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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開展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計劃的原因
2. 學生及家長如何面對新學習模式
3. 平板電腦的要求及收費安排
4. 如何申請關愛基金
5. 解答家長問題



開展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計劃的原因

教育局於 2015/16 推出【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略】

● 期望學校能善用資訊科技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 為學校建立無線網絡校園，以便學生在課堂上使用
流動電腦裝置進行電子學習

● 鼓勵學校按校本情況推行「自攜裝置」Bring Your 
Own Device計劃，簡稱【BYOD】計劃



開展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計劃原因
校本情況：

- 無線網絡覆蓋全校90%以上地方(包括班房、特別室等) 
- 早於2015年已開始推行電子教學
- 現在一至六年級均有進行電子教學
- 中、英、數、常識，音樂、視藝等科目已有推行電子教學
- 平板電腦不足夠全校使用
- 已在2020年開展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計劃
- 學生有自己的平板電腦有利進行自主學習及網上學習
- 提升學生的資訊科技應用能力
- 在高小推行，利於中學銜接



開展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計劃

2020/21(1st年度) 2021/22(2nd年度) 2022/23(3rd年度)

P4 ✓(購買) ✓(購買) ✓(購買)

P5 ✓(課堂使用) ✓(課堂使用)

P6 ✓(課堂使用)

➽ 推行時間表



開展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計劃原因
電子課本的優勢

u 真人發聲

u 附加練習

u 加插資料庫

u 易做筆記



開展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計劃原因
即使推行電子教學，我們會：

● 保留傳統教學的優點

● 電子教學與傳統教學結合，互補不足

● 在適當的時候，選取合適的教學方法

● 鼓勵學生可按自己的步伐進行學習



學校如何為學生安排新學習模式

2014-現在：
ü 安排全體教師參與電子教學的進修/工作坊，並將電子教

學引入課堂中
ü 申請有利進行電子教學的網上平台，例如GOOGLE

EDUCATION
ü 中、英、數、常各科優化課程以迎接電子教學
ü 定時搜尋及安裝與課程配合的教學APPS，供學生課堂學習

使用



ü 逐步於各級、各科教學內容中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及活動
(Google Form、Nearpod、 Mentimeter 、Edpuzzle、
Kahoot、Quizlet等)

ü 各科於GOOGLE CLASSROOM開設教學平台，配合單元需要
而將相關的筆記或教學資料儲存在平台上

ü 可利用GOOGLE FORM，著學生回答有關教學的問題，便於
進行延伸學習

學校如何為學生安排新學習模式



平板電腦並不是遊戲機，

更不是娛樂工具！
平板電腦是學習的好工具

學生和家長應有的概念



學生與家長如何適應新學習模式

● 平板電腦是學生的個人學習工具，而非家人共用

● 學生和家長不能隨意安裝或刪除APP

● 學生需學懂「照顧」自己的平板電腦，每天充電及定時

更新系統及程式

● 學生及家長應簽署《可接受使用政策/守則 AUP》



學⽣與家長如何適應新學習模式

長期使用
易傷眼睛

並不是每堂使用，
有需要才用

即使使用，亦不
會超過20分鐘

會下載電
子遊戲

校方會使用
MDM軟件

學生不能下載任何
未經同意的APP

傳統教學
已足夠

傳統的教學已超
過100年歷史

學生需要認識社
會現今的需要



自攜裝置(BYOD)計劃詳情

➽擁有權
- 平板電腦屬於學生個人財物，所以學生於畢業或轉校，校
方會將裝置還原原廠設定

➽遺失/損壞
- 學生若不小心遺失／損壞流動電腦裝置，須與學校聯絡



自攜裝置(BYOD)計劃詳情
➽保安
- 學生每天需攜帶平板電腦裝置上學
- 校方會協助學生設定個人登入密碼，以作保障
- 校方會安排講座，教導學生好好保管自己的貴重物品
- 平板電腦及其機套必須寫上姓名，家長可記下平板電腦
的相關資料(如機身編號)



自攜裝置(BYOD)計劃詳情
➽管理
- 安裝MDM後學生不用輸入APPLE ID
- 所有APPS由校方在學期初統一安裝，學生及家長不能自行
於該裝置上安裝任何APPS

- 由於平板電腦是學習的工具，其他與學習無關的功能會暫
停使用

➽充電
- 學生須於家中自行充電



1.平板電腦 – iPad第九代
儲存空間︰64GB
網絡連線︰WiFi
螢幕保護貼及機套：家長自行選購

2. MDM管理軟件：約$200-300（3年）

3. Apple Pencil：$698 (公價為$788)

平板電腦及配件資料
價錢︰$2449
(公價為$2599)

(圖片只供參考)

總額：1+2+3+4 =約$3695至$3795

4. APPLECARE FOR IPAD (3年)：$348



購買平板電腦事宜

所需購買物品
與金額

平板電腦
APPLE
PENCIL

APPLE
CARE(3年)

MDM管理
軟件

一般學生
$ 2449
（$2599）

$ 698
（$788） $348 $200-300

（投標中）



1.平板電腦 – iPad第六代或以上
儲存空間︰64GB(因需要使用3年)
網絡連線︰WiFi

2. Apple Pencil第一代
3. 請家長備份及提取機內資料
4. 由於用作教學，請刪除非教學程式
5. 約在8月帶回學校安裝所需使用程式及MDM

自備平板電腦資料



如何申請關愛基金
申請條件：在2022-2023年度獲得書簿津貼或

綜援家庭

申請辦法：可在2022年9月的相關通告填報

支援細則：1.關愛基金會撥款給學校購買平板電腦
2.學校將平板電腦借給有需要的學生
3.長假期或畢業時歸還給學校



購買平板電腦事宜

5月16日(一) 5月21日(六) 8月

Ø 派發有關
購買平板
電腦通告
(288)

Ø 可到校購買平板
電腦

Ø 10:30-13:00(禮堂)

Ø 領取平板電腦
Ø 家長自行購買機
套及保護貼



購買平板電腦事宜

付款方式：
a. 現金、
b. 支票(支票台頭寫：Senco-Masslink Technology Ltd.)
c. 銀行入數(HSBC a/c: 083 - 9 - 019817)(需影印副本)
d. WeChat Pay，Alipay
e. 信用卡
f. 12個月分期付款
（只接受中國銀行BOC，AEON Credit Card  VISA / MASTER）



答問環節





學校有沒有措施減少學生攜帶的BYOD在校丟失？

答：由於平板電腦價值不菲，所以校方會要求
1. 學生必須在自己的平板電腦及機套貼上
姓名等資料

2. 除非上學、放學，或老師要求外，否則
平板電腦不能帶離課室
3. 老師教導學生要放好自己的財物



請問此計劃推行後，學生是否需要買教科書和
作業？功課會是實體多，還是在iPad多？平板電
腦教學可否傳遞功課？

答：在教科書方面，不同的科目會有不同的安
排。而作業的用途是鞏固學習及評估學習
的進度，所以作業在各科仍會保留。
現階段功課仍是實體多，但會逐漸增加網
上功課。



老師使用平板電腦教學，會否令師生之間的對話
互動減少了？

答：當然不會，因為老師只是利用電子教學取
代傳統的單向教學。
學生並不是只坐在課室望著平板電腦上課，
其實平板電腦只是一個媒體或工具，去幫
助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使用平板電腦作上課學習用途，會否可以替代減
少帶課本上學？是否每天都需要帶回校？

答：雖然推行自攜裝置計劃，但不會全部課本
改為電子書。
由於平板電腦是學習的工具，所以學生每
天都需要帶回校。



去年所見，只能使用蘋果的平板，可否加入
安卓(ANDROID)的平板選擇？

答：由於學生在未來3年需要使用平板電腦上課，
所以校方會選擇壽命較長的平板電腦。



經常使用平板或電腦電子產品會否使小朋友壞眼？

答：學生不會每一節課堂都使用平板電腦。
而且每一節課堂都有不同活動，使用
平板電腦只佔部分時間。



因本人能處理使用的情況，可否不購買MDM軟件?
是否可否以規管代替移除檔案及程式？

答：MDM主要用作管理學生的平板電腦，以確
保
學生的平板電腦只作教學用途。
如學生的平板電腦沒有安裝MDM，家長需肩
負管理的負責，學生亦需要承諾不能在校
內使用任何不合適的程式。



感謝各位家長抽空出席
今日的自攜裝置(BYOD)簡介會

如有任何問題，
歡迎與李志強主任

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