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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結報告 計劃編號:2016/0021

甲部

計翻名稱:持續發展校本電子學習平台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及中文豪養

機構/學校名稱:九龍耳赤中學

計劃進行時問:由 04泣的_7_(#1紛至 08/201_8_(#1羽

乙部

填寫此部份報告前，請先詳閱證「優質教育基金計部總結報告填寫指至七。

請另頁(A4紙)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1. 達成目標
2. 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割的成本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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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割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計劃負責人姓名 -'冉一

簽名:一一

日期:

受款人姓名* 一一一一

簽名:

日期:;
、、-

// 

*計數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懿管建系統J提交。一經提交，報告終被視為已經由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協議書的人士確恕。

此表格/措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鋼頁htlp:!!qe{.orf!.h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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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寫計劉哥鑑峙，誼詳述以下各點。以下挖苦i提供參考，讓計鄧負責人/小組反思計部的成效。

1.達成目標
表一:目標是否達到

與目標
達到目標 未能達到目標

說明目標 相關 達標程度
的證接或指標 的理由

的活動

目標一 設計仁個 達到 已完成。
持續發展校本 電子 單元的電
學習平台 子課本及 優他及設計中 一級二個單元: 文

相關 教材 化傳承(一)家庭教育、文化傳承
(三)忠與 孝及識論有法

設計中二級五個單元:借物抒
情、人物描寫、論點 與論攘、詩
詞賞析及鑽書人的 使命

目標一 電子教學 達到 已完成。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 影片製作
力 配合中一至中二各單元的篇章，

設計電子課本，學生於課前能了
解字詞解釋及讀音。另亦設計不
同的預習影丹及練習，學生能於
課前了解作 者生平、作品種制及
基本文章內容。

另外，在語文基礎方面，平台設
計錯別字及成語練習， 有 助 學生
打好語文根礎。

目標二 電子課本 達到 已完成。
提升學生中文素養

平台 設有文化天地及文 學大觀
圈， 內有介紹不同的文學作品及
文他概念的影片及練習，提升學
生文學、文化素養。

此表格/措弓i可於優質教育基金購頁"flo:llaef.or(!." 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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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劉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2.1學生善用資訊科技，提升自學能力及文人素養

本 計劉借用電子學習平台的模式，成功鼓勵學生進行課前 預習，學生在課前透過 觀看短片、選擇題、
填充題， 了解作 者生平、寫作背景、體裁、基本字詞解釋及課文朗讀。

平台提供高階題的分層指引， 協助學生完成課業。 老師在平台收集後，會選取上、中、 下的作品評講，
有助同學了解自己的不足，從而 修訂答案。 小組匯報、評分及點 謂的功能，能增加課堂中 師生及生生
的互動。

平台於文學大 觀園及文化天地設有不同延伸教學材料，如四大 名著的介紹、有關「 勤學」的成語故事 、
詩詞的文學體制與流變，學生可按能力 及個人需要及興趣，瀏覽相關影片，回答相關問題。

自學能力方面，學生能於平台上完成不同成語及錯字辨識練習，學生能以 自學方式鞏固語文根基。

寫作部落格鼓勵學生就課題發表意見或發揮創意，例如教授中二級借 物抒情單元， 學生能於將個人作
品上 載至平台，同學之間能相互交流創作心得。

2.2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我校利用 共同備器節設 計 教學流程，再與平台公司商量﹒過 程中 老師清楚訂定各單元的 教學重點 ， 並
從認識平台功能，裝備 老師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學與 教。

另外， 中二級以〈說 勤〉及〈桃花輝、記〉為題，進行兩次教學研究， 老師問通過說課、 觀課、評課來
優先教學成效。此過 程能有效建立教師團隊，利用 共同備課抓緊教學重點及處理難點，設 計合適的教
學活動。

最後， 計劉推展期間，我校向本港中學、內地教育機構及我校小學部介紹平台 內容，令業界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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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我評鑑 計劉成本效益

預算 項目
(根據協讀書附表昀

薪金

服務(平台製作承辦商〕

核敏費

資訊科技器材

應急

表二:預算核對表

核准預算
(甲)

476，59 5.00 

148，000.00 

5，000 .00 

91，0 85.00 

7，320.00 

﹒ 教學助理能分擔科搶及發展電子平台

變更
實際支出 [(乙) -(甲)] / (甲)
(乙) +/一%

45 9，0 76. 80 -3.67% 

149，800.00 1.2 1% 

5，000.00 。%

80，288.00 -11. 85% 

。 -100% 

助理 老師教授中一中文，熟悉課程及學生的學習需要，有助認鐵及了解平台運作。另亦參與平台公司

的會趟，整理會證資料及搜集教研資料。

﹒ 電子器材有助 進行課堂活動

平台發展 由中一推展至中二級，故需要更多平板電腦才能應付兩級學生同時 使用的需要，故 是次計創
購置的器材能有助 計割推展。

﹒ 聘請公司製作校本電子學習平台

語文 老師工作量向來非輕，優化教材及教學設計耗不 少 心力，利用資 源聘請承辦商製作校本電子學習

平台， 能輔助 老師落實教學設 計，而一個平台集中不同 教學軟件的功能，能節省不少 時間。承辦商的

編輯 亦幫忙設 計及蒐集有趣的語文材料，減輕 老師的負搶。

﹒ 其他學校建構校本電子平台的可行性

本平台主要配合校本課程發展，惟平台的設計己包含各 項語文能力的訓練，其他學校可參考其框架及

功能，再配合校情及課程，增補 教學內容，現有的教材如課文朗通、作家介紹、 文言文他知誠、成語
及錯別字練習都可供業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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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項目詳情
(例如 種類、名稱、數置等)

錯別字練習 12 個

成語練習30個

課文導賞 40段影片及練習

文 學大觀園及文化天地 22
段影只及練習

聽說加油站2段影片及練習

評鑑題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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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計劃成果的推廣價值

舉辦的推廣活動
是否值得優質 教育基金

成果的質素
(例如 模式、日期等)

推介及可供推介的可行
及推廣償值評鑑 性?如 值得，請建議推廣

及反應
模式

鞏固學生語文基礎 下載相關題目
作為平日練習/小測

鞏固學生語文基礎 下載相關題 目
作為平日練習/小測

有助學生預習， 加強自學 音字影片及下棚關題 |
能 力

學生瀏覽不同影片及練 共享影片及下誠相關題
習 ，加強文學文化知誡; 自
部內容定為測考範圈， 更
能 鼓勵學生自學
提升學生賞，析能 力， 學生 共享影片及下誠相關題
瀏覽影片後以說話表達意 自
見
平台設不同層階的指引， 下載相關題目及提示
學生能 按提示完成問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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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項目 內容脂列如下:

單兀 內容 課文導賞

中一單冗一: 1周敦頤介紹
借物抒情 2 (愛蓮說) :認識 蓮花

中一單元一: 朗讀及詞卡:
人物描寫 {左思毅公逸事 }

{武松打虎〉
〈漠世老人〉
影片及問答:
3. 方萄介紹
4 (左忠毅公逸事 〉 內容賞析
5 (武松打虎〉 內容賞析
6 (漢世老人〉 內容賞析
料設2條評鑑題

中一單冗二: 朗讀及詞卡:
論點和論接 〈說 勤〉

〈發間的精神〉
影片及問答:
7 {說 勤} 內容賞析

8 {發閏的精神} 內容賞析
9 {勤 學詩〉介紹
10 (陋室銘〉介紹
11 (習↑餘的介紹
12 (為 學一首至子娃〉介紹
料設2條評鑑題

中一單兀四 朗設及詞卡:
文 學欣賞:詩詞 {客至〉
賞析 〈送孟浩然之廣陵〉

〈虞美人﹒春才掀月何時了〉
影片及問答:
13 {客至〉 內容賞析
14 (送孟浩然之廣陵〉內容賞析
15李煜生平
16 (望江南﹒多少恨〉內容賞，析
17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
內容賞析
**設2條評鑑題

中二單元 五 朗續及詞卡:
修身之道 〈桃花源記〉

〈論君子}
影片及問答:
18 (歸園田居}其一作品質析
19 <桃花旗記〉作品貨析
料設2條評鑑題

文化天地及文 學大觀園 聽說加油站

影片及問答
l認識師生一倫(文他)
2介紹〈水滸傳 ) (文 學)
3介紹 {紅極夢) (文學)
4介紹 {西遊記) (文學)
5介紹〈三國演義) (文學)
6 為民除害的故事(周處) (文化)

影片及問答
7鑿壁偷光(文化)

8懸樑刺股(文化)
9 映雪囊螢(文1C)
10 勤 學詩(顏真卿 {勸 學)(文他)

影片及問答: 1上載歌曲:欣
11李臼介紹(文學) 賞詞的人樂之美
12杜甫介紹(文學)

13近體詩體制(文 學)
1 4詞的起源與體制(文學)

影片及問答:
15現實中的世外桃源(投票選出
心中的世外桃灑)(文化)
16 (論語〉介紹(文學)
17陶淵明生平
18孔子生平

6 



單兀內容 課文導賞 文他天地及文學大觀園 聽 說加油站

中一暑期銜接 20 ( 老 井新泉〉介紹
班 21 (鑽書有三到〉 內容賞析

中一單兀囚 影片及問答: 影片及問答
文1C承傅: 22 {曾 子殺豬〉 內容覓，析 19 教 與吉敦， 家規與我(文他)

(二)家庭教育 23 (斷織教 子〉 內容賞析
24章則介紹 20孟母三遁的故事(文f七)

中一單兀t 朗讀及詞卡: 影片及問答: 2 (蚱的敵�)聽
修身之道:證 {釣魚的毆示〉撞姆斯 21個人修身之道(文f七) 說練習
論有法 {抽打心中的櫻桃花〉潘革

影片及問答:
25單元重點:借事說理的特點
26 <釣魚的敢示〉作品賞析
**設l 條評鑑題

中一單冗八 朗讀及詞卡: 影片及問答:
文 他承 傅: {論孝兩則〉 22中國的孝親態度和愛國情懷

(三)忠與孝 {岳飛之少年時代〉 (文他)
《木蘭詩〉

影片及間答:
27單元重點:人物描寫的手法
28 (論孝兩則) (修定，非四則)
29 關於木蘭從葷的故事
30私人 書信介紹
31岳飛介紹
32屈原介紹
33文天祥介紹
課文導賞影只: 共33 條 文學及文他影片:22 條 聽 說影片:共2

課文及詞卡:共15篇 {際
評鑑題做分層階提示) : 9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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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一覽表
講列出計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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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輝黨將可ffi.承抑件丹
表白的格式，或以簡短段落賀喜式害為﹒

項目

一、招 標

E42015 
中文控電子 學習平台

一、聘請教學支援老
師

三、購置IPAD

四、教師培訓

五、研發校本中一級
及 優化 中一中國語文
電子學習平台

自期、時間、地點

第一次招標:

E520J6 
中文科校本電子學習

平台

簽 發 日 期: 2017-04-28 
開標日期: 2017-05-20 
批核日期: 2017-05 -24 

第二次招標:
E72016 
中文科校本電子學習

平台
簽 發 日 期: 2017-05-24 
開標日期: 2017-06-15 
批核日期: 2017-06-18 
25-6-2017 -1-8 -2017 

1-12-2917-10-1-2018 

6-7-2017-4 -9-2017 

4 -7-2017 

7-2017-7-2018 

參 與人
數

11人

3 人

15人

13人

進 展

第一次招標:
其激請六 間公司人標 ，j . � ..- -、 ...- ， ...，....、

一， 且價錢高出預算，故重新招標。

第二次招標:
共邀請有閻公司人標， 一…_，""，，"，".J-'一、 |

.報價與本計部撥款相近。該公l
司 曾承辦 2014/0677'研發 校本電子學習平

台，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及 中文素養」計
劃'7解計倒要求，較能針對本校需要。

於明報招聘網站刊登招聘廣告 ， 共約
見9位應徵者， 期 間先後 與兩位應徵
者簽約，但均因個人理由未能履新。

最後於118聘請現任助理教師， 分擔
教學工作，參 與平台的 建設及課研，
並協助處理與平台相關的行政工作。

合約由 9/2017至 8/2018。

受聘者因個人理由於2018年2月28
日離職。本校於教 協 網頁刊登招聘廣
告及 進行招聘程序， 由另一位新聘老
師接替其崗位及 職位。
己購置26部 ， 配合本校資源，
中一及 中二兩級學生能同時借用，有
助本計劃推 展。

也 j主持教師培訓工
作坊， 向新參與計割的 老師簡介平台
功能及使 用方法 ;並進一步教授老 師
平台編輯及 修訂功能。

工作坊後， 核心小組成員與1
公司職員商討未來合作計割。

中一級老師及 中一級老師多次 進行教
研，設計平台內容， 並與平台公司人
員洽商平台設計及 操作方法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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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應用 7-2017-7-2018 

七、經驗推廣 7-2017 -10-2 018 

5.困難及解決方法

5.1平台的穩定性

2 30人

5 0人

中一級進 行兩次教 研究，分別以〈說
勤〉及〈桃花源記〉為題，通過說課、
觀課及評諜，優先教學設計。

中一及 中一級學生己全面使 用平台， 優化
中文 學習
與路德會西門英才中 學、馬鞍山崇真中
學、九龍真光小學
「一 及及分 享本校 建立電子學習平台的經
驗。

由於平台由本校與平台公司共同創建，相比坊聞其他電子教學軟件，部分功能發展未完善， 如

聽說加油站、寫作部落格;且部分 操作欠穩定。故本校 老 師與平台公司多次 進 行會議，嘗試解決各

項問題。

5.2電子教學影片質素

計劉中 預算完成6 0條教學影片，由於影片 數量甚多，製作需時，每段影片須蒐集及製作大量

有關文 吉、文他、文 學有關的材料，故較難兼顧各段影片的質素。因此我校與平台公司洽商時， 按

內容性質訂定製作動靈、簡報形式的影片，令平台能持續按時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