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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學習
跨界合作
共創學材
社會共融

愉快學習
與你常在
知識共享協會總幹事 張偉雄先生

今天，張同學如常一樣， 沒有背書包，輕鬆地走到學校門前。
去年， 他比前年更喜歡上課。今年，他更喜歡。
大聲對校長說聲「早晨」，因他知道這又會是愉快的一天。
上了幾課，有少許不明白的地方，老師親自教導了他， 所以他學懂了，還教了
旁邊的同學呢！
回家後，只用了 15 分鐘「玩」功課，還有很多時間做他喜歡的事情。
晚上早早睡，期待愉快的明天。
試想像，有一種電子紙，它不反光，不傷眼，支援觸控和手寫筆，尺寸合適，
很輕，很便宜，學生可輕鬆攜帶，取代重重的紙本教科書和練習。你會使用嗎？
我相信終有一日會成真。
至於學習內容呢？學習內容是教與學中最核心的部份，有適切的電子學習內容、相
關之教學法以及學習能力分析的工具，才能真正發揮電子學習之優勢，發揮 21 世紀以
學生為學習中心，推動個人化學習之理想模式。
當然我們都不是硬件開發商，但我們能夠自主發展電子學習內容。本計劃的其中一
個理念， 是所有人都可自行製作互動電子教材，並分享予其他有需要的人，收到這些教
材的人，可按需要自行調適和修改，然後再分享予其他人。這樣的正向循環，電子教材
資源庫便能茁壯成長。
RainbowStar 電子學習平台就是為此而誕生。我們聆聽了很多老師的期望，然後發展
了種種電子課本組件、互動課堂以及數據分析等功能。雖然計劃很龐大，但始終資源有
限，未必能照顧所有需要。我們期望這是一個開端，日後繼續發展。第一可以整體發展，
惠及所有特殊學校甚至普通學校的工作，例如大數據及人工智能，協助老師更準確地分析學生表現，或給予教學建議。
第二可以照顧不同特殊學習的需要，包括不同種類的障礙，令更多人士也能享受電子教材帶來的好處。
無論方向如何，最終目標也是持續發展電子學習，提供不同資源、知識和技巧予學校、老師、學生和家長。我們
的起點或身處的位置各有不同，但我們的理想可以一樣，按學生需要調適教與學，推動個人化及自主學習，讓學生學
得更好，學得更愉快。
我在這個計劃中，認識了很多很熱心的校長、老師、學生、家長和其他社會人士。在此感謝各界的參與和支持，
期望大家能繼續共同努力，達成以上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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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科電子書設計與理念

通識教育科電子書
設計團隊合照

簡介

課程介紹

現代社會為年青一代所提供的教育，必須與時並進，

通識科電子書總書量為 28 本，涉及七個範疇，當中

預備他們面對各項挑戰。對於我們的學生，學習面對瞬息

包括：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現

萬變的社會和知識型經濟的發展，這不單對他們是一個挑

代世界、公共衞生、環境科學及科學與科技。我們希望

戰，對於老師來說，如何透過現有課程去培養一個能適應

透過電子書，增加學生學習通識科的興趣；老師亦可透

未來社會的學生，同樣是個艱鉅的任務。

過本會開發的電子書，提高教學效能。以下是通識電子
書的書目及涉及的學習範疇：

為配合這個教育趨勢，三校於 2016 年合作發展一套
以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為對象的電子書，期望學生能透過電

單元範疇

出書數量

9

1. 青少年成長與挑戰
2. 青少年的權利和義務
3. 獨立與從眾
4. 獨立自主 迎接未來 ( 一 )
5. 獨立自主 迎接未來 ( 二 )
6. 人際關係多面體
7. 人際關係中的角色和責任
8. 人際衝突
9. 建立和諧關係

單元二
今日香港

5

1. 我是誰？
2. 身份認同
3. 香港人的多元身份
4. 生活素質
5. 弱能人士的生活素質

單元三
現代中國

3

1. 龍的傳人 ( 一 )( 節日與習俗 )
2. 龍的傳人 ( 二 )( 文化 )
3. 中國文化的承傳與演變

單元四
現代世界

3

1. 認識世界
2. 全球化 ( 一 )
3. 全球化 ( 二 )

單元五
公共衛生

3

1. 健康生活模式
2. 公共衞生
3. 公共衞生 - 預防與危機處理

單元六
環境科學

3

1.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 一 )
2.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 二 )
3. 再生能源的應用與發展

單元七
科學與科技

2

1. 科技與生活素質 - 家居科技
2. 科技與生活素質 - 人工智能

子書，在學校及家中可以運用互動練習自學，令他們在學
習時倍感有趣。
通識科電子書是參考「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通識教育 /

單元一
個人成長
與人際關係

獨立生活課程及評估補充指引」、三校校本課程及主流學
校的教學資源而編寫，製作對象為輕度智障學生。通識科
電子書會分為不同章節，當中包括：單元學習重點、課前
活動、學習重點、探究問題、探究活動、小結、小測試、
概念詞語表、概念圖。而電子書練習部份的問題，使用有

書目

關電子書的老師可依據學生的能力自行調適。

總數

28

通識科電子書設計特色
 概念圖及概念詞語表

 分組討論

每本電子書都設置概念圖及概念詞語表，讓學生可以
在浩瀚的資料當中，容易掌握書中的內容及思考方向，檢

每本電子書都設置概念圖及概念詞語表，讓學生可以

視及鞏固有關的知識範疇，協助學生理解概念之間的層屬、 在浩瀚的資料當中，容易掌握書中的內容及思考方向，檢
視及鞏固有關的知識範疇，協助學生理解概念之間的層屬、
邏輯關係。
通識科電子書答題多元，既有多角度分析，亦有小組

邏輯關係。

討論，更有不可或缺的開放式題型。通識電子書能因應學

通識科電子書答題多元，既有多角度分析，亦有小組

生不同的能力設立各式各樣的答題形式：配對、錄音、用

討論，更有不可或缺的開放式題型。通識電子書能因應學

擷取版面來搜集資料、攝錄片段、手寫板等，以迎合各類

生不同的能力設立各式各樣的答題形式：配對、錄音、用

學生的學習需求。

擷取版面來搜集資料、攝錄片段、手寫板等，以迎合各類
學生的學習需求。

小組討論分工
概念圖

第一組討論內容

第二組討論內容

 教師指引
為讓老師可在課前作充足準備，電子書設計部份教學
概念詞語表

活動時會預先製作教師指引，讓老師了解有關開方式議題
的方向性、活動前準備建議、實驗前預備等資訊。

教師心聲
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林燕虹老師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教學方法不單只用刻板的「聽書」模式，老師都力求創新，
為的都是盼望學生能從課堂中獲得最多、最豐富的知識。很高興，本人能夠與另外兩校
老師共同磋商、編排最適合學生學習的通識科內容。透過學術交流，了解到教授通識，
不是一種單向性的灌輸，反而學生應該在互動學習之中，建立他們的明辨性思維，鞏固
自身的思考模式。
我期盼通識教育科電子書的出現，能夠為高中組學生帶來學習上的便利，不再窒礙
於任何空間領域的限制，可以隨時隨地透過電子學習來建構知識、想法。同時，我們亦
渴望有關電子書可協助老師們教學，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育。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

盧永芝老師

今年是第三年參與電子課本的製作，作為高中課程的科任老師，在製作通識教育科
的電子課本時，除了強調與常識科內容的連繫外，我們還加入了一些有助訓練學生多角
度思考及明辨性思維的探究活動，期望能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掌握較抽象的概念
及技巧，讓他們將來能應用所學，成為一個有獨立思考、能關心社會的人。
從製作常識科到通識教育科的電子課本，過程中我們雖然遇上不同的挑戰（如：版
權問題、教學內容及活動設計），不過期間亦有不少得着（如：掌握如何透過電子課本，
將課程的學習重點以互動、創新的方法呈現，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效能）。感恩
能成為製作團隊的一員，與大家一同面對挑戰，有所得着！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連家琪老師

本人很有幸能參與最後一年的「特殊學校校本教材電子化計劃」。這是我第一年嘗
試設計電子書，雖然困難重重，但在製作過程中收獲豐富。在設計電子書的期間，會經
常反思設計校本課程的適切性、活動內容是否多元化、提問技巧是否有層次等等。在參
考資料時，自己的知識亦得到鞏固；思維亦有所啟發，真是「教學相長」!
電子書教學平台的出現提供更多機會讓老師回饋學與教，同時亦有效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及投入感。有別於其他學科，通識教育科的電子書增添了一些新功能，例如：「概
念圖」及「概念詞語表」能讓學生更易理解單元內容：「匯報框的錄音功能」可以便利
不善於書寫的學生作記錄，從而提升參與度及自信；設立「開放式題型的答題功能」，
可訓練學進行多角度批判性思考。除此之外，老師可利用「組內角色派頁功能」設計不
同程度的閱讀資料予組內學生思考分析，以照顧個別學習差異。
我認為電子書就好像教室裏的一個魔法盒，能提供不同的小工具協助老師更有效地
進行教學。期望這個魔法盒不但為學生帶來知識，更能帶來愉快奇妙的學習旅程。

科技教育電子書設計與教學
設計與科技科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由科技的知識範圍，科技過程及科技的影響三個學習範疇組成。
而科技的知識範圍由六部份組成，設計與科技科則主要涉獵當中三個，包括「物料和結構」
「營運和製造」及「系統和控制」。本科所指的「設計」，是指為特定目的及需要而進
行的構思活動，而「科技」則是指運用知識、技能、設備及物料，為特定目的及需要提
供可行的解決方案，是着重理論與實踐的科目。電子書設計理念則是協助學生如何把意
念，透過已掌握的知識、技能及物料實踐出來。
本科電子書一共十冊，除以不同設計情境為本的課題外，亦有基礎設計內容 ( 產品
的外觀設計及顏色運用 ) 及本科最大的特色
運用工具。透過電子書內常用手工具的
介紹，掌握運用手工具的正確方法及注意事項，讓學生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享受手腦並 以「情境」為學習平台，讓學生
依此進行「設計」
用的學習經歷程。

配合動畫，學生再透過「實作活動」的操作，掌握科學知識

讓學生透過「實作活動」的操
作，掌握科學知識

學生以掌握的科學知識、技能
及物料把意念實踐出來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電子書的設計主要利用生活情境切入各個課題，以輔助形式協助教師教授一些較難理解的概念、
拆解繁複的操作步驟，並讓學生預先經驗部份的電腦操作步驟才在電腦上進行實習。

利用生活情境拆解日常生活上遇到的電
腦問題

以活動增加學生對《像素矩陣》的概念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電子書設計團隊合照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科 一 般 都 在 電 腦 室 上 課， 使 用
RainbowStar 電子書系統後，老師需要在課堂上管理桌上電
腦及平板電腦，對於能力較弱的學生，他們既要處理平板
電腦，又要處理桌上電腦的操作可能會有一定難度，因此
我們建議教師可因應學生能力及課題需要，選擇使用不同
作業系統的電子書系統進行授課，以達致更佳的學習效果。
此外，我們每一課會有「名人小檔案」介紹與課題相
關的電腦名人資料，也會有表格列出與課題相關的「資訊 介紹資訊科技科中不同的專
詞彙」的中文及英文名稱，讓學生學到課題上的增潤的知識。 有詞彙。

介紹資訊科技界的名人。

科技與生活科
科技與生活科課程以「衣」和「食」兩方面作為學習的基礎。我們期望學生把學習到的知識、技巧和態度，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提升生活技能，為成人生活作準備。透過特殊學校教材電子化計劃，本科製作了 15 本電子書，內容
涵蓋初中及高中的學習內容，本科電子書設計理論與實作並重，以多元化的課堂活動，並配合圖片、動畫和影片，更
具體地將以往學生較難掌握的理論知識，生動地展現，讓學生更易理解，有助提升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

《烹調方法》
以動畫清晰及生動地呈現傳熱方法

《量度材料工具的基礎技巧》
以拖拉功能排列使用電子磅的步驟

《服飾設計元素》
使用拖拉功能，能即時比較出不同線條及
圖案的衣服對不同體形人仕的視覺效果

公開課試教分享
(28/11/2018)
試教老師：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馬爾茜老師
課

題：省時省力工具之電動打蛋機

菜式：紙杯蛋糕

試教級別：輕度高中 ( 異質分組 )

設計理念：
運用電子書的理論部分作引入，向學生介紹電動打蛋機的種類及使用要點，老師分別示範運用電動打蛋機及手動
打蛋器製作紙杯蛋糕的方法，其後學生分組進行實習；實習後，老師及學生一起運用電子書的拍攝及自評功能，使學
習成果得以即時展現，從而進行比較及評估等探究活動；而錄音功能可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讓書寫能力較弱的學生
也能參與課堂活動

介紹電動打蛋機的種類及使用要點

進行比較及評估探究活動

運用電子書的拍攝及自評功能
展現學習成果

英國語文科及普通話科
電子書設計與教學
本科於計劃初期之設計理念，是以生活化的課題，運用一書兩文三語的方式設計，唯經過三校兩科專科老師的
商討，最後以兩科獨立出書，既能有系統呈現教學內容，亦能配合學校的課程設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電子書課題
普通話科
英文科
五彩繽紛的食物
Colourful food
我的家人
My family
我的身體
My body
我的時間表
My timetable
可愛的動物
Lovely animals
購物樂趣
Shopping fun
香港的交通工具
Transportations
四季天氣
Seasons and Weathers
閒暇時間
Leisure time
各行各業
Occupations
傳統節日
Alphabet 1
祖國與我
Alphabet 2

英國語文科及普通話科電子書設計團隊合照

英國語文科
電子書設計理念是期望透過電子學習，提高學生聽、說和讀的能力，增加學生使用英語的信心和興趣。
透過有趣的互動學習，學生能得到即時的回饋，有助培養學生在家中自學能力。此外，家中使用電子書亦能鞏固學
生在課堂上所學的知識。電子書其中一項功能是老師能的遙距檢視學生的答案。 根據這些數據，老師可以調整往後的
教學策略及內容，以照顧學習差異，提升教學效能。

利用小遊戲幫助學生學習串字，有需要
時可按「hints」取得提示

精美的插圖以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真人發聲的聆聽練習，可拖放圖片，免
除寫字的需要

本科電子書一共有 12 本。其中 10 本是為第一至第三學習階段而設，內容包括「Think about it, Text, Vocabulary,
Listening Exercise, Speaking Exercise, Enrichment and Self-evaluation」。 另 外 兩 本 則 以 語 音 為 主 題， 一 本 關 於 子 音
（consonant），一本關於元音（vowel）。內容包括字母辨認、字母寫字練習、小遊戲等，讓學生能愉快學習。各電子
書的主要內容均採用「以英語為母語人士」真人發聲，讓學生更能掌握流利英語說法。

普通話科
電子書設計理念是以生活化的內容，提升學生運用普通話的能力及學習興趣，課文主題以學生日常的生活經驗而
訂定，設計以日常對話的方式呈現課文內容，透過電子書的多元化練習，讓學生循序漸進學習普通話。本科製作了 12
本電子書，內容涵蓋初小至高中，學習內容由淺入深，以精美的圖片及相片，並配合全書發聲功能，增加學生以普通
話進行說話訓練的機會。

運用電子書的真人發聲、拖拉及連線功能，配合不同的課題及情境進行聆聽練習

以動畫具體地展示語音知識

運用精美的圖片，讓學生分
享及表達個人喜好

本科電子書內容包括：動動腦筋考考你、課文
情境對話、字詞寶庫、溝通小百科、聆聽練習、說
話練習及自評：
•「動腦筋考考你」乃課前熱身，透過小活動，引
起學生興趣，提升學習動機。
•「溝通小百科」因應不同課題，教導學生普通話
中的語音知識。
•「聆聽練習」多樣而有趣味，配合學生日常的生
活經驗，從而培養學生良好的聆聽習慣。
•「說話練習」以對話模式為主，由仿說到靈活運用，
從操練到自然溝通，透過語境提升學生運用普通
話表達的能力。
•「自評」，因應學習活動或課堂表現，學生給予
自己的評價。

生活化對話形式的說話訓練

音樂科電子書設計與教學
音樂科電子書主要涵蓋音樂理論及歷史，如：《音樂工具書：音符及休止符》、《古典時期的音樂家》。
對於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來說，以傳統模式學習音樂理論及歷史課題，透過文字學習會較沉悶和困難；對於特殊教師
來說，教授這類型的課題時，要因應不同學生能力及需要，為他們設計不同的材料幫助學習，例如：節奏圖咭、樂譜、
教學短片、圖片、道具等等。 因此，在設計電子書內容時，我們思考不同的內容難點，同時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
將抽象的理論形象化，讓學生以生活經驗連繫知識，並以動畫、遊戲等有趣的方式學習，讓能力較弱的學生在學習
的過程中，大大提升學習動機，獲得滿足感，並提升自信心。

電子書推薦：
《音樂工具書：音符及休止符》

抽象理論形象化：以學生吃薄餅比喻拍子

《音樂工具書：速度及力度》

學生以生活經驗連繫知識，並以動畫認識
不同的速度

《簡譜及顏色譜》

能力稍遜

能力較高

視覺藝術科電子書設計與教學
視覺藝術課程著重「評賞」和「創作」，兩者互相緊扣。我們的電子課本從「評賞」和「創作」出發，因應不
同的主題，搜集了具評賞價值的作品，讓學生對作品進行分析及內化，再啟發他們的藝術創作。電子課本的好處是
可以讓學生自由放大藝術作品，鉅細無遺地欣賞每一個細節，另外亦透過相關的電子活動，靈活地進行創作練習，
從而提升學生的評賞和創作能力。我們鼓勵教師以電子課本為輔助工具，多角度及深入的評賞和多元化的創作活動
才是視藝科的重要部分，故此部分電子課本需要配合師生的評賞討論及實作創作活動，以提高教學效能。

使用 RainbowStar 電子教科書的良好示例 ( 視覺藝術 )
以下將介紹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伍國平主任如何利用「古文字的藝術」一書，配合不同的教學活動和其他工具，
讓學生學習「文字創作」的藝術課題。

教學步驟︰
1. 引入活動
老師先以電子書展示甲骨文的圖片，學生透過平板
電腦可以自由放大字體，方便觀察甲骨文的每一個細節，
然後請學生在視覺藝術日記中臨寫甲骨文，讓學生自行

3. 發展活動
老師利用電子書比較甲骨文與圖像，讓學生發現甲骨
文的另一個特性︰象形，並透過電子書的練習仔細分析不
同甲骨文字如龍、馬等的圖像性，然後請學生在電子書上
利用電子筆自創甲骨文字。

發現甲骨文的特點，學生就所見到的現象如筆劃方折，
提出假設和疑問，藉此引起探究動機。

利用電子筆自創甲骨文字

4. 創作活動
老師透過之前的活動作切入，誘發學生以「新甲骨文」
臨寫甲骨文

2. 探索活動

為題，以喜歡的事物，自選創作方式和風格進行創作。

完成作品︰

老師設計了一個探索活動︰利用雕刻刀在膠片上刻
寫甲骨文，學生透過活動探索古人在獸骨或龜甲刻寫文
字的情況。活動後，老師引導學生就之前提出假設和疑
問進行解讀，透過分析甲骨文的形式表現，從而提升評
賞能力。
李樂倫同學作品

張泳森同學作品

陳健聰同學作品

蔡妙宜同學作品

在膠片上刻寫甲骨文

學生心聲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中五班張泳森同學

透過今次「古文字的藝術」學習到甲骨文，發現古代的人很聰明，能夠以圖像的方
式創作了「甲骨文」，傳遞訊息。另外電子書比我們更多的互動學習機會，能將「甲骨文」
在 I pad 上寫一次，很方便，跟住還可以自己創作，好好玩，又方便修改，減省了很多在
紙張上修改的時間，老師還會用 I pad 顯示同學的答案及創作成果，令我們有交流的機會，
我覺得這堂課，我除了認識了「甲骨文」外，我越來越有創意了！

課堂設計與成果
利用《古文字的藝術》電子書進行教學，學生可以自由放大甲骨文字，提升了藝術觀察、聯想的效能。此外，透過
電子書的簡易練習亦令學生體驗適切的探索性創作活動。是次教學單元亦配合了電子書以外的教學活動—在膠片上進行
臨刻甲骨文，學生藉實際經歷來理解書寫方式如何影響了甲骨文字的形態及藝術特色。這種結合電子書及傳統藝術學習
的教學模式能有效加強學生對甲骨文字的興趣和認識，並豐富聯想，使學生最後能創作出具個人風格的新甲骨文字。

部分電子書頁面截圖

RainbowStar 互動電子課本攻略
「關顧特殊教育發展，創造平等學習機會
出版
學生人人可教，個個可學」
2019 年 9 月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 一如其他學童，予以愛與關懷，適切期許，學習必有
所成。而接受科技教育是每個學生的權利，我們希望學生能掌握手腦並用的基本技
能以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並且明白如何恰當地運用科技，以促進學習。因此我們
竭力為智障兒童提供優質教育，在校內不遺餘力地推展電子學習，抓緊及製造機會，
擴闊學生的發展空間，讓他們最終能自主學習，使學生發揮個人潛能，融入社群，
回饋社會。
隨著「特殊學校校本教材電子化計劃」的推展，3 所核心學校將完成 572 本電子
課本，並付諸課堂實踐及進行修訂，為了達至「共創、共享、共融」的願景，適時把
累積到的電子教學經驗與業界作成果分享，安排不但獲得特殊學校教師的歡迎，亦
受到普通學校教師的正面回響。為加強知識轉移及推動電子教學，計劃團隊特出版
「RainbowStar 互動電子課本攻略」，期望教師能進一步認識電子教學帶來的好處，
並透過本書內容，快速掌握製作電子課本的技巧，輕鬆地投入電子教學的領域。
「RainbowStar 互動電子課本攻略」內部主要分為理念、策略、技巧、成效評估
等篇章，理論與實踐並重，將於 2019 年 9 月出版，主要內容如下：
內

容

理念篇 （elearning)
1. 21 世紀教學的挑戰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轉變
2. 面對學生的學習差異與特殊教育需要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現況
3.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發展電子學習
4. 電子課本學習 『教與學概念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
策略篇 (e-textbook)
各界亦可透過 facebook，了解本會最近動態。
http://www.facebook.com/elfiehk

5. 發展電子課本的原則及學習目標
6. 運用電子課本的策略
7. 編寫合適的電子教學教案 (Lesson plan)
技巧篇 （Practical skills)
8. 製作電子課本的技巧 (Tips and tricks)
9. 電子課本教學的課堂技巧 Q&A
成效評估篇
10. 評估及數據處理
11. 學與教成效檢視報告
12. 學校成功個案
13. 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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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恆初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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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