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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發展迅速、並發展成一

個經濟行業，實在有賴八萬多名從事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專

業人員。正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我們除了欣賞

這一群為業界不斷貢獻的成功人士、更要感謝一班在背後

默默耕耘、作育英才的教師。為表揚本地傑出教師對電腦

及資訊科技科的貢獻並推動校園的讚賞文化，香港電腦教

育學會及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在 2015 年 5 月 23 日舉

辦了第二屆「IT 感師日」並頒發「傑出 IT 教師獎」。

	 第二屆傑出 IT 教師獎 (OITTA) 經由大學教授、校長及

知名社會人士組成的評選委員會嚴格甄選，選出兩位傑出

IT 教師，得獎名單如下：

鄧文瀚老師	 喇沙小學	 	

梁家雄老師	 慕光英文書院	

專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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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光英文書院
梁家雄老師

喇沙小學
鄧文瀚老師

	 鄧文瀚老師於喇沙小學任職 15 年，擅長利用資訊科技

進行跨學科協作、提升學生對資訊科技科的學習興趣。鄧老

師多年前已利用小型遙控直升機結合航拍、Google	Map 等

技術在數學科推行「測量計算」及常識科「認識社區」等

創新學習活動。近年，鄧老師積極推動「迷你四驅車 STEM	

解難」活動，利用四驅車結合 RFID 技術作測量工具，提升

學生解難能力。不少提名鄧老師的舊生都認為他是自己在資

訊科技方面的啟蒙老師！

	 梁家雄老師任職慕光英文書院，教學年資 25 年。梁老

師對科技教育充滿熱誠，提名者憶述梁老師廿年前為自己在

電腦科上的學習無私的付出、甚至借出自己的手提電腦讓其

在家中學習，實在感動！另一位提名人更因梁老師的啟發而

投身資訊科技界，並透過其工作崗位

把傳統中醫藥與現代科技結合、為工

作單位取得 ICT 優質企業應用大獎。

	 頒獎禮當日，本會特意邀請了教

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科技教育）冼

德華博士為主禮嘉賓並頒發傑出 IT

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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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施政報告中提到，九龍東將會成為試點，研究發展「聰

明城市」的可行性。而教育局亦會更新及強化科學、科技及數學課程和

學習活動，並加強師資培訓，讓中小學生更充分發揮創意潛能。

	 有見及此，本學會願意與東九龍的中小學一同響應，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三日舉辦「2015 東九龍資訊科技雙周」。在資訊

科技雙周期間，參與協辦的東九龍中小學校，將於校內舉辦與資訊科技

相關的活動，讓全港中小學的老師及學生參加。

「2015 東九龍資訊科技雙周」聯校活動豐富而又

多元化，包括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李惠利 ) 資訊科

技系舉辦的「視覺特效入門」、「現場音響製作」、

「3DS	MAX	動畫製作入門」、「Unity	3D	遊戲製

作入門」製作笨鳥先飛遊戲等。此外，由六間中

小學所提供近 20 個不同的研習班或分享會，包

括供學生參加的「4足機械人製作班」和「樂高機

械人」；供老師參加的「搭建	Ai2	伺服器工作坊」、

「Arduino	Day」、「Evernote	教學工作坊」、「Swift	

編程工作坊」和「小學電腦科學習 / 教學點子分

享」。共計有超過 150 名中小學生參加。

「2015 東九龍資訊科技雙周」於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假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舉行開幕典禮，隨即展開為期兩

週的聯校活動。開幕典禮當天，本會榮幸邀得創新及科技

諮詢委員會主席楊

偉雄先生擔任主禮

嘉賓。本會更邀請

多位業界精英，在

分享會中與同學分

享其個人心得。

「2015 東九龍資訊科技雙周」開幕典禮暨分享會

「2015 東九龍資訊科技雙周」聯校活動

分享嘉賓：

Autodesk 台灣香港暨澳門總經理	 李煥明博士

香港電腦商會創會主席	 張耀成先生

華為技術投資有限公司	 羅永基先生

資訊及軟件業商會名譽主席	 王志強先生

北斗星工作室創辦人	 陳諾彬先生

壹壹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陳國良博士

城大應用程式實驗室總監	 張澤松博士

活動由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辦

協辦機構 
資訊科技聯會
香港軟件行業協會
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

支持機構	
Autodesk 遠東有限公司	
城大應用程式實驗室	
壹壹科技有限公司	
華為技術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李惠利 ) 資訊科技系

「東九龍資訊科技雙周」籌委會
籌委會主席：	鄭志鴻先生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籌委會委員：	梁家雄先生	 慕光英文書院
	 張家俊先生	 佛教何南金中學
	 周成海先生	 坪石天主教小學
	 黃國強先生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金偉明先生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王沂妮女士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協辦學校	
聖文德書院	
慕光英文書院	
龍翔官立中學	
觀塘官立中學	
佛教何南金中學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坪石天主教小學	
保良局錦泰小學	
佐敦谷聖約瑟天主教小學	

東九龍

資訊
科技
雙周

	 本年度ITCA-YITAA中文打字比賽已經於二零一五年三月

二十一日於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順利完成。

	 以下是比賽成績，頒獎典禮已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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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

	 亞軍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黃嘉芙	 94.5

	 季軍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卓詠琳	 79.3

	中學初級組	 學校	 中文姓名	 平均速度(每分鐘)

	 冠軍	 德望學校	 楊適語	 78.2

	 亞軍	 協恩中學	 鄭邦媛	 73.5

	 季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薩萬瑩		 59

	 小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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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

	 亞軍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李泓銳	 45.3

	 季軍	 彩雲聖若瑟小學	 李依瞳	 39.6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2014/2015年度
ITCA-YITAA中文打字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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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金章評審已於四月二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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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同學獲得青年資

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的金章資格，恭喜以下的學校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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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評核發展經理	吳家明先生

林大輝中學校長	 黃廣威博士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顧問委員	 郭弼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顧問委員	 伍學齡副校長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顧問委員	 鄭志鴻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席	 馬凱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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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在數碼港商場

全天候廣場舉行。

YITAA 金章評審員

第二屆電腦應用程式比賽
(CAP2015)

	 第二屆電腦應用程式比賽(CAP2015)於二零一五年
五月十六日在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舉行，該比賽由
電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香港電腦分會、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及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聯合主辦，今年的比賽更得到
Google的贊助。比賽採用『帽』(CAP)為標誌，是英文Computer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的簡稱。比賽以全香港中學生為對象，目的
在於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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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組織
委員會包括多間大專院校和中學的同工及志願者，可謂陣容頂盛。

	 今年比賽的主題是『科技與健康』，大會繼續採用美國麻省理工學
院的	App	 Inventor	2	作為編程工具，制作出不同的流動應用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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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學生專題習作比賽」中，參賽學校可在「初中組」及「高中組」中，
分別推薦作品角逐個人獎項，而在「即日解難比賽」中，學校則可派出
初中隊伍參賽，隊伍需於一小時內，透過App	Inventor	2去解答難題。

	 今年的比賽收到了來自香港多間中學，超過百份的專題習作作品。
推薦入圍的作品於展覽中展出並參與評選專題習作獎項。超過四十隊參
賽學校隊伍於『即日解難比賽』中使用App	Inventor	2解決編程問題，
角逐金、銀、銅獎。經過一輪激烈的競逐後，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
錦輝中小學的周逸東同學和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的李浩然同學分別奪得
學生專題習作比賽高中組和初中組的金獎，至於即日解難比賽，就由迦
密中學的秦諾謙同學及許焯熹同學所組成的隊伍獲得金獎。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陳杏妍
香港真光書院		 李美玲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鄭寶奇

金章評審



	 由香港電腦教育學會(HKACE)、香港軟件業協會(HKSiA)及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CYBERPORT)合辦的「校際IT

精英挑戰賽2015」，已於4月10日圓滿結束，感謝學界及資訊科技業界鼎力支持。是次比賽為香港特區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所舉辦的「國際IT匯2015」盛事活動之一，逾百所中小學及超過1600位同學報名參加，廣受學界支持。

	 是次挑戰賽旨在提昇學生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興趣，增進學生對科技與生活的知識外，同時亦培養學生的資訊科

技素養。挑戰賽初賽於3月19日拉開序幕，為期14日，同學須透過流動裝置應用程式，每日作答IT問題，答對同學可

累積隊伍分數。在整個初賽階段，競賽氣氛激烈，同學們積極投入參與，發揮團體合作精神，最終共有200位同學晉

身4月10日的決賽。

	 決賽日於中環海濱活動空間進行，比賽分為準決賽和總決賽兩部份：準決賽為技能測試；總決賽則以問答形式

對決。學生除須具備資訊科技知識外，亦要有實戰技能，才能在比賽中勝出。在準決賽過程中，部份題目涉及電腦編

程，學生普遍都能即時解難及編寫出相關程式，在場的裁判對學生的表現亦大感欣喜。經過10輪技能比試後，最終中

小學各有四隊同學脫穎而出，晉身下一回賽事。非常榮幸邀請到各大專院校及考評機構作為總決賽大會評判，分別有

香港大學	莊陳鋒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李浩文教授、香港理工大學	吳道義教授、香港教育學院	黃德霖博士及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	吳家明先生，在此再次感謝各專業評判的指導。經過三輪的激烈的比試後，今年『校際IT挑戰賽2015』結果

如下：

	 小學組	 中學組

冠軍	 保良局錦泰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亞軍	 上水宣道小學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隊伍	2)

季軍	 彩雲聖若瑟小學(隊伍1)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隊伍3)

殿軍	 優才書院	(隊伍	2)	 嘉諾撒聖家書院	(隊伍	2)

優異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隊伍2)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優異	 彩雲聖若瑟小學(隊伍3)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在此恭喜以上得獎同學，在云云眾多參賽者當中脫穎而出，可謂實至

名歸。整個比賽過程亦得到亞洲電視協助製作成電視節目，於大氣電波與各界人

士分享。正如是次比賽的目的，我們看見學生對資訊科技具濃厚的興趣，並展現無比的創意和

決心。冀同學們能夠自強不息，持續提升資訊科技的素養與技能，日後能貢獻香港資訊科技業界，再創高峰！

挑 戰 賽 2 0 1 5
校 際 I T 精 英

小學組冠軍

中學組冠軍

主禮嘉賓-楊偉雄
先生

簡偉鴻先生

						各老師和同學可透過以下FB專頁瀏覽是次比賽精彩片段。http://www.facebook.com/it.elit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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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
(科技教育)冼德華博士

	 2014-2015年度ITCA、YITAA、CAP、OITTA聯合頒獎典禮為一年一度的壓軸活動，以表揚教師和

學生於電腦及資訊科技科的貢獻與成就。是次頒獎典禮頒發多個獎項，包括「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ITCA）、「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YITAA)、「電腦應用程式比賽	2015」（CAP）及

「傑出IT教師獎」(OITTA)。

	 考取「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金章，學生們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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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名學生考取金章，當中約800名學生成功。

	 「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為中學生而設，學生於校內進行知識及技能的評核，並

於校內或校外提供電腦及資訊科技科服務，方能考取證書、銅章及銀章，考取金章更需要通

過嚴格的校外評審。本年共有3位同學成功考取金章，考獲不同級別獎章的同學200位。

	 2014-2015年度ITCA、YITAA、CAP、OITTA聯合頒獎典禮已於五月二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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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出席人數近900人，場面熱鬧且溫馨。

主禮嘉賓︰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科技教育)	 冼德華博士

其他嘉賓︰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評核發展經理	 吳家明先生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知識及人才發展中心經理	 梁德明先生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女士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副教授		 陳峻斌博士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賴曉賢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符穎茵	 我很榮幸獲得2014-2015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白金

章;從四年級開始，我便參加資訊科技獎勵計劃，由銅獎晉升為

金獎，而這一次更有幸成為白金獎的其中一個得主。

	 首先，我要謝謝這次的評審委員會，認同我在資訊科技方

面的服務、經驗及知識，令我有這次寶貴的機會榮獲白金章。

然而，能夠參加白金獎面試，全賴張校長及黃老師等幾位電腦

科主任的推薦;在面試前，老師更在百忙中抽空幫我訓練，實在

難得。

	 我也要感謝各服務機構，有關職員不斷鼓勵我去積極參與

服務，令我有機會多做義工服務，從中獲得不少的寶貴經驗。

	 而在校內及校外的服務和比賽，我也參加

不少；更在不同的範疇上，應用資訊科技，

例如科技應用方面，真的令我獲益良多呢	!

	 今後，我會更努力及積極地參與及

推廣校外校內的資訊科技的活動，令資

訊科技能被更多人廣泛地使用！

	 能夠獲得白金章，是我的榮幸。

我參加「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已

經兩年了。剛開始我不是太情願去參加，

後來明白到現今資訊科技發達，不能不學好一些關

於資訊科技的知識，否則只會被社會淘汰。

	 計劃開始時，老師會給我們機會去參加一些不

同範疇的比賽，例如專題報告研習比賽、3D動畫

創作大賽等。從而令我們去獲得更多資訊科技的知

識，並籍此增進我們對資訊科技的認識。與此同

時，我開始對獎勵計劃感興趣。我亦參與校內校外

不同資訊科技的活動和服務，使我增加了自信心。

	 最後我亦獲得白金章，在此感謝評審委員會給

我機會去參加白金章評審考核，也感謝校內老師一

直對我的培訓，使我可以發掘出屬於自己的專長！

嘉賓合照



YITAA
學生感想

香港真光書院		李美玲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鄭寶奇

	 		感想：我認為參加「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及參加競逐金章令我獲益

良多。這計劃鼓勵我參加不同與科技有關的活動，除了讓我擴闊社交圈子外，也提

升了我不同方面的能力以及增加了我對資訊科技的了解和興趣，讓我有機會在課堂

以外接觸有關資訊科技的知識，將其連繫至日常生活。

	 早前我參加了「青年及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舉辦的領袖訓練營，當中有不少活動都需要團體合作，因此我

在營中很快便和其他同學打成一片，互相幫忙合作，成為朋友，投入地參與活動，留下美好回憶。

	 除了認識新朋友外，我亦能透過參與不同活動從而提升自己的解難能力和自信。我曾經於2012-13年度資訊科

技挑戰計劃暨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頒獎典禮擔任司儀，這次機會讓我體驗到作為司儀是需要懂得臨場變通，

應付不同情況；而參加「健康資訊學生大使計劃」則讓我能參與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舉辦的書展，巡回展

覽等宣傳活動，需要主動地推廣健康資訊的重要性，讓我提升自信。

	 最後，這計劃亦令我對資訊科技加深了了解和興趣，計劃期間，我參加了不同活動，工作坊，如制作手機應用程

式-三維打印技術等，使我能夠在課堂以外都能接觸有關的知識，讓我獲益良多，亦使我的高中生活變得更為充實。

	 本人去到小學時就發現自己對資訊科技科感到興趣，隨後

就慢慢自學一些關於資訊科技的資訊，例如手機電腦配備，電

腦軟件及解決電腦問題的方法。升上中學後，我校初中的課程

內容更教授同學實用的軟件，令我學習了許多我以往不知的軟

件，令我學習了許多我以往不知的軟件，更令我畢生受用其後

升上高中選修了資訊科技後，我校更不斷培訓我在資訊科技方

面的能力，讓我參加許多關於該方面的比賽和活動讓我更加擴

闊自己的眼界。在過往的「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中我

不但能挑戰自己之餘，更認識了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甚至互

相交流和請教。今年參加競逐「金獎」的感想是希望日後投身

資訊科技界中能夠勝人一籌及

完成銅、銀、金獎章計劃於本

人中學畢業之前，並希望能夠

將所有的技能能回校幫助資訊

科技的活動及指導日後有意讀

資訊科技的師弟師妹。

 In the previous two years, I was nominated by 
my teacher and awarded the YITAA bronze award 
and silver award respectively. In the past few years 
I have been serving as an IT prefect and these two 
awards were both a recognition of my service as well 
as an eye-opener to a broader worl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ining YITAA has allowed me to be exposed to more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The YITAA ceremony, in particular, had shown that many people are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ying for the gold award is not just a competition process. It allows me to take 
some time to here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knowledge I have gained, services that I 
have done and activities that I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past through which I was able 
to gain, enrich and demonstrate my interest and skill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is year, I have been allocating more of my leisure time and study time for IT-related 
activities such as organizing activiti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lub and arranging 
the duty time slots for the school IT perfects. Although these had greatly reduced 
my time for study and leisure activities, these has also been some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 in which I gained fun and organizing skills. The gold award was an 
enormous encouragement towards my works to raise computer literacy of others, 
as the aim of our school’s IT club, and devote myself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陳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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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資訊科技體驗團	(IT	Exploration	Tours	for	Sec-

ondary	Students)	是次活動為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OG-

CIO)所推動的國際IT匯下的一項活動，本會第二年成功申請成

為承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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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將來選擇	IT	的學科以及投身	IT	的行業。

	 參觀團於4月13至17日、20至22日舉行，8天一共33團，

分別參觀不同的大專學府(例如：港大、中大、科大、理大、城

大、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政府或公營機構(例如：香港天文台、

中電)、大型機構(例如：港鐵、國泰航空)或IT企業(例如：微

軟、思科、數碼港、科學園等等)，不能盡錄。

	 活動最後計有約一千人參與，參與的學生

來自90多所不同的中學，參與層面廣闊，參

與的同學們都表示大開眼界，獲益良多。

中學生資訊科技體驗團
IT	Exploration	Tours	
for	Secondary	Students



活 動
預 告

	 聯校資訊科技周己於本年2月11至13日在本校順利進行。今

年主題為「翱遊天際•航拍新世」，旨在讓同學對航空拍攝這新

科技及其應用有初步認識。除每年舉辦的軟硬件展銷、書展及

遊戲區外，主要活動有Autodesk技術經理古先生到校親身示範航

拍，並講解後期製作影片的寶貴經驗。有專為中一同學而設的

講座，由YMCA同工分享「電腦vs人腦」，旨在提醒同學善用電

腦，不要過份倚賴電腦/手機，以致長遠欠缺思考能力！講者鼓

勵他們追求自律、深究及多元思考的生活！其他活動有由智恒軟

件提供的星級CG大師分享、數碼繪圖工作坊、Wacom到校寫生

及iClone	&	Kinect	3D示範。最後，每年舉辦的聯校IT問答比賽也

如常舉行。今年除了有滙基及銘賢外，更有中聖書院參與，讓比

賽更富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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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觀塘區的高中學生對無人機的操控有更深入的認識，本

會將舉辦觀塘校際「無人機」障礙賽。藉此提高中學生對無

人機操控及應用的興趣，認識安全守則，相關法例，加強對

科技的興趣，從而建立一個觀塘區的學習社羣，營造一個良

好的學生互動氛圍。

是次比賽由本會主辦，觀塘區學校聯會、國際專業管理研究中

心、香港電腦學校、啟德 扶輪社及 Yuneec Int’l Co. Ltd. 一起

協辦，並由國際專業管理研究中心統籌。有關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

地點：觀塘福建中學

參賽資格：中四，中五及中六同學

比賽模式：「無人機」障礙賽

                1) 個人賽 

                2) 團體賽
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本會網頁

塘觀 校際「無人機」障礙賽

MYC & UCC Joint-school “Math & IT Week 2014-2015”
滙基、銘賢聯校資訊科技周2014-2015

 Joint-school “Math & IT Week” was held on 12 & 13 March 2015. 
As usual practice, we have Joint-School IT Quiz at United Christian 
College (UCC). Our students could get familiar with each other and 
enhance computer knowledge by this activity. 

 The main theme of Math & IT Week in Ming Yin College was 
“Arithmetic and Technologies”. Some booths were set up including 
“Hidden Message in HTML”, Math tricks gaming, Lego Robotics 
Trial, and some tablet PC (iPad and Samsung Note10.1) Apps 
demonstration. Moreover, we held the “Rummikub Competition” with 
Live video show in school h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used to 
love playing this game. What’s more, we arranged a graphic painting 
workshop for VA students about the usage of WACOM graphic tab. 
Such great experiences can enrich student’s awareness and horizon 
on ICT issues.Autodesk技術經理古先生示範航拍

聯校IT問答比賽

星級CG大師分享

潘貴才老師 滙基書院

Horace Luk
Head of Computer Education, CCC Ming Yi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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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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電本會(24066683)或到本會網頁查閱。

個人會員入會申請表 (請以英文填寫)

4 月 2日	 「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決賽簡介會

4月 9至 24 日	 中學生 IT 體驗團

4月 10 日	 「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決賽

4月 18 日	 「Huawei	( 華為 )	Demo	Center」參觀活動

4月 18 日	 ITCA 金章評審	( 第一日 )

4 月 25 日	 ITCA 金章評審	( 第二日 )

5 月 2日	 立法會大樓參觀活動

5月 2日	 「生命 . 歷情體驗館」參觀活動

5月 9日	 「CrazyTalk	Animator	&	Scratch」工作坊

5月 16 日	 CAP	2015

5 月 23 日	 2014-2015 年度 ITCA、YITAA、CAP、OITTA
	 聯合頒獎典禮

5月 25至 29日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2015

4 - 5 月 活 動 一 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