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出版 通訊 二零一四年三月號63
c/o Hong Kong Teachers’ Centre,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Rm W106,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Hong Kong.    Tel: 2406 6683     Fax:8200 1738     http://www.hkace.org.hk/     E-mail:ask@hkace.org.hk       

香港資訊科技教育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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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伊此，走筆於馬年初一清晨，陽光普照、天朗氣清，

由我這匹「老馬」為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撰文，支持學會的工作，

尤其是祝賀我們年輕力壯的馬凱雄主席，帶領學會，勇闖高峰，

真的是機會 ( 及機率 ) 難逢，意義重大！在此恭祝學會會務興

隆、蒸蒸日上，各位會眾、舊雨新知，馬年事事順遂，馬到功

成、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特區政府在回歸初期，重視教育，大力投放，尤其是對創

意及科技教育的推動，可謂毫不吝嗇。優質教育基金的設立和

資訊科技教育的五年計劃，都是極具遠見的策略投資和賦有前

瞻的人力培育。在各種有利的條件配合之下，資訊科技教育界

萬眾同心，為學生的未來，努力打拼。期間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和教育部門合作無間，共同推廣電子教學的目標，亦解決個別

學校的困難，正面氣氛和正能量盛極一時！我有機會在歷史的

時刻參與其事，實乃畢生榮幸，雖艱辛而無憾！

	 猶記當年與學會同人，參加各地的資訊科技教育研討會，

盛事之中，香港代表團前衛的思維和無私的分享，備受各方的

讚賞。作為領先的地區，香港在互聯網的應用上名列前茅，「香

港教育城」更在沙士肆虐期間，提供網上學習，減低感染風險，

尤為突出。可惜好景不常，在一段較長的時間中，政府對資訊

科技教育的投放大不如前，導致學校的硬件和配套設施日漸落

後，電子教學難以持續推展。

	 	常言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縱使學會的同工和廣大的教

師們，堅守崗位以教學為重，但礙於客觀條件的匱乏，運作了

近十年的桌面電腦和第一代的無線網絡，壓根兒不可以有較像

樣的流動學習，更遑論可以引發學生的興趣！不難理解，近年

來在各地舉辦的有關會議及研討會之中，差不多已沒有了香港

代表團的發言地位。我們一眾醉心於以科技來提升學與教效

能的學會會員，經多次向當局反映卻不得要領，不禁望洋而

興嘆！

鳳溪公立學校行政總裁　

馬紹良

1

專 題
分

享



2

	 本屆政府上任以來，要著手處理的事項委實不少，

為使香港能重拾上升軌，必須從多方面入手，查找不足，

匡正錯漏。須知任何地方經濟發展的成敗，必然取決於其

綜合的競爭力，故此，香港創意科技局的設立，實在是刻不

容緩的，只有通過實質及專業的推動，才可以在全球劇烈的競

爭環境下，穩住香港的位置，同時讓眾多的中小企業有所發揮，

為中產階層帶來發展的機遇，在穩定經濟增長的前提下，社會才有

足夠的能力，面對貧富懸殊和人口老化的挑戰。

	 相信人類未來的世代，是以資訊科技為主導的，我們今天培育的學生，必須具備良好的資訊

素養，才能生活於將來變幻譎詭的世界，不致隨波逐流，被科技所駕御。觀乎今天網上充斥著的

歪理謾罵、比比皆是的誇大和渲染影像、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低頭族，就知道我們目前的教育

效能，已遠遠落後於科技發展的形勢！唯有急起直追，從根基開始規劃整體資訊科技教育的策略，

以切合世界發展的趨勢，才可確保將來的社會棟樑，有充份準備，明辨是非，憑創意活出彩虹。

	 非常高興知道，教育局已積極部署新一階段的資訊科技教育計劃，並提前公布將為所有的公

營學校，建構最新的無線網絡，覆蓋全部課室以至其他教學點，亦提供資源讓學校按實際需要，

購買悉數的平板電腦，落實電子教學。這最新的發展為香港的教育帶來新的氣象，也為我們學會

的同工，帶來期待已久的激勵！我深信，憑著香港教師紮實的基本功，日漸普及的流動學習工具

如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只要當局協調得宜，電子教學將在香港再綻光芒！

	 在這關鍵時刻，希望學會能發揮我們的集體智慧，配合教育局

的政策，為學校提供相關的資訊和技術的支援，包括在網絡基建、

無線基點布局、雲端運算及儲存、內聯網及互聯網平台搭建、流動

學習方案等等的經驗，務求使所有的學校都能營造優良的資訊環境、

課堂內具備互動的學習設施，在全面的無線網絡覆蓋下，讓教學可

以隨時遊走於網上及實地時空之間，摘取資訊、捨短取長，增添學

習的興趣和效能。學校亦可按照其實際情況，與教材的出版商合作，

設計可行的教學方案，充份利用科技的優越之處，訂做個人學習的

目標，讓每一個學生的潛能都得到充分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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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 邀 各 界 出 席 」



	 這次是我第三年參加 NOI，去年我曾希望拿銀獎，但未能如願以償。而且，
香港也沒有選手拿過金獎。所以，希望能在最後一年 OI 生涯拿取好成績。
	 第一天的比賽有三題。第二題是十分難的題目，相信我只能用最慢的方法做。第一題是比較奇怪的題目，
可以用奇怪的方法博取分數。做了最簡單的做法後，我加上了一些優化，希望能拿到 70 分左右。第三題是提交答案題，通常
每個數據都用不同的 program 計算答案。這題的題意很長，大意是給你一個劇本，你可以選擇分歧路線，以獲得最高分數。
這類題目要針對每個數據的特性來寫 program，是一決高下的關鍵題。我花了 3個小時去做這題，寫了約 7個 program，預期
拿到 64 分。
	 分數公佈時，發現自己寫錯東西，失了一些分數。但似乎已是中上的分數。講題解時，很驚訝發現自己Q1的分數是全場
最高的！可是其他人用的都是很複雜的算法，而我的算法非常非常簡單，所以性價比十分高！
	 第二天的比賽也有三題。第二題是很麻煩的題目，要不停分 case。我們的 trainer 稱之為「三題 NOI 濃縮在一題」。我看
完決定先不做。Q1 和 Q3 都是很 standard 的題目。我花了很短時間做了 Q1 的 50 分，之後就想到了 Q3 的滿分方法。那程序
十分難寫，加上有病在身，心情緊張，寫得十分凌亂。我更不小心踢到電腦開關掣，花了點時間重新開機。到了最後30分鐘，
自知滿分無望，匆忙寫了一個較慢的做法，以免 0分收場。
	 	最後看到獎牌的分數線，得知自己拿了銀獎，但離金獎十分近。如果比賽中沒有因寫錯而丟失分數，我便能奪金了。老
		實說，很不甘心失落香港第一金。但我在比賽中，知道自己的水平已比以往大大提升。雖然中學的 OI 生涯以遺憾結束，但
						將來仍然滿載希望。還有很多比賽等著我參加。希望我能將遺憾化為經驗，在將來的路上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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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李俊言

	 今年是我在香港電腦奧
林匹克的第九年，能夠

以指導老師的身份帶領
香港隊出征全中國最高

水平

的中學生信息學比賽，
我覺得十分榮幸 !

	 整個旅程十分順利，除
了天公造美，領隊梁老

師功不可沒。他是旅行
老手，自帶路由器和拖

板，

使我們的學生能拋下凡
塵，專注備戰。他放在

網上

的比賽日誌，更是有志
於奧賽一展抱負者必讀

的佳

品。

	 這次香港隊的表現令我
十分驚喜。賽場以內，

新人舊人積極進取，寸
土必爭，成績令主辦當

局驚

艷，於閉幕典禮點名稱
讚；賽場以外，隊員們

互相

照顧，在惡劣的生活環
境中，發揮解難技巧，

克服

蚊患和酷熱。

	 香港隊這次勇奪一銀二
銅，成績優異。我們要

總結經驗，在訓練方面
向國內名校強省取經，

乘勝

					追擊，最終定能再
創高峯，一圓摘金之夢

!

副領隊兼指導老師   許殷庭

	 對我來說，是次 NOI	是我的第一個代表香港的 OI 比賽。
我在 OI 方面的經驗不多，只是第一年參與訓練。有幸入選代
表隊，我的心情夾雜着興奮、緊張，還有少許期望。	 到了進行比賽的成都電子科技大學，雖然發現膳食和住
宿的質素皆不太理想，但這應該是到內地需要預計到的事吧。
不過大學的建築卻有一定的水準，龐大的校園配上龐大的教學
樓、圖書館，至少也有着土地資源的優勢。	 首先我們有一天熟習比賽的機會，對於經驗不多的我，在
隊友的幫助下，我終於掌握有關系統。接着就是兩天的正式比
賽，題目對我來說是困難的，但我在數小時的比賽，也盡力嘗
試找出算法、為程式除錯。整個比賽較為精彩的部分，亦是我
最期待的部分，就是解題部分，由出題者解題、配以高分者分
享算法，使我有機會見識到內地的「大牛」，他們的解題能力
十分高，速度也十分快，實在使我獲益良多。在閉幕禮前，還
有一場團體賽，每隊都提交一個 A.I. 參加圈地比賽。比賽的氣
氛較之前輕鬆，香港對澳門的比賽更成為了全場的焦點。	 旅程中，除了使我獲得比賽的經驗，更重要的是讓我認
識到幾位相處了一個星期的隊友以及領隊。我亦要感謝兩位領
隊，他們在過程中使每一件事都變得順暢。	 						有了一次的比賽經驗，我來年會更努力，希望在未來
							的日子有機會能為香港爭光。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何雁行



	 								在知道自己被獲選為 NOI 代表隊隊員的時候，我的心
					情是既興奮又緊張的。能夠成為港隊成員固然開心，但我自		
			知實力並不高，經驗也不夠，所以在起程之前緊張了好幾天。
	 	比賽分為筆試，第一試，第二試三個部分，第一試和第二
試分別在第三天和第五天舉行。這兩個比賽各時長五小時。這
種馬拉松式的比賽，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亦令我一開始十分
擔心，擔心我沒有足夠的體力應付。但後來我發現，原來大會
很貼心的準備了食物和飲料給比賽的選手們。五個小時看似很
漫長，但當我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到題目上的時候，這五個小時
可說是很快就過去了。而這一次的戰鬥讓我見識到了傳說中地
獄級的題目。不過，在比賽之前，我看過也試做過以前的比賽
題目，所以多少有點心理準備。第一試的題目中，頭兩題是傳
統型的題目。我決定把精力和時間都花在第一題和第二題上，
並沒打算做第三題，甚至連題目也沒看。直到比賽完後，我和
其他隊的隊員討論題目，才發現第三題的官方測試資料是有漏
洞的，有不少選手因此“水”到分數。
	 成績出來後，並不理想，但我並沒有多大的失落，因為一
開始的預期就不高。但第一試的成績，讓我多少也有點壓力，
希望自己能在第二試補回分數。
	 第一試之後是社會活動日，我們去了市中心玩了一整天，
回來後就應付第二試。要說第二試的難度，我覺得和第一試相
若。第二試三條題目都是傳統型。跟第一試一樣，我抱著“既
		然到了這一步就盡自己最大能力去做”的心態應對。這次比完
								賽，我回到宿舍收拾好東西後才出發到體育館看分數，卻
														在路上突然想起我寫的的程式忘記了 read	input	file。

對此我十分懊惱，
我居然在第二試犯這
種低級錯誤……
	 不過，拋開比賽結果來說，在這一個星期裡，我的確
學會了很多東西。因為我是女選手，和其他隊員是住在不同的
宿舍樓裡。或許是這個原因，我在宿舍裡認識到了不少其他的
女選手，在交談之中，我發現她們參加這個比賽壓力很大，因
為成績好的選手可以保送到大學。另外，比賽之後的題目討論
環節更是令我獲益良多，學到不同的演算法之餘我亦充分感受
到其他選手對於寫程序的熱情。這一份熱情正正是我缺乏的東
西。因為在這一年裡，我由於各種機緣巧合的接觸到了 OI，從
參加 HKOI，參加選拔賽，參加 NOI 的過程之中，我都是把它們
看做一個又一個的任務，甚至有時抱著僥倖的心態看待。而其
他選手，則是真正的喜歡寫程序，尊重著比賽，享受著比賽。
而我認為這一種態度，比任何的東西都更值得讓人敬佩。
	 在 NOI“解散”的前一天，我向宿舍裡的其他女選手問了
聯繫方式。直到
現在，離開成都
已經有一段時間
了，我們之間仍
有聯絡，我想這
是我在這次比賽
中的最大收穫
吧。

英華女學校    宋心怡

	 											對同時作為第一年及最後一年參加 NOI 的我來說，出發前的心情是十分複雜的。一方面十
								分慶幸能於中學生涯的最後階段有一次出外比賽的機會，同時也深感自己實力不足，對比賽感到
					十分惶恐，深怕題目艱辛而難以解答。幸而賽前得到梁老師、許老師及一群戰友的鼓勵和支持，我
	才能調整好心態面對兩日共十小時的比賽。
	 縱然如此，第一日比賽日進入賽場的時候，該有的緊張感覺還是冒出來了。尤其在打開試卷時，
發現我對三條題目的 full	solution 完全沒有頭緒。深知自己實力不足，馬上 brute	force 了第一題和第二
題 ( 但第二題的 brute	force 還是打錯了 )。在之後的一小時我在第一題上發現了一些錯的 observation，
並貪圖快速而忘了提供更多例子證明 ( 或反證 ) 我的 observation，結果浪費了大量時間寫出一個 5分的
solution，實在需要檢討。
	 第一日比賽的第三題是一題很有趣的題目，要求參賽者研究 input	data( 共 10 組 )，並就每一組
test	data 給出 answer。由於前兩題花費了過多的時間，只能先寫出一組 brute	force 程式解決
前兩組 test	data 及第四組 test	data，而其餘的只以隨機方式給出答案。事後看來，如果
能放多點時間於第三題上，或能取得更好的賽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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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日比賽難度比第一日比賽更高。第二日第一題以超大數 (10^10^7) 倍乘等
問題作基礎。不幸地，我又犯了第一日比賽時的失誤	---	作出了錯的 observation 而
沒有給例子反證，結果又浪費了不少時間。相對第一日比賽日來說，第二日的問
題框架並不明顯，故此難以寫出 brute	force 解。故此，第二日的成績比起第一日
的成績更為差勁。
	 即使表現如此差劣，但感謝神的眷佑，我仍然能位處最後數名而獲得一枚銅
牌。雖然分數上的表現實在低下，但我覺得自己在比賽中有盡全力 ( 雖然犯下了一
些低級錯誤 )，故此獲得獎牌時是十分高興的。
	 				除了獎牌上的收獲，在其他方面上我也有所得著。例如能和香港隊的戰
					友以及其他人建立友誼，不少的生活技能 ( 例如如何打理好自己的居所 ) 等
													等，實在是滿載而歸。

	 這次是我第二次參加 NOI 這個比賽。與上一次相比，我覺得我在這次比賽中學到更多東西。	汲取了上一次的教訓，我對那有待改善的環境有了更大的心理準備，也能更專注於比賽當中。我十分感謝導師 Bryan，因為他教導我們清潔宿舍露台的地面，更啟發我們清潔我們的房間。	在第一天的比賽中，我嘗試在每一條題目中拿取盡可能大的分數。雖然在每一題中都取得自己預期的分數，但在聽過題解後發覺有不少分數是有能力拿到的，我卻沒有做到。經過這次比賽後我學到不能錯過任何拿分的機會，如隨機算法，位壓縮等，也不能因為太繁複而放棄。	在第二天的比賽中雖然我比第一天花更多時間思考算法，但在每一題都不能取得預期的分數。我發覺原來我測試程序花的時間太少，應該用更多數據來測試。	經過這次的比賽後，我希			望以後若再有機會參加比賽時能避免犯下同樣的										錯誤，在以後的比賽中取得較好的成績	。

香港培正中學    易維濱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梁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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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ilios Public School
 5P  Yeung Yurisa

 Promoted by my IT teacher and my schoolmates, 
who are also enthusiastic in Young IT Ambassador 
Award, I am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Young 
IT Ambassador Award which motivates me a lo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giving me an opportunity to meet some IT talents. 
Though not a giant leap yet, it is still a step forward to 
build up my interes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Bronze award only marks the beginning of my journey 
on exploring more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 am sure under the support of Young IT Ambassador 
Award, I will have more incentive to continue my life-
long roa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 matter what 
award I can receive, I believe our strong passion to 
explore the fantasy worl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ould never change. 

	 在我參與這個計劃之前，我對電腦的興趣並不太大，在中三
（2009-2010）的時候，卻不知什麼原因被選為 itprefect，而且被推
舉成管理電腦室的 prefect（一般 itprefect 管理班房電腦），後來，我
的電腦科老師跟我說要否參加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的獎勵計劃。我當時
並不以為自己會得獎，所以便無所謂的參加了，但當我被通知獲得銅
章，我十分的高興。到了頒獎典禮的那一天，我看見金章同學的作品，
還有介紹自己的經歷時，我暗自立志：有一天，	我也要以金章的身
份走上台。																																				
	 直至 2011，獲得銀章。距離我的目標又更進一步了，在那一年
起，我不斷參與不同的比賽，在中四那年，我在全港中學生	無線定
位尋寶比賽，利用 GPS 全球定位系統完成各個任務。參賽者需要在
有限的時間內，根據比賽手機 GPS 的資訊到全香港不同的地方去尋
找不同的號碼，並且將不同的答案輸入手機內，經過了兩個小時的努
力，我們終於獲得了全港亞軍，此外，那一年，我更在（CISCO）舉
辦的網絡技能比賽中取得優異獎，比賽分為	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網
絡知識的問答，第二部分是模擬網絡難題的解決，第三部分是製作乙
鈦網絡傳輸線，但我不太滿意這一個成績，於是，我用了一年的時間
去努	力，不斷的在學校練習，基本上製作了不少於 50 條的乙鈦網絡
傳輸線，終於在中五到中六的暑假中，重回比賽場地，奪得銀獎。
	 經過兩年的努力，相信我已有勇氣踏出銀章至金章的最後一步。
因此，在今年，我會參與競逐 2012-2013 年度金章。

獲得 YITAA 金章的感想

                   Belilios Public School  5P  Lee Ka Sen Florence

 Joining the YITAA Silver award was my second attempt at testing and utilizing my skill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 enjoyed the challenges and contentment in accomplishing all the missions in achieving the 
award, which also enhanced my interest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ing an IT prefect allowed me to serve 
my schoolmates and familiarize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computer usage, while joining various courses and 
competitions broadened my knowledge in IT. I will endeavor to achieve more in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getting silver award of YITAA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楊嘉威

 Belilios Public School  
 5H  Cheung Sin Ying

 This is my second year for receiving the Young IT Ambassador Award. Last 
year, I was awarded the Young IT Ambassador Bronze Award, while I was going 
to attain the silver award last year. I enjoyed participating in Young IT Ambassador 
Award Scheme very much, not only learn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kills, 
but also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YITAA Student Organizing Committee, 
especially the leadership training camp held in June last year. I met many new 
friends in the camp and I learned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which in turn 
improved my leadership skills. Therefore, the Young IT Ambassador Award 
Scheme can allow me to develop different useful skills which I can apply them in 
my daily life. Moreover,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the Young IT Ambassador scheme 
can act as a motivation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learn more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an promote more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i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me to join this scheme in my secondary school life, and I 
hope that I can achieve the gold award this year.



冬末春初時，天氣乍暖還寒，遇著黃梅天濕度高時，到處都是「濕
立立」的，整個人覺得「軟賴賴」，嚴重時更出現頭重如裹，肢
體重聚等徵狀，各部關節好像欠缺了一點WD40，這些就是中醫
所謂的「濕重」，查西醫無此相應的醫學名詞，這些氣候在南方
地方如江南一帶，特別是雲南，廣東和廣西等地比較普遍。廣東
人最精於煲靚湯，要清除這種倦氣，可以介紹各位老師飲用一煲
叫「粉葛赤小豆扁豆豬骨湯」的老火湯，保證飲後精神爽利，坐
在電腦枱前工作效率提高，其材料和製法如下：

材料 ( 四個人份量 )：
粉葛半個再將陳皮的內囊刮去，
赤小豆、扁豆、$3 蜜棗	4	粒
陳皮	1	小片、
豬骨 ( 西施骨 )	6 兩、瘦肉	4 兩	

做法：
粉葛去皮切件，赤小豆扁豆瘦肉洗淨，
豬骨出水，陳皮浸水洗淨後刮去內囊。
全部材料放入約		3 公升滾水中，慢火煲約 4小時。
湯料中的粉葛即中藥的葛根，有清熱，去胃火和止腹瀉的作用，
並能促進體內微絲血管循環，預防高血壓及膽固醇、亦能去濕及
降骨火 ( 即關節中有灼熱的感覺 )，赤小豆有利尿功效，扁豆則能
健脾去濕。這款湯水飲後能舒筋活絡，適合全家老少飲用。( 有
少數體質較弱的人飲後會有過涼的感覺，如頭暈，頻頻去小便等
情況，應立刻停止飲用 )。

按：有些人喜歡加入一條鯪魚 ( 先微微將之煎一煎 ) 與粉葛扁豆赤小
豆一起煲，因為鯪魚有去濕的作用，也有去水腫的功效。但不要
搞爛，否則小心湯中有碎骨。

學會中醫閣

粉葛赤小豆
   扁豆豬骨湯

馮新偉博士 / 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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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很高興能夠再次參加這個計劃。

去年獲得銅章後，今年再接再勵考取銀章。

參加 YITAA 計劃能幫助我去學習更多電腦

知識，與此同時能夠在校內當值時，同學

遇上難題也能夠幫助他們，令我從中學習

到如何去用自己在課堂上學到的電腦知識，

在日常中運用出來並幫助更多

						的同學。來年我會再繼續

									參加這個計劃，考取更

									高的級別。

獲得 YITAA 銀章的感想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中五戊 譚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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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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活動一覽

1 月 4 日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模擬考試 2014

1 月8,9,13日 電腦科課程修訂研討會

1 月 10 日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2014 頒獎典禮

1 月 11 日 「香港科學園 - 科學探索行」
 參觀活動

1 月24,25日 CAP 2014 - App Inventor
 教學套件教師簡介會

1 月 25 日 學習如此多紛
 FWL 2014 初賽

1 月 28 日 「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
 展示及簡介會

2 月 22 日 CAP 2014 - App Inventor
 教學套件學生簡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