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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就事成》
吳靜雯
由滙豐 150 週年慈善計劃贊助的「特殊學校校本教材電子化計劃」，不經不
覺，已推行了兩年。單是 17/18 學年，核心小組的成員共舉行了 157 次會議，成
功製作了共 233 本電子課本，連同 16/17 學年的 172 本電子課本，現時共 403 本
電子課本上載 RainbowStar 平台的網上書架。直至今天，本計劃進度理想，可望於
17/18 學年計劃完結時，完成製作 572 本電子課本的目標。
回首過去的一年，3 校老師的工作都非常艱辛，除了設計課程內容、練習形式
及版面外，還要兼顧版權、學習興趣、課堂互動等因素，製作一本電子課本的過程
殊不容易。幸好 3 校老師與知識共享協會的編輯團隊通力合作，努力解決難題，令
本年度的電子課本加入不少新意，包括豐富了動畫以解釋概念、建構了數學直式模
組、加入了小組活動及獎勵功能、增加快速統計功能讓教師容易挑選學生答案以作
回饋等等。教師們的專業表現，對改善學與教的堅持和執著，真是令人尊敬的。
除了實體的電子課本以外，本計劃另一個目標，就是利用電子課本提升學生的學與教效能。感謝 31 所伙伴學
校的參與，過去一年，全部 31 所伙伴學校已經試用過電子課本，大部分也有參加同儕觀課的活動，利用教師專業
回饋以提升電子課本的設計質素及課堂運用。香港教育大學連續第二年為本計劃進行質素檢視及研究，單單 17/18
學年也進行了 44 次觀課，發現『本年度教師在「自主學習」方面的著力不少，而且「自主學習」的活動貫穿整個
課堂，著實可喜』。
在此，我要呼籲未加入試用行列的學
校，好好珍惜本年度的最後免費試用機
會，除了增加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
習教材外，也是一個提升教師運用電子
教學的機會。回顧兩年來的工作，困難
實在不少，可喜的是，本計劃的團隊毫
不退縮，群策群力，相信在未來一年的
工作，一定可以為本計劃增添不少色彩。
正所謂：齊心就事成！
特殊學校校本教材電子化計劃

本計劃由滙豐 150 週年慈善計劃贊助

常識科電子書設計與教學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傳統教學已引入不同科技協助，老師除
了使用紙本教科書外，亦使用相片、影片、網站、軟件等不同資
源協助上課，讓學生更容易理解學習內容。我們身處科網年代，
學生可以輕易透過互聯網認識世界不同的人和事，為配合這個互
聯網新趨勢，三校於 2016 年合作開發電子書，期望學生能透過
電子書，在學校及家中可以輕鬆、愉快學習。
常識科電子書是根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的課程及評估指引編
寫，製作對象為輕度智障學生。電子書內容包括課前活動、學習
重點等。電子書會分為不同章節，當中包括：問題探究、探究活動、
小測試、趣味小百科及小結。而電子書練習部份包含不同難度的
問題，使用有關電子書的老師可依據學生的能力自行調適。
常識科電子書開發分為三個階段，總書量為 180 本，第一及
三校常識科老師開會留影
第二階段已開發了 120 本電子書，第一階段的電子書已上架供大
家使用，而第二階段的 60 本電子書現正進入審書階段，待修改
最終稿後，預計於本年度九月便可上架。我們希望透過電子書，增加學生學習常識科的興趣，老師亦可透過本會開發
的電子書，增強教學效能。

教師心聲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張定豐老師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勢之所趨，電子書應運而生。特殊學校學生的教材，每每皆是教師
親筆之作，瀝血之選；電子書除作為一種電子教材外，同時間亦是教師之間的一個電子教
學平台，讓教師之間分享資源，共享成果；把電子書帶進課室，融入課堂，掀起學生對學
習的動機，書中的活動激發學生之間的互動，配合互聯網的運用更能培養他們搜集資料能
力和資訊素養。
電子書現在仍處於發展中的階段，如何運用電子書提升學生同儕協作亦是值得探討的問
題。熱切期待教師們能按學生的需要，利用編輯功能進行調適，讓發展中的電子書能百花
齊放，為我們的莘莘學子綻放渴望學習的光芒。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范嘉雯老師

隨着社會的急速發展，我們已走進資訊科技年代。作為特殊教育老師也跟上時代的步伐，
把資訊科技發展的優勢，帶進教室裏，並配合傳統教學，讓學生在多元化學習中，更容易把
知識建構及鞏固。
這兩年常識科更使用電子書作教學工具，學生運用平板電腦，循着常識科探究式學習
模式，進行多元化學習活動，包括探究問題、探究活動、小結、趣味小百科和小測試等。
作為科任老師已使用了電子書兩年的時間，本人最喜歡電子書的回饋功能，不但可以
即時核對學生們的答案，更能給予「星星」作鼓勵，這功能是一個很有效的進展性評估工具。
整體而言，電子書是一個很好的學與教平台，促進老師與學生以及學生與學生之間的
互動，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並增強學與教之效能。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李懿庭老師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當日常生活中衍生出不同的電子貨幣時，在教育上又豈能只停留在
傳統的紙本教學上？因此，電子學習隨著教育上的範式轉移也應運而生。
今次，本人很高興能夠參與電子書試教計劃，我認為使用電子書確實能提升學與教的成
效。首先，電子書中的動畫設計生動有趣，能有助學生提升學習動機，讓他們專注課堂學習。
此外，電子書可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而且方便及環保。還記得未有電子書時，我曾收過因貼
錯答案而被撕破的工作紙，亦曾收過在搜集圖片後因膠水未曾乾透而被黏著的工作紙，但使
用電子書內的功能便能解決上述問題，簡單的拖拉答案，儘管答錯仍可再作嘗試，既環保又
省時，更能減低學生在完成課業上的挫敗感。
除此以外，電子書的功能全面，以便教師設計不同類型的題目及有效管理課堂。教師能
運用電子書再配合課堂活動，將科技與傳統教學結合，讓學生更容易掌握課堂內容，以提升
學習效能。
我希望電子學習能繼續廣泛推展，令學生及教師在學與教的過程中獲得裨益。

試教及交流
本年度三校已進行第二階段的常識電子書試教 ( 高小學階 )，三校同事已開始熟練使用 RainbowStar 教學平台功能於
上課中，並能根據教學目標使用電子書教學，同時學生亦已熟練使用平台回答老師提問。在發展過程中，三校進行了多
次試教，當中會邀請三校的同工及教育大學研究團隊觀課，課後亦會進行專業交流。會議中大家除了提出使用電子書時
的教學建議外，亦會商討電子書內容深淺度是否合適、版面設計是否合宜、平台功能有沒有可改善之處，務求電子書設
計都能盡善盡美。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試教片段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試教片段 三水同鄉劉本章學校試教點滴

觀課後交流會議

學生使用電子書心聲
東華三院
徐展堂學校
李志聰同學

中華基督教會
基順學校
張樂天同學

三水同鄉會
劉本章學校
黃柏璁同學

我很開心可以
使用平板電腦上
課。平板電腦入面
的書本很有趣，也有很多有趣的動
畫。以前我們上課也是使用資料冊，
雖然資料已經很豐富，但使用電子
書後，我們多了很多更有趣的練習，
上課不再是只有老師說，我們聽。
而且使用電子書有了更多跟同學的
互動，每次做練習，我都十分喜歡
跟班上的同學鬥快，真是很刺激，
很開心。如果之後也能夠使用電子
書學習就好了。

我很喜歡使用
電子書學習，因為
電子書的內容十分
生動有趣。當中的趣味小百科，令
我學到書本以外的知識，能使我增
廣見聞。此外，我尤其喜歡電子書
提交答案的功能模式，老師能展示
我和同學的答案，同時也可以作出
即時的批改，十分有趣及刺激。

上課時使用平
板電腦相比使用課
本更加開心，還記
得在「消化系統」的課題中，我看
見電子書內有很多有趣的動畫去描
述消化系統的各個器官，令我更容
易明白課堂內容。
我希望能夠天天使用電子書上課，
因為電子書的圖畫顏色鮮艷而且有
趣，操作容易，不用書寫。我認為
如果能夠在電子書中加入遊戲，則
更為理想。

「融合教育電子學習協會」
電子書計劃分享會暨周年大會
「融合教育電子學習協會」電子書
計劃分享暨周年大會已於 2018 年 5 月
26 日 ( 星期六 ) 假協和小學 ( 長沙灣 ) 舉
行。分享會首先由協會主席朱啟文校長
分享本學年電子書計劃成果，接着由協
會顧問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校監劉宇
興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校監梁
天明博士及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
及融合教育中心總監冼權鋒教授頒發感
謝狀予分享嘉賓、電子書設計比賽得獎
者。當日很榮幸邀請到電子教科書協會
會長曾慧敏女士，以「BYOD vs Textbook、Textbook vs E-Textbook ？！」作主題演講；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
融合教育中心鄧潔儀博士為來賓分享「特殊學校校本教材電子化計劃」研究計劃的中期報告。

本會主席朱啟文校長分享計劃進展情況

曾慧敏女士主題演講

鄧潔儀博士分享研究計劃的中期報告

為了讓來賓了解各科電子書內容及電子教育平台 RainbowStar 的運用，大會分別安排了體驗課及電子書試教分享。
體驗課由仇恒初副校長帶領三校老師，就各科課程及設計特色，為來賓上了一堂內容豐富及富趣味的體驗課；之後，
就由伙伴學校中的沙田公立學校侯志業老師及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蔡世博老師為來賓分享使用電子書的心得，兩位老
師分別就校本推行情況及未來的展望作出正面而實用的分享。最後，就由知識共享協會總幹事張偉雄先生介紹及示範
RainbowStar 平台的最新功能。

侯志業老師試教分享

蔡世博老師試教分享

張偉雄先生介紹平台新功能

分享會完結後，接下
來便是「融合教育電子學
習協會」周年大會，出席
者包括協會委員及各會員
學校代表，會議首先由主
席報告工作進展，在討論
及通過了 17/18 年度會務
報告及財務報告後，周年
大會亦隨之結束。
三小時的分享會暨周年大會，展現了教材電子化計劃的中期成果，亦令各界人士更深入的了解電子書的運用，展
望未來一年，各成員學校群策群力，讓計劃發光發亮。

「特殊學校校本教材電子化計劃」
電子書試教分享
為培訓各伙伴學校同工認識及使用 RainbowStar 平台的電子書並促進業界間的教學交流，我們特意舉辦兩
場電子書試教分享會。兩場分享會坐無虛席，同工間彼此交流，場面互動、熱鬧。

第一場 語文及數學
日期：2018 年 3 月 7 日
地點：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
融合教育中心總監冼教授致
辭，鼓勵業界繼續攜手努力，
促進電子化教學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朱啟文
校長致歡迎詞後，分享會正式
開始

是次分享會共有 19 間伙伴學校共 43 位同工參加。由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楊淑嫻老師進行語
文科示範課及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陳溢堅老師進行數學科體驗課。參加者一人一 IPAD，親
身體驗 RainbowStar 平台的互動學習功能。參加者對分享會意見正面，為協會工作注下寶貴的
強心針。

第二場 常識及視覺藝術
日期：2018 年 4 月 18 日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姚靜
儀校長向參加者簡介本計劃
的工作及成效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仇恒 知識共享協會總幹事張偉雄
初副校長介紹電子書課程
先生介紹 RainbowStar 的最
新功能及發展

是次分享會共有 18 間伙伴學校共 37 位同工參加，並由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趙錦珊主任、鄭
嘉慧主任及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黃佩嘉老師作視覺藝術科的體驗課。常識科的示範課由中華
基督教會基順學校范嘉雯老師負責。兩科均以「文字」為題，透過電子書，帶領參加者進入中
國文字的藝術與文化世界。

電子書設計比賽
融合教育電子學習協會於本年度舉辦第二屆「電子書設計比賽」，
是次比賽分為「學生組」及「教育界人士組」，希望透過比賽致力
推動特殊教育電子教學的發展，鼓勵參賽者運用電子書技術，設計
及製作電子教材，以關注學生的電子學習需要。
「學生組」的對象是就讀香港教育大學的準教師，為了讓參賽
者可以更了解電子學習的情況，本會在 2018 年 1 月 18 日舉辦了簡
佈會暨工作坊，活動由介紹「特殊學校校本教材電子化計劃」開始，
然後利用 RainbowStar 平台介紹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特性以及不同
科目的課堂示例，最後教授參賽者如何編寫電子書。透過工作坊，
讓準教師掌握運用電子書的教學法。本會亦將會為得獎者於學校安
排試教機會，讓他們運用自己設計的電子教材上課，豐富教學經驗，
試教後設資深觀課團提供回饋，藉此為準教師提供專業交流。

仇恆初副校長介紹「特殊學校校
本教材電子化計劃」

林康妮主任、黃佩嘉老師及葉諾欣老師利用 RainbowStar 平台介紹特殊學習需要學童
的特性以及不同科目的課堂示例

得獎名單
電子書設計比賽

學生組
冠 軍︰林穎濠
亞 軍︰許嘉寶
季 軍︰高夢媛
季 軍︰馮雪詠
優異獎︰姚玉風
優異獎︰翟安怡

教育界人士組

( 常識科—動物對對碰 )
( 語文科—字謎大王的寶盒 )
( 語文科—我穿了什麼 )
( 數學科—周界 )
( 語文科—感受大自然 )
( 語文科—自相矛盾 )

冠 軍︰林嘉詠
亞 軍︰洪英錕
季 軍︰鍾世傑
優異獎︰葉諾欣
優異獎︰王竣霖
優異獎︰黃思穎

( 課外活動—我在韓國的所見所聞 )
( 常識科—動物的繁殖 )
( 音樂科—編配和弦 )
( 常識科—簡單機械 )
( 數學科—四個主要方向 )
( 中文科—提手旁歌 )

各位得獎者於「融合教育電子學習協會電子書計劃分享會暨周年大會」上接受頒獎

學生組 得獎者

冠 軍︰林穎濠

亞 軍︰許嘉寶

季 軍︰高夢媛

優異獎︰姚玉風

優異獎︰翟安怡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及融合教育中心總監冼權鋒教授頒發「學生組」獎狀予得獎者。

教育界人士組 得獎者

冠 軍︰林嘉詠

亞 軍︰洪英錕

季 軍︰鍾世傑

優異獎︰王竣霖

優異獎︰黃思穎

協會顧問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校監梁天明博士頒發「教育界人士組」獎狀予得獎者

得獎作品及感受分享
常識科

學生組

動物對對碰 設計者︰林穎濠
—

冠軍作品

林穎濠先生︰首先多謝大會給予我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SEN 及 STEM 是近年教育界的熱門話題，是次比賽也
包含了此兩項元素，令我在這兩方面都獲益良多。特別是今次是我第一次嘗試製作電子書，過程中除了學會如
何編製一本好的課本，也學會了如何利用資訊科技來幫助教學。此外，這活動也令我更加了解和反思到 SEN 學
生在學習上的需要及難處。這活動對於將來有意成為老師的我，實在是一個寶貴的經驗。

課外活動 —
我在韓國的所見所聞
設計者︰林嘉詠

教育界人士組 冠軍作品

林嘉詠老師︰對於第一次製作電子書參賽，獲獎實在是喜出望外。Rainbow Star 的功能比想像中更多元化及
容易操作。電子書能夠以不同風格展現資料性的內容，版面及工具亦十分精緻。使用工具大大增加師與生之
間的互動，同學們會更主動及投入。而製作時，利用電子書的範本，再進行更改是最容易及省時的方法。

本年度活動介紹
為支援各伙伴學校及有興趣參與電子書試用計劃的學校，本年度我們將舉辦一系列的工作坊及分享會，詳情
如下。期望到時能與大家見面！

2018-19 培訓及活動一覽
項目
1.

培訓及活動
語文科電子書分享
·電子書課程規劃及教學策略
·如何在學校推展電子書經驗分享
·RainbowStar 新功能介紹
·製作電子書
* 註：共兩場，兩場內容相同

2.

數學科電子書分享
·電子書課程規劃及教學策略
·如何在學校推展電子書經驗分享
·RainbowStar 新功能介紹
·製作電子書
* 註：共兩場，兩場內容相同

3.

常識科電子書分享
·電子書課程規劃及教學策略
·如何在學校推展電子書經驗分享
·RainbowStar 新功能介紹
·製作電子書
* 註：共兩場，兩場內容相同

4.

RainbowStar 電子書教學分享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習特性
·如何應用電子書提升有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的學習效能
·製作電子書
* 註：共兩場，兩場內容相同

場次、日期及時間
第一場：14/11/2018( 三 )
9:30--12:00 pm

第一場：12/11/2018( 一 )
9:30--12:00 pm

教育大學
將軍澳
教學中心

伙伴學校
及
特殊學校

教育大學
將軍澳
教學中心

有收錄特殊學習
需要學生的
一般學校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有興趣的人士

教育大學
大埔校園

特殊學校

第二場：04/12/2018( 二 )
9:30--12:00 pm
第一場：14/11/2018( 三 )
2:00--4:30 pm
第二場：03/12/2018( 一 )
9:30--12:00 pm

6.

全港特殊學校專業發展日—專題分
19/12/2018( 三 )
享︰融合教育電子學習協會特殊學
3:45-4:30pm
校校本教材電子化計劃
電子書設計比賽 - 準教師組別

2019 年 1 月至 3 月

電子書計劃分享暨周年會員大會

2019 年 6 月 8 日

伙伴學校
及
特殊學校

伙伴學校
及
特殊學校

第一場：12/11/2018( 一 )
2:00--4:30 pm

12-14/12/2018

對象

教育大學
將軍澳
教學中心

第二場：04/12/2018( 二 )
2:00--4:30 pm

學與教博覽 2018—展覽攤位 P33

8.

教育大學
將軍澳
教學中心

第二場：03/12/2018( 一 )
2:00--4:30 pm

5.

7.

地點

教育大學準教師
協和小學（長沙灣）

伙伴學校及有興趣的
學校 / 團體

各界亦可透過 facebook，了解本會最近動態。
http://www.facebook.com/elfiehk

聯絡我們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以下「融合教育電子學習協會」的三校負責同工：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仇恒初副校長 ( 協會財政 )
電話：2426 8448, 2426 8474
傳真：2419 1524
電郵：ericsau@go.lpc.edu.hk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李蘭花副校長 ( 協會總務 )
電話：2341 7422
傳真：2341 9715
電郵：ccckss@ccckss.edu.hk

編輯委員會名單
顧問：朱啟文校長、姚靜儀校長、吳靜雯校長
委員：李蘭花副校長、鄧耀文副校長、仇恒初副校長、梁雅盈主任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梁雅盈主任 ( 協會宣傳 )
電話：2875 3077
傳真：2550 6865
電郵：ngarying@twghtttsp.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