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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學界強調STEM學習領域的發展，目的是令學生有更

全面學習的發展、共同創造「學會學習2.0」新世代。教育局

於2015年11月5-6日舉辦了「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研討會暨

諮詢簡報會」，學界STEM教育模式正式展開。香港電腦教育

學會緊接局方的諮詢簡報會，推出了學界首個「STEM教育協

作計劃」並於11月7日假喇沙小學進行發佈。

「STEM教育協作計劃」簡介會相片：

	https://goo.gl/vwVQom

	 當日，本會邀請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博士從宏觀的角度分

享推行STEM教育對學生學習的優勢，再由前線教師分享STEM教

學的實戰經驗。計劃獲百多位中、小學教師支持參與，而簡介會

後本會亦推出多個STEM活動，讓教育同工一同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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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積極推動STEM活動，作為香

港造節MAKER	FAIRE的支持機構，

多間會員學校於是次活動中參展。

其中，青年會小學就以多足機械人

為主題，帶出該校在不同年級引入

創客文化的方法。另一邊廂，香港

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簡偉

鴻助理校長、青年會書院梅志文主任、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譚慧芬老師亦代表本會於立體打印專區展出他們學校的教學成果。

2016年1月8日，本會與資訊科技體育基

金合辦雲端STEM跨科學習講座。講座以

「ICT作為STEM學習的支點」為題，探討

如何從本科推動全校性的	 STEM	 發展。

接著以何明華會督中學的立體投影機	(	3D	

hologram	)	及青年會書院的雲端微控制器

教學課程為實例，讓在場同工了解STEM

課程如何聯合不同科目在校內成功推行。

「STEM教育協作計劃」藉著團結學界，集思廣益，分享成果，從而協助各老師設

計校本的STEM課程。本年度本會第一個跨境STEM教學交流活動，為3月12日舉辦

的「澳門培正中學STEM教學交流暨樂高教育STEM實驗室參觀」。如有疑問，請

電郵至	ask@hkace.org.hk	或	致電2406	6683向本會職員查詢。

	 2015年11月16日，本會獲邀出席香港電台第

三台訪問，與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

葉蔭榮先生、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張民炳主席、

香港教育學院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教授及教學科

技中心總監江紹祥教授等教育界同工共同分享對

STEM教育的看法。主持人從歐美例子談起，帶出

STEM在各地的推展情況、再由教育局分享本地的

發展重點；本會理事則從前線教師角度，分享在

本地學校推行STEM學習的心得。

訪問片段重溫：http://goo.gl/odF8Rl



「香港資訊及科技界創新及科技發展研討會」
暨 歡迎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午宴

創科局

午宴 創新及

科技局局長	

楊偉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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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業界多年爭
取，創新及科技

局於二零一五年
十一月二十日正

式成立，是香

港資訊及科技業
界發展的里程碑

。在新局成立及
局長履新之際，

為集合業界力量
，

在香港的創新科
技發展的議題上

集思廣益，本港
各資訊科技團體

共同於十一月二
十

八日舉行「香港
資訊及科技界創

新及科技發展研
討會」，一同探

討香港資訊及科
技

界未來的發展方
向。期望楊局長

可以協調各個政
府部門及商界，

以增加對香港資
訊

及科技發展的支
援，並增加研發

新技術的資金，
協助各資訊科技

團體的發展，為
他

們帶來新的機遇
。

	 我很榮幸當日能
夠參與其中。當

日遇見許多老朋
友，還認識了很

多新朋友。

研討會上有各個
來自香港資訊及

科技界的不同組
別、機構及團體

人士。他們都討

論着香港資訊及
科技界未來的發

展及期望，和現
階段所面對的困

難、機遇及挑戰
。

	 例如在商界方面
，各企業大多缺

乏資金去推廣電
子商務及研發新

的電子產品。另
外

電子競技運動會
	 (e-sports)	 創會

主席指出：香港
不承認「電子競

技運動」（即坊
間稱之

為「打機」），
因為康文署認為

電子競技運動不
等同於體育活動

，而資訊及科技
界認為

電子競技運動只
是一種普通運動

項目，並不屬於
資訊科技項目，

所以電子競技運
動於香

港沒有足夠的發
展空間，也沒有

資金去運作，只
好轉移到內地及

台灣發展，所以
電子競

技運動隊員多數
在內地訓練，然

後以外援運動隊
員的身份代表香

港參加世界性的
比賽。

	 教育界方面，有
些大學同樣面對

資金不足，未能
投放更多的資源

去研發新技術，
因

此，電腦資訊科
技發展，其實在

缺乏資金的情況
下裹足不前。中

學在推廣電子學
習及移

												動學習
也同樣地面對資

金不足而進展緩
慢。

	 在歡迎創新及科
技局成立及其局

長履新午宴

上，各資訊科技
團體一齊商討香

港資訊及科技界

創新及科技發展
。宴會時，各資

訊科技團體與楊

局長及嘉賓拍照
留念，場面十分

熱鬧。希望楊局

長帶領各資訊科
技團體，並在大

家共同努力下，

香港的創新及科
技發展將會更上

一層樓。

李朝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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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

1月15日：  開始接受報名

2月26日：  截止報名

3月上旬：  初賽簡介會

3月14 － 18日： 初賽（進行網上激答）

4月上旬：  決賽簡介會

4月23日：  決賽及頒獎禮

               （香港數碼港全天候廣場）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去年首辦「校際IT精英挑戰賽」，超過100間中小學，高達1600位學生報名參

加，比賽過程激烈，眾多參賽者能在當中脫穎而出，可謂學界IT精英。

本會將繼往開來舉辦「校際IT精英挑戰賽2016」，以鼓勵中小學生展現科技領域專長，提昇學生對

資訊科技的興趣。是次比賽將與香港軟件業協會(HKSiA)及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CYBERPORT)

合辦，與此同時亦將為香港特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所舉辦的「國際IT滙2016」項目之一。現

誠邀全港學校參與，比賽詳情如下：

活動：「校際IT精英挑戰賽2016」

日期： 2016年4月23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小學組)及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中學組)

地點： 香港數碼港全天候廣場

對象： 中、小學生 (比賽分小學組、初中組及高中組)

比賽題目 / 技能範圍包括：政府電子化服務、應用程式、流動通訊、互聯網、電腦軟硬件知識等。

比賽資料：https://goo.gl/FFw60q        報名連結：http://goo.gl/forms/Anr9GvXOyE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406 6683與本會職員聯絡。                   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

2016.04.23

2016.04.23 2016.04.23

冠軍獎品：獎盃 及 港幣$5000電子產品現金券

亞軍獎品：獎盃 及 港幣$3000電子產品現金券 

季軍獎品：獎盃 及 港幣$2000電子產品現金券

優異獎品：港幣$1000電子產品現金券

2016.04.23

2016.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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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

1月15日：  開始接受報名

2月26日：  截止報名

3月上旬：  初賽簡介會

3月14 － 18日： 初賽（進行網上激答）

4月上旬：  決賽簡介會

4月23日：  決賽及頒獎禮

               （香港數碼港全天候廣場）

何雁行

林翠兒

周君珽
	 接過考試成績單不久，我便

乘坐前往杭州的航班，開展我的

NOI2015旅程。我在2013年參加過

一次NOI，所以今次是第二次。前次比

賽為今次比賽累積了經驗，但亦同時帶給我壓力。

	 第一天首先是到宿舍安頓。事前已經知道住

的是軍校宿舍，對其設備甚或衛生情況也不抱太

大期望。宿舍內不能使用自攜電器、只有公共浴

室、每天定時睡覺和起床等，幸好我有了心理準

備，就視作為在溫室以外的一個鍛鍊。緊接着的

是飯堂的第一餐，同樣地，現實和期望也差別不

大。

	 開始比賽的前一天，有一個練習賽和筆試。

筆試的意義其實不大，題目主要是關於賽則，但

官方早就公開了題目庫，所以如應付香港考試般

背書就可以了。練習賽的題目雖然是上年的題

目，但兩旁選手的編程速度也讓我大開眼界。

	 正式比賽分為兩天，每日比賽全長5小時，看

似很長，實際上卻覺得很短。今年的題目應該是

容易了，幾題滿分的人數都比往年多很多。比賽

前的兩晚領隊們都給了我們一些建議和指導，這

使我在比賽拿了不少分數，令我僥倖踏進了銀牌

線。相比起比賽，我更期待的是題解討論。每題

都有選手請纓分享題解，讓我們學習一題多解，

不過他們經常帶有方言口音，語速比較快，聽得

很吃力，幸好出題者會有附有簡

報的詳細題解。

	 短短一星期，我體驗到

入門版軍校生活，也有不少

緞鍊普通話的機會，更重要

的是，比賽給了我原動力去

學習樹鏈剖分、後綴數組等

算法，獲益良多！

	 經過了過去一年的努力，我有幸在5月的選拔賽中脫穎而出，代表香港前往杭州參加NOI比賽。

我們4男1女的參賽者跟兩名領隊在7月15號出發前往杭州，杭州市是浙江省的省會但我從未到訪過。一下飛機，位

處的是杭州的蕭山國際機場，這裡給我一個與香港截然不同的感覺，我們抵達時，機場的人流不多，跟香港國際機

場的繁忙形成強烈的對比。很快我們便找到了接待的負責人，然後我們乘坐巴士前往杭州學軍中學。

	 杭州學軍中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中學，跟我就讀的中學很不同，校舍很大，有數棟建築物，還包括了一個運動

場。	 我和香港的其他3名男選手入住同一所的宿舍房間，哪裡環境不錯，床跟預期中的一樣是“碌架床”。宿舍有

提供開水和保溫瓶，還有售賣樽裝水，所以飲用水方面不成問題，不太習慣的是在宿舍居住和在家中的“時差”，

學軍中學的宿舍規定的關燈時間是晚上十時三十分而起床時間是六時四十分，較我平常放暑假的作息時間早了3~4小

時。而且宿舍內由於安全原因,	 是沒有電源供應(除了電燈，風扇和冷氣機)的，所有電子產品的能源消耗是一個極大

的問題，我們的電話，隨身充電器和手提電腦都需要領隊幫忙帶回酒店充電，由此可見，在現今社會能源供應是這

麼重要的。

	 伙食方面，我們曾在學校的飯堂享用過早午晚餐，食物的種類頗多，有菜有肉有飯有湯，味道可以接受。而部

分時間我們亦出外就餐，學校附近餐廳也不少，我們對食沒有太大講究，所以都選些比較整潔的餐廳用餐，另外值

得一提的是杭州的餐廳比香港的便宜多了(即使計算了港幣與人民幣的匯率)，相信是因為租金和工資比較便宜的關

係吧。

	 比賽方面，有一天的筆試和兩天的機試，筆試的題目是純背答案的，香港學生平時受訓不少，所以我在這部分

獲得了99/100的分數，至於機試就是真正的寫程式去解題了。兩日的機試中每日都有5小時解決三道問題，很可惜最

後在這部分我只獲得了187/600的分數，最後無緣獎牌，不過同時我也學習到一些新的演算法和解題技巧，我下年必

定會再接再勵，爭取再次代表香港並奪取獎牌。

	 在我們7天的行程中，並不單只有比賽這麼枯燥，我們還有一天出外參觀，我們到了阿里巴巴淘寶城聽了一個講

座，可惜我普通話能力有限，只能聽懂部分，但我大致也了解到阿里巴巴這樣一個成功的公司，背後靠的不是運氣

而是一大班員工共同努力的成果。當天我們亦到訪了西溪濕地，可惜天公不造美，在我們參觀的

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們相當狼狽，而行程亦被逼腰斬，這是一個遺憾。

	 另外，我們與其他隊伍的交流亦偏少，大致上是由於語言的問題，我們只跟廣東隊和澳

門隊曾經交流過，如果下次還有機會的話我應該嘗試一下跟其他省的代表隊進行一下交流。

	 這7天的交流和比賽使我獲益良多，跟其他香港隊的隊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使我學

習到更多的知識。來年我必定繼續努力，考好DSE之餘亦希望能在OI方面更上一層樓。

	 這次到杭州參賽，有好幾天的休閒間，自己不

能投入比賽的心情，但一到比賽前夕才緊張起來。

夜晚在校舍圍著圓石桌聽老師講解algo，確實是挺

有氣氛的，可是當發現自己完全甚麼都不懂，挫敗

感頓時上升。那時候真的好沮喪啊，跟自己說回到

香港以後一定要發奮圖強。可是嘛，現在已經開學

幾個月了，依舊了無長進，實在慚愧。

	 無論如何，很高興認識到來自澳門、佛山以及

各省份的同學。去杭州之前，我以為我們的話題會

是OI，OI和OI，沒想到實際上不單止聊校園生活聊

得很開心，還交流了不少看小說心得……

	 最後，每次同學上台講解題目時，我都聽不明

白，頓時意識到自己的普通話聆

聽能力實有不少改進空間。

我的總結：

１）一定一定要認真看

						subtask的constraints

２）要有心理準備你旁邊的人

						會自言自語／做些奇奇怪怪的行為

３）如果平時沒有接觸Linux又沒有參加練習賽，

						到時候肯定會不知所措

（起初不知道「段錯誤」即是Segmentation	Fault，

「已殺死」即是	Killed，花了不少時間理解哩！）

銀牌得主	左二	聖公會
林護紀念中學	何雁行

2016.04.23

2016.04.23

	 這次是我第一

次代表香港到外地比

賽，既興奮又緊張，有

點怕自己做得不好，浪費了這個機會。原

來以為我是有機會拿到銅獎，但是我似乎

高估了自己既實力，導致發揮得不好，NOI

結束後有點後悔沒有努力學習算法和做題

目練習，比賽時又集中不了，令到比賽做

得很差，只能怪自己準備不足，有這樣的

成績是我自己拿到的。	 其實心裡面好想

透過這次的比賽去證明自己，想要拿一個

獎回來讓人看，讓其他人知道我是有能力

的。但是可惜最後在比賽裡做得很差，有

很多不必要的失誤，令到我最後也只是空

手而回，也感到挺失望的。不過這次NOI是

一次好好的教訓，令我更加明白自己的不

足。也很感謝我們的導師沒有因為我在比

賽裡做得不好而責罵我。還有我好佩服我

們另一位香港隊的隊員Anson。在比賽當天

早上，我剛起床就已經看到他在手提電腦

前練習，相比起他我好似沒什麼付出過，

心知自己不如他，但他卻令到我回到香港

後更有動力去學習算法，想追上他，想好

像他一樣上台領獎。希望

我有機會在下一年再一

次代表香港去比賽，

做得更好，一雪

前恥。

李卓文

NOI  2015 選 手 感 言

黃梓駿

	 今年本來以為可以入選IOI，可惜最後以

一分之差，只能入選NOI，下年要加倍努力呢！

Day 1	
Q1 程式自動分析 

看題目後以為可以直觀方法解決，仔細再看有否

「伏」位，最後肯定沒有隱憂！於是就考慮用DFS還是DSU解難。最

後因為覺得NOI常出CONST	DFS，所以最後決定用	DFS	

Q2 軟件包安裝器 

看畢題目後，考慮了很多算法，HLD,	Segment	Tree,	

Tree	DP等等。最後選擇了用HLD+Segment	Tree。但因

為忘記如何定	HEAVY，最後未能完成，估計可得40分。	

Q3 壽司晚宴	

這題數學味濃，曾試過寫一短程式列出第1至20個的輸出，

但最後還是找不到關係。終於優化到當input=30就需要執行一分鐘左

右，之後就逐個情況試用hardcode的方法，應該得30分。

Day 1 總結：應該可得100+40+30分	(以我能力，本應還可以更高一點

的100+100+30~50)，可惜沒用	File	I/O，以致	Day1	只得0分。

Day 2	
Q1 荷馬史詩	

一年前聽過Huffman	 Coding，之後就沒有再接觸過。這題正屬此類。

可惜我忘記了如何寫，還以為是DP，唯有列出各種情況來寫啦。我預

計有35分	但可能寫錯了一點，只得25分。

Q2 品酒大會 

明顯是Suffix	 array+Segment	 tree的題目，很可惜在寫完Suffix	 array後

發現有bug，花了不少時間debug。但最後都無法解決。終於決定不

要浪費時間，即使有信心可以完滿解決，也唯有放棄；既不能得100

分，寫Segment	 Tree也是徒然，只處理了50分的部份，很可惜沒有處

理得一正一負嘅情況，最終失去15分，只得35分。	

Q3 小園丁與老司機 

對題目理解錯誤，而且題目又寫得不清楚。我以為是關於車的方向，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跟地圖方向的！真難過！最後沒有解決方法，只寫

了”0\n\n0\n”，放棄了。得0分。

Day 2 總結：無話可說，應該要多花時間將剛學過的算法消化一下、

練習一下，寫不到也只可嘆耐何。	

最後總結：如果Day1有寫File	I/O，就有機會得銅獎了！今次犯了不少

低級錯誤，可謂咎由自取。

	 希望下年可以入選IOI，	最好可以和四位兄弟一同入選！



6

	 2015年度的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評審員

工作坊已於10月30日舉行了，有八十多位新加入

的評審老師參加，當日參加的老師投入、認真。

	 工作坊先由計劃籌委會主席和委員簡介計劃

的詳情、評審員的工作、金章專題研習的要求，

當中更有機會讓老師們親身體驗評審專題的過

程，討論激烈，尤其是「研習性」一項，今年有

了更新，大家一定要留意哦！老師們從實作中都

能了解到金章評審的要求。

	 各位新評審老師，你們已經完成評審老師資

格的一半了，還有四月份的金章校外評，大家加

油呀！

2015 -16年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評審員工作坊分享

	 																															為促進本會會員認識資訊科技發展，緊貼最新

科技潮流，本會於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下午與一眾近30位中小學教

師，到位於九龍塘的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參觀多個嶄新的景點設施，包括：

	 應用科技廊：應用科技研發成果的展現中心，介紹一些成功的產品當中背後應用

科技人員的心血結晶和設計意念，並體驗科技如何提高生活質素，了解香港工業和應

用科技的發展。當中的展品也會定期更新，開拓了各老師的視野。

	 隨形冷卻技術中心：隨形冷卻技術能有效改善模具內的冷卻水道設計，縮短模具注塑週期及改善成

型質量，並且有利廠商開拓高精密產品的市場。這中心在一般情況下難以安排參觀，今次難得可以讓同

工大開眼界，認識精密關鍵性零部件的3D金屬打印服務。

	 當中剛開幕的3D打印體驗廊更是值得教育界一睹業內成果的新地方。近年3D打印技術發展迅速，應

用愈趨廣泛。該中心協助廠商運用3D打印制定生產計劃，以配合客戶的要求，或藉此開發和製造個性化

及「度身訂造」的專屬設計產品，以拉近生產商和消費

的距離。參觀期間有專人介紹3D打印技術的發

展及應用，亦令同工認識到更多3D打印設備及

方案，相信這裏是各位同工所見最多3D打印設

備及製成品的地方。

	 今次的參觀過程令一眾同工見識到許多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的嶄新設施，期望同工在體驗

過後可帶領學生前往參觀，讓學生開拓眼界，

增強對電腦及應用科技的興趣。

參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分享

郭鴻儀先生

陳俊銘先生



	 今年的香港電腦教育學會ICT模擬考試（第四屆）已於二零一六年一月
九日順利舉行，實有賴各方兄弟全力支援，由出卷擬題，租借場地，物資
運送，監考等所有方面都不是我一個人能完成得到，所以我只能說齊心就事
成，絕對無錯。

	 想起四年前，我並沒有想過會出現這個規模的模擬考試，當時我只不過
想跟志同道合的老師相約舉辦一個聯校ICT模擬考試，但大家就覺得倒不如
嘗試搞一個面向全港考生的考試。學會的老師大力支持舉辦這個考試，因而
就這樣催生了今天的ICT模擬考試了。還記得第一屆的規模很小，只有幾百
位學生參與，考試只有必修部份，及後第二屆才加入選修單元C，而到了第
三屆就更全面，有必修部份及四個選修單元。其實，如果沒有同工及學生的
支持，實在難以將這個考試繼續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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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參加考試的學生人數再創新高，因此，我們要統籌十多間試場，二千多名
考生的考試安排就不是一件易事。慶幸學會內的老師同心協力，同時亦得到學界的一
些熱心老師的相助，這個模擬考試才得以順利完成。

	 因為由上屆起我們要準備必修卷中英兩份以及四個選修單元各中英兩
份，合共十份的試卷，所以對我們的籌委來說這個模擬試實在是極大的挑
戰。我們相信這個模擬試的試題不僅能幫助考生預備公開試，亦可以為學界
提供更多教學資源（考試題目），讓ICT科的師生能不斷自強。而我相信這
個模擬考試已逐漸成為考生預備公開考試的一次前哨戰。

	 執筆之時，雖然模擬考試剛完結，但我們的工作仍未結束，因為各老師還要回校
批改試卷，我們亦要收集各考生的考試分數及進行成績分析，還有要籌備今年新舉辦
的模擬考試學生工作坊。當然還要準備下一屆2017年的ICT模擬考試，希望各校師生
能繼續支持我們，令學生成績進步，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更上一層樓。

	 現時不少學校已採用了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的免費平台，除使

用其電郵及一系列的配套系統以簡化

學校的行政程序外，不少老師更靈活

地運用	Google	上其他的各種工具在教

學用途之上。

	 有見及此，本會與Google合作，

將於2月29日(一)下午在	Google	HK	

的辦公室，舉辦 	 Google	 Seminar，

除	Google	的代表介紹最新的產品及

應用平台外，亦會邀請前線老師分享

使用	Google	Tools	的教學心得，以及

可以參觀	Google	HK	辦公室的工作環

境，各位同工萬勿錯過。

	 有興趣參與的同工，可留意本會

稍後發出的活動邀請信。

S e m i n a r

朱嘉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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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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 1 2 月 活 動 一 覽
11月7日	 「STEM教育協作」簡介會

11月12日	 本會理事出席
	 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	and	Control	Association
	 	(ISACA)	China	HK	Chapter	Annual	Dinner	2015

11月13日	 本會會員參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活動

11月14日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2015-16初賽

11月16日	 本會理事出席香港電台第3台訪問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s)	Education」

11月17日	 本會理事出席Executive	Study	Group	
	 7th	Anniversary	Dinner

11月28日	 「數碼遊戲創作」工作坊

11月28日	 本會理事出席「香港資訊及科技界創新
	 及科技發展研討會」
	 暨	歡迎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午宴

12月4日	 香港縱橫數碼語文線上與移動創新學習現場活動
	 （幼稚園）

12月6日	 本會理事出席「認識祖國．認識香港」
	 系列比賽2015頒獎典禮

12月10日	 本會理事出席香港教育城15周年慶祝晚宴

12月12日	 香港縱橫數碼語文線上與移動創新學習
	 現場活動（中學）

12月12日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2015-16決賽簡介會

12月19日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2015-16決賽

12月19日	 觀塘校際無人機障礙賽決賽	暨	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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