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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現況
1.

自 1998 年，政府共出版四份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報告，以勾劃及更新教育界使用資訊科技的大方向。
在 20 年間，香港投放約 140 億元推動相關發展1，令全港學校在基礎建設、課程融入、學生學習、教師
專業培訓、領導層培養等能力均有一定提升2。

2.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帶動了全球「停課不停學」的風潮。香港作為疫情下第一波受影響的地區，
大專院校以至中小學紛紛轉投網上教學。雖然普遍學校經多年的投資，已有一定的硬件設備應付，但
停課期間教師及學生難以適應網上教學、科技未能融入教學的問題時有出現。

3.

另外，網上教學亦令教育界反思教學手法的不同可能性。例如是，香港學生需要怎樣的教育？在課前的
預習能力是否應該加以培養？課堂應否更着重勾起學生學習興趣、回應疑難、或是知識傳授為主？這些
想法和經驗又能否用作改善實體教學的手法？無論如何，經歷不一樣的一年，教師對科技在教育的角色
已有更深刻看法，MWYO 的教育科技策略報告（下稱「策略」）會輯錄他們的意見，相應地提出建議。

4.

撰寫「策略」的目標不單是應對網上學習的問題，而是希望從更宏觀的角度，思考如何透過政策倡議，
令教育界長遠在日常使用科技時更得心應手。要達到此願景，涉及數個思考的方向，包括：界定推動教
育科技的具體方向、提升教育科技資源（又名電子學習資源）的質素和選擇，以及協助學校將科技融入
日常運作和教學。

教育科技的定義和功能是甚麼？
5.

引用北德州大學 J. Michael Spector 教授在「Foundation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一書所述3：

教育科技牽涉有規律地應用知識，以提升學習、教學和效能。
Spector 更進一步指出，教育科技需要「有規律地應用」
（involves the discipline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特別是從理論、過往經驗及實證來決定使用的方向，帶出將科技應用於教育是一門
科學，需花心力理解及運用，以達致提升教學及表現的初衷。

1

2

3

2

政府新聞網（2020）。「善用時間 持續學習」。
取自：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2/20200212/20200212_160746_572.html
Kong, S.C., Chan, T., Huang, R. et al. A review of e-Learning policy in schoo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Hong Kong, Taiwan, and Beijing:
implications to future policy planning. (2014). J. Comput. Educ. 1, 187–212.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007/s40692-014-0011-0
Spector, J. (2016).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outledge.com/Foundations-of-Educational-Technology-Integrative-Approaches-and-Interdisciplinary/
Spector/p/book/978113879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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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眼世界，教育科技的用途廣泛，而配合着不同的教學趨勢，更有一定潛力可以在香港的教育擔當重要
角色。下表引用幾份海外的教育科技研究報告，嘗試概括近年興起的教育科技的技術種類、可應用的
範圍，以及一些相關的教學手法和主題。
表一、教育科技的種類、範圍、手法及主題
技術種類4

可應用的範圍

相關的教學手法和主題

• 基礎建設

• 提升教學互動體驗，增加學

• 手法

• 電子教科書

習趣味

- 調適性學習

• 學習管理系統

• 為學生提供即時回饋

- 翻轉課堂

• 創作空間（通常設有 3D 打印

• 讓學生具創意地實踐所學知識

- 協作式學習

機、鐳射切割機及動畫製作

• 減低教師負擔，提升行政效率

- 深度學習

軟件等）

• 增強師生間、教師間及學校

- 沉浸式學習

• 自動機器人

與家長間的交流

• 學校及學生數據分析

- 線上課堂
• 主題

• 虛擬實境技術（VR）

- STEM 教育

• 人工智能

- 編程（Coding）
- 人工智能教育

7.

布魯金斯學會2019年的報告5亦總結了教育科技可為教育帶來「跳躍式改變（leapfrog change）」的兩個
主要方向，包括：一）讓教學更以學生為中心，令學生體驗學習的樂趣；二）推動學習過程更個人化，
着重學生的進度因材施教。報告亦帶出另外兩點科技的支援方向，就是令教學環境更趨多元，讓學生
間、師生間、教師間在校內外的交流更頻繁，以及透過掌握更多數據，加以分析，提升教學表現。

8.

由此可見，經仔細計劃及執行，科技有解決教育核心問題的潛力；科技的應用不是一個獨立的教育
議題，反而是扣連不同教學目標的工具；運用得宜，科技將釋放空間，為教育帶來更多可能性。

4

5

New Media Consortium (NMC). (2017). The NMC/CoSN Horizon Report: 2017 K–12 Edi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library.educause.edu/~/media/files/library/2017/11/2017hrk12EN.pdf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9). How ed-tech can leapfrog progress in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how-ed-tech-can-help-leapfrog-progress-in-education/#:~:text=Technology%20
can%20augment%20lessons%20from,the%20progress%20of%20personalized%20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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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科技的政策進展如何？有甚麼成效及局限？
9.

政府近年的教育科技政策，主要是 2015 年出版的第四份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報告 6（下稱「第四份政府
策 略」）及一些在第四份政府策略發布後所提出的措施。為令「策略」的方向更清晰和集中，以
下所 輯錄的政策主要圍繞運用科技提升學校日常學與教的措施，而不包括一些推動相關教學主題（如
STEM、編程教育等）的舉措。
• 科技基礎建設：中學 IT 創新實驗室計劃、WiFi - 900 計劃、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 添置電子學習資源：eREAP 計劃、香港教育城（下稱「教城」）7網上整合平台、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
計劃；
• 學校領導層及教師專業發展：舉辦不同模式的專業發展課程、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提供的校本
支援；及
• 教育科技的額外財政支援：優質教育基金—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優質教育基金下的資訊科技
撥款、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10. 審計署亦在 2018 年 7 月發布衡工量值報告 8 ，對教育局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的工作進行檢討。
署方提出的主要意見包括：需繼續推動使用電子學習資源、審視電子教科書的未來路向、優化教城
「eREAP」計劃、改善託辦專業發展課程的證書頒發率等。下表總結了第四份政府策略的主要措施以及
審計署對教育局進度的回應。

6

7
8

4

教育局（2015）。「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e4.html
香港資訊教育城於2000年在優質教育基金資助下成立，其中文名稱後來改為香港教育城，並於2002年公司化，成為政府的全資附屬機構。
審計署（2017）。「教育局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的工作」。
取自：https://www.aud.gov.hk/pdf_ca/c71ch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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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香港近年有關教育科技的政策
適用學年

涉及金額

政策

進度和成效（除非特別註明，
否則資料來源均是審計署報告）
一）科技基礎設施

2019/20 –

100 萬元

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9

2021/22

(每家申請學校

為設立實驗室所需的器材和服務，

計劃於近年開始，未有資料。

的最高資助額） 以及舉辦與資訊科技相關的課外
活動向學校提供資助
2015/16起

7 萬元

WiFi - 900 計劃10

根據 2016/17 學年的問卷調查

(每家學校平均

向學校發放一次性津貼以購置流動

結 果，在回覆調查的 715 家學校

每年的經常性

電腦裝置

中，每家學校平均有 87 台流動

開支）

電腦裝置。

於各學年一直

65 萬元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11

1） 有學校沒有按規定在學校發展

運行

(金額視乎學校

為經常性津貼，學校可購買資訊

計劃中概述資訊科技的開支預算；

的班數，65 萬元 科技相關的消耗品、數碼資源、

2） 有 15% 的學校未有動用撥款

為 20／21學年

上網及互聯網保安費、聘請技術

超過兩成。

的最高金額）

人員等

9,000 萬元

WiFi - 900 計劃10

在參與學校中，99% 的學校已經

2017/18

為所有公營學校設立無線網絡，

完成加強校舍無線網絡基礎設施的

(已完結）

覆蓋學校的所有課室

工作。連同 2014 年 WiF i-100 計

2015/16 –

劃的 100 家先導學校，香港大部分
學校已具備無線網絡基礎設施。

9

10

11

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日期不詳）。「計劃目的」。
取自：https://www.it-lab.gov.hk/tc/about.php
教育局（2020）。「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 加強學校的無線網絡基礎設施」。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Wifi900/pdp.html
教育局（2020）。「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取自：www.edb.gov.hk/ited/citg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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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
2015/16起

1,000 萬元

eREAP計劃12

計劃第一年有 205 家學校參加，

購置本地以至世界各地的電子學習

第二年有 237 家參與。然而，

資源

1) 22% 學校在第二年退出，認為
資源未能切合學校所需，及學校
有了不同教學優次；2）沒有資源
涵蓋中文科。

2014/15起

2011/12起

1,000 萬元

教城網上整合平台13

截至 2017/18 學年，每學年使用

讓用戶可以一按連接各個教育平台

單一登入功能的會員人數為

帳戶，以及鼓勵各平台開放數據

60,294，佔所有會員不足 10%。

3,600 萬元

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14

1）電 子 學 習 資 源 依 然 擔 當 輔 助

(截至 2018 年

透過資助開發商出版教科書，發展

角色，在適用書目表中只有 49 套

3 月 31 日）

以本地課程為本的電子教科書

電子教科書，而印刷版則有 479
套。其中，沒有任何電子教科書
是為中四至中六學生設計的；2）
學校採用的電子教科書並非選自
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

三）學校領導層及教師專業發展
於各學年一直

380 萬元

舉辦不同模式的專業發展課程15

在 2015/16 和 2016/17 學年，教育

運行

(2016/17年度

促進學校的「e-領導」及一般層面

局分別舉辦了 255 和 295 項課程，

的金額）

和各學習領域層面的電子教學

合共 452 和 438 場。但很多場次
的證書頒發率低於 70%(即不超過
70% 的學員出席全部課堂，並於
限期前交妥功課)。

於各學年一直
運行

沒有資料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提供的校本

在 2015/16 和 2016/17 學年，

支援16

計劃分別為學校提供 337 和 278

透過富前線經驗的借調教師為學校

次服務。

提供培訓和到校支援服務
12

13

14

15

16

6

香港教育城（2020）。「eREAP計劃2020/21」。
取自：https://www.hkedcity.net/ereap/zh-hant
香港教育城（2016）。「EdConnect」。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WiFi900/
HKECL_EdConnect_Chi_20161118.pdf
教育局（2013）。「財務委員會參考文件：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fc/fc/papers/fi13-08c.pdf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2020）。「中學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匯編（網上版）2020/21」。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support/booklet_on_professional_development_
programmes/pdp_for_heads_and_teachers_web_2021/PDP_Booklet_2020-21_Sec_Chi_Final.pdf
教育局（2020）。「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co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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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於教育科技的額外財政支援
於各學年一直

資助無上限

運行

優質教育基金下的資訊科技撥款17

在 2016/17 學年，優質教育基金

透過基金向業界提供一筆過撥款，

批准撥款 1.7 億元，資助 560 項

改善資訊科技範圍的教育質素

推動優質教育的計劃，其中 84 項
與資訊科技有關（涉及的核准撥款
合共 5,200 萬元)。另外，基金網站
顯示17，自成立以來，批出多個與
資訊科技相關的計劃，內容牽涉
電腦輔助教與學、教學軟件製作、
在課堂教學以外範疇應用資訊
科技等。

2011/12 –

6,580 萬元

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18

計劃已完成，並提供了學校及系統

2013/14

與本港 21 家學校合作，研究電子

層面兩方面的意見。

(已完結）

學習對教育法的改變，為學校廣泛
採用電子學習作準備

11.

單從政策層面，難以了解香港學校實際應用科技的情況。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於 2020 年 4 月及 7 月發表了
兩份有關中小學生數碼公民素養19以及停課期間網上學習成效20的報告。當中發現，不論是中學或小學，
學生在學校間均存在顯著差異。在極端情況中，學校 A 一半的小三生表現比學校 B 四分三的中三生
優勝。研究更指出，以往電子學習只佔總體學習一個較小的部分，但當網上學習成為常態，學校間的數碼
鴻溝可能因此而擴闊。另外，若受訪學校在停課前已有電子學習的準備，該校就讀的學生和教師在停課
期間更能有效地進行網上學習或教學。「策略」尤其關注學校間的差距，認為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學校
對教育科技的投入不一。

12. 與外國先進國家和城市相比，香港學生在校的資訊科技應用頻率（Use of ICT）亦較低。2018 年國際學生
能力評估計劃（PISA）的數據顯示，相比澳門、新加坡、芬蘭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
平均數，香港學生在課堂中、學校、以及自我評價的資訊科技能力（ICT Competence）較低，只有在
校外使用資訊科技的程度較高21。可見，香港學校的教育科技風氣並不興盛。
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2020）。「近期完成計劃」。
取自：https://qcrc.qef.org.hk/pro_theme.php?catid=5
18
教育局（2015）。「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研究報告摘要」。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Policies/
pilot_scheme_exe_sum%20(chinese).pdf
19
Reichert, F., Lam, P., Loh, E.K.Y. & Law, N. (2020). Hong Kong Students’ Digital Citizenship Development. Initial Findings.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citizen.hk/publications/reports
20
數碼素養360 （2020）。「學校需為網上教學做好準備」。
取自：https://www.ecitizen.hk/360/bulletins-reports#reports
21
Hau, K.T. (2018). PISA: 2018 Summary of Major Resul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ropbox.com/s/2wfz3zdy0jujbk7/Overview%20ppt%20on%202018%20PISA%20HK%20performance.
pdf?dl=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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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和核心問題
13. 2020 是充滿改變的一年，教育也應與時並進。「策略」將從過往與教育科技相關的政策開始，了解它們
的成效及不足，再參考各地趨勢、香港業界專家的意見，具前瞻性地提出香港教育科技策略應涵蓋的
發展方向。研究團隊充分理解教育科技的課題複雜，牽涉社會不同持份者的工作，因此，在 2020 年 5月
至 10 月期間，與 18 位持份者進行深度訪談，了解他們對香港教育科技現況及前景的想像。在專家訪談
名單中，包括多元背景的受訪者：學校管理層、中層/初入職教師、學生，以及科創培育機構和教育
科技公司代表等 22。總括上述的背景資料，及從受訪者對現況的分析，我們從宏觀的角度掌握了以下
三方面香港在推動教育科技時必須處理的核心問題：
14. 第一，推動教育科技的目標不明確，導致普遍學校對教育科技的理解尚淺，缺乏想像。自 1998 年起，
教育局已每五至六年發布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報告，各個策略的方向全面，從基礎設施、電子學習資源、
提升學校的電子教學能力、提供經常性財政支援、以至專業社群的建立，也在措施之列，策略的多樣性
值得鼓勵。
15. 但從上述審計署數據揭露的種種跡象顯示，政府政策除了確保校園基礎設施充足外，學校能將科技融入
教學或是運作層面，始終是少數，多項政策未能達標。例如，教城從海外搜購的電子教學資源不太符合
本地學校需要；政府每年為學校提供資訊科技綜合津貼，約 15% 學校未動用的撥款，佔撥款總額兩成
以上；電子教科書開拓近 10 年，傳統出版商即使在政府資助下，亦沒誘因踏足市場。
16. 在訪談中，有剛經歷停課，而第一次推動電子教學的校長表示沒太大想法，只認為科技是有效的工具，
讓學校在疫情時期保持教學進度。相反，我們與富有電子教學經驗的學校代表討論，了解到他們各自的
學校如何定位教育科技。一如所料，得到的回應多元，也令人反思教育科技除了是教育局在第四份政府
策略中提及「提升學與教互動性，以及釋放學生的學習能量」的主要目標外，有甚麼其他方向值得深入
探討。具資深電子教學經驗的受訪教師說，使用科技對他來說是節省備課的時間，同時換取空間在教學中
多嘗試，例如是推行翻轉課堂法（即要求學生在課前觀看教學錄影，然後在上課時與學生多互動）；
年輕的教務組教師，非常認同科技能為學校整理學生資料及讓校內教師能互相分享教材的潛力；中層的
電子教學支援組主任，則重視學生能透過電子裝置，將筆記整理及儲存的重要性。
17. 可見，即使是具電子教學經驗的學校，對教育科技的想法不一樣；透過科技，他們所達到的不只是局方
提出的目標，更引導我們思考以下問題：（一）教育科技是否不應只以學生的學習作唯一目標？學校及
教師對科技的體驗是否也重要？（二）若科技能協助學校的資源分享，又可以讓學生整理學習資源，
教育科技在學校教與學的範疇外，是否也有不同的可塑性？這些範疇還有甚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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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載於「附錄一：專家受訪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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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因此，「策略」將為推動教育科技的目標提供清晰的論述，用以釐清科技在學校的需要性。我們需要
拓闊視野，全面理解教育科技可應用的範疇；同時，需重點帶出教育科技可如何符合本地學校的實際
需要。若目標最終能與香港整體教育願景及發展有所扣連，將提升推動教育科技的說服力，令更多學校
認同這是學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 第二，政府多年來在教育科技政策採取「積極不干預」的態度，令科技未能在學校普及。即使經歷近
20 年大量投放資源，政府對科技在學校的應用亦略為保守。每當推行新策略或有關教育科技的措施，
當局總以「校本管理」原則為由，認為「學校可因應本身的情況和發展來擬定（與教育科技相關的）
計 劃」 23。發展電子教科書市場近10年，由當初在2011年接納學與教資源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希望
令電子教科書脫離一般電子學習資源的輔助教學角色24，到 2019 年提出，希望令電子教科書成為「印刷
課本以外的另一選擇」25，政府未有「積極有為」地交代電子教科書的定位和用處，以至提供有效的
支援配套。
20. 當然，最理想的情況是全港學校如上述的幾家學校一樣，均各自找到科技在學校的定位，但現實是，
由於缺乏政府統一方向和指引，以及透過政策常規化每家學校使用的標準（近年的只有讓全港每家學校
均設置無線網絡以及一定的流動電子裝置），導致除了少數學校有全面的電子教學策略以外，普遍學校
只有少數教師（通常是資訊科技科教師）認同教育科技的潛力，並在自身的崗位將科技帶入學校，而
大部分教師也無法體驗教育科技能帶來的改變。下圖總結了 MWYO 對不同學校推動教育科技的觀察：
圖一、MWYO 對不同學校推動教育科技的觀察
找到科技定位的學校

找不到科技定位的學校

少量熱衷於
領導層的支持、中層教師的協作、

教育科技的教師

具經驗教師在校內的推廣

(通常是
資訊科技科教師)

大部分教師
不理解使用科技
的目標

透過政府資訊科技策略的措施及其他

在自己任教的學

應用少，採取

額外補貼，不斷提升科技應用的質素

科應用科技

觀望態度

香港審計署（2017）。「教育局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的工作」。
取自：https://www.aud.gov.hk/pdf_ca/c71ch07.pdf
24
新聞公報（2011）。「教育局接納學與教資源檢討工作小組報告建議」。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12/13/P201112130306.htm
25
新聞公報（2019）。「立法會八題：學校使用電子教科書及電子學習資源的情況」。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2/27/P2019022700345p.htm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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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因此，缺乏明確目標以及讓科技常規化的政策，香港學校對待科技的態度不一。值得一提的是，從表二
可見，政府近年亦推出多項與教育科技相關的政策，牽涉大量對學校的財政資助。引用一位資深中層
受訪教師的說法：若學校懂得運用額外的資助（而非不用盡撥款）購買科技設置、增添人手等，這些
學校已有足夠的資源及條件透過科技協助學校的日常運作。因此，資源不足已不是教育科技不能大幅
向前發展的主要原因。按此趨勢發展，第11.段中提及學校間差距的問題，將比現時的情況更嚴重。如欲
協助香港大部分學校將科技融入教學，必須了解學校間的實際差異及其原因，再探索可行政策建議。
22. 第三，當局在教育科技資源市場的「介入」，成效不顯著，長遠需要審視自身的角色及定位。這裏所指
的「介入」，是指政府以政策及/或財政資源，增加本地教育科技資源質素的舉措。
23. 從訪談中，MWYO 留意到熱衷於科技的中學所使用教育科技資源主要包括：
• 網上學習平台（亦稱 LMS）：平台的主要功能為存放教材、發放消息、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及協作
活動，及整理學生資料和了解各學生的學習進度。
• 知識或文件管理系統：一家學校每年需要處理的資料甚多，例如是學生資料、通告、教材等，學生
同樣面對大量學科教材及筆記。管理系統的作用是為教師及學生以更輕易的方法整理及儲存資料，
做到知識管理的目標。
• 網上直播教學軟件：此類軟件的作用是為學校提供平台，讓教師可進行直播教學。當然，使用這些
軟件不只是熱衷科技學校的專利，因應停課，很多學校也有使用這些軟件作教學用途。
• 教學軟件及網站：這類教學資源多樣，可用於日常教學，或甚至是課外活動。它們的主要功能是用以
促進教學的互動體驗。常見的有為教學而設的網上問答互動、投票、繪圖或以學科（尤其是數理或
地理科目）、學習主題（例如是理財、航空、情緒教育等）主導的軟件。
24. 從學校上述主要使用的教育科技類別，我們可深入了解政府近年介入市場發展的方向是否適宜。然而，
當局在上述四類技術的介入微乎其微，只主力投放資源在電子教科書以及輔助日常教學的教學軟件
及網站。由此可見，學校的需求似乎與當局主力推動和花資源的技術並不一致。
25. 發展電子教科書市場是當局發展教育科技資源的一個重點方向；透過資助鼓勵出版商及企業編製符合
本地課程的教科書。然而，從表二所見，即使政府提供資助，發展印刷版教科書對出版商而言依然是
較吸引的選擇，導致適用書目表中印刷及電子教科書的數量相差 10 倍之多。加上從學校的訪談中，學校
較少提及使用電子教科書作教學用途，因此亦不在上兩段學校經常使用科技的類別之列。長遠來說，
政府應否繼續將目標放在發展電子教科書市場備受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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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另外，在教學軟件及網站方面，當局主要以教城 eREAP 計劃選購來自海外及本地資源，讓學校
免費試用。試用期後，學校可選擇透過教城集體採購模式購買。這些資源尤其以輔助教學的用途為主。
而從表二審計署的發現中，了解到有大約兩成學校在第一年參與計劃後退出，並反映退出的原因為「電子
學習未能切合所需」以及「學校在學與教方面有不同的優次」。教城長遠在繼續為學校搜購資源的
同時，需要確保它們對學校的適切性。
27. 可見，政府是否應繼續投放資源予電子教科書發展有待商榷，而引入電子教育資源則值得繼續保留，並
具針對性和加大力度發展。除了上述兩種教育科技外，也值得討論政府應否在其他科技範疇作出介入。
另外，我們透過與科創培育機構及教育科技公司代表的訪談，了解到本地有超過 150 家從事教育科技的
初創企業，他們所發展的技術能否應用於本地學校作策略性的補充，與教育界的願景是否一致，也應該
是政府在增加教育科技選擇以及提升質素時的考量。

報告的的建議方向
28. 基於上述背景，研究團隊認為有需要以建立持續和有效的生態圈作目標，推動本港教育科技發展。
因此，在構思主要建議方向時，「策略」參考以下有關教育和科創相關的生態建立框架。其中包括：
• Four Categories of Scaling Equitable EdTech: EdTech Ecosystem Model26
• Global EdTech Ecosystems 1.0 – Connecting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echnology27
• The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Strategy as a New Paradigm for Economic Policy: Principles
for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ship28
• The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GSER 202029
•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Framework30

Omidyar Network. (2019). Scaling Access & Impact – Realizing the Power of EdTech. Executive Summary.
Retrieved from: https://omidyar.com/wp-content/uploads/2020/09/Scaling_Access_Impact_Realizing_Power_of_-EdTech.pdf
27
Navitas Ventures. (2018). Global EdTech Ecosystems 1.0. Connecting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s://edtechcities.com/pdf/NAVVEN180628-1212%20Report_WEB_FINAL.pdf
28
Isenberg, D. (2011). The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Strategy as a New Paradigm for Economic Policy: Principles for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ship.
Retrieved from: http://www.innovationamerica.us/images/stories/2011/The-entrepreneurship-ecosystem-strategy-for-economicgrowth-policy-20110620183915.pdf
29
Startup Genome. (2020). The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2020 (GSER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startupgenome.com/reports/gser2020
30
Harris, Judi & Koehler, Matthew & Mishra, Punya. (2009). What I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echnology and Teacher Education. 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41616400_What_Is_Technological_Pedagogical_Content_Knowledg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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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結合上述框架提出的元素，「策略」提出三個在香港建構教育科技生態圈的主要行動。它們包括：
圖二、「策略」提出的重點策略建議

鼓勵業界交流

政府界定推動教育科技
的具體發展方向，協調
各界達致願景

提升策劃及
使用能力

突破學校現有樽頸，
將科技融入日常教學
及運作

建立校內使用
科技風氣

透過深化跨界合作，
持續提升教育科技
資源質素和選擇

確立技術需求

帶動科創投資
建構發展模式

（一）政府界定推動教育科技的具體發展方向，協調各界達致一致願景；
（二）透過深化跨界合作，持續提升教育科技資源質素和選擇；及
（三）突破學校現有樽頸，將科技融入日常教學及運作。
30. 「策略」將會在往下三個章節，細述各個行動的背景和現況，以及當中涵蓋的詳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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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一）：界定推動教育科技的具體發展方向
31. 正如第一章提及，從與各持份者的訪談中，我們觀察到阻礙教育科技發展的核心問題，在於普遍教師對
教育科技的理解不清，教育科技的成效亦不明確，又認為未有確切使用科技的需要，因此對使用科技
有一定抗拒。這些固有心態問題讓我們反思，為何教育需要科技的配合？它能幫助解決甚麼樣的教育
挑戰，或能帶來怎樣的機遇？使用科技與教育的願景是否符合？這章節將深入了解上述問題，再建議
政府應提出的發展方向。

界定具體方向的重要性
32. 我們提倡將設立具體發展方向定為三個行動之一，源於了解到政府加強其整合的角色將帶來兩點好處。
第一，爭取教育界更廣泛的認同。當方向更具體，而它們同時能符合香港的教育願景以及解決普遍學校
當前面對的問題，教育科技的重要性將更受關注。第二，具體的方向有助政府進行協調的角色，讓教育界
的不同持份者，集中資源發展符合香港需要的教育科技。OECD 教育與技能總監 Andreas Schleicher
亦有相類的看法。他認為，教育科技的潛力在世界各地均未被釋放，而各地推動發展的方向，是探討
各項教學方法如何互補，然後收窄教育科技發展的重心，才能讓科技真正協助當地教育的需要31。
33. 參考世界各地，在教育科技先進的國家，大部分也有明確的期望。例如英國政府提倡教育科技最大的
用處，是釋放教師的行政工作負擔，及提升學校的工作效率32。新加坡政府則希望透過高效地使用資訊
科技，以建立學生的學科專門知識、二十一世紀技能以及負責任的數碼公民態度 33。各國的教育科技
目標，載於「策略」的附錄二。

所牽涉的持份者
34. 現時香港有不同持份者推動教育科技的工作，包括大專學界（尤其是部分教育學院也有專門研究教育
科技的部門 34）、科創培育機構（如香港數碼港、香港科學園，簡稱兩大園區）、教城、教育科技企業
(包括初創企業）、非牟利組織以及學校，均從不同層面給予支援，例如提供知識、經驗、資金、海外
網絡、海外教育科技產品等。若政府能統整主要的發展方向，將令各單位所花的時間更聚焦，最終令
教育科技融入主流學校的日常及教學。

The Pie News. (2019). Edtech’s potential not fulfilled yet, says OECD.
Retrieved from: https://thepienews.com/news/edtech-potential-not-fulfilled-yet-oecd/
3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9). Realising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 strategy for education providers and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Retrieved from: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91931/DfE-Education_Technology_Strategy.pdf
33
Education Technology Divi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ictconnection.moe.edu.sg/masterplan-4
34
例如香港大學的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習科學與科技中心、香港教育大學的教學科技中心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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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下表總結了政府以外，香港其他主要持份者近年推動本地教育科技發展的工作：
表三、香港近年積極推動教育科技發展的主要持份者
界別

持份者

教育科技發展工作重心

大專學界的

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

• 進行與資訊科技及資訊管理的研究；舉辦教師專業／領導

教育學院

科技發展研究中心35

發展課程和活動
• 近年主要研究範圍：數碼世代公民素養、數碼素養 360

香港中文大學學習
科學與科技中心36

• 促進有關學習科學應用的研究和知識轉移項目；舉辦教師
專 業 發展課外活動；以實證為本的方式研發教育科技創新
技術
• 近年主要研究範圍：遊戲式學習、電腦支援的協作學習、
技術支援的語言學習等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

• 進行與資訊科技相關的研究；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課外活動

資訊科技學系37

• 近年主要研究範圍：人工智能在教育的應用、
STEM 教育、技術支援的語言學習等

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2020）。「關於我們」。
取自：https://www.cite.hku.hk/about.php
36
Centre for Learning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8). About CLST.
Retrieved from: http://clst.fed.cuhk.edu.hk/about/
37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20). Research Area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hk.hk/mit/research-areas/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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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

持份者

教育科技發展工作重心

科創培育機構

香港數碼港38

• 為初創提供資金和工作空間；協助參與教學相關貿易展覽會；
增強企業在教育界的網絡；並特別透過計劃為教育科技企業
提供國際市場擴張的機會
• 近年相關活動及計劃：「教育科技企業全球拓展高峰會」、
教育科技屬數碼港三大發展範疇「智慧生活」中的重點發展
領域之一

香港科學園39

• 為初創提供資金和工作空間；協助參與教學相關的貿易展覽會；
增 強企業對教育界的認識和與學校的聯繫；匯聚各地初創
公司設計本地化的教育方案
• 近年相關活動及計劃：教育科技屬環球創業飛躍學院 (GAA) 中
八大科技範疇之一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40

• 透過政府委託成立的初創平台「知創空間」，提供接觸 STEM
與推動創新的平台，從而促進本地創科人才的發展
• 近年相關活動及計劃：為學校與公眾提供多元化 STEM
教 育，以及各種網絡，包括STEM學界精英培訓計劃、STEM
大學精英培訓計劃以及初創企業網絡

數碼港（2020）。「認識數碼港」。
取自：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about_overview/cyberport-fintech
39
香港科學園（2020）。「助你創新」。
取自：https://www.hkstp.org/zh-hk/
40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2020）。「STEM 教育」。
取自：https://www.hkpc.org/zh-HK/community/stem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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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

持份者

教育科技發展工作重心

非政府組織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41

• 關注電腦在各學科教學上的應用，並參與香港資訊科技教育

(包括教師社群)

政策制訂及推動的工作
• 近年相關活動及計劃：「傑出IT教師獎」、中學生「青年資訊
科技大使獎勵計劃」、「T.E.A.C.H. 編程教育教師聯盟」等
資訊科技教育
領袖協會42

• 透過分享、講座及工作坊等活動，提升利用資訊科技促進學
與教質素
• 近年相關活動及計劃：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教育、混合
模式教學和網絡資訊保安工作坊等

香港翻轉教學協會43

• 在學界推動翻轉教學法，協助學生自主學習，照顧學習
差異，以提升教學效能
• 近年相關活動及計劃：「停課不停學堂 Keep Learning
Academy」、「翻轉教學先導計劃」、翻轉教學分享等

薯片叔叔共創社44

• 為教育科創公司提供網上演講、商業配對、諮詢服務和參與
大灣區體驗計劃
• 近年相關活動及計劃：「教育科技企業全球拓展計劃」等

商界

Google

• 提供教育科技技術、建立教師社群，並進行訓練

谷歌45

• 近年相關活動及計劃：「G Suite for Education」系列的教學
工具、「GEG Hong Kong」的社群建立和培訓

Microsoft
微軟46

• 提供教育科技技術；建立教師社群，並為教師進行訓練；
為準教師和學生進行培訓
• 近年相關活動及計劃：「電腦翻新計劃」、「Learn Anywhere
遙距教學」支援計劃、與教大合作籌辦「AI 教育科技碩士」
課程、「Microsoft 創新教師社群」的建立和培訓等

Apple Inc.
蘋果公司47

• 提供教育科技技術；建立教師社群，並為教師進行訓練；
制訂學校教育科技資源套
• 近年相關活動及計劃：「Apple 傑出學校」計劃、「Apple 專業
學習專家」計劃、「Apple Teacher」計劃等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日期不詳）。「關於我們」。
取自：https://www.hkace.org.hk/%E9%A6%96%E9%A0%81
42
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2020）。「有關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 (AiTLE)」。
取自：https://www.aitle.org.hk/
43
香港翻轉教學協會（2019）。「會長的話」。
取自：https://flippeducatorshk.wixsite.com/website/messagefrompresident
44
薯片叔叔共創社（日期不詳）。「我們的工作」。
取自：https://www.esperanza.life/zh/%E6%88%91%E5%80%91%E7%9A%84%E5%B7%A5%E4%BD%9C
45
Google for Education. (n.d.). To help expand learning for everyone.
Retrieved from: https://edu.google.com/
46
Microsoft. (n.d.). Microsoft in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icrosoft.com/zh-hk/education
47
Apple Inc. (2020) 。「幼稚園及中小學教育」。
取自：https://www.apple.com/hk/education/k1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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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教育願景
36. 在思考教育科技的具體方向時，不得不考慮香港整體的教育願景。例如，假若某地的教育制度着重協作式
的學習，科技的重心應是讓學生間、或學生與其他群體之間的溝通更緊密。又或者另一個國家的小學制
度着重手作技能，使用科技會否與培養這些傳統技能相違，又是另一個考慮。因此，在不同的制度中，
科技也應有它的定位，才能讓科技與教育更為融合。

踏進這數碼年代，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科技與教育的願景一併討論。
踏進這數碼年代，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科技與教育的願景一併討論。
                               —— 香港教育大學教學科技中心總監江紹祥
                                                     ——
香港教育大學教學科技中心總監江紹祥

37. 教育局過往亦有提出資訊科技教育和課程改革的共同願景，是「把學習範式從以往教師為本轉為以學生
為本」。以局方提出的願景作為基礎，我們可探討近年香港的課程發展方向、其他與教育相關的趨勢，
用以深入了解科技在香港教育制度的定位可以是甚麼。
圖三、教育局的資訊科技教育和課程改革願景48
資訊科技
教育

1998
課程發展

以教師為本

基礎設施

2001
學會學習
改革

電子學習
資源

2004
新學制改革

第四個
e-領導

資訊科技教育
策略

2014
與時並進，檢討及更新各
主要學習領域

以學生為本

38. 2020 年，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發表報告49，按六大方向優化課程，包括：全人發展、價值觀教育、創造
空間和照顧學生多樣性、應用學習、大學收生及 STEM 教育。概念是以精簡學校的傳統課程要求，製造
空間，促進價值觀教育、STEM 教育、應用學習科目等，讓學生在中學生涯中裝備不同二十一世紀技能，
達致全人發展。過程中，亦希望照顧到不同學生的多樣性，擴闊他們在畢業後的就學或就業選擇。

教育局（2014）。「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諮詢文件」。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Policies/4th_
consultation_chi.pdf
49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2020）。「優化課程迎接多元，培育全人啓迪多元」。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consultation/TF_CurriculumReview_Consultation_c.pdf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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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由此可見，從課程的層面，香港近年推動的方向除了是學習範式的改變，也向課程「減量」出發，務求
釋放師生的課時與空間，照顧學生的多元需要，最終達致全人發展。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課程改革的
路向亦與應試文化較重的東亞國家，例如新加坡、南韓等地的趨勢接近。新加坡政府在 2018 年宣布，
取消所有小一及小二生的校內評測，並在不同學習的時期，如小三、小五、中三及中五，也取消年中
考試。據當地教育部估計，單從取消考試，已可以減少三星期的課程要求，多出的時間用作調節教學
進度，以及發展學生二十一世紀技能50。南韓亦在 2016 年起，要求全國學校在三年初中期內，其中一個
學期不舉辦任何考試。這學期的教學內容則主要是體驗式的學習，如專題研習、生涯規劃、藝術、體育
或其他學習經歷等51。各地的用意，均是降低課程要求，令學生有更多不同的學習體驗。

疫情下各地的教育趨勢
40. 放眼世界，疫情的出現亦令各地的教育出現了「新常態」。雖然在執筆之時，世界各地的疫情未見
結束，但我們也了解到是次疫情為教育界帶來的改變。在界定教育科技的目標時，了解大環境趨勢的
好處是可以讓科技的應用更設合時代所需。而我們發現，疫情為香港以及各地帶來的改變包括：
• 教學模式：在 2020 年 4 月初，全球超過九成的學校也被逼關閉 52。雖然其後也有學校陸續重開，
但疫情的起伏令實體學習的機會也是間歇地出現。例如香港在疫情稍為平復後只在五月底至七月初、
九月底至十二月初有半日復課的機會；新加坡在全面關閉學校前後，亦有實體與網上教學兼行，如
安排學生隔星期回校等53。可見，疫情的出現，令各地學校也有混合教學（即面授和網上教學兼行)
的經驗。

堅韌的教育制度必須保持其彈性，而其中一個準則就是運用不同教授模式的能力。
堅韌的教育制度必須保持其彈性，而其中一個準則就是運用不同教授模式的能力。
5454
          —— 聯合國《Policy
              ——
聯合國《PolicyBrief:
Brief:Education
Educationduring
duringCOVID-19
COVID-19and
andbeyond》
beyo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8). ‘Learn for Lif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to Excel Beyond Exam Resul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oe.gov.sg/news/press-releases/-learn-for-life---preparing-our-students-to-excel-beyond-exam-results
51
Ministry of Education. (n.d.). Policies & Programs.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moe.go.kr/sub/info.do?m=040101&s=english
52
The Economist. (2020). The risks of keeping schools closed far outweigh the benefi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0/07/18/the-risks-of-keeping-schools-closed-far-outweigh-the-benefits
53
Gov.sg. (2020). Ending circuit breaker: phased approach to resuming activities safel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sg/article/ending-circuit-breaker-phased-approach-to-resuming-activities-safely
54
United Nations. (2020). Policy Brief: Education during COVID-19 and beyond. August 2020.
Retrieved form: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20/08/sg_policy_brief_covid-19_and_
education_august_2020.pdf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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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內容及時間：香港的教學內容主要是正規的課程。有不少校長跟我們分享，由於師生適應需時，
疫情下的網上實時教學，也會比平常的課時短，例如平常 40 分鐘的課節，會縮短至 20 分鐘。另外，
疫情下學生的生活大受影響，間中也有留意到學校的教學內容在課程以外有新嘗試，包括定期舉辦
師生交流環節55，甚至是制訂一些與家人共學的教學活動56，也是香港有出現過的創新教學例子。
• 公開試/入學要求：海外不少公開試，例如美國的大學入學試 SAT、英國的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試
(GCSE）和高考（A Level）
，以及國際文憑試（IB）也相繼取消，大部分情況都是以新算式（通常包括
模擬試成績及平時分）計算得分，也被稱為「無試入學」。疫情完結後，應試的文化會否在各地減弱
也值得關注。
41. 從香港的教育願景，以及世界各地因應疫情帶來的改變，讓我們了解到香港的教育制度正在向兩個方向
邁進：一）釋放學生的空間，讓他們裝備二十一世紀技能，達致全人發展；二）增加課程和教授手法的
彈性，以配合不斷改變的教學環境及學生需要。因此，教育科技的應用理應與這些方向相符。

本地學校日常所面對的挑戰
42. 在了解香港的教育整體方向及疫情帶動的趨勢後，我們需清楚學校在日常運作以及在運用科技自身所
面對的挑戰，以得出教育科技的潛在發展方向。研究團隊在訪問的過程中，參考了英國政府 2019 年
策略文件「Realising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的劃分科技範疇的方法57，並根據
香港情況作修訂，最終就教學、評核、數據整合及行政工作，和社群支援及專業發展的四個範疇中，向
受訪者了解本港學校面對的問題。
43. 在教學層面而言，學生的專注力低以及課堂互動少是研究團隊發現學校面對的主要挑戰。有資深教師
反映，初中生的專注力通常較差，在長的課節中尤其明顯。在此，科技可發揮的空間，就是更改課時
較長和單向的傳統授課模式。
很多初中學生的專注力較低，問題尤其在長的課節出現。
很多初中學生的專注力較低，問題尤其在長的課節出現。
                                                           ——
香港真光中學資訊科技主任夏志雄   
                      —— 香港真光中學資訊科技主任夏志雄   

Chiu.（2019）。「停課不停學下的交流」。
取自： https://medium.com/innopower-jc-fellowship-for-teachers-2017/%E5%81%9C%E8%AA%B2%E4%B8%8D%E5%81%9C%E5%
AD%B8-%E4%B8%8B%E7%9A%84%E4%BA%A4%E6%B5%81-463b398e0168
56
教育燃新（2020）。「創新實踐：如何應對停課不停學？」。
取自：https://ednovators.org/2020/05/11/%E5%89%B5%E6%96%B0%E5%AF%A6%E8%B8%90%EF%BC%9A%E5%
A6%82%E4%BD%95%E6%87%89%E5%B0%8D%E3%80%8C%E5%81%9C%E8%AA%B2%E4%B8%8D%E5%81%9C
%E5%AD%B8%E3%80%8D%EF%BC%9F/
57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9). Realising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 strategy for education providers and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Retrieved from: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91931/DfEEducation_Technology_Strategy.pdf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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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有教師因此採用翻轉教學法，讓學生先在家中看教師預錄的短片，騰出空間在課堂中互動，以進行更
深度學習，包括：分組討論、針對性地闡釋困難概念、陪同學生做「家課」再解答疑難等。目標就是
善用多出的時間，在教室進行授課以外的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專注力，甚至是學習效能。
45. 放眼全球，也有不少創新技術是特定為促進課堂互動而設。例如加拿大 Classcraft 5 8 的教學平台，為
教師創作不同角色扮演遊戲，讓他們將教學內容結合平台遊戲，在課堂引入多元的學習活動。至今，
世界各地包括亞洲的新加坡和台灣也有學校使用這平台。

受應試文化影響，香港學生的自學能力低，普遍學生未能享受學習的樂趣。互聯網的
受應試文化影響，香港學生的自學能力低，普遍學生未能享受學習的樂趣。互聯網的
興起，又有沒有潛力令學生更懂得自主學習？
興起，又有沒有潛力令學生更懂得自主學習？
                                                  ——
博文教育（亞洲）有限公司創辦人林明祥
     —— Eminent Education 創辦人及 BroadLearning
Education 共同創辦人林明祥

46. 另外，2020 年學校主要都是在網上授課。然而，學校採用的平台主要用途廣泛，並非特別為教學
而設。課堂需要的功能，例如是電子白板、共同編輯功能、與網上學習平台（LMS）銜接等，均是網上
教學中所需要的技術。

在疫情中，尤其突顯了香港缺乏專為網上學習而設的教學軟件。很多學校使用的平台
香港缺乏專為網上學習而設的教學軟件。疫情下，即使不少學校已開始使用網上視訊
也是為商業會議或網上講座而設，而這些平台難以兼顧教學上的需要。
平台，但該類平台大多用於商業會議，故未能配合教學的實際需要。
                                                  —— 香港科技園公司策略伙伴高級經理方文傑
                                                                  ——
香港科學園公司 Henry Fong

47. 在評核層面，受訪教師也有分享學校的評核效率不足，以及難以準確了解學生進度的問題。例如，紙本
家課及考卷的不易存放，而教師更需要花時間從學生處收取、批改，再派發。由此看來，這評核模式
未必是最方便的手法。若科技能減少紙本帶來的麻煩，是教師提高效率的選擇。
教師批改學生家課的時間長，給予評語的時候，難引用資料作參照。另外，紙本的
教師批改學生家課的時間長，給予評語的時候，難引用資料作參照。另外，紙本的
家課對教師或學生來說，也不易存放。
家課對教師或學生來說，也不易存放。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電子學習支援組主任梁嘉裕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電子學習支援組主任梁嘉裕
                                 ——

58

Classcraft（2020）。「讓學習為一種冒險」。
取自：https://www.classcraft.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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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科技另一個在評核可應對的挑戰，是減少教師了解每位學生能力和進度的時間。透過在特定網上學習
平台設立家課、小測等，教師可以善用平台的資料更深入了解每位學生的能力和進度。在減省時間批改
之餘，也可有更多資料作教學決定。

在推行翻轉教學法的時候，我會要求學生在課前看完一些教學片段，以及讓她們完成一些
在推行翻轉教學法的時候，我會要求學生在課前看完一些教學片段，以及讓她們完成
網上小測。發放這些小測的好處，是能夠更掌握學生在學習時的進度。以往無法了解的
一些網上小測。發放這些小測的好處，是能夠更掌握學生在學習時的進度。以往無法
資料，例如完成練習所需的時間，或一些需花時間整合的題目答對率，現在也一目了然。
了解的資料，例如完成練習所需的時間，或一些需花時間整合的題目答對率，現在也
一目了然。
                                                              ——
香港真光中學資訊科技主任夏志雄
                                                            —— 香港真光中學資訊科技主任夏志雄

49. 另外，2020 年香港文憑試遲遲未能決定取消與否，也突顯當局未掌握科技在評核方面的角色。例如，
去年三月政府因應疫情延後也不取消文憑試，是因為當局未能根據校本數據預測學生成績；到九月考評局
亦得出，學校收集的預測數據無法準確反映考生實際等級59。可見，本港長遠應增強評核，及數據整合
的技術，讓局方和學校都有更多經驗掌握及預測學生表現。
50. 在行政工作和數據整合方面，受訪教師反映學校往往在教學以外，有一定的行政工作需要兼顧。科技的
好處是可以處理學校的行政工作，例如是收發通告、活動費用等，讓教師可以將更多精力投於教學
當中，而學校亦能更有系統地整理學生資料和數據。

教師花大量時間在非教學以及重複的行政負擔，例如收發通告、活動費用、
教師花大量時間在非教學以及重複的行政負擔，例如收發通告、活動費用、校內的
文書工作。

校內的文書工作。

                                                ——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電腦科郭澤坤
                                                        ——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電腦科教師郭澤坤

51.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動學習電子化的過程中，大部分學校會使用各大網上學習平台（LMS）
，惟受訪校長
和學者指出，由於各平台的設計和格式不同，令學生數據難以整合。數據存放於平台，亦不一定能夠
簡易存取到學校。若問題能有所解決，科技能為學校帶來的數據整合能力將會進一步加強。

各個網上學習平台設計各有千秋及其問題。例如某些平台的操作複雜，不易使用；有些的
各個網上學習平台設計各有千秋及其問題。例如某些平台的操作複雜，不易使用；
學生數據則依附在平台內，學校難以具靈活性地存取，不利學校透過分析數據來作
有些的學生數據則依附在平台內，學校難以具靈活性地存取，不利學校透過分析數
教學決定。
據來作教學決定。
                                            ——
                                            ——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高級講師甄沛豪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高級講師甄沛豪   

59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20）。「2020 文憑試等級預測研究結果」。
取自：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PR_Results_of_2020HKDSE_Predicted_Level_Study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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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最後，在社群支援及專業發展方面，教師社群的專業發展機會通常也是實體舉行的活動或工作坊，欠缺
彈性。科技的優勢是可嘗試將這些發展機會移師至網上進行，增加教師接受專業發展的機會。另外，
教育界有不同的專業發展社群，但所使用的平台則不利資料整合。這也是科技可發揮潛力的空間。

現時很多教師社群主要也是依靠WhatsApp、Telegram等平台溝通。使用這些
現時很多教師社群主要也是依靠
WhatsApp、Telegram 等平台溝通。使用這些平台
平台的好處是方便，但不利資料整合及存放。
的好處是方便，但不利資料整合及存放。
                                                    ——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校長金偉明
                                             ——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校長金偉明

53. 研究團隊亦發現，學校與持份者的連結有待加強，家校連結就是當中一個好例子。有些家長希望在日常
通告往來以外，更了解子女在校園的生活和發展，例如參與的課餘活動、獲取的獎項等。對學校來說，
增加校內活動的透明度，也是讓家長逐漸理解和支持學校理念的方法。

家校的連結對學生的成長非常重要。現時很多學校也是透過全校短訊或電郵與家長
家校的連結對學生的成長非常重要。現時很多學校也是透過全校短訊或電郵與家長
溝通，但除了基本資料外，家長有很大誘因了解子女在學校參與的不同活動和發展。
溝通，但除了基本資料外，家長有很大誘因了解子女在學校參與的不同活動和發展。
                                                  ——  GRWTH 共同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陳駿霖
                                                     ——  GRWTH
共同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陳駿霖

54. 上述內容令研究團隊對香港學校的挑戰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更確立了教育科技的潛在用途不只限於教學
層面，在評核、數據整合及行政工作，以至社群支援及專業發展也有一定的可塑性。因此，接下來
「策略」討論的也不單是教學層面的發展，而是更宏觀來說，科技在學校的不同範疇可擔當的角色，
用以解決種種的教育挑戰。

政策建議
55. 2015 年出版的第四份政府策略旨在透過發揮資訊科技的潛能，提升學與教的互動經驗，以釋放學生的
學習能量，讓學生學會學習、邁向卓越。踏進 2021 年，總結上述對教育願景及挑戰的理解，研究團隊
提倡四大目標以深化教育科技的發展方向及細節：
一） 教學：以學生為中心，照顧多元需要，達致全人發展
• 讓教學更以學生為中心，令學生體驗課程內外學習的樂趣；
• 推動學習過程個人化，因材施教；
• 提升網上學習的效能，支援日益普及的混合教授模式。
二） 評核：增加評核效率，及透過評核數據作教學決定
• 增加評核回饋效率，令教師縮短批改時間，同時讓學生更快獲得回饋；
• 透過更具透明度的數據，讓教師更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
• 在學校管理層而言，亦可按數據作出校本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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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據整合及行政工作：透過整合學校大量數據，釋放教師的行政負擔
• 透過科技減輕非教學以及重複的行政工作負擔；
• 提升學校平台的資料整合能力，讓學校資料可以更容易存取。
四） 社群支援及專業發展：增加交流機會
• 促進學生間、師生間、教師間在校內外的交流，建立更緊密聯繫；
• 進行更具彈性（尤其是網上的形式）的教師專業發展。
56. 雖然四大範疇所提出的具體方向會讓教育科技的發展重心有所收窄，但此舉可讓持份者有更清晰的
方向，確保科技發展的工作與香港的教育願景一致。過程中，我們可更照顧到學生的多元需要，亦能
釋放教師的空間進行與教學直接相關的工作。教學環境將更趨多元，而決策也可以做到數據為本，更具
針對性。當然，訂立具體方向後，不代表上述的方向能即時達成。但政府可運用其協調的角色，對教育
科技的持份者有更清晰的說明，攜手向這些方向邁進，而政府其後也可按方向制訂具體措施。
57.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教育環境在短時間內也可不斷變化，香港教育科技的發展方向理應定期更新。而
教育局轄下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 60（委員會），本來的職權範圍就是就資訊科技融於
教育的策略方向、推行及評估作建議，成員的背景多元，來自大專學界、教育界、科創界等。因此，
「策略」建議政府委託委員會定期（例如：每三年）收集教育界所面對的挑戰，運用委員的專業知識，
公布教育科技的發展目標，務求讓方向能貼合時勢，準確應對教育界的需要。

60

教育局（2020）。「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teering-committee-it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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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二）
：透過深化跨界合作，持續提升教育科技資源質素和選擇
58. 教育科技資源不只是一種學校可選購的產品，其供應和質素可直接影響課程目標能否達成。當局近年
持續推展教育科技政策中，提升教育科技資源質素和選擇就是關鍵範疇之一。本章節會首先了解政府
近年的角色，然後是新型科技的需求以及本地教育科技產業的現況，再提出提高教育科技資源質素和
選擇的建議。

政府近年的政策重點和問題
59. 政府近年在此範疇的主要政策包括：一）以資助鼓勵出版商編製符合本地課程的電子教科書；二）以
一筆過津貼搜購教育科技產品；以及三）發展數據互換的平台，長遠促進技術發展的可持續性。研究
團隊留意到，除了數據互換平台尚待發展，前兩項政策均已完成首階段，其結果可反映當局的政策定位
是恰如其分，還是有待調節。
60. 電子教科書發展的原意，是用以配合本地課程發展，然而，審計署曾在 2018 年發表報告61，其中的主要
批評，就是電子教科書不論在需求及供應均出了問題。在供應方面，截至 2020 年 9 月，在教育局適用
書目表中印刷版有 539 套，電子教科書只有 62 套62。由近八倍的差距可見，追求電子教科書發展似乎是
當局單方面的想法，而不是書商的共同目標。在需求方面，根據審計署報告，在 2016/17 學年，小學及
中學的電子教科書使用率分別只有 24% 及 8%；消費者委員會亦在 2019 年向 54 間小學和 47 間中學
進行調查 63，發現大約五成小學有使用電子教科書，但中學只有 3% 使用率，可見大部分學校均沒有
選擇將電子教科書融入日常教學。
61. 從去年對停課安排的觀察，也能找出學校對電子教科書需求低的端倪。若電子教科書發展成熟，這些
教材理應是學校的「救命草」，因為學生只要一機在手，就能從各科的電子教科書中閱覽課程內容和
課業，教師亦無須大費周章準備教材。然而，研究團隊在教師訪問中發現，很多學校還須花時間向學生
郵寄教材（例如筆記和工作紙），更未有發現任何學校有使用電子教科書。此發現亦符合上述數據反映
的情況。
62. 與此同時，當局透過搜購教育科技資源，提升其質素和選擇。自 2015 年起，當局委託教城引入本地和
海外的產品，透過與研發商的協議，讓學校免費試用其產品。教城 eREAP 計劃一共提供 15 項資源讓
學校試用 64，大部分來自海外。而 2018 年的審計署報告顯示，計劃開展首兩年共有237間學校參與，
佔全港學校約兩成。唯獨是計劃有一定數量學校退出，並表示主要原因是資源未能切合所需；以及由於
資源多從海外引入，缺乏一些特定科目資源（如：中文科）
，需要改善。

審計署（2017）。「教育局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的工作」。
取自：https://www.aud.gov.hk/pdf_ca/c71ch07.pdf
62
教育局課本委員會（2020）。「適用數目表/電子教科書適用數目表」。
取自：https://cd.edb.gov.hk/rtl/search.asp
63
網上選擇月刊（2019）。「中小學購書費升幅高於通脹 高中各級相差逾4倍」。
取自：https://echoice.consumer.org.hk/article/515-textbook-expenditure
64
香港教育城（2020）。「eREAP計劃2020/21」。
取自：https://www.hkedcity.net/ereap/zh-hant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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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教育技術需求的興起  
63. 教育科技資源的狹義定義與教學内容相關的技術，亦是教城搜購的重點。但正如第一章提及，學校近年
所使用的科技越趨多元化，技術的重點也不一定是教學，反而是針對學校日常需要。舉例說，網上直播
教學軟件和網上學習平台（LMS）便是近年兩個非教學範疇但學校常用的科技。隨着科技更普及，教育
界對這技術的要求只會有增無減。10 年前我們無法想像學校可在網上授課，到今天討論的是希望直播
教學軟件能有高規格的保安、與更多網上平台相容、更貼合教育需要如白板、小測、學生數據分析等
功能。可見，這些軟件上的「基建」，讓學校有穩健的基礎推展教育科技。其發展對學校推動教育科技
也有深遠影響，不能因為其性質與教學内容不相關而受到忽視。
64. 各地政府也會支持非教學用途技術的發展。以新加坡為例，當地教育部與政府技術局合作開發網上學習
平台（LMS）
（名為 Singapore Student Learning Space）65，以培養中小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促進
學生間以及師生間的交流。平台為學生和教師提供大量教學資料和片段，讓學生可隨時在平台搜尋課程
資料，也可讓教師編輯教案，在平台中與學生互動，進行電子學習。此外，教師更可將已編輯的教案
分享至平台，與其他教師交流。從新加坡的例子可見，即使技術與教學（尤其是特定科目）的内容不直接
相關，也可以是政府直接參與的範疇之一。
65. 面對新型和更高的技術要求，過往電子教科書和教育科技資源的劃分，不再適合今日香港的需要。在
制訂外購或鼓勵研發的政策時，也需要因時制宜作相應調節。

本地教育科技產業逐步成型
66. 本港的教育科創雖然不像特定科技產業般受到重視，但學校的基礎設施相對其他已發展地區成熟。根據
香港中文大學所公布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2018 年結果66，香港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供應，
例如是無線網絡設備、電腦和平板電腦供應等，均較先進體系如新加坡、愛沙尼亞、澳門等高。這是有利
創業家投身教育科創行業的條件。近年，教育科技產業逐步成型，數碼港和科學園（兩大園區）相繼
推動教育科技產業的發展 67，帶來多元的教育科技企業，有些更開始打入其他地區市場。研究團隊與
數碼港與科學園的代表進行訪問，發現單是在兩個園區的教育科技企業已有 150 間。
67. 研究團隊遂透過兩大園區邀約，與以下數家較成功的教育科創企業代表訪談，並總結他們的發展歷程，
以及曾協助本港學校解決的困難和帶來的機會。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20). Singapore Student Learning Spa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syllabuses/singapore-student-learning-space-(sls)
66
Hau, K.T. (2018). PISA: 2018 Summary of Major Resul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ropbox.com/s/2wfz3zdy0jujbk7/Overview%20ppt%20on%202018%20PISA%20HK%20performance.
pdf?dl=0
67
兩大園區近年推動教育科技的工作，詳見表三。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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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GRWTH（數碼港支持企業）
GRWTH 於 2015 年成立，旨在透過科技為學校、家長、學生和企業建立更緊密連結。
企業首先為學生建立個人電子檔案，記錄學生的成長歷程。然後透過家校通訊、電子
支付、教育產品及服務的銷售平台以及課堂點播/和錄製等功能，建成一個教育商業
生態圈，促進多方的溝通和合作。至今，GRWTH 共有超過 290 家學校夥伴，和 20 萬
學生註冊用戶。GRWTH 共同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陳駿霖表示，企業能打入學校市場的
主因，是團隊對本港的教育需要有深入的認識，例如是學校需減輕行政負擔、家長
希望了解子女的校園生活，以及教育機構正找方法更直接接觸顧客群。另外，理解
學校的採購流程、考慮和金額上限，也是令企業得到學校支持的關鍵。團隊現時已
開始進行 A 輪融資，產品也打入重慶、台灣、甚至是非洲等國際市場。

案例二 Find Solution AI（數碼港支持企業）
2012 年成立的
年成立的Find
Find Solution
Solution AIAI研發的
研發的AIAI學習軟件「4
學習軟件「4Little
LittleTrees」，
Trees」，是一個以
2012
是一個以
人工智能技術和實時情緒偵測的學習系統。創辦人林苑莉留意到香港學校的師生比
高，學生的學習過程單向，令教師難以讓學生有更設合個人需要的教育體驗。對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來説，學習過程更需要有適切照顧。因此，系統提供的學習體驗
加設遊戲化元素，吸引學生。另外，平台利用平板電腦的前置鏡頭，觀察學生在學習
時的情緒變化，並適時提供協助。教師亦能從平台擷取數據，協助分析學生的進度和
需要。時至今天，共超過 150 家學校使用這軟件。而企業以人工智能營運學習平台的
經驗更獲國際著名評考機構托福（TOEFL）的認同，令全球考生也能使用企業研發的
軟件進行練習。儘管企業研發的產品逐漸成熟，但創辦人亦坦言香港的教育科技初
創市場面對不少問題，包括缺乏測試產品模型的機會、相關撥款的審批時間過長、
學校課程不同令企業需花更多時間為產品進行技術改良（adaptati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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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Aerosim
案例三 Aerosim (HK)
(HK) Limited（科學園支持企業）
Limited（科學園支持企業）
Aerosim (HK) Limited 是一家航空教育公司，自 2014 年成立以來，留意到本港較少
有真實效果的飛行體驗訓練機會，因此研發成本更大眾化，但仍達致專業水平的
飛行訓練儀器，向有志投身航空業人士提供訓練。公司提供四種不同級別的儀器，以
照顧不同程度的學生。企業的技術獲得職業訓練局（VTC）支持，成為局方有關航空
職專文憑學生的專屬訓練儀器。此外，航空訓練的理念也吸引不少中小學興趣，並
與 Aeroism 合作設立航空實驗室，以及舉辦相關的工作坊和訓練活動。企業執行董事
Branden 表示，企業的優勢是擁有科學園所提供的技術支援和專業諮詢服務，讓產品
設計更精進，未來會花精力完善產品設計。談及學校市場時，他認為學校對技術
有興趣，但唯獨是校本需要不同，例如是希望融入數學課程，或是舉辦課外活動，已
是截然不同的概念，需要設計課程迎合需要。待疫情平復，他預計會有更多學校參與
企業提供的訓練，為本港學生提供不同的教學體驗。

68. 然而，香港過往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中，鮮有提及如何善用本地科創企業的力量，以補足現有學校的
需要。而現實中，並非每家企業都能像上述案例一樣有合適的產品定位、願意合作的學校夥伴、足夠的
融資者甚至是有潛力的出口市場。研究團隊認為，若當局認同持續鞏固資源質素和選擇的重要性、理解
海外產品未必能符合本港教育市場的需要（例如是華人社會學生的數理能力較強、英語能力相對弱），
亦認同本地教育科創界的潛力，則應順勢加強教育界與科創界的連結，以建立教育科技產業的生態圈，
令香港教育界長遠有更多優質的資源可選擇。

政策建議
69. 就上述的現況分析，「策略」提出三大方向的政策建議，包括：
• 確立持份者在產品需求上的共識，然後在各領域中推動；
• 引入「共建」教育科技產品的初創發展模式；
• 由政府牽頭，帶動教育科技科創企業投資。

建議（一）
：確立持份者在產品需求上的共識，然後在各領域中推動
70. 執行方法（一）：在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成立「科創產品需求小組」，負責在局方所制訂的
各個教育科技發展方向中，商討出數個重點產品需求，列出「重點技術建議清單」。小組的構成應儘量
平衡教育界、科創界及大專學界的聲音，以提升其建議的適用性和公信力。小組也須定期（如每三年)
檢討產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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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科創產品需求小組」的組成和預期效果
小組組成
一）教育界代表

預期結果
二）科創界代表

三）大專學界代表

由小組制訂的「重點技術

由校長及前線教師透過 分享最新技術發展及 在 過 程 中 辨 識 學 術 研 究 建 議 清 單 」， 將 能 確 保
自身經驗及觀察，帶出 想法；商討能否配合 方向，例如是引入為不同 教 育界需求能被反映，
學校的技術需求

教 育 界 代 表 提 出 的 範疇產品進行成效評估 有 助 科 創 界 填 補 技 術
的 方 法 ； 帶 入 海 外 教 育 空 缺、大專學界可透過
需求
科技的經驗

辨識學術研究方向，
長 遠帶入技術需求的新
視角

71. 舉例說，在評核的範疇中，小組認同業界需要一個協助批改寫作，甚至是幫忙給予評語的技術。又例如
在教學的範疇，小組建議需要技術提升學生在家學習的專注度。各個範疇的共識將成為「重點技術建議
清單」，讓科創界更了解教育界需求。負責引入海外技術的機構將有更清晰的方向搜購教育科技資源，
本地機構若發現海外市場還未有該項技術供應，則可嘗試研發相關技術。至於大專學界將了解到此項
技術將是本港的發展重點，可積極透過研究填補知識上的空缺。最重要的，還是教育界能更大機會獲得
符合本地學校科技需要的技術，提升教育質素。
圖四、「重點建議清單」正能填補學校需要的黑盒，提升各單位對學校的了解

教育科創界、

學校的挑戰

大專學界，

和需要

及相關持份者

72. 執行方法（二）：根據「重點技術建議清單」，逐步調整教城 eREAP 計劃下產品的選擇。研究團隊認同
持續引入產品的必要，但前提是產品需符合學校需求。因此，「策略」建議教城所引入的產品中，需以
「重點技術建議清單」所提出的技術為基礎，以提升產品對學校的適切性。另外，計劃可考慮在不影響
計劃產品整體質素的前提下，逐步調整增加技術選擇。
73. 在訪問的過程中，雖然大部分任教資訊科技科的教師了解計劃的內容，但其他學校受訪者則對計劃的
認識模糊。隨着產品的數量增加，研究團隊建議加強對計劃的推廣，例如是夥拍教育機構和非政府
組織，在論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等，提升教育界對計劃的了解。教城可考慮將所推廣的產品，發展
成為一種認證，並成為發給全港學校的「推薦教育科技名單」的其中一個部分。詳情將於下一章「提升
管理層對教育科技的信心及能力」的建議中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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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二）
：引入「共建」教育科技產品的初創發展模式
74. 雖然上文的案例反映香港教育科創有一定的潛力，但若希望更持續為教育界提供創新的技術，便需
更有效及有系統地連接教育界及科創界，以建立教育科技產業的生態圈。
75. 執行方法（一）：透過兩大園區的網絡，加深科創企業對教育界的了解。研究團隊透過與科創公司代表的
訪問，發現普遍初創遇上的最大難題是了解教育界的運作和需求。例如學校的銷售期彈性低、學校採購
程序複雜、難與學校接觸等問題均令初創需清楚認識學校的採購程序、合適的銷售手法和對象、價格
制訂手法等。唯獨是相關經驗需要由熟悉教育界人士講述，方是最相關和適切。因此，「策略」建議
兩大園區在扶植企業技術發展的同時，積極拓展學校網絡，在提供培訓的時候帶入教育界的經驗。
76. 香港科學園的環球創業飛躍學院的平台就是一個好例子。平台透過科學園對學校的認識，協助初創公司
為產品製作銷售套件（sales kit）
，再交給由校長及教師組成的委員會作審核及修改。最終，有效的銷售
套件將成為案例，給有意研發教育科技產品的企業作參考。研究團隊認為，此等的合作風氣應持續推動
及有所加強，以下的執行方法是在更多相類的合作出現後，進一步加強合作的方法。
77. 執行方法（二）：增加教育科技產品的「共建」
（co-creation）機會。合作的下一個目標，應該是推動
「雙贏」的局面。上述提出的方法，合作的模式較為單向，都是教育界代表運用其專業經驗作出意見
回饋。然而，研究團隊參考海外例子，認為合作的模式可以更多元。
78. 由芬蘭赫爾辛基市政府成立的公司 Forum Virium（譯意：市場力量）在 2018 年開始名為「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s of the Future」計劃68，正是建立商校雙方持續合作的實例。計劃先在市内學校進行調查，
得出它們的需要和預見的挑戰。然後，再邀請學校與科創公司合作，在四個月内於學校積極試行企業研發
出的技術（及其改良版本），並由專業人士衡量產品的成效。計劃最終因應當地教育界提出的挑戰，
包括：評核回饋、校外學習活動、情緒教育及生涯規劃等，共研發出 10 種新技術，在中小學試行。過程
中，科創公司能有更多機會測試產品模型、改良設計、接受意見回饋；而校方則能試用專為他們設計的
科技，再檢討及尋求下一步的解決方案或所需產品。
79. 研究團隊曾到訪芬蘭與計劃負責人進行訪問，了解推行計劃的成功因素及挑戰。負責人 Matti Hämäläinen
指出，共建過程的核心，是要安排多元且適合的持份者參與。舉例說，一個協助學校推動情緒教育的
技術除了需要教師的支持外，也需要有學生的認同，以及是社工、學校心理學家的參與。另外，研究
團隊問及將經驗帶入香港需留意之處，負責人認為華人社會的階級觀念較重，在共建的過程容易忽略
年資較輕、或職位較低持份者的意見，值得在本港推行時留意。

68

Forum Virium. (2018).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s of the Future.
Retrieved from: https://forumvirium.fi/en/smart-learning-environments-of-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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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參考上述經驗，「策略」建議相關機構，例如是兩大園區、生產力促進局等在研發產品的過程中，參考
上述的共建模式，帶來更多合作共建計劃和雙贏局面。對於建立教育科技產業生態圈而言，將會是促進
合作風氣的關鍵。
81. 共建的概念還可以套用於政府現時所推行的計劃。例如，創新科技署的「公營機構試用計劃」69，原意
正是讓初創企業在公營機構（包括政府政策局、公共機構、慈善團體等）試用產品模型。「策略」建議
署方大力推動計劃於官立和資助學校實行，並鼓勵商校合作，適量增加意見回饋和改良的過程，讓企業
能盡用試用期改良產品質素，最終將產品帶入教育界。

建議（三）
：由政府牽頭，帶動教育科技科創企業投資
82. 執行方法（一）：以港幣5,000萬元成立「教育科技創新基金」。對投資者而言，教育科創產業的問題是
銷售流程和概念認證期長，回報相對慢。但因應研究團隊對教育界的了解，產業的好處是學校的技術
使用習慣相對穩定，若學校認同產品的效用，將不會輕易轉投其他技術。有見及此，政府應擔當牽頭
角色，培育本地產品研發，讓初創公司在過程中累積實證基礎，再吸引鼓勵投資者注資。例如，英國
政府就在 2019 年與當地的創新基金合作，以 460 萬英鎊，帶動指定範疇技術的發展和創新，目標向
20 家企業提供每家最多獲 10 萬英鎊資助70。
83. 參考英國政府的例子，「策略」建議以港幣 5,000 萬元成立「教育科技創新基金」，金額相當於 2018/19 年
《財政預算案》預留 500 億元發展創科的 0.1%，比例合理 71。基金的獨特之處在於對教育科技研發的
重視，以及由政府牽頭推動「重點技術建議清單」建議的功能，最終帶入符合本地教育需要的科技
產品。基金可透過舉辦初創比賽、「黑客松」
（Hackathon）72等，吸引企業研發技術。由於清單由業界
有經驗人士商議而成，學校對具針對性產品的接受程度應較高；這些技術將有潛力變為具實力的產品，
在認證其概念後，有能力吸引更多投資者注資。
84. 執行方法（二）：當局也可考慮透過調整「創科創投基金」的配對比例，吸引共同投資夥伴注資本地教育
科技企業。基金自 2017 年成立以來，透過約 2：1（共同投資夥伴：政府）的比例，向大約二十所本地
初創企業投資73，目的是鼓勵基金投資本地企業。然而，在所有投資的項目中，沒有任何一項是與教育
相關的技術。可見，教育科技產品的吸引力依然不高。「策略」建議，若政府認同教育科技的重要性，
以至視之為教育資源投放，基金可增加政府對於教育科技技術的投資比例（例如是 2：3，甚至是 1：2）
，
儘快讓更多教育科技初創公司有機會應對教育界的需要。
創新科技署（2020）。「公營機構試用計劃（創新及科技基金項目）」。
取自：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acilitating-technology/psts/psts-itf/index.html
70
Nesta. (2019). EdTech Innovation Fun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esta.org.uk/project/edtech-innovation-fund/
71
2018至2019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2018）。「多元經濟」。
取自：https://www.budget.gov.hk/2018/chi/ec.html
72
「黑客松」（Hackathon）涵蓋「Hacker」（黑客）和 「Marathon」（馬拉松）的意思，通常是為期數天的科技比賽。黑客松要求參賽隊伍在短
時間內以科技解決大會所提出的問題，並匯報成果。
73
創新科技署（2020）。「創科創投基金投資組合」。
取自：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supporting-start-ups/itvf/itvf-investment-portfolio/index.html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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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執行方法（三）：夥拍大專學界為產品進行實證研究。儘管「策略」提出多項讓科創產品打入教育市場的
建議，但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它們的主要目的是讓本港教育界有更多優質的技術選擇。要衡量技術是否
有效，一般商品能簡易地透過銷量或市佔決定，但教育科技產品不同，關鍵是它為學校和學生帶來的
正面影響，這有成本效益的考慮，更突顯實證研究的重要性，以檢討技術的成效。而尤其是上述建議
牽涉大量公帑，研究還能有助分析公帑的運用是否得宜。
86. 因此，「策略」建議當局夥拍大專學界（例如是教育學院中專門研究教育科技的部門），為上述產品，
特別是共建計劃和「教育科技創新基金」中的技術進行實證研究，了解產品在本地學校的效用。研究可
參考港府在 2011 年所推出的「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74，分析技術為試用學校帶來的改變，亦同時
加入個別產品的回饋，用以讓企業作出改良。
87. 總括而言，上述三項主要建議，旨在持續地為本港學校提供穩定及優質的教育科技資源供應。研究團隊
參考多個與各界人士的訪問，以及海外政策分析，得出跨界合作在技術發展的重要性：在確立一致的
願景後，以外購、本地發展和研究的方法，將有望持續提升教育科技資源質素和選擇。

74

教育局（2015）。「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研究報告摘要」。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Policies/
pilot_scheme_exe_sum%20(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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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三）
：突破學校現有樽頸，將科技融入日常教學及運作
現況分析
88. 學校能否有效將科技融入教學，除了視乎明確的政策方向及技術質素的提升外，也要求校內持份者的
互相配合。雖然從訪問的五家學校中，每家學校的情況也不盡相同，但綜合而言，我們也可以觀察到
持份者在應用教育科技的分工如下：
圖五、研究團隊對本港學校的教育科技分工觀察

資訊科技人員─
為學校的科技應用提供技術支援

管理層

決定學校使用教育科技的方向及力度

中層協調教師

對科技較熟悉及有興趣，負責跟從管理層的方向，
領導學校與科技相關（尤其是教學為主的工作）

一般教師

在學校日常運作和課堂中，按實際需要融入科技

學生

在學校日常運作和課堂中使用科技

決定校內的科技設置及軟件搜購

89. 為了方便討論，「策略」將學校的教育科技持份者分為五大類，包括：管理層、中層協調教師、一般
教師、學生、資訊科技人員（下稱科技人員）。如上圖所見，學校的管理層主要負責教育科技的決策，
尤其是決定推動教育科技的力度，以將科技的應用納入學校的整體發展方向。例如，教育局要求接受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的學校在學校發展計劃中概述有關資訊科技的開支預算，正反映管理層在推動教育
科技時負責規劃的角色。
90. 中層協調教師，則通常是對科技較有認識及有興趣的教職員。他們的工作是統籌與協調學校與教育科技
相關的政策、活動、內部推廣甚至專業發展等。而一般教師會按着中層協調教師及其統籌有關學校科技
應用小組所制訂的方向，在學校日常運作及教學中使用科技。當然，使用科技的幅度因人而異，例如
視乎該教師對科技的熟習程度、科目的適切度等。
91. 至於科技人員，會協助維持學校的科技基礎設施穩定、為學生的教學用電子裝置作設定，以及協助教師及
學生應對技術問題。學生則是「用家」，經學校不同持份者準備及配合後，在學習或其他層面使用科技。

34

行動（三）：突破學校現有樽頸，將科技融入日常教學及運作

92. 值得留意的是，上圖各持份者不是「漏斗」
（funnel）的關係。例如中層負責協調的教師可以是「橋樑」，
上通下達，推動教育科技的工作。同樣，科技人員也擔當各方的支援，提供在科技應用上的支持。
93. 花一定篇幅解釋學校的架構，主要原因是我們發現，香港學校間的差異最容易在不同持份者的工作範圍
及深度反映。背景及現況的章節也提出過，政府多年來在教育科技政策採取「積極不干預」，以「校本」作
推動，某程度上導致現今學校間的差異。若我們希望了解要解決甚麼問題，首先需知道所說的「差異」是
甚麼。 透過訪談，以下是我們對學校間差異的理解：
表五、理想和普遍學校之間的差異
持份者

理想學校狀況

普遍學校狀況

學校管理層

• 對教育科技較有信心，願意花時間

• 較少管理層有在學校推動科技的全盤

循序漸進作出小步嘗試
• 有完整的教育科技策略（或稱電子
學習策略）
，能將科技融入校園生活
的不同部分
中層協調教師

一般教師

資訊科技
人員

規劃，對科技的認知亦只局限於網上教學
的安排
• 在作出有關使用科技的決定較保守及
謹慎，儘量以「不變應萬變」

• 有較大空間在校內推廣教育科技

• 沒有特定協調位置，只在有需要時（例如

的應用，以及在學校以外吸收相關

停課需要進行網上教學時）才被學校要求推

知識

動科技的應用

• 懂得使用更多元的教育科技軟件，

• 電子教學風氣不盛行，只有少數教師因應

甚至有教師對如何將科技融入教學

自己對科技的認識及專長（例如是 資 訊

有深入的見解

科技科教師）在教學中融入科技元素

• 人手較充裕，會在資訊科技人員支援

• 人手相對短缺，難挽留人才，流失率高

津貼 75 以外，運用更多資金向服務
供應商或自行聘請科技人員

學生

• 經學校安排，大部分學生有平板或

• 學校有小部分或沒有年級進行電子教學，

手 提 電 腦 。 部 分 基 層 學生則透過

因此很少或沒有安排學生購買流動電子

關愛基金76申請資助

裝置

• 學生在學習過程較多機會使用流動
電子裝置

75

76

教育局（2020）。「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SSG/itssg-index.html
教育局（2020）。「關愛基金援助項目–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E-CCF/ccf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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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比較下，研究團隊發現學校管理層對科技的視野和信心是主要的差別。在訪談中，一些將科技融入教學
和行政方面較理想狀況的學校中，管理層較認同科技的潛力77，也願意作嘗試。在教育科技很少被提及
之前，已開始在學校逐步推出不同電子學習的措施。這些學校也傾向較多推動與科技相關的學科主題，
例如 STEM、人工智能、機械人課程等。
95. 相對管理層，中層協調教師的角色是研究團隊更重要的發現。理想狀況學校的中層協調教師，在推動
學校的科技進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為處於理想狀況學校資訊科技科主任教師，或電子學習支援組
主任，他們有較大空間從校外研討會、專業發展活動、教師社群中了解更多相關的知識，並應用在學校
的科技融合領導工作中。而至於一般教師，理想狀況學校的教師對科技接受程度更高，懂得使用不同
教學軟件，而有些教師更有將科技融入教學法的專長。
96. 科技人員人手的穩定性和是否充裕，也是差異的一環。所有接受訪問的學校最少有兩位支援人員協助，
而學校走得越前，人手安排就會更充足。在學生而言， 理想狀況學校的學生大部分也經學校安排，購買了
平板或手提電腦，應付學習需要。
97. 當然，現實是每家學校進度都不同，各校的情況不能簡單二元歸納為「理想」或「普遍」。而以上描述的
主要用途只是透過比較得出一些符合香港學校情況的理想特質，然後透過參考本地及海外例子，在作出
分析後，得出政府可考慮的政策建議。

政策建議
98. 就上述現況的分析，研究團隊提出三個主要建議方向，讓科技融入學校運作及教學。它們分別為：
（一） 提升管理層對教育科技的信心及能力，協助他們發展完整的校本教育科技策略；
（二） 以電子學習支援組及科技人員為核心，普及校內教育科技風氣；及
（三） 鼓勵業界内的交流，長遠提升資源及知識的互享風氣。
99. 在香港教育制度奉行「校本管理」的原則下，學校在學生學習和資源調配上有一定的自主權，目的也是
讓學校可設定更切合學生需要的校本政策78。研究團隊充分理解及尊重每家學校也有自身的發展方向，
但同時認為隨着科技的普及，有需要將學校間的差異縮窄，確保學生接受平等的教育機會。因此，在
接下來所提倡的政策建議，有以下兩種性質：
• 基礎性質：透過一致的政策、指引或活動，確保全港學校有基本設備和人手，以及教職員具備知識，
推動將科技融入校園的工作；
• 鼓勵性質：提供誘因及便利措施，鼓勵教育界及學校參考本地或海外的優秀做法，於學校進一步推動
教育科技。
77
78

這些管理層通常在本科就讀的是與科技相關（例如是工程、機械等）的學科，也在教育界有組織不同學會，推動教育科技的進程。
教育統籌局（2006）。「何謂校本管理？」。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sbm/sbm-forms-references/emb_cn_leafl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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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基礎性質的政策建議，對象是全港的學校，用以讓每家學校有基本能力，將科技融入學校運作及教學。
例如，在全港學校設立無線網絡、發放資訊科技綜合津貼等，正符合基礎性質政策的範圍。研究團隊
將提出一些學校還需具備的重要基礎能力，透過政策建議帶入學校。
101. 鼓勵性質的政策建議，對象則是有興趣提升教育科技基礎能力的學校。每家學校的發展方向不同，
但政策也可以提供誘因及便利措施，讓進一步發展教育科技的門檻降低。

建議（一）：提升管理層對教育科技的信心及能力，協助他們發展完整的校本教育
科技策略
102. 管理層的信心及能力是學校普遍面對的樽頸。從受訪者的訪談中，研究團隊發現學校對教育科技的完整
規劃是能否將科技融入學校運作及教學的關鍵。可惜，部分學校由於缺乏相關規劃的經驗，未能發展
一套完整的校本教育科技的推行策略。此建議希望提升管理層在學校推動教育科技的能力和信心，主要
執行的方法有四種，全屬鼓勵性質的執行方法。
103. 執行方法（一）：強化學校自評工具。研究團隊樂見教育局在 2019 年更新「支援校本資訊科技教育發展
資源套」
（下稱資源套）79 ，解決了學校長期欠缺規劃指引的問題。然而，資源套的「自我檢測」和
「情境分析」部分，只提供了可發展的選項，例如是「定時增添應用資訊科技作教育用途的最新電子
學習資源」、「發展具素質的校本電子學習資源，並為不同的學習領域提供網上資源庫」等，但欠缺評估
的標準。「策略」建議應讓學校先準確了解自身的發展進度，再因應進度提供下一步方向建議。
104. 新西蘭教育部為學校制訂的「電子學習發展框架」80，是本港可借鑑的做法。框架為學校的電子教學
劃分五大範疇，包括「課室外的學習」、「學與教」、「專業發展」、「領導和策略方向」和「技術與基建」，
讓學校在規劃時有更全盤考慮。另外，框架在每個範疇中，也有不同細項和發展程度標準，令學校管理層
更容易瞭解自身強弱，再按目標發展。

教育局（2019）。「支援校本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資源套 (2019年1月更新版)」。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E4/ite4-resourcepack.html
80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The e-Learning Planning Framework (English-medium).
Retrieved from: https://elearning.tki.org.nz/Professional-learning/e-Learning-Planning-Framework#js-tabcontainer-1-tab-5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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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新西蘭「電子學習發展框架」（節錄）

The five dimensions
Pre-emerging

Emerging

Engaging

Extending

Empower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The school community has yet to
consider how to
engage with community/whānau/iwi
with or about digital
technologies

Opportunities are
identified to work
with the community us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o address their
impact

Activities are trialled
to deliberately
extend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us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o explore their
impact

Communities
are deliberately
engaged through
appropriate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are responding to
their impact

Blended communications enhance the
way partnerships
actively engage in
sustained reponse
to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Learning and
teach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not yet used for
learn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supplement or
substitute teacherdirected activities

Digital technologies
begin to meet
needs, develop
digital literacy, and
support higherorder collaborative
learning

Learning activities
integrate digital
technologies appropriately to develop
digital literacy and
support authentic,
higher-order,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tudent-centred,
authentic, higherorder, colloborative learning, and
digital literacy,
is enhanced by
ubiquitous digital
techonlogies

Professional
learn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is not yet
focused on raising
e-learning
capabilities and
digital literacy

Professional learning
raises awareness
and grows knowledg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literacy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digital literacy
and us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learn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explores
ways to enhance
evidence-based
learning, including
digital literacy, using
appropriate digital
technologies

Professional learning
is blended, sustained and extends
student-centred
learning through
ubiquitous digital
technologies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Leaders have
not yet begun to
explore a vision or
strategic plan for
e-learning or digital
literacy

Leaders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learning and
developing digital
literacy

Leaders trial
e-learning and digital
literacy initiatives
and begin to align
them to curriculum
planning

Deliberate leadership aligns digital
literacy and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with curriculum
needs

Leadership sustains
and innovates the
growth of digital
literacy an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s part of overt
focus 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and
infrastructure

Strategic approach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procur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learning need to
be put in place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infrastructure
needs are investigated to support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infrastructure
to meet identified
needs are trialled,
with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Equitable,
well-managed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infrastructure support needs across
an increasingly
online environment

Equitable access
to reliable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infrastructure that
meet all needs is
sustained across an
online environment

105. 參考新西蘭的框架，研究團隊建議在資源套制訂階段性的分級，以第二章提及的教學、評核、數據整合
和行政工作及社群支援及專業發展的四大範疇為基礎，勾畫學校在各範疇中所屬的程度，例如是在使用
科技作評核的範疇屬於「起步」、「逐步發展」、「成熟」或「有領導性」，令自評工具發揮它應有的評估
和指引角色。
106. 執行方法（二）：增強局方有關協助學校推動教育科技的資源套以及自評工具的連結。因應第四份政府
策略，教育局近年也發展了不少與學校推動教育科技相關的資源套，例如是推行自攜裝置的注意事項、
教學軟件介紹短片、電子安全指引等。研究團隊建議當局加強資源整合，在領導層完成自評後，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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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在特定範疇的能力，為學校推介需要加深了解的課題，並附上相關資源，讓學校更容易透過教育局
已有資源規劃校本教育科技策略。
107. 執行方法（三）：在擬任校長課程（PFP）中，增加有關校本教育科技規劃的元素。現時，新任校長
在上任前需先就讀 PFP，而課程中「策略方向及政策環境」的部分就有涵蓋資訊科技的一環 81。研究
團隊建議各大專院校應在有關資訊科技的部分覆蓋更多有關校本教育科技規劃的元素，並特別委派
有相關經驗的教授或導師執教，以提升校長在上任前對發展校本教育科技策略的了解。
108. 執行方法（四）：制訂「推薦教育科技名單」，減輕學校管理層採購科技時的行政負擔。即使校長和中層
教師對科技有多了解，他們的專長始終是教學，而不是教育科技，更遑論是它的最新發展、它對學校的
效用，以及用家對它的評價。受訪教師向研究團隊反映，當教育局近年增加不同有關教育科技的撥款，
學校缺乏的不是經費，而是對市場日新月異技術的了解，導致出現幾種情況：1）學校購買不合用的
技術；2）學校花大量時間比較產品、進行內部遊說，再作出決定，繼而進行採購。
109. 研究團隊認為，隨着教城 eREAP 計劃繼續推展，以及更多本地產品進入教育市場，當局應與教城及
兩大園區合作，制訂「推薦教育科技名單」
（下稱推薦名單）。有關建議是參考英國教育部的措施 82，
旨在對特定教育科技技術的「認證」，提升管理層在採購這些技術時的信心，以及減低學校在作出採購
決定時牽涉的行政成本。
110. 有意購買教育科技產品的學校會在英國政府教育部

圖七、英國教育部推薦教育科技名單（節錄）

網站中回答數條問題，例如是希望購買的產品或
服務；硬件、軟件或網絡裝置等，然後學校就能
找到當局所推薦的技術。當中，政府會預先就每項
技術的定價、内容、採購程序等與供應商洽談，以
應對學校一般的需要。例如，有供應商在產品網頁
設立特快報價系統，減低學校在採購時的行政工作
負擔；又制訂符合學校需要的產品套餐，讓它們可
一按購買學校所需的技術。

教育局（日期不詳）。「擬任校長課程架構」。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development/cpd-principals/Preparation%20
for%20Principalship%20Course%20Framework._tc.pdf
8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9). Realising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 strategy for education providers and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Retrieved from: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91931/DfE-Education_
Technology_Strategy.pdf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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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執行方法（五）：透過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協助學校發展校本教育科技策略。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
卓越中心多年來以兼職「借調教師」 83 為學校提供到校支援服務。研究團隊建議將增設一種「到校
支援」84，為協助學校制訂教育科技的校本計劃，並設立專責支援小組負責統籌。有關支援可能需時
可能較其他支援模式長，但好處是能從根本啟發學校的發展方向。若人力資源有限，小組可考慮聘請
具相關前線經驗人士，例如教師和科技人員，以提供服務。另外，當更多教師/科技人員具備「借調」的
條件，中心應適時擴充計劃，從更多學校聘請借調教師人手，促進教育界的知識和經驗互享。
112. 上述的五項執行方法，帶出學校發展及落實完整的校本教育科技策略所需的大量考慮。研究團隊亦鼓勵
學校將教育科技/電子學習納入每三年制訂一次的學校發展計劃，作為學校的周期發展目標。

建議（二）
：以電子學習支援組及科技人員為核心，普及校內教育科技風氣
113. 在現況分析部分，我們得出給予以至增加中層協調教師以及科技人員空間是推動校內教育科技應用的
關鍵。此建議希望以兩者作為普及學校教育科技風氣的核心，並提出兩個基礎性質的執行方法。
114. 執行方法（一）：每校增設一個高級學位教師職級，提升學校組織獨立電子學習支援組（下稱支援組）的
誘因。由於每家學校的行政架構屬校本決定，因此，在訪談中，研究團隊亦了解到「中層協調教師」處於
學校行政架構的不同部分。例如協調的工作由資訊科技科（學科組別）兼任、由獨立的支援組帶領，或
由架構中其他組別（如教務組）主導。
115. 即使學校間的行政架構不同，從與數所處於理想狀況的學校訪談中，我們得出各校「中層協調教師」所
帶領的組別在推動教育科技的應有功能。其理想角色為外界與學校、校長與一般教師的「橋樑」，並為
學校作出以下貢獻：
• 吸收和分享相關知識和經驗：透過參與校外的教師社群或專業課程，了解教育科技的最新發展，並將
教育科技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在學校內部推廣，例如是定期在校務會議中分享；
• 統籌、推動及監察學校的電子教學進展：了解各個科目的教學要求及目標，推介相應的電子學習模式
及軟件給科主任，務求解決他們在教學中遇到的樽頸，並監察電子教學在課堂的進度，以提升教學
效能；及
• 跟學校管理層溝通：為學校的電子學習進行整體規劃，及為新添置的教學軟件撰寫建議書及預算等，
最終推動學校的電子學習策略。
借調教師來自參與教師借調計劃的學校，為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的兼職職員，負責向其他學校提供到校支援服務、策劃及舉辦專業發展課程及組
織地區／全港的教師學習社群等。教育局會為參與學校聘任一名代課教師減輕該兩名借調教師的教擔。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coes.html
84
中心現時提供不同「到校支援」服務，例如：分享電子學習規劃的經驗分享、使用應用程式促進網上學與教的電子評估、使用學習管理系統
(LMS）／電子學習平台、就個別學科的教學法提供意見及支援、其他技術支援等。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coes.html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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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上述解釋了中層協調教師在學校推動教育科技的重要角色。但現實中，不是所有中層協調教師也有足夠
空間統籌學校教育科技的發展。例如，這些教師可能本來就是科目（例如是資訊科技科、物理科)
主任，而在學校推動教育科技協調的工作只屬兼任性質，導致空間有限；也有情況是教師所帶領有關
推動科技應用的小組不屬主要小組（例如是教務、訓輔等）
，在學校行政架構屬次要。
117. 考慮到學校的行政架構和人手安排屬校本安排，「策略」建議讓全港中學增設一個高級學位教師職級，
提升學校在行政架構內，設立一個由高級學位教師負責領導的教育科技支援組之誘因。此舉將能協助
學校提升教育科技在行政架構中的重要性，並減少兼任情況，確保每家學校最少都有一位高級學位教師
主力負責統籌校內的教育科技發展。「策略」亦建議學校減少支援組主任教師的教學負擔，釋放空間，
於學校主力推動上述的三項工作。
118. 執行方法（二）：將最少一位科技人員的津貼改為常額職位，防止人才流失，確保學校的教育科技工作
的穩定性。現時，學校主要透過由 2017/18 學年起發放的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85（ITSSG）聘請科技
人員。設立 ITSSG 固然能協助學校聘請科技人員，但以津貼聘請支援人員的不足，是受聘人員的晉升
階梯較學校的常額職位較差，令學校難以挽留人才。
119. 除了津貼的形式，津貼額亦是另一個需改善的地方。有校長跟研究團隊反映，在該校聘請的三位支援
人員中，年薪最低的一位已與教育局每年在 ITSSG 所撥的約 30 萬元相約。而另外兩位涉及的開支，
則需以其他經費（如資訊科技綜合津貼），以大約 50 至 60 萬元的年薪聘請86。換言之，ITSSG 的金額，
或未能足以讓學校在市場上聘請足夠的人手，以及具經驗的人才。
120. 但同時，研究團隊透過訪談理解每家學校所需要的科技人手需求不同，不用刻意為全港學校增聘三位
科技人員。因此，「策略」建議由現時的津貼發放模式，改為在每校增設至少一個為科技人員而設的
常額職位，並以與市場標準相符的薪酬，吸引科技人員留任。
121. 透過上述兩項建議，學校的中層協調教師將更有空間統籌教育科技的工作，科技人員的流失率亦有
望降低。兩者作為推動將科技融入教學的核心，負責協調及技術的發展，將是普及學校科技發展的重要
一步。

津貼金額按年調整，每所學校於2020/21學年所得的撥款額為每年319,559元。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SSG/itssg-index.html
86
該校的另外兩位科技人員年資介乎5-10年。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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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
：鼓勵業界内的交流，長遠提升資源及知識的互享風氣
122. 學校的各個持份者需要持續接受培訓及了解與教育科技相關的知識，才可令科技真正融入學校運作及
教學。就受訪者提出的意見，以及海外例子，研究團隊提出一個基礎性質和兩個鼓勵性質的執行方法：
123. 執行方法（一）：深化 T-標準 + ，令教師了解自身在教育科技（包括策劃、教學、應用等）範疇的
強弱，選定合適的專業發展課程。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推出 T-標準+，就「關愛學生的
育才者」、「啟發學生的共建者」及「敬業樂群的典範」三方面制訂自評工具及能力標準，用以讓教師更
了解自己的能力，選擇適合自己的專業發展課程87。
124. 研究團隊非常認同 T-標準 + 的本意，並建議將内容深化，以「中學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匯編」的
課程劃分方法88，在參照的框架中加入包括「資訊科技教育」在內的能力標準，增加與教育局專業發展
課程的銜接性。教師能因此清晰地根據標準，選擇適合的課程，並掌握自己的專業進修進度。
125. 將有關教育科技的能力加入教師能力標準框架也有海外例子支持。以近年教育科技發展迅速的愛沙尼亞
為例，便在 2020 年起更新框架 89，其中一個更新的重點正是電子教學法，並將其元素加入規劃教學
活動、教學、支援學生成長等部分中90。
126. 執行方法（二）：在專業發展課程中增加觀課機會，並鼓勵教育界開放教室。研究團隊在訪談中得悉，
在教育科技相關的課程中，相比理論層面知識，教師對實際操作的信心較低。因此，「策略」建議增加
由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舉辦的觀課機會，讓校長及教師參加者可親身了解如何將不同電子教學法融入
教學。另外，校長及教師的工作負擔重，隨着互聯網以及網上學習普及，研究團隊建議可將增設的網上的
觀課環節放在教城的教師專業發展平台 GoLearning 中91，這平台較多是不同主題或科目的電子教學經驗
分享，反而沒有實際課堂作參考。因此，研究團隊建議可將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的觀課課堂錄影，
並上載到平台中。
127. 當局也可考慮將尤其是課節較多、課時較長（通常是委託大專院校所制訂的課程）改為在網上舉行，
減低這些課程帶來的負擔，令更多教育工作者可受惠。

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2018）。「T-標準+」。
取自：https://www.cotap.hk/index.php/tc/t-excel-hk/t-standard-introduction
88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2020）。「中學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匯編（網上版）2020/21」。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support/booklet_on_professional_development_
programmes/pdp_for_heads_and_teachers_web_2021/PDP_Booklet_2020-21_Sec_Chi_Final.pdf
89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Republic of Estonia. (2019).  Important activities in the 2019/2020 academic yea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m.ee/sites/default/files/htm_koolialgusepakett_a4_eng.pdf
90
Sihtasutus Kutsekoda. (2020).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 Standar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kutseregister.ee/ctrl/en/Standardid/exportPdf/10824210/
91
香港教育城（2020）。「GoLearning」。
取自：https://www.hkedcity.net/goelearn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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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另外，有三位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提出應參考台灣民間教育組織「學思達」的「開放教室」行動 92，讓
教師自行發起觀課活動，在社群中互相學習以及分享經驗。香港的民間教育組織也可考慮發起相類的
行動，不單純依賴政府提供的專業發展課程或觀課環節。
圖八、台灣教育組織「學思達」的開放教師行動（節錄）

129. 執行方法（三）
：為教師專業社群提供津貼，發展開放的網上平台，長遠鼓勵資源和經驗互享。「策略」在
行動一提及，推動教育科技的其中一個目標是為了增加教育專業社群（例如：由教師自發組織的電腦科
社群）的交流機會。而在訪問過程，研究團隊發現校內積極推動教育科技的管理層和教師，通常也是
科技相關的專業社群之活躍會員。這些社群就着特定的科目或教學手法，互相分享經驗，資訊較官方
渠道流通。
130. 可惜，研究團隊透過訪談發現，現時教師自發籌辦的社群，往往因為經費和人手問題，發放資訊的渠道
是不同社交或通訊平台，不利資源有系統地分享和存放。研究團隊建議為民間的教育專業社群提供
一筆過津貼，發展網上平台，方便教師上載教材及資源，以及確保資源能有效分類及儲存。台灣教育
平台「ShareClass」就是其中一例93。平台透過搜尋介面和上傳功能，讓台灣教師可以開放地互相分享
教材。從2016年成立至今，平台已存逾8,000個中小學教案。

學思達（日期不詳）。「開放教室一覽表」。
取自：http://lte-taiwan.weebly.com/208402148823416246053694835264355063603935338.html
93
ShareClass（2020）。「備一堂孩子喜歡 ， 且有效的課」。
取自：https://www.shareclass.org/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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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台灣教育平台「ShareClass」的開放網上平台截圖

131. 總括而言，透過上述三點主要建議，研究團隊希望先從根本地令學校有制訂校本教育科技策略的能力，
再以中層協調教師以及科技人員為核心，推動學校的教育科技發展。最後，則透過專業發展課程和社群間
的交流，長遠地及持續地提升教師的能力。

44

行動（三）：突破學校現有樽頸，將科技融入日常教學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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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建立持續及有效的教育科技生態圈
132. 「策略」的核心是透過三個主要行動，建構一個由政府協調、重視科創與教育並行的教育科技生態。
它們分別為：
（一）政府界定推動教育科技的具體發展方向，協調各界達致一致願景；
（二）透過深化跨界合作，持續提升教育科技資源質素和選擇；及
（三）突破學校現有樽頸，將科技融入日常教學及運作。

鼓勵業界交流

政府界定推動教育科技
的具體發展方向，協調
各界達致願景

提升策劃及
使用能力

突破學校現有樽頸，
將科技融入日常教學
及運作

建立校內使用
科技風氣

透過深化跨界合作，
持續提升教育科技
資源質素和選擇

確立技術需求

帶動科創投資
建構發展模式

133. 當中，三大行動牽涉 18 項主要建議如下：
行動一：政府界定推動教育科技的具體發展方向，協調各界達致一致願景
i.

由政府委託「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
（委員會）定期公布教育科技的具體發展
方向。方向需考慮本港的教育願景、世界各地的教育趨勢，以及本港學校日常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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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建立持續及有效的教育科技生態圈

行動二：透過深化跨界合作，持續提升教育科技資源質素和選擇
ii.

在委員會成立「科創產品需求小組」，負責在局方所制訂的各個教育科技發展方向中，制訂數個
重點產品需求，列出「重點技術建議清單」

iii.

根據「重點技術建議清單」，逐步增加和修訂教城 eREAP 計劃下產品的選擇

iv.

透過數碼港和科學園（兩大園區）的網絡，加深科創企業對教育界的了解

v.

增加教育科技產品的「共建」
（co - creation）機會：包括在兩大園區、生產力促進局等的研發
產品過程，以及在創新科技署的「公營機構試用計劃」中

vi.

政府以港幣 5,000 萬元成立「教育科技創新基金」，帶動指定教育科技範疇技術的發展和創新

vii.

在「創科創投基金」中，增加政府對於教育科技技術的投資比例，
例如是 2（共同投資夥伴）
：3（政府）
，甚至是 1（共同投資夥伴）
：2（政府）

viii.

夥拍大專學界為產品進行實證研究，了解個別技術為學校和學生帶來的效用

行動三：突破學校現有樽頸，將科技融入日常教學及運作
ix.

強化供學校使用的自評工具，並在工具中制訂學校發展階段的分級

x.

增強局方有關協助學校推動教育科技的資源套以及自評工具的連結

xi.

在擬任校長課程中，增加有關校本教育科技規劃的元素

xii.

制訂「推薦教育科技名單」，減輕學校管理層採購科技時的行政負擔

xiii.

透過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協助學校發展校本教育科技策略

xiv.

每校增設一個高級學位教師職級，提升學校設立獨立電子學習支援組的誘因，推動校本教育科技
發展

xv.

將最少一位資訊科技人員的津貼改為常額職位，防止人才流失，確保學校的教育科技工作的穩定性

xvi.

深化 T- 標準 + ，令教師了解自身在教育科技（包括策劃、教學、應用等）範疇的強弱，選定
合適的專業發展課程

xvii.

在專業發展課程中增加觀課機會，並鼓勵教育界開放教室

xviii.

為教師專業社群提供津貼，發展開放的網上平台，長遠鼓勵資源和經驗互享

134. 最後，研究團隊將此報告定為一份「改革策略」，寄語各界大刀闊斧，按照一致願景，推動合作，突破
樽頸，將想像變為可能。去年時代的洪流或突顯香港教育科技發展的不足，但同時帶來機遇，如各持份者
堅持求變，教育就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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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專家受訪者名單

研究團隊特別鳴謝以下專家受訪者在百忙中出席研究訪問。他們包括：
類別

姓名

職銜

校長

金偉明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校長、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席   

夏文亮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校長

陳葒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校長

夏志雄

香港真光中學資訊科技主任

梁嘉裕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電子學習支援組主任

郭澤坤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電腦科教師

教育科技

陳駿霖

GRWTH 共同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初創公司

羅建忠

Kazoo Technology 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林明祥

Eminent Education 創辦人及 BroadLearning Education

中學教師

共同創辦人
林苑莉

Find Solution Ai (FSAI) 創辦人及行政總監

潘志康

Aerosim (HK) Limited 執行董事

甄沛豪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高級講師

李子健

香港教育大學學術及首席副校長及課程與教學講座教授

江紹祥

香港教育大學教學科技中心總監

資源分享

鄭弼亮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

平台及

梁德明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電競及青年組高級經理

創業平台

黃志文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創業家組經理

方文傑

香港科技園公司策略伙伴高級經理

大專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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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二：各地教育科技策略願景和具體目標的比較
策略來源

具體目標

香港、

1) 教學：以學生為中心，照顧多元需要，達致全人發展

MWYO

2) 評核：增加評核效率，及透過評核數據作教學決定

建議

3) 數據整合及行政工作：透過整合學校大量數據，釋放教師的行政負擔

(2020）

4) 社群支援及專業發展：增加交流機會

美國、

1) 學習：讓所有學生在傳統及非傳統的設定，都有具互動和引發自主的學習

教育部教育科技

經歷，裝備他們在高度連結的國際社會成為活躍、有創意、具備知識及有

辦公室

道德的參與者

(2017）

2) 教學：令教師可以透過科技連結不同群體、數據、內容、資源、專業知識，
協助他們為所有學生提供更有效的教學
3) 領導：將對教育科技的理解納入教育領袖的崗位中，並在所有州份、區份
和地區制訂教育科技的願景
4) 評核：在不同層面中，運用科技的能力量度重要的資料，以及透過數據改進
教學
5) 基礎建設：在需要時，讓所有師生都有足夠和全面的電子儀器使用

英國、

1) 行政工作：減刪非教學工作的負擔

教育部

2) 評核過程：令評核工作更有效和有效率

(2019）

3) 教學：增加教育機會，讓教育更多容、平等，和提升教學效能
4) 持續專業發展：支援教師、講師和教育領導層以更有彈性的方法持續發展
5) 終身學習：支援工作及升學計劃，協助在主流教育系統外的學生發展技能

新加坡

(新加坡沒有就科技應用劃分範疇）
高效地使用資訊科技，以建立學科專門知識、二十一世紀技能以及負責任的數碼
公民態度

經濟合作與發展

(報告是用作釐定 2021 年 PISA 的問卷。因此，組織不是訂立目標，而是概括

組織（OECD）

各地使用科技在學校的幾個用途和潛在影響，也值得參考）

(2019）

1) 學生在校內外接觸資訊科技，影響他們的認知能力、健康和最終所學知識
2) 教師主要在教學、行政和溝通三方面使用資訊科技，將在課堂管理、教學
案例和教授手法帶來改變
3) 使用資訊科技將影響學生的資訊和數碼素養，兩者也是在數碼世代發展的
重要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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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MWYO 青年辦公室是一個以青年為本、獨立運作的民間智庫，工作橫跨研究與調查、倡議與教育、培訓與能力提升。
我們積極與各促進青年發展的持份者緊密合作，包括青年、家長、校長、教師、社工、僱主、公民社會領袖，以及政府
與政黨，致力在不同範疇上，引領各方以新思維促進香港青年發展。

如欲了解更多，或提供意見，請聯絡：
黃樂謙先生    研究員   
     ambrose.wong@mwyo.org

傳媒聯絡

謝瑋倫（Alan）      
+852 2508 5177         
+852 9736 9067         
alan.tse@mwyo.org

更多相關資訊：
https://mwyo.org/index.php/zh-HK/analyses/educationtechnology
   mwyo.org

   facebook
   MW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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