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現正就擬議的2014「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期

至2013年11月30日，諮詢文件可於「數碼21」網站(www.digital21.gov.hk)	下

載。我們歡迎各位老師就上述兩項及其他建議，從你們專業的角度和實際經

驗提出寶貴意見，攜手為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制訂未來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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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數碼21 」資訊科技策略建議全港約1000
間學校，每間班房都能夠無線上網，便利電子
學習，加強課堂互動。

新策略亦建議初中課程加入程式編製，
加強邏輯思維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2014「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
的公眾諮詢至11月30日，歡迎
業界及公眾提出寶貴意見。

	 資訊及通訊科技是帶動整

體經濟及社會持續邁向高端發

展的火車頭。政府早於1998

年制定首份「數碼21」資訊科

技策略，為香港資訊及通訊科

技發展藍圖勾劃宏觀綱領。科

技發展一日千里，我們與時並

進，分別在2001年、2004年和

2008年三度更新該策略。

HKACE Facebook

	 科技大大革新了現代教學模式，科技已從一門學科，演變為整個學習過程不可

或缺的一環。積極推動互動和多媒體的電子學習，鼓勵學生善用浩瀚的網上學習資

源，促進知識共享和思想交流已成為國際的大趨勢。雖然現時香港大多數中小學都

有寬頻上網服務，但Wi-Fi無線上網服務覆蓋的範圍相對局限。教育局的資料顯示，

只有一半的官立和資助學校所有課室均具備Wi-Fi無線上網服務，而其中只有16%的

學校是利用最新的技術進行Wi-Fi無線上網。

	 電子學習能否取得成效，取決於上網的方便程度和速度，以上的數字反

映課室的Wi-Fi無線上網能力並不足以有效支援電子學習。因此，新的「數碼

21	」策略建議為全港所有官立和資助學校的每個班房提供寬頻及Wi-Fi

無線上網服務，以便學生可隨時和穩妥地上網學習。

	 隨着資訊及通訊科技日益普及，嶄新科技如浪潮般不斷興起，我們再度更新策略，以配合全球趨勢和不斷提升的社

會期望。新策略以「智慧香港、智優生活」為主題，讓香港透過善用科技，推動經濟和社會在多方面的持續發展。新策

略涵蓋四個策略重點及總共十八個建議措施，涉及多個層面，當中有兩項特別關乎教育。

	 今時今日，資訊及通訊科技已融入幾乎所有經濟和社會活動中，所以科技教育是不

可或缺的一環。我們不僅要讓學生靈活地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也有必要使下一代人認

識和掌握程式編製。程式編製讓學生學會解決問題的方法，培育有條不紊的思考方法和

邏輯思維。因此，我們建議研究讓學生學習基本程式編製。

	 我們的目的不是培訓電腦專才，而是希望每個學生都能透過程式編製的教育，培養邏輯思

維，建立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解決問題的習慣。舉例說，修讀英國文學的大學生由於在中學已學

會了基本程式編製，便明白資訊及通訊科技可協助他學習和交流。同時，文科出身的同學將來畢

業，投身社會並晉身企業管理層後，當他們遇到業務或人力資源管理等問題時，亦會意識到資訊

及通訊科技的重要性，而樂意利用科技解難。

「數碼2
1」

資訊科
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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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屈指一算，轉眼間我加入了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這個大家庭已經超過二十多年了，當中由一個普通

的會員老師，曾經出席過一些周年會員大會，和一些教師的培訓活動，亦跟過當時郭弼校長到香港大

會堂教一些少年電腦班，賺些車馬費外，便沒有其他較大型的活動或展覽。及至 2003 時由於有一位理事移民加拿大
和正值當時另一位當編輯的理事退下來，我便被邀請加入了理事會，而且擔起負責統籌學會內的資訊科技教育會訊及

年刊的主編工作，一做就是六年，2009 年正是人事交替的時候，很多前任的主席，副主席及理事換屆的時候，我便

擔任了學會的副主席一職，今年增加了外務副主席的職位後，我便專以管理內務和員工的聯繫作為主要的工作。

	 回顧這十年的理事工作，可謂有喜有樂。正如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口號；「人生有起有落，起落時不忘喜

樂事」，不錯，會務在這些年來可能有起有落，但在這裏與一班理事的合作真是有喜有樂，因為大家都是本著服務全

港老師和學生的心態來工作，況且大家都是義工，不存在私心，有時縱有遇到困難和爭抝的時候，大家都能迎難而上，

使學會經歷了它的二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二十五周年會慶，甚至剛剛過了不久的三十周年晚宴，相信三十五周年的慶

祝活動將更具挑戰性。

	 主編偏在這個時候邀請我供稿也可以算是有點造物弄人，因為大家都見證著會訊無論從文章的質素和色彩的設計

以至排版比我任主編時都有很大的進步，又增設了一些長期的專欄，整份刊物看來十分人性化，好不專業，也增加了

它的可讀性。正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我們這班「老餅」

看來應該是引退的時候。說不定來年今天我會和大家說聲再見！

還望各位努力，香港的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是靠大家，

香港未來的主人翁也需要靠大家悉心的栽培。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副主席		馮新偉博士

	 由匯基書院及銘賢書院合辦的「聯校資訊

科技周」來到第四年，每一次的「IT	Week」

兩校皆在校內分別舉辦一些有關資訊科技的活

動或攤位，再邀請另一學校的同學到場彼此交

流，並有兩校合辦的「IT	Quiz」，以增加兩校

學生交流，同場競技，氣氛一流！

聯
校
資
訊
科 技

周

	 今年的主題與移動學習（Mobile	Learning）有關，這是教育界

或資訊科技界的大熱話題，不論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也日漸普及，

成為了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這也成為今年的主題，讓同學從

不同的攤位中體驗更多。期望來年的資訊科技周有更多學校一同參

與，讓不同的學生之間有更多的交流，讓資訊科技在友校間更多發

揮，讓同學更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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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的重要日程如下：

活動
預告

本屆「學習如此多紛」主題為「IT 學與教」電子套件製作，

讓學生思考學習上所遇到的困難，對相關課題進行更深入的

理解、分析與建構，然後選擇最合適的資訊科技工具來製作

學與教電子套件，最後以現場演繹和報告形式展示作品。

參賽者須提交報告及自備電腦，現場介紹演示作品及回答評判團對有關

作品的提問。初賽將會決定部份類別獎項。

決賽者須自備電腦，現場介紹演示作品及回答評判團對有關作品的提問。

所有獲獎者及其校長、指導老師、家長將獲邀出席。

																																												備註

組隊、邀請指導老師、選定題目、訂定計劃、搜集及整理資料、

製作報告、電子套件等

寄往或送交：

九龍塘沙褔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W106 室	香港教師中心轉交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日期

現在至初賽前

2013 年 12 月 6日

（星期五）

或之前

	
2014 年 1月 25 日

（星期六）上午

	

2014 年 3月 8日

（星期六）

事項

訂定作品

題目及內容

報名

初賽

( 分組賽 )

準決賽	( 上午 )

總決賽	( 下午 )

頒獎禮	( 下午 )

每份作品需提交下列各項：

1. 報名表格

2. 報名費 $50	

			 ( 支票抬頭：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

誠邀出席電腦科課程修訂研討會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聯同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計劃為現時老舊的初中及小學電腦科課程，提出修訂及優

化，並於教育局新的「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補充」下，草擬出一個更新及劃一的教學進度表，以供全

香港各中、小學學校參考之用。現定於以下日期，舉行初中及小學電腦科課程修訂研討會：

日期：2014 年 1月 8日 ( 三 )、9日 ( 四 ) 及 13 日 ( 一 )

時間：下午 2:30	至	8:30

地點：民生書院（九龍東寶庭道 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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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誠邀		閣下出席是次研討會，一起為本港電腦科課程共同籌謀

發展，完善初中及小學電腦科課，以造福莘莘學子。

如		閣下對此項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06	6683 與學會職

員聯絡或瀏覽學會網站：www.hkace.org.hk。



本會現正安排「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模擬考試

2014」，讓2014年的應屆考生感受公開試的

氣氛，同時亦邀請各有關老師出席當天舉行的

模擬考試試卷會議，以促進各參與學校及老

師之間的交流，預早分析結果以便調整教學策

略，以應對未來的文憑考試，詳情如下：

如  閣下對此項活動有任何查詢，

請致電2406 6683與學會職員聯絡

或瀏覽學會網站：

www.hkace.org.hk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Education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Organizers
主辦機構

日　　期：2014年1月4日 (星期六)

考試時間：試卷一：上午8時30分至10時30分

　　　　　試卷二(C)：上午11時15分至下午12時45分

評卷會議：試卷一：上午9時至11時30分

　　　　　試卷二(C)：下午2時至4時

試　　場：聖言中學、林大輝中學、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香港真光書院

對　　象：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資訊及

               通訊科技科考生

人　　數：800人（參加學校必須為學會會員）

費　　用：試卷一：$50 /每位考生

　　　　　試卷一及試卷二(C)：$80 /每位考生

考卷語言：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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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Cha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ficer, CDI,  EDB

李俊言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In recent IOIs and IOI2013,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tasks 
were designed in modular approach and “subtasks” become 
common in programming problem. “Subtask” is a part of the 
programming problem, which shares the same scenario, but with 
different constraints and test data sizes. It splits a single problem 
into different parts, as such, instead of scoring “0” when a student 
failed to answer the problem, student might score point(s) if he/sh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subtask”. Students could demonstrate 
their different programming knowledge via solving “subtasks” so 
as to reflect their abilities.  Such arrangement in programming 
design was worth to be adopted in future HKOI competition.  All 
competition questions were kept in the IOI websites for reference.  
HKOI competition co-organiser,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Education (HKACE) could make use of the sources for 
the training to the future Hong Kong, China team.  

 In addition to the competition, as usual, there was a 

	 今年是中學生涯的最後一年了。之前我曾代表香港出國參

加比賽，但成績都未如理想。來到 IOI	2013，我希望能在中學

最後一次國際比賽中獲取佳績。

	 第一天的比賽有三題。第一題和第三題是比較 standard 的

題目。而第二題是 image	processing 的題目，是替一些畫鑑定

畫派，在 OI 界中很少見。所以第二題應是比賽的關鍵。我決

定先做第一、三題。第三題要拿部分分很容易，但滿分就很難

了。這兩題預期可以拿到 140 分左右。可是交了 program，大

會的評測系統過了 1小時也沒反應！於是去做第二題。其實這

一題運氣成分很大，因為鑑定結果只要相差一點點，分數就有

很大差距。把這題交了，再看看其他 program 有沒有錯。1小

時之後，Q1結果出來了，是 0分！ Q2的分數也未如理想。把

這兩題改了再提交上去，又等了 1小時，Q1 依然是 0分，而

Q2的分數也沒太大改變。

	 這一天其他隊員都拿到不錯的分數，相反我的分數只有

76 分，而總分是 300 分，大多獎牌無望。完了比賽之後，很

沮喪，很失望。最後一年的機會就白白浪費了。於是我決定放

下比賽成績，享受餘下的旅程。

	 Competition	Day	1	之後的一天是旅行日，遊覽沙灘和水族

館。雖然在澳洲是冬天，但來自歐洲的選手都紛紛下水，而我

們就不太熱衷。乘旅遊巴回程時，後面的四位選手正在聊天。

聽他們的語言很像德語，甚至有連續幾個字是和德語一樣的。

於是我用德語和他們打招呼。原來他們是盧森堡的選手，說盧

森堡語，和德語有密切關係。我和他們談天，藉此了解他們的

文化。原來盧森堡語只有口語，沒有文字，跟粵語情況類近！

	 第二天的比賽，最後一題是很 standard 的題目。我覺得自

己的做法能拿滿分。但交了之後，只得到三成分數。我心想自

己的算法沒問題，一定是寫得不好。於是又花了兩個小時，但

分數仍沒改變。剩下的時間草草做了另外兩題，所以分數不高。

看自己的總分，知道自己無緣獲獎。後來跟其他國家選手討論，

原來我的算法有漏洞，所以只能拿到三成分數。幸好已有了 Day	

1 的心理準備，失落獎牌也不太傷心。

	 之後的一天，我看到一位日本選手，於是用日語跟他交談。

他聽得高興，還問我有否在日本住過。我看他的名字很特別，

原來他是中日混血兒。

	 到了閉幕禮，我們香港隊跟其他國家隊伍拍照、交流，又

和當地的volunteers交談，也令我見識大增。雖然這次失落獎牌，

但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 IOI 那種國際氣氛。有了 IOI	2012 的經

驗，這次我更主動與外國選手交談。既可增廣見聞，又可熟習

外語，是獎牌之外最大的得著，實在不枉此行。出外比賽不單

是比賽，還是國際舞台，要積極交流、把握機會。希望師弟師

妹能做到這一點。

IOI2013 

conference in IOI2013.  Several speaker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in conducting the Informatics in Olympiad competition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The competition provided a platform to train and 
select talented students who performed well in programm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selection process was almost the same 
in Hong Kong, and in-line with the recommendation made in 
the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ad, that “contestants 
should be participated in a local, regional or national informatics 
competition in their countries as a pre-selection for the IOI, and 
that they belong to the winners of that competition”. 

 Some speaker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in promoting 
programming to youngsters via on-l ine learning. These 
experiences shed light to enhance future training for the Hong 
Kong team.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I have been to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first one being IMC 2012 in Taiwan. 
 There are some notable differences, though. In IOI, we have 
much more free time, especially at night. We can participate in 
social events and meet new friends from around the globe, or stay 
in the dormitory and play computer games. My biggest regret is that 
I did the latter for the firhttp://customer.e-print.com.hk/samplefile_
pdf/2667/220/jpg/2667220-1f.jpgst five days, missing precious 
chance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Sampson, on the other hand, 
made best use of his linguistics knowledge to initiate chats with other 
contestants, which I truly admire. If I could go to IOI again next year 
(coincidentally, IOI 2014 will be held in Taiwan), I would like to do the 
same.
 “The IOI is not just about the competition. It is about meeting new 
friend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what one of the 
speakers said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I have really put that in 
mind. The words give me the power of transformation, from an interior 
person to one of the crazy dancers in the “Farewell Aussie” party. 
That was a special feeling. Through dancing, sweat was exchanged 
for happiness. Through friends, pain is halved and fun is shared.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night.
 The competition itself was just a small part in the fascinating 8-day 
journey. Anyway, I did realize something important --- the result does 
 Time management --- How would you spend the precious five 
hours? Would you attempt full solution, 
or solve several simple subtasks and give up? This is a hard decision 
indeed. Surely not many people can get full marks in IOI, right?

Photo taken with 
other dancers 
after the party

IOI2013 Tung Kam Cheun   La Salle College

 Mental status --- Keeping 
calm can help you do your 110% 
during the contest. Conversely, being
nervous disturbs your thinking and coding process.
 Last but not least, luck --- On day 1 the server was performing 
poorly because the time limit of Q3 is 20 seconds, but contestants 
were allowed to submit code once every minute. I found the first 
problem easy and solved it at an early stage. Unfortunately, my other 
three teammates didn’t do the same and have to wait till forever for 
the feedback.
 Therefore, the one with the best ability may not win. Another 
way to say it is that contest results may not reflect one’s ability. To 
me, silver medal is just as expected, but rank 47 is quite surprising. 
I cannot think of any explanation besides that many opponents 
performed under-par. It seems to me that first-timers, without burden, 
may out-perform veterans.
 As a whole, this year’s IOI was well drafted and organized, only 
ruined by the overloaded server on contest day 1. The volunteers 
were full of passion, as if they are a part of the big IOI family. I have 
to give them my greatest gratitude. There’s nothing expensive like 
firework shows, but Australia has successfully showed the world 
their passion and wildness. Certainly IOI 2013 will live long in every 
participant’s memory.

	 中秋已過，天氣仍然很熱，但早晚都有點秋意，秋大人逼近的
時候，加上本港受西北方珠三角地區工廠的影響，空氣質素漸差，
天氣乾燥時每每令人有唇乾舌燥的感覺，重則更會出現手足心熱和
大便秘結的症狀，對於我們這一班經常靠一張口和聲線維生的老師
會員，這個時候除了要飲大量的開水外，更需要飲用一些滋陰潤燥
的湯水，有助預防這些秋燥症狀的產生。

用料：蛤蚧一對，鷓鴣一隻，淮山一兩，沙參、麥冬及玉竹各五錢，
紅棗六粒去核，陳皮一角。( 四人份量 )

做法：先將乾蛤蚧去頭、去爪尖，保留蛤蚧皮、肉及尾部，撕碎後
洗淨，放入溫水中略為浸泡，去水備用。鷓鴣劏洗淨，去毛，去內
臟，斬件，出水。陳皮洗淨，紅棗去核洗淨。將全部材料放入煲內，
用 10 碗水大火煲滾，轉用中火煲約 3小時
成 4碗即成，落鹽調味即可飲湯吃湯料。

	 這煲「蛤蚧鷓鴣淮山沙參麥冬湯」有滋
陰潤肺，健脾益氣，化痰止咳等功效，對患
有肺燥咳嗽，手足心熱等症狀的人士很有幫
助，其中蛤蚧含蛋白質、動物澱粉，對治療
慢性支氣管、腎虛及元陽不足之哮喘有一定
療效。而鷓鴣更有化痰止咳之作用。另外，
淮山溫補脾腎，麥冬、沙參和玉竹都有潤燥
的作用。紅棗一向有補血的作用。此湯甜美
可口，日常飲用，可強健身體及補肺益腎，對於習慣性便秘及經常容
易腰痠的老師尤有療效，此湯更兼有養血和安神的功效。

									小貼士：如買不到鷓鴣，可用豬展或烏雞代替。

學會中醫閣 預防秋燥 ―

蛤蚧鷓鴣淮山沙參麥冬湯
馮新偉博士 / 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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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使用互聯網–中學教材套」是由電影、報

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	電影報刊辦	) 聯同香港生產力促

進局、香港教育學院及香港教育城（教城）共同開發，

現已開放予全港中學使用。教材套以多媒體網上學習平

台作為設計，利用短片、網上遊戲、新聞剪報及工作紙

等工具，為教師提供合適的教學資源及多元化的學習活

動，加強學生對網絡行為的警覺性，建立正確使用網絡

的態度，保護自己免受不良資訊的影響，以及認識《淫

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規管內容，適用於德育及公

民教育和資訊科技互動學習相關課程。	

	 教材套的內容涵蓋社會、道德和資訊科技教育範

疇，鼓勵學生以多角度思考來探究上網問題，並在互動

的學習環境中建立良好的網絡習慣，促進全人發展。透

過多元化的活動，學生可學習監管不良資訊的相關法

例、網絡安全、網絡對個人生活及發展的影響、以及良

好的網絡行為和態度。

	 本教材套透過教城的 EdConnect 用戶連結提供

服務，歡迎教師及學生以教城帳戶登入教材

套使用各項資源。本教材套亦提供「校本

管理」功能，方便教師了解學生使用教材

套的情況。

	 為幫助教師及社工熟習使用教材套和多媒體

網上學習平台，電影報刊辦將於 11 月 14、16、21 及

30 日舉辦四場培訓講座，講者包括電影報刊辦、香港

教育學院、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教城的代表。

( 詳情請參閱附圖 )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本教材套的詳情或報名參

加培訓講座，請瀏覽「健康使用互聯網」網頁	

（http://healthynet.proj.hkedcity.net）或致電電影

報刊辦黃智偉先生 (2594	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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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稱謂︰(Mr./Mrs./Ms./Dr.) 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教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連同會費$100之劃線支票，寄交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支票抬頭為『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會員編號 (續會適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歡迎加入「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三十年來，本會每年均定期舉辦多項面向學生的大型活動，包括小學生「資訊科技挑

戰獎勵計劃」、中學生「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學習如此多紛」專題創作

比賽、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等，亦經常為老師和學生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和工作坊。

相信各位在參與本會活動的過程中，一定曾遇到一些趣事、特別感受和心得，並渴望

與其他師生分享。現在透過本會會訊這個平台，可讓大家抒發這些感受或分享

有關資訊科技教育的意見，歡迎大家投稿至本會電郵 ask@hkace.org.hk。

電郵主旨請註明「會訊投稿：稿件標題（姓名及工作單位）」，來稿檔案

請以「稿件標題（姓名及工作單位）」命名。

已入會者歡迎申請升級為專業會員，有關升級要求及申請表格請至電本會(24066683)或到本會網頁查閱。

個人會員入會申請表 (請以英文填寫)

9-10 月活動一覽
9 月 10 日 本會主席代表參與
  向老師致敬 2013 頒獎禮

9 月 25 日 本會理事參與香港資訊科技界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六十四周年國慶晚宴

9 月 27 日  本會主席代表參與
-10 月 1 日 香港資訊科技界國慶訪京團

9 月 28 日 BYOD 方案分享會

10 月 8 日 莫乃光立法會議員
   ( 資訊科技界 ) 辦事處 及 
  電子學習聯盟 合辦 
  本會協辦「有關現時全港中、
  小學電腦 /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課程研究」新聞發佈會

10 月 12 日 理光深圳廠房考察之旅

10 月 17 日 本會主席代表參與
  「香港電腦通訊節 2013 暨
     軟件及創意產業展覽會」慶功宴

10 月 26 日 Bridging ICT to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活動發佈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