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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近年興起一股 STEM ( 科學 (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和數學 (Mathematics))教育熱

潮，各國都正積極推廣及強化STEM教育，並且投放不少資源以

優化這四個範疇的協作。而有關STEM的教育機構、學習中心、

協會、組織更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各國均期望能透過STEM

教育來培養擁有創新及批判性思維的人才，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這股STEM熱潮始源於奧巴馬於2009年就任

美國總統之時，在「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以及「奔向顛

峰」(Race to the Top, 

RttT) 中提出科學、

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的重要性，

並且他亦多次強調

STEM教育是國家經濟

復甦的關鍵。而2012年

奧巴馬根據「總統科技顧問

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報告的建議，宣布

新科技教育計劃，將培訓10萬名

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專業教師，

以協助在未來十年內培養100萬名科學、科技、工程和數

學專業的畢業生。詳情可參閱 http://www.taiwan.idp.com/ 

中，「美國興起『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教育熱

潮」一文。

 在2015年特首的施政報告《有關青少年教育及發

展》部份中，提到「教育局會更新及強化科學、科技

及數學課程和學習活動，並加強師資培訓，讓中小學

生充分發揮創意潛能」。報告內容與美國奧巴馬主

張的STEM教育如出一轍，若得以落實發展，協助

學生建立STEM的學習基礎，提高學生對科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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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及數學科的興趣，將會為其升學及就業鋪路，以迎合未來世

界的改變與挑戰。本會亦相信 STEM 不單有助加強學生綜合知識

與應用科技之能力，亦激發他們的「創意思維」，並提升他們

的「協作技能」及「解難能力」。

 現在政府銳意推行STEM教育，不禁讓我們回想起1981年香

港電腦教育學會成立的情境。當時香港教育署正籌劃在中學進

行電腦科試驗計劃，一群熱心的老師於是組織起來，創立香港

                        電腦教育學會，以便互相支持，共同推動香港

     的電腦教育。有見及此，本

 本會在11月7日假喇沙小學舉行「STEM

教育協作計劃」簡介會，名額迅速爆滿。

若教師有興趣加入本計

劃，歡迎到http://goo.gl/

forms/qmV5S5Vg2r登記，

並通過電郵收取本計劃

的最新活動資訊。

會決定成立「STEM教育協

作計劃」，組織一班熱心

教師，共同探索STEM教

育的發展。本會將藉著

舉辦或聯繫一連串的學

習活動、工作坊、分

享會及比賽等，與一

眾前線教師及學校管

理人員，互相分享觀

摩，共同激發創意。而首

階段舉辦的教師工作坊主

題，包括Arduino、Robotics、

3D-printing 及Coding 等。教師

除可探知 STEM 課程的案例外，

亦可藉著經驗分享設計自己校本

的 STEM 課程，以及推動更多學校參與

STEM 教學，共同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 

科學

STE
M

科技

工程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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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點只域名咁簡單！

 在資訊爆炸的網絡世界，網站的種類更是五花八門，它們都有一個最基本的

「名字」以茲識別，這就是域名 ( domain name )。其實每台上網的電腦，在資料傳

送時都會有一組稱為 IP 位址的數字來代表該電腦。當然IP位址太難記，所以就要

為網站取一個較易記的名字，這就是「域名」，如同大家手提電話的聯絡人般。

 域名的進一步深層意義，就是可以分辨出網站的類別，例如 .com.hk, .org.hk, .edu.hk和 .idv.hk，分別是代表

香港企業，非牟利組織，教育機構和香港本土人士，而域名中的 .hk 部份當然就是代表「香港」了！不同的域

名，申請條件都不一樣。例如申請 .com.hk，需要出示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副本，而 .edu.hk，申請時須提供香港

教育局發出的學校證明之副本，從而核實域名登記人的身份。

 所有的 .hk 域名，都是由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 (HKIRC) 負責行政及編配工作。HKIRC於2002年成

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指定為專責管理香港地區頂級域名及域名登記服務機構。除了英文域名，HKIRC在

2011年，更推出了 .香港 域名。現時已註冊域名的總數超過28萬個，可見 .hk 及 .香港 深受本地社群及企業愛

戴。

 為什麼會選用 .hk？對於企業而言，採用獨一無二的 .hk 域名，不但突顯「香港品牌」的形象，亦容易融入

本地社群的日常生活中，就以香港人熟悉的格價網 price.com.hk 為例，很多香港人在購物前，都會到這個網站

格價參考，而使用 .hk 域名，便更能突顯網站香港業務的角色，加上 .hk 域名本身較少欺詐或釣魚網站，能加強消

費者對該網站的信心，從而鞏固企業品牌安全、可靠的形象。現時很多港人熟悉的中小企業，如gogovan、

e-print等，都是使用 .hk 域名的，可見作為香港人或香港企業，點可以無 .hk 呢？

 對於教育機構，.hk 的意義更大。截至2014年12月，已登記的 .edu.hk 或 .教育.香港 域名數量超過2,700個，

而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全港的幼稚園、小學、中學及專上學院的數目約為2,200間 1，從數字上估計，基本上

在港的每間教育機構有一個或以上的 .edu.hk 域名。使用 .edu.hk 不但是對香港教育界的肯定，更是提升學校形

象的有效方式。要知道香港學府在世界排名不俗，英國著名出版社培生集團（Pearson）與經濟學人智庫公佈

2014全球教育系統排名，香港名列第四位 2。可見香港教育在國際間亦已獲得肯定。

 域名的好處不只是帶給公司或組織，就算是個人，亦可以申請.idv.hk以建立網上身份。現時社交網絡已成

為港人生活的一部份，很多人都會有多個社交媒體帳戶；加上，個人私隱及資料問題備受關注，要在網上搜尋

朋友的帳戶也不容易。如果想建立一個更鮮明的網上身份，申請 .idv.hk 實在是一個好選擇。而只要有香港身分

證，便可申請個人域名 .idv.hk，因此學生亦一樣可以申請，從而學習和了解更多互聯網的應用知識。為了推廣

.hk 域名，HKIRC 樂意贊助域名予不同社群，如有興趣，歡迎以電郵 (marketing@hkirc.hk)向HKIRC查詢詳情。

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謝達安

1  http://www.edb.gov.hk/tc/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edu-training-institutions.html
2 http://thelearningcurve.pearson.com/index/index-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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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一眾顧問理事一起出席參與

本會副主席金偉明老
師成為當晚抽獎環節
中頭獎的幸運兒

本會主席馬凱雄老師
在台上參與開幕儀式

本會榮譽會長黃錦輝教授與我們一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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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國慶晚會及資訊科技界國慶晚會
 本會今年分別出席了教育界國慶晚

會及資訊科技界國慶晚會兩個活動。

 教育界國慶晚會於2015年9月23日(星期

三)晚假九龍灣宏天廣場百樂門國際宴會廳舉

行。當晚約有近千名教育界人士出席同賀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週年國慶。中聯辦副主

任仇鴻、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胡建中、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等作為主

禮。本會作為主辦團體之一，本會主席及十

多位理事一起參與了是項盛事。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晚宴致辭時，勉勵

大家「國家提出的發展“一帶一路”，涉及

亞洲歐洲和非洲，幾十個國家，除“一帶一

路”帶來的經濟機遇外，也需要加強文化學

術的交流。」

 透過參與是次活動，讓本會理事有機會

與一眾教育界的友好團體交流分享，以及介

紹本會來年一系列精采的活動，為日後本會

推動各項工作時，提供了極佳的網絡聯系。

 另有活動花絮一則，本會副主席金偉明

老師鴻運當頭，成為當晚抽獎環節中頭獎的

幸運兒，實在可喜可賀。

 另外，本會主席馬凱雄老師、幾位顧問理

事包括鄭志鴻老師、金偉明老師及簡偉鴻老師

亦同時出席於2015年9月25日(星期五)晚假香

港會議展中心會議廳舉行的資訊科技界國慶晚

會，與新舊的資訊科技界好友共聚一堂，期間

討論熱烈，並且有不少新構思在正醞釀當中，

稍後將有新的計劃出台，包括近期備受關注的

STEM教育方案，各位可密切期待。



 國際資訊奧林匹亞 (Inter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IOI ) 為國際之間中學生參與之一項學
術競賽活動。2015年第27屆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
賽於哈薩克斯坦舉行，日期為7月26日至8月2日，
比賽分兩個半天進行，每天皆有五個小時來解三個
題目。

 經過漫長的機程，我們一行六人終於到達了 
IOI 2015 比賽地點 ─ 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那
天晴朗的天氣，令人忘卻了旅程的疲勞。

 到了第一個比賽日，各國的領隊在會議場內，
一邊進行會議，心卻在另一會場，不停瀏覽比賽分
數網頁，每當排名有任何改動，都會看到各國領隊
的祝賀，本港選手易維濱曾經有一段時間進佔榜
首，令一眾訓練員都十分緊張，雖然最後被其他選
手趕過，但董淦泉、何雁行、易維濱三名代表仍然
在首30名內，保持爭取金獎的希望。

 在比賽日的翌日，大會安排各國選手參觀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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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薩克是我暫時到過離香港最遠的地方，所以我之前一直十分期待今次旅
程，希望能好好見識一下香港以外的地方。

 到步後第一個活動便是用饍，大部分的哈薩克食物也符合我的口味，可能是
因為近中國的關係，不過食物卻經常不夠熱，扣了少許分數。而第一個正式活動
則是開幕禮，比較特別的環節是介紹各國的參賽隊伍，有些隊伍會善用幾秒時間
去展現自己的國家特色，例如有令我印象深刻的墨西哥超大寬帽。

 比賽分為兩日，每日有三題。第一題boxes是比較簡單的題目，用dp就可以
過。scales是一條很有趣的題目，大意是給定四種三選一的比較方法，如三個數
中找最大、找中間、找最小，然後用最少的比較次數去判斷六個未知數的大小排
序。雖然聽回來的滿分做法比較暴力(試用所有可能的比較加上少許剪枝)，但我
卻比較欣賞出題者。大小排序有720種可能，6次三選一比較最多可以分辨出729
種可能。要6次內完成，每次比較也要十分「有用」，單靠上述三種比較是不能
做到的，於是作者加了第四種比較複習的比較，把最少次數減少至6次，十分巧
妙。而teams是一條比較難的數據結構題，滿分的人不多，當然不包括我。

 第二天的horses用標準的線段樹可以完成大半，但牽涉的數字很大，超過了
64-bit整數的範圍，所以要用上另一些步驟。不過題目的運算只有乘法和取最大
值，我於是把數字取log，以浮點數進行處理，把乘法變成加法，盡管這方法存在
漏洞，我卻靠運氣過了這題。sorting是要最少的交換，把一條數列排序，但第單
數次是已知的，可以自由選擇的只有第雙數次的交換。這題只要觀察到有比最少
次數多的次數也能排好數列，就能用二分搜索法解決。最後一題的town是一題樹
形結構的互動題，但我的圖論基礎不夠好，只能用暴力搜索解決，分數不高。

 在兩天比賽中間的一天，以及比賽完成後的一天，大會安排了我們到阿拉木
圖的旅遊景點參觀，有介紹民族特色的村落和當地的馬戲團。其中最有趣的是雪
山，我們乘坐了數輪吊車上山。那裏是滑雪勝地，不過大部分地方已經融雪，只
剩下山頂少許積雪，但其壯麗景觀和寒冷的溫度已足以令我難以忘記。

 我最後的分數雖然距離金牌線不多，但這一切已經超越了我的期望，可
以無悔回港。今次比賽不但驅使我多練習題目，亦能令我查找自己的不足之處，
相信今次比賽會成為我的寶貴經驗，對日後
的編程以至問題解難也有所幫助。

IOI選手  何雁行

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2015 (IOI 2015)
的特色景點，由於阿拉木圖附近有很多山脈，
所以安排了我們去參觀一個山上滑雪場。由於
時值夏天，所以山上沒有雪，但卻有清清的綠
草，眾選手紛紛往山上走走，為緊張的比賽心
情得以放鬆。

 第二天比賽，大家都向金牌努力，不過由
於選題及時間分配的問題，董淦泉及何雁行與
金牌擦身而過，最後港隊只能以 3 銀完成了今
屆賽事，另外余梓丰在參賽者活動中亦帶領港
隊奪得校園定向冠軍。

  是次交流中，聆聽各國領隊分享各國備戰 
IOI情況令我們獲益良多，香港隊要繼續走下
去，要爭金奪銀，又應該以甚麼的形式訓練？
大學、政府又能否給予多些資源或支持給予
 IOI 奪獎的同學？各國的模式值得我們借
鏡，期望港隊又會再出一個 IOI 金牌。

IOI 帶隊老師 羅恩銘老師

                                      這次是我在
                  中學生涯中最後
的一次參加IOI這個比賽。與上次比賽的地
點台灣相比，雖然哈薩克的環境較為刻苦，
安排亦比較混亂，房間更沒有空調，但這亦
能令我有更好的心理準備去應付這場比賽。

 作為最後一次比賽，比賽時我的心情亦
比以前緊張。在第一天的比賽中，我在前半
時間內完成第一題及在第二、三題中拿到了
基本的分數，但也浪費了後半時間，不能繼
續取得任何分數。在第二天的比賽中，我不
幸地發覺三題都不是我熟練的類型。在花費
了大半時間處理第一題中的簡單錯誤後，只
剩下一個多小時嘗試第二題，對於第三題我
更是毫無頭緒。最後我未能完成比較容易的
第二題，更沒有在第三題取得任何分數。

 在這次比賽過後，我意識到自己在演
算法和技巧的練習仍然不足。與其他選手相
比，我投放在編程的時間亦明顯地少，令我
在一些標準的題目上拿不到應有的分數，在
基本的演算法中亦犯下了一些簡單的錯誤。
在未來大學生涯中，我要花更多時間在練習
上，令自己的編程技巧更加熟練。

IOI選手 易維濱



 Hello everyone! I am Greenie Wan from Our Lady of China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which is situated in Kwun Tong. I am glad 
to have such a good chance to know you all through the big family 
of HKACE. HKACE to me is a well-recognized non-profit making 
organization focused on developing Hong Kong’s information tech-
nology profession. Members are all from a broad spectrum of Hong 
Kong’s IT communities whereas the committee is formed by a group 
of enthusiastic teachers who are dedicated and devoted in ICT edu-
cation. It’s my honour to help and play a role in the association.
 I am currently the IT subject panel head in my school and I am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IT team as well. Equipping students to join various ICT com-
petitions is one of my main duties every year, say, The HKICT Awards and the Sea Level 
Measurement Device Design Competition. Together with the role of P.1 & P.4 English 
teacher and P.3 & P.4 Putonghua teacher, I am a P.4 class teacher teaching the whole 
P.4 Computer Studies this academic year. What a hustle and bustle school life! 
 Besides working, I like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fter a busy week or a stressful 
day, sometime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relax is by spending quality time with good 
friends. Hope you can be one of them.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ll in the 
upcoming HKACE events. Let’s share, learn and have fun together. 

增補理事 Greenie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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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理事　劉文康老師

 大家好，今年好高興成為香港電腦
教育學會的一員。好奇和喜歡嘗試是我
的特質，同時亦使我喜歡發問，思考和
解決問題，我希望這種特質能夠感染至
每一位學生。跨科目協作與實踐是我喜
歡的課題，特別是如何把科學理論，電
腦應用和數學方法應用在現實生活上。社會未來發展
需要一班具創意和科技知識的青年人，如何培養這批
社會發展的新動力，有賴各同工的堅持與努力，希望
日後在學會的活動上能與大家多點交流和學習！

增補理事　李邦珽老師

 大家好，我是李邦珽
老師，現任教於聖保羅書院
小學，日常除一般與學生行
政、教學工作外，還要處理
在校內事無大小的「電」
力、資訊科技等相關工作，
十分了解前線科技人員的工
作；從 1999 年起，我已經
是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之籌委，十多
年來，在 ITCA 竭誠服務，期望能再為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及學界服務。

增補理事　黃信德老師

 大家好，我是黃信德老師，現於香港
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任職副校長，亦是
校內的電腦科主任，並統籌IT發展。科技發
展使資訊傳遞速度越來越快，學生就要懂得
如何以更快的速度去適當處理資訊，從而解
決生活上、學習上或工作上的問題。電子學
習不是結果，而是給學生提供另一渠道去取

得資訊，並學習以更有效率
的方法去處理資訊；所以電
子教學從來不是也不應該是
Powerpoint或電子書。要讓
學生在這資訊時代生活，整
合所學，融會貫通，相信加
強STEM課程才是出路。

 Hello everybody!  I am Maggy Wong and currently work-
ing in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I have taught 
Computer Literacy for many years and it is my first year to teach 
Secondary 4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ICT) 
this year.  By the way, it is my pleasure to be taught by Ma sir, 
the current chairman of the HKACE, in one of the courses of 
the PGDE programme last year (it was my year one study) and 
be invited to join the HKACE family this year.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ll in the upcoming events, learning from you all and 
contributing more in Computer Education.

增補理事 王明潔老師

 各位同工大家好，本人陳
肇強，加入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多
年，過往主要擔任青年資訊科技
大使獎勵計劃學生領袖委員會導
師，本年希望透過參與學會其他
活動，推動學界電腦科未來的發
展。近年，對電腦控制及程式編
寫重拾興趣，希望能與同工交流心得，並讓學生
透過編程提升解難能力及發揮創意，增加對學習
電腦的興趣。學會有大量對電腦教育有熱誠的老
師，期望能一同為未來的電腦教育作出貢獻。

增補理事　陳肇強老師

加 入 事新 介理 紹會學

理 事 合 照大



YITAA學生領袖委員會

主責導師： 陳肇強

 本學會舉辦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YITAA)多年，期間參與計劃的資訊科技領袖

超過萬名，部份同學更加考獲銀章級或金章級別，

而歷屆金章及銀章得主更自組學生領袖委員會，為

其他YITAA同學舉辦活動，其中每年一度的YITAA

領袖訓練營更是焦點項目活動，各幹事與參與訓練

營的同學建立良好的師友關係，為培育下一代的資

訊科技領袖而努力。

YITAA Camp 2015  學生感想 

裘錦秋中學(元朗)  陳愷昕  譚海怡

 今次參加學生領袖訓練營，令我畢生難忘。一開始以為係好

辛苦的活動，會一直做訓練，但原來不是想像中那樣，是很好玩

的訓練營。籌委幹事們（OC）舉辦不同的遊戲，遊戲超級好玩，

當中又學到領導才能，而同不同學校的同學一起合作，真的開

心。在遊戲中可以完完全全忘記所有壓力及全身投入活動中。

 經過幾日的活動，我認識了

不同學校的新朋友，不同的遊戲

和活動都令人難忘，加上有一個

非常好的OC領導我們，令我們更

加投入這些活動，希望下年可以

再參加YITAA camp啦。

YITAA Camp 
2015 報導
 本年的 YITAA CAMP 在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

亦加入一個學習活動，前往中文大學參觀，與教授交

流及學習運籌學，並了解科技的最新發展。
學生領袖
委員會成
員及導師

除學習活動外,訓練
營還有由籌委安排
的活動及魔術表演

團體合照

 我認為 YITAA camp 係好可以訓練

到領導才能，在這次經驗當中，我識到

好多朋友，OC的領導能力令我大開眼

界，他們的領導一流，設計的活動多采

多姿，我好多謝OC們，希望下年可以再

參加到 YITAA camp 這一個充實的 camp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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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現正安排「資訊及通訊科

技科」模擬考試2016，讓2016年的

應屆考生感受公開試的氣氛，同時

亦邀請各有關老師出席當天舉行的

模擬考試試卷會議，以促進各參與

學校老師之間的交流，預早分析結

果以便調整教學策略，以應對未來

的文憑考試。詳情如右：

 炎炎夏日過去，迎來金風送爽，整個人也覺得份外舒暢，沿途來

到Nexusguard位於如心廣場地方寬敞的辦公室。自我介紹一番後，該

處職員詳細介紹他們公司的日常運作。公司系統因為涉及高度機密，

所以嚴禁拍攝。而當中介紹了多個網絡保安系統防止黑客的入侵。

 例如 : 機場控制塔的電腦系統，防止黑客攻擊，確保每一駕飛機

安全升降，避免因黑客入侵控制塔的電腦系統而發生空難。

 關於貨櫃碼頭的電腦系統，是要確保所有貨物正常上落貨，如果

電腦系統受到黑客破壞，所有貨櫃車便滯留於貨櫃碼頭，出現大混亂

的情況，導致嚴重的交通阻塞，也令3號幹線以至其他幹線大塞車，

影響可能幾十甚至幾百萬市民的日常生活，所以貨櫃碼頭電腦的保安

非常重要。

日期：2016年1月9日(星期六)

時間：8:30 am–12:45 pm

對象：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考生

試場：迦密聖道中學、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新會商會中學、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文理書院(九龍) 、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香港真光書院

費用：每位考生八十元正

截止報名日期：2015年11月27日 (星期五)

備 註： 1. 教師評卷會議亦會在1月9日舉行
 2. 今年起新設模擬考試學生講座，將於2016年2月舉行，
  歡迎老師推薦學生參與

 以上兩個活動的詳細資料將於稍後時間於學會網頁公佈

李朝暉先生參 觀 N e x u s g u a r d 後 之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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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金融市場的電腦保安，客戶資料要高度保密，如果被

黑客入侵，後果相當嚴重。

 網絡保安系統當中涉及的技術、軟件及硬件都非常專業。而當中

他們介紹，曾經接受過不同的組織或機構的邀請，去支援其網絡保安

系統防止黑客攻擊。

 去年佔中期間，有五間公司獲政府邀請，為他們支援及保護各政

府部門的網絡系統，Nexusguard是香港唯一由華藉人士開辦的，其餘4

間都是外國公司，足以證明他們這間公司於行內的地位十分之高。他

們亦是一間跨國公司，於世界各地都有分公司，可見其規模龐大。除

了介紹電腦系統，網上保安等。另外他們也介紹一些日常用的硬件去

配合其保安工作，包括維修Point-of-sale (POS) 系統，確保避免被黑客

入侵的危機。各類型解鎖設施，除軟件之外，硬件之解鎖技術都是十

分專業。

 最後他們指出公司聘請專業員工的要求，一定要經過嚴格的品格

審查，避免聘請一些責任性低的員工，胡亂地觸碰或破壞其設施，可

見對其員工的要求都十分高。

 很感恩，今次的參觀過程令我大開眼界，見識到許多有關網絡安

全的專業知識及技術，怎樣去維護網上安全及保障私隱。當我與學生

分享今次參觀的見聞時，學生對此十分有興趣，大大提升他們修讀ICT

的興趣，獲益良多。希望將來有更加多的機會可以參觀其他與資訊科

技相關的公司，屆時再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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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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1 0 月活動一覽
9月23日 本會理事出席　香港教育界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六周年
 國慶聯歡宴會

9月25日 本會理事出席　香港資訊科技界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六十六週年國慶晚宴

10月2日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2015-2016介紹講座

10月2日 本會理事出席「數碼港成就青少年
 揚威國際」慶祝派對

10月3日 「縱橫數碼網路線上與移動學習」
 (小學現場分享)

10月9日 「Nexusguard Consulting Limited」參觀活動

10月17日 學習如此多紛 2016
 「IT學與教」電子套件製作比賽簡介會

10月24日 本會理事出席「EdV獎勵計劃2015-2016」
 啟動禮 

10月30日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指導老師培訓課程

10月31日 「開發您的第一個iPhone遊戲」
 (iPhone Game Development) 工作坊

10月31日 「Arduino–讓學生開始學習」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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