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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8-2022



家長會流程
3:40 - 4:05 1.升四年級使用自攜裝置的注意事項

2.簡介需下載的內容
3.維修及借機的處理
4.本校協助學生購買平板電腦的安排

4:05 - 4:10 問答環節



簡介平板電腦
•上課系統: ANDROID 及 IOS
ANDROID IOS (建議)

容量 32GB-128GB 32GB-128GB
建議 ANDROID 10.0或較新

型號
I-PAD(第六代)(2018)
(A10)或較新型號

螢幕 8-10寸



下載學習應用程式

•開啟學校網頁





注意事項

•替學生開設個人網上戶口(google/apple ID)
• (按學生手冊P.11 OFFICE365 的電郵)

•不可下載其他應用程式及軟件

•定期更新防毒軟件



簡介英文電子書
•Longman Elect 

•於5/9起按學校網頁指示下載英文電子書架

•按手冊派發的登入名稱及密碼登入電子課本

•下載電子課本

•先於家中電腦下載(待領取平板後再下載)

Remarks: 用實物投射器



英文書 LONGMAN ELECT

培生電子書架
Pearson ebookshelf

i課堂
iLesson

i活動
iActivity



E BOOKSHELF 培生電子書架

2022-2023



I課堂
ILESSON

i活動
iActivity



使用資訊科技政策



使用資訊科技政策



資訊素養的培養(電腦科/成長課)

小一 基本電腦守則

小二 保護電腦資料

小三 尊重知識產權

小四 網絡欺凌

小五 正確使用數據的方法

小六 網絡陷阱



使用平板電腦規則(一)
•課室規則

在老師指
示下方可
使用平板

電腦

不可利用平
板電腦進行
拍照、錄影

及錄音

不可擅自
下載軟件



使用平板電腦規則(二)
•轉堂/小息規則



以往的違規情況
• 1) 未經老師許可，在課堂內使用平板電腦拍照(如老師或學生)

• 2) 未經老師許可，在課堂內使用 (如使用社交平台或觀看短片)

• 3) 未經老師許可，在小息使用平板電腦(如使用社交平台或觀看短片)

• 4) 瀏覽不良網頁

• 5) 學生在家沉迷於利用平板電腦進行非學習的活動(需獲家長舉報)

•處理方法：通知家長加以督促

• 再犯或嚴重違規將傳介至 訓導 處理

• 期望家長教導子女如何善用平板電腦作學習之用



使用平板電腦規則(三)

•忘記攜帶平板電腦回校 / 為電腦充電:

忘記攜帶平
板電腦 / 為
電腦充電

早上班主任
課通知班主
任，記錄在

手冊

向學校借用
平板電腦/未
能參與活動



使用平板電腦規則(四)
•上課中途壞機 / 無電:

上課中途壞
機/無電

舉手通知老
師

向學校借用
平板電腦/

未能參與活
動



平板電腦發生故障及維修處理

平板電腦發
生故障 / 損

毀

於第一小息
攜同平板電
腦到電腦室
(308)檢查

家長自行攜

帶平板電腦

至供應商門

市維修

學校借平板
電腦予學生

暫時使用



自攜平板電腦上課(BYOD)
•方法一 - - - 透過學校代訂平板電腦組合(自費)

•$2844

•相關配件

•1 螢幕保護貼

•2 保護套

•3 延伸的保養服務(3年)

•4 其他配件(自行按需要到門市選購)

IOS (I-PAD A13)(2021)

容量 64GB          WIFI

螢幕 10.2寸





自攜平板電腦上課(BYOD)

•方法一 - - - 透過學校代訂平板電腦(自費)

•30/8 --- 四年級的電子學習家長會派發通告訂購

•5/9--- 到學校辦理訂購及付款

•3/10---2:00-4:30到學校禮堂取機及相關配件

•十月起不再辦理後補的代訂





自攜平板電腦上課(BYOD)
•方法二 - - - 透過學校借用平板電腦 (申請優質教育基金撥

款計劃)

•為期3年(2022年9月至2025年7月)

•相關配件

•1 螢幕保護貼

•2 保護套

•3 延伸的保養服務(3年)

•4 其他配件(自行按需要到門市選購)

IOS (I-PAD A13)(2021)

容量 64GB          WIFI

螢幕 10.2寸



自攜平板電腦上課(BYOD)
•方法二 - - - 透過學校借用平板電腦電腦

•申請資格

•A) 領取綜援 / 書津全額資助 / 書津半額資助全津

•借用時需提交2022-2023資助證明

•畢業前歸還時需確保平板電腦配件能如常運作

•如有人為損壞,需照價賠償(自然折舊除外)

•於每年學期末需交還校方檢查



自攜平板電腦上課(BYOD)
•方法二 - - - 透過學校借用平板電腦電腦

•30/8 --- 四年級的電子學習家長派發借用表格

•1-2/9 --- 交借用表格給班主任(連同2022-2023資助證明副本)

•3/10--- 2:00-4:30到學校005室取機及相關配件

•十月起不再辦理借用手續

•如未能於9月首周前取得新學年資助證明,請先交借用表格

•聯絡黃善銘老師







自攜平板電腦上課(BYOD)
•方法二 - - - 透過學校代訂平板電腦組合(申請關愛基金)



自攜平板電腦上課(BYOD)
•方法三 - - - 家長自行為學生準備平板電腦

•留意規格及型號

•自行負責維修

•清除機內不相關的應用程式

•校方定期檢查(每月一次)

ANDROID IOS (建議)
容量 32GB-128GB 32GB-128GB
建議 ANDROID 10.0或較新

型號
I-PAD (第六代)(2019)或
較新型號

螢幕 8-10寸



• 協助因居住環境所限及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提供上
網服務

• 申請資格如下:
• 1) 於2022/2023學年領取 綜援/全額/半額書簿津貼

的學生(需提供資助證明)
• 2) 因居住環境所限而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的學生

(需提供住址或互聯網服務供應商證明)
• 3) 未能領取上網津貼

電子學習的相關措施(P.1-6)



家長備忘
•連接家中WIFI

•下載英文課本及學習軟件

•9月1日 / 10月 開始攜帶平板電腦上學

(附姓名及班別貼紙)

•每天回家後為平板電腦充電

•如有任何與平板電腦 / 電子學習相關的問題，

•請聯絡黃善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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