院長 

 郭伯臣教授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學校分享：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蔡偉傑主任及凌

靜儀老師 及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

學校長廖亞全先生    

 



 

 

 

日期 主題及簡介 主要講者 

12 月 13 日 

下午 

聰明教育 成功有道 

簡介：成功兼具效率的教學方式，

是開啟學習者優秀潛能的鑰匙，科

技就是其中一把鑰匙，但如何確保

花費高昂的科技能夠帶給學子適切

且有效的學習體驗呢？如何透過實

踐資訊科技，協助學校的專業發展

呢？如何以專業認證，讓學校全面

推動資訊科技改革呢？講者將一一

解答這些問題。 

 

 陳嘉琪博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副秘書長(課程

及質素保證科)， 

 Professor Stephen Heppell   

Heppell.net 行政總裁 

 Jan Harrison 女士 

英國資訊科技教育組織（Naace）成員 

 

12 月 14 日 

上午 

啟迪潛能 打造未來 

簡介：要讓每一個孩子都能盡情發

揮個人潛能，當中必須處理學生之

間的學習差異，這是教學的一大挑

戰。講座將探討如何透過分層課

程、教材、教法和評估，讓不同能

力的孩子在同一課堂中進行有效學

習，更會檢視香港學校融合教育發

展，以及特殊教育師資培訓的政策

和實踐工作。 

 

 謝錫金教授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

監及博士生導師 

 冼權鋒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

中心總監 

12 月 14 日 

下午 

學校領袖 啟廸發展 

簡介：學與教博覽首度為學校領

導、課程發展主任、學科主任及管

理層等舉辦研討會，由著名學者及

資深校長與各學校管理層對談，探

討香港作為世界級教育系統的強項

與元素，擔任課程與教學、教師團

隊及電子學習的領導者擁有的特徵

和面對的挑戰，「網上教學與翻轉

課堂」的成功互動要素，以及透過

校本策略、領導技巧與團隊協作，

以創機解危的經驗。 

 

 李子建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學術）及課程與

教學講座教授 

 侯傑泰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及教育心理學卓敏

講座教授 

 林浣心女士 

英華小學校長 



 

 

參觀學校   

大會將於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14 日上午舉行參觀活動，讓有興趣人士參觀利用資訊科

技融入學與教或具創新教學特色的本地學校，以促進專業交流。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www.ltexpo.com.hk/chi/sf_visit.php 。 

 

http://www.ltexpo.com.hk/chi/sf_visit.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