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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	IT	體驗團」是每年國際	IT	匯的重點活動之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OGCIO）已連續三年委托香港電腦教育學會舉辦，讓中二至中五的同

學免費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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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中學生	IT	體驗團」反應非常熱烈，吸引逾	1,400	人報

名，團數更由原來的45團增加至	47	團。	

	 每個體驗團所參觀的地方都各有特色，涵蓋本地不同的科技公司、大學和

公私營機構。體驗團的行程一般包含約一小時的參觀，並按參觀機構的性質而

安排另外一小時的工作坊或講座。以微軟香港總部體驗團為例，微軟先安排同

學參觀其新開幕的辦工大樓，然後再為同學安排了一場職業講座、以解釋同學

要進入IT界的選科要求以及入職所需的專業資格等。由於同學在學校少與	IT	界

專業人士接觸，難得有面對面分享的時間，他們均十分珍惜交流的機會，因此

到Q&A環節，同學更爭相發問。不少參與體驗團的同學均表示，科技公司的開

放式工作環境與休閒空間遠超他們所想像，亦為他們帶來奮鬥的目標。

	 同學除了可以藉此機會參觀科技公司，更可學到一些書本上沒有

的知識和親身體驗科技的應用，例如在天際100體驗團中，

同學就可以利用擴充實景（AR）認識香港；科技日

新月異，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香港•無間互動

梅志文先生

HKACE Facebook

西覓亞樂高教育STEM工作坊

民航處參觀

國泰城參觀

天際100 (SKY100)參觀

數碼港參觀

科技體驗活動

科技體驗活動

IVE 3D Video Production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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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學 生  I T  體 驗 團 參 觀 機 構 FIRST Tech Challenge實驗室 香港科技園 中信國際電訊 香港理工大學 中華電力 香港郵政 天際100 香港電訊 民航處 香港數碼港 西覓亞( Semia)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香港天文台 香港警務處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海洋公園 香港西區隧道 國泰航空 香港空運貨站 微軟 香港城市大學 機場管理局 香港科技大學 職業訓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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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為本會上述兩項計劃一年一度的壓軸活動，以
表揚參加學生於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成就。是次頒獎典禮頒發兩
個計劃內多個獎項，也頒發了2015-16 NOI香港學生代表委任狀。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為小學生而設，要考取金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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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小學提
名超過1300名學生考取金章，當中約770名學生成功考取。

 而「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則為中學生而設，學生於
校內進行知識及技能的評核，並於校內或校外提供資訊及通訊科
技科服務，方能考取證書、銅章及銀章；要考取金章則更需要通
過嚴格的校外評審。本年考獲不同級別獎章的同學約200位。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及「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
劃」提供機會讓中、小學生透過各式各樣學習活動認識資訊科
技。其中，此兩項獎勵計劃亦聯合舉辦「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暨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15/16年度中文打字比賽。這個比
賽分小學組、初中組及高中組。每組打字速度最快的三名同學分
別奪得該組別的冠、亞、季軍。除此之外，大會將會以不同的評
審等級表揚個別表現突出的同學，其中包括『達標』、『優異』
及『傑出』。 

 本年度的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經已順利完成。經過初
賽、決賽及選拔賽的連場激戰，終於選定出戰NOI的香港學
生代表。香港學生代表於是次頒獎典禮中，接過委任狀，
將會代表香港參加2015-16全國青少年資訊學奧林匹克競
賽 (NOI)。是次比賽將於四川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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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已於五
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假香港數碼港商場全
天候廣場舉行。本會更邀請了各得獎學校的
校長、老師和家長觀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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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獲獎人數超過800人，頒獎典禮及
獎狀頒發儀式分別於兩節舉行，時間如下：

第一節：上午10:30至下午12:00

第二節：下午2:00至5:00
頒獎典禮主禮嘉賓為教育局高級課程發
展主任（科技教育）呂錦明先生與香港
電腦教育學會主席馬凱雄先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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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嘉賓合照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委
員會主席郭鴻儀先生及青
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委員會主席羅家華先生

主禮嘉賓︰

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科技教育) 呂錦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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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市場經理 吳靜嫺女士

資訊及軟件業商會主席 江志榮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顧問 伍學齡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顧問 郭   弼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顧問 鄭志鴻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席 馬凱雄先生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委員會主席 郭鴻儀先生

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委員會主席 羅家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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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 MC (AM)
聖保羅書院小學：江昊
朗、梁雋林，香港真光書
院：莊靜儀、布慰心

頒獎典禮 MC (PM)
聖保羅書院小學：譚政民、陳
思浩，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陳
小蝶、林善濃、曾明心 黃雪悠



 高中組 學校	 中文姓名	 平均速度(每分鐘)

 冠軍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黃嘉芙 127.5

 亞軍 觀塘官立中學 彭藝童 104

 季軍 景嶺書院 何啟暉 69.5

 初中組 學校	 中文姓名	 平均速度(每分鐘)

 冠軍 德望學校 楊適語 100

 亞軍 景嶺書院 勞文樂 92.5

 季軍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薩萬瑩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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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亞軍 彩雲聖若瑟小學 李依瞳 48

 季軍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胡朗聲 47.5

香 港 電 腦 教 育 學 會

3

 在最近兩年特首的施政報告中，均提及到本地「STEM教

育」的發展，而早前教育局亦宣佈於2015/16學年為所有官立、

資助和直資小學發放一筆過為數十萬元的津貼，讓學校能夠在現

時的課程基礎上持續優化，組織與STEM相關的多元學習活動，

培養學生創新思維及提升他們學習科學與科技的興趣。然而除

硬件的方案外，我們深信要成功推行「STEM教育」，更重要是

教學的應用、人才的培訓以及對未來科技的前瞻。因此為深化

「STEM教育」的發展，本會與香港資訊科技聯會(HKITJC)、職業

訓練局(VTC)、香港軟件行業協會(HKSiA)、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

技中心(CINTEC)於四月二十日合辦「在智慧城市下的STEM教育」

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及業界領袖一起分享及討論。

 當日參與分享討論的嘉賓包括：本會榮譽會長及香港資訊科

技聯會前會長黃錦輝教授、智慧城市聯盟召集人楊全盛先生、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資訊科技學科學術總監王麗蓮博士、香港中文大

學創新科技中心副主任鄭進雄教授、以及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顧問

伍學齡先生。

科學

STEM

科技
工程

數學

2015/16 ITCA – YITAA

中文打字比賽2015/16 ITCA – YITAA 

中文打字比賽

本年度ITCA-YITAA

中文打字比賽已經於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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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典禮已於二零一六

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數

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

舉行。

馬凱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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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的「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 2016」，已於 4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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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盛事

						活動之一，接近 150 所中小學及超過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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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拉開序幕，為期 5日，同學須透過流動裝置應用

			程式 (Snapas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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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位同學晉身 4月 23 日的決賽。

	 決賽日於香港數碼港內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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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決賽共劃分為 5

個賽區，遍佈於數碼港一座至三座的各個位置。參賽隊伍必須依照大會所提供的路線，於指定時間內完

成 5個賽區的測試。題目涵蓋政府電子化服務、應用程式、流動通訊、互聯網、電腦軟硬件知識等，同

學出色的表現令在場的裁判大感欣喜。經過 5輪技能比試後，最終高中、初中及小學各有三隊同學脫穎

而出，晉身下一回賽事。總決賽為答問環節，並以三回決勝負，過程中各同學都展現對資訊科技的知識

和比賽策略，場內氣氛熾烈，直到比賽最後一刻才能分出勝負，勝出

者可謂實至名歸。

	 大會非常榮幸邀請到香港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 ,	SBS,	JP，以及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先生 ,	JP 分別擔任小學組及中學組的主

禮嘉賓。同時亦邀請到各大專院校、考評機構及商界代表作為總決

賽評判，分別有香港大學霍偉棟博士、香港理工大學姚文龍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張澤松博士、香港教育學院黃德霖博士、香港教育學

院潘建文博士、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評核發展經理吳家明先生及香港

電訊有限公司黃一川博士，在此再次感謝

各專業評判的指導。

小學組主禮嘉賓–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 ,	SBS,	JP

高中組冠軍	-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 隊伍 6)

中學組主禮嘉賓–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先生

高中組亞軍	-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主辦、贊助及協辦機構

簡偉鴻先生

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 2016
Inter-School IT Elite Challenge

高中組季軍	-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 隊伍	1)

4 總決賽大會場地

科技體驗區

中學組總決賽評判團

小學組總決賽評判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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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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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開數碼媒體有限
公司 (TFI) 的支持，於比賽當日進行「開眼界」網上直播，
讓各界人士能夠即時收看決賽盛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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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提昇資訊科技的素養
與技能，日後能貢獻香港資訊科技業界，再創高峰！

	 各老師和同學可透過以下 FB 專頁瀏覽是次比賽精彩片
段。https://www.facebook.com/hkitelite/

技能測試
比賽情況

	 小  學  組

冠軍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 隊伍	1)

亞軍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 隊伍	1)

季軍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 隊伍	3)

優異	 保良局錦泰小學 ( 隊伍 2)

優異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 隊伍	1)

	 初  中  組

冠軍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 隊伍	1)

亞軍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季軍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 隊伍 2)

優異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 隊伍 4)

優異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 隊伍	1)

高  中  組

冠軍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隊伍 6)

亞軍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季軍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隊伍	1)

優異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 隊伍 2)

優異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初中組冠軍	-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 隊伍 1)

小學組冠軍	-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第二校 ( 隊伍	1)

初中組亞軍	-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小學組季軍	- 英皇書院
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 隊伍	3)

小學組得獎學生

初中組高中組合照合照

初中組季軍	-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 隊伍 2)

小學組亞軍	- 九龍城浸信會
禧年小學 ( 隊伍	1)

	 經過三輪的激烈的比試後，今年『校際

IT 挑戰賽 2016』結果如下：



6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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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屆	GCCCE	於	2016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在香港教育大

學舉行。此會議已成為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研究者和

教學實踐者之學術和教學交流盛會。

	 本屆	 GCCCE	 2016	 共收到	 251	 篇來自中國大

陸、台灣、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地區的論文投稿。

當中，更有為各地教育同工交流的教師論壇，探討

如何將資訊科技有效應用於K-12教學實踐，以期提

升華人地區中小學教學效能及學習成效。

	 在此恭賀顧忠熹老師(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

學)的論文榮獲	 GCCCE	 Best	 Teacher	 Forum	 Paper。	

GCCCE	 評審十分嚴謹，每地區只能選派一份教師論

文參加評審，顧老師的論文先在香港勝出，最後更

贏盡四地，獲選為本屆GCCCE最佳教師論文。

	 另外，本屆會議有五個主題演講、兩個研

討會、八個工作坊等。有興趣的同工可以瀏覽

http://gccce2016.ied.edu.hk/，當中有大會照片庫、各

講座、研討會論文

集等。

本屆會議的主題為「大數據時代的學與教」，包含8個
子會議主題：

1.  學習科學、計算機支持協作學習、人工智能教育應用
 (Science of Learning,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2.  數字化教室、移動與泛在學習
 (Digital Classroom, Mobile and Ubiquitous Learning)

3.  悅趣化學習與社會
 (Joyful Learning and Society)

4.  科技於高等教育、成人學習與人力績效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Human Performance)

5.  教師專業發展與教育政策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Policy)

6.  科技增強語言學習
 (Technology Enhanced Language Learning)

7.  學習分析及評量
 (Learning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8.  數位科技，創新與教育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

全 球 華 人 計 算 機 教 育 應 用 大 會

大 數 據 時 代 的 學 與 教

金偉明先生



	 香港特區政府正逐步推行「綠在區區」計劃，在全港十八區設點，

透過委聘非牟利團體營辦並資助其後營運，從而加強環保教育，協助社

區收集各類回收物料（尤其經濟價值較低者，如電器、電腦產品、玻璃

樽、慳電膽、充電池等），讓綠色生活紮根社區。

					「綠在沙田」是環境保護署首個「綠在區區」的項目，由基督教家庭

服務中心營辦。一方面可鼓勵更多市民參與減廢回收以增加回收物料的數

量，另一方面可深化「乾淨回收」的概念以提升回收物料的質素和價值，

擔任社區環保教育的角色。本會特於5月20日為中、小學教師安排參觀活動。

	 「綠在沙田」亦同時推廣『校園電腦電器齊回收』活動。希望透過活動為學

校提供收集及運輸服務，妥善回收新學年替換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同時促進校

園減廢回收的風氣，推動校園建立惜物減廢和妥善回收的綠色文化。

	 環保署除提供資訊和其他技術支援外，亦分批安排回收貨車到校進行收集。

除鼓勵學生參與回收外，學校也藉此活動回收整批替換的電子教學設備，包括桌

上電腦、顯示器、投影機和打印機等。

電子產品
的回收及
處理程序

環保署的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廢物管理政策)林國麟博士
為我們進行講解

參加者與
講者合照

電腦及通訊產品回
收計劃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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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Michael Gazeley (Managing Director, Network Box 
Corporation Limited) 為參加者講解智能裝置的威脅參觀網絡保安中心

	 是次講座已於5月13日舉行，當中

介紹了各種網絡漏洞和攻擊方法，喚

醒我們的防範意識以及如何採取適當措

施，以免成為網絡威脅的受害者。

	 講座當日，我們還參觀了Network	

Box	 Corporation	 Limited	的網絡保安中

心，現場了解如何對其客戶提供網絡保

安的服務，令我們可以大開眼界。

網 絡 安 全 講 座 ： 智 能 裝 置 的 弱 點 
	 隨著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的發展，在我們身邊越來越多的設

備連接互聯網。按統計，現時每三小時便有超過100萬部新裝置連接到

互聯網。除了傳統的電腦系統，還有閉路電視、網絡會議電話和其他家

用和辦公室的「智能」裝置等。由於這些裝置已連接互聯網，除為我們

帶來更大的便利，亦同時成為黑客能藉此窺視或竊取您的資料的渠道。

每一部已連線的裝置，也是您的威脅。

	 今時今日，不少學校已把校內的伺服器進行虛擬化管理(Virtualization)，當中的優點包括

提昇管理效能、減省伺服器的空間、以及節省伺服器群的營運成本等等。學校在資訊科技方

面的資源一向緊絀，現今流行的虛擬化解決方案，正正能幫助學校以較低成本建設易於管理

的資訊科技運作環境，除伺服器虛擬化管理外，亦可建立一個虛擬桌面平台(VDI)，讓師生可

隨時透過校內網絡，甚至家中的電腦，登入個人虛擬電腦備課或學習，既快捷又方便。

香港聖公會何
明華會督中學
的金偉明老師
進行分享

	 此外，針對教育局最新推出的「加強學校行政

管理津貼」，是次活動亦邀請了理光的同事，介紹

了加強學校行政管理的一些實用方案，包括：

•	 行政文件批核及存取系統

•	 老師教材的中央管理和知識共享系統

•	 老師試卷傳閱方案

•	 舊生文件資料電子化

•	 家校即時通訊手機應用程式

•	 問卷數據擷取系統

	 是次活動我們邀請了幾間已進行伺服器虛擬化管理的學校，分享虛擬化管

理實施過程中的考量及心得，以及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及解決辦法。活動於5

月18日舉行，分享的講者包括香港培正中學的馬凱雄老師、香港聖公會何明華

會督中學的金偉明老師、以及聖公會李福慶中學的陳俊銘老師。

聖公會李福慶
中學的陳俊銘
老師進行分享

「利用虛擬化技術打造電子校園及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活動 

馬凱雄先生

馬凱雄先生

馬凱雄先生「 綠 在 沙 田 」 參 觀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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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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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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月 活 動 一 覽
4月2日	 ITCA-YITAA中文打字比賽2015/16

4月2日	 「STEM教育方案」展示及簡介會

4月9日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金章評審(第一日)

4月9日	 「校際IT精英挑戰賽2016」決賽簡介會

4月11日至22日	 中學生IT體驗團2016

4月16日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金章評審(第二日)	
	 +	ITCA白金章面試

4月20日	 「在智慧城市下的STEM教育」研討會

4月22日	 「STEM教育方案」展示及簡介會(加場)

4月23日	 「校際IT精英挑戰賽2016」決賽

5月7日	 「縱橫輸入法」教師工作坊

5月13日	 網絡安全講座：智能裝置的弱點

5月18日	 「利用虛擬化技術打造電子校園及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活動

5月20日	 「綠在沙田」參觀活動

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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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5月23至27日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	2016

6月4日	 GSA	Google	at	School	Conference	HK

6月11日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週年會員大會2016

6月17日	 第十五屆網上教學會議

6月18日	 「Scratch」，「Hour	of	Code」及「App	Inventor	2」	
	 教師編程培訓課程

6月24至25日	 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學生領袖訓練營

6月25日	 勒索軟件	全方位解決方案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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