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預防疫症透過校園傳播，全港學校暫時停課，以保障學生的健康。在停課期間，各位同學

應留在家中，並善用時間，做到「停課不停學」。學校則竭力為學生提供學習材料及支援，並充分發

揮家校合作精神，讓學生持續學習。 

 

活用電子教學 推展翻轉教室 

停課期間，本校善用多元化的電子學習策略及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通過電郵、學校網頁或

Google Classroom，每天為學生提供學習材料。教師因應學習進度，靈活運用不同教材，提供多渠

道、多時空、多媒體的學習機會和方式，讓學生可以跨越時空限制，成為課堂的主人。 

 

為了照顧學生的均衡發展，除了主科外，教師每星期也會發放其他術科的學習材料。學生透過

桌面電腦、平板或手提電腦，以至智能手機，便可以隨時隨地進行網上互動學習，例如觀看影片、

網上練習、小遊戲等。 

 

觀看教學影片 打破空間限制 

為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教師紛紛化身「主播」，一手包辦拍攝、剪片、錄音等工序，每星期精

心製作十多段教學短片，再配合教材，如網上練習和工作紙等，供學生自行觀看後完成。各科每週

均設有網上評估，通過有系統的記錄，教師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並提供適切的支援。 

 

線上同步教學 愉快互動學習 

本學年小四至小六推行自攜裝置（BYOD）計劃，一人一平板電腦在停課期間發揮了優勢，有助

學生在家持續學習。透過每週的網上直播教學，師生可以即時對答、互相交流，教師能更有效地跟

進學習進度和難點，提供課業指導和建議。學生反應積極，令課堂效率提升。 

 

 

 

 

 

 

 

 

停課不停學  課堂無邊界 
 

2019-2020 學年 



E-classroom 

這是 86 吋電子互動黑板。 

美化電子黑板，在四周加上美麗的圖畫。 

教師齊為復課前做足準備。 

教師聚精會神地學習如何使用電子觸控黑板。 

 

 

 本校榮獲優質教育基金贊助 eClassroom 計劃，於課室安裝創新電子觸控黑板，使用翻轉課堂教

學方式，發展校本電子學習及自學課程，以提升教學效能。 

 

在計劃裏，我們在小一到小三整整十三個課室裏安裝了最新款的革命性智能互動教學設備—86

吋電子觸控互動黑板和 55 吋電子觸控互動告示板。 

 

電子觸控黑板的材料是黑色磁化玻璃，沒有啟動時，

它就跟一般黑板沒有分別，但當黑板內的 84 吋屏幕亮起

時，就搖身一變，變成巨大的互動觸控屏幕，展示豐富及

多采的內容。 

 

我們可以使用普通粉筆、Marker 筆以及觸摸的方式在

電子觸控黑板上書寫，書寫後可以用普通粉擦擦掉，又或直接用水清洗表

面。這樣既尊重黑板原有特性，保留黑色外觀，也不改變師生對於黑板的

傳統認知，更具有書寫功能，給教師一塊揮灑自如的板書空間，實在優秀。 

 

此外，黑板旁邊還配有一塊 55 吋電子觸控互動告示板，上面會展示每天的家課和各項學校的資

訊。 

 

為了進一步美化初小班房的環境，學校還在電子觸控黑板四周貼上美侖美奐的圖案，比起傳統

的教室更具活力。教師們也在積極學習電子互動黑板的軟件，於復課後能夠即時用上，讓課室成為

小朋友的電子學習樂園。 

 

大家都十分期待電子觸控黑板這些先進的設備啊！ 

 

先進的電子學習空間。 



 

 

 

  上學年的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計劃已在四年級展開，學生配合平板電腦進行課前預

習、課堂學習及課後鞏固，成效十分顯著。因此本校決定於本學年在四至六年級推展(BYOD)計

劃，讓更多學生體會使用平板電腦學習的好處。 

 

本校檢討了上學年推展(BYOD)計劃流程後，本學年決定提早於七月初為學生訂購平板電

腦，並於九月派發平板電腦給學生，讓學生可於九月下旬便可以使用平板電腦進行上課，進行

電子學習。本校同時把網絡更新為 1000M 寬頻，以配合龐大的數據傳輸要求。 

 

  本學年的五年級學生踏入第二年的(BYOD)計劃，部分的科目只需購買電子書，進一步減輕

家長的負擔及學生的書包重量，而出版社亦配合學習，印製實體溫習材料供學生使用。 

 

  雖然本學年因不同原因停課，但平板電腦把學生及教師連接起來，把大家的距離拉近。教

師利用自行錄製的影片，於網上選取合適的學習材料，於網上學習平台(Google Classroom、

Quizizz 等)發放學習材料及家課；學生可於平台上收發家課、閱讀影片、向教師發問問題等，

達致停課不停學。本校亦於停課時期進行網上視像教學，跟進學生的學習難點，亦會提問學

生、進行小組討論及匯報等，讓學生於停課期間亦可進行學習。 

 

BYOD 的詳情如下： 

對象：四至六年級學生 

推行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電腦、視藝 

目標：學生以 iPad 為學習工具，利用電子教科書、不同的學習材料(Apps)、影片及電子學習平

台等，配合學生學習多樣性，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創意、協作及解難的能力。 

電子學習成效：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及興趣。 

 促進學生在課堂中的互動學習，提高生生及師生的互動。 

 加強學生掌握資訊科技能力。 

 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促進學生有效地使用資訊的相關能力及態度，尋找、評鑑、提取、

整理和表達訊息。 

 

 

 

於學期初派發於 7 月訂購的平板電腦。 學生在課堂展示在平板電腦的預習

及進行討論。 

學生於課堂中使用平板電腦進行活動。 



 

Australia Study Tour 2020 

Mount Field National Park is awesome. We are interviewing some Australians. Feeding kangaroos is really fun. 

The sheep are coming! We meet “shells” - Sydney Opera House. 

 

 

The Joint-School Australia Cruising Study Tour 2020 was organized by St. Bonaventure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Ma On Shan St. Joseph’s Primary School and TWS St. Bonaventure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The tour’s objectives were:  
1.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in a native speaking environment.  

2. Introduce students to Australian culture. 

3. Lear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site visits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A total of six primary fiv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tour from 13th Feb to 24th Feb. The journey was 

started from Sydney, where students visited the Powerhouse Museum and Darling Harbour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and Sydney’s city centre. They later visited Blu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Here students learnt a lot about Australia’s birds, mammals, reptiles and 

other endangered animals. Students also visited Sydney Vegan Market and Rock Markets. They experienced 

different vegan food and a variety of stalls there.  

 

 In order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wildlife, students visited Bonorong Wildlife Sanctuary, Curringa Farm 

and Mount Field National Park in Tasmania. They met different animals such as koalas, kangaroos, wombats 

and Sarcophilus Harrisii (Tasmanian Devil). Students not only enjoyed the experience of feeding kangaroos 

but also the sheep shearing show and forest walk. During these varied activities, students learnt about 

conservation techniques currently used to protect these animals and our environment as a whole.  

 

 After the study tour, students felt more confident in speaking English through interviewing people in 

Australia, including the cruise captain. They also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with each other,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with their schoolmates. Tour participants are now well prepared to further share this knowledge 

with their schoolmates and families, with the aim of rais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