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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思考如何讓本會的活動能籌辦得更盡善盡美、構思如何使本會的會

務發展更多元化、與及招攬優秀的精英教師一起參與我們學會的工作，繼

2013年南沙、2014番禺集思之旅，本屆理事會再次於7月18日(六)舉辦了番

禺集思會2015，本次參加出席人數更是歷次以來最多，顧問、理事及家眷

共有接近30人，讓一眾新舊理事好友聚首一堂，在聯誼團結、加深認識之

餘，更討論了不少學會及香港資訊科技教育未來發展的議題。

	 是次集思會中途碰巧遇上暴雨，令大家的行程計劃受了點阻礙，亦

令部份同工沾濕了衣裳，不過天氣的影響無損大家的熱情，反而突而其來

的天雨，為我們此行帶來另一番的情懷，一班理事兄弟姐妹們共同面對風

雨，並肩而行又互相幫助，一起邁步向前。

左起	:	顧問何榮根先生	

									顧問黃廣威校長	

									顧問葉賜添校長	

									顧問伍學齡副校長

	 此行，我們隨後前往了傳統

鄉村【沙灣古鎮】參觀，更再次

拜訪了本會顧問葉賜添校長位於

番禺的府第，在此要特別感謝葉

校長為大家準備了豐富的食物，

讓我們可以一邊暢懷吃喝，一邊

熱烈討論。討論時間雖然有限，

但我們已討論了來年學會三十五

周年活動的建議、學會某些工作

流程的優化以及學會未來的「關

注事項」，包括聚焦電子學習活

														動的發展等等，可謂碩

														果豐盛。

						傍晚時分，大隊登

車回程，各人度過了愉

快而充實的一天。

今天的路　險阻滿途 爭取領前就要敢跨出腳步 

你既似箭往前跑 我也只管拚命追 方向原也是問號 

孤單的路　風霜滿途 只想有人伴我一起趕路 

你有意志繼續跑 我有拼勁繼續追 追上前與你邁步 

能共你　同上路 何用理是誰技更高 在我心願傾吐 

成敗那會似友情能令人敬慕 

一起趕路　清風滿途 分擔了睏倦也分享驕傲 

抹去我臉上塵土 將心中苦惱盡訴 走上前與你邁步

番禺集思會2015 HKACE Facebook1

						在此憶起林子祥的歌曲<<邁步向前>>，

願與各位同路人共勉。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周年會員大會2015
暨

『數碼身份在校園的應用』研討會

Nexusguard Consulting CEO
龐博文先生分享「認清
數碼身分保障私隱」

院士證書得主

Certizen Limited CEO
陳婉華女士分享「數碼

身分與智慧校園」

	 本會於2015年6月13日（星期六）假林大輝中

學舉行了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周年會員大會2015暨

『數碼身份在校園的應用』研討會。在周年會員大

會上，除通過了主席馬凱雄先生的會務報告及財政

王沂妮小姐的財政報告外，我們亦預告了學會的未

來活動。另外，大會分別頒發了專業會員證書、高

級專業會員證書及院士證書予多位資深會員，我們

非常高興能邀請到，在學界德高望重的前輩馬紹良

先生，擔任是次頒發證書儀式的主禮嘉賓，而本年

度獲得證書的人數更是歷年之冠，在此感謝各會員

致力協助本會並積極參與本會活動。

中：主禮嘉賓馬紹良先生
各級別專業會員證書得主合照

	 接着的是『數碼身份在校園的應用』研討會。本會很榮幸能邀請到	Nexusguard	Consult-

ing	CEO	龐博文先生主講「認清數碼身分保障私隱」，以及	Certizen	Limited	CEO	陳婉華女士

主講「數碼身分與智慧校園」。

	 近年香港教育界大力推動電子學習，WiFi	100	和	WiFi	900	計劃

更是開展電子學習的重要一步，而不久的將來，全港學校都將會全部

裝設無線網絡。我們為此感到興奮的同時，亦擔心校園網絡的保安問

題。關於「網絡被入侵」、「資料外洩」、「拒絕服務攻擊(DDoS)

」等的新聞不絕於耳，我們一方面需要探討如何善用無線網絡進行電

子學習，另一方面亦需要小心謹慎地處理網絡的保安問題。龐先生在

會上精闢地講解了不同的網絡攻擊例子及預防方法。當中龐先生提到

曾有網路駭客攻入學校系統，其後以學校系統滲入其他系統，並進行

各種違法行為，如修改他人網頁、進行網路攻擊及網上盜竊行為。其

後，龐先生介紹了幾個實用的軟件，供各位老師回校親身試驗網路攻

防戰。有關內容可參閱龐先生的簡報	http://goo.gl/BD9llc

	 接着，陳婉華女士介紹了新一代香港智能身份證，並講解如何

在校園內，透過個人數碼證書建構智慧校園。同時，陳女士亦教授了

「如何認清網絡使用者的身份」及「如何使用加密技術提升網絡的保

安」的技巧。

主席馬凱雄先生彙報會務

高級專業會員證書得主

專業會員證書得主

新一屆理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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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中學		葉賜添校長

	 																本會資深顧問葉賜添校長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二日

																	舉行榮休晚宴，本會一眾理事列席到賀。席間葉校長除

了回顧在教育界三十多年的工作外，他更在台上與夫人一展舞技。葉

校長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推動香港電腦及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由最初教

育處將電腦教育獨立成電腦科，當時為1982年，葉校長已經與一群

熱心的教育工作者為電腦科課程的策劃、設計、考試、擬卷及至評卷

給了不少寶貴意見。及後1997年，資訊科技教育正式醞釀發展，葉

校長則聯同當年教育局官員湯啟康先生及佘孟先生到珠三角考察，為

香港資訊科技教育發展出謀獻策。葉賜添校長對資訊科技教育的無私

付出，本會在此謹賀葉校長退休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葉賜添校長榮休晚宴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Global	Chinese	Con-

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簡稱GCCCE)是由全

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學會主辦的國際性學術會議。

此會議已成為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研究者之學術盛

會，與會學者來自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及中國。

他們通過學術論文、專題演講、口頭報告及海報等各種

方式，針對資訊科技於教育領域進行深入的交流。

	 第19屆GCCCE2015大會於2015年5月25日至29日

在臺北舉行，本年度香港共有9位精英教師出席這次會

議。教師除了互相交流資訊科技的教學經驗外，亦認

識香港及其他地區的教師。大會不但設有教師論壇，

讓教師互相觀摩學習，更安排了參觀台北兩所學校。

這兩所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基層家庭，而學校亦沒有政

府特別資助推行資訊科技教學，但兩所學校都成功推行

ＢＹＯＤ，實在值得香港學校借鑒。另外，部份香港教

師亦參加了「明日閱讀」計劃的分享會，了解不同地區

的學校如何利用資訊科技協助學生提升閱讀興趣。

	 下屆GCCCE2016將於2016年5月23日至5月27日，

在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舉行。誠邀各位資訊科技教育

的高手投稿參加。教師只需撰寫一篇文章(可用中文或英

文撰寫)，長篇八頁或短篇四頁，文章內容及結構不用像

學術論文般嚴謹(例如不用Literature	 Review)，只需把學

校實踐的經驗或擬進行的計劃清楚說明。

全 球 華 人 計 算 機 教 育 應 用 大 會 G C C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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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成就獎得獎人	李克東教授

GCCCE	2015	開幕典禮

高峰論壇

參觀當地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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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9日，上海市遠端教育集團國際會議中

心座無虛席。冒酷暑，迎颱風，來自中國內地十五省

三百餘老師、校長相聚一堂，	 縱橫數碼創新技能學習

展示暨結題評優高級研修班在大家的熱情參與中拉開

了序幕。

	 獲活動組委會邀請，香港資深語文專家、培正

中學原校長葉賜添博士和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顧問鄭志

鴻先生列席專家工作會議，參加活動。由香港蘇浙小

學、蘇浙小學幼稚園、蘇浙小學國際部、蘇浙公學、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仁濟醫院羅陳楚思

小學、香港仁濟醫院第二中學七所學校主任老師近十

人的香港縱橫研究團隊，出席了為期兩天的活動。

	 本次活動一個亮點，就是吸

引國際優秀的研究成果到現場和

大家分享，並讓對外漢語中縱橫

學習有興趣的朋友能夠到場分享

到縱橫研究的成果。從奧地利維也

納大學遠程而來的年青學者，游欣恩和

劉冠賢老師，和大家分享在建立網路社群的經驗和

成果，以及奧地利高中將中文列入必學必考課程的

教學體驗，引出了對縱橫數碼將在對外漢語方面產

生的積極意義。在座老師們如沐春風。尤其令人感

動的是，為了能夠到現場分享和學習，她們頂著強

颱風，在機場堅持十幾個小時，到達上海酒店已是

淩晨兩點半。第二天一早又出現在活動現場。而她

們此行的交通費用是獲得奧地利國家教育部的支持

的。她們認為，縱橫數碼線上移動創新模式，這種

以數位去學習漢語的簡便方式，一定能夠使漢語變

成“自主、高效、快速、輕鬆、賞心悅目！”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中心教學研究

顧問、縱橫總課題組專家兼秘書長林小苹老

師一節縱橫數碼實驗創新技能體驗課，和來

自不同省市校、不同年級的小學生進行“縱

橫數碼線上自主個性化發現式的閱讀”，讓

不同的學生學會運用縱橫數碼學習技能，通

過選讀不同材料、不同形式、不同內容，圍

繞不同話題，充分自主地去體驗、去感悟、

去發現，從而提高自主閱讀的技能和主動性

積極性。

香港資深語文專家、培正中學原校長葉

賜添博士應邀為大會所作的報告，題為

《讀寫無疆界，縱橫平板新里程》的學

術報告，受到與會代表的歡迎。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陶劍幗主任、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李岳城老師、香港仁濟醫院

第二中學楊子曦主任、蘇浙小學幼稚園付江月老

師，作為本港優秀實驗學校代表，獲邀請在大會進

行成果和經驗分享，獲得大會好評。

	 接著和大家分享了《縱橫數碼在線和移動創新學習和優化語文習得

過程研究》，她從題解關鍵字入手，從心理學的內隱學習給的啟示說起，

再談到縱橫數碼教學實驗這項行動研究前後兩個不同階段的不同特點。第

一階段是“縱橫資訊數位化教學實驗”側重於訓練技能為主線，注重於“

情景、活動、遊戲”模式的研究。隨著縱橫數碼系統和技術物化條件的更

新，精英計畫的啟動，進入了多方位多角度的“互聯網路＋”的在線和移

動模式的探索：主要有“在線閱讀”“在線讀寫”“移動遊戲”“在線識

讀”，以培養提升學習者“自主學習能力”為主要目的。林老師或列舉實

例，或列舉資料，說明了實驗探索的實效性和創新性。http://www.zhzyk.cn/

4 下頁續

石蓮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陳澤

學習也可以是非常有趣的，就像這次的比賽，需要我們運用電腦知識，創造新

的科技產品或應用程式，來展現學習成果。在準備的時候，難免會遇到各式各

樣的問題，這時我會與另外兩名隊員討論應該如何改善。如果問題依然未能解決，我就會

向老師或朋友請教。比賽當天，也許會感到緊張，但我會抱持著「不能輸」的心態，亦相

信這種壓力能讓自己冷靜下來，在台上演講時便可盡力發揮。而即使最後仍然不能勝出，

也不需要沮喪，應該針對失誤反省和繼續努力，因為俗語有云「失敗乃成功之母」。

感謝學界對「學習如

此多紛」多年來的支

持，在大家共同努力

下，透過比賽創作了

不少優秀作品，培育

了不少人才。二十多

年來，「學習如此多

紛」以不同形式進行

比賽，成績斐然。

初中組

兩分鐘學習

短片比賽  陳澤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鄭寶奇

							上年度有幸獲得教師推薦參加「學習如此多FUN」比賽，過程雖然艱辛，但真的能學到很多課程

											以外的知識。我們選擇的題目正正與中五數學課程息息相關，研究不同賭局的勝負概率，由

											賽馬到賭波也有涉獵。這題目雖然較敏感，但我希望從數學的角度分析十賭九輸的情況，讓

人明白參與賭局其實大多機會都是輸的。探究的過程十分有趣，並且學到不少的數學理論，但亦經常

遇到困難，幸好得到老師的指導，才能找對解決問題的方向。參加「學習如此多FUN」比賽，不但讓

我有機會觀摩其它學校學生的傑作，擴闊自己的眼界，而且亦是我首次同時將兩科的知識一起運用。

高中組

專題研習比賽

鄭寶奇

簡介會，綜述各項安排如下：

日期：2015年10月17日(星期六)

地點：林大輝中學1樓演講廳

時間：下午2時至3時30分

內容：介紹比賽規則、獎項、初賽流程及決賽流程等等。

如出席簡介會，請到以下網址進行登記，以便統計

人數。http://goo.gl/forms/VX25vlmXiG

小學組（小四至小六學生）
比賽分兩類別：

「程式編寫」和「2分鐘學習短片」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高中組（中四至中六）
比賽分三類別：

「專題研習」、「程式編寫」和「2分鐘學習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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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幾所參與縱橫數碼語文學習先導精英計

劃的實驗學校，發揮了很好的示範參考作用。由蘇浙小學幼稚

園、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

學、香港仁濟醫院第二中學等學校，在探索“縱橫數碼網路線

上與移動學習新模式”過程中，更加突出地體現著“在主動中

學習，學習不再是負擔，而是一種愉快，一種樂趣。”在實驗

進程中更是體現學生快樂成長，資訊化學習技能進步，教師水

平提升，提高了學業成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積極的效應。

	 為使實驗學校的成果能獲更大範圍分享，擬於2015年9

月-12月，舉行不同組別的「縱橫數碼網路線上與移動學習」，

詳情請參閱香港電腦教育學會網頁：www.hkace.org.hk

	 為進一步挖掘資訊技術的潛能優勢，進行“互聯網＋”

和漢語學習教育學和教常態有機結合的探索研究，整合在線和

移動創新模式的有效資源，凝聚學術新合力。提供分享交流、

研討提高的平臺，共同探索漢語學習線上和移動創新的新規

律，由香港蘇浙滬同鄉會和中國教育學會、中國教育技術協會

支持，縱橫數碼研究總課題專家組主辦www.zhzyk.cn，香港電

腦教育學會協辦，由此組成組委會共同組織活動。“首屆在線

和移動創新模式漢語學習國際研討會”定於2016年元月22日－

元月24日，在廣州華泰賓館舉行。縱橫數碼創新學習研究香港

特區推展和活動工作會議，2015年9月5日上午，在香港西環召

開，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金偉明副理事長、顧問鄭志鴻先生出席

會議，會議討論了香港縱橫數碼創新學習研究推展和活動三大

方面和現場活動的準備和安排，香港特別行政區幾所參與縱橫

數碼語文學習實驗學校十幾位老師參加會議，會議由林小苹老

師主持。

接上頁



本校有幸成為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	(WiFi	100)	的學校，

並獲政府撥款建立無線網絡及推行電子學習。本校於2011

年起已參與電子學習試驗計劃，校內部份課室已設有無線

網絡，亦同時獲撥款購買數十部IPAD作電子學習之用。本

校現已完成全校的無線網絡配置，當中的過程殊不簡單，

因此，我希望藉此機會向各位分享當中的點滴，或許能幫

助打算參與WiFi	900的老師。

A. 籌備工作

1. 意見收集：

因為教育局的撥款並不足以完成全校無線網絡，所以在決

定安裝AP前我曾向所有老師收集意見，了解他們有否打算

在某些課室進行電子學習。

2. 裝備自己：

無線網絡的知識非常專業(如制式、保安等)。一般IT老師

都未必完全掌握當中知識，所以，老師事前可多上網閱讀

有關資訊，參與不同團體舉辦的講座等，這都能讓老師認

識更多無線網絡的知識。

3. 貨比三家：

因為安裝無線網絡的價錢不是小數目，拿取不同的報價是

必須的。選擇報價公司的原則大致是

 ★ 服務質素	(口碑)

	 	 可向其他學校的老師查詢或參與一些無線網絡相關的

	 	 交流活動

 ★ 無線網絡器材的品牌

	 	 宜多留意AP的表現(距離、速度、穩定性等)以及提供		

	 的設定平台是否容易使用

 ★ 價錢

	 	 •	選擇不同報價範圍(高中低)的供應商	

	 	 •	留意大公司雖然財力雄厚，但能否於同一時間處理

	 	 	 多間學校的工程及能否維持工程後的服務水平都值

	 	 	 得考慮

	 	 •	細公司的服務可能較為貼心，但所提供的硬件設備	

	 	 是否能應付學校的日常需要。

電 子 學 習 學 校 支 援 計 劃 （WiFi 100）分 享

香港真光書院			朱嘉添老師

B. 開標

因為各供應商的回標文件都可能包括很多技術性的字眼

及包含很多工程細節。老師可要求供應商解釋及補交不

清楚部份，亦應該與校內相關老師開會審標，千萬不要

匆匆下決定。

C. 安裝

整個工程最主要的安裝工程是AP的安裝。因為安裝要涉

及大量拉線拉喉，舖線及AP的安裝，所以工程的影響範

圍大。因此，我建議老師多與網絡供應商溝通及盡量跟

進所有安裝程序，並可與供應商擬安裝時間表，以免影

響學校的正常運作。另外，因為AP的位置會影響覆蓋範

圍，老師宜與供應商進行一次實地測試，以找出最佳的

AP位置。

D. UAT

老師應根據UAT清單中的各選項進行測試。如果測試不

合格，老師應該立即要求供應商跟進，待所有項目都通

過後才確認UAT。我亦提醒老師要模擬

真實上課的情況，試用三十部

平板電腦同時連線並測試

連線速度。因為這個

項目是很重要亦

必須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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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多倫多的交通
	 熟悉多倫多的人一談到這個城巿的地鐵都會搖頭歎息，因為三十多年前它的尾站設在FINCH，那時FINCH以北是一

大片農地，附近地區被稱為北約。今天大多巿的地區已經伸展到MARKHAM(萬錦)巿的北部，東部包含士嘉堡區，西面

蠶吞了整個麥西西加巿，南部仍以安大略湖為界，但地鐵的北站仍是	 FINCH	 STATION。比較香港的地鐵，用三十年可

以發展多少條支線？加上輕鐵和其他接駁巴士線，這裏的TTC(多倫多地鐵的正式名稱)實在可以說不思進取。不過實在

又難怪，加拿大地大物博，家家有汽車，不懂駕車像跛了一樣，加上交通費又貴，除了長者外，實在沒有太多人肯坐公

車，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地鐵公司不會貿然大興土木，或發展其他服務。不過在新巿長上任後，側聞地鐵有機會延長

到士嘉堡巿，但我們所居住的萬錦巿一定無緣建地鐵或其他集體運輸系統。

加東植被的變化
	 三十多年前我在這裏的大學唸生物學，移民加國後舊地重遊，每於步行經過公園或人家的前後

時，經常緬懷香港以前巿政局出版的植物叢書，夢想在這個城巿寫一本「多倫多巿植被」，甚至

「萬錦巿植被」，詳細描述這個城巿的喬木、灌木和被子類植物。因為經過差不多一年的觀察，

發現冰天雪地的冬天過後，除了松樹和柏樹等的常綠植物外，草地上會首先出現一大批的蒲公英，

今天是黃花，明天變成毛葺葺的白球，經風一吹，只剩一個禿頭；不久，綠草如茵的地上又見

一朵朵白色透紅的小喇叭花，從小片漸漸蔓延到四周，加上到處叢生的小白菊，標誌著盛夏的

來臨。這裏欣賞花也有季節性，像到了春天四月尾，人們會爭相到公園看櫻花，

到五月便是丁香盛開的時候，現在到處可以嗅到山指甲的味道，下次

供稿時可能到了替大家介紹楓葉變紅的時候了。

加國來鴻 ( 四 )
馮新偉博士

學會中醫閣

土 茯 苓 袪 濕 湯
馮新偉中醫師

加拿大安省註冊中醫師及註冊針灸師

嚴冬剛過，又是大地回春的時候了，每年到這個冬春交替的時

候，到處都是濕漉漉的，除了覺得頭重重外，身體也覺得很有

重墜的感覺，中醫稱這種現象為濕重，這種情況不單影響人的

工作情緒，也會影響體內的消化和吸收能力，為了讓各電腦科

同工教學能提得起勁，介紹大家一個土茯苓袪濕湯，一來可以

驅走身體多餘的濕氣，二來可以清清體內因多吃煎炒食物所積

聚的熱毒，令大家精神爽利，工作愉快。

材料(四人份量)：

鮮土茯苓(一斤)、粉葛(一斤)、赤小

豆(二兩)、扁豆(二兩)、陳會陳皮(1/4

個)、豬瘦肉半斤、水15碗。

做法：先將土茯苓去皮切段，粉葛去

皮切塊如骨牌狀，陳皮刮去內嚢後浸

水15分鐘，赤小豆及扁豆清淨，水滾

後將所材料放入煲內，水再滾後轉慢

火煲3小時即可。

查土茯苓能去濕毒、治療浮腫及由腸胃濕毒引起的各類皮膚病	

(與土銀花及苦參一起使用)，粉葛即中藥的葛根，有清胃熱、

止脾瀉及除外感之的作用，葛粉並有清皮膚熱毒的作用，赤小

豆有利尿的功能，扁豆則有健脾和去濕的作用，此湯多飲能有

去骨火、去濕並清熱毒的作用。不過有5-10%的人的體質會覺

得粉葛湯會偏涼，請好自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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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軒設計 2365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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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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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8 月 活 動 一 覽
6月13日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週年會員大會2015
 暨『數碼身份在校園的應用』研討會

6月26-28日 YITAA青年資訊科技大使
 學生領袖訓練營

7月12日 本會顧問香港培正中學校長
 葉賜添博士榮休晚宴

7月15 - 21日 全國信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NOI) 2015

7月18日 HKACE理事會 暑假集思會

7月20–22日 「App Inventor 2」教師工作坊

7月26–8月2日 國際信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IOI) 2015

7月29日 本會理事出席「校際系統建模與
 優化競賽」(COSMO)2015

8月13日 本會主席出席「e-世代品牌大獎2015」
 頒獎禮

8月18日 本會理事出席「3D Printing One」
 開幕典禮

8月21日 本會理事出席「香港電腦通訊節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