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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資訊科技教育)劉遠騰先生、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陳漢光先

生、香港公開大學副校長關清平教

授、深圳市科技協進會學會部孫楠部長、香港教育

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主任陳偉康博士、明愛

專上學院電子計算及信息科學院院長潘忠強教授等

等，名單太長，不能盡錄，出席的嘉賓可稱得上星

光熠熠，讓本會的晚宴活動生色不少。

	 晚宴當晚，活動非常豐富及有意義，感謝主

禮嘉賓鍾偉強博士為我們致詞，另有一眾嘉賓、歷

界會長、主席、全體顧問、理事上台祝酒慶祝外，

很高興我們當晚亦同時頒發了三項本會活動的獎

項，包括第三屆傑出IT教師獎、全國青少年信息學

奧林匹克聯賽(NOIP)香港賽區，以及香港電腦教育

學會三十五周年標誌設計比賽，以表揚獲獎的教師

及學生。

	 活動當晚還設有極之豐富的抽獎環節，以及非

常緊湊兼富娛樂性的現場問答遊戲，讓各參與者渡

過了一個充滿歡愉而又溫馨的晚上，大家都盡興而

回、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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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荏苒，

歲月無聲，香港電腦教育學

會自1981年創會至今踏入第三十五個年頭。為隆重

其事，本會特於2016年12月2日(星期五)假九龍灣宏

天廣場百樂門國際宴會廳舉行了三十五周年紀念慶

祝晚宴，當晚延開29席，場面熱鬧溫馨。

	 出席參與者除本會歷屆理事會成員、各級專業

會員、各會員學校的校長及教師、部份曾參與本會

活動的傑出學生、本會的各方友好，以及一些長期

合作伙伴出席外，我們亦非常榮幸邀請到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博士擔任我

們的晚宴主禮嘉賓，此外出席的嘉賓(排名不分先後)

還包括：本會榮譽會長黃錦輝教授、中聯辦謝偉民

司長、前教育署副署長湯啟康先生、教育局首席助

理秘書長(課程發展)李沙崙先生、教育局總課程發展

	 借此機會，要再一次

感謝在此次晚宴中，為本會提供贊助的友好單位，

方讓本會的晚宴活動順利完成(有關贊助名單，可參

閱本會內容非常豐富的三十五周年特刊)。同時，亦

要感謝曾協助晚宴籌備的理事、友好及職員，大家

分擔工作，彼此靈活走位，方能令活動順暢舉行。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作為專業的志願學科團體，

走過了三十五年，而且還不斷有所發展，並不容

易。在本會前輩們拼搏努力的成果下，為我們奠下

了穩健的基石，希望在今後的

日子中，我們將繼續互相扶

持，續往開來，齊心合力，邁

步向前。盼望香港電腦教育學

會在香港教育界及資訊科技

界，繼續發光發熱，邁向一個

又一個高峰。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三十五周年

紀 念 慶 祝 晚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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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大會司儀
郎才女貌

本會歷任主席
濟濟一堂

大會接待處
工作人員陣容鼎盛

多年戰友
聚首一堂

細說
當年

嘉賓
合影

展示本會
歷史文物

學生工作
人員團隊

主禮嘉賓創新及
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
博士與本會主席
馬凱雄先生合照

嘉賓、歷界會長、
主席、全體顧問、
理事上台祝酒

主禮嘉賓
鍾偉強博士頒發傑出
IT 教師獎予金偉明老
師及梅志文老師

本會顧問黎叔明
先生頒發三十五周年
標誌設計比賽獎狀
予獲獎學生

黃錦輝教授頒發全國
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聯
賽 (NOIP) 香港賽區
獎杯予得獲學生

前教育署副署長
湯啟康先生與本會顧問
謝陸兆平博士合照

本會顧問及理事攝於
本會歷史文物展覽角

現場問答遊戲得獎者



香港學界電
腦程式編寫

盛事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2016/17吳克儉局長與
黃錦輝教授頒

獎

香港培正中學
譚日旭校長頒

發	NOIP	獎項

馬紹良先生頒
發 HKOI	年輕

及初次成績優
異獎

頒發香港電腦
教育學會	35	

周年杯

學開始引入編程教育，以發展

學生計算思維和解難能力。鼓勵電腦教師及其他科目，包括常識科

等等的老師們，大家共同合作提供機會，給同學透過適當的學習活

動學習編寫應用程式。除了加強電腦認知單元課程內容之外，教育

局亦正在編制高小計算思維教學指引。開始一系列關於這個專業發

展支援課程，用以支援老師及學生培養計算思維能力。除了分享教

育局在教學上的支援和個人的經驗之外，提到自從97年開始，教育

局與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合辦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給學生將學校

學到的編程技巧應用於解決難題上面。為配合STEM推行，今年競

賽題目增加了運用編程解決數學問題。演講最後他再一次衷心

感謝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推動編程教育所付出的努力，亦都希

望於將來有更加多學校在程式編寫上面多做工夫。

	 2016/17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已經於2017年1月20日完滿結

束，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頒獎典禮場地借用了香港中文大學何善

衡工程大樓王統元堂，寬敞的禮堂，佈置得簡潔而有氣派。每年的

頒獎典禮當然少不了有份量的頒獎嘉賓，今年非常榮幸，邀請到香

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擔任主禮嘉賓，另外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教授、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榮譽院士馬紹良先

生、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席馬凱雄先生、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榮譽顧

問謝陸兆平博士、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榮譽顧問伍學齡先生及香港電

腦教育學會各理事及顧問老師、校長等等眾多重量級嘉賓出席及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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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禮當日，主禮嘉賓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發表演講，

他非常之認同及很高興參加這個學界及編程界的盛事，分享同學的

成果。提到在科技發達的今日，計算思維是對強化學生解難能力非

常重要，而編寫程式很有效地訓練學生的計算思維，因此世界各地

爭相推動計算思維及利用程式編寫去促進學生於這些方面的發展。

	 局長吳克儉先生提到教育局都很重視培養學生的計算思維，

在1982年開始將程式編寫納入了中學電腦科課程，最近都在高中

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和初中的科技教育課程入面，增加了教授程式

編寫的課程，甚至係小學方面早在2000年的時候已經開始編制電

腦認知單元課程給學校教授學生相關的知識。還有在去年底公佈的

推動STEM教育發揮創意潛能報告書入面，其中一項建議就是於小

初級組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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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香港電腦教育

學會主席馬凱雄先生致詞

時提到香港奧林匹克競賽

舉辦20年來，得獎選手已

經遍佈世界各地，成為不同地方IT或不同界別的精英份子。而香

港奧林匹克精英訓練班更可比喻成“少林寺之十八銅人陣”，各

位拿到獎的同學等於拿了訓練班入場卷，半年內訓練學習各種進

階技巧，最後打入8強，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事。近年社會各界都

提到“STEM”，而編程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國家十三、五規

劃中，創新科技是重要的部分，是未來的基石，需要大量人材。

他鼓勵大家在未來的國家發展作出貢獻，發光發熱。

		 說到今年的香港奧林匹克競賽，是近幾年來參加人數最多的

一屆，有570名來自香港128間中學的電腦精英報名進行比賽。

在近年香港學生總人數下跌，修讀電腦科的學生都有下跌的情況

下，比賽人數節節上升，顯示出香港社會以至到學校、學生越來

越對“編程”有了更正面的認識及認同。今年得獎的除了有一眾

金、銀、銅之外，今年冠軍學校是“香港培正中學”，一共奪得8

金	6銀	1銅	(共53分)；亞軍學校是	“喇沙書院”	，一共奪得5金	4

銀	2銅	(共35分)	；而季軍學校是“拔萃男書院”奪得3金	4銀	3銅	

(共26分)。其他獎項有最佳首次參賽選手(高級組)是喇沙書院許君

恒同學、最佳首次參賽選手(初級組)是香港培正中學鄭希哲同學。

而拔萃男書院中二梁譽曦同學就奪得最佳年輕選手。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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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今年於伊朗德黑蘭舉辦的國際電腦奧林匹克

賽及於中國浙江省紹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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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2016/17金獎同學：

高級組 ( 金 獎 )：

黃亦駿	 香港培正中學

黃梓駿			 香港培正中學

于鎧瑋	 喇沙書院

林健朗	 香港培正中學

林巽良	 拔萃男書院

許君恒	 喇沙書院

饒沛樂	 香港培正中學

周君珽	 香港培正中學

初級組 ( 金 獎 )：

陳澤賦		喇沙書院

梁譽曦		拔萃男書院

李烱熙		拔萃男書院
鄭希哲		香港培正中學

談知衡		香港培正中學

張沛笙		香港培正中學

葉景輝		喇沙書院

李呈禧		喇沙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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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2016/17 學校金獎

伍學齡先生頒
發	NOIP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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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嘉賓：

1.	 吳克儉先生	 教育局局長

2.	 黃錦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榮譽會長

3.	 馬紹良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榮譽院士

4.	 鄭永昌先生	 科技教育組總課程發展主任

5.	 伍學齡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榮譽顧問

6.	 鄭志鴻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榮譽顧問

7.	 馬凱雄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席

8.	 金偉明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副主席

9.	 張家俊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副主席

10.	 伍日明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理事

11.	 梁家雄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理事

12.	 余子榮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理事

13.	 黃信德先生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理事

14.	 譚日旭先生	 香港培正中學校長



 本年度的 ICT 模擬考試已於 2017 年 1

月 7 日舉行，感謝各學校，老師及學生支

持，是次模擬考試才得以順利完成。今年的

模擬考試有超過 2500 名學生參與，應考必

修及選修試卷，而老師亦於同日參與評卷會

議，一同商討評卷準則。本會除了舉辦模擬

考試外，亦於上年十一至十二月與香港教

育城合辦網上模擬試題練習（ICT ONLINE 

CHALLENGE），獲得超過一百間學校參與，

反應踴躍。模擬考試後，本會亦於 2 月 11

日與明愛專上學院合辦 ICT 備試講座，讓學

生掌握 ICT 考試重點及考生常犯錯誤。當日

有超過 100 位師生參與，場面熱鬧。

朱嘉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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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學 齡 先 生 與 香 港 電 腦 奧 林 匹 克 競 賽 ( H K O I ) 的 點 與 滴 . . . . . . . .

2016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聯賽
 ( 香港賽區 )NOIP 暨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35 周年杯

	 今年香港第一次承辦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聯賽，適逢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35	周年。學會決定加設	"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35	

周年杯 "	獎項，給予今次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聯賽奪取第一的同學。而所有獎項已經於	"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35	周年晚宴 "	

當晚及 1月 20 日於香港中文大學何善衡工程大樓王統元堂頒發完畢。今年的頒獎典禮，好榮幸邀請到香港奧林匹克競賽顧問老師

伍學齡先生來到擔任頒獎嘉賓及分享他 20 年來貢獻香港奧林匹克競賽的點與滴及帶來了一些早年珍貴的相片。

	 伍學齡先生分享香港於 1992 年開始參加 IOI。當時教育局直接邀請一些同學，去代表香港參賽。說到促成香港參加全國青少年

信息學奧林匹克聯賽 (NOI) 的一個轉折點，就係 1995 年我們派出觀察員參加 NOI，當年他第一次帶隊，而當時只叫觀察員隊，是因

為香港還沒回歸，我們不可以正式參賽。正式隊伍是在 1997 年，參賽之後，就覺得比賽水平之高，是我們想像之外。回到香港面

對第一個問題就無論係 IOI 定係 NOI，比賽題目都不是香港課程內所能夠應付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把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的經驗傳承，讓得獎的同學將學到的經驗留在香港、留在訓練隊。另外要思考如何才可以在香港公平、公開、公正地選拔香港精英，

所以成為舉辦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的思考方向。

	 分享了許多寶貴經驗及珍貴相片後，談到這個比賽，好像馬先生所講是一個少林寺。推動編程，

推動算法	(algorithm)	的研習，不單是電腦科的重要組成部份，近年全球提倡計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推動	coding，更是現代教育的重要方向。

	 HKOI 成功地支援了中學的編程教育，吸引了對算法有興

趣的同學，繼續鑽研，並爭取榮譽，見到不少學校的電腦學會，

均有計劃地培訓及選拔同學，為參加 HKOI 作準備，擴大了

HKOI 的影響；HKOI 成功地建立了由前香港代表隊隊員擔任教

練的傳統，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最後希望教育局能把

對 IOI 參賽隊伍的資助，擴展到其他賽事，尤其是 NOI 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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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的綿陽並不算炎熱。街道上車水馬龍，
人來人往。電單車老舊的引擎的轟鳴聲，四川口音的普通話。綿陽充滿著一種有別於香港的熱鬧。

	 這次比賽實在令我十分難忘。因為宿舍較為破舊，又近郊區，所以不時會有昆蟲進入房間，十分狼狽。而蹲廁更
是考驗定力，不能有半點分神。因為廁所坐落陽台，每晚洗澡時沒有照明，如履薄冰。雖然宿舍標明了提供WiFi，可惜就是連接不上。幸好
我的隊友們都有帶備些紙牌遊戲，我才能愉快地渡過這七日。	

	 食堂裏的食物十分油膩，看到其他地方的選手享用得十分自然，沒有皺一下眉頭，更是令我自愧不如。在此亦要多謝帶隊老師帶我們外
出用膳。	

	 比賽前看過一下以前 NOI 的題目，感覺十分傳統，我亦有信心能夠有好的表現。但今年的題目卻來了個 180 度轉變，十分令人費解。	

	 Day	1	的第一題是有關字串的數據結構的題目，但我不懂，所以水了 95 分。第二題的約 65 分為 tarjan	+	離散化，可惜比賽時並沒有注
意到一些重要的觀察，最後更錯判特別情況，只有 4分。第三題很可惜是數學題，是我的弱項，未能在這題得到分數。

NOI

全 國 青 少 年 信 息 學 奧 林 匹 克 競 賽 2 0 1 6 老 師
感 想

學 生
感 想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	
(NOI)」，作為領帶老師，我有不少體會。

	 首先，我自己在學校也很少會負責帶隊的工作，即使間有帶隊比賽也都是境內的
比賽。突然要以領隊老師身分帶領學生到四川參與比賽，總不免會有點擔心，因為我對	NOI	
並不十分了解，而且我對當地的文化及語言也不熟悉，說實話連普通話也不太靈光。幸好行
程中有其他領隊老師為我解答不少疑難，令我當這個領隊老師還算稱職，算是一個不錯的經
驗。而且，在跟別的領隊老師交流及聆聽中國計算機學會柲書長杜子德先生的演講也讓我對
國內的信息學發展有更多的了解，其中杜子德先生對比賽公平的重視更是令人敬重。我也期
望	NOI	能繼續保持「公正無私」，為社會發掘優秀人才。

	 這次的體會也不單是對比賽的深入了解，對當地文化的體會也十分重要。可能是
因為我沒上過國內學校參觀，單是學校的面積已經讓我吃了一驚。今次比賽的地點是
南山中學，是首批「國家級示範高中」，亦有更上百年的歷史，雖然設備可能會比較
舊一點，但各種設備也是一應俱全，而且有著十分先進的網絡系統，其「博喻圖書館」
藏書量也十分大，可惜此行是在暑假，讓我少了參觀各種設施的機會。除了學校設備
外，「生活指導員」對學生的嚴格指導也是一個十分特別的體會。學生們在宿舍中有
很多規則要遵守，就是要洗個澡也得在指定時間裡。這對學生們固然是一個深刻的體
會，但作為老師的我其實也是在香港成長，也是過著一些比較自由且富裕的生活，在
此行能夠感受到國內學生的生活模式也是一個不錯的體會。

	 在這此比賽中，我們香港隊一共有五個學生參賽，當中三個學生拿到了銅牌。參

加	NOI	的學生如果拿到了金牌，就會被直接保送到清華大學或是北京大學，這對國內的學生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逄的機會。在這麼激
烈的競爭下，我們香港隊的學生能奪下三面銅牌，實在是不容易。而令我感受最深刻的是三位奪牌同學中有一位只是一個初中的同
學。我們香港的電腦科老師普遍認為編程對每一位學生都是重要的，我們應該在每個學生的學習歷程中加入編程的元素，但每當要
在初中甚至高小加入編程的元素時大家又總會變得如履薄冰似的，我們總擔心學生這樣不懂那樣不懂，但我們是不是也該反思一下
我們這種擔心有時會扼殺了學生的發展呢？可能這位學生只是冰山一角，但若果沒有人放手讓他去嘗試，又為何會讓你看到這「冰
山一角」呢？大家又怎麼知道這只是「冰山一角」呢？這是我此行最深刻的體會，我想我會嘗試在編程上多想想，以求突破。

黎樂天老師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黃亦駿  香港培正中學  銅獎

	 Day	2	第一題是整個比賽最正常的一題，但我沒有留意到答案的單調性，只能做到 60
分。第二題是斜率優化加上處理浮點數，而我也沒注意到一些重要的觀察，所以只處理了
些特別情況，出奇地因為題目本身的特性，亂做一通也能有約 60 分，可惜我比較弱，只
有44分。第三條是答案提交題，因為我對ad-hoc的題目比較差，所以最後這題也是44分，
低於平均分。最後亦幸運地得了銅獎。

	 經過了這次比賽，看見很多中國選手無論在任何類型的題目上都有良好的表現，一方
面令我佩服，更令我明白到自己的不足。希望來年我也能在各方面提升自己的實力，努
力練習，獲取更好的成績。最後多謝各位隊友一起渡過這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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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四位學生委員會成員 - 羅有成、
																					張倩瑩、譚嘉雯和蔡政澆努力為本年度的
																YITAA 領袖訓練營準備時，便令我回想起當年
												大學時期與老伙伴一同籌備的 YITAA 領袖訓練營，當時的情境還
									歷歷在目。時光飛逝，轉眼間搖身一變，成為 YITAA 學生委員會的其
						中一位指導老師，與四位學生委員會成員並肩作戰。這感覺十分奇妙，就
				像當年李蓉菲老師指導我們，給予我們寶貴的意見，令我們把訓練營籌備得盡
	善盡美。作為一位新手老師，當然不能媲美前輩。是次訓練營得以順利進行，我
非常感謝恩師羅家華老師、陳肇強老師、丘碧瑾老師及一眾學會老師的帶領和協
助，亦感謝METAS 及 Coding	101 的嘉賓講者為參加者帶來了優質的 STEM活動，
令他們擴闊眼界，親身組裝及操作遙控模型車，獲益良多。當然，我也希望藉此
機會謝謝在百忙中抽空前來的歷任學生委員會成員，有他們的鼓勵和支持，令訓
練營精彩不少！另外，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有七位外來的工作人員拔刀相助，
使活動能夠順利舉行，他們為資訊科技的推廣出了不少力，功不可沒。
一個短短兩日一夜的訓練營，背後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其實很多，
而我相信這些付出，最終必會成為大家心中的美好回憶；現時
年紀輕輕的參加者，最終亦會成為能夠推廣資訊科技的領袖。

劉彥媛老師
YITAA 學生委員會負責老師

我感到十分榮幸，能夠有幸參與兩日一夜
的宿營。在這次活動，我學會了更多有關
資訊科技的知識，例如：更加深入了解機
械人的結構及軟件應用程式。除此之外	，
我亦十分高興能夠認識更多來自不同學校
的同學及擴闊我的視野。如下年亦有這類
型的活動，我會繼續參與，甚至向我級的
							同學推廣。

	 															在 YITAA 五年的時間，贏得的不只是
														領導才能，更有一段又一段真摯的友誼。
	 			從中二的暑假開始，我每年都會出席 YITAA 的 Summer	
				Camp。宿營裡的每一項活動，都教會我們如何成為一個好的
	領導者。在這裡，我學會了何謂團體精神，知道了一個團體的力
量總比獨自一人的力量來得高。這些都是不能從書本當中學習到
的，而是從我們的人生經歷當中所獲得，慶幸我有比別人多一個機
會，參加了 YITAA	Camp，讓我可以好好成長。
	 除了個人成長外，更重要的是認識了一群好朋友。我們
經歷過遊戲時的失落，籌備活動時的挫敗。每一年、每一
段的經歷，都使我們的友情更加堅固。
	 人生的機會不多，幸運地我當年有好好把握到這一
個改變自己、改變人生的機會。在此，我希望在來年的
活動會見到更多的新臉孔，不要令自己有所後悔。

It has been my third year joining
the YITAA's camp. Surprisingly, 
the activities this year were inspiring, 
especially the LEGO workshop. I 
have learnt to setup a LEGO car and 
to design a program to make it run. 
This really broadened my horizon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ther games also created 
a great sense of social harmony in the 
camp. Glad to join this camp!
Lam Sin Nung Rose
Belilios Public School 
- S.4 student

青 年 資 訊 科 技 大 使 獎 勵 計 劃 領 袖 訓 練 營

王子蕙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	中五學生

羅有成
YITAA 學生委員會主席

				好榮幸可以再次參加 YITAA
所舉辦的宿營。在兩日一夜宿
營內認識到很多新面孔，在短
短的兩日一夜已經和各位打成
一片，我會好好珍惜與各位相
處的時光，期待下年再會。

林貴好
工作人員；前 YITAA 會員

	 																																										這次的訓練營，對我而言，將
會是畢生難忘的經歷。第一次作為策劃整個訓練營的一方，發生了很
多皆是不可預料的事情：物資不足、策劃的遊戲有漏洞、工作人員人
手不穩定等等問題向我們襲來，這些挑戰甚至比以前我們作為參與者
所要面對的更大。幸好，我們數位 OC都得到前 OC們的協助，若非
他們向我們多次伸出援手，指導引領我們，此次訓練營應不能順利完
成吧。
	 看見參與的同學們大多能投入盡興，心裏有一種難以言諭的暢
快感，可惜我已不能再以參與者或是策劃者的任何一方參與這個充滿
美好回憶的訓練營了，希望各位同學要把握機會，參與我們，共同創
造美好的回憶，相信你們總會在營中有所得著，有緣再會！

蔡政澆
YITAA 學生委員會成員

	 									由中三玩到大一的YITAA	camp	--	
								這個陪伴我成長的 camp，時光飛逝，轉
			眼間便過了五年。五年間，我由一個參加
者成為 OC，負責帶領 YITAA	camp，籌辦活
動給中學生，這過程中令我成長了很多。我
很感謝老師從頭到尾的支持，一直都參加我
們的會議，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同時，
我很感謝陪伴我一起籌備 camp 的三位戰友，
因為有你們，才可以令這次 camp 完美落幕，亦為我這五年畫上完美
的句號。雖然今次 camp 的結果未必跟想像中一樣順利，但我們知道
盡了力便無悔。雖然金章四小龍只有四個人，過程中經常覺得很辛
苦，會覺得人手不足，但因為人少，反而令我們越來越有默契。除
此之外，我很感謝入 camp 的各位 helpers，若沒有你們的協助，就
算我們前期工作做得如何完美，都沒有人幫我們去實踐。今年是我
最後一年參加 YITAA	camp，很感謝各位為我帶來美好的回憶，每次
的 camp 都在我的成長路程中留下不
可磨滅的痕跡，陪伴着我成長。

譚嘉雯
YITAA 學生委員會成員

師 生 感 想



中 學 生 IT 體 驗 團 2017
香港•無間互動

詳情及報名 : http://www.ITTours.hk/ 
如有查詢，歡迎電郵至 ittour@hkac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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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此多紛 2017 於 2 月 18 日在大
埔迦密聖道中學進行初賽，準備工作已
是如火如荼。
本屆共有 138 隊中小學隊伍參賽，競
逐不同的獎項。除了原有的獎項外，本
屆獲得禤文浩先生 - 香港創意程式推廣
協會創辦人的贊助，增設了 Let's Code 
STEM 大獎！

準決賽評判		左起：
學會副主席		張家俊先生
香港創意程式推廣協會創辦人		禤文浩先生
學會顧問		何榮根先生
首席評判		伍日明校長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評核發展經理		吳家明先生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資訊科技業發展部高級顧問		南嘉彥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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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連續四年委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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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學生	IT	體驗團」反應非常熱烈，吸引逾	1,400	人參與。	

	 本年中學生	IT	體驗團將於 2017 年 4 月 7至 30 日舉行，共 45 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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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約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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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迦密聖道中學師生齊支持，
初賽可圓滿進行！

總決賽

獎項
小組獎項
1. Let’s Code STEM 創意大獎 
2. 類別獎項 ( 冠、亞及季軍各 1 名
    及優異獎多名 )
3. 優秀創意獎 ( 多名 )
4. 優秀報告獎 ( 多名 )
5. 優秀演繹獎 ( 多名 )
6. 優秀指導老師獎 ( 多名 )

學校獎項
1. 積極參與獎 (5 間 )
2. 小學組全場總冠軍
3. 中學組全場總冠軍

為方便參賽同學和
指導老師，初賽分
兩輪進行，詳情已
上載本學會網頁，
亦有專函通知參賽
同學和指導老師。
如有任何查詢，請
致電本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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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9月23日	 HKOI	2016/17、NOIP	2016

	 暨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35周年杯聯合介紹講座

10月5、7、12、14日		HKACE	/	IBM	TeacherTryScience	Scheme	教師工作坊

10月8、15日	 「智能避障車」工作坊

10月12日	 本會理事出席小學校際流動應用程式編程比賽啟動禮

10月15日	 YITAA	-	國泰城參觀活動

10月15日	 Kick	Start	of	Google	for	Education	Teachers	Network	(GETN)

10月22日	 Tutorial	on	AR	experience	from	zero	to	done	工作坊

10月22日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聯賽NOIP	2016香港賽區

	 暨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35周年杯	初賽

10月28日	 ITCA	-	指導老師培訓課程

10月29日	 YITAA	-	「天河二號」與「廣州農科院基地」參觀活動

11月12日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HKOI	2016/17初賽

11月19、20日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聯賽NOIP	2016香港賽區

	 暨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35周年杯	複賽

12月2日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三十五周年晚宴

12月8日	 「學與教博覽2016」GETN畢業慶典暨分享會

12月9、16日	 「智能避障車」工作坊	(加場)

12月10日	 「保綠公民」手機短片創作比賽頒獎典禮

12月10日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HKOI	決賽簡介會

12月13日	 本會主席出席新城電台「保綠公民計劃」訪問

12月17日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HKOI	2016/17決賽

2017年

1月7日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模擬考試	ICT	MOCK	2017	

1月12日	 YITAA	-	智能教育機械人公司參觀活動

1月20日	 HKOI	2016/17	及	NOIP	2016	(香港賽區)	聯合頒獎典禮

2月3日	 本會理事出席「數碼港青年慶祝春茗」

2月11日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模擬考試學生講座

2月18日	 學習如此多紛2017	「IT學與教」電子套件製作比賽	初賽

2月24日	 YITAA	-	領袖訓練營暨工作坊

2016 年 9 月 –2017 年 2 月活動一覽

公鑰鎖定它，而解密的唯一方法是用 Bob 的私鑰解
鎖。	Bob 是唯一一個擁有自己的私鑰的人，可以使
用它來將 Alice 的消息解鎖。如果黑客在 Bob 解鎖
之前攔截消息，他們將得到的是一個加密代碼，即
使有計算機的力量，他們也不能破解。
如果我們從網站的角度來看，通信是在網站和服
務器之間進行的。	您的網站和服務器是 Alice 和
Bob。

為什麼需要 SSL 證書？

SSL 證書保護您的敏感信息，如信用卡信息，用戶
名，密碼等。它還：
•保持服務器之間的數據安全
•提高您的 Google 排名
•建立 / 增強客戶信任
•提高轉換率

在哪裡可以購買 SSL 證書？

SSL 證書需要從受信任的證書頒發機構頒發。瀏覽
器，操作系統和移動設備維護受信任的CA根證書。
「根證書」必須存在於最終用戶的機器上，以使證
書可信。如果不受信任，瀏覽器將向最終用戶顯示
不受信任的錯誤消息。在電子商務的情況下，這樣
的錯誤消息會導致對網站的不信任，並且機構失去
來自大多數消費者的信心和業務。
例如 :	在歐洲 GlobalSign 成立於 1996 年，是該地
區最長的運行證書頒發機構之一。像 GlobalSign
這樣的公司被稱為可信證書頒發機構。	這是因

為瀏覽器和操作系統供應商，如微
軟，Mozilla，Opera，Java 等，相信
GlobalSign 是一個合法的證書頒發機
構，它可以依靠發出值得信賴的 SSL
證書。證書機構嵌入其根的應用程
序，設備和瀏覽器越多，SSL 證書可
以提供的“識別”就越好。

余子榮先生

HTTP Server (Web 服務器 ) 內的 SSL 證書

							近日有不少同工查詢有關WebSAMS	http	server
					certificate	upgrading, 因此在這簡述一片。	

什麼是 SSL 證書？

SSL 證書是小型數據檔，包含綁定機構的信息加密
密鑰數字字串。當安裝在Web 服務器上時，它會激
活掛鎖和啟動 https 協議，並允許從Web 服務器到
瀏覽器的安全連接。一般SSL用於保護信用卡交易，
數據傳輸和登錄，最近在瀏覽社交媒體網站時並且
成為保護的規範。
通常 SSL 證書會綁定域名，服務器名稱或主機名、
機構身份（即公司名稱）和位置。機構需要將 SSL
證書安裝到其Web 服務器上，以啟動與瀏覽器的安
全通信。一旦建立安全連接，Web 服務器和Web 瀏
覽器之間的所有Web 流量將是安全的。

當證書成功安裝在您的服務器上時，應用程序協議
（也稱為 HTTP）將更改為 HTTP	S，其中“S”表
示“安全”。根據您選用的證書類型和您上網的瀏
覽器，當您訪問安裝了 SSL 證書的網站時，瀏覽器
將在瀏覽器中顯示掛鎖。

SSL 證書如何工作？

SSL 證書是使用公鑰密碼術。
這種特定類型的加密方式利用了兩個密鑰的力量，
這兩個密鑰是隨機生成的數字長串。一個稱為私鑰，
一個稱為公鑰。公鑰對於您的Web服務器是已知的，
並且在公共域中可用。它可以用於加密任何消息。	
舉例，如果 Alice 向 Bob 發送消息，她將用 Bob 的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三十五周年會慶紀念品

多謝各方支持，首批一百五十枚紀念襟章已全部售出，
                        現尚餘少量環保袋。

     倘若各方友好欲想購買三十五周年會慶紀念環保袋
 ( 現售每個 HK$10), 可向本會訂購 ( 電話 : 24066683)

環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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