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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副名稱

Schedule 1 P. 4 

優質教育基金

〈適用於不超過 150 ，000 元的撥款申請〉
申請表格---第二部份〈計量副書〉

計副編號

電子1b圖書館計創 2014/0167 (修訂版)

基本資料

學校/機構/個人名稱

華富那寶血小學

受惠對象

(吋界別:因小學
(b) 學生: -J豆豆

(c) 老師:一一旦

(人數)及 令校各級/6擔-12識 (級別/年齡)

(人數)
(向家長:一一立豆豆 (人數)

註劃畫

(1) 計劉需要

(吋請簡要說明計劃的目標。

從閱續中學習為課程改革的四大關鍵項目之一，增加藏書量去迎合學生跨

學科的學習需要是必要的，但學校圖書館的發展空間已經飽和，書籍存放

嚴重空間不足，電子他閱讀的推行，實有助舒緩藏書飽和的問題，以便推

動跨學科學習之發展，以促進學習。此外，學校圖書館亦因應校外評核報

告提出對圖書館發展的建嶺，宣逐步建構數碼1b圖書館，除了添置平板電

腦等外，亦應優1b圖書館內的環境布置，以迎合館務發展的需要，亦可提

升學生的閱續興趣。

(b) (i) 請表明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項目。

自提贈與教以促進學生翻開習範間通能力線上的知織
其他(請列明) 提升閱誼風氣，改善圖書館運作

(ii) 請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以論證(均(i)中所提及的需要。

回學校發展計劃:學校建於1968年，聽撤銷計，圖書館空間只有
約450平芳足，藏書量有14000多本，書架的存放量已接近飽和，推動
跨學科學習，則需購置各種新書籍，以配合學生學習的需要。面對空

間不是的問題，電子他閱續實為可行的解決于7法。此外，校芳+分重

視閱嶺，定期推展各種推動閱讀的活動，繼有每月主題好書推介、伶

牙俐齒推好書、華寶好兒童閱額獎勵計割、中英文網上閱讀計劃、神

秘設事圖書樂、學長姐伴讀齊飛揚、二人一書、聯校伴誼活動、哥哥

姐姐伴誼SUPE盯UN 、多元他最誼活動、小組英文伴誼響，為配合上

述各種計剖，推行電子他閱設計劉，可有望提升學生閱單的寶貴龍，並

有寶安地持續多元1c閱蠻的發展。是次計劃與學校發展步伐一致，旨在

促進學童運用資訊科技能力進行均衡閱績，並推動自學風氣。學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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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WIFIl OO學校無線上綱覆蓋計割，並於2014-2015年歷於金特均可
無線上綱，配合學生使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習及閱讀的發展。

囝調查結果:依接2013-2014年學生學習殼催問馨的閱誼興趣部分，有
89%學生表示喜歡閱語課外書，有83%學生表示從閱譜課學到不同的

閱單知議(如認識各種類圖書、閱誼技巧、搜集資料等) ，並利用在日

常生活之中。約有90%學牛表示喜歡上圖書課。而在自學部分，約有

78%學生衰示巴憎得摟尋環保的資訊去製作常識專題研習。有81%學

生表示經常瀏覽學校網頁，使用學校網站的教育連結，進行學習活

動。而在資訊科技部分，有82%學生表示學校能完善地規範學生校內

電子活動，鼓勵自己善用校內電子自學資源。可見學生+分喜歡閱讀

課外誼物，並己能從國書課中學到不同的閱誼知鐵及搜集資料以便協

助學習的技籬，也期待學校有更多電子學習的平台設施，去進行學習。

因學生表現評估: 2013-2014學年學生借閱數量為11720率，平均借閱
32.642缸，較2012-2013學年多1140本'1:1:車上升11% ， 1佳外，於2013-2014
學年，全校能完成圖書館閱續獎勵計副主學生達86.68% '而中女網上

閱誼趨勵計剖，全年學生共閱單約20000篇文章，可見學生的閱讀興

趣濃厚。在去年外評報告指出學生的借書量近年持續上升，校園閱讀

氣氛不俗，學摯的閱讀興趣漸見提升，建議校芳按學牛的能力提升對

閱誼的要衷，而電子他的閱讀系統將有助校ñ有系統地7解學生閱蠻
的習慣及程哼，酒時對þ改善各項閱謂計制的推展惜現。

(c) 請詳述如何以創新的意念或實踐方法來提升、調適、配合及/或補足學校現

行的做法。

電子他閱設計創分為數個階段推行。
1.建構階段:

添置電子閱饋的軟硬件(平板電腦及電子圖書)。優化圖書館閱讚環

墳，提升藏書空間，創造愉快的閱讀環境，以促進學生閱讀興趣，並
培養學生自覺閱蠻的習慣。圖書館主任透過伴續大使培訓，訓練學長

學姐利用電子他學習和平板電腦進行學長姐伴續活動的能力。舉辦「我

的圖書館主題創作比賽J讓全校學生均可參與優他圖書館環境的計割。

計劃購置的電子圖書館館藏的詳細資料如下:

中文書 英文書

數量 二十至四十 二十至四十
購置準則 書本須配合根據各級學生不同的能力要求購置，低年級

書籍加人鹽、圖，增加趣味，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高

年級則以文字為主，以提升學生的閱頭能力。
適合級別 高年級 低年級
書本種類 小說類 童話故事

2. 實踐階段:

(1) 電子圖書好書推介

透過電子圖書好書推介，讓學生詔織不同種類的電子書，於圖

書課時，圖書館主任亦會利用電子圖書教學，並續學生分享及撰寫

閱首要報告，議學生更了解電子圖書的內容。

2 



< 
F 

Schedule 1 P. 6 }. 
。)電子圖書獎勵計創

校方舉行電子圖書獎勵計劃，透過獎勵活動及圖書館領袖生的

協助，學生能主動在圖書館內使用電子閱績平台進行網上閱說及搜
集專題研習，從而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及培養閱續習債，老師亦能有

效地掌還學生的學習情況。此外，圖書館亦會推行電子閱讀獎勵計
劃，鼓勵體生在校內或家中使用電子圖書系統，家長可作指導協助

的角色，進行親子閱讀，完成後需簽署電子圖書真勵計剖，以配合

計量。的推行，減低圖書館開放時段的局限及欠還圖書而未能借閱等
因素限制，進一步培養自行閱讀的習價，評估機制設有持分者問

卷、網上閱鑽龍虎榜及親子伴讀紀錄冊，以量度學生的表現及推動
成效。

(3) 跨學科學習活動

圖書館實踐資源為本的概念，會與各科組合作，組織各項電子

閱讀活動，以支援學生在各科的學習。伴續大便會利用平板電腦，

從閱讀鐵字活動中，引導小一學生認識字詞部件，讀音及字義(高
效識字) t 加快閱續成效，而英文伴誼活動時，學長姐亦能利用電
子閱讀有效地解決英文伴說所帶來的問題。故事媽媽活動亦會加入
電子閱績，提升低年級學生閱讀興趣。圖書課則會利用平板電腦進
行圖書課教學及各種閱誼活動，提升學生資訊素養，並提升學生自
行尋找電子閱鑽網站閑說電子圖書及自行尋找合適資料的能力。此

外，校方每年均會舉行大型的世界閱讀日推廣閱讀活動，若能申請
本計劃成功，將會於世界閱讀日舉辦電子閱讀攤位活動，向學生提
倡電子閱讀的好處。預計低年級學生，會從閱續電子圖書，認識中

英文童話故事，認織大量字詞，提升閱讀興趣。

在高年級方面，由於中文科課程內，鞍少教材和課時用於小說教學
方面，致使學生接觸小說的機會也不多。因此，透過本計創，增加
電子小說的數量，再透過中文科與圖書科的合作，有助加強中文科
小說課程的不是。而高年級學生會透過閱續小說類電子圖書，在高

小中文科學習小說體裁，然後圖書課會配合中文科課程，介紹現今

小說和不同作家，盟富學生的知識。同時，學生透過完成圖書科及

中文科合作的「認織作家」及「小說此中尋J 活動，增加對作家及
對小說的認識，從而產生對閱讀小說的興趣，推動他們自發閱續小

說，並在閱讀過程中提升中文的能力，從而提升中文的成績。
3. 成果階段:收集和分析評估資料、圖書館領袖生及伴請大使灌報成果
4. 發表階段:整理活動和評估資料，撰寫成果報告，出版刊物和持續深

他。

(11) 計劉可行性

(a) 請描述計劃的設計，包括:

(i) 芳式/設計/活動

1. 2015年9月至10月，準備階段:舉辦「我的圖書館主題創作比賽」讓全校
學生均可參與優化圖書館環境的計劃，購置圖書資料及軟硬件。

培訓伴續大便，加強學生使用平板電腦及利用電子國書的能力。
2. 2015年10月 -2016年5月，實踐階段:增設平板電腦、建立電子圖書書庫、
於圖書課利用平板電腦教學及推行不同的電子圖書伴讀活動，並於各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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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進行跨學科電子閱說活動，增強學生在各學科的知識學習，此外，在

圖書課會教授學生各種資訊素養，而在世界聞單日則會向學生推廣電子

閱讀的好處，鞏固學生在電子學習中的知誠、技能及態度的培養。圖書

館於暑假期間進行優化圖書館工程。舉辦各種電子閱讀獎勵計劃，並與

中文科合作，從閱讀電子圖書中，加深學生對作家及小說的詔識。

3. 2016年6月至7月，成果階段:收集和分析評估資料、圖書館領袖生及伴

續大使j匯報成果
4. 2016年8月，發表階段:整理活動和評估資料，撰寫成果報告，出版刊物

和持續深他回

(ii) 主要推行詳情

計劉時期: 09/2015 (月份/年份1 至 08泣。16 (月份/年份)

月份/年份 內容/活動/節目
受惠對象/

參與者
準備期

09/2015 添置平板電腦及電子圖書 P.l-P.6 
09/2015 舉辦圖書館主題設計比賽 P.I-P.6 

09-10/2015 間書館翻新工程 P.I-P.6 
09/2015 電子伴誼工作坊 P.4-P.6 

(利用工作坊教導伴說大使如何利用平板
電腦進行伴領)

09-10/2015 於圖書謀利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教學，並教 P.I-P.6 
導學生自行搜尋不同的閱說網站進行閱讀

實踐期
10/2015- 電子圖書學長姐伴續齊飛揚 P.l 、 P.4 、 P.5

OS/2016 (利用平板電腦，學長姐使用電子圖書與

一年級學生進行伴說活動)

10/2015- 電子圖書樂繽紛 P.l -P.6 
OS/2016 (1)圖書館領袖生於課前、小息及放學時段

在圖書館教導高低年級學生利用平披
電腦進行電子書閱續及搜集各科專題

研習的資料。

(2) 此外，會安排各班輪流在晨讀時間進行

電子圖書閱嶺，籍以提動電子學習。

10/2015- 電子閱讀跨學科學習 P.I-P.6 
OS/2016 (利用平板電腦閱讀電子圖書，協助學習)

10/2015- 悅讀大爆趣 P.I-P3 
OS/2016 (1) 圖書組於活動課及星期五課餘時間利

用平板電腦的電子番，進行各種有趣的

閱讀活動，並與鄰校中學合作，設計不

同的電子伴續計剖，提升學生閱讀的興

趣 P.4-P.6 
。)與中文科合作，透過電子圖書進行「認

鐵作家」及「小說此中尋J' 配合高小

課程，報學生認鐵「小說」之文章題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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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2016 平板電腦閱讀比賽 P.I-P.6 
(培養學生電子閱讀的習慣)

04/2016 世界閱讀日電子閱續攤位 P.l -P.6 

成果及發表
06-07/2016 收集和分析評估資料(持分者問卷、電子閱讚 P.I-P.6 

紀錄衰統計、活動工作紙評估)、圖書館領袖

生及伴續大使;軍報成果。

08/2016 整理活動和評估資料，撰寫成果報告，出版 P.1 -P.6 
刊物和持續深化。

(b)請說明教師及校長在計創中的參與程度及其角色。
(i) 參與的教師人數及投人程度(時間、類別等) : 

校長是計卸的指導者，適時提出意見，圖書館主任是計劃的策劃者及

推行者，而各位老師是協助者及授教者，全體老師已於上學期教師發展

日進行平板電腦教學士作坊，已掌握使用平板電腦的基礎技巧，可於晨

續時段協助教導學生使用平板電腦進行閱讀，此外，各科組均會使用平

板配合電子圖書系統挑選合適的圖書協助學牛在學科上的學習，所以，

全體教師亦是當中的授教者。而家長是協助及監察者，並配合校本親子

閱誼計剖，家長在家中與小朋友一起親子網上閱讀，特別為低年級學生

自行上網閱過時，提供適切的協助和指導。這既可增進親子關係，家長

也可透過支持、鼓勵和監察 '7解子女網上閱蠻的進度和情況，藉此培

養他們的閱誼和自學的習價﹒

(ii) 老師在計翻中的角色:
由領袖

田開發者

又訝:書i遍適當室為

回協作者
口服務受眾

其他(請列明)

(c) 請詳列計創的預算和主要開支項目的理據。

申請撥款:港幣 77.700 元

預算項目
開支詳情

理接
項目 款額($)

i) 服務 建立電子圖書庫 20,000 建立一個有系統的電子圖書閱

讀庫，雖學生自行閱讀，校方
能有效地了解學生閱說情況

ii) 設備 平被電腦 37,000 增設平板電腦以促進館務及提

($3,700 xl0) 動閱續活動的發展

iii) 工程 優{b圖書館環境 20,000 學校落成四十五年，圖書館環

翻新休閒閱鑽區 境己見老他，現配合電子他圖

書館，建造一個更舒適的閱讀

環境供學生閱讀。

(iv) 一般 出版讓程分享資 700 與學界分享經驗

開支 料(500本)

申請撥款總額。) : 7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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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資產運用計劃

類別 項目/說明 數量 總值 建爵的調配計劃

電腦 平板電腦 10 $37,000 平板電腦屬於圖書館的資產，作
硬件 為學生其中一項目常的閱讀工

具。在計劃完結後，本校會繼續

利眼一步推動的一
發展。

。11)計割的預期成果

(i) 請說明評估計劃成效的方法，

囝觀察:圖書館主任及各位老師觀察晨誼及上課時學生的閱讀表現及閱
讀態度、圖書館主任觀察學生於圖書館使用平板電腦的情規，以改善

丕星 o

囝重點小組訪問:參與「電子他圖書伴讀大使 1 計劃的學牟進行經驗分
乏

自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卷調查:利用持分者問卷及校本問卷，以7解圍
書館的借閱效能及推動電子閱讀計劃的成殼。[成功準則: (1)超過75%

的學些表示圖書館的借閱強能有所提升。 (2) 超過75%的學生表示比以

往多使用電子閱讀。〕

回學生表現在評估中的轉變:建過不同的評估活動，更7解學生能否在
圖書課利用電子他學習，促進學習效佳。

因 其他(請列明) í1)計算學生借閱量(包括電子圖書及硬本圖書)是否
有所提升，計算進入圖書館的學生數量是否上升。 (2) 計算學生參與網

上閱單贊勵計劃及聞語分辜的增長人數，並從得出的統計數據分析學

生閱讀態度之轉變。

及 (ii) 請列明計創的產品或成果。

因學與教資灑
其他(請列明) 電子1c伴讀大使手冊及電子{!:.圖書館服務手冊

(IV)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劉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劃總結報告 30/1112016 財政總結報告 30/11/2016 
119/2015 - 3118/2016 119/2015 - 31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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