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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活動更成為特區政府「國際 IT 匯 2014」活動之一，活動詳情可參閱

http://www.itfest.hk/， 頒獎禮已成功地在 2014 年 4 月 12 日假數碼港舉行。

經過由大學教授、校長及本會顧問所組成的評審委員會

嚴格的甄選後，首屆的「傑出 IT 教師獎」共誕生了

三位獲獎的教師，名單如下，當日並由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賴錫璋先生頒發獎項。

鍾偉東老師  香港培正中學

朱嘉添老師  香港真光書院

梁耀棠老師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頒獎禮當日，同場還舉行了資訊科技教學展示會，

共邀請了二十間夥伴機構作產品展示，向到場的參

加者進行介紹，此外亦開設了三個模擬教室，讓業

界機構實際進行示範教學，本會安排學生參與模擬

教室，實際體會資訊科技育教學產品 / 方案的應用。

專 題
分

享

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發展蓬勃，實有賴一群卓越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才，他們對社

會的建樹。除感謝這一群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成功人士外，我們同時亦感謝一批多年來，

一直在背後默默耕耘、作育英才、無私付出的中小學教師。為此，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及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特意籌辦「IT 感師日」活動，頒發「傑出 IT 教師獎」，以表

揚這一批傑出的教師對電腦及資訊科技科的貢獻，同時宣揚資訊及通訊科技在教育中的

重要性以及推動校園的讚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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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IT感師日」暨資訊科技教學展示會

頒獎禮大會司儀 -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孫群英校長

及林大輝中學黃廣威校長

朱嘉添老師
香港真光書院

梁耀棠老師
東華三院

呂潤財紀念中學

獲獎教師分享

模擬教室

鍾偉東老師
香港培正中學



      本會感謝以下專業人士作為本年度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金章評審的評審員。
聖言中學 

郭弼校長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顧問 

伍學齡副校長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席 

馬凱雄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評核發展經理 吳家明先生
明愛專上學院電腦學系主任 黃德霖博士 本年度的「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暨「青

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頒獎典禮已於二零一四
年五月二十四日 ( 星期六 ) 在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
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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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OGCIO) 申請成為是次中學生 IT 體

驗團的承辦機構。活動的目的是透過參觀香港 IT 的企業及設置，期

望擴闊學生的視野，並且認識 IT 行業的最新發展，吸引學生對 IT 行

業的興趣，將來選擇 IT 的學科以及投身 IT 的行業。參觀團於 4 月

11、16 及 17 日舉行，三天合共十二團，每團分別參觀三個不同的 IT

機構或企業，包括：Microsoft、Cisco、Oracle、SAP、EMC、HKU、

PolyU、CityU、科學園等等，不能盡錄。活動詳情可瀏覽活動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a/hkace.org.hk/tour/ 

活動最後共有 451 人參與，根據參與者問卷調查的回覆，超過八成

的參與者認為，是次 IT 體驗團能提升他們對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的

 知識和興趣。整體而言，有八成半的參與者對 IT 體驗團感滿意，

而且超過九成的參與者表示若再舉辦 IT 體驗團，會推介

給其他同學 / 學校參加，可見是次活動很成功，

同學們的滿意率很高。

中 學 生 I T 體 驗 團

 本年度的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金章評

審已於三月二十九日於林大輝中學順利完成。同

學們積極地展示他們於中學階段由獲得 YITAA 銅

章、銀章到申請金章評審的進程、得著及感想。

經過我們的專業評審團評核過後，四位同學獲得

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的金章資格，在這恭

喜以下的學校及同學。

宣道中學   羅有成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張倩瑩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譚嘉雯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蔡政澆

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金章評審



聯 校
資 訊

科 技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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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為「人雲亦雲」，旨在讓同學對今天越

來越普及的雲端技術有更多認識及體驗。活動內

容包括體驗雲端應用、雲端及大數據講座、網上

遊戲講座、插畫大師成長分享、聯校 IT 問答比

賽、軟硬件展銷及書展等。不少師生於活動完結

後均表達獲益良多，特別透過不同講座，了解今

天科技在不同領域的應用。

YITAA activities
Ming Yin College (MYC) 

& United Christian College (UCC)
Joint-school  “Math & IT Week 

2013-2014”

YITAA 活動

滙基、銘賢
2013-2014

潘貴才  滙基書院

Horace Luk,
Head of Computer Education, 
CCC Ming Yin College
Joint-school “Math & IT Week” was held in 
mid-March 2014. The main theme in MYC was 
“Using tablet PC in our daily lives”. Some booths 
were set up including iPad APPs demonstration, Lego Robotics Trial, 
Math tricks gaming, and display boards about new technologies. 
What’s more, there was a teacher-student “Rummikub Competition” 
in School Hall with Live video show. It was firstly introduced to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demonstrative purpose. Besides, we had 
joint-school IT Quiz with United Christian College (UCC) as usual. It 
provided a chance for ICT students in UCC and MYC as academic 
exchange. Such great experiences can widen student’s horizon 
and awareness on ICT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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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電腦應用程式 (Computer Apps) 有如雨後春筍般的急

速發展，各式各樣極具創意而又多元化的應用程式湧現市場，現已成為電腦軟件

產業的新力軍，潛力無窮。與此同時，坊間亦出現不少開發電腦應用程式的新工

具，簡單易用之餘同時亦能製作出時尚與實用兼備的應用程式，打破過往電腦編

程予人艱澀沉悶的形象。

即日解難比賽

  獎項 學校 獲獎同學

金帽獎 培橋書院 余焯滔
  楊天翱

銀帽獎 培正中學 劉承暉
  蔡欣諾

銅帽獎 趙聿修紀念中學 潘俊諺
  陳曦朗

學生專題習作比賽（高中組）

 獎項 學校 獲獎同學

 冠軍 培橋書院 江浩德

 亞軍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鄭偉程

 季軍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區浩研

優異獎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林琨力
  福建中學 陳璟隆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許君諾

學生專題習作比賽（初中組）

 獎項 學校 獲獎同學

 冠軍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蔡曜禧

 亞軍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黃偉倫

 季軍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蔡詠淇

 優異獎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陳珀希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黃祖暉
  培正中學 蔡欣諾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朱諾然

為提高學生的編程興趣，同時鼓勵學生學習最新的編程軟件，香港電腦教育學會與電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香港電腦分會）

今年首度共同合辦「電腦應用程式編程比賽」(CAP2014)。比賽以全香港中學生為對象，期望學生學習編寫電腦程式，運用

邏輯思考及電腦編程技術解決實際問題，改善生活，開拓知識，並培育創意及團隊合作精神。活動詳情可瀏覽大會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a/hkace.org.hk/cap2014/ 

比賽分為兩部份，分別是「學生專題習作比賽」和「即日解難

比賽」。而今年首屆的比賽，我們共有 40 間學校報名參加，決

賽日於 5 月 17 日假借香港理工大學舉行，比賽邀請到 MIT App 

Inventor 的 總監 - Prof. Hal Abelson 與大家進行線上交流，副政

府資訊科技總監 ( 政策及數碼社會 ) 林錦平女士任開幕禮主禮嘉

賓；此外還有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總課程發展主任佘孟先生以

及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林日豐校長等出席，場面熱鬧。

最後比賽
結果如下：



5

本節主禮嘉賓是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

鄭弼亮先生

第一節
相片

ITCA 白金章得主

YITAA 獎章得主

嘉賓合照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一年一度的壓軸活動「金章頒獎典禮」是為表揚

得到金章的學生，學生們要通過一系列的挑戰項目，完成服務時數，亦要完

成兩個專題研習報告，通過嚴格的校外評審。本年度有超過 110 間學校提

名超過 1300 名學生考取金章，當中有超過 700 名學生成功考取金章。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暨「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

計劃」頒獎典禮已於五月二十四日 ( 星期六 )，假香港

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舉行。本會更邀請了各校的校長

和老師觀禮，與學生一同分享喜悅，當日出席人數超過

600 人，場面熱鬧且溫馨。由於獲獎人數近 700 人，頒

獎典禮及獎狀頒發儀式分別於兩節舉行，時間如下：

第一節：上午 10:30 至下午 12:00

第二節：下午 2:30 至 4:30

第二節相片

頒獎典禮之橫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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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AA金章學生感想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張倩瑩

 生活在一個日新月異的現代化都市

裏，資訊科技每天推陳出新，我們需要

學會更多的資訊科技知識去裝備自己，

以免被時代淘汰。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不經不覺，今年已經是我第三年參與青

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回望過去的三年，我透過參與青年

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學會及實踐了很多不同的資訊科技知識。

通過參加不同的活動及比賽，除了加深自己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和

知識外，也學會了其他無法在課堂上獲得的寶貴知識。我分別參

與了兩次由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學生委員會舉辦的領袖訓

練營，當中的回憶及經驗皆令我十分難忘。我不但認識了來自不

同學校的朋友，還學會了領袖訓練的相關知識。

 除此之外，我亦參加了學習如此多紛「IT 學與教」電子套件

製作比賽，通過製作電子書，我學會了新的電腦知識及技巧，令

我獲益良多。另外，參與不同的工作坊（如小型網絡建設實踐工

作坊及挑戰賽、iOS 7 流動應用程式開發工作坊），讓我接觸到

不同的資訊科技知識。

 參與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是我在中學生活中的一次美

好經驗，我亦能將在其中獲得的各種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中。雨

果曾經說過：「知識是人生旅途中的資糧。」我希望可以把此計

劃中學會的知識應用在日後的生活中，並傳授給身邊的所有人。

我十分享受這個計劃所帶來的一切，並希望自己能藉獲得金章而

不斷進步，獲取更多。

     宣道中學 羅有成

 對於參加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YITAA)，

給我的感受真的很深。

 成為 YITAA 的一員，給我的感覺就像是給了我一個舞台去展示自己的所長。曾經參

加過兩年「學習如此多紛」的活動，雖然兩年來沒有獲得一些獎項上的鼓勵，但於進行研

習期間，我和我的組員均學習了不同方面的知識，而且亦增進了我和組員的一些友誼，這

些經歷令我感到十分難忘。

 其次，連續三年參與 YITAA 領袖訓練營的經歷亦令我感到十分難忘，從訓練營中我

認識了不少學生領袖以及朋友，三年的旅程每次都能令我感到盡興而歸。

 而對於申請以致獲得金獎的感想，我感到十分愉快，一來是因為我終於能得到一個機

會去展現自己的所長，能有一個好的舞台，是我所想所願的。二來，是因為努力多年終於

要奮力一戰獲得成果，我也感到十分愉悅，想將自己的努力展示各位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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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夏令，剛剛過了夏至，酷日中天，暑熱容易令人心情煩悶，
偶爾又會下一陣零散大驟雨，濕氣重又會令人覺得十分疲倦。多
吃生冷之物又經常口淡淡，食慾欠佳，有謂「大暑小暑有米懶
煮」，要調理身體這個情況不妨試一試這煲解暑袪濕的冬瓜湯。

材料：
冬瓜一斤，茯神兩片，扁豆、赤小豆及生熟薏米各兩茶匙，木棉
花五個，澤瀉四片，燈芯草兩札，蓮葉，蓮蓬各一塊，陳皮1/4個。
( 在中藥店買到的袪濕湯中的材料和成分跟這個差不多 )

做法：
1. 冬瓜洗淨，連皮及核切大塊；
2.茯神，扁豆、赤小豆、生熟薏米，木棉花，澤瀉，燈芯草，蓮葉，
蓮蓬及陳皮洗淨浸泡；
3. 清水 20 碗煮沸，將各材料放入，文火煲兩小時，下鹽調味即
可飲用。

喜歡肉湯的可酌量加入半斤的豬脊骨或豬瘦肉，與四粒蜜棗同煮。

此湯有清熱解暑，健脾利尿作用，對暑熱煩悶，腳有水腫，小便
不利，口乾口渴人士很有幫助。查冬瓜味甘淡，性微寒，具清熱
解暑和除煩止渴的功用；薏米能利尿，消炎和去水腫；扁豆和赤
小豆均有袪濕；木棉花和澤瀉更具清下焦濕熱的作用；燈芯草長
於去心火；而蓮葉和蓮蓬皆有消暑的功效。

近日有志願機構給獨居老人派發以淨冬瓜煲的冬瓜湯，殊不知這
些淨冬瓜水於長者不宜，因為冬瓜性寒，體質虛寒的長者飲後容
易有尿清尿頻的反應，重則頭暈目眩，寒咳者咳嗽加重，所以宜
加入一些袪濕的藥材及排骨等，以平和其寒涼之氣。不過，有人
以冬瓜皮結白霜者為老冬瓜，有清除熱毒的功效，就算身體虛弱
的人飲也無坊。

學 會 中 醫 閣

袪濕消暑冬瓜湯

馮新偉博士 / 中醫師

本年度 ITCA-YITAA 中文打字比賽已經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於慕光英文書院順利完成。

以下是比賽成績，頒獎典禮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舉行。

 中學高級組 學校 中文姓名 平均速度 ( 每分鐘 )

 冠軍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林敏慧  98 

 亞軍 沙田蘇浙公學  孫慧琳  96.5 

 季軍 沙田蘇浙公學  鍾冠昇  87.5 

　 　 　 　
 中學初級組 學校 中文姓名 平均速度 ( 每分鐘 )

 冠軍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梁凱鈴  72 

 亞軍 沙田蘇浙公學  鄧欣如  67.5 

 季軍 景嶺書院  何啟暉  58.5 

　 　 　 　
 小學高級組 學校 中文姓名 平均速度 ( 每分鐘 )

 冠軍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 ( 恩平 ) 小學  胡朗熙  64 

 亞軍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 ( 恩平 ) 小學  李泓銳  57 

 季軍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 ( 恩平 ) 小學  許立人  51.5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2013/2014 年度 ITCA-YIT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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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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月活動一覽
3 月 8 日	 FWL	2014	Final	&	Ceremony

3 月 14 日	 「3D	打印及立體掃瞄」示範
	 及工作坊

3月 15 日	 ITCA-YITAA 中文打字比賽 2013-14

3 月 22 日	 ITCA	金章評審	+	YITAA 金章評審

3月 29 日	 ITCA	金章評審	+	白金章面試

4月 1日	 數碼港參觀活動

4月 11,	16,	17 日	 中學生	I	T	體驗團

4月 12 日	 IT 感師日	暨	資訊科技教學展示會

4月 26 日	 「香港科學園	-	科學探索行」
	 參觀活動

5月 17 日	 3D	卡通動畫製作及
	 3D 打印學生工作坊

5月 17 日	 CAP	Day

5 月 24 日	 ITCA	暨	YITAA	頒獎典禮

5月 26	-	30 日	 GCCCE2014

5 月 31 日	 網上校管系統升級工作研討會
	 暨虛擬化技術應用展覽會

6月 21 日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週年會員大會 2014	
	 暨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課程未來發展論壇

6月 27-29 日	 YITAA 青年資訊科技大使
	 領袖訓練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