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出版 通訊 二零一四年 12 月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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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ACE Facebook
1

	 二零一四年八月廿八日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於北京道一號上海小南國為兩位資深的

資訊科技教育界前輩設宴，祝賀兩位榮休之喜。

	 當晚本會資深顧問葉賜添校長及伍學齡副校長分別分享與兩位過往一同為資訊科

技教育努力的逸事。以下是當晚的部份節錄：

	 葉賜添校長首先發言：「香港電腦教育獨立成電腦科始於 1982 年，當年由中四年

級開始，而電腦教育學會成立於 1981 年，由一群熱心推動香港電腦教育的教育界人士

組成，黎叔明先生是當時創辦人之一，不過今晚他有事未能出席，就由我代言。如果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資訊科技教育）佘孟先生
暨 本會顧問聖言中學校長郭弼先生榮休晚宴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資訊科技教育）佘孟先生

本會顧問	聖言中學	郭弼校長

細數一下，原來我是屬於電腦Punch	Card年代的人，郭弼校長及好幾位在座者，相信亦屬同一年代，屈指一數，到今日都有三十多年，

電腦教育發展，得到教育局一路上支持，記得當年得到教育局協助借出金鐘場地展出Microcomputer	in	Education 的往事，彷彿是昨天

發生一樣，未見過有一個學會可以和教育局有這樣長久的伙伴合作關係，事實上，由電腦課程的策劃、設計、考試、擬卷及至評卷，

學會一群熱心參與者如郭弼校長，是付出不少時間及心血才有今日之成果。」

	 郭弼校長回應：「在我 38 年教學生涯裡，無幾多科能夠好似電腦科發展得那麼成功、那麼暢順，有著一群熱心的教育工作者與

教育局都有共同發展目標：「要辦好電腦教育」，在我多年所見，實屬難能可貴。」

	 伍學齡副校長接續發言：「如果講到我們的老朋友佘 Sir，初初認識佘 Sir 由數學、科學到電腦科起動，都有三十多年，從 1997

年回歸後，資訊科技教育剛開始籌劃推動，在教育局內看著一個發展項目至今由第一期至第四期，期間十多年都由佘 Sir 主理，足見

佘 Sir 受到各方敬重及亦受教育局器重。近二十多年，我在不同場合，包括資訊科技教育相關議會，看到佘 Sir 制訂許多靈活性高的

政策，著實幫到老師，以 GCCCE(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為一例，佘 Sir 制訂出來的政策，這樣多年支援了不少電腦科教師能

夠參加這樣大型的國際性會議，讓他們能夠不斷自我提升學術水平及增廣識見，其他學科學會是罕見的。」

	 葉校長續說：「記得 1997 年，資訊科技教育未正式發展，佘 Sir，我們當年還有教

育局湯啟康先生，經過珠三角考察，學會之後給了許多意見，而教育局都樂於接受，並

於1998年，正式推出第一期發展策略至今，佘Sir與我們學會依然合作無間，實在難得。

有一件更難得的事，佘Sir 就算臨近退休，都為資訊科技教育發展做了一件好重要的事，

在近幾年學制及課程改革等重要議題下，資訊科技教育發展幾乎被凍結了。我們這群熱

心 IT 友與佘 Sir 商討如何可進一步發展時，佘 Sir 就促成見教育局吳克

儉局長商討尋求資源去支持發展，今日，100 間學校的無線網絡發展計

劃就是由佘 Sir 促成。在此要代表資訊科技教育界，多謝佘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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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香港教育界國慶訪京暨

專業交流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廿六日

至十月一日舉行。

	 在北京期間，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幾位顧問及理事代表出

席，並合照於北京人民大會堂香港廳。除此之外，學會還有

兩位專業會員參與是次訪京交流

團，分別為董旭觀先生及何婉瑩

校長。

	 特別藉此熱烈祝賀本

會顧問郭永強校長	(MH) 於

今年 7 月 1 日榮膺太平紳士

(JP)，謹代表學會仝人敬賀。

左起：顧問伍學齡副校長、理事伍日明校長、顧問葉賜添校長、顧問郭永強校長

左：董旭觀先生

右：何婉瑩校長

	 佘孟先生回應：「如果

講到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當然

要講我隨教育局梁兆強先生

開始，初初參與發展工作要

追溯到初中電腦科 (Computer	

Literacy)	 在大會堂的諮詢大

會，由此開始認識大家，能夠

合作到今日，當然是非常難得！由 1998 年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至今十多

年，多謝電腦教育這個界別，多年發展過程，無人反對，就算有的都

是說資源不夠，這個屬正常的。記得在籌劃第一期發展策略時，未見

過有一份如電腦教育學會所提交的建議有這樣厚的份量。至今到了第

四期發展策略，學會與教育局的合作依然。特別想提，今期計劃是我

做得最辛苦的其中一個項目—「錢來得遲，但要用得快」，不過，能

夠得到各界通力合作完成，是比較少見。在此多謝大家，今晚一敘能

夠讓我可暢談往事。」

	 葉校長最後祝願大家能夠為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繼續努力。而馬凱雄

主席邀請幾位學會顧問代表學會頒發刻有《政德可欽》紀念銀碟給佘孟

先生、另一隻刻有《卓育菁莪》紀念銀碟給郭弼校長，以賀兩位榮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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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理 事 會 成 員 介 紹

學 會 新 職 員

	 大家好 ,	本人梅志文老師 ,	現職

於青年會書院、專責推動電子學習。	

除在中學及大專院校任教資訊科技

課程 ,	本人亦喜愛文字工作 ,	近年開

始將教學實踐紀錄 ,	文章載於學術期

刊、香港教師中心學報及本地電腦雜

誌。期望在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擔任理

事的期間 ,	與學界友好有更多分享機

會、為我們的電腦教育出一分力 !

增補理事	梅志文老師
						各位

同工大家

好，好高

興今年能夠

加入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希望透過參與

各項活動，略盡綿力，推動學界資訊科

技的發展。本人對編寫電腦程式抱有偏

愛，如何透過程式來解決日常事務上問

題或如何將工作自動化，往往都引起我

的好奇心和興趣，每當能實現解決方案

時，都能有無比的滿足感。此外，科技

的發展日新月異，電子教學亦是本人專

注探究的課題，希望透過參與不同的試

驗，善用平板電腦和應用程式，協助教

師提昇教學效能，令學生更有興趣及投

入於課堂中。

增補理事	簡偉鴻老師

 I am an educator by training, but 
also interested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areas in technology. My current interests 
include quantum mechanical computation 
(which is a computation system that makes 
direct use of quantum-mechanical phenomena, such as superposition 
and entanglement, to perform operations on data) and cryptography 
(which is the practice and study of techniques for secure communic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hird parties). Moreover, I am now a co-op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Education (HKACE) because 
I was impressed by a group of teachers from HKACE who are dedicated 
to contribute themselves in promoting computer education and facilitat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latest technology. I like latest technology (that's 
why I study computer science), playing chess and go. I am a tortoise lover, 
too.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contributing myself to computer education.
增補理事 Dominic C F Li

 Hello! I am Brenda Yau, teaching 
ICT in Good Hope School. I am happy to 
join the HKACE family! To me, HKACE 
is like a family as everyone is nice and 
kind. I can feel that all council members 
are committed and devoted to computer 
education. Everyone is willing to share experience in the group and 
willing to exercise expertise in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area. With the 
devotion and commitment, I am sure that we w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computer education to not only the teaching staff, but also students in 
different education sectors.
I am currently the Head of Campus TV Team. Taking video of school 
events and producing student-oriented video programs are our team's 
main duties. We have been providing video with good quality and 
efficiency. Feel free to watch our production here: Http://ostube.ghs.edu.
hk
 As the Head of Club and House Team, my team mates and I also 
spare no effor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club meeting and house 
events, too. Together with the role of class teacher and teaching ICT in 
senior and junior forms, you can imagine that my school life is a very 
hectic one!
 As an outgoing person, I have a variety of hobbies, from ball games 
(any ball games with bats like Table Tennis, Badminton and Squash), to 
music (choir, playing the saxophone), from scrapbooking to board games. 
I hope to play different games with you if there is a chance.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ll in the upcoming events organized by 
HKACE! May God bless you always!
增補理事 Brenda Yau Miss. Tsoi Chau Ying Miss. Tam Ho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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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羅家華

為了讓 2015 年的應屆考生感受公開試的氣氛，本會特舉辦「資訊及通訊科

技科」模擬考試 2015，詳細如下：

試場：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伊利沙伯中學

舊生會湯國華中學、香港真光書院、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林大輝中學、仁

濟醫院王華湘中學、香港聖公會何明

華會督中學、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文

理書院 ( 九龍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

郭碧鳳中學、迦密聖道中學

日期：2015 年 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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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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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2 時至 4 時

對象：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考生

	 隨著科技的進步，不少香港市民已習慣使用智能手機的通訊應用程式，作為與人聯

繫溝通的工具，而部份學校亦已開始使用相關的平台，作為家校溝通的媒介。面對近日

罷課的問題，更突顯出此類型的系統平台對學校在聯絡及通知家長時的幫助。為此，香

港電腦教育學會及明愛專上學院於 2014 年 10 月 25 日 ( 星期六 ) 合辦「學校通訊平台應

用程式展介會」，邀請了四間不同的服務平台供應商進行簡介及示範，讓教學界同工們

能一次過了解不同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並且作出參考和比較。

	 四間獲邀的服務平台供應商分別是博文教育 ( 亞洲 ) 有限公司 (Broad	Learning	Edu	

(Asia)	LTD)，流動軟件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Mobilesoft	Technology	(HK)	LTD)，理光香

港有限公司 (Ricoh	Hong	Kong	LTD)	及 School	Team	Technology	LTD。活動的第一部分是

四間服務平台供應商分別介紹他們的服務平台的設計概念、功能及特色，第二部分是四

間服務平台供應商於課室展示各服務平台及其他相關的服務。

	 當天共有超過四十位老師蒞臨參加是次的展介會，各位老師經過這次的展介會對各

服務平台有更深入的了解，大家都獲益良多。最後本會感謝四間服務平台供應商的參與

及合辦機構明愛專上學院借出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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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感 想

劉定峰 香港培正中學

	
	 首先就講兩日的比賽吧 !		第一天，拿到試卷之後粗略看了

一下，發現第二題是一個非常基本的資料結構題，立刻想到用	

“SegmentTree”做，在處理標記的下傳時遇到了一點麻煩，幸

好用了兩次提交就解決了問題。第三題是一個有點類似博弈的問

題，一開始我沒什麼想法，不過很快發現這道題目與圖的連通性

有密切聯繫，於是用“DisjointSet”	維護之後統計一下不同的聯

通分量之間的邊數就可以了，一次已經取得滿分。

	 還有三個多小時解決第一題，這題的前兩個分題性質非常明

顯，之後我又花了一些時間，想出來只要統計距離起點距離最小

的點之後根據每個點到這兩個點的距離大小判斷就可以知道方

向，這樣可以解決這題的前三個分題。寫完之後發現，這個思路

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把詢問次數控制在限制之內，但是不知為什

麼我在編程最後一個分題程式的時候因為某些小錯誤一直沒能通

過，花了兩個小時反復嘗試，最終還是失敗了。

	 總分 256，位列第一天的第 8名，成績算是很好了，但是沒

能解出第一題還是令人感到遺憾，畢竟演算法都已經想到了，可

能就是程式設計的時候有少許差錯而已。

	 第二天，第一題一看就是一個“送分題”，大致上就是只要

根據題目做一個序列的方案生成和計數就可以了，由於題目的分

題很多，我就一個一個地慢慢做。不過在做最後一個分題的時候，

我處理一個特殊情況的時候想錯了，就是在某些情況下序列的頭

不能確定，那麼因為是環形的答案就要乘 n，但是我不小心想成

了乘以 n!	這個錯誤一開始一直發現不了，只好放過這題。

第二題感覺規則特別複雜，就先跳過。第三題是一個類似動態規

劃的題目，我一開始想直接做滿分的，感覺這題的關鍵在於給定

一個區間，要統計出區間內權值最大的若干個城市的權值和，這

個問題我想用可持久化線段樹解決，因為之前也寫過多次，就很

快寫出來，但是發現這題的記憶體限制很小，這個做法要用到最

後一個分題肯定會內存過大，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用枚舉左右

端點加可持久化線段樹計算的方法，以 O(n^2	log	n) 的時間解決

前三個分題。之後我試圖控制記憶體大小，但是沒有成功。之後

又變換想法，想直接通過單調性求解，但也沒有什麼進展。

	 只好轉而求解第三題，第三題的前 4個分題做法明顯，分別

是搜索，還有直接求和及最大值，最後一個是樹形動態規劃，於

是分別拿下。對於這題的第五分題，感覺也很有特點，我稍微有

些思路，但是也沒什麼好想法。

	 之後看時間也不多，趕快檢查第一題，終於在還剩一個多小

時的時候查出了錯誤。最後因為對第二題沒有想法，時間都投在

最後一題上面，不過還是想不出來。

	 最後總分 193，跟同隊的的兩位隊友剛好一樣，算是還可以

的成績，不過因為難度不大，所以這個成績排得不算前面，相比

第一天是差多了。幸運的是第一天考得好，最後憑藉總排名24名，

恰好位於金牌線上，算是有驚無險。

	 總結兩日的比賽，感覺自己實力和美國隊的“scout	wu”，中

國隊的隊員等世界頂級選手還是有較大差距，雖然說我對於線段

樹，圖論這些較為基本的題目因為練習充分，因此有良好的表現。

但是對於一些平時較少接觸的題型，比如第二天的第二題和第三

題，這樣的題型之前沒見過及做法不太明顯的題目，我就基本沒

有什麼辦法了。此外，我面對比賽的時候心態還是不夠好，因為

總覺得 IOI 應該都在我能力範圍內，所有像第二天這樣遇到幾個難

題的情況就讓我比較慌亂，比如第二天的第二題中分題五的二分

圖匹配在比賽後隊友一醒我就發現了，但是可能比賽時太緊張，

沒有仔細想，就沒發現。

	 這次 IOI 除了兩場考試之後，其他的不少活動也是很讓人難忘

的。比如說第一天比賽前一晚的“Dancing	Night”，還有第二天

比賽前一晚的“Game	Night”，雖然感覺活動挺傻的，就是一群

人聚在一起跳舞，不過因為都不太會跳，所以其實就是跟著音樂

隨意扭動身子。但是作為比賽前放鬆活動倒也是不錯。除此之外，

主辦大會還安排了兩天的旅遊，分別去了傳統藝術中心、博物館，

還有一個主題公園。因為是第一次來臺灣，所有見到很多臺灣特

色的手工藝品還覺得很新奇。還有一起去逛夜市那天，總算是嘗

到了傳說中的臺灣夜市小吃。不過可能是之前在廈門還有香港的

時候就不時吃臺式餐廳的原因，很多東西感覺也沒有很特別，算

是有點失望。

	 這次來臺灣因為語言的關係溝通非常方便，所以我跟幾個當

地學生義工經常聊天，最後走的那天還加了 facebook。而跟其他

選手的交流比較少，主要是我認識的中國選手和上次去	“CCC”	

認識的加拿大華裔選手，其他人因為我懶得說英語所以基本沒怎

麼溝通，算是一個遺憾。

	 總結這次比賽，這是我在中學階段“OI”的最後一次比賽了，

取得金牌的成績我算是心滿意足。而大學期間我應該會繼續參加	

“ACM”的比賽，雖然說代表“THU”參加World	Final 是難度很

大的事情，不過在 Regional 的

賽場上還是很有機會和我們

OI 的同學一起同場競技，

希望之後 ACM也能繼

續取得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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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起我校其他電腦編程隊的同學，我是相對較遲才接觸編程，我在中五才

首次參加公開編程比賽，因此我十分榮幸能在最後一年的中學生涯代表香港到台灣

參與 IOI	2014，為我中學階段的編程經歷留下難能可貴的經驗和終結。

	 IOI	2014 的比賽分為兩天，在第一天的比賽中，我因受文憑試 (DSE) 放榜等事務困擾，

我未能專注於比賽，在思考題目、編寫算法及除差上都未能發揮應有水準。例如在第二題中，我

因未能發現一個在編程上極小的錯誤 (Bug) 而浪費了大量時間，最後的排名亦未如理想。

	 幸好在帶隊老師、隊友以及朋友的支持和開解下，我在第二天比賽時總算能好好整理情緒和心態，亦發揮出應有

水準，我對最後排名亦十分滿意。

	 在比賽中，我在心態處理以及編程技巧方面都有了不少長進，比賽的時候要專注，心無雜念，更不要為已成

立局的事情憂心，才能發揮應有的水準。另外在編程技巧上，我認為這次 IOI 題目的題解	(Solution)	都優美地運

用了各種算法，例如 Day2 第二題中，Solution 充分利用題目的特殊性而設計出一個貪心法 (Greedy)，令我領略到

解答難題時，需大膽假設，並小心求證，才能設計出正確、快捷而優美的算法。

	 比賽以外，IOI 籌委會亦安排了不少遊戲、參觀的行程，令我們能與各國參賽者互相交流及學習，參觀的

活動則包括到台北 101 觀景台參觀，到主題樂園遊玩，及到博物館參觀等，行程有趣之餘亦加深了我對台灣

的認識，拓闊了我的視野，令我獲益良多。

	 最後，我要十分感謝領隊們對我的照顧、開解以及體諒。因為你們，我才能在第二天的

比賽中正常發揮，才能無憾地完成我人生最後一次的 IOI。

易維濱 香港培正中學

潘力行 香港培正中學

	

	 這次是我第二次參加 IOI 這個比賽。和上次不同

的是，這次比賽是在台灣，在溝通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也令我們與當地的學生義工更熟絡。在行程的每個晚上，

義工都會有一些節目，如天才表演、跳舞、有獎遊戲等。

我參加了其中的一些節目，也感受到他們的熱情和投入。

	 在第一天的比賽中，我嘗試先做完每條題目最容易的部分，取得基本的分數後才想更快的演算法。最後雖然我能想到

其中一部分的做法，但因為找不到錯誤而不能得到任何分數。

	 在第二天的比賽中，我也是先取得了每題基本的分數才繼續思考。可是在這天的比賽中我再次因為一些簡單的錯誤而

耽誤了接近一小時才能完成。在比賽完結後和隊友討論時才發現，有一部分的分數是應該要拿到的，但我卻向著錯誤的方

向去設計演算法。

	 從這次比賽中，我發覺自己寫程式碼時有些生疏，除錯也花了很多時

間。或許是因為在高中有太多功課和考試的關係，我投放在編程的時間太

少。在缺乏練習的情況下，我寫程式碼和除錯的技巧就因而變得不純熟。

此外，由於沒有努力做題目的關係，我發覺我懂得的演算法和技巧實在太

少，導致遇到一些標準的題目也不能立即想到答案。

	 結果我這次的成績比往年還要差，只有銅牌。我希望明年我能汲取今

年的教訓，在考試過後能花更多時間在編程上，學習更多不同的技巧。



人到了半百之年，經常會覺得容易感到腰痠背痛，或雙膝無
力，工作不多時便容易有疲倦的感覺，這種未老先衰的情況
就是中醫所謂的腎陽虛衰的症狀之一，原來腎虛不單是男人
的問題，女人一樣會有腎陽虛衰的情況，尤其是更年期前後，
這種情況更加明顯。大凡有這種情況的老師，不妨採用一條叫
「巴戟杜仲狗脊首烏」的湯，不止有助減低腰和膝的負擔外，
亦能防止患上老人痴呆症的風險。

材料：
份量 :	( 適合 6-8 人 ,	4 人份量減半 ,	2 人份量再減半 )
巴戟天一兩			厚杜仲一兩		金狗脊二兩
何首烏一兩		黑豆一兩 ,	紅棗六粒	( 去核 )
豬尾骨一條	( 約半斤 )	蜜棗五粒		舊陳皮 1/4 個

學 會 中 醫 閣
巴 戟 杜 仲 狗 脊 首 烏 湯

馮新偉博士

馮新偉博士 / 中醫師

不經不覺來了加拿大差不多三個星期，在多倫多北部

一個叫萬錦的城巿安定下來，這裏距中區華埠只有 20 分鐘的車程。

這些日子每天都是早上跑步，中午辦些移民瑣事，下午探朋友或買些東西，

很快又到晚上，看看中文電視台便睡覺，退休的生活可以說是很柔閒，這裏

的天氣早晚比較清涼，下午炎熱，但雖然有 30 多度，但不比香港辛苦，加

上屋內的溫度比較舒服，日間不需要冷氣，晚上反而要蓋一張薄被。以下是

一些來到多倫多的見聞，也給香港電腦科老師們增加一點常識。

住屋

這裏的屋並不如香港人所想的規模，當然有所謂最傳統的	house，即三層建築

物加上地牢，但我住的是叫 condominium，即大廈，以前學生時代常聽到同學在 off	

campus 住所謂 apartment，後來才有這些簡稱 condo 的東西，原來 apartment 和 condo 的

分別是 apartment	無管理員，而 condo 有管理員，所以管理費也很高，因為經常有人入屋

打掃一些設施，相比之下，condo	的爆竊率當然遠比 apartment	為低。還有一樣有趣的事

是，新建成的樓宇，尤其是華人多的地區全部沒有 4樓，13 和 14 樓。不過這幾年來無

論多倫多或其他大城巿的樓全被內地人炒高了，本地人大都往北移，從中區華埠到士嘉

堡，到現在的萬錦巿，可能十年之後，人們會繼續向更北的地方走。

也談 ICT

眾所周知，香港的 IT比加拿大的先進，連這裏的 IT人也有同感，但有一樣可以肯定的，

是香港的上網費是全世界最低的，現在多倫多最基本的上網費是 $50( 香港時我只需付

$180)，而流動電話費在香港我付 $88 有 1G 的流動數據和任打電話，但同一 package 在

這裏需要加幣 39 元。所以香港人用 IT 看來比較幸福。

( 附圖是在多倫多動物園和加拿大國家展覽館所拍的相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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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
豬尾骨斬件 ,	放入滾水飛水備用 ;
清水浸黑豆一小時 ; 清水二十碗，
水滾後放入所有材料，用文火煲約三小時 ,	下鹽調味即成。

功能：補腰腎，治腰痠背痛，夜尿頻，亦治未老先衰，早生白髮，脫
髮等問題；	對失眠，夜尿多和便秘皆有效，尤其適用於虛不受補。

方解：神農本草經載巴戟有強筋骨的功用，金狗脊可治膝痛，亦頗利
老人，而杜仲除主腰膝外，亦治陰下癢濕，當然何首烏有烏鬚黑髮之
效，乃眾所周知，而黑豆入腎經。此方不寒不燥，一年四季合用，亦
頗適合全家大細一起服用，對孩子的記憶力和集中力亦有裨益，味道
雖有點甘苦，但多加些蜜棗可以蓋過其甘苦味，多飲有益。

加國來鴻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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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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	 本會理事擔任	World	Robot	Olympiad	(WRO)	

	 2014	GENII	足球賽及常規賽高中組	比賽評判

9月 19 日	 本會主席出席 OGCIO	舉辦的 ICT 業界交流會

9月 23 日	 本會理事出席「2014 香港資訊科技界國慶晚宴」

9月 24 日	 本會主席出席Worlddidac	Asia	展覽會的

	 新聞發佈會

9月 26 日	 HKOI	2014/15	介紹講座

10 月 4日	 本會理事擔任World	Robot	Olympiad	2014

	 比賽評判

10 月 22 日	 本會主席出席考評局 ICT	SBA	Seminar	

	 並簡介本會活動

10 月 22 日	 本會理事出席教育局 ICT	課程修訂	

	 Focus	Group	Meeting

10 月 25 日	 學校通訊平台應用程式展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