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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 「香港學生的數碼公民素養」研究成果及其意義

❖ 數碼素養360 - 以行動為本的疫後研究首階段研究結果

❖ 學校、學生 、家長、 社會如何應對「新常態」?



港大於今年四月發表「數碼世代公民素養的學習和評估」
首階段研究報告

本報告由「數碼公民素養的學習與評估」研究計劃發表。「數碼公民公民素養的學習與評估」由香港特別
行政區研究資助局主題研究計劃資助（計劃編號：T44-707/16-N）由香港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聯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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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公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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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可以勝任的包括：

資訊和
數據素養 進行簡單的搜尋、評估及組織數據

交流和
協作能力 進行簡單、常規的溝通及分享數碼資訊

數碼創
作能力 利用常用的電腦軟件創建、編輯或更改數碼媒體

數碼安全 利用簡單方法避免風險、保護裝置、私隱及資料

解難能力 處理簡單裝置/程式問題(例如：智能電話、書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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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能力:我們的發現



香港學生未能勝任的包括：
資訊和
數據素養 綜合多項條件進行複雜的搜尋，以尋找高度相關的結果並評估資訊

交流和
協作能力 因時制宜，善用溝通策略、保護數碼身份

數碼創
作能力 識別使用數碼媒體時，那些做法有可能侵犯知識產權

數碼安全 運用複雜的保安措施(例如：安全使用USB手指的方法)

解難能力 處理複雜的裝置+程式問題(例如：觀看影片時沒有聲音等）

數碼能力:我們的發現



數碼能力:閱讀箱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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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能力:閱讀箱線圖

最高

上四分位數: 25% 學生成績在此之上
中位數
下四分位數: 25% 學生成績在此之下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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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能力:我們的發現
中學生比小學生表現優勝 整體而言，中三學生的表現只稍勝中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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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鴻溝極大

-0.76

0.43



數碼能力鴻溝—校際差異極大
中學的學校間鴻溝比小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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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能力:我們的發現

表現鴻溝：
中一及中三 > 小三A

B

D

C



部分小三學生的表現比中一或中三更好

表現鴻溝：
小三 > 中一及中三

數碼素養表現鴻溝—校際差異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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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能力:我們的發現

B
X Y Z



校內數碼能力鴻溝亦可以非常大
中學的校內鴻溝亦比小學大

表現鴻溝：
中一及中三 > 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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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能力:我們的發現

S-B
~2 SD

S-A
>3.5 SD

P-B
<2 SDP-A

~3 SD



小數中學的中一學生表現比中三更好

中一和中三之間的
差異可能來自按能
力編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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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能力:我們的發現



巨大的數碼能力表現鴻溝

學生通過廣泛的網上學習而獲益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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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家和在學校如何使用數碼設備？

• 家庭有甚麼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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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學校

學習@家中

• 不論在家或在學校，學生很少因學業使用科技
• 多花時間消閒或與家人及朋友溝通

18

數碼科技應用:我們的發現



• 中學生花較多時間打機
• 約五成中一及中三學生每天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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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科技應用:我們的發現



10% 中學生有

上網成癮的風險

上網成癮的現象

• 不能控制花在上網的時間

• 因通宵達旦上網而導致睡眠不足

• 上網時間過長而影響學業

20

學生數碼福祉:我們的發現



網上欺凌現象

• 25% 的受訪學生是受害者

• 35% 的受訪學生曾經受害或施害

• 約17%的學生同時曾受害及施害

• 受害者較有機會欺凌其他人

甚麼是網上欺凌?

• 發出或轉載傷害人的信息

• 發出或轉載令人尷尬的相片或影片

• 散播謠言

• 公開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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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碼福祉:我們的發現



高風險的網上行為：
1. 在互聯網上認識新朋友

2. 為登入某些網站而虛報年齡

3. 接納素未謀面的人為朋友

• 高年級學生的情況較普遍

• 超過五成中三學生從事高風險的網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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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碼福祉:我們的發現



數碼安全問題：
1. 個人資料被盜

2. 密碼被盜

3. 電腦中毒

• 10% 學生 (涵蓋全部三個年齡組別) 曾因網上詐

騙而蒙受金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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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碼安全:我們的發現



學生能處理數碼安全問題嗎？
• 大部分小三學生認為自己不能夠處

理相關問題

• 一部分中學生認為自己未有足夠準
備處理相關問題

學生能否：

• 分辨哪些資訊應否在網上分享？

• 在不同的網上情境採取適當言行？

• 按對象更改分享的內容？

• 把不受歡迎的人從朋友清單中刪除？

24

學生數碼安全:我們的發現



我們的發現
數碼福祉及數碼能力相關

網上欺凌的情況

數碼安全

數碼素養分數

正面
關聯

負面
關聯

25



應用數碼設備的鴻溝

• 大部分學生擁有智能電話

• 約10% 學生家裏沒有大屏幕設備

• 約50%學生能獨享一種大屏幕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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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並獨享最少一種
大屏幕設備

家庭支援:我們的發現

大屏幕設備: 桌面. 手提. 平板電腦



父母支援方面的鴻溝

• 約40% 學生表示有父母的支援

• 中一學生報告有父母支援的比例
最高

• 約30% 學生表示不知道父母有否
協助他們

父母有否協助學生：

• 在互聯網上搜尋資料

• 識別安全使用互聯網的方法

• 解釋某些網站對我的正負面影響

• 建議在網上待人接物的方法

• 當互聯網上某些事情困擾着我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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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援:我們的發現



研究結果給我們的啟示:

疫情下學校停課, 廣泛使用網上學習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疫情後學校教育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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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和建議

數碼公民素養
(2019 年 4月或之前)

• 數碼能力 (能與不能

)

• 用途及風險

• 表現鴻溝

• 家庭及社會支援鴻溝

COVID19—廣泛網上學習
(從2020 年 2月開始)

• 運用科技作網上學習

從每天約1小時  主要的學習媒

介

• 設備鴻溝  對學習有何影響？

• 能力鴻溝  對學習有何影響？

• 學習支援鴻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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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公民素養
• 數碼能力 (能 與 不能)
• 用途 及 風險
• 表現 鴻溝
• 家庭 及 社交支援 鴻溝

如何應對或改善的原則

• 議題複雜 — 需要整全的解決方案

• 社會各界互相合作 — 需要方向一致

• 教育新里程 — 需要摸着石頭過河 (學習過程)

• 邊做邊試 — 需要建立機制讓各方協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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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動教育新一頁?

回復疫情前的狀態?



● 長時間的抗疫，「停課不停學」成效如何?

● 復課後有什麼需要關注?

● 網上學習的經歷為香港教育發展提供了什麼
機遇?

實況與啓示



甚麼是「數碼素養360」?

● 以360度全方位開展研究調查

● 得到學術界、家長、業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和
各社會團體的支持

● 以行動為本的疫後研究

● 推動全民優質教育



參與研究的學校

● 公開邀請全港學校參與

● 學校自願參加, 自行決定參與班級及班別、人數

● 參與的學校對學生的學習情況，包括數碼能力和學生的身心健康都
非常關心

● 調查結果總結了這些學校在停課期間的各方面經驗和需要

● 為學校及關心教育的人士提供寶貴的資訊以制定支援方向



參加學校的資助模式和各年級人數的分佈



參與研究的學校

收集數據時所面對的困難:

● 學校在復課後忙於應付大量日常工作

● 與學校的考試日期接近

● 學生需要輪流使用電子設備，因而要花
更多時間在每次使用前進行清潔消毒

另有一所特殊學校



參與研究的對象

學校領導層
● 校長、副校長/助理校長、教務主任/ 課程統籌主任、科主任 、資訊及通訊科技主任 、
STEM 主任 、德育及公民教育主任 (包括價值觀教育、生命教育、宗教教育等）、輔導主任、
訓導主任 、 全方位學習/課外活動主任、其他領導層角色

老師
● 只擔任教學工作

學生
● 小三至小六、及中一至中六學生

家長
● 有參與問卷調查學生之家長



首發佈主題:

總結停課不停學的

成果與挑戰：

為新常態做好數碼化準備



● 普遍不擔心會為其學習帶來長遠負面影響

● 最擔心的是復課後的考試 (中學生更為明顯)

● 有少許擔心會上網成癮

● 未有太大情緒壓力問題

● 與父母或同學的關係有所改善

● 願意回到學校面對面上課

● 自己的數碼能力有所提升

學生:
停課對他們的影響...



學校領導層、老師和家長:
● 普遍不擔心會為學生學習帶來長遠負面影響

● 學生的數碼能力有所提升 (老師於此項給予最高評分)

● 學校領導層十分認同其學校的老師數碼能力明顯進步

老師:

● 對教學進度影響不大

● 但擔心學生較難掌握複雜概念和技能

停課對他們的影響...



● 情緒健康稍遜 (中學生憂慮指數較高)

● 親子關係改善程度較低學生

社經地位較低的...



部份學生未能有足夠在家學
習的網絡和電子設備使用

在家學習的網
絡和電子設備



家長的社經地位 (接受政府津貼的類型)



● 感到其子女在停課期間的數碼能力進步較少

● 較大機會感到未能為子女提供足以應付網上學習的配
套，當中包括穏定的互聯網（高8.1%）及大屏幕設備
（高13.5%)

● 對子女未來一次考試成績的期望降低(15%); 但有30%
的家長的期望不跌反升。數據顯示家長的期望與社經
地位成正比

● 通常在停課前或停課期間不常在家參與子女的學習，
對子女學業成績的期望於停課後亦相應下降

社經地位較低的...



● 認為學生之間的學業成績差距擴大

● 認為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在停課期間學習進度落後

● 擔心學生較難在網上學習時掌握複雜概念和技能

社經地位的差別

學校領導層及老師



怎麼樣才算是良好的電子學習策略性準備?

❖ 老師經常安排學生在課堂上及家中使用進行電子學習, 包括
使用不同類型的網上學習平台和工具

❖ 學校有供全校師使用的網上學習平台(LMS),支援各種具互動
性、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活動及方便老師協作

❖ 重視讓所有學生,不論其社經背景,能在校內及家中上網學習,
例如:參與自攜裝置計劃（BYOD)

❖ 學校有完整的電子學習策略,并且是全校整體重點發展策略
的中心組成部份



接受調查學校參與自攜裝置計劃（BYOD)比例
(根據資訊科技統籌員問卷)



接受調查的學校領導層及老師在有自攜裝置計劃
（BYOD)學校任教的比例



在這些學校任教的老師(從教師問卷)

● 較大機會從同儕獲得網上教與學的支援

● 較大機會學其他老師並同協作設計網上評核

● 較大機會使用數碼科技與同儕在專業上作交流

● 數碼能力在停課期間有較高之提升

● 對自己進行網上教學的成效更有信心

● 對於學生面對關於欺凌、網絡欺凌和數碼安全的議題有較少憂慮

● 對於復課沒有太大壓力

● 會採用更多以學生為本的網上教學法，例如透過視像會議, 進行個別
輔導學生, 或作小組教學

● 對當前學校的工作滿意度較高

有良好的電子學習策略性準備的學校(BYOD)



在這些學校工作的學校領導層
(從學校領導層問卷)

● 認為老師的數碼能力在停課期間的提升較高

● 老師平日在課堂教學使用流動數碼設備（如：iPad）
的機會較高

● 對其學校老師的網上教學活動(製作網上教材、透過視
像會議進行學生個別輔導或小組討論、利用網上討論
區或即時通訊程式與學生討論)的效度評價更高

● 認同BYOD對未來教學的重要性

有良好的電子學習策略性準備的學校(BYOD)



在這些學校就讀的學生
(從學生問卷)

● 停課前或停課期間更能積極參加網上課程/活動

● 停課期間數碼技能有更大的提升

● 停課期間在網上上課時更專心

● 學生之間的關係更好，對學校的歸屬感更強

數據顯示，這些學生停課前上課的專注力較高；

而學生在停課前有網上學習的經驗，對於網上學習會更有信心

有良好的電子學習策略性準備的學校(BYOD)





➢增强網上教與學的能力

● 發展或強化電子學習策略，為混合教學（面授及網上混合）作好準備

● 提供更多適切的專業發展機會，針對設計以學生為本的網上課堂和有效評估

➢減少不斷增加的學習差距

● 在暑假提供補底課程或額外補課

● 進行評估以確定停課對學生學習成果的影響

➢加強與家長的溝通及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

學校領導層認為復課後最急切的工作是什麼?



學校及社會各界應如何為新常態做好數碼化準備?



傳染性學習!

學校及社會各界應如何為新常態做準備?



一個全球災難的發展史…

1st domino: 5mm tall, 1 mm thick

Each domino: 1.5 times bigger than the previous

13th domino: >1 m tall & >45kg

29th domino: as tall as Empire State Building 380m 
Source: https://media.giphy.com/media/pSF71761cbPNe/source.gif)

... 以幾何級數蔓延的災難

https://media.giphy.com/media/pSF71761cbPNe/source.gif
https://media.giphy.com/media/pSF71761cbPNe/source.gif


加州山火澳大利亞叢林大火

全球災難的例子

海洋污染造成的對
食物鏈的破壞



https://news.qq.com/zt2020/page/feiyan.htm#/global

一個仍在發展的全球災難



•早期發現

•識別方法

早期隔離
早期治療

Im
pa

ct
 s

iz
e

Time

危險區：
醫療衛生系統會崩潰

醫療系統的容量

備災：減輕全球災難引發的禍害

https://media.giphy.com/media/pSF71761cbPNe/source.gif


備災：查找和控制連接的途徑

完全隔離 規避隔離



備災: 一個學習的挑戰

Source: https://media.giphy.com/media/pSF71761cbPNe/source.gif)

檢測，隔離

1.在什麼時候可
以檢測到連鎖
反應途徑？

2.如何有效實現
隔離？ Source: https://media.giphy.com/media/pSF71761cbPNe/source.gif)

替代連接

1.哪些級聯鏈可以
最有效地部署？

2.要有效建立新的
鏈接，需要採取
哪些措施？

https://media.giphy.com/media/pSF71761cbPNe/source.gif
https://media.giphy.com/media/pSF71761cbPNe/source.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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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SARS中學到了什麼嗎？



Patient “0”

專業人員的新知識，
技能和行為變化

Remembering SARS 2003

我們可以找到從SARS學習的證據嗎？



香港社會以傳染性學習與SARS疫情作戰!

新的理解和行為規範在
社區中廣泛傳播



Does lockdown matter in COVID-19 pandemic control?

Robert P. Gwinn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and the former chair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教育研究如何備災？







網上學習可以替代面授教學嗎?

• 一切在乎有否正確的認識和準備

• 課程: 全盤規劃,那些必須在校上課——隨時候命

• 老師: 提升教學設計水平——學生中心、聚焦互動

• 學生: 移除數碼鴻溝——設備、網絡、數碼能力

• 社區: 支援弱勢家庭,減低社經鴻溝影響——安靜書桌

• 社會: 建立多層網絡,營造正向傳染性學習氛圍及能力





未來五期研究報告的主題(暫定)

1.總結停課不停學的成果與挑戰：為新常態做好數碼化準備

2.不同學校的電子學習策略: 特點和成效

3.老師的網上教學方法和困難:對專業學習的啟示

4.學校領導力:為線上線下學習靈活更替作準備

5.逆境中的情緒和壓力:建立學校和社區的抗逆適應力

6.為推動優質教育,提升數碼公民素養,建設全方位網絡



謝謝!

https://www.ecitizen.hk/360/
https://www.ecitizen.hk/

dcitizen@hku.hk

https://www.ecitizen.hk/360/
https://www.ecitizen.hk/
mailto:dcitizen@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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