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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指一算，【學習如此多紛】
活動已舉辦了二十多年，一向成績斐然。
透過老師和同學們的努力，創作了不少優秀作
品，亦培育了不少人才。此活動最新的發展是既
保持傳統優勢的同時又與時並進，得到許多學校的歡迎。

	 本屆「學習如此多紛」透過程式編寫、專題研習及學習短片
設計進行比賽，讓學生思考學習過程和得著，對相關課題進行深入的理
解、分析與建構，然後選擇最合適的資訊科技工具來製作學與教電子套
件／短片，並以文字報告和現場演繹形式展示作品，發揮創意；加上反思
和自我評估，使同學們的學習更有意義，更好配合STEM在資訊科技教育
的拓展。比賽以隊制形式進行，通過組員之間密切的交流及協作，鼓勵團
隊精神，並且對指導老師和學校的支持表示欣賞和敬意。比賽設有多個
「小組獎項」和「學校獎項」，以獎勵不同表現的優秀隊伍和學校。

	 本年度，參賽隊伍來自全港各區中小學共百多隊，大部份同學的參
賽作品的質素都很高。他們的探究過程從設定、論證到實驗都脈絡清晰。
有些作品，資料精確，分析比較都有板有眼。亦有一些作品，在探究之
中，發揮無限創意，並能把國民教育的精神和情操融合在作品之中。經過
1月下旬的初賽激戰後，決賽、總決賽暨頒獎典禮亦已於2	月27	日舉行。
總決賽成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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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沂妮  金偉明  謝陸兆平

	 成功的活動背後一定會有很多人的參與和貢獻。我們需要感謝一群盡
心盡力的指導老師，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以外還給予他們的學生實質的支持和
精神上的鼓勵。我們並向【學習如此多紛】比賽的主禮嘉賓、評判、贊助機
構、參賽同學的校長和家長，以及所有籌委、秘書處及工作人員致以萬二分
的謝意。展望未來，薪火相傳，關愛無限！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中組  兩分鐘學習短片比賽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裘錦秋中學(元朗)	 德愛中學
	 JV07	 JV16	 JV02
	 進擊的食物	 模型巴士的誕生	 中史科-北宋變法(保馬法)

高中組  專題研習比賽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迦密柏雨中學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SP07	 SP06	 SP04
	 自製比色計	 奶之鍊膠術師	 夕陽行業無限好，
	 	 	 餘輝映照我本土

高中組  程式編寫比賽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SS09	 SS02	 SS08
	 Nightmare	Escape	 三態子	 Silver	Lining

高中組  兩分鐘學習短片比賽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SV05	 SV04	 SV03
	 幕前	幕後	 說之以「俚」-	Slang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學組  程式編寫比賽

	 德信學校	 德信學校	 循道學校
	 PS13	 PS11	 PS01
	 農夫伯伯	 志明的選擇	 學習英雄

小學組  兩分鐘學習短片比賽

	 天主教明德學校	 坪石天主教小學	 天主教明德學校
	 PV15	 PV18	 PV13
	 那一天我們會燒	 數學科加法	 掃街老友

初中組  專題研習比賽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寶血女子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JP03	 JP04	 JP02
	 Cooking	 Your	choice	you	choose	 音樂樂理

初中組 程式編寫比賽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JS01																																						JS06
												數學對戰遊戲																											Science	Model

高中組

	 全場總冠軍	 全場總亞軍	 全場總季軍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SP07	 SV05	 SS09
	 自製比色計	 幕前	幕後	 Nightmare	Escape

初中組

	 全場總冠軍	 全場總亞軍	 全場總季軍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JV07	 JS01	 JP03
	 進擊的食物	 數學對戰遊戲	 Cooking

小學組

	 全場總冠軍	 全場總亞軍

	天主教明德學校	 德信學校
	 PV15	 PS13
	那一天我們會燒	 農夫伯伯

學校全場總冠軍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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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初賽於11月14日假大埔迦密聖道中學舉

行，參加人數眾多，共有512位學生及72間學校參

加，人數是近年新高，在現年香港中學學生人數下

跌的情況下，人數不跌反升，証明隨著世界各國越

來越重視“編程”，香港同學也不甘示弱發展自己

的潛力。經過初賽的比試，初級組有84位同學進入

決賽，高級組有78位同學進入決賽。決賽於中文大

學舉行，三小時的編程比賽同學們都扭盡六壬，使

出渾身解數解決比賽問題。加上新的評分系統可以

使參賽者看到評審分數，給予即時回饋給參賽者，

令今年的比賽氣氛比往年更加緊湊，而系統也同時

列出參賽者排名給監測人員查看，比賽情況連一眾

工作人員都為之緊張。

	 2015/16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於2016年1月22日完滿結束了，整個比賽由2015年10月

2日舉辦的簡介會拉開序幕，今年的簡介會除了介紹今年的比賽規則及修定之外，還榮幸地

邀請了中文大學助理教授陳兆安博士為我們進行專題演講，透過分享他在電腦科學範疇里的

幾個最新研究，帶出了電腦科學至到程式編寫的樂趣，相信參加的同學都收獲豐富。不但如

此，今年簡介會上還介紹及推出了新版“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網上評測系統”，新系統不但可

以應付更多人同時使用，更新增了DSE範圍的題目，希望有助同學練習程式編寫，將比賽與

學習融為一體。新系統得到了很多學校及同學的歡迎，一共有61間學校及586個學生帳戶登

記。直到決賽日，系統一共有評審了同學34055次提交程式記錄。

工作人員

郭永強校長及
謝陸兆平顧問

比賽前
電腦教育學會
理事合照

比賽前準備

初賽評審會議

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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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頒獎典禮完滿結

束了，但它是另一個挑戰的開始，因為

香港代表隊的訓練已經密鑼緊鼓地緊接

而來，所有得獎者都是被邀請對象，希

望香港電腦奧林匹克得獎者再一次証明

自己的實力，代表香港參加今年於俄羅

斯喀山舉辦的國際電腦奧林匹克賽及於

中國四川舉辦的全國電腦奧林匹克賽。

祝賀同學們自強不息、再創佳績！

歐陽厚從老師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委員會

	 來到最後當然是一年一度的香港電腦奧林匹克頒獎典禮，今

年典禮場地借用了香港中文大學何善衡工程大樓王統元堂，比往

年更大、更寬敞的禮堂，佈置得更有氣派。頒獎典禮當然少不了

有份量的頒獎嘉賓，今年非常榮幸，我們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大

學常務副校長華雲生教授作為主禮嘉賓，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

副院長黃錦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金國慶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陳兆安助理教授、香港電腦

教育學會榮譽顧問黃廣威先生、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會長馬凱雄先

生、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各理事及顧問老師都出席及擔任頒獎嘉

賓。加上參加典禮的百多名學生、老師及家長，熱鬧及歡愉的心

情充斥在演講廳的每一個角落。典禮開始，主禮嘉賓華雲生教授

對得獎的同學給了嘉許及勉勵演講；金國慶教授也都作出了大學

工程學系學習及發展的分享；陳兆安教授更以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得獎者	“過來人”	的身份分享了一些得獎後的發展歷程，通過許

多成功的例子，不但加強了同學們的信心、傳遞了正面的訊息，

還擴闊了大家的全球視野。給我們的同學上了寶貴的一課。獎項

方面，學校冠軍香港培正中學共奪得	 9金5銀；亞軍喇沙書院共奪

得		2金4銀3銅；季軍聖言中學共奪得	1金2銀4銅。個人獎分佈的

學校比往年更廣，更多學校都努力地栽培香港科技人材，裝備學

生迎接未來科技、編程新時代。

亞軍喇沙書院

季軍聖言中學

獎杯

典禮現場

冠軍香港培正中學

嘉賓合照
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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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興起的航拍飛行器，不但附設了鏡頭，更可讓用家藉視覺感受第一身的飛行體驗，滿足用家衝上

雲霄自由飛翔的願望，以鳥瞰角度拍攝各種漂亮景色。隨著器材及技術的發展更趨成熟，越來越多學

校添置航拍器材，讓學生學習操控無人機進行拍攝。

有見及此，本會在1月23日舉辦了全港首次校際「航拍」比賽。比賽獲國際專業管理研究中心擔任秘

書處，教育局支持，香港資訊科技聯會、香港軟件行業協會、互聯網專業協會、國際專業無人機學會

及香港電腦學校等協辦。比賽主題為「學校新視野」，學生藉著運用無人機從不同角度拍攝學校的外

貌，向公眾展示學校的另一個嶄新面貌。比賽共有七十多間中學，過百隊參加，經過初審之後，大會

選出十五份優秀作品。決賽當天可謂戰況激烈，每隊需利用2分鐘的時間介紹作品。最後由香港培正中

學勇奪冠軍，亞軍及季軍分別由拔萃女書院及裘錦秋中學（元朗）奪得。

冠軍：香港培正中學

參賽隊伍名稱：Aerial Madness

參賽短片標題：慧眼看培正

參賽短片內容簡介：

校園是一個尋常不過的地方，我們

在裡面生活、在裡面成長、在裡面

求知識學做人。然而，我們平常只

是留意到它最平面的一面，如果可

以從多角度的立體影像去欣賞、審

視、了解這個校園，相信這會是一

個不一樣的非凡校園。

亞軍：拔萃女書院

參賽隊伍名稱：DGS Media 

                      Production Team (S6)

參賽短片標題：多彩多姿校園生活, 

                     拔萃女孩綻放光芒

參賽短片內容簡介：

短片主要分成兩部份：首以不同拍

攝角度和鏡頭展示學校的全新面貌

及校園熱鬧境況，第二部份以音樂

為主題展現學生激昂且柔婉的一

面，貫穿短片的配樂為校歌，由學

校管弦樂團和合唱團協奏。

季軍：裘錦秋中學(元朗)

參賽隊伍名稱：朱俊傑

參賽短片標題：四十美豐華

參賽短片內容簡介：

適逢學校40周年校慶，以航拍紀

錄校園風采。

比賽成品欣賞： http://www.iam.org.hk/latest-news/event20160123/



	 近年來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電腦應用程式(Com-

puter	Apps)	有如雨後春筍般的急速發展，各式各樣極具

創意而又多元化的應用程式湧現市場，現已成為電腦軟

件產業的新力軍，潛力無窮。

	 最近兩年，已經有越來越多學校，在校本電腦科課

程中教授學生	MIT	App	Inventor	2	的編寫，該編程平台

簡單易用之餘同時亦能製作出時尚與實用兼備的應用程

式，打破過往電腦編程予人艱澀沉悶的形象。學生能透

過有趣而又實用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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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為推動校園內學習編寫應用程式的風氣，在

2016年2月20日(六)	分別聯同了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程式

實驗室CityU	Apps	Lab	及	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舉

辦了兩場	「App	Inventor	2」	教師培訓課程，以協助教

師在各自任教的學校向學生傳授編碼知識，令全港有更

多學生學會這個新穎的編程「語言」。

	 其中在城大舉行的入門課程中，參加教師能對利用

App	 Inventor	 2	來開發移動應用程序能有基本的認識，

還親自體驗	 App	 Inventor	 2及安裝本機伺服器，另有培

訓教師教導	 App	 Inventor	 2的「貼士」，參加者均獲益

良多。此外，參加教師亦得到由城大應用程式實驗室

CityU	 Apps	 Lab簽發証書及由主辦單位提供的學生培訓

教材套。

	 而在理大舉行的進階課程，參加教師除重溫了一些	

App	Inventor	2的安裝程序，還在短短的兩個半小時內製

作了兩個小遊戲，讀者若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可參考是

次工作坊的網站：http://cap.comp.polyu.edu.hk/。

5

「App Inventor 2」教師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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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模擬考試學生講座」已於20/2順利舉

行。當日有超過85位師生到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將軍澳校

區）參加是次學生講座。這個講座的內容包括模擬考試的試

題分析、考生常犯毛病、以及2015年ICT文憑試的試題分

析。講座期間學生都很專注聆聽本會老師的分享，可見參與

學生都期望在公開試前的最後階段能夠做好應試準備。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與業界合作將於

2016年4月11日至23日期間舉辦「2016國際IT匯」(IT	 Fest	 2016)，

當中包括多項與資訊及通訊科技有關的精彩活動，詳情可瀏覽http://

www.itfest.hk/。「2016國際IT匯」其中一項活動為「中學生IT體驗

團」，而香港電腦教育學會獲委託為籌辦機構。

是項活動的目的，是希望讓中學生透過參觀本地大學及專上學院的

資訊及通訊科技學系和實驗室、著名的資訊科技企業、政府部門及

本地大型機構的資訊科技設施，擴闊同學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視

野，以及認識有關行業的最新發展，從而引發同學對資訊及通訊科

技的興趣，考慮選修有關學科，以及投身相關行業。

是項活動將安排一共45個半天的參觀團，供同學免費報名參加。每

間學校可派出1位領隊老師及14位同學參加。報名日期為即日起至三

月二十五日。有關參觀團的詳情及報名方法，可瀏覽活動網站

http:/www.hkace.org.hk

我們誠邀		貴校的教師及同學參與是次富有教育義意的活動。因各個

參觀團的名額有限，我們將會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有關報名申請。

成功取錄的申請，將以電郵方式通知領隊老師進行確認。

如		閣下對此項活動有任何查詢，

請致電2406	6683與本學會職員聯絡。

計劃詳情及報名

香港•無間互動



	 為促進學生認識資訊科技及環保發展，本

會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YITAA）安排

參加計劃的學生於三月十一日參觀位於葵涌

貨櫃碼頭的理光(Ricoh)環保技術中心。此活

動參觀了著名的影印機生產公司於減少廢物、

資源再用及循環再造三方面的行動。當中了解

到舊碳粉樽重新再入碳粉的過程，原來自需要

一名工人就可運作重用舊樽的半自動化機器。

又參觀了舊影印機翻新工序，這可以盡量延長

產品的生命週期。最後亦一窺到舊硬盤數據銷

毀的過程，公司或學校的舊硬盤多有內部敏感

資料、個人私隱等，中心內的機器能以達美國

國防部（DoD）標準銷毀硬盤內的所有數據，

最後更以物理壓毀的方式以確保資料不能被恢

復。理光公司為達到「零堆填」目標的努力，

同學在參觀期間都能感受得到。

參 觀 R I C O H 環 保 技 術 中 心

大家好，我是歐海健老師，現於伯裘書院任職學務發展部首席主

任，主要統籌學校的教務發展。過去幾年，學校推行電子學習，深

感科技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課程統合、STEM課程的發展等均為

學生、老師及學校帶來很多衝擊。為了提供一個更佳的學習平台予

學生們，作為教師需要參與更多專業發展，當中最重要的是互相分

享，將大家所想的、所做的互相交流，讓學界有所裨益。

歐海健老師

加 入 事新 介理 紹會學

大家好，很高興有幸能加入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這個大家庭。希望

透過參與學會各式各樣的活動，推動電腦學習的未來的發展。

透過活動，讓同學發展分析能力、判斷能力、創造能力和自學能

力。於活動過程中讓同學發掘及發展自己的興趣，並加以肯定。

希望日後在學會的活動上能與大家多點交流和學習。

王金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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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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3 月 活 動 一 覽
1月9日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模擬考試2016	

1月22日	 2015-	16年度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頒獎典禮

1月23日	 全港高中校際「航拍」比賽

1月29日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	(資訊科技教育)	

	 冼德華博士榮休晚宴

1月30日	 學習如此多紛2016「IT學與教」

	 電子套件製作比賽初賽

2月19日	 「高效能集群系統電腦中心」參觀活動

2月20日	 「App	Inventor	2」	教師培訓課程

2月20日	 「App	Inventor	2」	教師培訓課程	(進階)

2月20日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模擬考試2016學生講座

2月27日	 學習如此多紛2016「IT學與教」電子套件	

	 製作比賽	總決賽暨頒獎典禮

2月29日	 「Google	雲端工具在教學上的應用」講座

3月5日	 「雲端校園行政及電子教育分享會」

3月5日	 「校際IT精英挑戰賽2016」簡介會

3月11日	 理光(Ricoh)環保技術中心參觀活動

3月12日	 2016「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擔任講者

3月12日	 澳門培正中學STEM教學交流暨	

	 樂高教育STEM實驗室參觀

3月15至18及21日	 「校際IT精英挑戰賽2016」初賽

3月19日	 電腦及手機遊戲編程製作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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