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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首度引進世界級 GIS 科技予學界免費享用 

「Map in Learning」計劃 開拓學生高價值技能 

  

【2016 年 4 月 20 日，香港】世界各地均致力推動「商校合作」，藉著商界先進、專業的教育方

案，令師生能應用嶄新、優質的工具和資源於學與教上，既進一步開發學生的多元潛能，提升他

們高階思維能力，更讓他們及早連繫真實世界，擁有前瞻與開闊的視野。 

 

一向積極推動業界協作，為學界發掘創新電子教育科技的香港教育城（教城）聯合 Esri 中國（香

港），為香港學界帶來免費應用世界級創新科技的機會，於 2015/16 學年攜手推出「Map in 

Learning」計劃 (下稱「計劃」），並獲得教育局全力支持，為香港及澳門的師生免費提供雲端製

圖平台 ArcGIS Online。香港及澳門成為 Esri 於亞洲首個實行此計劃的城市，由計劃開展至 2020

年 7 月，預算將合共回饋學界超過五千五百萬港元。計劃由 2015 年年尾正式招募學校以來，已

有超過 70 所學校參與其中。 

 

有別於一般免費使用的應用程式或電子地圖平台，ArcGIS Online 包含大量政府、專業機構的資

料和數據，另提供一個開放資料集 （Open Data），由全球接近 3,000 位來自不同地區機構的使

用者提供合共超過 43,000 組的開放資料，在全球不同地方的政府機關、商業機構、非政府組織更

曾藉此成功完成各種各樣的應用案例，例如全港社會企業位置、全英國水路環境、美國加州的颶

風路徑和疏散路線等。「Map in Learning」計劃讓學校將優質的商用工具應用於教學，並推廣至

不同學科的學與教上，既可幫助學生開拓國際視野，啟發他們的高階思維和培養解決真實世界問

題的能力，同時更成功轉化業界既有資源及工具，開拓嶄新的教育科技市場，讓這些優質教育方

案得以普及應用。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先生表示：「教城一向致力為學界引入世界各地的優秀教育方案，令教

師和學生擁有更多豐富的工具和資源，提升學與教效能。為延續過往『學與教博覽』的成功，我

們希望透過與 Esri 中國（香港）合作推出『Map in Learning』計劃，造福學界之餘，同時將國際

的創新科技引入港澳兩地的教育市場。大量的數據資料和先進的分析功能，有助啟發學生的思考，

從中深入且多角度地認識各種議題及當中的癥結與問題，深化學習之餘，更促使學生有能力提出

解決問題的議案。學校和教師亦可藉此掌握科技優勢，提升教學效能，而學生亦可從與他們息息

相關的生活議題中訓練思考能力及提高高階思維，以生動的方法掌握課本內外的知識。」 

 

Esri 中國（香港）有限公司主席鄧淑明博士指出：「使用創新科技輔助教學已是學界大勢所趨，在

推動電子教學的同時，使用設計優良而多元化的電子學習工具尤為重要。透過『Map in Learning』



 

計劃，學界可以受惠於實時、跨學科的雲端製圖平台 ArcGIS Online，讓學生可以透過智能電話、

電腦、平板電腦等裝置，從圖像化的教學模式中更有效地汲取學科知識，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我們藉著是次與教城的合作，回饋學界，讓師生免費享用電子地圖作為教學工具，亦為下一代締

造優良的學習環境。」 

 

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為計劃的「先導學校計劃」合辦機構，協會主席黃健威先生指出：「要落實

推行電子教學，需要業界持份者多方配合。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一直對不同電子學習計劃進行

支援。參與『Map in Learning』計劃的先導學校，更可率先參與培訓工作坊及技術支援。我們希

望透過先導學校的意見分享及經驗交流，不斷完善教學方案及支援，更讓學界進一步掌握這類高

質素且具國際視野的學習工具和方案，令電子學習更加百花齊放。」 

 

已有不少學校陸續開始策劃及實踐將ArcGIS Online 應用於各學科的課堂和活動上，例如地理科、

通識教育科、經濟科、戶外考察、海外交流團等，香港培道中學及華仁書院（九龍）代表亦分享

了他們的心得及經驗。香港培道中學呂志強老師指出：「學生可透過 ArcGIS Online 於戶外考察收

集資料，在課堂上整合和轉換不同數據和資料以進行複雜的分析、研習，便利程度較傳統學習高，

更可帶動學生深入了解與他們生活社區息息相關的議題，有效訓練學生以高階思維認識和解決生

活常見問題，多方面為學生帶來更有趣、更有效的學習體驗。」 

 

華仁書院（九龍）榮聰老師則認為：「培訓學生的資訊搜集及分析能力，必須給予更多學生親身參

與的機會。透過嶄新的『Map in Learning』計劃，學生可以於 ArcGIS Online 雲端製圖平台，自

行並輕鬆擷取及理解世界各地的種種數據，亦可培養他們自行搜集資料技能，同時利用工具的空

間分析功能，有助學生組織、比對、分析不同資料和數據的關係、結果等，深化學生對議題和知

識的掌握。」 

 

- 完 – 

 

附件：「Map in Learning」計劃傳媒午餐會相片、「Map in Learning」計劃簡介及 ArcGIS 

Online 簡介 

 

 

  



 

有關香港教育城  

香港教育城（www.hkedcity.net）的一站式專業教育網站，結合資訊、資源、互動社群與網上軟

件工具於一身。教城承諾與時並進，以成為業界倡導者為己任，全力推動學界透過資訊科技提升

學與教效能，與教育界同業並肩迎接這新機遇。 

 

有關Esri中國（香港）有限公司 

Esri（Environment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是全球最大的地理資訊系統（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軟件供應商。Esri中國（香港）有限公司是Esri在香港和澳門的分公司，致

力為區內客戶提供最尖端的GIS軟件和製圖解決方案。Esri讓人們從地理角度更深刻地認識千變萬

化的世界，進而啟發和裝備他們以創造更美好的未來。Esri中國（香港）全力支持客戶成功實施各

種創新的GIS應用，把Esri的理念傳遞予本地客戶社群。 

 

 

傳媒聯絡及查詢  

香港教育城傳媒查詢熱線 

電話：(852) 6186 7816 

 

 

袁柏恩小姐 

香港教育城 

電話：(852) 2624 1020 

電郵：patricia@hkecl.net 

 

洪婉玲小姐 

香港教育城 

電話：(852) 2624 1007 

電郵：linghung@hkecl.net  

 

蔣思聰小姐 

脈博顧問 

電話：(852) 9813 6791 

電郵：vchiang@madbox.com.hk 

 

麥婉婷小姐 

脈博顧問 

電話：(852) 9061 1291 

電郵：kmak@madbox.com.hk 

 
 
 
 
 
 
 
 
 
 
 
 
 

http://www.hkedcity.net/
mailto:patricia@hkecl.net
mailto:linghung@hkecl.net
mailto:vchiang@madbox.com.hk
mailto:kmak@madbox.com.hk


 

附件 

 

圖一：（左起）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健威先生、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先生及 Esri

中國（香港）有限公司主席鄧淑明博士，於傳媒午餐會上分享協作推出「Map in Learning」計

劃的重要性。 

 

 

圖二：學校已經開始應用 ArcGIS Online 平台，華仁書院（九龍）師生齊來分享他們應用的經驗

和收獲。 



 

 

圖二：香港培道中學呂志強老師已帶領學生利用 ArcGIS 完成課外考察，讓學生透過進行資料搜

集，認識土地利用課題。 

 



附件 

「Map in Learning」計劃簡介 

 

主辦機構 

 

 

Esri 中國（香港） 香港教育城 

 

背景 

「Map in Learning」計劃為香港和澳門免費提供雲端製圖平台 ArcGIS Online 學校帳

號，成為 Esri 於亞洲首個實行此計劃的城市。Esri 美國總部於 2013 年宣佈回饋價值數

以十億美元計的 ArcGIS Online 學校帳號予全美國的中、小學校，以行動支持美國白宮

倡導的「ConnectED」計劃，並在 2015 年宣佈透過「Map in Learning」計劃，把回

饋擴展至香港及澳門所有中、小學校。 

 

簡介 

 「Map in Learning」計劃由 Esri 中國（香港）及香港教育城主辦，並得到教育局

全力支持，旨在發展、推廣及提供優質電子學習資源，為下一代締造優良的學習環

境。 

 此計劃的願景是鼓勵學校在課外活動中廣泛運用創新的 GIS 解決方案和軟件，讓

學生有更多機會學習。 

 

目標 

 開拓免費、創新、互動而且容易使用的教學材料和工具，協助老師為特定教學目標

創造更合適的學習情境，讓學生獲得一般在課堂上難以體會的經驗。 

 介紹 ArcGIS Online 給學校和老師，讓學生透過製作網上地圖和分析數據，鼓勵同

學們對世界及本地社區有更深入的了解。 

 提供容易使用、能隨時隨地存取雲端地理資訊系統和製圖平台的教學工具，為不同

科目的多元化學習模式提供協助和支援，例如地理科、生物科、資訊及通訊科、通

識教育科等。 

 讓學生在未來可充分發展解決問題、數據分析、技術集成和創新等高價值技能。 

 

 

 

 

 



免費資源回饋學校 

工具及配套包括： 

 免費 ArcGIS Online 學校帳號（包括 1,500 個 ArcGIS Online 指定用戶及每年

1,000 個 ArcGIS Online 服務點數，有效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服務點數可用於數據儲存、高階數據存取或進行地理編碼及分析。） 

 教師培訓工作坊 

 技術支援服務（電話專線和電郵以供查詢） 

 自學電子資源 

 ArcGIS Online 入門手冊 

 

進程 

階段 內容及目標 

第一階段 

滲透期 

 介紹「Map in Learning」計劃予全港中、小學校 

 與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合辦，邀請學校參與「先導學校計劃」 

 透過簡介和教師培訓，讓學界認識 ArcGIS Online 

 

 

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 

第二階段 

採納期 

 學校熟習 ArcGIS Online 操作，將工具融入教學設計 

 嘗試於不同學科課堂或戶外教學中應用 

第三階段 

實踐期 

 深化及普及應用 ArcGIS Online 於學與教 

 除教學上，學生能善用運用 ArcGIS Online 作為學習、專題研習

或課餘活動等方面 

 



附件 

ArcGIS Online 簡介 

 

有關 ArcGIS Online 

ArcGIS Online 是一個讓任何人隨時隨地、在任何裝置上容易使用的雲端製圖平台。

透過「Map in Learning」計劃，老師可以把網上製圖科技和空間分析與 STEM、綜合

人文科、通識教育科、常識、甚至語文科等科目結合，使學生更投入創新和互動的學

習領域。 

 

一個雲端製圖平台以製作和分享互動地圖，無需安裝任何軟件或程式，可實時存取現

有的地圖和應用程式，亦可以選擇使用別人分享的數據和地圖，運用多元化的內建功

能，呈現各種圖表、照片及網頁，製作成不同科目或專題的地圖，建立地圖，講述自

己的故事。 

 

 

 

 

 

 

 



ArcGIS Online 應用程式 

ArcGIS Online 是在雲端上操作，為了方便使用者隨時連接不同數據到網上地圖，特

別設計多款適用於不同智能電話、平板電腦、電腦的應用程式。師生無論身處於課室

或戶外，均可以使用他們個人的電子儀器，便捷地存取到他們的作品。 

 

數據輸入 - ArcGIS Maps for Office 

 把 Excel 試算表內的數據轉換成

互動地圖，以進行分析及分享到

網上 

 可於 PowerPoint 簡報中加入互

動地圖 

 對應軟件：Microsoft Office 

Excel、PowerPoint 

瀏覽地圖 - ArcGIS Earth 

 免費應用程式，以互動形式來探究

3D 和 2D 地理數據 

 可將個人位置資料加入地圖，或在地

圖上加上簡單標示 

 對應系統：Windows 

 

資料搜集 - Collector for ArcGIS  

 支援線上／離線編輯的手機應用

程式 

 於戶外活動時利用智能電話或平

板電腦，把資料加入地圖內，如

位置、有關該地方的資訊等 

 所有更改可即時上傳到 ArcGIS 

Online 

 對應系統： iOS、Android、

Windows Phone 

地圖製作 - Esri Story Maps 

 輕易建立一個專題地圖網站，以敘述

有關位置、人文、生活、時事或其他

故事 

 可將短片、照片、音訊和文字加到地

圖內 

 無需編碼 

 支援瀏覽器：Google Chrome、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Microsoft Edge、Firefox、Safari 

 

瀏覽地圖 - Explorer for ArcGIS  

 查看和搜尋所有儲存於 

ArcGIS Online 上的地圖和數據 

 可在地圖上加上簡單標示，及進

行簡易測量（如距離、面積等） 

 對應系統：iOS、Mac、Android  

問卷調查 - Survey123 for ArcGIS 

 輕易製作一份簡單易用的問卷 

 於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上簡易地收集

和管理數據，包括所在位置的數據 

 對應系統：iOS、Android、

Windows、Mac、Linux 

網頁製作 - Web AppBuilder for 

ArcGIS 

 輕易建立一個能同時於

Android、iOS、Windows、OS 

X、Linux 登入的網上應用程式 

 內有超過 40 個小工具

（Widgets）可供選擇，如分

析、測量、列印、搜尋、書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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