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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僑小學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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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僑小學推行電子學習仍在起步
階段，吳佳筠校長認為電子學習
投資重大，學校應先清楚了解電
子學習的利弊，再探討怎樣應用
資訊科技於學與教，以提升學習
效益。對於電子學習，吳佳筠校
長不贊成急進行事，也不要把電
子學習「神化」，老師應思考哪
些課題適合加入電子學習元素，
以提升學習效率和興趣，而不是
一刀切把學習全盤電子化。

電子學習小步開展　續步深化

觀摩交流　加強實踐信心

現時學校一方面陸續加強電子學習所需的基礎建設，另一方面老師組織了電子學習科組。文
寶珊主任指出電子學習科組的老師參與其他學校的工作坊，期望通過互相觀摩、交流和討
論，更深入了解如何在教學設計中加入電子學習元素，目標是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習效能。
文寶珊主任補充，觀課和交流不但促進老師在電子學習方面的專業發展，也加強老師實踐電
子教學的信心。

從課後活動到日常課堂

培僑小學推行電子學習，以課後
活動為起步點，三年級的數學遊
蹤是學校嘗試電子學習的第一
步。數學遊蹤具有合作學習的元
素，學生二人一機共同完成活
動。過程中兩人需要討論怎樣解
決問題，找出正確答案。文寶珊
主任表示就活動當日觀察所見，
學生覺得這個實作與電子配合的
活動甚具新鮮感，提升了他們的
學習動機，部份學生更表示電子
學習具有挑戰性。文寶珊主任指
學生學會遇到問題時自行以電子
設備解難，這個活動加強老師日
後推動電子學習的信心和決心。

吳佳筠校長和文寶珊主任與其他老師合作，
探討學校發展電子學習的方向，續步推行。

數學遊蹤活動對學生而言甚有新鮮感，提升
他們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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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寶珊主任認同電子學習的成效，但在實踐時會面對不同的困難。就課堂管理而言，老師需
能夠引導學生在課堂中使用平板電腦學習；老師也需要考慮課程中哪些課題適合融入電子學
習元素，從而提升課堂教學效能，節省教學時間；合作學習和自主學習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老師設計電子學習課堂時要細心思量。

合作學習與自主學習兼備

吳佳筠校長期望學生的書寫能力不會因使用電子學習工具而下降，學校得留意不要讓學生太
沉迷或依賴電子產品。電子學習不應使學習趨向個人化，反而應增加學生之間的互動，互相
學習補足，促進勉勵，減少彼此間的差異。文寶珊主任則希望電子學習能夠從課後活動推展
至課堂，並能促進學生實踐自主學習。

二人合作，依照提示答題，部
分題目更要運用學具來解答。

學生在平板電腦題目上答題，系
統上傳作答紀錄和成績予老師
檢視。

學生對數學遊蹤活動反應正面，加強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信心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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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崇真學校

專訪

筲箕灣崇真學校的朱錦恩校長、
關唐裕助理校長及林浩原主任，
過去數年一直致力推動電子學
習，他們都認同世界不斷在高速
變動，加上全球一體化，資訊爆
炸的年代，所以在商討學校的資
訊科技發展方向時，著重培養學
生擁有二十一世紀的學習能力，
老師和學生均能善用資訊科技工
具，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學校期
望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能力、
創造力和溝通能力都可以不斷提
升。

資訊科技教育 培養學生二十一世紀學習能力

配合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開展WiFi900計劃

學校早在四年前已試行電子學習，但當時的無線網絡覆蓋和硬件配備不足，老師又未適應全
方位電子教學，電子學習只限用於課堂活動。為了改善和加強電子學習的基礎建設，學校於
今學年參加了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WiFi900），以加強學校的無線網絡基礎設施。

為了配合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發展，學校去年開始聯絡教科書出版社，了解電子書的發展 
（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常識、普通話、聖經、音樂和電腦科），並在四年級試用最新版

的電子課本，使用平板電腦上課。由於學校早已
實行專科專教，各專科老師可從學與教的角度，
向出版社提出多項改進建議，務求發揮電子學習
的優點。

無論硬件與軟件的電子配備，發展都日漸成熟，
電子學習資源教材也變得豐富多元，電子課堂教
學過程流暢。老師在課堂中能有效利用電子設
備，全面推行電子學習。根據該校的經驗，電子
學習有助提升教學效能，例如電子課本包含程度
不同題目及探究式課件等，學生按照學習進度選
擇合適的資源，學習興趣得以提升，自學的動機
也加強。

朱錦恩校長(中)、關唐裕助理校長(左)
及林浩原主任(右)都期望學生能夠善用
資訊科技，提升學習能力。

學校添置硬件、軟件
及各類電子教材，全
面推行電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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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學生、家長和出版社互相配合

朱錦恩校長認為推行電子學習需要學校、學生、家長和出版社四方面互相配合。學校開設一
間電子設備完善的課室，讓老師為電子課堂備課，以改善教學流程；推行電子學習期間，學
校評估家長的意願，處理他們的疑問和憂慮。學校經過不斷的測試，選定合適的操作系統，
並向家長示範如何使用平板電腦於課堂教學。當然，家長亦需要了解電子學習計劃的內容及
各方面的配套，如：購買平板電腦的安排、安裝電子課本的步驟、管理平板電腦的方法等，
學校為此已舉行多場家長會，與家長多方面的討論和溝通。總括而言，學校和家長互相配
合，效果更佳。

本學年四年級
推行電子書包班

兩年前學校已部署推行電
子書包，期望學生能自攜
平板電腦回校上課。經過
兩年的準備，學校於今年
四年級其中一班試行，其
他班別則沿用印刷版課
本；非電子書包班的學生
也可以用學校的平板電腦
上課，體驗電子學習。朱
錦恩校長表示，未來會增
加電子書包班的數目，但
會按部就班推行。

善用資訊科技，促進自主學習

朱錦恩校長和關唐裕助理校長期望，推行電子學習可以減輕老師的工作量及改變他們的角
色，老師由單向教學轉變為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的雙向教學模式。老師和學生互動愈
多，促進學習的成效愈大。此外，同學擁有流動學習工具 ¬─ 平板電腦，就可以隨時學
習，老師於課餘時間可透過互聯網解答學生自學時遇到的問題，讓學生學習更多知識。

從測試系統、支援老師備課、向家長講解電子學習
計劃到安排購買平板電腦，學校都需周詳思量。

學校期望推行電子學習可減輕老
師的工作量，並改變教學模式。



粵普朗讀

附教案及互動練習

陸續新增

超過150本電子圖書



電子學習

課堂實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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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WiFi900的推行，越來越多

學校推行電子學習，善用電子

學習資源及工具以提升學與教的

效能，是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目

標。現代社特別邀請推行電子學

習經驗豐富的老師，因應不同科

目、課題，分享他們的電子學習

課堂設計。課堂流程極具參考價

值，定能為有意推行電子學習的

老師帶來啟發。

粵普朗讀

附教案及互動練習

陸續新增

超過150本電子圖書



華富邨寶血小學

教 學 流 程

教學流程(數學)

課 堂 基 本 資 料

年級﹕四年級
範疇﹕度量
課題﹕面積的認識

學習目標﹕1. 認識面積的概念
          2. 直接比較平面圖形的面積
          3. 以自訂單位比較平面圖形的面積
課節﹕一至兩節課
活動名稱﹕面積的認識
教學理念﹕學生容易把周界和面積的概念混淆，
透過不同的面積活動，令學生在學習初期就能掌
握面積的概念。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01引起動機

教師使用圖形，引導學生明白面積是一個面的大小。

02動手做

1. 讓學生用顏色筆塗上長方
形的「面積」。 

2. 觀察學生的結果，了解學
生是否已掌握面積的概
念。

10



03

04分組活動

05課後延伸
利用數方格的方法自訂單位，找出自己手掌的面積。

1. 學生討論怎樣找出哪個組員的手
掌最大，引入自訂單位的概念。

2. 各組員用不同的圖形作單位表達
花紙的大小，學生可按照準則來
評價作品。

3. 利用數方格的方法，計算不包含
曲線的圖形面積。

1. 透過不同例子，學生使用重叠法來
比較形狀相近的圖形面積。

2. 可即時觀察學生的作品，討論比較
面積時需注意的地方。

教 學 成 果 反 思

1. 建議全部活動加入「開始作
答」按鈕，代替「黑屏」。 

2. 建議加入「教學小步驟」，
或把簡報和電子課本融匯，
使運作更順暢。

1. 電子學習提升自主性，提升學習興趣。 
                                        

2. 學生可以重做題目，並讓每個學生都能參與活動。 

3. 學習活動中的「評價」部分，老師和學生都能得到即時
回饋，提高教學效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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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邨寶血小學

教 學 流 程

教學流程(數學)

課 堂 基 本 資 料

年級﹕二年級
範疇﹕數
課題﹕分物遊戲

學習目標﹕學生能把物件平均分成若干份（包括
有餘數）
課節﹕一至兩節課
活動名稱﹕分物活動
教學理念﹕學生透過分物過程，能具體地掌握把
物件平均分成若干份的概念。

華富邨寶血小學

01引起動機

教師拿出6枝鉛筆，提問如分給二人，各有一樣多的鉛筆，應怎樣分？讓學生思考。

02動手做

1. 先讓學生嘗試完成右圖中
的題目。

2. 觀察學生的結果，並且讓
學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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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成 果

03

04分組活動

05課後延伸

學生課後可利用「延伸活動」嘗試更多的
例子。

1. 二人一組，兩位學生分別於「延
伸活動」中出題目。 

2. 交給對方作答。 

3. 可利用「自動分物」動畫來核對
答案。

1. 展示一些不是平均分的例子。 

2. 向學生講解「平均」的概念。

1. 透過課件，學生可動手分物，更容易掌
握分物概念。 

2. 「延伸活動」能讓學生自行設計題目，
並提供正確答案作即時回饋。



教學流程(中文)

課 堂 基 本 資 料

教 學 流 程

14

年級﹕五年級
範疇﹕寫作
課題﹕人物描寫

學習目標﹕1. 學生能從事例中歸納人物性格
          2. 學生能透過事例，具體描述人物的性格
課節﹕一至兩節課
活動名稱﹕分享及評價活動
教學理念﹕學生描寫人物時，未能選取具體的事例突出
人物性格的特點，又不懂運用合適的詞語，使人物描寫
平板、無生趣。老師希望以生動的方法，使學生學會觀
察人物特點，選取合適的素材和詞語來描寫人物。

01預習

02課堂上

1. 學生討論預習工作紙的內容，
彼此訂正。 

2. 與同學分享 / 扮演該同學性
格的事例，及說出形容該同學
的詞語。 

3. 學生根據上載的照片，概述人
物的具體事例。

1. 學生完成預習工作紙，歸納文章中的人物
性格。 

2. 學生拍攝及上載同學的照片，並寫下形容
該同學性格的詞語。

學生先在電子課件中上載相關相片及記下一些字詞。

九龍禮賢學校



教 學 成 果 反 思

1. 老師與學生對電子工具的操
作不太熟練，影響課堂的流
暢度。 

2. 建議電子課件可加設一個功
能，供老師在課堂上可即時
上載該課題的參考詞語給學
生。

1. 透過預習，學生能預先準備作文材料及搜集適當的詞
語，老師及同學能分享及訂正。 

2. 學生能自選寫作對象，提升寫作的興趣。 

3. 電子學習課件具拍攝及上載的功能，學生可用照片作插
圖，能配合文字具體顯示人物性格，版面更具吸引力。 

4. 寫作過程中，同學能透過「評價功能」，欣賞及學習同
學作品的優點。 

5. 「分享及評價」不只在課堂上使用，在課堂後，學生能
繼續看同學的作品，取長補短，提升自己的寫作能力。

15

06課後延伸

1. 學生課後繼續欣賞及評價同學的作品。 

2. 以小練筆的內容為基礎，擴展至一篇文
章。

03
1. 進行小練筆﹕透過一些事例具體描

寫同學的性格，並以照片作插圖。 

2. 學生進行自評及互評。

04
佳作分享
老師抽選學生佳作，與學生分享及討論。

05
總結
要寫好人物的性格，必須寫出能反映性格的具體事例和運用適當的詞語。

學生完成小練筆後，
可以自評作品，或是
老師抽選作品給學生
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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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中文)

課 堂 基 本 資 料

年級﹕五年級
範疇﹕寫作
課題﹕明辨是非說明文寫作

學習目標﹕1. 學習判斷人物的行為是否正確
          2. 學習如何寫出自己的想法
課節﹕兩節課
活動名稱﹕明辨是非
教學理念﹕老師有見學生寫作說明文，只是鋪陳資料，
未有思考及分析資料中的事件、人物行為是否正確，更
遑論在文章中表達自己的想法。是次課堂，老師透過閱
讀文章和投票活動，引導學生如何思考正確的行為，從
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教 學 流 程

01

02

學生閱讀文章一(《誠實》)，並用螢光筆間下
關鍵字詞。

圖表報告有助老師從統計
數據中分析學生的想法。

1. 老師收集學生的關鍵字詞後，可一起檢視
電子課件中的統計圖表，分析最多學生選
的那些字詞或短句，並提問選擇的原因，
從而找出文章的主題。 

2. 學生表達自己對文章
主角行為的想法。

教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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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成 果 反 思

電子課件如能讓教師自行輸入文
章，運用在不同的寫作主題或其
他的學習課題，則更方便。

1. 電子課件操作容易，教師能按照教學流程編排。 

2. 課件清晰顯示學生間下的關鍵字詞，並設有快速統計圖
表功能，方便師生分析和解說。 

3. 學生能互相觀看對方的答案(贊同原因/對作者的鼓勵及
勸勉)，從而引發更多的思考。 

4. 學生可因應自己的閱讀速度看文章及間字詞，又能給予
評價，自由度較大。 

5. 在寫作文章時，教師可以給予學生自由閱讀同學的統計
及回饋，作為文章事例的參考。

學生再閱讀文章二(《作弊》)，重複步驟1-3。

寫作文章︰教導學生利用「總—分—總」結構，說明如何明辨是非，
並利用電子課件記錄的例子及學生的想法寫作文章。

教師總結︰要能做到明辨是非，必須有正確的價值觀，從而判斷哪些
行為是正確的。

學生寫出自己的意見

1. 運用電子課件中的「投票活動」
功能，提問學生是否贊同主角的
行為，並附上原因。

2. 投票完畢，教師隨意選學生解釋
贊同的原因。

3. 由學生進行小總結﹕誠實是正確
的行為。

03

04
05

06
07

1. 學生再閱讀文章三 (《路不拾遺》)，並附以有關的短片，讓學生
有更真實體驗，面對街上的巨款，是撿拾，還是怎樣做？學生可以
寫出自己的想法。

2. 進行投票活動，讓學生投票及解釋原因。
3. 由學生作小總結︰我們應該路不拾遺。



課 堂 基 本 資 料

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範疇﹕閱讀
課題﹕歸納段意練習 — 上位詞 
      練習

學習目標﹕1.  學習從文章的關鍵字詞或事物，理  
解作者的想法

          2. 學習如何整理及歸納段意
課節﹕一節課
活動名稱﹕上位詞練習 (腦圖工具)
教學理念﹕學生閱讀文章時，常常未能理解每個
段落的重點，以致未能掌握作者的觀點，甚至誤
解作者的想法。是次課堂，學生學習運用腦圖及
關鍵詞，學會歸納段意。

教案二

教 學 流 程

01

02

以課文《桂花雨》作事例，教師預先
在電子課件中設定一個框架。

1. 教師提問﹕為何作者會喜歡桂花？ 

2. 學生從課文中找出答案，並在框架中
輸入文字。 

3. 教師可在課件中觀察同學的提交情
況。

課堂前

課堂上

教師可自行設定合適的腦圖。

學生在框架中輸入文字。

18



教 學 成 果 反 思

若果能加上不同類型的箭嘴，可
發展成為時間軸，增加教學的靈
活性。例︰人類房子的演變、課
文故事的發展等等。

1. 電子課件操作簡單易明。 

2. 教師可以按需要預設不同的腦圖框架，讓學生填上不同
的上位詞或不同的關鍵詞，從而歸納原因。 

3. 方便設計發散式或聚焦式的學生活動。 

4. 軟件使用的靈活度高，似簡單的腦圖，能因應需要，建
構不同的框架，能配合不同的教學內容。

教師既可觀察學生提交情況，
又可以點選學生腦圖作講解。

教師可輸入詞語、段落或圖
片，除了訓練上位詞，還可
以訓練學生如何分析段意。

怎樣運用課件訓練學生上位詞？

03
1. 完成後，教師可選擇個別學生的

腦圖，請學生解釋答案的來源及
為何選取該組文字，從而讓學生
思考答案。 

2. 綜合學生的分析，請學生說出作
者喜歡桂花的原因。

1. 教師先輸入幾個相關的詞語，如
拜年、逛花市、辦年貨、舞獅。 

2. 學生想一想幾個詞語有甚麼關
聯，並填上上位詞，如新年的活
動。

19



20

教學流程(中文)

課 堂 基 本 資 料

年級﹕五年級
範疇﹕寫作
課題﹕議論文寫作

學習目標﹕1. 學生能分辨及組織議論文的論點與論據
          2. 學生能優化自己的作文大綱
          3. 學生能寫作議論文
          4. 學生能分享學習成果，並鞏固學生所學知識  
課節﹕六節課
教學理念﹕學生常分不清論點與論據，文章缺乏觀點，有時
甚至在論證過程中，出現與論點矛盾的情況。是次課堂，
老師通過不同的方法，教導學生寫一篇有條理的議論文。

保良局陳溢小學

教 學 流 程

01

02

以《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中的《論
誠實》一文為「熱身練習」，重溫議論文
的結構及要素(論點、論據及結論)。

學生可在課件上以不同顏色
的螢光筆畫出各個要素。

電子課件﹕「課文」

第一節

    提取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以小組形式分析文章的結構/要素 

2. 老師運用「報告」功能，顯示學生選
擇答案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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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學生以《論看電視》為題進行論點配對練習。

第二節

    學生能分辨及組織議論文的論點與論據

學生以二人為一組進行口頭匯報，老師通過
「顯示答案」的功能，藉參考答案與學生討
論及總結。

電子課件可配合課本進行讀寫活動

電子課件﹕「議論文論點與論據」
訓練學生理解論點與論據的關係

01
老師派發工作紙，學生配對論點，並寫出
一至兩個論點。 電子課件﹕「議論文建構」

學生可在此整理作文素材及資料，
老師可查閱學生整理的資料。

第三節

 學生能優化自己的作文大綱

作文題目﹕《論禮貌》

02
學生以二人為一組的學習模式，共同
整理資料和討論，並記錄在作文前準
備筆記。



02
01

第四節至第五節

    學生能寫作議論文

學生聽完同學的匯報後，可優化自己的小組寫作資料。

老師抽選學生匯報小組的寫作成果，並可在熒幕顯示學生作文前準
備的筆記。

03

04

老師與學生討論全篇作文的結構(分四至六段)，學生同步寫每一段。

「議論文寫作」點選顯示一位學生作品

學生運用電子課件，優化自己的文章內容。

電子課件﹕「議論文寫作」
可抽選學生作品評講

電子課件﹕「議論文寫作」
可抽選學生作品評講

老師與學生討論各同學的觀點。

老師可即時看到同學寫作內容，並
可抽選較佳的作品展示及講解。

22



教 學 成 果 反 思

1. 可提供更多論點和論據的練
習，以及解說論點與論據的
提示，方便學生可自行查閱 

2. 可提供論點及論據的工作紙
文字檔，供老師下載 

3. 可考慮提供寫作網上版，讓
學生於課後完成寫作

1. 課堂學習氣氛﹕學生對於以iPad寫作甚感興趣，學習氣
氛濃厚、積極投入。 

2. 學生表現﹕ 

 ● 大部分學生用心進行寫作活動，努力構思文章的佈
局，整體的作文成績表現不錯。

 ● 能力高的學生能運用已搜集的網上資料，篩選及撰
寫，發揮他們的寫作創意。

 ● 能力稍遜的學生都能完成寫作活動，有些學生的表
現甚至比平時用紙筆寫作的表現更好，加強他們的
寫作信心。

 ● 互評和自評對學生的學習有效益。

電子課件﹕「議論文寫作」
運用「評價項目表」，學生
之間可以互動交流，給予
意見

電子課件﹕「議論文寫作」
運用「隨意指定評價」功
能，抽選學生作品

01

第六節

    學生能分享學習成果並鞏固所學的知識

02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觀看同學的作品並進行互評，電腦隨意抽取三篇不
同組的同學作品，並可展示每段的較佳作品，師生進行評講活動。

老師總結是次議論文的寫作方法。

23



教學流程(中文)

課 堂 基 本 資 料

教 學 流 程

年級﹕三年級
範疇﹕閱讀
課題﹕賞析古詩—李白
   《早發白帝城》

學習目標﹕1. 學習如何賞析詩歌
          2. 認識粵普語音來朗讀詩歌
課節﹕一節課
活動名稱﹕古詩自學
教學理念﹕老師未能有更多的課堂時間，詳細講授古詩
文的基礎知識，如作者生平、寫作背景、字詞解釋。是
以老師希望有教學課件，使學生無論在課堂上或在課堂
外也能隨時隨地學習古詩文，認識更多不同古詩文作者
及時代背景，又可提升賞析古詩文的能力。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01預習

02課堂上

引起動機﹕提問學生以下問題，例如
1. 李白是哪個朝代的詩人？
2. 除了是次閱讀的詩歌，你還認識李白哪首詩歌，

請簡單介紹。

學生在課前先閱讀詩歌的基本資料，
初步認識作者生平及詩歌內容。

24



教 學 成 果 反 思

1. 建議可提供相近內容、形式
或相同作者的作品，讓學生
延伸學習。 

2. 如電子課件的背誦功能模式
能配合錄音功能，老師及學
生可聆聽錄音，既幫助學生
背誦，又能訓練學生的朗讀
技巧。

1. 電子課件提供基礎古詩知識及資料給學生自學，能有效
幫助學生在家中自行學習古詩文，然後才上課，這使課
堂更流暢，節省課堂時間，老師可更深入講解古詩文。 

2. 電子課件的背誦功能模式可幫助學生自己背誦詩歌。

04

05

全文朗讀

同學在課堂上背誦詩歌

粵普朗讀功能分句播放功能

03
賞析詩歌內容﹕ 

1. 提問學生有關詩歌的基本問題，看
看學生能否理解詩歌的內容。

2. 根據電子課件提供的資料，老師可
作輔助教學內容，並以此延伸及詳
解詩歌的特色。

認識詩歌的粵普語音﹕ 

1. 播放粵普的詩歌朗讀 (可選分句朗
讀或全文朗讀)。

2. 講解一些字詞的粵普語音。
3. 全班朗讀各一次粵普詩歌。

總結及家課佈置﹕ 

1. 練習以粵普朗讀詩歌，並透過電子
課件的背誦功能模式，自行背誦詩
歌。

2. 找一首李白的詩歌，下節課分組與
組員分享。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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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數學能力



電子學習資源

熱點推介

27

現代社多年來為學校提供各類型

的電子學習資源，以下推介最受

學校歡迎的電子學習工具，學校

可在課堂上應用這些簡單易用的

工具，輕鬆推行電子學習課堂。

A

提升學生數學能力



現代語文電子學習

教 學 活 動

年級：二年級
寫作題目：我是誰
學習目標：能運用擬人手法，對事物的外形、功能及用法作介紹

更自主，更互動

熱點推介工具 一
    學校喜歡使用分享及評價工具的原因很簡單：學生
夠自主，使用夠靈活，任何年級都可以使用，低年級可
用作小練筆、詩歌創作；高年級可用作人物描寫、景物
描寫、創意寫作等。教師平日課堂也可以拍攝學生的成
品與同儕分享，最重要是，要用的時候可即時使用，可
說是一個多用途的工具！

分享及評價工具

引 入

老師跟學生重温已學知識：
介紹事物時，可用「自述」的方式，透過擬人法，介紹事物的外形、功能和用法。

1. 老師講解寫作要求。 

2. 請學生觀察課室的物件（例如文具、桌椅、個人物品等），選出其中一種「自述」的對
象。

用法示例

28



總 結 及 跟 進

1. 運用擬人手法以自述的方式介紹事物，可更具體及生動。 

2. 學生可回家繼續檢視同儕作品。

3. 請學生運用「分享及評價工具」拍攝所選物件，然後進行寫作。

4. 全班進行「自我評價」、「指定評價」（由老師派發學生作品給全班）及「自選評價」
（由學生自由選擇作品來評價）。老師從旁引導及分析。

29

進行拍攝及寫作

進行評價及回饋

作品分享



教 學 活 動

年級：三年級
說話：看圖說故事
學習目標：1. 能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2. 組織有條理，層次分明
    3. 用詞準確及豐富

熱點推介工具 二
    說話工具是能讓老師即時上載圖片給學生，學生即
時進行錄音及互評。最重要是，此工具能打破過往說話
教學的難題──學生不願意說話、沒有機會說話。透過
此工具，每位學生能進行自我說話訓練、自我反思及調
整，體驗自主學習的樂趣。除了適合初小及高小進行看
圖說故事外，也可應用於「朗讀訓練」、「普教中說話
訓練」等。

說話工具

引 入

老師展示學習目標，讓學生了解說話時
需注意的地方。

1. 老師上載圖片(共四張)，提示學生：
• 圖中的人物在做甚麼？
• 圖中的人物在說甚麼？
• 為甚麼他們要這樣說和做？
• 模仿圖中人物說話，具恰當的聲調和語氣。 

用法示例

30

講解學習目標



總 結 及 跟 進

1. 看圖說話時，要注要圖中的人物及環境，根據圖意構思完整的故事、注意說話的語氣和
聲調、用詞生動及豐富。 

2. 學生可回家繼續檢視同儕作品及給與意見。

4. 全班進行「自我評價」、「指定評價」（由老師派發學生作品給全班）及「自選評價」
（由學生自由選擇作品來評價）。老師從旁引導及分析。

31

2. 請學生觀察圖片，可用紙筆記錄資料。 

3. 請學生運用「說話工具」進行錄音。錄音可多於一次，但只需保留一個聲檔，提交給
老師。 

老師上載圖片，
學生進行錄音

進行評價及回饋

作品分享



教 學 活 動

年級：三年級
寫作題目：神祕嘉賓的描述
學習目標：能運用適當的形容詞，描述人物的外貌特徵

熱點推介活動
    本社尚有其他教學活動，緊扣學習難點設計合適的
課堂流程，既互動，又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其中「神
祕嘉賓的描述」相當受用戶歡迎。以往學生對於「人物
外形的描寫」很難掌握及投入，這個活動透過誇張的人
物特徵設計，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使他們積極想像及
創作，從而學習運用適當的形容詞描述自創的神祕嘉
賓。

神祕嘉賓的描述
(二人一組)

引 入

今天將有一位神祕嘉賓到來，老師請學生想像一下這位神祕嘉賓會是怎麼樣。

1. 老師請學生二人一組，然後講解活動步驟。 

2. 老師請學生進行設計人物的活動。 

用法示例

設計神祕嘉賓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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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及 跟 進

1. 運用適當的形容詞形容人物外貌及特徵，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鮮明。 

2. 學生可回家繼續檢視同儕作品。

4. 全班進行「自我評價」、「指定評價」（由老師派發學生作品給全班）及「自選評價」
（由學生自由選擇作品來評價）。老師從旁引導及分析。

3. 完成設計的組別，可進入寫作部份。 

進行寫作
(附詞語庫)

進行評價及回饋

33



熱點推介平板電腦自學資源庫
    在課堂外，學生也可運
用平板電腦進行自主閱讀。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
文》學生資源庫提供了「浮
動書屋」，內附多篇名家作
品、自然生態、品德情意、
語文知識、中華文化、經典
長篇故事等，讓學生能從閱
讀中學習，涉獵更廣泛的知
識。所有閱讀紀錄及成績均
儲存在雲端內，成為學生的
小學閱讀紀錄檔案。

閱讀篇章及回答題目

廣泛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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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更多電子學習及自學資源，可到以下網站瀏覽﹕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chin2012/student

17

檢視個人紀錄

老師檢視學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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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數學電子學習

年級﹕一年級
範疇﹕圖形與空間
課題﹕平面圖形
學習目標﹕直觀辨認三角形、四邊形、
五邊形、六邊形及圓形。

分享及評價
    利用本工具的上載功能，讓老師輕鬆快捷分享學生
作品，並可使用各種評價模式，促進學生的交流及思
考。透過不同類型的評價，加強學生自主學習。本工具
適合一至六年級任何範疇的課題使用。

分享及評價活動

1. 學生先根據活動的指示，完成作品。學生接收到題目後，便可利用工具手寫輸入答題。

用法示例

教 學 流 程

36



總 結 及 跟 進

2. 完成後上傳作品，並輸入簡單的描述。

3. 學生自我評價，老師也選用「自選評價」或「指定評價」，讓學生互評作品。學生檢視
同學給予的評分及意見。

學生可於課後檢視同學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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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師上載自訂的題目圖片，或口頭出題，然後按「開始活動」。

教 學 流 程

手寫算式工具
    老師擬定題目，讓學生利用手寫算式工具作答，並
展示學生的計算、答題過程，讓老師輕鬆掌握學生的學
習進度。學生則透過自評及互評，加強自主學習。本工
具適合一至六年級的數範疇課題使用。

手寫算式工具

年級： 三年級
範疇﹕數
課題﹕括號的認識
學習目標﹕認識小括號加減混合計算

用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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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及 跟 進

2. 學生接收到題目後，便可利用工具手寫輸入答題。

3. 學生自我評價，老師也選用「自選評價」或「指定評價」，讓學生互評作品。學生檢視
同學給予的評分及意見。

學生可於課後檢視同學的作品。



1. 學生按照老師的指示，用數粒砌出立體，完成後上傳作品，老師可即時觀察各學生的進
度及作品。 

年級﹕五年級
範疇﹕度量
課題﹕體積的量度
學習目標﹕以「立方厘米」作單位，計算立體的體積。

體積 (數粒)
    學生利用數粒拼砌立體，然後以不同的分層方法呈
現立體，理解如何以數數粒的方式，得出立體的體積。
本課堂適合五年級課題「體積的量度」使用。

課堂活動

用法示例

教 學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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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向學生派出其中一份作品，學生分層探究其體積的大小。 

總 結 及 跟 進

學生可於課後檢視同學的作品。

3. 輸入立體的體積。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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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六年級
範疇﹕數
課題﹕小數四則混合計算。

課後練習
    課堂後，學生使用現代校本資源庫電子學
習平台(Modern ePlus)上的資源，進行延伸
活動或鞏固練習，重溫課堂上所學的知識。

用法示例

題型多樣化，讓學生重溫所學。

登入現代校本資源庫電子學習平台
(Modern ePlus)後，選擇練習。

單 元 綜 合 應 用 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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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更多電子學習及自學資源，可到以下網站瀏覽﹕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maths2014/student/index.php
http://www.mers.hk/platform/primaths2012/student/login/index.php

老師在「過往紀錄」檢視學生的成績和作答紀錄。



現代電腦電子學習

學生使用不同圖案拼貼出代表自己的作品

分享及評價活動
    「分享及評價活動」讓老師在課堂上分享即時各學
生完成作品，加強課堂交流，提高學生學習動力。

分享及評價活動

1. 學生完成後把作品上載至平台。 

用法示例

2. 教師可讓學生進行自評、對指定作品評
分、或讓學生自行選取喜歡的作品進行
評分。 

3. 學生即時檢視評分及同學給予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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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示例
引 入

老師跟學生重温課本所學：
如《會寫字的電腦》和《中文輸入百寶箱》中學會的英文和中文輸入法知識

教 學 活 動

1. 自建練習：不論中、英文，老師自訂文章及設定日期，學生在限期內可自主進行練習，
次數不限。

設定練習期限

老師可選擇發布到哪些班別
選擇中文或英文練習

打字練習工具
    學生學會了打字的知識後，需要實踐和練習，不論
任何年級，「打字練習」工具正可幫到他們。

打字練習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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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生做了練習超過
一次，還可看看有沒
有進步呢！

1. 檢視成績：老師及學生均可檢視每次練習的成績及詳細報告，老師還可檢視全班報告及
個別學生成績。

總 結 及 跟 進

1. 學生可實踐輸入法的解碼原則，提高準確度和速度。

2. 學生自主練習，不限次數，熟能生巧。

3. 學生可於課後檢視自己的成績和報告。

詳細個人報告

系統自動批改

學生進行練習

全班報告

個別學生成績

46



打字速度比賽
    學生練習打字後，老師可使用「打字速度比賽」工
具舉行打字比賽，讓全班同學比拼打字速度，增加課堂
氣氛。

打字速度比賽工具

1. 預備比賽：進入現代互動學習室，選取班別及科目。 

2. 進入比賽：比賽進行時，老師可檢視學生的進度及當前成績。 

3. 比賽結果：系統根據學生的成績排名，按下學生名稱檢視個人詳細報告。

自訂題目

可選中文或英文
自訂時限

比賽進行中……

1747

顯示各學
生的成績



課 後 活 動

1. 進行資訊素養遊戲，熟習那些是具個人私隱的資料，及如何防止資料外泄。

學生可利用網上資源庫上的豐富資源，重温課堂所學，更可進一步自行發掘其他相關資料。

學習在網絡上如何保護個人私隱

用法示例

2. 使用自動批改的温習室、重温及自我評
估所學知識。

3. 透過遞交功課系統，把完成的功課上載
給老師，讓老師評估。

4. 最後，學生可自行閱讀MEIT電子圖書庫上的文章，獲取更多有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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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平台電子課本，適用於桌上電腦及平板電腦(iOS、Android及Windows)

《現代電腦 互動學習系列》電子課本，讓教師輕鬆運用電子資源，充分發揮電
子學習優勢。

個人戶口，儲存學
習、作答記錄。

電子課本可離線閱
讀，毋須擔心網絡
負荷。

電子課本適時更新，
並會自動作出提示。

情景動畫、操作示範
影片，於課文頁面上
直接播放，教學流程
更簡易流暢。

電 子 課 本

現代電腦
互動學習系列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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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投票/調查：學生在課
堂上進行投票

課堂練習、遊戲時即時批改

教師即時與學生分享
及討論投票結果

教師隨即檢視成績，因應
作答情況調整講解深度

即時上載作品，同儕互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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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課 堂

學習應用簡報展示資源及演示

示例

學校如參加了WiFi900，可以怎樣加強利用電子學習？學校可以使用《現代電腦 互動學習系
列》，善用多媒體及課堂互動的優勢，提升學生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1. 在電子課本上觀看情景動畫，引起學生
興趣及了解本課學習重點。

3. 閱讀電子課本內容以了解不同的資料表達方式，然後進行互動練習，選出合適的表達方
式。教師可即時檢視學生作答成績。

4. 教師跟學生總結本課所學知識，
讓學生點選出已學習重點。

2. 使用互動投票功能讓學生選出較有趣的
演示方式，讓他們了解使用簡報能夠幫
助演示。教師可即時檢視投票結果。



如何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能力？

現代電子學習能夠有效提升學生普通話的發音、拼讀、聽辨、說話等
能力，讓學生體驗自主學習的樂趣。

音節拼讀小助手

學生可輸入拼音，查找讀音和字例，
讓學生查找拼音。

聲、韻母發音動畫

提供全套聲母、韻母的電子語音工
具，以真人示範短片，引導學生邊模
仿邊學習，並提供「拼讀」示例，學
生可隨意點選，聆聽讀音。

間寫工具

老師可自行發放圖片，給學生在圖片
上書寫拼音，也可以朗讀詞語，學生
拼寫，然後互相評價。

自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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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普通話電子學習



使用錄音工具進行說話及朗讀訓練。

加強拼讀訓練，一系列的互動練習有助提升效能。

綜合語音難點提供評估練習，包括聲母「n, l , k ,h」、「z, c, s, zh, ch, sh」等語音
辨識，讓老師可進行階段性評估；同時，亦可透過課後遊戲方法評估學生，讓老師掌握學生
的學習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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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訓練

互動練習

評估及遊戲

先練習 後錄音 再互評



特稿

「同課異構」
兩地交流

54



兩地「同課異構」促交流

電子學習助提升效能

香港培基小學、江門紫茶小學及江門培英小學就「利用電子學習提升學生學習效能」進行了多次交
流，並於2015年4月至6月期間，開展了結合電子學習的「同課異構」教研活動。兩地三校老師訂立
了相同的課題（同課），按地區、學校、學生的需要，建構不同的教學流程（異構），然後互相觀
摩交流，從而更有效利用電子學習，提升彼此的教學效益。

教學活動在四年級推行，教學內容為本社的《現代中國語文》四年級課業〈大自然是甚麼〉。三校
設定了各自的學習目標和教學流程，在教學實施過程中有相同的理念，也有各自的特色。

香港培基小學、江門紫茶小學、江門培英小學
「同課異構」教研活動

香港培基小學 江門紫茶小學 江門培英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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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目 標

教 學 流 程

1. 能分辨形容不同觀感的詞語。 

2. 運用感官描寫形容物件。 

3. 運用感官描寫手法創作一節
新詩。

1. 引領學生感受大自然的美
麗，認識感官描寫。 

2. 學會運用感官描寫景物並仿
寫詩歌。

1. 引領學生感受大自然的美
麗，認識感官描寫。 

2. 學會運用感官描寫景物並仿
寫詩歌。

通過電子課件練習和記錄合適的詞語，
積累感官描寫的詞語

結合實物，運用感官描寫寫句子來形容
物件

創作詩歌，提供寫作指引、參考詞語

老師指定評價，學生按評價指引給評
價、寫評語

學生自選評價，按評價指引給評價、寫
評語

重温詩歌特點，認識和學習感官描寫

運用感官描寫，口頭描述觀察到的大自
然，滲入修辭手法的學習

朗讀詩歌，再次感受大自然的美，學習
詩歌的總分結構

用音樂和圖片引起學生創作的興趣

仿寫、創作詩歌，提供寫作指引、參考
詞語

老師指定評價，學生按評價指引給評
價、寫評語

學生自選評價，按評價指引給評價、寫
評語

自主修改作文

重温詩歌特點，認識和學習感官描寫

運用感官描寫，口頭描述觀察到的大自
然，滲入修辭手法的學習

朗讀詩歌，再次感受大自然的美，學習
詩歌的總分結構

用音樂和圖片引起學生創作的興趣

仿寫、創作詩歌，提供寫作指引，及大
量的參考詞語、句子、圖片

老師指定評價，學生按評價指引給評
價、寫評語

學生自選評價，按評價指引給評價、寫
評語

自主修改作文



教學設計的「異」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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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的「異」和「同」 

1. 教學流程 
兩地三校對教學流程主要環節的設計，雖各有側重點，但都充分考慮到學生的認知能力
和心理情況，不強求學生一步到位直接進入創作環節，而是通過逐步引導的方式，自然
而然地過渡到創作。教學主要環節的設計雖「異」但理念相「同」。 

2. 教學手法運用 
培基小學使用實物引導，例如嗅聞玫瑰花的香味、撥動小吉他琴弦聽琴聲等，激發學生
回想生活中的經驗，然後結合體驗去寫句子。江門紫茶小學、江門培英小學讓學生反復
朗讀，感悟詩歌的音樂美，並認識詩歌中所運用到的感官，觀看四季景色、萬物生長等
的圖片及聆聽音樂，激發學生創作詩歌的靈感。 
 
兩地三校在教學手法的運用上雖各有不同，但都緊貼學生的學習需要，採用不同的方式
激發學生的內在感受，由心出發去創作，「異」中存「同 」。 

老師運用實物和圖片，引導學生
運用感官描寫手法來寫作。
(香港培基小學)

學生通過「自
選評價」的指
引，給予同學
有關寫作的意
見。
(香港培基小
學)

學生認真地評價同學的作
品，並鼓勵同學努力寫作。

3. 評價教學設計 
三校均讓學生參與評價作品，包括互評或互評結合自我修改。老師提供評價指引，學生
借助這些指引有目標地評價，發現別人作品的優點和不足，從而反思和學習。 



1757

4. 參考資料 
三校均提供寫作材料給
學生，幫助他們克服害
怕寫作的心理，更順暢
地寫作。香港培基小學
的老師在評課中指出：
「為學生提供充足的參
考資料，例如詞語及大
自然圖片，有助學生掌
握大自然的美景進行寫
作，引發學生聯想，刺
激他們創作。」

電子學習對提升教學效能的幫助 

怎樣善用電子學習提升課堂教學效能是教研活動的重點，綜觀課堂效果及師生回饋的意見，
電子學習的效益理想。

1. 兩地三校都設計了符合各自教學需要的電子學習活動。 

2. 電子學習幫助老師了解學生對課堂知識的掌握情況，令老師能調適教學進度。 

3. 資料即時快捷傳送，讓老師可以縮短教學環節的所需時間，令教學節奏更明快，效果更
顯著。 

4. 電子學習活動提供圖片、參考詞句等，減少學生寫作時的困難，激發他們思考和創作；
學生互評作品讓他們多看多了解，令寫作變得更有趣。

老師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及評價作品。
(香港培基小學)

江門紫茶小學的老師在評課時這樣說：「電子教學的優勢不言而喻。它方便快捷、圖文並
茂，實時交互反饋及時，老師更易把握課堂，最大程度實現教學高效；學生學習更便利，也
更有興趣，能激發學習的主動性。¬這段評價肯定了電子學習對教學的效益，也突顯電子學
習的優勢。」

學生二人一組創作詩歌，互動交流更多，
寫作也變得更有趣。
(香港培基小學)



兩地三校「同課異構」活動是一次結合兩地不同程度的學生，教授相同課題的教學嘗試，其
在同中求異，又在異中進步提升。這次「同課異構」活動在課堂中使用電子學習，也是一次
嶄新的嘗試，除了讓老師和學生體驗電子學習對提升教學的效能外，也引發老師對運用資訊
科技，促進學與教效能提升的更多思考，正如江門紫茶小學區校長所言：「……優勢顯而易
見，課堂反饋及時，便於教師及時調整教學策略，教學效率提高；內容豐富，學習拓展空間
大，互動交流方便，學生興趣更為濃厚。但弊端是，它無法代替紙質學習的感受，減少面對
面真實交流的時間。如何揚長避短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兩地三校「同課異構」活動以同課異構的方式促進兩地教學交流，以電子學習提升學與教的
效能，引發更多電子學習如何配合學與教的思考，是一次別具意義的教研交流活動。

學生答對率即時顯示，老師可選擇
答對率較低的題目講解。
(江門培英小學)

系統收集學生的詞語後，老師
可向學生講解詞語及討論。
(香港培基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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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老師在研討會上踴躍
就電子教學交流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