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資源於學與教的發展與應用經驗分享會
香港教育城

2019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五）

親愛的校長:
誠邀 貴校 / 閣下 出席 電子資源於學與教的發展與應用經驗分享會
在科技輔助教學的洪流中，作為教育發展基礎，教育、出版業界應如何規劃今後路向、在電子學
習和大數據應用的浪潮中應如何自處，是值得探討深究的議題。
由香港電子教科書協會主辦，並得到香港教育局、香港教育城、融合教育電子學習協會、新界校
長會、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校長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美國 ETS/TOEFL 為支持機構的電子資源於
學與教的發展與應用經驗分享會，現鐵定於 2019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於香港教育城舉行。
是次分享會嘉賓陣容鼎盛，本會邀請到來自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著名教科書出版界翹楚，分享電子
科課本於學與教的應用和效益；及來自大灣區教育技術中心負責人，分享政府於電子資源的發展在校
的情況，講座內容極具前瞻。
主題：電子資源於學與教的發展與應用經驗分享會
地點：香港教育城

（香港新界沙田沙角邨）

日期：2019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請貴校 校長、主任及老師參與分享講座，為使整個流程更為順利，煩請閣下回覆參與項目：
□
□
□

講座時段

內容

201-2 930-1030

開幕禮

1215 - 1400
201-2 1615 - 1800

午膳 嘉賓交流
電子資源於學與教的發展與應用經驗分享會 總結/論壇
論壇主持香港教育城，嘉賓主持分別有: 肇慶市教育電教站 – 黃國
洪站長、中山市教育電教站 – 孫仲廉站長、新界校長會主席 - 邱
少雄校長、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校長會主席及黃大仙區中學校長會主
席- 賴炳華校長及主辦機構香港電子教科書協會會長-曾慧敏女士

□
□

1830 -2030
201-2 1030-1130

晚膳 嘉賓交流
主題： 內地實行電子資源學與教應用情況
主講： 肇慶市教育電教站 – 黃國洪站長
中山市教育電教站 – 孫仲廉站長
語言：廣東話
對象：中小學校長、主任及出版業界
人數：只限 100
特色：介紹國內學校使用電子資源的情況及心得

□

G05 1030 - 1130

主題：全方位學習電子資源應用分享
主講：意成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e-Trainer Limited
語言：廣東話
對象： 小學課程發展、資訊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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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只限 40
特色：暢談在電子教學中如何有效應用電子資源
□

201-2 1130-1215

主題：香港區學校電子資源學與教應用情況
主講：賴炳華校長 -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校長會主席
黃大仙區中學校長會主席
語言：廣東話
對象：中小學校長、主任及出版業界
人數：只限 100
特色：介紹香港學校目前使用電子資源的情況及心得

□
□

G05 1130-1215

主題： A.I.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或

主講： Dr. Jeff Cheng – Program Director at Jolly Kingdom

G03 1530-1615

語言： 廣東話
對象： 出版業界、編輯、校長及老師
人數： 只限 40
特色： 在學習與教育英語的過程中，科技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由教
英語的書籍，到影音配合例如有 DVD，到有點讀筆的支持，到有
app 支援的學習，到現在的人工智能的應用。 人工智能在電子學習
方面體現出前所未有的協助令到學生有全新的學習體驗。 我們會分
享我們應用專門英語教學的人工智能的機械人，在協助小朋友學習
英語口語、聆聽、文法理解各方面的應用， 並介紹如何製作這方面
教材的方法和便利。

□

G03 1130-1215

主題：人人都可自製互動電子教科書
主講：知識共享協會有限公司
語言：廣東話
對象：需要校本電子教材或照顧特殊學習需要之教師或機構
人數：只限 40
特色：自製電子教科書可以照顧個別差異，同時增加課堂互動，亦
可即時了解學生成績和進度。無需編寫任何程式，人人皆可做到。

□

201-2 1400-1445

主題：電子資源學與教於新加坡的應用情況
主講：Mr. Kelvin Yoo (CEO)
Singapore Asia Publishers (S) Pte Ltd
語言：英語
對象：中小學課程發展主任、英文科主任、老師
人數：只限 100
特色：SHARE ABOUT FIVE SENSE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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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教育信息化 2.0
主講：岑健林博士 - 佛山市教育局信息中心主任 語言：廣東話
對象：小學課程發展、資訊科技組
人數：只限 40
特色：教育資源信息化在佛山的實踐

□

G03 1400 - 1445

主題：融合教育電子學習分享
主講：仇恒初副校長 - 融合教育電子學習協會
語言：廣東話
對象：SEN 或特殊教育老師
人數：只限 40
特色：如何利用電子課本與電子學習工具，提升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的學習興趣，並且有效率地學習

□

201-2 1445-1530

主題：AI 學習技術
主講：Mr. John Lim (Founder) Bright Robin Inc. (Malaysia),
A.I. Learning Technology
語言：英語
對象：中小學課程發展主任、資訊科技組及出版業界
人數：只限 100
特色：人工智能與課本內容結合

□

G05 1445 - 1530

主題：全新英文跨學科繪本閱讀系列 與你探索世界
主講：Miss Amy Tse, Sales Director of Smart Education
語言：廣東話
對象：中小學英文科主任、圖書館主任
人數：只限 40
特色：課堂上，怎樣有效使用跨學科電子圖書

□

G03 1445 - 1530

主題：國家雙語課程發展的政策及要求
主講：牟慧凝秘書長 - 全國雙語協會 亞太雙語教育研究中心
語言：普通話
對象：中小學課程發展主任、資訊科技組及出版業界
人數：只限 40
特色：分享國內國際教育成功因素

□

201-2 1530-1615

主題: 適時的課程規劃和技術應用
主講: 黃仲鈞博士、楊頌恩博士、陳潤偉博士、陳杰雄博士
語言: 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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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100 人
對象: 中小學課程發展主任、資訊科技組及出版業界
特色: 配合時代發展的課程新規劃展望的新技術與學與教的應用
□

G05

1530-1615

主題：STEM – Encouraging learning through PLAY
主講：Mr. Francis Wong – Managing Director of BB Concepts
語言：廣東話
對象：幼教及初小老師
人數：只限 40
特色：Open up the world of early Math, Science, Language
Skill. Provide an environment for kids to have
confidence-building process.

□
□

G03 1530-1615

主題： A.I.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或

主講： Dr. Jeff Cheng – Program Director at Jolly Kingdom

G05 1130-1215

語言： 廣東話
對象： 出版業界、編輯、校長及老師
人數：只限 40
特色： 在學習與教育英語的過程中，科技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由教
英語的書籍，到影音配合例如有 DVD，到有點讀筆的支持，到有
app 支援的學習，到現在的人工智能的應用。 人工智能在電子學習
方面體現出前所未有的協助令到學生有全新的學習體驗。 我們會分
享我們應用專門英語教學的人工智能的機械人，在協助小朋友學習
英語口語、聆聽、文法理解各方面的應用， 並介紹如何製作這方面
教材的方法和便利。

講座內容極具前瞻，有效改善電子資源於學與教應用，如要更多資料，請至電: 28513822(HK)
62616000 (MO) Miss Becky Chan 洽。
填妥以下回條傳真至: 28518422（HK） 或
或

電郵至 info@mysmartedu.com

網上登記：google Reg.

請各位 多多支持、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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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函

傳真：852-28518422

電郵: info@mysmartedu.com

致: 香港電子教科書協會
本人 / 代表

將出席電子資源於學與教的發展與應用經驗分享會事宜，並參加分享活動。

機構 /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席者名稱

負責科目 /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職銜：

電郵: info@mysmartedu.com

參加
講座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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