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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結報告 計劃編號: 2013/0772 

甲部

計劃名稱:運用平板電腦及網上電子學習平台發 展校本電子學習模式及 推行「促
進學習評估」 的課堂活 動

機構/學校名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計 劃涵蓋時問:由 4/2015 f月/$)至 11/2017

乙部

填寫此部份報告前，請先詳閱讀「優質教育基金計劉總結報告填寫指引r_} 0 

請另頁(A4紙)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1. 達成目標
2. 計劉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劃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 活動一覽表
6. 計劃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計劃負責人姓名: 受款人姓名:

簽署: 簽署:

日期: 日期:

-

(丹/年)

弗吉十劃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畫7J管理系統J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視為己經由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協鐘書的人士確認。

此表格/措哥i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bttll://qe{.or.!?llk下載。



.0正i 佼佼 教 向 � 令_l�- � 
‘已��川

優質教育基金總結報告填寫指引

在填寫計劃評鑑時，講詳述以下各點。以下指引提供參考，讓計劉負責人/小組反思計
劃的成效。

1.能否達成目標
評鑑是否已達致計劉啟內列明的各項目標 時，須包揹以下項目f有1111算辦可皮本府件內幸存一的雄主t I 或以丘吉忽t.:
落實多式書寫� : 

-目標陳述
-與目標相關的活動
一目標 達成程度
一目標達成 的證拇或指標
一如不能達成目標 ，須列出原因

2.計嘗到影響
按照証據為本的方法，從以下角度評鑑計會j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學校發展的影響:

一拓寬學生/教師的視野
一加強學生/教師的成功攝
一促進學生發揮專長及潛能
一訓練學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一 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一改善學習氣氛
- 促進學校團隊精神及提升學校整體形象
-引發與其他學校/專業團體的協作機會

3.自我評鑑計割成本效益
受款人必須填寫本附件內衰二的預算核對衰，與報告一併遞交。關於預算項目的分類辦法，請參照計劉協議書
附件二﹒
請就以下各方面評鑑計制的成本效益:

- 資源的運用(例如器材、申請學校/參與學校的人力資源等)
一 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一 討會l所建梢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一 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劉時，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包括計創的開辦成本、備用成品等)
- 以較低成本建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4.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在評鑑計酬的成品及推廣價值時應包括以下項目﹒ 俘手1ItJ.黃料可按'2f;:/f(1.佯丹幸會主防措51:71$) : 

一成品說明 (倒如種類、名稱、數量等)
一評鑑成品的質索及推廣價值
一已舉辦的推廣活動 (請列出日期、模式等) ，以及參加者/受眾對活動的反應。
-有關由優質教育基金加以推崗的成品的價值及其可行性，以及建議的推廣模式。

請同時扼要說明計削的成功因素/經驗，以及延續計劉的可行性﹒

5.活動一覽表
請列出計倒進行期間舉辦的活動詳情，例如活動種類、內容、參加人數及參加者的反應f存M諸神可tk-萃附件pl:j
表白的格式﹒或以簡短段落形式苦悶﹒

6.困難及解決方法
如質際推行的計劉(包括預算、時間表及過程等)與服裝計劉有出人，須在此部分解釋原因。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揭頁 hItO;//(fe{.or2.hk下載﹒



1. 能否達成 目標

本計刮目的為研究及發展適合 本校校惰的電子學習模式。計剖透過運用 平板電腦及網上教學平台

c ) ，實現「促進學習的評估J'以提升教學和學習效益。

本計倒有三個主要指標，第一指標為學科參與度，大部份計創中參與的學科的參與度超越預期指標(30%

的級別課程有使用計割的電子教學模式)。

第二指標為運用平板電腦於課堂教學以發展配合校惰的電子教學模式，本計劉除了原定的學科外，更成

功引進三個新學科參與計剖，使用 平台、 及 TV於課堂及評估活動，研究出配合科目

本身需要的電子教學模式，此項目超標完成。

第三指標為透過教師培訓提升學校電子教學發展及普及度。在計割期間完成五次供全體教師參與的電子

教學培訓班、教學示範及交流活動。同時，推行本計劃時大量增加學校 及 TV數量，老師使

用 於課堂活動的普及性大大提高，現時經常使用 教學的老師的百分率上升至33.3% '較計劉推

行前( 201 5年，少於 8%)上升超過三倍，達到普及使用的水平。

總體而富，本計劉成功完成目標。

表一:目標是否達到

說明目標
與 目標相關 達標程

的活動 度

運用平板電腦 1)連用 70%達標
及網上電子學 線上評估及推行
當平台於課堂 課堂活動
上實現「促進學
習評估」的評估
活動

達到 目標
的證接或指標

電腦科中一至中五級課程以
作為常規性 評估學生表現。 約達83%
級別指標 ，超越目標 指標 (30%級別
指標 )。

過識科中四及中五級以 作為
常規課堂活動，約達到%級別指標 ，
超越目標 指標 (30%)。

綜合科學科中二級有使用 進

行線上評估，約達33%級別指標 ，高
於30% 0 (註:綜合科學科是新參與
學科)

英文科於2016年開始參與EDB優質
教學計劉，積極改革課程，因而減少
投放人力於 ，評估的應用，參
與級別約佔17% ;惟英文科轉為投入
製作中一至中=級「嘲轉教室」教學
短片，參與級別佔50%。

i先表格/指引可於最質教育基金網頁 htfTJ:IIQe(.orl!. hk下載﹒

未能達到 目標
的理由

中史科中三及中四級有使用
主行線上評估，約達20%級

別指標 ，低於30%。 原因是
系統不能產生中文報衰，使老師難
以收集學生答案作評估。

數學科中一級及中四及五級M1有
使用 啤上評估，約達20%級
別指標 ，低於30%。原因是部份參
與的數學老師調任其他學科或離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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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調查.81% 採用. 老
師認同以平板電腦皮 平台能
夠提高跟堂效益﹒

根據問卷調查.100%採用、 老
師認� 法上評估活動是具效
益的促進學習評估工具。

根據問卷調查.78%受訪學生認同
線上評估準確反映其學習

情況和能力水平﹒

根揮間考調查.90%受訪學生接受以
線上評估作為常規的促進

學習評估工具。

(土述筒卷調查血本校資訊科技教育
組在2/2018向'20位參與計劉老師進
行。)

2) 運 用
課堂活動

推行 1 80%達標 | 以 1作為常規教學活動(每星期不

3) 推廣以平板電
腦及電子學習平
台教學，發展校本
電子教學模式。

少於一節課)的學科包括:
.電腦科(中一至中六級)
.生物科(中三至中六級)
" 通識科(中四至中五級)
. 視藝科(中四至中六級)

運用 於 指定課題進行教學活動
的學科包括:
-數學科(中一及中三級)
.他學科(中四級)
.宗教科(中一級)(新增學科)
.英文科(中三級)
.中史科(中四及中五級)

100% I 超過33%老師平均每星期使用
達標 14 . 2次於課堂教學 。 (根接2/ 2018本校

資訊科技教育組校內老師問卷調查
推算。)

在計劃期間完成五次供全體教師參
與的電子教學培訓班、教學示範及交
流活動。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總頁Jztt/J://qe{.01'2﹒幟下載e

數學科只有某一至兩課課題應用
l於課堂上，原因是未有應對的

APP或網站等適合的電子教材用於
對應的諒題上，以及參與計劃的老
師調職及離任。

英文科只有某一至兩謀課題應用
於課堂上，原因是英文科進行

優質課程改革計剖，課程規制較緊
密。因此，使用 於課堂上的頻
率較預期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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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劉影響

本計劃推行兩年多以來，學校師生普遍能有效地運用平板電腦及網上評估工具作課堂及課後的學習活

動。根據過去兩年多次的問卷調查及會唔訪談，計劉推行的電子學習模式有助學生更深入認識學習內

容，老師也能更全面地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從而調整教學內容和即時點撥學生面對的學習難，點，提高

課堂教學的效度。

由於得到本計置。(及校友會)的硬件支援， - 、 ' 了V及Wifi網絡己能廣泛應用於各課室內，這對於

促進老師積極探究課堂內推動電子教學，促成今天學校有約113老師經常使用 教學的使用水平。 這

對老師團隊積極發展新課程、改善教學效能及引人先進的教學範式有正面的作用。

3. 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益

表二:預算核對表

變更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乙)-(甲)J / (甲)

(根據協議書的表11) (甲) (乙) +1一%

會計費用 5，0 20 lC 4，800 5t -4.4% 

器材 95，300 7c 75，716 5t  -20 .5 % 

服務 1 7，280 5t  17，280 5t  0% 

資源的運用

本計劉所採購的平板電腦使用率高，除應用於推行本計創活動外， 日常亦公開借用給各學科進行課堂活

動、校外考察及課餘活動，使用率高。現時所有硬件正常運作。 參與計劉的老師及支援 人員皆是在其正

常工作外抽調時 間完成計劃內的工作，言十創內沒有資金作為 人力資源開支。因個別學科的參與度較預期

低，小部份 平 台租用的戶口使用率較低，整體平台戶口的使用率估計約為80%。

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本計劉直接受惠人數約為:學生 620 人，老師 60 人，其中高頻度使用計創 設備及平台的老師 人數為 22

人。 從中計算單位成本如下:

項目 單位成本(兀/ 人)

器材 (_ $ 1 11 .34 

服務( $ 26.9 2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總頁悅。://f/ef.o陀Itk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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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剖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本計割完結後，學校擬繼續使用- 作為學校推行電子學習評估的主要平台，計創內所建構的學習

課程及資料可以繼續應用，並可再作擴展。

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倒時，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

本校願意公開計劉內所建立及不涉及外間版權的電子教材，讓其他學校重做計劉時之用。

以較低成本達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本計剖主要採購項目為 平板電腦及 電子學習平台，建議較低成本的方法如下:

- 以其他型號平板電腦例如A d系統的平板電腦替代 ，惟此舉將不能以 TV展示學生/老師

平板電腦上資訊。

旬以其他電子學習平台例如 或 電子學習平台替代

的評估功能較 ﹒ 少，設定教材及評估題庫的方式和彈性也較

支援含有中文答案的報告不完善，前兩個平台則沒有此問題。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htto://(fe{.orf!.hk下載﹒

。 惟此兩種電子平台

少。 值得一提的是



4. 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棋式

表三:計割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 目詳情
(例如種類、名稱、數量等)

初中電腦科 網上評
估題 目庫，包括
spreadsheet、 、資
訊素養議題。 (每項皆有
中、英文版，分為電子功能
及線上評估兩組，每一項約
有 8題選擇題及 1-2題長題
目)

高中電腦科 網上評
估題 目庫，包括:多媒體製
作、互聯網應用、電腦建
娟、數據庫SQL、辦公室自
動化。 (每項分為電子功能
及線上評估兩組，每一項約
有 8題選擇題及1-2題長題
目)

高中通識科 課堂討
論活動題目庫，包括:人口
老化、藥品專利、習俗節
日、(每項分小組討論及翻
轉教室+長題 目南部份)

成果的質素
及推廣價值評鑑

此材料供課堂即時評估及
電子家課兩類，效果良
好 ，能準確及有效地評估
學生表現，並自動產生報
衰，支援老師檢視學生水
平及調整教學。

值得推廣。

此材料可用作課堂即時評
估及電子家課兩方面，效
果良好，能準罐及有效地
評估學生表現。
建鐵用作課前備課階段的
自主學習過程。
老師可從中檢視學生水平
及調整教學。

此材料主要用於課堂小組
討論活動，並需每位學生
備有 檢視影片、圖片
及文字等材料，然後由老
師帶領學生進行深層討論
討論。此討論方式有效利
用 多媒體學習，並能按個
別學生的步伐學習，達致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目
的。
值得推廣。

成功因家/經驗分享及延續計割的可行性

本計創的成功因素可歸立為三方面:

1) 教師國隊對發展新教學模式的積極性較高。

2) 較多老師具備一定水平的資訊科技應用能力。

此表梅/指哥!可於優質教育基金鋼頁 htto://(fef.ol'f!.hk下載﹒

舉辦的推廣活動
(例如模式、 日期戰

及反應

2016-2017年及本學年中一
級及中二級電腦科的常規
課程電子評估課業。
以課堂評估或電子功課兩
種方式發放。
學生利用 或電腦完成
評估，完成率接近100%。

老師表示效果良好，能準確
反映學生能力。
2 016-2017年及本學年中四
及中五級電 腦科的常規課
程電子評估課業。
以課堂評估或電子功課兩
種方式發放。

學生利用 或電腦完成
評估，完成率接近100%。
老師表示效果良好，能準確
反映學生能力。
2 016-2017年及本學年中五
級通識科的常規課堂討論
活動材料。
以課堂評估方式發放。

學生利用 完成討論及
回應相關長題目。

老師表示效果良好，能引發
學生深層思考，有助加強對
議題的認識及投入戚。

是否 值得優質教育
基金推介及可供推
介的可行性?如值

得，請建言當推廣模式

值得推介。
建議以分享會形
式推介給其他學
校。

值得推介。
建議以分享會形
式推介給其他學
校。

值得推介。
建議以分享會形
式推介給其他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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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過往已有一定程度的電子教學經驗和硬件配套，例如全校Wifi網絡和應用電子學習平台。

同時，由於各老師皆有沉重的工作，各學科亦有自身的發展計劑，要認計劉取得成功，學校管理層亦須

大力支持和持續推動各科積極參與。

由於本計劉大部硬件設備皆可持續使用，本校亦擬定繼續租用 平台服務，所有現存的

教材預期可以繼續使用及發展。本校資訊科技教育組會接手此 計劃完結後的後續工作，繼緻推動以

及 的促進學習評估的教學模式。

5. 活動一覽表

表四: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概略說明 參加人數

(例如座談
(例如白期、主題、地點

學校 教師 學生惡勢
會、表演主動

隨甫 日期:4/16-111 17 合共約 合共約
電子學習平台 主題:課堂電子教學，參與科

14人 6 00人
於課堂教學 目包括: 電腦科、通識科、

數學科、生物科、英文科、視
藝科
地點:本校課室

區百 日期:4/16 -11117 合共約 合共約
電子學習平台 主題:即堂電子學習評估/電 22人 620人
於促進學習的 子功課，參與學科包括:
評估 電腦科、通識科、綜合科學

科、中史科、數學科、生物科、
英文科、視藝科
地點:本校課室

電子教學推廣 日期: 4/16 -11/17 約6 0人
及培訓活動 主題:在計劉期間完成五次活

動，包捐:
. ‘應用班
- 應用班
" 及 教學示

範及交流
" 翻轉教室短片製作班

地點:本校課室及電腦室

此表格/措哥!可於優質教育基金謂頁}Jf1JJ_:_//qe[.or�.hk下載‘

其他 參加者的回應
(請註明)

根據問卷調查，81 %老師認
同以平板電腦及
平台能夠提高課堂效益;
9 0%受訪學生接受以

線上評估作為常
規的促進學習評估工真。

根據問卷調查， 100%老師
認同 線上評估是
真效益的促進學習評估工
具:78 %受訪學生詔同

線上評估準確反
映其學習情況和能力水
平。

根據問卷調查， 1 00%老師
認同培訓班能加深對平板
電腦及 電子平台
的認識。81 %老師認同培訓
班能引發他們使用有關設
備/電子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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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困難及解決方法

本計創的資金只能購買僅及半班使用的 ，其餘電腦及課室的 TV則由校友會資助補足，解除平

板電腦不足和課室投影平板電腦資訊等問題;各學科方能順利推行其科本電子教學模式。本計剖最終能

夠成功推行。

在計削推行階段， 負責計劉統囂的老師離任，計創中途因而出現一定程度的延遲，推動活動的力度亦有

所影響。同時，負責推動計割的任課老師在三年推行計劉期問也出現不少 的調科、調級、離職等變動，

令到計創內的發展項目和重點亦要作出變動，包括轉變部份科 目的即堂網上評估為電子功課， 使到IT

經驗較淺的老師亦能運用電子線上評估工具檢視學生表現，待這些老師掌握好 有關IT技術後，再在課堂

上使用即時評估工具。

此表格/措哥!可於種質教育基金總頁l咐。://(fef.OY!!. hk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