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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第一中學 .. 電子教學的實踐



軟件的配合

•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 電子學
習平台 - eClass

• eClass – Powerlesson互動程式

• 電子書 (中、英、數、綜合人文、綜合科學科、
中史、歷史、地理及香港社會)

• 電子白板軟件

• 出版社提供網上持續評估課程

• HKU i-class MDM (流動裝置管理系統)



軟件的配合

LMS 電子書

翻轉課堂-影片學習系統-Schoology電子白板軟件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eClass (Powerlesson) – Voting



Fill in the blanks



PowerPad



停課不停學 – 電子教學的效能







翻轉教學(Flipping Classroom)



翻轉教學(Flipping Classroom)



電子書

中、英、數、綜合科學科、中史、歷史、

地理 及 香港社會

◼ 出版社共同開發電子書

◼ 老師與出版社透過觀課及會議交
流意見

◼ 出版社提供互動學習平台，學生
可自主學習



電子書的特點

Video

Recordings 

of the text



電子書的特點

Tips



iPad App



iPad App



硬件的配合

• iPad 2019 10.2” Wifi版 (第7代) A2197

• Smartboard 電子白板

• Wi-Fi  無線網絡

• LMS Server 電子學習平台

• Apple TV 播放器



專業交流、共同備課及培訓
• 星期五本校均設有科本共同備課

• 發展性觀課

• 參與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 每學年均設有數次的電子教學培訓

– iPad Apps 使用

– eClass Powerlesson 2.0

– Google Classroom, edPuzzle, Nearpod, 
Playposit, Apple TV, Popplet, Padlet…..



「電子教學」 家長問卷查結果
各班平均分數

問題 1A 1B 1C 1D 1E

採用電子教材，能幫助子女更明白
授課內容。

7.44 7.77 7.38 7.85 6.20 

採用電子教材，能令子女的學習更
生動有趣。

8.00 8.08 8.20 8.08 6.60 

採用電子教材，能幫助子女學習語
文 (如英語及普通話發音)。

7.11 7.85 7.06 7.31 6.50 

採用電子學習模式，能加強子女的
自主學習

7.56 8.23 7.75 7.92 7.10 



「電子教學」 家長問卷查結果

「整體而言我認同電子教學模式」

平均分高達 7.33分



• 用電子教學的好處是能讓學生與老師上課時更互動; 學習變得更有
趣，讓課堂氣氛更加活躍，也可以使一些比較內向的同學不再害

羞，雀躍地利用iPad投入課堂討論及回答問題，更積極上課。

• The advantages of e-learning include enhancing interaction

amo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the lessons, making lessons

more interesting and creating a more vibrant atmosphere in

the classroom. Students who are shy will answer questions

through iPad more willingly. It helps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3A 呂恩熙

學生感想



• I think using iPad in lessons is better than using textbook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books and paper textbooks is that apart 

from the texts and pictures, there are many animations, sounds 

effects and interactive games in e-books. Since the content in 

the e-books is more interesting and can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have improved, 

and they have become more willing to learn actively, improving 

their grades.

3B 麥承峰

• I think using iPad for classes can record our learning progress 

and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during lessons. I love the 

competitive game, Kahoot, which is usually carried out at the 

end of our lessons. I can learn in a more interactive way and 

learn with more fun.                                                                        

3A Noki

學生感想



小組教學





◼IOS 操作系統

◼顯示器: 10.2吋Retina 觸屏

◼解像度: 2160 x 1620 解像度

◼8MP相機 及 FaceTime HD相機

◼儲存空間: 128GB

◼3.5mm耳筒插口

◼Lightning 接頭

◼平板重量:  483g

◼尺寸:  250.6mm (W) × 174.1mm(D) × 7.5mm (H)

◼延長保養期至3年 (首兩年AppleCare+ 及 第三年SencoCare)

◼iPad套一個 (黑色) 及保護貼

◼HKU MDM (移動裝置管理系統)

若我自己有iPad,可否不買新的iPad?

(iPad 版本為 至少2017年或之後出的iPad/iPad Pro及128GB,先將

iPad自行備份,並可於27/7至6/8/2020攜同iPad密碼及Apple ID，將

iPad 交回學校校務處檢查)

iPad 128GB WIFI 版(2019年 A2197最新版) – 銀色



「網上購買iPad指引」
- 請留意於27/7/2020 上載在學校網址最新消息內容
- 網上購買iPad之登入名稱及密碼 於27/7/2020 由學校職員

致電家長個別通知



鳳溪第一中學 網上購買iPad指引(Senco信港電腦公司)

1. 進入購買iPad的公司Senco Masslink信港電腦公司網站

https://www.eduoffer.com/eshop/school/fk1ss

2. 輸入登入名稱及密碼 (27/7/2020 有學校職員致電家長通知) 

- 購買iPad的登入名稱: 

Email / Login ID: fk-pXXXXX (為XXXXX貴子女的學生編號)

Password: aYYYYY (Y為 0- 9的其中一個數字)

pXXXXX及aYYYYY 為 eClass Parent Apps 登入名稱及密碼

https://www.eduoffer.com/eshop/school/fk1ss






























➢購買iPad是為了透過資訊科技，提升貴子弟的學習效能，

鞏固學習成果。希望貴家長於最遲於6/8/2020(網上購買)

或最遲於5/8/2020(親身前往學校購買) 購買iPad, 以免延

誤 貴子弟學習。

➢不想透過網上或郵寄方式付款,貴家長可於 27/7至5/8(星

期一至五 9am-4pm,星期六9am-12中午)帶

➢匯豐銀行入數紙收據(083-9-019817)

公司: Senco-Masslink Technology Ltd. 或

➢支票

親身交回上水馬會道17號鳳溪第一中學校務處, 並填寫紙

本訂購表格以購買iPad 。



➢若我自己有iPad,可否不買新的iPad?

貴家長的iPad 版本為至少2017年或之後出的iPad/

iPad Pro及128GB，並請先將iPad自行備份, 可於27/7

至6/8/2020攜同iPad密碼及Apple ID，將 iPad 交回學校

校務處檢查。或請貴家長先致電2670 0366通知學

自備iPad，並稍後將iPad交回檢查。

此後，閣下之iPad便成為貴子女之個人電子書包，只

可使用與學習相關的學材。



iPad 紙本訂購表格



iPad紙本訂購表格



關愛基金援助 –
www.edb.gov.hk/ited/ccfap/tc



資助金額
◼ 綜援及全津學生獲得全額資助以購買產品項目; 即 $4064。

◼ 半津學生獲得半額資助，資助金額是購買產品的實際費用
的一半; 即$2032。

◼ 資助上限每年會按綜合消費物價指數調整。

原價 綜援及全津 半津

$4064 政府資助
$4064

政府資助
$2032

如有查詢，請致電3698 3670或3698 4149與教育
局資訊科技教育組聯絡。

關愛基金援助 –
www.edb.gov.hk/ited/ccfap/tc



◼ *當受惠學生轉校，而新校採用不同裝置，學生可申
請額外發放一次資助購買iPad，而有關學生須將原有
裝置及配件(如適用)交還予原校。須填寫一份表格，
交回舊校蓋校印核實，並將文件回本校。

◼ 如學生已不合資格(或不需要)申請資助購買新裝置，
可保留原有裝置。

關愛基金援助 –
www.edb.gov.hk/ited/ccfap/tc



關愛基金援助 –
www.edb.gov.hk/ited/ccfap/tc

合資格的受惠對象受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 於2020年開學領取由社會福利署發放的綜合社

會保障援助(綜援)，

(開學時家長需將社會福利署發出的有關證明文件交
回學校校務處)

◼ 學生資助處的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資助(全津)
或半額資助(半津)；

(如已成功申請學生資助事務處的全津或半津資助，
則無需交回證明文件，但請盡早申請有關資格)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index.htm

學生資助事務處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