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教學資源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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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時•創新•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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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電子教學平台

•	 	備有多個版本（iOS、Android、Mac	OS、Windows），供

不同裝置使用

•	 集電子課本、互動課堂活動、電子評估功能於一身

一站式電子教學平台

e-learning Platforms

https://www.oupchina.

com.hk/zh/isolution

1 	電子課本

3 	電子評估

2 	互動課堂活動

https://www.oupchina.com.hk/zh/isolution
https://www.oupchina.com.hk/zh/i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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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集所有相關的教學資源（例
如網頁、互動課堂活動、影片
等），一目了然 詞彙朗讀功能

1  電子課本 e-Book
•	 備有各式工具，方便老師授課和核對課本答案

  新增便利貼，加
入筆記

  加 入 其 他 教 學
資源

加入書籤

MDM（多設備管理）功能

操控學生的流動裝置，輕鬆管理課
堂秩序

開啟／關閉 MDM 功能

黑屏

翻頁控制

顯示已連接的學生裝置

功能一應俱全

不同的畫筆工
具方便授課

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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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核對答案

點擊相關頁數按鈕，即
可 於 對 頁 展 示 有 關 頁
面，快捷方便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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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動課堂活動
Interactive Class Activity

翻轉課堂 辨認構造

圖片分享 意見分享

釐清概念 活用技巧

•	 設有不同種類的互動電子課堂活動 提升課堂互動性

Construct a cell membrane model. Take a photograph and share it with your class.

STEM DIY

Follow the steps below to design a healthy meal plan. Share your work with the class.

Search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designing meal plans. 

Do you think these meals are healthy? Why? 

Design a meal plan with reference to the guiding questions on Ch 5, p. 33. 
Take a photograph of your plan and share it with your class.

Evaluate your meal plan.

STEM Project

Breakfast

instant noodle with fried 
egg and luncheon meat

orange juice

Lunch

cola

fried flat rice noodle 

with beef 

Dinner

apple
ma-po 
tofu

steamed ricevegetable

Yes         No  Yes         No  Yes         No  

Design

Test

1 Do the meals provide the right amount of energy? Yes   No

2 Do the meals provide the right amounts of nutrients  Yes   No
(particularly protein, minerals, vitamins and dietary fibre)?

3 Can each meal be prepared within 30 minutes? Yes   No

4 Are the meals safe to eat? Yes   No

5 Are the meals attractive and delicious? Yes   No

Research

Based on the skill you have learnt on Ch 4, p. 15, draw a diagram of the set-up below. 
Take a photograph and share it with your class.

Skill Practice

�lter funnel

clamp

beaker

�lter paper

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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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自動批改功能，省時方便

•	 	附詳盡報告，老師可即時查閱，更可分析及追蹤學生成績

3  電子評估 e-Assessment
•	 題目多元化，包括「分段小測 Section	quiz」和課本

「測試站 Checkpoint」的題目，測試學生對課題的理解

•	 老師可因應教學需要，修改題目內容及答案

善用報告分析學生的常見錯誤

更改題目內容 修改答案選項

  持續追蹤學生學習表現，方
便跟進學生的學習進度

  學生的學習數據可匯出成 Excel
檔案，方便存檔和進一步分析

靈活自主

報告詳盡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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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電子評估發放給學生

3  假如想更改發放的班別，
點擊選單上的 ，進行
變 更，然 後 點 擊「是」來
保存

1	 	點 擊 ， 切換 至
備課模式

2  選擇想發放的電子
評估，點擊圖示上
的  後 ，標 示 會
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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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多項選擇題形式，提供課堂即時問答

題目緊扣每節內容 搶答模式帶動課堂氣氛

即時數據回饋及圖表分析 比賽模式有助激發學習動機

•	 	簡單易用，更可經電郵發送給

學生

•	 設自動批改功能

  老師可因應需要更改題目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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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課堂 • Flipped classroom

•	 設有影片詳細講解生物學概念，鼓勵學生

自主學習

•	 影片附有中英文字幕

•	 	Twig	提供優質的生物學影片，

質素達國際水平

•	 	備有自動批改練習，學生

觀看影片後，可即時測試

所學

影片高質素

試試看 !

獨家

https://eresources.oupchina.com.hk/NSSBIO3E/nssbio3e_flipews.html
makp
Stamp

https://resource.twigscience.com/video.html?id=380690744
https://resource.twigscience.com/video.html?id=380695620
https://resource.twigscience.com/video.html?id=3806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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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庫 • Question bank

•	 題目總數超過4000題

•	 備試卷製作程式，題目分類增至22個

評估及備試資源

  科學探究題   顯微照片題   跨課題題目

•	 提供大量海外考試局試題，包括 CCEA、OCR 等

•	 新增題目緊貼 DSE 出題趨勢

題目按考核技能和性質分類

篩選題目更快更準

Assessment and Exam 
Preparation

技 能

• 基本概念
• 概念應用
• 數據處理
• 設計實驗
• 科學探究
• 分析圖表
• 繪圖
•  明辨性思考能力
• 傳意
• 運算

性	質

• 跨課題
• 顯微照片
• STSE 連繫
• 結構圖
• 科學本質
• 閱讀理解
• 配對題
• 比較題
• 海外試題
• 高階思維

更多題目
即將登陸
試題庫



111

Prokaryotic
cell

‧ A cell without any
membrane-bound
organelles (e.g. nucleus,
mitochondria and
chloroplasts).

‧ DNA is lying free in the
cytoplasm.

cell wall cell membrane cytoplasm

ribosome DNA

11

網上學堂 • Online tutorial

•	 	提供教學影片，幫助學生理解「例題解說 Learning

through	examples」的內容，迅速提升答題技巧

  温習卡有詞彙的詳細描述及
圖片，更可連接至相關的多
媒體資源

温習卡 • Flash card

•	 	學生可使用温習卡重複温習生物學詞彙，輕鬆把詞彙轉

化為長期記憶

•	 支援手機、平板裝置和電腦，隨時隨地温習

方便學生自主學習

輕鬆學習生物學詞彙

試試看 !

https://eresources.oupchina.com.hk/NSSBIO3E/video/nssbio3e_tutor4.1_e.html
ma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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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 • AR

•	 使用 AR	卡提高學習趣味及課堂互動性

多媒體資源

  利用人的腿部 AR 模型，學生能清楚看見腿部活動時肌
肉的狀態

1   掃描右下角的 QR 碼或從
教學資源中心下載並列印
AR 卡，按指示把卡放在
適當位置

2   用 流 動 裝 置 開 啟 AR 網
站，把鏡頭對準 AR 卡

3   試試伸展或屈曲腿部，留
意腿部肌肉的變化

AR 卡使用方法

試試看 !

透視結構，了解機理

Multimedia Resources

https://eresources.oupchina.com.hk/NSSBIO3E/nssbio3e_ar_leg_c.html
https://eresources.oupchina.com.hk/NSSBIO3E/nssbio3e_ar_leg_c.html
ma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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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考察 • VR

•	 隨時隨地進行生態考察和實地參觀活動

紅樹林虛擬實境

1   用手機掃描右下角的 QR
碼開啟 VR 網站，點擊畫
面左上角按鈕進入畫面左
右分割的 VR 模式

2   把手機放進 VR 眼鏡，然
後戴上 VR 眼鏡

3   開始 360o 虛擬考察 !	

如何進行 360o 虛擬考察

試試看 !

支援各類流動裝置

https://eresources.oupchina.com.hk/NSSBIO3E/video/nssbio3e_vr_mangrove.html
https://eresources.oupchina.com.hk/NSSBIO3E/video/nssbio3e_vr_mangrove.html
ma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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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與女性生殖系統並排展示，同時強調值得比較的結構

•	 模型中各個主要構造均備有詳細標註

•	 增設練習，讓學生鞏固所學

支援各類流動裝置
3D模型 • 3D model

試試看 !

https://eresources.oupchina.com.hk/NSSBIO3E/video/nssbio3e_3dmodel13.1.html
ma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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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 Video

•	 大量實驗影片，方便老師於課堂上講解

斯帕蘭札尼的科學探究

温度和 pH 值對酶活性的影響

試試看 !

試試看 !

•	 增設 YouTube 頻道，

方便於頻道上收看影片

試試看 !

立即訂閱 !

動畫 • Animation

模擬實驗 • Simulation

支援各類流動裝置

https://eresources.oupchina.com.hk/NSSBIO3E/video/nssbio3e_pract3.1_e.htm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ZKOvSw4l9LPF7SSUolZdy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ZKOvSw4l9LPF7SSUolZdyg
https://eresources.oupchina.com.hk/NSSBIO3E/video/nssbio3e_ani1.1_e.html
https://eresources.oupchina.com.hk/NSSBIO3E/video/nssbio3e_sim4.1_e.html
ma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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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中心 •Teaching Resource Centre

 https://trc.oupchina.com.hk/biology/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宏遠街 1 號一號九龍 39 樓

營業及服務熱線：(852) 2516 3126

傳真：(853) 2565 8491

網址：www.oupchina.com.hk

3
牛津大學出版社

客戶主任	 聯絡電話	 服務地區

梅思琪 Suki Mui 6027 5588 沙田區

高其卓 Jamie Ko 6208 6031 大埔、北區

蔣炳文 Johnson Chiang 6208 6027 灣仔區、天水圍、洪水橋、元朗區

何慧德 Yvonne Ho 6208 6026 葵青區、馬鞍山、離島、東涌

羅金英 Eagle Law 9856 3860 屯門區、深水埗區

麥志立 Alex Mak 6208 6029 油尖旺、黃大仙、將軍澳、西貢區

張浩然 Ricky Cheung 6117 5853 中西區、東區、南區、荃灣區

鄒子江 Steve Chau 6112 9559 九龍城區、觀塘、藍田、油塘、秀茂坪

黃凱斯 Hoisy Wong 6208 6025 統籌各區

立即瀏覽！

牛津大學出版社（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北京街 202A 至 246 號澳門金融中心 9 樓 L 座

營業及服務熱線：(853) 2870 6178

傳真：(853) 2870 6179

網址：www.oupchina.com.hk

https://trc.oupchina.com.hk/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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