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愛基金援助學生購買自攜裝置BYOD 家長發佈會

14-8-2020 (五)

7:00 pm



理念 Rationale

•教育局於2015/16學年起推行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略」，
讓學校透過資訊科技提升學與
教的效能、加強課堂互動、提
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解難、協
作等能力。

•其中主要措施是為全港公營學
校建立無線網絡校園，以便學
生在課堂上使用流動電腦裝置
進行電子學習。

•迎合21 世紀的要求。

•成為未來的領袖 (CEO)

Creativity     Environment    Optimistic

創意 環保 樂觀感



網上學習新常態

•教育局因應疫情放寬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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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起網上學習模式
線上課堂 + 自學
•復課後學習模式 (半日制)
實體課堂 + 線上指導 + 自學

疫情下的學習



Flipped Classroom 翻轉課室



好處/益處 (Pros)



對於推行BYOD的憂慮(Concerns)

關愛基金BYODMDM
協助管理裝置

解決技術問題

健康、安全

便捷

綜援、全津全資助

半額一半資助

其他︰上網支援…



有關 MDM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流動裝置管理服務之用途

學校可透過 MDM 服務管理電子學習裝置(如： iPad ) 所使用的應用
程式

學校可透過 MDM 服務鎖定或開放特定電子學習裝置功能，包括但不
限於相機、Wi-Fi連接及社交帳戶設置

如有需要，學校可透過 MDM 服務將未經授權的網站和應用程式列入
黑名單

MDM 服務不會追踪、監視或分析電子學習裝置的互聯網瀏覽紀錄

學校可利用MDM 服務的裝置定位功能尋找遺失的電子學習裝置學校
可按需要為家長講解校方使用 MDM 服務管理電子學習裝置之用途及
使用情況。



HKT 銷售備忘錄 (29/8購買時請細閱)



P5-6 計劃推行 (Implementation)

五、六年級

中、英、數、
常、電、…

學習
材料

學習
APPMDM

配件政策 時間表



五、六年級BYOD計劃流程

4月尾
成立BYOD 
專責小組

平板裝置招標
PTA意見諮詢

6月

8月中
家長簡介會訊息發放、 PTA
協助解答和宣傳
派發家長通告(選購平板及配
件) 

8月29日
BYOD展銷會

派發平板使用

10月



經學校購買的流動裝置

• iOS 作業系統 (iOS 12 或以上)

• 128 GB 的儲存空間

• 10.2吋以上螢幕

• 具備鏡頭、麥克風

• 電量足夠7小時使用

• 裝置壽命最少4年

• 輕巧，方便攜帶(<500克)

iPad



注意事項

•安全起見，配備保護裝備

 平板電腦

 管理裝置MDM (1年/2年)

 3年保養(Apple Care*)

•標準裝備 + 額外配件

• 以帳戶登入，資料不會遺失

•受資助的如欲購買需要透
過學校購買，亦可選擇不購買。
沒有資助的可自由選購。



購買平板裝置後……

•學生個人學習使用，非家人公用

• 須交給學校安裝及管理

• 原則上學生/家長不能隨意安裝APP，
有需要可先向學校申請。

• 完成設定後才給學生使用

• 學年升級自動更新，畢業後交還學生

• 家長和學生簽署

可接受使用政策/守則AUP



家長通告 No19-281



關愛基金資助 (教育局通函65/2019號)

受助類別 最高資助金額
(2020/21學年)

備註

綜援 4,740 元 足夠支付全數

全額津貼 4,740 元 足夠支付全數

半額津貼 2,370 元 支付一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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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項目的三年推行期內，每名合資格的學生只可接受資助一次*。資助金額可用於購買流動電腦裝置、在產品安
裝學校所需的流動裝置管理系統，以及三年產品保養。

* 當受惠學生由小學升上中學，或於計劃推行期間轉校，而轉讀的學校採用不同裝置，以致原有的裝置未能配合在該校學習的
需要，學生可申請額外發放一次資助購買另一部合用的裝置，而有關學生須將原有裝置交還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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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裝備及增值項目
標準裝備 (由學校選定) 全津、綜援 半津 沒有津貼

• iPad 128GB   (請參閱通告)

#HK$ 0
#半費

請參閱通告
自由
購買

• 管理裝置 (請參閱通告)

• 3年保養 (基本)  (請參閱通告)

總價︰請參閱通告

增值項目 (自由購買) 價格 (資助津貼不會涵蓋)

• iPad 保護套 (可載Apple Pencil) 請參閱通告

• 屏幕保護膜 請參閱通告

• Apple Pencil (第一代) 請參閱通告

• 附麥克風功能耳機 (3.5 mm) 請參閱通告

• 3 年意外損壞保障服務 (硬件損壞) 每年包2次，每次付348元。 請參閱通告

*  六年級
**五年級



付款和資助發放三步曲

20/21年度

綜援、全額
半額

付款購買 資助審批 資助發放

29/8 

付款予HKT

批核後學校

直接把資助

金額發還給家長



付款方式 Payment Method

免息分期 分期數目

1500 元以下 -

1500 元或以上
4,000 元以下

6 個月

4,000 元或以上 12 個月



平板裝置購買

•到校付款

•選購配件

•收費方式

•疑難排解

8月29日(六)
展銷會

10月
取機安排

8月10日(二)
發出訂購通告

•到校取機

•即場測試

•技術支援

•訂購詳情
公佈

•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