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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

(適用於不超過 150，000 元的撥款申請) Schedule 1 P., 4 
申爵表格---第二部份〈計劉書)

計部名稱 計劃緝號
利用電子書推行全校閱讀計劃及促進各科的學與教 2014/0657 (修訂版)

基本資料

塵蜀/機構/個人名稱:中華基督教會要民偉書院

受惠對象

(吋界別:口幼稚園口小學回中學口特殊教育

府)學生: 897 (人數Y 及 中一軍中六級 噩噩/年齡)*
(c) 老師: 全體 64 (人數y

註車撞

(1) 計創需要

(吋請簡要說明計劃的目標:

一首以來，圖書館擔任著「知諧的保存與管理者 1 的角色，而校園圖書館

更是「推動閱單風氣的報導者 l 。

隨時代轉變、科技發展，資訊變得無處不在，知論不再局限於傳統實體書

籍立中，現今還過雪端系統瀏曹電子書愈來愈普及，因此圖書館亦想透過

優質教育轟金的幫忙，為本校建立一個電子書系統，購買合適器材，如:

雲端平台、平板電腦、電子書等，以推行電子閱誼計割。配合原有的實體

書館藏，切合不間麵型讀者的需要，從而推行全校的閱讀計割，提升校園

閱誼風氣，發揮圖書館應有的角色與實任。

透過此計劃，各科科任老師可透過圖書館攪盤合適的電子書，讓同學在課

餘時間持續自宇學習，完成有關閱單活動，現時坊闊的電子書候應商可做

到全校共闊的功能，不受借閱人數眼制，故同學可免卻以往一本實體書只

能借給一位同學的不價。而老師亦可選取有關電子書，配合平桓電腦作畫展

掌上學與教芝用，提升教學安全佳。

男外，本和圖書信面對空間不足的情況。現有館藏約 16000 冊實體書籍，

但已接近飽和狀態，難有空間再添加新書。故希望發展網上平台，善用網

上空間，利用電子書繼續為學牛提供各項閱讀資煩。

本校希望申請優質教育基金作為一個「起步點 I '購買棺安裝平版電腦、電

子書系統尊設備，因為電子書較為昂貴，起步時需事一筆賣會去建購館藏，

但為確保日後計實用持續運作，學校願意每年提供資源去逐步購買賣多電

子書，以配合課堂及師生需要。而每年圖書館會利用中一及中二級的圖書

館課為平台，教導問學如何使用及棟盤電子書，讓他們掌握這方面技巧，

有助全校閱讀計劃可持續進行，鼓勵師生共同將電子學習融入各課堂立中。

(b) (i) 請表明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項目。

回提升學與敦，以促進學生在科目/學習範圍/共通能力發展上的知識
固其他(請列明)按學生各自的能力或興趣加以引導及鞭策，從而培替

他們的閱讀與自學能刃，守在從中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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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請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以論齡)(i)中所提及的需要。 khedae1 ULL 
回學校發展計劃:

學村的5年青十劃(2011-2016年1主享有以下關注事項: (1)照顧學牛學習

弄墨 (2)培訓學生主動學習/自主學習。

是要申請優質教育華金的計劉正好符合學校第1.2項關注事項的需要。

回調查結果:

本校圖書館進行有關「在校內推行電子書閱誼 l 的意向問卷調查1 ，結

果顯示超過九成的受訪問學「贊成 1 或 r+分贊成 l 在校內增添電子

書、平版電腦及在部份課曾使用電子書作輔助/延伸教學。

回文獻研究綜述:
教育局亦推出「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 2 ，鼓勵多元發展，發展電

子課本，務求令學習模式曹互動和更多元仕。可見現今傾向發展電子

書作為教材，此計劃正好作為本校的「起步點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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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閱領風氣方面1:
使用平板電腦閱攝電子書是現4年流行的閱讀育法3 ，但本校圖書館暫時未擁

有倒可電子書及相關系統，相信若增添電子書作館藏能有效刺激學生提升

對閱讀的興趣4 ，並搪闊閱誼範圍5和增加閱讀數量6 ，以此與紙本書比較，

相信更能提升閱讀風氣。

而「以電子書配合電子平台 I 與「官體書 I !:;C較起來，電子書有其芳便立

處。例如:可以隨時調轄字體的大小和顏色，造樣可配合不同學生主需薯，

特別是本校有特殊學習需要一報障的學牛，以往學校會為他們將部份工作

紙及考測試卷般六至A3 size '育使其閱讀，但就未能為他將課外閱單的書
籍亦進行放大處理，若我校能使用電子書作為閱輯的其中一種蝶介，相信

可配合此頭學生的需要， !:;C實體書璽為芳便及達至計劃目的一提升此類學

生的閱單興趣。

另外，犬部份電子書均可讓學生一邊閱讀一撞在屏幕間下重點也Ìlz;h.liWlt) , 

亦可即時查閱字詞的解釋和發音，例如:學生閱當電子書籍時發現有不明

白的詞語便可即時棟選翻譯功能、遇有不懂朗誼的字詞就可即時費聽，擅

樣能讓學生能流暢地閱誼及理解文章內容。比起以往事額外翻查字典更為

77價，問樣能撞到計割的預期殼果一吸引他們閱讀。

l 問題調查於2015 年 5 月 11 至 5 月 22 日在校內以不記名形式進行，訪閉Ï 145 位中一至中宜的同學:

「你贊成本校圖書館加入電子書作為館藏嗎? .J有 93%同學表示「十分贊成」及「贊成.J '6.3%同學表

示「十分反對」及「反對.J' 0.7%表示「不知道f
「你贊成本校回書館增添平棍電腦以閱讀電子書嗎? .J有 92.4%同學表示「十分贊成」及「贊成.J' 6.2% 

同學表示「十分反對」及「反對.J' 1.4%表示「不知道.J O
「你贊成在部伯課堂上使用電子書作輔助/延伸教學嗎? .J有 90.9%同學表示「十分贊成」及「贊成.J ' 

8.4%同學表示 r+分反對」及「反對.J' 0.7%表示「不知道」﹒
Z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3 年胞政報告一教育的政策措施}﹒頁 12 • 

http://www.edb.gov.hk/tc/about-edb/legco/policy-address/20 13于，Education.pdf 
3 協會﹒於 2014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12 日進行一項名為「青年電子閱讀」的意見調查﹒在 500

多名 10 至 24 歲受訪青年中，絕六部份均有運用數碼產品進行電子閱讀。

4 上述意見調查顯示，受訪青年對「由電子閱讀所帶來的樂趣」評分，以 0-10 分計(10 分為最高分， 5 為

一般) ，平均分為 6.3 分。
5 上述意見調查顯示，有七成(70.6%)受訪青年認為電子閱讀可以擷闊閱讀範圍。

6 上述意見調查顯示，有過六成(62.2%)受訪青年認為電子閱單增加了他們的閱單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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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 Schedule 1 PO 5 
配合本校各科共同推行的全校閱讀計劃，科任老師可宜期措是該料的電子

篇章或印刷篇章供同學閱讀 1]世事求同學完成閱單報告或當後國寫作，如

科任者師從中找到佳作，可轉交圖書館做統囂，預計籌備兩年可將優秀作

品結集成書，出版一本作品集7 。

另一15面，圖書館會從該批優秀的閱讀報告或續後國中邀請相關同學進行

早會演說或透過校園電視台作分車，以此表揖同學芝餘，亦可借機向全校

同學介紹好書。除此以外，各科老師亦可邀請同學揀選一本與學科有闊的

電子書，閱單後，在早會時段向全體同學介紹該本書籍及分享讀後廊，或

可製作投影片利用校園電視台向全校分草閱誼心得。

健升學與教效能方面1:
本棺參興7 ~部平板電腦，讓老

師可將軍板電腦帶到課室 '15便同學使用。男外，第四個IT 01組亦安排7
在2015-2016學年進佇，學校會今購物部平板電腦作謀害課堂立用，亦會全

面提升校園的無線網絡系統，意即只要有相關器材，學些便可在校園內各

處隨實閱誼電子書。以上兩項有關資訊科技的項目芷好能配合此計劃所購

買的電子書，供科任者師在課堂時與同學一間使用電子書作學與教主用，

將閱誼融入各科課堂主中，又或者可供眾師生隨時隨地瀏曹電子書，提升

校園的閱過風氣。

有7平版電腦及電子書，意味著師生均可在校園內隨時隨地地進行閱誼，
課堂卜固然可用來做學與教，而課當以外，師在長亦可繼續使用來進行課後
補習、備課，絕對能但進學與教。男外，圖書館的資源亦不再局限於館內

藏書，透過計費j可智富館藏，師生在學與教芳面的資源會電充足。再者，

以往學生需事「爭奪 l 圖書館內用萊攘寫閱讀報告的書籍，因為一旦書籍

被其他同學借出，至少要尊+四天(借閱期)才會歸還，每本書每次只可借
給一位同學。但電子書及其平台在這芳面種能解決相關問題，它能讓多位

請者(甚至是全校)同一時間去閱當同一本書籍，學牛便能按自己的草草需

要去借閱，但須擔心「爭奪不到 1 的惜現，對於促進學習方面有一定的好
處。而老師芳面亦然，通常每科每一級都有幾位老師任教，老師們往往要
到圖書館「爭奪 l 相關科目的參考書/課外書萊備課/製作工作品民/擬訂考測

試卷等，相信若本校能透過計劃去添置電子書，是能在這芳面配合到老師

們的需薯，達到計劃中但進學與教的目標。

持養自主學習方圓:

本校最近添置7一套自助借遺書系統，此RFID系統包括自助借書機、自助

遺書箱及防語系統。學些利用學牛證背後的條碼便可透過自助借書機完成

借書的手續，亦fES頁再親身前往圖書館遺書，可以將書籍放入設置在操場

的自助遺書籍，系統便會自動賣新，即時完成遺書手續，讓同學可以璽自

由及芳慢地使用圖書館的借還服務。若能配合此計割的電子書雲端系統，

相信學生可以璽無地域與時間限制主下進行自已所需的閱讀，從中實踐自
主學習的牆神。

7 本校曾在 2005-2006 年度，邀請同學及老師投稿，內容包括閱讀報告、對閱誼活動的廠受及老師鼓勵
同

學閱讀等元景，最後結集成約 100 頁的作品襲，於 2006 年 5 月尾出版。事隔 10 年，可再次推出作品
鎮，藉以鼓勵同學寫作及分享其讀後盾，相信成效和可行性均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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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昀 計劃可行性 Schedule 1 P. 7 
(吋請描述計劃的設計，包括:

(i) "17式/設計/活動

計劃以電子書為主，利用現今tG較流佇的閱讀芳式去吸引同學閱單，亦可

芳便老師教學，提供更今的閱單材料。計劃以圖書館作為主導的角色，由

圖書館邀請各科組配合參與。加上原有的實體書，可推佇全校的「實體書

與電子書閱謂計劃 I '以提升全校的閱讀風氣。

(ii) 主專推行詳情

計創時期:_l且也L 至」且也Z

受惠

自期/月
內容/活動/節目

對象

的/年份 1 i參
與者

1/1/2016 圓書館購買電子書及安裝平版電腦，攘全校師生可在 全校

館內透過平版電腦閱讀電子書或搜尋資訊 師生

1/112016 圖書館會製作影片，教導同學如何使用平版電腦去閱 全校

頡電子書，教導基本的搜書技巧及電子書系統內的預 師生

設功能，利用校園電視台於早會時段播放影片，亦會

於中一、二的圖書館課內再作示範。

圖書館亦會訓練圖書館助理員(50位) ，讓他們在館內

親身教導其他使用者操作電子書雲端系統。

以往館內增添新設施，如八達過影印機，亦會以此方

法教導同學如何使用，可行性及成效相當高

112/2016 開 為深化學生使用電子書作自主學習的技巧及優化學 全校
始 與教，圖書館會聯絡各科科主任棟選合適課堂使用或 師生

作延伸閱潰的電子書，選書準則盡量包括: (1) 學校

能永久擁有這批電子書的使用權

(2) 電子書的使用地域權限沒有限制，即師生可在校

內、家中或任何地方透過電子平台去閱覽該批電子書

籍

(3) 科主任認為所選購的電子書能配合校內各學科課

程的設計，有利師生的教學或閱讀

(4) 所選購的電子書沒有「限閱人數」的限制

至於教學法方面:

本校會邀請科任老師在課堂上透過平版電腦，每人一

機或二人一機，於某些課堂利用電子書來上課，以求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因著電子書的多兀他功能，

為師生們提高學與敦的效能。

提高學與教效能方面:本校大部份科目均以英語為教

學語言，但學生未必能掌握書本中所有字詞的讀音和

解釋，以往同學只能詢問老師或課後查字典，但若有

電子書配合，相信能解決此問題。因英文電子書通常

有發聲及翻譯功能，可讓學生反覆聆聽，亦可即時查

閱字詞，跟上進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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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1 P. 8 
由於每位同學可獲分配一部平板電腦，因此各人可因
應自己的閱讀速度/需要去閱讀，不會受其他同學影
響。而且老師可安排每位同學閱讀不同的篇章/電子
書，例如:過識課堂，老師可將學生分組，六位同學

一姐，每人用平板電腦閱單「一個持分者」的相關篇
章，然後完成各自手頭上的導讀工作紙，再透過分組
討論，六位同學就可互相分享電子書中所代表持分者

的意見，分工合作，共同協助大家去掌握齊六個持分
者的意見，之後再做全班的分組匯報/辯論，這些都
是需要平板電腦與電子書配合的課堂教學法。

作延伸閱續方面:有英文科、數學科、通識科及生物
科的科任老師願意於下學年試行此計劃。科任老師會
預先揀選合適的電子書作延伸續物，配合課堂上主

題，讓學生除教科書外，亦有更多書籍作參考。例如:
過鐵課堂內，老師教授《今日香港》單冗的「公民抗
命J 概念，可同時透過平板電腦讓學生閱讀

一書部份篇章作

延伸續物。以往基於資金和版權問題，老師難以要求
全班同學於同一時間閱讀同一本課外書或影印該書

派給同學，但這情況可因著電子書而得到改善，因部

份電子書供應商所提供的電子書均沒有「限閱人
數J '書籍可供全班同學同一時間閱讀。

當然，由於英文、數學、過識、生物科希望試以電子
書來促進學與教，因此當我們得到計劃所批出的資金
後，會先購買適合這幾科課程需要的電子書(確實購

頁數量要待報價後才可決定，但必定會以這幾科的教
學範疇來還書，以配合相關主題及適切的程度為原
則) ，以便讓科任老師盡早開展此類電子書教學。

基於此計劃為新嘗試，故有需要時學務主任及圖書館

主任會與科任老師一同擬定該課堂的教學流程，共同
探討適切並有效的教學方法

「普及閱讀獎勵計章。」是一項全校參與，並全年進行 全校
的計量。，現時中、英文科均與圖書館合作參加教協舉 學生
辦的普及閱續獎勵計剖，科主任會揀選書籍，定立書

自名單，要求同學在名單中選書做閱續報告並評分。

同學完成指定數量的閱續報告及參與一定次數的語
文活動後便可得到膏、藍、紫章作欒勵，每年學校均
會在閱讀日頒發獎項，籍以表揚及鼓勵在此計劃中表
現優異的同學。

因著電子書的推行，害種選擇甚多，除中、英文科已
答應與圖書館合作外，本校中史科及綜合科學科亦會
加入計劃，將合適的電子書書目列入該科的書目名單

之中，讓同學有更多書種選擇來閱讀並撰寫閱讀報
告，擴闊閱讀範圈。

而生活及社會科亦會在中一至中一課程內要求同學
以電子書來完成閱讀報告。本校的生活及社會科只推
行7一年，該科所購買來作課外續物的實體書籍數量
並不多，因此若要求中一至中=的同學都到圖書館借

5 



116/2016 

1月/201ι

10/7/2016 

15/7/2016 -
3118/2016 

119/2017 開
始

.:u;ut:Uun:_L____.ü, : 

閱該科實體書籍來完成閱讀報告絕不可行，但電子書

則可解決此問題。

因此在購買電子書時，會盡量徵詢生活及社會科科主

任的意見，選取與學科相關範疇的電子書，如:個人

成長、今日香港、批判思考、全球他等範疇(確實購

買數量要待報價後才可決定，但必以配合相關主題及

適切的程度為原貝u) o

再者，中文科現時會要求同學自費，由科任老師代為

訂購，每人買兩本指定課外書，用作課堂測驗之用，

測驗時同學亦可打開此書來參考。若電子書計劃得以

推行，中文科希望這能為學生節省購買該兩本指定書

籍的金錢，簡化科任老師訂書的行政工作，只要學校

購買該書的電子版，則所有學生受惠，課堂上透過平

板電腦亦可一面翻書一面測驗，效益相當顯著

故此，待計劉批核後，圖書館會請中文科科主任代為

選購適合上述測驗範疇使用的電子書， (確實購買數

量要待報價後才可決定，但希望可為每級選購2本沒

有「限閱人數J 規定的電子書籍)

計劃實行了五個月，為營造校園閱讀氣氛，圖書館會 全校

聯絡各科任老師及同學，邀請老師同學分享使用電子 師生

書這媒體作教學或閱說方面的感受，可利用早會的時

閱或校園電視台做午間分享，而文字版本的分享則可

張貼在圖書館門外壁報，圖書館亦會為這些推介書籍

製作海報，張貼在館內，讓全體師生都有機會看到這

些分享和推介。預計之後每月做兩次分享

計劃實行了一個學期，會做中期檢討。 全校

圖書館會利用問卷向各科主任收集意見，檢討計割的 師生

成效及改善之處

電子書可為學生提供一個自主學習的途徑，以往暑假 全校

期間學生甚少回校使用圖書館的服務，因此若獲得優 學生

質教育基金發展電子書系統，圖書館就可將閱讀活動

轉向網上電子書平台，在暑假期間繼續進行閱單計

剖，如參加:香港伯領城的「暑期閱續約章」計割，

接受學生使用本校所揀選的電子書作閱頭材料，讓學

生暑期在家中亦可遞過電腦連接到校內的電子書雲

端系統，持續閱讀。

基於本校是一所英文中學，從小六升來的新生未必即

時適應，因此英文科有意在升中的暑假讓學生先行還

過內聯網閱讀較簡單的英文電子書，好作準備，及方

便學生適應英中的學習生活。

既然要符合全校的需要，即電子書書庫藏量亦要相當

豐富，同學才可從中借閱所需的書籍。因此

希望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去建立第一批館藏，幫助本校

「起步 J' 之後我校會再一步一步，每年添加一批電

子書，像實體書圖書館一樣，持續擴建，豐富館藏量

經過半年的嘗試，再經過上學年的檢討及收集意見 全校

後，圖書館會因應各持分者的意見，在新學年改善此 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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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閱讀計畫。'務求能就著各科的實際需要，提供

支援，令計劃可更完善地試行多一年。

由於已有上學年的經驗及改善，相信各科任老師及同
學應該可熟習並有效地使用電子書以提升他們的學

與教效能。所以這年可真正評估此電子書計劃的成效

119/2017 可邀請高年級的同學到中一班房分享使用電子書作 全校 i
教學或消閒的心得，讓高年級同學有一個反思及分享 學生
的機會，中一新生亦可藉此認識圖書館的電子書設備

115/2017- 經過兩年，已搜集到一定數量的學生閱續報告或者師 全校
3011112017 的好書推介，可從中揀選佳作，出版成「作品集J ' 師生

基於這是一個以電子書為主的計劃，故希望與以往校

內EP製的印刷版作品集不間，今次能透過製作電子書

的軟件，將作品集製成「電子作品集J I 即電子書，

放在雲端系統供師生閱覽

同時，本校知道是次計劃中所製成的所有成品，如:
配合電子書的學與教資源、「電子作品集」等的擁有

權及版權屬優質教育基金擁有。本校會於計劃完結時

將成品提交「優質教育基金」作發佈之用。

建囂的電子書詳情:

科目 範疇/主題/特色/書目(建巖/暫定) 數量

(約)
中文 以小說及散文為主，目的在於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及 25% 

修辭技巧。
另外，會增添作文技巧方面的書籍，藉以協助學生改

善中文的寫作技巧，亦可讓他們多閱讀佳作。
再者，為配合現今的教學需要，及針對學生所需，會

增添一些文言文類別的電子書，擴闊他們在文言文方

面的閱誼範疇。

英文 為配合學生的興趣，會增添一些英文小說(fiction) I 25% 
或由電影改編的電影小說，按不同年級學生的英語水

平去選購合適的書籍。

另外，學生需要一些與英文文法有關的書籍，以便他

們學習正確的文法，亦能配合課堂的實際需要，讓老

師可在課堂時與學生一起閱績。

數學 配合數學科的閱續主題，會選購一些與數學家、數學 10% 
歷史、數學理論、數字遊戲、數學故事的電子書，務

求學生在閱嶺的同時能提起對數學科的學習興趣。

科學、生 為配合各科的教學需要，會盡量選購百科全書，或與 20% 
物、物理、 各科實驗有關的電子書，讓師生可在課堂時多一個參

化學等 考途徑，亦可作課後延伸閱讀。
同時，為滿足對這範疇有興趣的同學的需要，會增添

更多科學範疇書籍，特別是小故事或短篇文章，讓他

們可在這範疇多作涉獵。
過識、生活 增添與學科相關範疇的電子書，如個人成長、今日香 20% 
及社會 港、現代中國、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全球化

等。另外，此學科講求批判思考，因此亦會增添此

L 類書籍，配合教學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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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說明教師及校長在計劃中的參與程度及其角色。 I

ω 參與的教師人數及投入程度(時間、類別等3:
參與教師人數64人，即所有者師。老師能夠利用課堂時間去使用電子書作

學與教。

(ii) 老師在計劃中的角色:

回服務受眾 回協作者

老師製作學與教材料的計劃

主要分工如下:

l圖書館主倒:負責計劃的統普及行政工作、安排電子書及其平台的採購工

作、計劃的推廣、財政管理

|圖書館助理I :協助圖書館主任跟進文件、單據、製作推廣用品/影片

|學務主任1: 聯同圖書館主任一起進行學與教部份的統籌工作、與科任老師

一同設計配合電子書使用的教學法及相關教學貸頑

科科主倒:協助選購相關科目既能配合主題，又適合師生的電子書籍

科科任老刪:與圖書館主任及學務主任共同商討及設計教學資料，再利

用電子書及平板電腦在課堂上進行學與敦的工作

FT部技術人員1: 協助電子書、電子平台、 WIFI及平板電腦的支援工作

是次計劃毋須額外增聘人手作培訓。

各科任老師會教授自己班別的學生，指導他們如何運用電子書及平台去進

行學習，以習得相關學習技巧(如選書技巧、搜書技巧、自主學習技巧等)。

請詳列計劃的預算和主要開支項目的理據。

(c) 申請攝款:港幣泣色迪里
預算 開支詳情

理接
項目 項目 款額($)

服務 電子書的雲端 $60,000 英文書僧~75本) ，約$27，000 ; 
系統及中英文 中文書(約93本) ，約$33 ，000

發聲電子圖書

由於本校圖書館空間不足，未能再添

加實體書，故希望能發展網上空間，

推行電子閱讀，但一開始要購買大批

電子書的費用昂貴，學校未能負擔，

所以需要申請資金作「起步J' 但日後

本校可每年運用libr的 grant逐步慢慢

添加電子館藏，以求持續發展

設備 平版電腦 $18,500 現時圖書館並沒有平版電腦，若要推 l

(5部) 行電子書閱讀，必須要有相關器材配

合。圖書館約有二+個座位，希望能

(每部$3700) 為當中的六分一添加平版電腦

申請撥款總額。): $78,500 

*而本校會尋找多問相關公司報價，確保所有貨品及服務的採購是以公平、公正及

具競爭性的方式去謹慎選購，務求將資金用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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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運用計剖

類別 項目/說明 數量 總值 建議的調配計劃

書籍及 中英文電子圖書 約168本 $60000 計創進行時及計劃完結
視像光碟 及相關的電子平台

系統
(永久，控為佳)

電腦硬件 平版電腦5部

個1) 計割的預期成果

(i) 請說明評估計割成效的方法，
回觀察:

後，該批電子書及電子平

台系統均會由本校圖書

館擁有及管理

5部 $18500 計劃進行時及計割完結

後，該批平版電腦均會由

本校圖書館擁有及管理

觀察使用圖書館的人流，計筆在館內使用平版電腦閱單電子書的人次

回重點小組訪問:

可聯絡曾在課當卜使用電子書作教學的科任老師，重點詢問此計劃為

他們帶來的利瞥及改善芝處

回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卷調查:

計劃推行前可液發問卷以了解師生們的閱讀習慣及閱讀喜好，計畫:tl後

再次派發問卷，以統計師牛們的閱單率、閱誼範圖等有否提升

及 (ii) 請列明計劃的產品或成果。

固其他(請列明)會梭的閱誼計會j 及電子書:作品集(本校知道主吾次計

劃中所製成的所有成品，如:配合電子書的學與教資輝、「電子作品集 l

等的擁有權及版權屬優質教育基金擁有。本校會於計劃凳結時將成品

提交「優質教育基金 l 作發佈立用。)

遞交報告時間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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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到期目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 311112017 中期財政報告 3111/2017 
11112016 - 31/12/2016 11112016 - 31112/2016 
計劃總結報告 28/2/2018 財政總結報告 28/2/2018 

11112016 - 30/1112017 11112017 -30/1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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