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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變成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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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為誰以教？



教育模式必須改變
學生當學習的主角



Key features 課程特⾊
1. Adopt project-based learning 
    採⽤專題式探究學習

2. Align closely to current KLAs 
    緊扣關鍵學習領域

3. Transit gradually across 6 key rubrics 
    六⼤學習範疇漸進推展

4. Emphasise research and presentation 
    著重資料搜集探究及說明演繹

5. Incorporate value education 
    融入價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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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現實世界的問題

•了解科學概念

•在設計和製造中應⽤科學

• 通過評估標準識別挑戰

• 提出解決⽅案

• 修改和測試最佳措施

•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問題

•在技術的幫助下進⾏創新

•衡量和設定指標

•處理和分析數據

Arts 藝術

•了解⽣活中的美學

•有原則地運⽤創意



Lesson video
P.5 Smart Appliance with MicroBit



Lesson video
P.5 Smart Appliance with MicroBit









21CL 學生問我答



Q：沒有電腦課， 
不就沒有電腦知識了？

A: 當然不會。21CL已經包含過往 
電腦科的教材，亦加入了不同程式 
的應用，更加入資訊素養部分， 
資訊比以外更豐富！



Q：需要考試嘛？

A: 因為21CL的教學重點為自學技巧 
及廿一世紀能力，所以不需要考試！ 
老師會利用級本評量表，展示學生的 
強項及可改善部分！



評估模式

學習內容 
（知識）

學習表現 
（態度）

• 科技(Technology) 

• 媒體(Media) 

• 數學(Mathematics) 

• 語⾔(Language)

• 創造⼒(Creativity) 

• 明辨⼒(Critical thinking) 

• 協作⼒(Collaboration) 

• 溝通⼒(Communication)





Q：家長需要參與嘛？

A: 21CL強調全人發展，將學習延伸至課後 
及日常生活中，所以如果有家長參與，學生 
定必學得更好，學得更多！



Media coverage
Related videos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Pyn65STLeJH07bgK0dMllgFVAZ3Hi0a/view?ts=6222ec5a


iPad技巧 及 BYOD培訓 

B Y O Dring our wn evice  

「⾃攜裝置」上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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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BYOD計劃有助提升學習興趣及學習效能

家長
學⽣

老師

2021-2022問卷調查數據 
認同BYOD計劃有助提升學習興趣及學習效能

78.5%
93.75% 87.3% 



iPad使⽤守則 

1. 清晰定位：學習⼯具 

2. 善⽤科技學習，與傳統的學習模式互為補⾜，相輔相成 

3. 善⽤互聯網搜尋資訊，加強⾃學效能 

4. 著重學⽣的書寫訓練，紙筆並⽤：實體課業及抄筆記 

5. 提升學⽣資訊素養，如網路安全、密碼管理



－ 細⼼閱讀細則 
－ 填妥問題 
－ ⾃⼰簽署 及 家長簽署 
－ 貼於 學⽣⼿冊 p.51







iPad規格



iPad規格
為什麼⽤iPad？

學與教效能
•機體效能、轉速較⾼ (AR/VR/eBook) 
•iPad教育程式較多 (Voxel / Swift) 
•iCloud儲存 → 延續學習 
•Apple Education （學⽣及教師⽀援）

https://www.apple.com/hk/en/education/


iPad規格
為什麼⽤iPad？

安全與管理
•MDM(Mobile device management)系統 
→ 學校遠端管理／移除App Store 

•iOS限制 vs Android第三⽅開放系統



iPad規格



iPad規格



iPad規格 － 其他配件



iPad規格



記得要在家充好電！



在校充電



常⽤apps
電⼦書 【試⽤】 學習程式

中、常 筆記

英、⾳、普 功課／資訊

數 電郵

Raz-Plus 
英⽂網上學習

網課



善⽤Google帳⼾ 
登入學習平台



帳⼾資料及密碼

你可⾃⾏決定 
是否需要填寫



帳⼾資料及密碼

貼於學⽣⼿冊 p. 50



網上功課守則
1. 網上功課 ＝ 實體紙本功課 

2. 請準時及整潔地繳交功課及改正（繳交盒） 

3. 應每天檢查LoiLoNote／Google Classroom／Gmail  

4. 絕對不可上網抄答案／直接複製資料 

5. 如有⽋交或紀律問題，將交訓導處按情況懲處



iPad使⽤守則－常⾒問題 

上課時可⽤iPad拍攝（家課冊、⽩板筆記、上課情況）嗎？



iPad使⽤守則－常⾒問題 

上課時可⽤iPad拍攝（家課冊、⽩板筆記、上課情況）嗎？

－ 功課必須以紙筆抄寫於家課冊內

－ 建議抄寫筆記，除非老師許可

－ 絕對不可偷拍他⼈照⽚



iPad使⽤守則－常⾒問題 

⼩息或轉堂時可以私下使⽤iPad嗎？



iPad使⽤守則－常⾒問題 

⼩息或轉堂時可以私下使⽤iPad嗎？

－ ⼩息應是休息及社交時間
－ 轉堂是應準備下堂上課材料
－ 除非老師在場指導



iPad使⽤守則－常⾒問題 

不使⽤iPad時應該將iPad放於書包內嗎？



iPad使⽤守則－常⾒問題 

不使⽤iPad時應該將iPad放於書包內嗎？

－ 妥善保管⾃⼰物品，以免因意外
遺失或損毀 

－ 亦可放置於抽屜內 



iPad使⽤守則－常⾒問題 

帶iPad⽤電⼦書後還需要帶紙本書嗎？



iPad使⽤守則－常⾒問題 

－ 電⼦書已逐步使⽤ 

－ 將紙本書放在家或課室後的層架 

帶iPad⽤電⼦書後還需要帶紙本書嗎？



其他apps申請⽅式



其他apps申請⽅式



其他學習apps申請⽅式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T-_DpeapmlXPcyfj-I0mO13qcie4rX26MSqfKtiql04NXTA/viewform


燃點學生對學習的熱情 
準備學生迎接21世紀挑戰



Our expectation

老師指導、設計 學⽣參與



Our expectation

老師指導、設計 家長⽀持、了解

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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