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現正安排「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模擬考試

2017，讓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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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各參與學校及老師之間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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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誠邀全港學校鼓勵同學踴躍參

加，詳情如下：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模擬考試2017

 日　　期：2017年1月7日 (星期六)

 考試時間：試卷一：上午8時30分至10時30分

                試卷二：上午11時15分至下午12時45分

 試卷會議：林大輝中學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出版 通訊 二零一六年九月號75
Room 613, Caritas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18 Chui Ling Road, Tseung Kwan O, N.T.     Tel: 2406 6683      Fax:8200 1738      http://www.hkace.org.hk/      E-mail:ask@hkac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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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高中電腦科試驗計劃開展，一群老師帶了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來到這世上。

	 課程由高中開始，及後擴展至預科，也與小學連貫起來，成為一個十分連貫的科目。關於電腦科的歷

史和不同程度課程的出現和殞落，留待稍後的活動中和大家分享。

	 我們知道，要立體的去學習，除了在課堂內，課室外也應該還有一片天。配合課程，充實學習經

歷，HKACE提供十分豐富的活動，當中有持續性的，也有競賽性的。多年來，參與活動的同學不計其數，

今年為了慶祝它的35歲，我們有主題節目，特輯，聚餐等，當然在這歡欣日子中，我們全年的一連串活動

也會冠名35周年，共享喜悅。

張家俊先生

更改通訊地址 - 新辦公室地點 : 新界將軍澳翠嶺路18號明愛專上學院613室
 Room 613, Caritas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18 Chui Ling Road, Tseung Kwan O, N.T.HKACE Facebook



	 眾所周知，蘋果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一

系列成功的產品	(	iPod,	iPad,	iPhone,	Mac	系列電腦)。

很多人認為，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及前行政總裁	 Steve	

Jobs	 的天才設計是蘋果公司成功的關鍵。蘋果產品的

一個重要成功因素是其對用戶體驗設計	(	UX	Design)	與

用戶界面設計	(UI	Design)	的重視	。雖然用戶體驗設計	

(UX)	及用戶界面設計	 (UI)	是兩個不同的範疇，但兩者

都是成功產品不可或缺的。

	 用戶體驗設計以提升用戶滿意度為目的，側重於

產品的可用性與易操作性。而用戶界面設計則側重於

產品外觀和人機交動設計。很多人混淆了用戶體驗設

計與用戶界面設計。事實上，它們都是產品設計的關

鍵要素，並且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如一個功能完善但

外型不美觀的產品，是具備優良用戶體驗設計但忽視

了用戶界面設計的例子。同樣地，一個外型出眾但使

用步驟繁複的產品，是具備優良用戶界面設計但忽視

了用戶體驗設計的例子。如以人類身體為比喻，用戶

體驗就是人體的各個器官，而用戶界面就是人體的外

觀和聽覺感觀。

	 由於UX	及	 UI	是成功產品的重要元素，很多公司

在招聘技術人員時，除了著重他們擁有的技術能力之

外，並需要衡量是否可塑造成	UX	及	UI	設計師的材

料。因為UX	 及	 UI	 設計關注的重點不一樣，所以	 UX	

設計師及	UI	設計師的入職要求和所負責任也各異。一

方面，UX	 設計師應該有優秀的人際關係以及分析力，

通過與用戶有效的溝通，引導用戶提出對產品功能的

期望，經過進一步分析和理解數據來設計優良產品的

核心功能。另一方面	，	UI	設計師應當具有藝術家的思

維以及有裝備好的視覺繪圖藝術技能。除了技術能力

外，UI設計師還應該有敏銳的潮流觸覺，能掌握用戶

所思所想以及其行為習慣。

恒生管理學院電子計算系系主任

錢玉麟教授 (香港大學榮休教授) 

July 2016

什麼是軟件開發中的

  用戶體驗設計 (User Experience (UX) Design) 

    與用戶界面設計 (User Interface (UI) Design)?

	 在過往，軟件開發行業視UX及UI設計為奢侈及裝

飾性元素。專注於研發產品的功能及可用性，致力於

滿足用戶對產品的需求及期望。由於產品結構複雜，因

而在研發過程中會把產品分拆成不同模塊，經過模塊

分解與模塊集中的整合過程，再重組成一個完整的產

品。每個研發模組的研發員會負責該模組的互動界面設

計，UX及UI設計只能在最後整合階段中派上不顯著的

用場。然而，這種方式是不正確的。每個功能模組研發

員只專注於自己所屬部分，而忽略了整體產品的設計方

向與規劃。相似的功能有機會在不同的模塊中被重複，

而且可能無法一致地執行，結果相同的功能會在產品中

不同的界面重複出現。因此，UX及UI設計師在產品開

發的初始階段介入是必須的	 (例如，輸入用戶的建議去

籌劃UX及UI設計)。因而籌劃好的UX及UI設計能夠與產

品的開發緊密地結合起來。

	 總而言之：（1）用戶體驗設計與用戶界面設計是

不同的範疇，但兩者在產品研製過程中都非常重要；

（2）成功的用戶體驗設計師和用戶界面設計師的資格

和要求也是不同的；（3）用戶體驗設計與用戶界面設

計非常關鍵，應當從產品開發初始就進行設計，並且是

產品開發整個流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正是出於產品開發中用戶體驗設計與用戶界面設計

的重要性，以及優秀設計師的匱乏，恆生管理學院將在

2016/17學年開設一個新的學士學位，名稱是應用及人

本計算學（榮譽）文學士。開設這個學士學位的目的是

培養具有優秀用戶體驗設計能力與優秀用戶界面設計能

力的IT人才（軟件開發者與程序員）。

	 如欲獲得更多課程資訊，可參考應用及人本計算

學（榮譽）文學士課程網址：http://www.hsmc.edu.hk/

index.php/hk/academic-programmes/undergraduate/a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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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週年會員大會 2016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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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於201
6年6月11日（星期

六）上午在林大輝中學演
講廳舉行了週年會員大會

2016。那天不少會員到場
支持，是次週年會員大

會除了通過會務報告、財
政報告、以及未來活動

預告之外，本會感謝會長
黃錦輝教授親臨頒發專

業會員證書予合資格的會
員。

	 另外，我們很榮幸邀請了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主席陳重義博士•
太平紳士及其執行董事梁

成琯先生以「如何打造新
一代『智慧校園』」為題

擔任講者與會員分享。

	 兩位講者的演講既精彩又
實用，在場的會員實

在獲益良多，兩位講者的
簡報已上載於香港電腦教

育學會的網頁，讓讀者下
載。在此再次感謝兩位嘉

賓百忙之中蒞臨分享。

羅家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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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題習作比賽評審

 今年比賽的主題是『STEM Education』，大會繼續採用美國麻省理工學

院的 App Inventor 2 作為編程工具，制作出不同的流動應用程式。比賽分為兩

部份，分別是「學生專題習作比賽」和「即日解難比賽」。在「學生專題習作

比賽」中，參賽學校可在初中組及高中組中，分別推薦作品角逐個人獎項，而

在「即日解難比賽」中，除以往的初中組外，今年更多加高中組，參賽隊伍需

於一小時內，透過 App Inventor 2 去解答難題。

 比賽採用『帽』(CAP) 為標誌，是英文 Computer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的簡

稱。比賽以全香港中學生為對象，目的在於鼓勵學生學習編寫電腦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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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組織委員會包括多間大專院校和中學的同工及志願者，可謂陣容頂盛。

高中組 即日解難比賽

第三屆電腦應用程式比賽
(CAP2016)

 第三屆電腦應用程式比賽 (CAP2016)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九日

在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順利舉行，比賽由香港電腦教育學

會及香港理工大學電子計算學系聯合主辦，電機暨電子工程師學

會香港電腦分會協辦，並得到 Google 的贊助。大會很榮幸邀請到創新及科技

局副局長鍾偉強博士及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林日豐先生為是屆比賽的主禮嘉賓。

 今年的比賽收到了來自香港多間中學，超過二百份的專題習作作品。推

薦入圍的作品於展覽中展出並競逐「學生專題習作比賽」獎項。超過四十隊參

賽學校隊伍於「即日解難比賽」，角逐金、銀、銅獎。經過一輪激烈的比賽後，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的姚諾恒同學和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的黃子，在

「學生專題習作比賽」分別獲得高中組和初中組的金獎，至於「即日解

難比賽」，就由趙聿修紀念中學的陳曦朗、黎永灝同學隊伍，以及香

港培正中學的張沛笙、古俊賢隊伍分別獲得高中組和初中組的金獎。

而今屆加設的「最受歡迎 Apps 獎」，參賽同學互相投票選出香港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的陳昱霖、莊智傑作品為最受歡迎 Apps。

最受歡迎 Apps 獎投票

頒獎典禮

初中組 即日解難比賽 

				環保好像一塊大拼圖，你我都應為此出一分力，完成綠色拼圖。由電器及

	電子設備業界人士自願性組織的香港電器及電子設備回收協會（HKWRA），

致力提倡回收循環再造，肩負環保責任。自 2008 年開始，HKWRA 負責管理一

系列廢棄電子產品（WEEE）回收計劃，包括：「電腦及通訊產品回收計劃」、

「慳電膽及光管回收計劃」和「充電池回收計劃」，向市民灌輸環保意識。

首項活動為「保綠公民」校園約章大行動	啟動禮，活

動已於2016年7月9日(六)上午	假	青年會書院進行，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JP、教育局總課

程發展主任（資訊科技教育）劉遠騰先生以及	環保署

		的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 廢物管理政策 )	林國麟博士

					擔任主禮嘉賓，場面熱鬧。活動當日進行了

										《保綠公民約章》證書頒授及致送

																								感謝獎狀儀式。

本會主席馬凱雄先生活動致詞

嘉賓大合照

保綠公民校園
約章大行動

出席的活動的嘉賓、
老師及同學，座無虛席

馬凱雄先生

黃德霖先生

「保綠公民」校園約章大行動 啟動禮

香港電器及電子設備回收協會 (HKWRA)	與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HKACE)	今年將聯合舉

辦一連串「保綠公民」活動，目的是

•提高大眾環保意識

•鼓勵培養環保的生活態度

•推廣環保回收電器及電子設備



是次圓桌會議由創新專才學會、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及香港培正中學聯合主辦，目的為增進
同學們對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行業的興趣和了解，使各位同學在大學選科時可以有策略
地選擇修讀有關	ICT	的課程和項目，理解其對前途、職業、事業的影響。

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及職業的選擇策略
2016年香港高中學生圓桌會議

活動已順利在 2016 年 7 月 16 日 ( 六 )	假香港培正中學進行，是次圓桌會議我
們邀請了具備不同專長和經驗的 ICT 專業人士參與 ( 排名不分先後 )，包括：
蔣浩良先生	(Former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Manager,	Apple	Inc.)
邱達民教授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UHK)
崔珮怡女士	(Founder,	Apps	Academy)
黄源源先生	(Chairman,	Excel	Capital	Strategy	Limited)
龐鼎全教授	(Director,	Centre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novation,	HKUST)

同時，我們亦榮幸邀請到前有線財經主播李葆怡小姐擔任大會司儀。

而是此活動，共有來自 15 間中學，70 多位的學生參與。嘉賓與同學們分享，
自己的成長歷程，如何一步一步奠定並成功地發展自己的職業方向，並且提供
一些專業且實用的修課策略和就業策略，使同學們能夠更有信心地
在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方面一展所長，獲益良多。

圓桌會議
現場，ICT 專業
人士與學生
交流互動

高中學生
圓桌會議
出席的 ICT
專業人士

活動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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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凱雄先生

本屆「學習如此多紛」的主題為「IT 學與教」電子套件製作。目的
是讓學生思考學習上所遇到的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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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文字報告和現場演繹形式展示作品。

初賽日期：2017 年 2月 18 日 ( 星期六 )	
決賽日期：2017 年 3月 18 日 ( 星期六 )

小學組比賽分兩類別：「程式編寫」和「2分鐘學習短片」
中學組比賽分三類別：「專題研習」、「程式編寫」和「2分鐘學習短片」

而比賽以隊制形式進行，各隊伍可選擇任何一個類別參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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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更增設 Let’s	Code	STEM創意大獎。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全場總冠軍

天主教明德學校

天主教明德學校

	 這次比賽能夠得獎，給了我們很大的成就感。我
們學校在上一年度也參加了這個比賽，師兄師姐們製
作了兩段影片，分別獲得了亞軍和優秀創意獎。今
年，我們為了追求卓越，更加用心了，用了不少的時
間和精力去改良以往的方法。例如：在選題的時候，
我們不只關注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更結合了身邊所發
生的事件，而且做到了更加仔細地觀察。我們能在本
年度的比賽中獲得冠軍和其他獎項，脫穎而出，讓我
們覺得之前的努力，的確沒有白費。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學校每年均派出多隊同學參與「學習如此多紛」，在我們
眼中，這是個學界具規模的比賽，能夠被老師挑選參賽，我們
感到興奮和榮幸。
	 比賽當日，其他隊伍都絞盡腦汁，各出奇謀，將最好的成
果展示出來。我們也全力以赴，希望可以回答評判們的尖銳問
題。慶幸的是，這五年間的努力，終於獲得成果，首次晉身總
決賽，獲得高中全場總亞軍，而學校更得到全場總冠軍。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周子傑

	 能夠參加這次比賽，我感到十分高興，給了我
一個平台與其他學校的同學競技，切磋技能，在編
寫本次參賽作品《數學對戰遊戲》的時候，最困難
的地方就是電腦出招的邏輯設計，我試了很多次，
不斷思考、改進，最終得到我滿意的作品。

鄧顯中學

比賽的安排跟往年相若。如學校欲參加上述比賽，請負責老師於 2016 年 12 月 19 日 ( 星期一 ) 或
之前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中學	http://goo.gl/forms/sekvqOtHJGSImzfp1
																														 小學	http://goo.gl/forms/vryYW4DQpIV997Jy2

庇理羅士
女子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白沛    吳沛蓓

	 俗語有云：「有一條道路你不能逃避，那就是
放棄之路！」。我在此比賽中遇到重重的難關，如
隊友的衝突，存檔的困難等，因此曾一度想放棄。
可是，每當我想放棄的時候，腦裏總會浮現這句話
使我能繼續堅持下去，使我有幸在比賽榮獲初中組
全場總季軍。
	 正如比賽的主題一樣【學習如此多紛】，雖然
我在這比賽中確實經歷了大大小小的難題，使我感
到幾分憤怒和失望，可是我在比賽中更體驗及了解
到學習所帶來的無盡喜悅，使我上了珍貴的一課。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謝偉麟

	 在這次比賽中，我學到了很
多在課堂上沒有的東西，又讓我
有機會和其他學校的同學比拼，
我感到十分榮幸。比賽前我和隊
友積極備戰，最終也取得了很好
的成績，如果下一年還有機會參
加比賽，我希望能贏取冠軍。

以下為「學習如此多紛2016」部份得獎者的得獎感受



	 本校為提升電子教學成效，不斷完善本校的電子基建設

施，例如本學年完成的WIFI900 項目及添置平板電腦，讓學生

在課堂需要時能每人一機地進行電子學習。此外，我們亦不斷

研究最新的資訊科技，並按教學需要引進到課堂使用。

為了解 VR教學的可行性，派出
老師代表到 Google 香港區總部進修

老師自行拍攝錦田河污染的
VR片段作為教材

同學利用 VR裝置探究錦田河污染情況

同學嘗試拍攝 VR片段與其他同學分享

同學利用 Google 街景
功能配合 VR 技術找出
錦田河的污染源頭

楊健民老師  荃灣商會學校

V R 虛擬實境教學，實現自主探究學習

	 最近我們研究過非常流行的 VR虛擬實境技術，發現非

常有教學價值，所以正式引入本校的課堂教學。首先，我們

派出專責的老師到 Google 香港區辦事處接受相關培訓。之

後亦向 Google 認可的供應商購置一批 VR虛擬實境裝置，讓

學生可每人一機學習。在教材安排方面，我們參與了Google	

Expedition 計劃；此外，更購置了 VR

虛擬實境的拍攝器材，讓老師亦可自

行準備 VR虛擬

實境的教材。

	 教學設計方面，普遍研究都發現 VR 虛擬實境對學生學習語文的理

解和寫作尤其有幫助。但老師們希望探討進一步提高的可能性，所以在

除了語文科外，嘗試在常識科推行結合資優教學元素的課程推行。

	 在三年級常識科中，我們與學生探討《從環保角度看本地農業》。

首先，課堂以錦田河污染作為切入。為讓學生感受錦田河的污染情況，

老師親身到錦田河拍攝教材，讓學生利用 VR 虛擬實境裝置如親身一樣

感受現場環境。但究竟錦田河的污染是從那裡來呢？老師讓學生利用

Google	Map 街景功能結合 VR虛擬實境裝置自行探究錦田河沿岸的土地

使用情況，讓學生分析及討論究竟是農業還是其他人類活動污染錦田河。

配合高科技器材，讓學生真正能從探究學習中學得知識。

	 此外，我們亦讓高年級的學生嘗試按不同課題拍攝 VR 虛擬實境的

片段，與其他學生分享。

	 學生對這個教學上新嘗試的意見

都非常正面。3B 班的蔡卓岐同學表示

VR虛擬實境讓課堂十分有趣，而透過

裝置感受的現場環境亦彷如親身，讓

他最深刻的是錦田河的虛擬實境，深

切感受到污染情況的嚴重。同班的高

同學表示 VR虛擬實境技術很新鮮，而

且十分高興自己也能親自拍攝 VR虛擬

實境片段，並感到很有成功感。

3B班蔡同學與高同學
都很喜歡 VR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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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在於	7 月 2,	9,	16 日，一連三個星期六舉辦了第一個為 YITAA 會員而設的 Arduino 課程，大部份同學沒有接觸過電

子學或微控制器的，所以在第一課我故意讓同學把其中一顆 LED 擊穿，讓同學明白不善的電路是會損毁零件的。同學的學習
能力很高，興趣亦十分濃厚。第一課的習作對同學沒什麼難度。在第二課教授光敏電阻的應用及 LED 亮度控制，大家都認識

到機械對光線的敏感度是如何控制的。在第三課有同學帶備了自行研制的彈射椅裝置與大家分享，雖然他們未進行測試，但

這種嘗試和分享的精神正正就是創客的特質。真希望有更多同學能夠接觸電子學及編程，創作出更多有趣的應用。

梁家雄先生



本會理事有
幸參與是次

分享會並喜
獲個

人組及學校組
兩個獎項，旨

在拋磚引玉、

期望與大家
多交流，讓

學生透過電
子教

學獲得最大的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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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名單如下
：

獎						項	
個人組	優異

獎

獲獎老師	
朱嘉添老師	

獲獎學校	
香港真光書院

教案題目	
運用電子教學

促進學生的閱
讀、

	
資訊科技及溝

通能力

獎						項	
個人組	銀獎

	
學校組	銀獎

獲獎老師	
梅志文老師、

譚智聰老師	
及	梁正彥老

師	

獲獎學校	
青年會書院

教案題目	
透過雲端應用

平台教授微控
制器電路原型

	
及運用電子化

資訊科技系統
以促進體育學

	
習的進展性評

估

獎						項	
個人組	優異

獎

	
學校組	金獎

獲獎老師	
簡偉鴻老師、

關力年老師、
尹世澤老師、

	
李彬老師、胡

世文老師	及
	凌俊賢老師

	

獲獎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

會圓玄學院第
一中學

教案題目	
中文範文教學

	電子教學課
堂	及	

	
利用流動電子

學習工具比較
周邊社區的

	
生活質素	及

	數理•測量
•遊踪

香港大學電子
學習發展實驗

室每年舉辦的
國際傑出電子

教學獎，希望
透過分享世界

各地不同學校
的電子教

學課堂應用來
推廣電子教學

。並建立一個
「電子教學課

堂應用社群」
，以促進及發

展在中、小學
及大學的

電子教學應用
。是次評審委

員會成員包括
了來自世界各

地的專家，層
面非常廣泛。

國際傑出電子
教學教案分享

會議暨頒獎禮
已於 2016 年

7月 2日完滿
結束，而香港

電腦教育學會
3名理事

( 朱嘉添、梅
志文及簡偉鴻

) 及所屬學校
，均在是次比

賽中奪得本地
組個人及學校

獎項，成績令
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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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8 月 活 動 一 覽
7月9日 「保綠公民」校園約章大行動 啟動禮

7月9日 CAP 2016

7月16日 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及職業的選擇策略

 2016年香港高中學生圓桌會議

7月2、9及16日 Arduino – YITAA學生工作坊

7月17-18日 HKACE理事會 暑假集思會

7月22-28日 全國信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NOI) 2016

8月12-19日 國際信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IOI) 2016

8月22日 「數碼創作樂繽紛」暨 環保回收量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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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port
Minecraft 
Education
Symposium

金偉明先生
TeacherGaming	LLC	CEO	Santeri	Koivisto	分享如何將Minecraft 與學習結合

本地學生 (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
會督中學 ) 的專案分享

日本著名Minecraft	Redstone	達人
為香港小學生舉行工作坊

海外專家及學者的坐談會

Cyberport Minecraft Education Symposium 在 7 月 8 日及 7 月 9 日一連兩天在數碼港舉行，教

育研討會邀請了不少海外及本地專家及學者分享如何將 Minecraft 應用在教育之上，特別是

coding、STEM 和人工智能方面。各位專家學者精采地將 Minecraft 應用在 Coding & STEM 教育，

令人歎為觀止！再者，研討會亦包括本地學生的專案分享及工作坊，讓大家可以充實地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