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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透過「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鼓勵學校使用流動電腦裝置促進電子學習。

學校推行「自攜裝置」的情況漸趨普及

→ 讓學生可攜帶私人流動電腦裝置回校進行學習；

→ 使學習更趨個人化和具流動性。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自攜裝置 2020-21 計劃

2018/19

學年
2019/20

學年

參與學校 小學 89 140

中學 88 126

特殊學校 11 15

總共 188 281

https://www.edb.gov.h

k/en/edu-

system/primary-

secondary/applicable-

to-primary-

secondary/it-in-

edu/ite4.html

https://www.edb.gov.hk/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e4.html


基建

1. 全校 WiFi 覆蓋

2. 所有中一及中二課室及特別室裝上 Apple TV

3. 接近 100 台後備 iPad

4. 數碼身份 (Google 戶口)

5. 穩定 LMS (Google Classroom)

• 成功申請“Learning with Lenovo”Scheme，免費獲得41台 Android 系統平板電腦

•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在校推行 「創建電子互動學習活動」 計劃

• WiFi 900 scheme

• 嘗試多項不同的電子教學工作

(LMS) eClass PowerLesson, PowerLesson2, Google Classroom

(MDM) iClass, eClass

• 多個教師培訓/ 工作坊

• 建立支援老師的eLearning Sites : https://elearn.rcphkmc.edu.hk

過
去

現
在

禮中的電子學習

https://elearn.rcphkmc.edu.hk/


禮中網上學習及

BYOD介紹影片



停課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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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電子學習的發展

• 提升教師的資訊科技能力

• 轉變了學生學習的模式

• 反思硬件及軟件的裝備

• 學校

• 學生個人



螢幕
狹小



螢幕
狹小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1.   統一裝置 Standard Devices: 
iPad / Chromebook / Android Tablet

2. 學校監控Under School Control (MDM)

3.   學生管理, 家長監管
Managed by Students, Monitored by        
Parents



1. 統一裝置 Standard Devices: 
iPad  / Chromebook / Android Tablet

為何選用iPad?

▷ 合適度

▷ 耐用及穩定性

▷ 管理層面

▷ 性價比





2. 學校監控 Under School Control 
MDM →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 學校以全校/分級/分班/分組管理自攜裝置。

● 限制同學安裝Apps 

(School App Store 取代 Apple App Store)

● 給予Wi-Fi設定

● 給予課堂需要的設定，例如限制相機功能

● 課堂上老師管理自攜裝置

● 家長監控功能



3. 學生管理, 家長監管
Managed by Students, 

Monitored by Parents



重點 #1

學生方面
● 須妥善保管，如有遺失，須自行承擔責任。
● 須在回校前準備充足電量，不可在校內充電。

● 只可使用經校方批准的平板電腦（自攜裝置）。

● 只能安裝及使用學校允許的應用程式。

● 只能使用平板電腦（自攜裝置）於學習活動，不得使
用於娛樂活動。



重點 #2

家長方面
● 定時查看子女的裝置，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

● 提醒子女小心保管裝置。

● 督促子女每晚為裝置充電，學校不會提供充電服務。
● 定時為子女檢查裝置，如遇機件故障，需及早聯絡供

應商進行維修。



重點 #3 

學校方面
● 學校會過濾互聯網的瀏覽內容，如學生遇見任何不合

宜的網絡材料，該向老師報告有關情況。學生不可企
圖以任何方式繞過過濾器和安全性限制上網。

● 所有平板電腦（自攜裝置）必須向學校資訊科技部門
登記。學校保留監察、檢查、存取和瀏覽所有設備的
權利。

● 學校會定期檢查學生裝置內的程式和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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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Roadmap of BYOD 2020/2021

中一 中二

5/5 • Webinar: BYOD 2020/2021 

(向本屆中一家長講解來年禮中BYOD計劃)

(發出家長問卷)

24/5 • 以通告發放問卷結果

30/5 招標 (Tender)

18/7 • 中一新生家長會
(向中一家長講解禮中 BYOD計劃)

24/7 • iPad訂購表格及購買iPad注意事項

15/8 • 向中標供應商落購買指令

28/8 • 中一迎新日
(詳細解釋BYOD/ 購買iPad的安排)

(發放iPad訂購表格及購買iPad注意事項)

15/9 • 向中標供應商落購買指令

30/9 • 家長向服務供應商付款
• 派發iPad 及工作坊

30/10 • 家長向服務供應商付款
• 派發iPad 及工作坊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CCF)

✓ 關愛基金於 2018/19 學年起推行援助項目，為期三
年，資助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 項目的受惠對象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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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就讀於官立、資助、按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 劃中小學；並
正領取社會福利署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在職家
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的學校書簿津貼計
劃全額資助 (全津) 或半額資助 (半津)；及

(ii) 就讀的學校及班別正推行電子學習，並建議學生自攜流動
電腦裝置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CCF)

✓ 資助的用途只可涵蓋以下項目：

✓ 資助金額是購買產品的實際費用或上限4,740元，以
較低者為準。

✓ 綜援或全津學生：上限4,740
✓ 半津學生：上限2,370元

19https://www.edb.gov.hk/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

secondary/it-in-edu/ITE-CCF/ccf_index.html

(i) 流動電腦裝置；
(ii) 在流動裝置安裝管理系統；
(iii) 基本配件，按學習需要而定，包括螢幕保護貼、裝置保護套、

分拆式鍵盤、觸控筆、滑鼠；及
(iv) 三年基本保養。

https://www.edb.gov.hk/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E-CCF/ccf_index.html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CCF)

10.2" iPad Wi-Fi 128GB --> $3108 
3年保養: AppleCare+ --> $710 
保養套 --> $170 
螢幕保護貼 --> $70 
Apple Pencil 1st generation --> $698 
Total: $4696 

綜援/全津資助: 可獲 100% 關愛基金
半津資助:可獲 50% 關愛基金

20https://www.edb.gov.hk/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

secondary/it-in-edu/ITE-CCF/ccf_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TE-CCF/ccf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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