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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教育統籌局（教統局，現改稱教育局）於 2005 年發表報告書 1，公布三年

高中學制將於 2009 年 9 月在中四級實施，並提出以一個富彈性、連貫及

多元化的高中課程配合，俾便照顧學生的不同興趣、需要和能力。作為高

中課程文件系列之一，本課程及評估指引建基於高中教育目標，以及

2000 年以來有關課程和評估改革的其他官方文件，包括《基礎教育課程

指引  (小一至小六 )》（課程發展議會， 2017）和《中學教育課程指引》

（課程發展議會， 2017）。請一併閱覽所有相關文件，以便了解高中與其

他學習階段的連繫，並掌握有效的學習、教學與評估。  

 

本課程及評估指引闡明本科課程的理念和宗旨，並在各章節論述課程

架構、課程規畫、學與教、評估，以及學與教資源的運用。課程、教學與評

估必須互相配合，這是高中課程的一項重要概念。學習與施教策略是課程

不可分割的部分，能促進學會學習及全人發展；評估亦不僅是判斷學生表

現的工具，而且能發揮改善學習的效用。讀者宜通觀全局，閱覽整本課程

及評估指引，以便了解上述三個重要元素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  

 

課程及評估指引由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於

2007 年聯合編訂，並於 2014 年 1 月作首次更新，以落實新學制檢討中有

關高中課程及評估的短期建議，務求讓學生和教師盡早受惠；而是次更新

則包括新學制中期檢討中課程及評估的其他建議。 2019 年 12 月亦就科技

課程的發展趨勢進行更新。課程發展議會是一個諮詢組織，就幼稚園至高

中階段的學校課程發展事宜，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意見。議會成員

包括校長、在職教師、家長、僱主、大專院校學者、相關界別或團體的專業

人士、考評局的代表、職業訓練局的代表，以及教育局的人員。考評局則是

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負責舉辦公開評核，包括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委員

會成員分別來自中學、高等院校、政府部門及工商專業界。  

 

教育局建議中學採用本課程及評估指引。考評局會根據學科課程而設

計及進行各項評核工作，並將印發手冊，提供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試規

則及有關學科公開評核的架構和模式。  

 

                                                
1 該報告書名為《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來的行動方案》。 



 

ii 

課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亦會就實施情況、學生在公開評核的表現，以

及學生與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對學科課程作出定期檢視。若對本課程及

評估指引有任何意見和建議，請致函：  

 

香港九龍塘沙福道 19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1樓W101室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科技教育）收  

 

傳真： 2768 8664  

電郵： teched@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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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本章旨在說明資訊及通訊科技科作為三年高中課程選修科目的背景、理念

和宗旨，並闡述本科與初中課程、高等教育，以及就業出路等方面如何銜

接。  

 

 

1.1 背景  

 

在香港的學校課程中，科技教育著重人類如何解決日常生活問題，以及如

何將此解難過程更新及轉移，以解決日新月異的問題。科技教育對每個香

港學生來說都是需要的。  

 

踏入 21世紀，科技已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生活在今天的科技世界裏，我們除了需要具備基本的閱讀、寫作、

運算能力外，亦應明白科技帶來的影響。因此，我們亦應該裝備自己，靈活

並有效地善用科技，並以正面的態度來解決在家庭、社會、世界上日常遇

到的問題，尋求新的解決方案、創造新產品、改善服務，提升人類的生活質

素。  

 

透過修讀科技教育學習領域下的相關科目，可以幫助學生作好更充分的準

備，迎接在本地和以至全球中因社會、經濟、生態、科學、科技等方面的改

變與發展所帶來的不明朗情況和挑戰；同時，亦可以幫助學生成年時，保

持和推動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在建立關顧及保持和諧社會方面有所貢獻。  

 

建基於科技教育課程目前的優勢，並顧及社會、經濟及科技的發展，我們

提供資訊及通訊科技作為科技教育學習領域五個高中選修科目之一。  

 

為實現促進終身學習及全人發展的首要教育目標，課程發展議會分別於

2001年出版「學校課程整體檢視」最後報告書《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

及 2017年出版《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和《中學教育

課程指引》，為香港現今及日後的教育和課程發展提供整體的發展路向。

《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07）（ 2021年

1月更新）是根據上述文件所提出的主要建議而制訂。  

 

 

1.2 課程理念  

 

資訊及通訊科技是處理資訊所需的科技，包括資訊的創造、處理、儲存、獲

取及溝通。在知識日新月異、趨向跨學科，以及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資訊

及通訊科技實在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資訊及通訊科技內有不少技能需要「資訊素養」。「資訊素養」涉及有效地

挑選、組織、分析及使用資訊的能力。當代社會所有人都認為快速及有效

地存取資訊是非常重要的，而在香港這個知識型社會裏，能否善用收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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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資訊以建構所需的知識，已成為個人在學習和發展上能否成功的必要

條件。作為 21 世紀的公民，我們必須懂得及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可在

社會上更有效地發揮個人才能。為維持香港在全球經濟的競爭力，致力培

養學生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興趣和才能可說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教育使

命。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重要性不在於科技本身 ,  而是在於科技賦予我們存取知

識和溝通的各種重大功能。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迅速發展，能積極推動經濟

轉變、商業重組、影響教育和就業 ,  對經濟增長和財富創建都有極大的貢獻。 

 

本課程內容充實，有效幫助學生裝備必要的知識、技能及態度，讓學員充

分體會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迅速發展，並進而發展個人的智育和終生學習能

力。  

 

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知識及實用技能，並讓學生明白運用

相關科技去解難所涉及的操作過程包括廓清問題、制訂解決方案，以及在

操作過程中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必需知識和技巧。  

 

本課程涉及現代生活多個層面，以及與高中教育有關的廣泛範疇。本課程

讓學生接觸多元化的智力考驗，包括解難、溝通及一系列相關的實用技能

及概念。為學生日後投入社會工作，或是繼續進修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

課程奠下良好的基礎。此外，本課程還可為學生提供互動的研習機會，通

過掌握學習重點、學習成果及學習經驗，藉以幫助學生發展其慎思明辨的

能力、溝通、創造力、解決問題等多種重要的共通能力。  

 

 

1.3 課程宗旨  

 

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旨在：  

 教授有關資訊、通訊及電腦系統的基本知識、概念及應用；  

 發展學生解決問題及提升其溝通能力，以鼓勵學生運用慎思明辨的能力

及創意思維；  

 培養學生成為能幹的、有效率的和有自信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使用者，

懂得分辨資訊，並有道德地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藉以支持他們終身學

習；及  

 提供機會讓學生親身體會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知識型社會所帶來的影響，

從而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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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與初中教育及專上教育的銜接  

 

學生在不同階段均可從本課程中獲得不同的學習經歷。下圖顯示本課程與

各個學習經歷的關係：  

 

小學   初中   高中    中學後  

        

  

 

    在專上學院進

修資訊及通訊

科技  

 

計算思維和編

程技巧，以及

資訊科技作為

學習工具的經

驗  

 

 

科技教育學習

領域課程下的

資訊和通訊科

技知識範圍，

並加強發展學

生的計算思維

能力及程序編

寫相關的知識

和技能  

 高中  

資訊及通訊科

技課程  

  熟練地運用資

訊及通訊科技

作為支援學科

的學習工具  

  

 

    持續進修資訊

及通訊科技，

以達至業界認

可程度  

       在工作上有效

地運用資訊及

通訊科技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下的資訊和通訊科技知識範圍第三階段的能力 

 

圖 1.1   資訊及通訊科技在不同學習階段的經歷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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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跨課程的聯繫  

 

高中課程的學習宗旨之一，是確保學生有能力在各個學習領域中應用資訊

科技展開學習。在規畫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時，學校應確保課程能夠

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經歷，以促使學生有效地學習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的知識，從而發展他們的共通能力，使他們將本課程與其他學習領域的學

習元素聯繫起來。 以下列舉的活動，目的是幫助學生在學習中加強資訊及

通訊科技課程和其他學習領域之間的聯繫：  

 

學習領域  活動例子  

數學教育   應用 GeoGebra 學習圓的幾何定理。  

個人、社會及人文

教育  

 利用地理信息系統學習高階閱讀地圖

技巧。  

科學教育  

 用數據擷取器進行「酸和鹼的中和作

用」的科學實驗，利用電腦分析實驗

結果。  

藝術教育  
 創作音樂材料時，考慮網上歌曲及音

樂的知識產權。  

體育  
 建議做些合適的體操，以減少使用電

腦時因重複個別動作所造成的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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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架構  
 

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架構設定學生在高中階段須掌握的重要知識、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學校和教師在規畫校本課程和設計適切的學、教、評活動

時，須以課程架構作依據。  

 

 

2.1 設計原則  

 

與《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 )》（課程發展議會， 2017）建

議一致，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設計建基於以下原則：  

 建基於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學習「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下的資訊和通

訊科技知識範圍」及／或校本資訊科技課程中已掌握的知識、經驗、技

能、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態度；  

 達至廣度和深度之間的平衡，以協助學生日後升學和就業；  

 強調理論和應用學習之間取得平衡的重要性，透過在日常生活中應用資

訊及通訊科技以促進本科學習；  

 引入必修部分和選修部分，致力求取基要學習和多元化課程之間的平衡，

以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興趣和能力；  

 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並藉此促進其獨立學習；  

 確保課程、教學法和評估之間的緊密配合；  

 提供三年課程中的學習進程的建議；  

 提供一系列升學出路和就業途徑的順暢銜接安排；  

 鼓勵跨課程合作，以促進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與其他科目的連貫性；及  

 考慮在本地教育情境下推行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可行途徑。  

 

 

2.2 學習目標和成果  

 

三年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擬幫助學生在「知識和理解」、「技能」、「價

值觀和態度」三方面達至以下各項學習目標：  

 

知識和理解  

  理解電腦系統的組織和系列，其與硬件、軟件及數據之間的相互關係； 

  認識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有關的社會、道德及法律方面的問題。  

 

技能  

  有效、有道德地運用及辨識一系列的應用軟件，以支援資訊處理及解決

問題；  

  顯示個人對各種分析問題的方法的理解，並懂得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來

規畫及實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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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和態度  

  體會資訊素養和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共享知識如何影響人們的決定和

改變社會；  

  成為富責任感和有道德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使用者。  

 

 

2.3 課程結構與組織  

 

本課程建基於二零零三年開始實施的中四至中五電腦與資訊科技課程和兩

個在二零零五年修訂的中六電腦課程——高級程度電腦課程及高級補充程

度電腦應用課程。本課程為期三年，適合已具備第三階段（或普通電腦科

中三程度）《資訊科技學習目標》所列舉的資訊科技能力的學生修讀（香港

教育署，2000 年）。  

 

如第 7 頁的圖表所示，本課程分為必修和選修兩部分。  

 

必修部分佔 144 小時，學習時間約為一個半學年。必修部分中的單元將提

供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基礎原理，幫助學生奠下學習本科的穩固根基，以及

為學生提供廣闊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學習範圍。必修部分包括五個單元：資
訊處理、電腦系統基礎、互聯網及其應用、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和資訊及
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必修部分的課題詳情及學習成果載於第 10 至 29

頁。  

 

選修部分佔 76 小時，學習時間約為一學年。選修部分設有三個選項，分別

來自具有特色的電腦或資訊科技及其應用的範疇。學生須因應本身的能力、

興趣及實際需要，在選修部分挑選其中兩項作深入探究。選修部分所提供

的選項大致可分為闡述電腦在特定範疇的應用，以及預備在大專階段繼續

進修的有關知識兩大類，其中的部分選項則兼具二者的特色。選修部分的

選項包括：數據庫、網絡應用程式開發和算法與程式編寫，有關選項的詳

情載於本指引第 30 至 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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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架構  

 

必修部分   （144 小時）  

A. 資訊處理     （37 小時）  B. 電腦系統基礎    （20 小時）  

C. 互聯網及其應用   （31 小時）  
D.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

寫  
（48 小時）  

E. 資訊及通訊科技

對社會的影響  
（8 小時）   

 

 

 

 

 

 

 

 

 

 

 

 

 

選修部分    （76 小時）  

（選修兩項）  

A. 

數據庫  

B.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C. 

算法與程式編寫  

 

校本評核 

（30 小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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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元及選項的建議上課時數如下：  

 
單元／選項  上課時數  

必修部分  144  

A.  資訊處理     37  

  a.  資訊處理簡介       3  

  b.  數據組織及數據控制       4  

  c.  數據表示       10  

  d.  數據操縱和分析       20  

B.  電腦系統基礎     20  

  a.  基本機器組織       14  

  b.  系統軟件       6  

C.  互聯網及其應用     31  

  a.  建網及互聯網基本知識       9  

  b.  互聯網服務及應用       5  

  c.  初級網頁創作       3  

  d .  網上威脅及保安       14  

D.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48  

  a.  問題建構和分析       5  

  b.  算法設計       12  

  c.  程式開發       20  

  d .  程式測試和除錯       11  

E.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8  

  a .  科技創新       3  

  b.  健康及道德議題       3  

  c.  知識產權       2  

選修部分  （只選修兩項）  76  

A.  數據庫     38  

  a .  關聯式數據庫概念       6  

  b .  結構化查詢語言       18  

  c.  數據庫設計方法       14  

B.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38  

  a.  網絡服務與實施       14  

  b.  網絡編程與應用       24  

C.  算法與程式編寫     38  

  a.  程式編寫       32  

  b.  程式編寫在現實生活的應用       6  
   

 校本評核  30  

總課程時數  250 小時 1 

 

                                                
1 每個選修科目的課時以 250小時（或總時數的 10%）作為規畫的參考，學校可自行作彈性分配，以促進學與教的成效及照顧學生

的需要。 

 

一直以來，學校投放於學與教的時間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學校整體課程規畫、學生的能力及需要、學生的已有知識、教學及評

估策略、教學風格及學校提供的科目數量等。學校應運用專業判斷，靈活分配課時，以達到特定的課程宗旨與目標，並配合校情

及學生獨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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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詳細內容載於下面第 10 頁至 41 頁。各單元和選項的授課次序其實

並不重要，且可按照實際教學情況隨時因需而變。現時個別單元／選項的

編排，只表示其中一種課程內容編排的方法。教師可因應學校的情況、學

生的需要、興趣及能力，自行編排和設計教學計畫。  

 

課程架構會列明整體課程的宗旨、目標及內容，而各學習單元或選項亦會

提供以下資料：   

  簡介列明課程單元或選項的概覽資料和目的；  

  學習重點闡述單元或選項應學習的知識，以及程度／水平；  

  課題列出單元或選項包含的各課題；標示每一課題的編號，若有需要，

還可列出課題下的子題；並附有建議的課時；  

  學習成果詳列每一課題的學習內容要素；及  

  備註在適當的情況下以較小字體加插在課題或子題之下。其目的在於： 

 進一步提供學習元素的深淺程度和涵蓋範圍的相關資料；  

 鼓勵教師透過對該課題或子題的學習，以培養學生相關的共通能力；

及  

 作為教學筆記之用。  

 
各單元或選項均會列明學習成效，並以動作動詞指出學生在學習期間應能

展示的概念及實用技能。  

 

動作動詞例子  學生應能  

意識、瞭解、界定、撰寫、列舉、

敘述、識別、陳述  

回想及明白特定詞彙或資料和

簡單的概念  

討論、描述、解釋、辨別、示範、

應用、轉換  

在特定情境中，運用陳述性知識

及實用技能  

區分、分析、比較、評估、籌組、

準備、測試  

分析資料或系統內各組成部分，

並認識各部分之間的關係  

建構、規畫、設計、建立、處理、

綜合、執行  

 

將不同範疇的概念及技術融會

貫通，制訂計畫解決問題或達至

結論，並須將所學到的概念及技

巧應用於新情境／情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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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必修部分  

 

必修部分包含五個單元。  
 
A.  資訊處理  

 

簡介  

 

本單元旨在讓學生掌握資訊系統及資訊處理的基礎知識，並了解數據在電

腦中的表示方式。本單元在學習不同種類的數據時需要運用不同軟件來處

理，並通過實用的課業活動，讓學生處理及演示資訊。建基於學生在初中

階段已掌握的試算表及數據庫，本單元將進一步增加學生對相關詞彙的理

解，藉以幫助學生提升個人的工作表現或學習的效率，以及應用有關知識

和技術解難及分析數據。  

 

學習重點  

 

學生將學習  

  現實生活中的資訊系統及資訊流程；  

  資訊與數據兩者的分別；  

  如何在電腦中組織及表示數據；  

  數據操縱和分析及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進步如何促進資訊時代的出現與發展，以及其對社會

帶來的影響。  

 

本單元約佔 37 小時。  

 

詳情  

 

本單元包括四個課題，即「資訊處理簡介」、「數據組織及數據控制」、「數據

表示」及「數據操縱和分析」。四個課題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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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a. 資訊處理簡介    （3 小時）  識別及檢視資訊系統的各個部件 部件包括系統功能、數據、流程、科技及從

業員 

 

  區分各種處理資訊的過程 處理資訊的過程包括數據收集、組織、分析、

儲存、處理、傳輸及演示 

 

列舉日常生活的例子，包括電腦及非電腦的

處理方法，以鞏固及提升學生對相關活動的

理解 

 

  瞭解數據與資訊兩者之間的差異，辨識文

本、數字、圖像、音效、視像等不同種類

的數據 

 

 

 

 

  界定資訊時代，討論知識型社會中資訊素

養的重要性 

重點討論科技發展如何導致資訊時代的出

現，以及在現今社會，如何有效地將資訊加

以分析及靈活地將之轉化為知識 

 

b. 數據組織及數據控制    （4 小時）  從數據分級組織中辨別數據、記錄、欄、

檔案和數據庫  

 

 

  解釋如何組織、儲存及提取記錄。說明直

接存取和順序存取兩種檔案存取方法的

優點、缺點及其應用要點 

 

 

  討論數據控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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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闡述運用有效性檢驗及奇偶檢測來偵測

誤差，並運用驗證及有效性檢驗來防止出

現誤差 

 

 

c. 數據表示    （10 小時） 

 

 區分模擬及數碼數據，並陳述需要模擬數

據與數碼數據相互轉換的應用或情境 

 

 

  解釋為何資訊科技需要使用數碼數據 

 

應提及二進制的位元與樣式／組合數量之間

的關係，例如三個二進制位元可表示八種顏

色 

 

  將整數由十進制數字轉換為二進制數字

或十六進制數字，或反過來作出轉換 

 

採用二進制補碼表示負整數 

  利用二進制數字作簡單運算（只限加減

數），並分析溢出誤差 

為了解所出現的誤差， 學生須懂得 n-bit 可

容納的最小和最大的數字（最多為 2 字節） 

 

  瞭解字符如何在美國信息交換標準碼

（ASCII）、大五碼（Big-5 code）、國標碼

（GB code）和統一碼（Unicode）等國際

通用標準中表示 

 

解釋字符集的大小與表示法兩者之間的關

係，惟無須緊記特定碼 

 

  簡單認識如何將各種多媒體元素數碼化，

並將其轉換為不同的檔案格式，比較各個

格式儲存相同數據時的差別 

 

 

 

常見的檔案格式包括 bmp、png、 jpg、wav、

mp3、avi、mpeg4、txt、docx、odt 與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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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d. 數據操縱和分析  （20 小時） 

 

 描述和使用試算表的基本功能來解決問

題 

 

內容應涵蓋在公式內使用單元格參照、函數

和數學、邏輯及關聯運算符的運用 

  運用試算表示範數據操作的技術 

 

包括運用一項或多項準則篩選、搜索、排序

數據，並在多個試算表作動態的數據操作 

 

  運用樞紐分析表（及樞紐分析圖）和「假

設」情境應用試算表作數據分析工具 

除認識樞紐分析表的基本特點及函數（總和、

小計及平均值）外，學生可透過課業，藉著

變更樞紐分析表不同的欄位，以觀察及分析

數據與數據之間的相互關係 

 

透過圖表、模擬現實生活及「假設」情境，學

生須能夠辨別趨勢，作有根據的決定及理性

的預測，從而培養其慎思明辨的能力，以期

受用終身 

 

  運用數據組織的概念及使用數據庫管理

系統（DBMS）工具，建立及維護一個簡

單的數據庫 

 

 

  建立及使用填寫式表格作數據輸入 

 

 

  利用查詢數據庫資料，練習提取及操作數

據，並製作資料報告 

包括在單一數據庫表以查詢方式選擇、篩選

及排序數據；學生須追蹤及闡釋簡單的結構

化查詢語言（SQL）語句；雖無需編製複雜報

告，但仍須因應對象而製作及格式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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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電腦系統基礎  

 

簡介  

 

本單元旨在介紹電腦系統內的不同部件是如何結合在一起來完成工作的，

藉以幫助學生建立其對電腦系統的基本認識，包括認識電腦的功能單位、

系統軟件及不同類型的運作方式於不同方面的應用。  

 

學習重點  

 

學生將學習  

  電腦系統各個主要部件的功能及特性，以及部件之間如何互相配合以執

行電腦作業；  

  主要周邊設備的功能及特性，以及因應某一特定情況所選用的周邊設備；  

  管理系統及檔案的各種實用程式的使用；   

  不同操作系統的功能，和電腦網絡的基本概念及其應用；及  

  不同類型的運作方式。  

 

本單元約佔 20 小時。  

 

詳情  

 

本單元包括兩個課題，即「基本機器組織」及「系統軟件」。兩個課題的詳

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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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a. 基本機器組織    （14 小時） 

 

 解釋電腦系統硬件的功能，如輸入及輸出

設備、處理器、匯流排系統、儲存設備 

 

處理器包括中央處理器(CPU)及圖形處理器

(GPU) 

  解釋 CPU 及其部件的結構和功能 學生須明白中央處理器是以頻率量度；介紹

微秒、納秒、微微秒等單位詞彙 

 

  簡述單一處理器上的提取─譯碼─執行周

期的各個步驟，並描述各部件、寄存器及

匯流排在整個機器周期中所扮演的角色

及其相互關係 

 

 

  描述隨機存取記憶體（RAM）、唯讀記憶

體（ROM）及快取記憶體的功能及特性，

並認識記憶體的大小、記憶體位址、字長

與電腦作業表現之間的關係 

學生須延伸對主記憶體的了解至最新 RAM

和 ROM 的技術，其容量及數據存取速度 

 

學生亦須認識萬億字節、十億字節、百萬字

節及千字節等詞彙，並區別電腦所用的前綴

與國際單位制（SI）表示法的分別（例如：1KB 

= 1024 字節，而非 1000 字節）  

 

  描述輸入及輸出設備的特點、優點、缺點

及其應用；因應特定情境，解釋所選用的

合適設備來收集和顯示資訊 

學生須瞭解用以收集及顯示不同數據（如圖

像、音效、視像及文本）的各種硬件設備，但

無須了解各項設備的操作技術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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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從隨機存取或順序存取、設備的易失性或

非易失性、數據傳輸率及儲存容量等方

面，描述各種儲存設備的功能特性 

儲存設備包括磁碟、光碟、快閃記憶體、磁

帶及網絡儲存；在了解儲存設備的特性時，

學生須留意儲存設備的演變趨勢──容量愈

來愈大，速度亦愈來愈快，但體積卻愈來愈

小 

 

  簡述電腦系統的最新發展，包括處理器功

能、主記憶體技術、輔助儲存設備及數據

通訊 

 

不需了解技術細節 

 

b. 系統軟件    （6 小時） 

 

 瞭解系統軟件和應用軟件的功能，以及硬

件、系統軟件、應用軟件及用戶之間的關

係 

 

 

  簡述操作系統的基本功能，描述一些常用

的操作系統，並說明各系統的差異及應用 

 

 

  陳述實用程式及驅動程式的功能及用途 實用程式的例子包括數據壓縮程式、病毒偵

測程式、檔案管理程式、磁碟重組軟件及系

統監察軟件；不需了解有關程式的技術細節，

但教師應提供示範或讓學生練習使用有關實

用程式 

 

  區分各類電腦系統的特性及應用 電腦系統包括成批工件處理系統、網上互動

系統及實時系統、並行式處理系統、分布式

處理系統和虛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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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互聯網及其應用  

 

引言  

 

本單元學習內容包括上網的概念、互聯網服務及應用，以及初級網頁設計，

旨在幫助學生熟習互聯網的基礎知識。此外，學生亦有機會慎思明辨地分

析網上取得資料的可靠性，並體會互聯網對社會上各種活動的影響。  

 

學習重點  

 

學生將學習  

  上網的方法和上網所需要的硬件、軟件和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ISP）；  

  互聯網上可供選擇的個人、社交及商業活動；  

  如何參與各項互聯網活動，例如：尋找資料、意見交流、交換信息及檔

案；  

  在互聯網上傳輸及展示多媒體元素所涉及的技術；   

  設計及建構簡單的網頁，以供預期讀者瀏覽；  

  互聯網的潛在危機和減低威脅的方法；及  

  安全、合理、合法及合乎道德地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需要。  

 

本單元約佔 31 小時。  

 

詳情  

 

本單元包括四個課題，即「建網及互聯網基本知識」、「互聯網服務及應用」、

「初級網頁創作」及「網上威脅及保安」。四個課題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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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a. 建網及互聯網基本知識    （9 小

時） 

 界定及比較局部區域網絡（LAN）及寬廣

區域網絡（WAN） 

 

 

  瞭解 IPv4 與 IPv6 的格式和功能 

 

不需了解技術細節 

  討論網絡所提供的一般服務 

 

服務包括內部通訊、會議及資源共享 

  闡述網絡所需硬件的功用 硬件包括通訊連結（例如：光纖、微波、無

屏蔽（UTP）雙扭線、衛星等）、數據機、網

絡介面卡、網絡連接裝置（例如：交換器及

路由器等） 

 

向學生介紹無線電腦網絡業界的通用標準，

以及相關的概念包括頻率、頻帶寬度、干擾、

漫遊（roaming）等 

 

  以速度、成本、安全性及可用性來比較一

般連接互聯網的方法 

 

連接互聯網的方法包括使用無線、寬頻等 

 

  了解通訊軟件及通訊協定的需要 

 

包括 TCP/IP 的基本概念 

  描述數據如何在互聯網上傳輸，了解畫一

資源定位（URL）、網域名稱系統（DNS）、

超文本傳輸協定（HTTP）及超文本傳輸安

全協定（HTTPS）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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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b. 互聯網服務及應用    （5 小時） 

 

 制訂有效策略，運用搜尋器在萬維網上搜

尋特定資料，並能慎思明辨地分析資料來

源 

 

 

  辨別適合在網頁上使用的圖形、音效及視

像檔案格式；運用插件及播放器播放網上

找到的多媒體元素 

 

 

  應用不同網上服務，例如檔案傳輸、遠程

登入、網上交談、論壇及電郵 

 

 

  描述流式傳輸技術的概念及其在網上話

音郵件、視像會議及網上廣播等的應用 

 

不需了解流式傳輸的技術細節 

  重視互聯網發展及擴充對社會上各種活

動的影響 

培育學生對科技進步作為改變的推動者角

色的關注，並對其大幅度改善人類的生活素

質所作的貢獻持欣賞態度，例如運用物聯網

（IoT）和雲端服務來建構智慧城市 

 

c. 初級網頁創作    （3 小時）  識別超文本標示語言（HTML）的基本建

構，明白其作為解決跨平台議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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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討論網頁的組織，以供預期讀者瀏覽，並

且把網頁上傳至萬維網 

網頁設計內資訊的組織包括便於導航、適當

設置連結、表、框及多媒體元素、顏色配搭、

背景設計、字體大小及款式，以方便預期讀

者瀏覽 

 

學生無須背誦超文本標示語言碼 

 

d. 網上威脅及保安    （14 小時）  描述常見網絡保安威脅所造成的潛在風

險 

網絡保安威脅包括病毒、蠕蟲及木馬程式、

間諜軟件、勒索軟件、未經授權存取、攔截、

通過動態網頁進行入侵及拒絕服務（DoS）

攻擊等 

 

  提議有效措施以改善網絡的保安 保安措施包括瀏覽器設定、抗電腦病毒軟

件、認證、存取及用戶權限控制、防火牆、

無線安全協議（如 WPA）及虛擬私有網絡

（VPN）等 

 

  討論網上潛在的私隱威脅，並建議保護私

隱的方法 

輔以有關罪行的新聞報道，討論以下構成侵

犯私隱行為的途徑：竊聽、黑客入侵、仿冒

詐騙、濫發郵件、垃圾電郵等 

 

重視使用匿名及密碼的方法以保護私穩 

 

教師可列舉一些有關非授權使用電腦的法

律後果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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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意識防止竊聽及資訊阻截的資訊加密技

術 

內容包括數據加密的基本概念、公開及私人

密碼匙加密系統（例如香港公開密碼匙的基

礎建設（Hong Kong PKI））、及密碼匙大小

與保安程度的關係 

 

  解釋如何利用身分鑑定及授權程序來控

制網上資料的存取 

基本概念包括個人的身分鑑定方法、身分鑑

定程序所使用的權標種類，以及通過從簽發

機構獲得的數碼證書來鑑定數碼簽署文檔

的過程 

 

  瞭解電子交易所採用的保安措施 介紹電子商貿以保密插口層（SSL）傳輸保

密資料的概念 

 

學生須認識其他在線交易的保安措施，例

如：智能卡、保安權標、數碼證書、流動手

機短信服務（SMS） 

 

  意識保安措施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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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引言  

 

計算思維是一種以電腦解難方式來解決問題的方法。學生通過一系列概念，

如抽象化、算法和自動化，成為工具構建者而不是工具用戶。  本選項旨在

教學生運用系統的思考過程（抽象化）、制定解決方案步驟（算法思維）和

編寫程式（編程 /編碼）作為解決方案。  

 

學習重點  
 

學生將學習  

  系統地解難的技巧；  

  將系統化解難的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上；  

  使用偽代碼及／或程式流程圖來展示算法；  

  創意地設計和開發程式；  

  如何辨別算法的目的，追蹤邏輯流程和檢視在執行過程中變量值的轉變；

及  

  解決相同問題所採用的不同方法，以及其相互之間的不同之處。  

 

本單元約佔 48 小時。  

 

詳情  

 

本單元包括四個課題，即「問題建構和分析」、「算法設計」、「程式開發」及

「程式測試和除錯」。四個課題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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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a. 問題建構和分析   （5 小時）  界定問題及其範圍 

 

 

  通過辨別所需的輸入和輸出及陳述所需

的過程來分析問題 

 

例子︰ 

 計算貸款的利息和列出所需的分期 

 找到身體質量指數（BMI）來保持健

康的體重 

 編寫程式讓機器人檢測和追蹤路線 

 

  懂得把問題分為較小及便於管理的子問

題 

 

例如子問題可代表解決問題方案的輸入、處

理及輸出 

  辨別相似問題的共同元素 

 

例子︰ 

 按身高為一組學生進行遞增排序，從

中辨別相關的格局，然後修改方法，

按體重為一組學生進行遞減排序 

 透過編寫程式讓機械人行出一個正方

形，從中辨別相關的格局，然後修改

該程式，讓機器人行出其他多邊形 

 

b. 算法設計   （12 小時）  以一系列的步驟執行空運行，以確定其用

途和/或輸出 

 

 

  界定算法的涵義，利用偽代碼及程式流程

圖作為展示算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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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簡述及討論問題的輸入及輸出要求，並且

設計合適的用戶界面 

 

 

  認識簡單數據類型及數據結構的用途及

性質，從而解決有關問題 

 

簡單數據類型只限於整數、實數、字符及布

爾，簡單數據結構則限於字串及單陣列；向

學生介紹布爾邏輯（AND, OR, NOT）及真假

值表 

 

  選擇適當數據類型作為解決特定問題的

方案，並討論所選數據類型的優點 
 

 

  設計及建立涉及基本控制結構的標準算

法 
 

控制結構包括序列、選擇（對分及多向）及迭

代 

  建立及檢視算法，例如載入及打印陣列，

以及在陣列中加入或刪除某個項目 
 

 

  建立追蹤表以顯示一組步驟中每一個階

段的變量值 

 

 

  在算法中找到邏輯錯誤並更正 

 

 按要求的改變去修改算法 

 

 

  描述設計電腦解決方案時採用模組的好

處 
 

學生須養成習慣使用模組方法去制定算法結

構，以設計解決複雜問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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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c. 程式開發    （20 小時）  了解變量、常數和簡單列表（單陣列），

並使用於不同的問題情境 

 

 

  使用運算符、算式、賦值語句、輸入和輸

出語句 

 

算術運算符的例子包括加法、減法、乘法、除

法和模數 

 

關係運算符的例子包括等於、不等於、大於、

「大於或等於」、小於及「小於或等於」 

 

布爾運算符的例子包括 AND、OR 和 NOT 

 

  了解並使用序列、選擇和迭代（不需要嵌

套循環）構造來編寫程式 

 

 

  建立程式來解決所提供的問題 

 

例子︰ 

 在列表中查找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

值 

 搜索列表中的項目並輸出搜索結果 

 找出字符串的長度 

 從字串中提取所需的字符 

 計算符合列表中指定條件的項目的總

數 

 檢查列表中的值是否按次序排列 

 使用數學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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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d. 程式測試及除錯    （11 小時）  應用數據驗證設計合適的測試數據 

 了解並描述程式錯誤的類型：語法、邏輯

和運行時，解釋它們發生的原因和運行除

錯 

 

學生需要辨別邊界案例 

 

 比較用不同的算法解決相同問題的優劣 鼓勵學生從執行步數及資源的運用的角度去

比較使用不同算法解決同一問題的優劣 

 

 

 



 

 27 

E.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引言  

 

本單元旨在幫助學生理解及以道德角度分析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所帶來的

各種問題，包括其在經濟、法律、社會、道德及保安等方面所構成的影響。

學生應就這些議題進行討論及辯論，藉以培養個人所需的分析及詮釋能力，

建立本身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符合規範的實踐。本單元著重培養學生建立正

確態度，無論將來進修或工作，以至終其一生的立身處世方面，均能以負

責任、合乎道德標準及合法地使用科技。  

 

雖然已設立了本單元就此議題作特別介紹，但本課程內的其他部分仍會對

此一再予以提及和論述，藉以加強學生對此議題的關注。  

 

學習重點  

 

學生將學習  

  科技創新的基本概念  

  與公平存取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議題；  

  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時的道德考慮因素；  

  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對健康造成的威脅和採取各項相應的預防措施；及  

  有關知識產權及私隱權的主要議題。  

 

本單元約佔 8 小時。  

 

詳情  

 

本單元包括三個課題，即「科技創新」、「健康及道德議題」及「知識產權」。

三個課題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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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a. 科技創新    （3 小時） 

 

 了解科技創新的基本概念及其應用 例子包括通過人工智能（AI）和數據科學的

圖形識別、三維打印技術、擴增實境（AR）

和虛擬實境（VR） 

 

學生應該對這些技術有實作的經驗 

 

b. 健康及道德議題    （3 小時）  辨別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對健康造成的

威脅；建議在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時，實

踐良好的人機工程學 

在人機工程學方面，考慮的因素包括減少因

重複性勞損（RSI）所造成的身體損傷、辦公

室家具的適當設計及擺設、軟件的設計（包

括方便用戶的特點，例如容易使用和具一致

性的用戶界面等）及工作環境 

 

  認識到公平存取的重要性 

 

學生應陳述互聯網上資訊自由的好處和壞

處，他們還應從數碼隔閡、性別平等和殘障

人士獲得機會等方面，以及從地區和全球角

度，瞭解相關公平問題 

 

  討論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時的道德考慮

因素 

 

 

c. 知識產權    （2 小時）  了解知識產權及版權的基本概念 

 

 

  從用戶和軟件開發商的角度出發，了解不

同的軟件許可方式的好處及風險，例如免

費軟件、共享軟件、開放源碼軟件及版權

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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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敘述侵犯軟件版權及互聯網上盜版的行

為 

學生須討論侵犯版權行為對社會、法律及經

濟所產生的影響；養成註明資訊來源的習慣，

並注意適當地使用多媒體材料，以及非法使

用和廣泛散播這些材料可能觸犯的罪行及導

致的後果 

 

  意識可減少有知識產權的數碼財產被盜

竊的方法 

 

例如使用數碼水印及數碼簽署 

  瞭解在香港侵犯版權（尤其是與教育有關

的侵權行為）可引致的法律後果 

教師可列舉一些有關侵犯版權的法律後果的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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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選修部分  

 

選修部分包含三個選項，學生須修讀其中兩項。  

 
A.  數據庫  

 

引言  

本選項旨在向學生介紹數據庫及關聯式數據庫設計的基本概念。學生將學

習使用實體關係圖以建構簡單的數據模型，並藉此體會良好的數據庫設計

的重要性。學生亦會學習使用結構化查詢語言（SQL）在關聯式數據庫中建

構、處理及提取資料，以及探討數據庫有關保安、完整性、數據私隱等方面

的議題。透過學習本選項，學生將對數據庫的概念、使用技巧及應用等有

一基本認識，以及對建立數據模型也有基本的概念。  

 

學生在修讀本選項前應已先學習必修部分——單元（A）資訊處理的相關知

識及技能。  

 

在課程設計上，本選項課題（ a）「關聯式數據庫概念」的子題屬於必修部

分─單元（A）資訊處理子題「數據組織及數據控制」的延伸部分。  

 

學習重點  

學生將學習  

  數據庫及數據庫管理系統（DBMS）有關的概念及應用技巧；  

  關聯式數據庫的基本概念及使用結構化查詢語言（ SQL）去建構、處理

及提取關聯式數據庫的資料；  

  使用實體關係圖方法以建構簡單的數據模型；及  

  一個良好的數據庫設計，作為數據庫管理系統發展藍圖的重要性；  

  數據私隱的重要性，並且藉此識別多種不同的改善措施。  

 

本選項約佔 38 小時。  

 

詳情  

數據庫選項包括三個課題，即「關聯式數據庫概念」、「結構化查詢語言」及

「數據庫設計方法簡介」。三個課題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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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a. 關聯式數據庫概念    （6 小時）  描述關聯式數據庫的基本概念 內容包括實體、關係、屬性、域、索引、鍵碼

（例如：主關鍵碼、外鍵碼及候選鍵碼）和

完整性（例如：實體完整性、參照完整性和

域完整性）；學生須從日常應用例子中辨別關

聯式數據庫的基本元素 

 

  建立簡單的關聯式數據庫 學生須瞭解如何以形式不同但卻合理可行的

方式組織關聯式數據庫內的數據，並能在資

料表間建立所需的關係 

 

  描述回滾的目的  

 

b. 結構化查詢語言    （18 小時）  使用結構化查詢語言以維護簡單的關聯

式數據庫，在最多三個資料表中操控當中

的數據及藉此提取所需資訊 

所涉及的技能包括︰ 

 修改資料表結構 

 增加、刪除及修改資料表內的數據 

 以過濾方式檢視、排序、挑選內容及建立

不同的檢視形式 

 使用適當的運算符及算式（例如算術運算

符及算式、比較運算符、邏輯運算符及 in、

between 及 like 運算符等）進行特定操作 

 使用簡單的內置函數（例如聚合及字串函

數等） 

 查詢多個資料表，包括使用等連接、自然

連接及外連接 

 進行子查詢（只限一子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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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c. 數據庫設計方法    （14 小時）  意識各實體在關聯式數據庫中的不同關

係 

 

 

  分析商業、教育或其他領域內簡單的情

境，並且在設計數據庫時建立簡單的實體

關係圖（只涉及二元關係） 

 

須簡介如何把多對多關係分解成為多項一對

多關係 

  解釋數據冗餘度的概念，並討論減低數據

冗餘度的方法或措施 

 

學生須能使用規範化（最多至第三範式

（3NF）），以減低數據冗餘度 

  描述非規範化的需求和程序 

 

 

  轉換實體關係圖為關聯式數據庫的資料

表 

 

 

  使用用戶存取權限來實現數據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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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關係圖使用的符號  

 

 

意義  符號  

實體  

 

 

 

 

屬性  

 

 

 

 

主要屬性  

 

 

 

 

關係  

 

 

 

 

一對一關係  

 

 

 

 

一對多關係  

 

 

 

 

多對多關係  

 

 

 

 

參與限制：  

 在強制一面用  |  

 在非強制一面用 O  

 

 

 

 

 

關係 

關係 
1 M 

M N 關係 

關係 

屬性 

主要屬性 

實體 

關係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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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引言  

 

本選項旨在讓學生了解網絡服務和客戶機—伺服器通訊的基本概念，以及

使用不同服務以建立和實施簡單網絡的相關知識和技能。本選項幫助學生

學習有關網站建構與網絡應用程式的實用知識，包括學習在客戶機和伺服

器編寫腳本，以及開發網絡應用程式。  

 

學生在修讀本選項前應已先學習必修部分（C）互聯網及其應用的相關知識
及技能。  

 

在課程設計上，本選項課題（ a）「網絡服務與實施」及課題（ b）「網絡編

程與應用」的子題屬於必修部分——單元（C）互聯網及其應用的課題（ b）

「互聯網服務及應用」及課題（ c）「初級網頁創作」的延伸部分。  

 

學習重點  

 

學生將學習   

  網絡服務的基本概念；  

  建立簡單的電腦網絡；  

  如何編寫網頁及於網上出版；   

  編寫客戶機和伺服器腳本；及  

  開發網絡應用程式。  

 

本選項約佔 38 小時。  

 

詳情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選項包括兩個課題，即「網絡服務與實施」及「網絡編程

與應用」。兩個課題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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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a.  網絡服務與實施    （14 小時） 

i. 客戶機—伺服器通訊的基本概念  瞭解客戶機—伺服器通訊的基本概念 包括請求和回應的概念，包括 TCP、HTTP

中的 GET 和 POST 請求的通訊埠編號 

  瞭解客戶機和伺服器兩個網絡程序於網

絡中的角色 

 

   描述一些常見網絡伺服器提供的服務 常見網絡伺服器包括動態主機配置協定

（DHCP）伺服器、網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檔案伺服器、代理伺服器、數據

庫伺服器、網間連接器等 

 

ii. 基本網絡實施   裝設簡單的以太網及無線網絡 簡單網絡的例子包括家用網絡，以及小型展

覽和特殊活動中的臨時網絡 

   利用聯網電腦／工作站共用網絡上的資

源 

網絡上的資源包括檔案、打印機、互聯網連

接等 

 

   設定文件夾／檔案的共享權限，包括讀

取、寫入及執行權等 

 

   設置簡單的網絡服務 網絡服務的例子包括萬維網服務和數據庫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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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b.  網絡編程與應用    （24 小時） 

i. 網頁編寫及網上出版   編輯簡單網頁 學生須編輯網頁內的 HTML 碼，並能以層

疊樣式表（CSS）為同一組網頁維持統一的

設計及風格 

 

   網上出版 學生須瞭解不同於網上出版內容的方法，如

建立網站及於網上內容管理系統發佈內容 

 

ii. 網絡編程與應用   了解伺服器端和客戶端所涉及的科技的

不同之處 

 

   建立客戶端界面 學生須以網頁和應用程式建立客戶端界面 

   展示簡單的客戶端和伺服器端程式 例子︰ 

 處理來自客戶端的輸入數據（例如計

算二次方程） 

 簡單的數據驗證（例如檢查數字輸入

的範圍） 

 於單資料表數據庫中檢索和更新數據 

 使用曲奇收集用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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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開發簡單的網上應用程式 學生須整合客戶端和伺服器端程式來建立

應用程式 

 

例子︰ 

 某購物中心內的餐館搜尋器 

 某班別的功課清單 

 個人體重管理系統 

 

  意識網上應用程式開發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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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算法與程式編寫  

 

引言  

 

本選項旨在向學生介紹進階程式編寫概念以及透過有系統地學習算法設計

及程式編寫，藉以發展學生解決問題、邏輯思維和慎思明辨的能力。學生

可以學習如何獨立設計和開發電腦程式以解決有關問題及與實物進行互動。

學生還可以學習算法設計的各種原理及技巧，從而培養個人在軟件開發方

面的創意，並藉此拓闊其資訊科技的視野，以便能夠在日後在遇到特定的

問題時，懂得怎樣思考及從中選擇合適的解難方法。  

 

學生在修讀本選項前應已先學習必修部分——單元（D）計算思維與程式編
寫的相關知識及技能。  

 

在課程設計上，本選項課題（ a）「程式編寫」的子題「方案設計和實施」和

「程式測試和除錯」屬於必修部分——單元（D）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的子

題「問題建構和分析」、「算法設計」、「程式開發」和「程式測試和除錯」的

延伸部分。  

 

學習重點  

 

學生將學習  

  掌握優秀的程式編寫技巧的重要性，並藉此培養良好的程式編寫風格； 

  算法的重要性，並構思和慎思明辨地制訂適當的算法解決問題；  

  在設計和開發電腦程式方面展示個人的創意；及  

  如何編寫程式以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本選項約佔 38 小時。  

 

詳情  

 

算法與程式編寫選項包括兩個課題，即「程式編寫」及「程式編寫在現實生

活的應用」。兩個課題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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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a. 程式編寫    （32 小時） 

i. 方案設計和實施    （28 小時）  為解決方案選擇合適的數據類型 數據類型包括簡單數據類型、結構化數據類

型及用戶定義數據類型；簡單數據類型已於

必修部分予以討論 

 

  以流程圖或偽代碼檢閱算法 

 

 

  應用計算、累積、交換、檢索、排序及合

併算法編寫程式 

檢索算法包括線性檢索和對分檢索；排序算

法包括冒泡排序法、插入排序法和選擇排序

法；學生須明白除了上述三種排序算法外，

還有其他更快的排序算法，例如合併排序和

快速排序法（合併排序法只同時涉及兩個陣

列的數據） 

 

  選擇合適算法執行任務 學生須意識到一個問題可以用多種不同算法

去解決，至於如何選擇適當的算法則需視乎

其複雜性、數據結構及其取捨等因素而定；

學生須針對效率、正確程度及合適程度，藉

以評估個人所選擇的算法是否恰當 

 

  在解決方案中應用各種基本結構 學生須使用全程變量、局部變量、常數、賦

值語句、輸入語句、輸出語句、算術運算符、

字串運算符、布爾運算符及布爾邏輯、運算

符的運算（包括優次及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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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在解決方案中應用控制結構 序列、選擇及迭代已於必修部分曾作介紹，

嵌套循環是必需的 

 

  建立以陣列顯示的表、堆疊及隊列 學生須建立及操作以陣列顯示的線性鏈表、

堆疊及隊列 

 

  以檔案處理語句操作文字檔 操作涉及刪除、插入、添加及修訂記錄的檔

案更新語句 

  在操作子程式時執行參數傳遞  

  認識良好的程式編寫風格的重要性 學生須養成習慣，多使用有意義的變量名稱、

註譯、註解、空格及縮排 

 

  評鑑結構化程式編寫在設計、執行及除錯

方面的用途 

 

 

ii. 測試和除錯    （4 小時）  闡釋誤差 數字誤差包括捨入誤差、截尾誤差、溢出誤

差和下溢誤差；其他誤差有語法錯誤、邏輯

錯誤及運行錯誤 

 

  應用人手方式和除錯工具軟件為程式除

錯 

使用子程式存根、標記、斷點和程式追蹤以

測試數據集為程式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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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備註 

b. 程式編寫在現實生活的應用    （6 小時） 

  使用擴充的編程模組或函式庫與實物進

行互動 

學生須使用擴充的編程模組或函式庫來收集

傳感器（例如光傳感器和加速度計）的數據

並控制特定設備（例如馬達）。 

 

不需了解擴充的編程模組或函式庫的細節 

 

  透過事件處理程序編寫事件驅動程式 特定事件包括用戶動作（例如按下按鈕）和

傳感器值（例如光傳感器的讀數超過界定的

值） 

 

不需了解事件處理程序細節 

 

  透過運用語音識別和加速度計等實物的

功能/組件，編寫簡單的程式 

例子包括通過語音識別產生文本顯示、控制

馬達的移動和通過加速度計探測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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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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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課程規畫  
 

本章就第二章所介紹的課程架構，列述有關原則，以協助學校與教師因應

學生需要、興趣和能力，以及學校實際情況，從而發展出一個靈活而均衡

的課程。  

 

 

3.1 主導原則 

 

高中課程的教學目的之一，是在拓寬學生知識基礎的同時，也容許他們深

入學習，以幫助學生日後繼續升學；為此學校需要發展及提供一套內容廣

泛而又均衡的校本課程。悉心設計的課程不但能有效地促進學習，而且能

藉此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以及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科技教育作為八

個學習領域其中的一個，每個學生在高中課程均應享有選擇修讀本科的機

會。  

 

在現今的科技世界中，個人及社會價值觀的建立經常受到科技互動的影響，

不斷更新以追求更有效率的科技發展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其

影響亦與日俱增。學生在修讀高中科技教育選修科目時，可透過設計及製

作個人的製成品（無論是工具、產品或服務）和評估科技對社會的影響，發

揮自己的創意。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可供互動交流的平台，

讓他們可以從中培養個人在協作、溝通、創造、慎思明辨、解決問題及運用

資訊科技方面的能力。  

 

大部分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的選修科目都需要設備、軟件、儲存空間及物料

的支援。而很多學校以其現有的設施已足夠支援開設有關的選修科目，故

此學校應根據學生的興趣、需要、能力，藉以設計其校本課程。若學校預期

部分選修科目學生人數較少，在實施時還可考慮與其他學校協作，一同籌

辦相關科目。  

 

周密的課程規畫不僅能有效地促進學生學習，更能藉此培養學生的共通能

力，以及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在規畫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時，教

師除了需要知道必修部分的要求及選修部分各選項之間的分別外，亦需要

明瞭學生已有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知識、需要及興趣為何。教師在規畫課程

時，應全面考慮以下的一些主導原則：  

 

 課程規畫應從初中開始，讓教師應有足夠機會知道學生在資訊及通訊科

技方面所達到的認知程度，以期幫助學生找出自己的興趣所在，從而在

資訊及通訊科技領域中選擇合適的選修選項作進一步的學習；  

 引入真實課業和情境，以及合適的全方位學習體驗，令學習變得更具效

益；  

 課題之間應是互有關連的，教師可適當地整合課程內的各個範疇；  

 學習不應局限於上課時間表內的課堂上，學校應充分利用課室以外的課

時，在照顧教師的實際運作需要的同時，亦可令學生在學習上達至最大

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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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應合作規畫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共同開發學習素材、活動和

課業，以及與其它學習領域的教師合作安排跨課程項目；  

 教師宜靈活運用課時以促進學習（例如：利用單一教節講授理論課題，

而相連的兩或三課節則用來講授實習的課業）；以及  

 教師宜利用進展性評估（例如：學習檔案、專題學習）及總結性評估，

以全面了解學生在學與教方面的實際進展。  

 

 

3.2 學習進程 

 

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能幫助學生主動探索自己的興趣、專長，以及思

考個人日後在升學和就業上的意向。本課程建基於學生由小學至初中學習

所得的電腦知識及技能。教師在中四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中，可安排不

同的課題讓學生學習，從而讓他們對整個課程有更深入的認識，以便他們

在升讀中五時，能為個人在選擇不同選修科目的組合上作出明智的抉擇。  

 

為協助學生有效地達到課程的設計宗旨及學習重點，學校可採取不同的課

程規畫模式，包括挑選及更改學習元素的組織及教學次序。在實際施行有

關教學時，大部分學校均會在完成所有必修部分單元後，才開始教授選修

部分選項。然而，部分學校會在教授某一必修部分單元後，隨即開始教授

相關的選修部分選項。從過往所得的經驗顯示，若課程規畫已預期學生有

不同程度的成就，即使學生在資訊科技的知識及技能上有差異，他們在小

六升中一及中三升中四的過渡期也不會出現很大的適應問題。故此，學生

如在中五時才開始修讀資訊及通訊科技科，他們便需在最初的數個月內用

額外的研修時間，致力去建構中四時未有學習的基本知識及技能。在規畫

本課程時，學校在安排優次上應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  

 

下列例子旨在示範如何組織本課程的學習元素及教學次序。建議範例僅供

教師參考。學校應因應本身的實際情況，建立其校本課程規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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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ABC 中學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規畫  

背景  

學校計畫為高中生提供中、英、數、公民與社會發展四個核心科目，以及包

括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在內的三個選修科目。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總課時合共

為 250 個小時。為方便說明，中四、中五、中六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課時分

配，分別是 97、 97 及 56 個小時。  

 

理念  

1)  於課程初段，學生在資訊處理及互聯網及其應用兩個單元中學習使用試

算表、網頁編寫工具及互聯網服務等課題，藉此掌握有關完成個人習作

所需的知識及技巧，以及從中掌握進行自主學習所需的必要技能。此外，

電腦系統基礎單元亦會為學生提供基本的電腦知識，以便他們日後進一

步學習其他更深入的課題。  

 

2)  在中四階段一併教授必修部分中跟未來選修部分相關的單元，可讓學生

更深入了解選修部分所提供的選項其性質及內容，以期幫助他們在升讀

中五及中六選修選項時，能夠作出明智的決定。   

 

3)  用於校本評核的課時應彈性及適當地分布於中五及中六這兩年中，以便

教師向學生提供持續的回饋，以提高後者的學習成效。  

 

4)  上述安排的缺點：由於學生在中五下學期才開始學習選修部分，故此他

們做個人習作的時間往往會較為緊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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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次序及課時分配  

課時  級別  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校本評核  

97 小時  中四  

資訊處理  

（ 37 小時）  

  

電腦系統基礎  

（ 20 小時）  

互聯網及其應

用（ 31 小時）  

 

 

計算思維  

97 小時  中五  

與程式編寫  

（ 48 小時）  

 

 

 

社會影響  

（  8 小時）  

 

選項  

（三選二）  

（ 76 小

時）  

56 小時  中六  

 

 

 

 

  

校本評核  

（30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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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DEF 中學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規畫  

背景  

跟個案一的 ABC 中學一樣，DEF 中學計畫為高中生開辦中、英、數、公民

與社會發展四個核心科目，以及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在內的三個選修科

目。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總課時合共為 250 個小時。為方便說明，中四、中

五、中六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課時分配，分別是 97、97 及 56 個小時。然而，

該校在實際施教時更改了原來的教學次序，於完成相關的必修部分單元後，

隨即教授數據庫及算法與程式編寫選項。  

 

理念  

1)  有關教學次序模式的主要優點是令必修部分的單元與選修部分的相關選

項有更佳的連續性，而課程的結構也更見緊密。學生學習相關的知識及

技巧時不用再分開學習每個課題，從而得以提高學與教的成效。以下列

出了課程的必修部分的單元與選修部分的相關選項：  

 

 必修部分的單元    選修部分的相關選項  

 資訊處理      →  數據庫  

 

 互聯網及其應用    →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  算法與程式編寫  

 

2)  由於在課程初段即教授選修部分，學生在中五及中六的學習階段，會有

較長的時間去完成個人習作。  

 

3)  用於校本評核的課時應彈性及適當地分布於中五及中六這兩年中，以便

教師向學生提供持續的回饋，以提高後者的學習成效。  

 

4)  然而由於學生在中四期間只學習了必修課程的一部分，因此他們未必能

夠充分了解整個課程的具體內容，以致在稍後時間不易從中選修適合自

己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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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次序及課時分配  

課時  級別  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校本評核  

97 小時  中四  

資訊處理  

（ 37 小時）  
 

 

 
數據庫  

（ 38 小時）  

 

 

97 小時  中五  

計算思維與程式

編寫（ 48 小時）  

 

 

算法與程式

編寫（ 38 小

時）  

電腦系統基礎  

（ 20 小時）  

 

56 小時  中六  

 

互聯網及其應用

（ 31 小時）  

社會影響  

（ 8 小時）  
 

 

 

 

 

 

 

 

 

  

校本評核  

（30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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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GHI 中學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規畫  

背景  

1)  學校計畫在高中開辦中、英、數、公民與社會發展四個核心科目，以

及為中四學生開辦，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在內的四個選修科目，以便

學生能多接觸不同的選修科目從而有更多的選擇。從中五開始，學生

可選讀三個選修科目。    

2)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總課時為 250 個小時。為方便說明，中四、中五、

中六年級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課時分配，分別是 74、 120 及 56 個小

時。  

 

理念  

1)  在中四教授的課題如屬既有趣而又實用者，便能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

興趣。有鑑於此，學校在資訊處理單元中特別挑選了「資訊處理簡介」、

「數據操縱和分析」等課題，讓中四年級學生先行學習。此外，互聯網
及其應用單元亦是一個可供考慮的上佳選擇。   

 

2)  即使學生選擇從中五起即放棄修讀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然而他們在中

四期間所學習到的相關知識及技巧，仍會對他們研習其他科目大有裨

益。  

 

3)  在中四階段一併教授必修部分中與未來選修部分相關的單元，可讓學生

更深入了解選修部分所提供的選項的性質及內容，以期幫助他們在升讀

中五及中六選修選項時，能夠作出明智的決定。  

 

4)  用於校本評核的課時應彈性及適當地分布於中五及中六這兩年中，以便

教師向學生提供持續的回饋，以提高後者的學習成效。  

 

5)  由於在中四年級所學習的課題較少，因此學校必須增加本科在中五及中

六階段的學習時間，才能使學生有效地完成整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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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次序及課時分配  
 

課時  級別  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校本評核  

74 小時  中四  

資訊處理  

（ 37 小時）  

  

電腦系統基礎  

（ 20 小時）  

互聯網及其應用

（ 31 小時）  

120 小時  中五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

寫（ 48 小時）  

社會影響  

（ 8 小時）  

 

選項  

（三選二）  

（ 76 小時）  56 小時  中六  

 

 

 

校本評核  

（30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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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課程規畫策略  

 

3.3.1  因應不同的能力和性向的學生  

 

在初中階段，科技教育的學習強調「探索、體驗和熟習」。學生在修畢普通

電腦科課程後應可掌握寬廣及均衡的電腦科技知識。立足在這個基礎上，

學生在選修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選項時，應可從中作出明智的抉擇。 

 

在高中階段，科技教育的學習強調「終身學習及專門化的方向探究」。為照

顧學生不同的學習能力及性向，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在選修部分提供

以下三個選項：   

  數據庫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算法與程式編寫  

 

選修部分的設計旨在為學生提供一系列的選擇，鼓勵學生在選取有關選項

時，應配合本身的興趣、日後擬修讀的專上教育課程或將來有志投身的工

作行業等因素，作出縝密周詳的考慮。教師應參考第 2.3 節以便對高中資訊

及通訊科技課程的結構和組織有進一步的了解。  

 

學生各有不同的學習方式。有些學生會透過閱讀或觀察他人的演示來學習，

有些則慣於通過實踐來學習。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選修部分提供不

同的深層理論與應用學習選項，讓學生選擇。  

 

例如，網絡應用程式開發較側重於應用學習方面，為那些習慣於以實踐方

式學習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學習機會。  

 

至於另一些對於系統地進行資訊檢索具有較濃厚興趣的學生或會發覺數據
庫這個選項較為有趣，因為他們在學習過程中可以親身領略在日常生活的

情境中怎樣應用數據庫的理論。  

 

有些學生對於解難活動較有興趣，與及偏愛運用電腦進行專題習作，藉此

體驗由初步構思到成功完成的習作的過程。這些學生則可考慮選修著重解

難技巧及開發解決方法的算法與程式編寫這個選項。  

 

 

總括來說，學生在決定選修那個選項時，宜選擇一些自己在該方面能力較

強的選項，以期使自己成為一個較有學習動機和自信的學習者。為了要照

顧學生的不同需要與及考慮到施教時實際的規限，例如教師的能力和時間

表的安排，學校應自行決定開設多少個選項供學生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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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使學生學習更具意義  

 

透過實際的應用情境進行研習是學習科技的理想治學途徑，各種模擬實際

生活情境的學習活動、難題與及專題習作都能有效地幫助學生理解為什麼

要學習科技。為促進學生學習資訊及通訊科技，教師及學校可考慮採用以

下的策略去規畫課程：  

 

（ a）  設計真實情境的學習經歷  

 

知識是通過豐富和真實的學習經歷建構的。真實的情境不單能為學習提供

有意義的學習情境，藉以培養學生的創意和解難能力，同時亦有助學生反

思自己的價值觀和態度是否正確，並使學生獲得機會在真實情況中清楚表

達自己的意見，挑戰自己的觀點。以下兩個例子說明如何將真實情境整合

到學與教的學習活動中。  

 

例子一：   社區服務計畫  

為使學生學習資訊及通訊科技更有意義，學校可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務，

例如為長者及弱勢社群維修電腦。在這真實的情境中學生除可應用學習得

來的資訊科技知識外，還可透過服務他人而建立個人正面的價值觀。在這

個過程中，學生可學習理解別人的需要，體驗個人對別人的認同感和同情

心，並在個人能力所及的情況下幫助他人改善生活質素，從而培養出責任

感和承擔精神；並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鍛煉出堅毅和豁達的性格。在完

成社區服務計畫後，學生會產生滿足感，並由此孕育自信，願意承擔更多

的社會服務和勇於面對更大的挑戰。這種真實課業甚至可用作培養學生建

立正面價值觀的教材。  

 

其他的真實課業包括設計班網頁、為校友會建立數據庫等。  

 

 

例子二：   利用日常生活的閱讀材料  

將日常生活的閱讀材料，例如報章、雜誌、網頁等引入課堂，可以使有關課

題的學習更有意義。例如，教師可要求學生每周輪流在壁報板或展板上張

貼有關網絡保安的新聞／期刊文章，要求學生就有關文章發表意見及建議

具體可行的改善措施。教師亦可為學生開設論壇，鼓勵學生多作討論。在

學期結束前，學生可經辯論後投票選出頭三大網絡保安威脅。這種從閱讀

中學習的活動，可以令學生意識到相關科技的最新趨勢及發展。此外，透

過嚴謹地評估各類網絡安全危機及解決方案，亦可幫助學生培養個人慎思

明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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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投入全方位學習  

 

全方位學習強調讓學生在課室以外的學習。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同時強調

理論與應用學習兼重，因此學習不應只局限於課堂上。不論是從實踐中學

習，還是從與不同界別人士的接觸中學習，現實的生活環境其實處處都充

滿了經驗學習的機會。  
 

例子一：  參觀不同的資訊科技機構  

在教授與多媒體元素有關的課題時，學校可安排學生參觀不同的資訊及通

訊科技機構，例如數碼港。此類活動有助學生認識有關科技在日常生活中

的應用。此外，學校亦可邀請資訊及通訊科技行業的從業員及專家到校演

講及舉辦與此相關的活動。  

 

例子二：  參與資訊科技比賽  

校方可鼓勵學生參與跟資訊及通訊科技有關的各類比賽，例如香港電腦奧

林匹克競賽（HKOI），讓學生有機會應用個人從程式編寫及軟件開發等課

題中所學習到的知識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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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課程統籌  

 

3.4.1  工作範圍  

 

就管理校本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方面而言，教師應：  

 

（ a）理解課程及學習情境  

 理解《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17）與及

《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07）

（ 2021 年 1 月更新），以便調適中央課程去發展校本課程；  

 理解學校的願景及使命、強項和政策、與及學生的能力和興趣；

及  

 理解社區文化及轉變中的社會需求。  

 

（ b）規畫及推行課程  

 設計及推行教學計畫以協助學生達至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

的課程宗旨及學習目標；及  

 設計不同的評估模式及課業，以推展促進學習的評估效益。  

 

（ c）評鑑課程  

 收集各方面的數據及分析學生的學習，藉以定期檢視高中資訊及

通訊科技課程及其教與學；及按實際需要適時地作出調節。  

 

（ d）發展資源  

 發展、搜集並組織學與教的資源，供學生在有需要時使用；  

 有效運用校內與社區的資源，以促進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學習效益；

及  

 運用電子學習平台以拓闊學生的科技文化視野和藉此有效地分

享學與教的資源。 

（教師若需要了解多些學與教的資源，可參考第六章「學與教資源」） 
 

（ e）建立及提升能力  

 經常留意並緊貼課程發展、教學策略、科目知識與及科技發展的

最新動向；及  

 建立面對面及電子校際網絡、實施同儕觀課以加強互相支援，並

分享教授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良好實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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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校內不同人士的角色  

 

要為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提供有效率的管理，令學與教活動更有成效，學

校必須在職能上有明確的分工，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教師、科技教育學習領

域統籌主任／本科科主任與校長之間要有協作，使不同人士在規畫、發展、

推行校本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時，皆能發揮不同角色的功能。  

 

（ a）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教師  

為協助推行校本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教師應：  

 熟習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包括課程的結構、組織與及學習目標；  

 協助學生找出他們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興趣所在；  

 向學生清楚解釋校本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整體宗旨、學習目標，

以及對推行校本資訊和通訊科技課程的期望；  

 營造一個可使學生主動學習的環境，加強學生學會學習的技能，

並致力發掘學生在學習資訊及通訊科技上的潛能；  

 推展教師之間分享教學意念、知識和經驗的交流活動，有計畫地

加強同儕協作、支援及專業交流，從而改善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

的學與教成效；  

 留意並緊貼與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及相關科技的最新發展；及  

 積極參與有關的專業發展課程、工作坊、研討會等，以提升個人

的專業水平。  

 

（ b）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任／本科科主任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任／本科科主任應督導及協調校本資訊及

通訊科技課程的發展和管理，並須密切監察本課程的推行進度。科技

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任／本科科主任須成為學校行政人員與資訊及

通訊科技科教師溝通的「橋樑」。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任／本科

科主任須帶領本科教師：  

 訂立明確的校本課程發展方向，並領導和策畫有關校本資訊及通

訊科技課程的具體運作；  

 全面考慮學生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已有知識、學習需要及興趣所

在、教師能力和其他實際環境的規限，從而決定學校所開辦的選

修部分選項為何；  

 搜集及分析學生學習的顯證，從而在課程規畫及教學上作出明智

而恰當的抉擇；  

 監察本課程的推行，對學與教的策略作出適當的調整；及  

 有系統及有效地管理及運用一切學與教的資源，包括硬件、軟件

和電腦室。  



 

 56 

為協調本科的運作與及有效加強本科教師的協作，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統籌主任／本科科主任應：  

 委任各級協調人員，並與其緊密合作以確保教師在課程規畫、教

授與及協作方面的連貫性；  

 定期舉行科務會議（包括正式及非正式的）以討論不同的事項，

例如設計教學計畫、選取教科書等，並藉此探討課程策略以提升

學與教的質素；  

 透過同儕教導、課堂觀課、共同備課與協作教學，藉以推展在科

目知識上與及學與教策略上的專業交流；  

 鼓勵教師參加專業發展課程、工作坊、研討會等；及  

 有效運用學校所提供的學與教資源。  

 

（ c）校長  

校長在課程規畫、訂定方向及支援校本課程發展方面都擔當著領導者

的角色。就本科而言，校長必需充分理解學生的實際需要、資訊及通

訊科技科教師的強項與及校內的組織文化。校長應與副校長／教務主

任緊密合作，發揮其作為課程領導者的功能：  

 理解學生的實際需要、能力和興趣，以及學習資訊及通訊科技對

學生全人發展的重要性；  

 了解教師的強項，協助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任／本科科主任

彈性調配教師在教授課程中，各人在必修及選修部分的分工安排

和任教比重；  

 協調學習領域領導人與科主任的工作，並為課程發展及管理訂定

清晰明確的目標；  

 支援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在學與教方面的新構思及嘗試（例如設

計較有彈性的時間表以便推行協作教學及同儕觀課、根據不同性

質的課題將學生作靈活的分組安排）；  

 向家長傳遞清晰的信息，強調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及  

 建立校際網絡以促進專業交流，並從中與他人分享成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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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與教  
 

本章就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之有效學與教提供指引和建議。本部份應與《中

學教育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17）第三冊一併閱讀，以便了解以下

有關高中課程學與教的建議。  

 

 

4.1 主導原則  

 

以下部分擬概述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有關學與教的理念及其主導原則：  

 

 知識：知識具不同形式與情境。某些知識是學生已經建立的，另一些則

是靈動多變及具情境的。有用的知識須由學習者主動建構而成。  

 

 學習：學習可透過不同途徑進行。知識可透過教師指導及閱讀文獻獲取，

也可通過學員自我反思及與他人協作互動等不同活動來獲取。  

 

 清晰的學習目標：每項學習活動的設計，對教師和學生來說，都應該具

有清晰明確的學習目標。  

 

 促進理解的教學：教學法的採用，目標是令學生明白他們在學甚麼，而

不是只求強記內容。  

 

 建基於已有知識和經驗：計畫進行某個學習活動前，教師應先充分掌握

學生的已有知識和經驗。  

 

 善用一系列的教學法：設計多樣的學與教方法和活動，以配合不同的學

習目標及學生學習模式，從而達至有效的學習。  

 

 促進互動：教師善用互動以帶領學生嘗試不同的意念，從而探索甚麼是

學生知道的、甚麼是不知道的。教師應運用開放式問題使學生思考及提

出自己的意見，令學生能互相學習。  

 

 促進獨立學習：透過課程內容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及反思

能力。教師應鼓勵學生為自己的學習負起主動而認真的責任。  

 

 善用進展性評估：設計評估活動，搜集和提供資訊，通過善用進展性評

估有效地改進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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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運用資源：運用不同種類的教學資源作為學習的工具。  

 

 增強動機：是否達至學習目的，往往取決於學生有沒有較強的學習動機。

教師應使用適當的誘發動機策略，從而喚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致力參與：在進行學習活動時，教師應使所有學生均可積極參與，並致

力確保每個學生在活動時都能致力參與。  

 

 照顧學習者多樣性：學習者的特點及能力各有不同，教師應運用各種策

略，以照顧學習者的多樣性。例如，建立一個學習社群，讓不同能力的

學習者可在社群內互相為對方的學習作出支援。  

 

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在學與教方面的目的，是採用各種恰當的教學法，

藉此強化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以期全面發揮他們的個人潛能，並適當地

為不同能力的學員設定可達至的目標，以提升其學習動機，從而有效地改

進他們的學術表現和成熟程度。有效的學習應包含具建設性的回饋。而評

估同樣是學與教不可或缺的部分。  

 

 

4.2 教師與學生的角色  

 

在學與教的活動中，教師和學生同時扮演著多重的角色，令研習過程更為

有效。現將某些角色的職能詳細說明如下：  

 

教師是電腦知識的顧問或指導員，而教師和學生皆爲學習者  
 

教師需要對電腦科技的理論、原則及概念有深入理解，以協助學生建立有

用的認知圖、建構個人知識並將之運用於真實的環境中、將各種不同的想

法交流互通，以及從中糾正原來的誤解。教師應擔當一個模範的角色，向

學生展示：（ i）  個人對電腦科所具的專業知識，以及對有關問題所持的深

入精闢見解，（ ii）靈活的頭腦、慎思明辨的思考方法及解難的技能，（ iii）

對高規格標準的追求與堅持。   

 

通過在教學上對電腦及教學法知識和技能的不斷自我更新及自我改進，教

師可望成爲終身學習的模範。他們可啓發學生積極地學習和勇於創造知識，

而藉此變成終身學習者的典範。但是與此同時，教師在建構知識的過程中，

亦與學生構成共同進退的伙伴關係，同樣在進行探索學習，是以教師在此

也扮演著學習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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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是知識的促導者，學生是知識追尋者  
 

教師是學生在學習上的促導者，並非僅是通過採用學生爲本的教學方式，

將事實及資料單向傳授給學生的灌輸者。他們可提供合適的引導和支援以

幫助學生解難或進行專題研習，幫助學生為求獲得答案，如何學習並掌握

尋找相關資料的搜尋方法，以及將概念、技能元素和經驗融會貫通，活學

活用。  

 

教師是資源顧問，學生是資源收集者  
 

教師引領學生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透過查找獲得所需的工具、資源，用

以支援學生的學習。學生亦隨時隨地可透過自主學習，主動尋找和收集資

源，識別資訊及理解收集到而得的資料。  

 

教師是評估者，學生是被評估者但偶爾也是互評及自評者  
 

教師應利用多種不同形式的評估，就學習的不同方面對個別學生和全班學

員作出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的評估。他們需要準確判斷個別學生身處的學

習階段，有系統地、具慎思明辨地評核他們的實際水平和學習表現。學生

應獲得建設性的回饋和鼓勵，並作出自我評估。此外，學生亦可透過對其

他同學進行評估（同儕評估），從而藉此改善彼此之間的學習效益。  

圖 4.1   學生校內學習之「三位一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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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方法與策略  

 

在三年制的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中，學生須朝著在第二章提及的「知

識和理解」、「技能」及「價值觀和態度」的學習目標邁進。為幫助教師及有

效提高學與教效能的具體方法，本章擬舉列一些課題的學習活動例子。教

師應予留意：  

 

  建議中的例子並非是教授有關課題的唯一方法／活動。教師可就學

生的不同需要，採用一系列的教學策略以促進學習效果。  

  本章所舉的例子，旨在說明課堂教學可達至一些較重要的學習成果。

但實際上學生可在同一學習過程中達至多個學習目標。  

 

4.3.1  知識內容的獲取  

 

本課程為學生提供廣泛的資料。在研習過程中，學生須充分理解電腦系統

的組織和系列，了解硬件、軟件和數據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資訊及通訊

科技的使用對社會、道德及法律所帶來的問題。  

 

例子 1  

必修部分  

單元：A 資訊處理  

課題： a  資訊處理簡介  

主題：自動販賣機的輸入——處理——輸出周期  

 

學生按照習作題目的要求，重點描述自動販賣機在輸入、處理及輸出方面

的周期。學生總結出自動販賣機是由輸入 -處理 -輸出的內貯程式所主導的。 

 

在總結的過程中，學生需要廓清及檢查一個資訊系統（自動販賣機）的組

成部分。在實踐中，他們可能發現很多日常生活的事件，包括以電腦爲主

及以非電腦爲主的操作過程，均是資訊處理的真實例子。  

 

4.3.2  發展共通能力  

 

本課程涉及多樣化的課堂活動，例如閱讀參考材料、搜集數據／資訊、設

計及處理等。共通能力，特別是創意、慎思明辨及解決問題能力，將整合在

本科的學與教中，從而作出有機而全面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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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  

 

透過各種教學活動，例如讓學生産生自已的思維、將舊有元素重新組合、

運用不同策略的解決程式編寫問題和制訂不同的數據庫設計等，凡此都能

激發他們的創意思維。  

 

例子 2  

選修部分  

選項：B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課題： a  網絡服務與實施  

主題：為展位設計網絡服務  

 

教師向全班指派任務，爲一個展位設計一個網絡以提供不同的服務。最終

的建議不必是工作原型，但應表達原有設計意念的主要特徵。在這個活動

中，學生要運用豐富的想像力，為該展位加入新的功能特色。在製作原型

時，他們可設定網絡裝置及相關服務。  

 

從初步意念的概念化，至最終設計的具體實現，教師應鼓勵學生制訂不同

的設計方案，然後從美學角度和功能特點，慎思明辨地評鑑每個設計的得

失優劣。  

 

慎思明辨能力  

 

學生應定時反思他們對有關工作的意念、設計、材料和工具的選擇是否恰

當，通過這些自我反思的過程，能有效地培養學生的慎思明辨的能力。  

 

例子 3  

選修部分  

選項：A 數據庫  

課題： a  關聯式數據庫概念  

主題：圖書館圖書預約系統數據庫  

（注意：本例以培養學生慎思明辨的能力為重點。附錄一收錄了詳盡版

本，說明有關共通能力的整合安排。）  

 

學生需要爲他們學校的電腦化圖書館中的圖書預約系統，建立簡單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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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數據庫。在這項工作中，他們須就同學的需求作出調查，並為開發此類

系統提供解決方案。  

 

學生在制訂方案的過程中，通過以下的活動，能有效地培養個人慎思明辨

的能力：  （ 1）分析電腦化圖書預約系統的需要；（ 2）建立一個簡單的關

聯式數據庫；以及（ 3）針對設計規格，對方案進行各方面的評鑑。  

 

解決問題能力  

 

修讀資訊及通訊科技能為學生提供多樣的學習活動，藉以培養他們解決問

題的能力。  

 

例子 4  

選修部分  

選項：  B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課題： b  網絡編程與應用  

主題：運動日某項賽事網上管理系統  

 

學生需要在學校的運動日為某項賽事建立一個簡單的網上管理系統。 他們

需要分析系統需要存儲和處理的數據以及相應的輸出。  

 

在活動中，學生透過廓清問題、設計與實踐自己的解決方案，藉此培養其

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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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培養價值觀及態度  

 

在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中，學生應充分體會資訊素養和使用資訊及通

訊科技與他日分享知識，可以如何影響人們的決定和進而可以改變整個社

會，從而培養他們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責任感，並藉此建立其正面的價

值觀和態度。   

 

例子 5  

必修部分  

單元：E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課題： c  知識產權  

主題：辯論不同的軟件許可方式的好處及風險  

 

在課堂內，學生需要從用戶和軟件開發商的角度，辯論不同的軟件許可方

式的好處及風險，例如免費軟件、共享軟件、開放源碼軟件及版權軟件。  

 

在活動中，學生應培養其對知識産權及版權概念的正面價值觀及積極態度，

通過討論可對這個課題加深認識，從而自覺地減少甚至避免觸犯涉及數碼

財產的知識産權的盜竊和侵權行為。   

 

4.3.4  選取合適的策略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學習是一個複雜的、多元化的、生動而互動的過程。除

了傳統的講學方法以外，教師應將主動學習的元素融入課堂活動中，以達

至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行之有效的學與教成果。教師應運用多樣化的策略，

指導學生如何利用多種方法，以獲取本課程所涵蓋之知識、概念及能力。

教師應該協助學生，把對知識內容的深入理解與共通能力的培養緊密相結

合，例如解決問題、慎思明辨、創意、溝通、後元認知及提升學會學習的能

力。教師除了對資訊及通訊科技應有廣博的專業認識外，還必須掌握有關

教學法的技巧和知識，以便個人能勝任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教學重

任。  

 

教師應儘量發掘每個學生的潛能，重點可朝探究式及問題為本學習的方向

引導學生主動學習。教師作為學習的促導者，應為學生提供即時的支援，

在課堂上與學生積極互動交流，並向學生提供適時和有用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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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傳授  

 

直接傳授是一個按部就班、由教師將知識傳遞到學生的施教方法，教師藉

著提問以檢查學生是否理解施教的內容。一般來說，直接傳授有四種施教

功能，即演示新的資料、引導式實踐、糾正和回饋，以及鼓勵獨立實踐。有

蹟象顯示，這一方法對於施教組織嚴密的學科領域、需教師提供一般性指

引、以及學生可以獨立實踐的簡單直接的工作往往特別具有教學成效。以

下爲使用直接傳授式教學的例子。  

 

例子 6  

必修部分  

單元：A 資訊處理  

課題： d  數據操縱和分析  

主題：為試算表的內容設定格式並建立不同的圖表  

 

此次課堂需在電腦室進行。教師利用電腦及投影機示範如何執行電腦試算

表中各種格式化功能，如文字方向與建立圖表。示範完畢後，學生遵循教

師的指示，在自己的電腦實習。教師觀察學生的表現，並提供適時的回饋。

透過對個別學生進行「知行合一」的實習培訓，讓學生學會各種格式化的

操在方法，並留意到格式化功能的效果。這種知識和技能，將形成其學習

上的基礎背景，能協助他們執行更具意義的工作，如展示調查所得的統計

資料。  

 

探究式  

 

在探究式學習中學生經常自主學習，自己找尋資料，他們要參與複雜的認

知過程，並需要作深入思辨的論述。學生被要求對所提供的有意義的情境

作出假設和預測，就各種可供選擇的辦法進行辯論。教師亦應鼓勵學生對

於能夠建構知識的答案，作出解釋／詳細說明。以下的課堂內／外活動即

能展示探究式教學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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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7  

選修部分  

選項：A 數據庫  

課題： c  數據庫設計方法  

主題：分析商業、教育或其他領域內簡單的情境，並且在設計數據庫時，建

立簡單的只涉及二元關係的實體關係圖。  

 

（注意：本例以採用探究式策略為重點。附錄二收錄本例的詳盡版本，說

明多種教學策略的運用方法及其成效。）  

 

在課前的一周或兩周，教師要求學生分爲二人一組，並開展調查學校圖書

館所需儲存的數據。假如學校圖書館並未電腦化，教師應鼓勵學生去公共

圖書館，嘗試了解借書及還書的程序。學生亦可從互聯網上搜尋相關資訊，

並與圖書管理員／朋友／父母討論。學生需慎思明辨地思考此系統所涉及

的數據。教師要求學生記下靜態數據（例如系統使用者的靜態數據，包括

學生編號、學生班級等 ;  書籍的靜態數據，包括國際書號、書名、作者、出

版社等），並記錄一本書被借出或歸還時的動態數據，然後爲學校的圖書館

系統設計並建立數據庫資料表。  

 

在課堂內，教師要求三至四組的學生就此作出匯報。學生需要陳述他們就

學校圖書館系統的功能所作出的假設，並解釋所設計的資料表結構。學生

在先前的自主學習中所獲得的創意和知識，使他們能最終設計出不同的方

案。倘若學生在這一階段未能辨別所需的關鍵數據，教師應向學生作出提

示（例如，書籍歸還／借出程序需要學生編號、國際書號、借出日期／歸還

日期等數據）。  學生可以比較不同的設計，並慎思明辨地檢查從所建議數

據庫的資料表結構內，如何能得出有關資訊或執行不同的功能（例如，已

借出圖書、逾期未還圖書、某段時期內最受歡迎的圖書等）。透過要求學生

匯報並解釋設計和容許他們觀察同儕匯報及解釋研習成果，學生學會對於

應該傳達哪些資訊和如何傳達作出重要及理性的決定。在完成任務時，學

生除了學習到有關內容資料外，也學習到如何與組員共同協作，以及尊重

他人所作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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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鷹架   

 

提供鷹架教學策略可為學生提供短暫課業爲本的支援，使學生能完成課業

或解決一項需要外來提示或支援，才能完成的任務或解決的問題。這是一

個互動的過程。學生由他人（教師或同儕）輔助，以獲取知識或技能。學習

者既要有足夠的學習能力，也要有足夠的背景知識去開始獨立處理新的資

訊，從而將之變成個人化的知識。提供鷹架教學策略，協助學習者將已有

的知識及其展示的新資訊有機地聯繫起來，藉以幫助學習者建立心智圖。

在這一個學習過程中，新資訊被轉化，演變成對學生有意義的個人化的知

識。在開始時，教師可向學生清楚解釋透過這個學習需要學些什麽，以協

助學習者知道他們的研習路向。教師需要特別注意學生在提供鷹架的活動

中所匯報的資料出現的矛盾，因爲這些矛盾可能導致學生日後對有關問題

造成誤解。  

 

例子 8  

選修部分  

選項：A 數據庫  

課題： c  數據庫設計方法  

主題：建立簡單的實體關係圖。  

 

在建立實體關係圖時，教師可能希望了解學生能否在簡單情境（例如簡單

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下，能辨別實體及屬性。學生若有困難，教師可提議學

生在開始時只須辨別實體即可。假如仍未能奏效，教師需指出實體（例如

圖書、讀者），並要求學生依次列舉個別實體的屬性（例如，就圖書而言，

書名、作者、出版社及國際書號 ;  就讀者而言，身份證號碼、姓名、地址）。

在學生能清楚辨別實體及其屬性後，教師可要求學生討論各實體間之潛在

關係。學生在先前的經驗所獲得的知識，使他們可以設計出不同的方案。

教師應提示學生，個別系統可能有不同的功能需求，因此需要有不同的數

據庫設計（例如儲存一本圖書目前的借出情況。相比儲存圖書的整個借出

歷史而言，此數據庫所需的資料表相對較少）。  

 

要成功地進行所提供的鷹架教學策略，教師應給予學生恰如其分的必需支

援，使學生最終能自行完成有關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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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在學與教的過程中，教師可給予學生非正式的回饋，或向學生提供一些能

達至學習重點或進一步提升學習成效的資訊。教師亦應鼓勵學生公開表達

自己的意見，並在課堂上與他人分享個人的研習成果；教師提供的回饋應

有建設性與支援性，避免打擊學生的自尊心；諸如鼓勵學生培養適當的技

巧，或向同儕提供有用的回饋等。隨著專題研習次數的增加，教師、同儕甚

或校外的專家所提供的適時回饋，學生可以藉此逐漸培養個人自我反思的

良好學風，並從而建立個人化的知識。  

 

例子 9  

選修部分  

選項：A 數據庫  

課題： c  數據庫設計方法  

主題：了解數據冗餘度的概念  

 

教師向學生以資料表格式演示「考試成績」的樣本，並協助學生辨別數據

分級組織下的「數據、字段、記錄及檔案」之後，要求學生以類似格式演示

「書本」的資訊。學生可用一份載有三個欄目的資料表，欄目的標題分別

爲書名、作者及出版社，以演示「書本」的資訊。倘若教師要求學生利用學

校的教科書清單，提供更多書本數據的範例，相同的出版社很可能在資料

表內重覆出現。此時，教師應在課堂向學生作出正式的回饋，指出相同的

出版社在資料表內出現超過一次或者以不同形式出現的可能性（某些原因

可能由於打字的錯誤）。教師要求學生思考並討論若日後在更新數據時，資

料表內出現重覆性數據的潛在缺點／後果。教師亦應要求學生試就如何避

免儲存重覆數據的可行性提供建議。此舉有助學生建立對數據庫概念的知

識，並進一步改善學生在數據庫設計方面的學習成效。  

 

教師的適時回饋，可以幫助學生進行反思和建立個人對內容知識的理解，

以及有效地建構新的知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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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構  

 

在共同建構知識時，教師可以成爲學生的合作夥伴。過程中教師和學生可

就一主題發表意見，教師提出開放式問題以帶領討論，引發學生比較論點

及為他們的論點自辯。有時教師會為討論及反證設下限制範圍，以引導學

生前往預期的討論方向。由此學生將會與教師或同儕一起生成、回顧及修

改他們的意念。重複這過程可令教師和學生一同合作，擔起促導者及學習

者的角色，透過共同建構去創造知識。  

 

例子 10  

必修部分  

單元：E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課題：知識產權  

主題：侵犯版權行為的網上論壇  

 

教師可運用學校的內聯網，促進師生之間及學生之間的互動交流。教師可

開展一個以「侵犯版權行爲對社會、法律及經濟的影響」爲題的網上論壇。

每位學生需要發布一則與辯題有關的新聞、法庭案件或網頁資料等，及對

其他學生發布的材料發表自己的意見。教師應定期參與，鼓勵學生發揮其

慎思明辨的能力，並引導學生在意見的背後，提出有力的顯證和具邏輯思

維的論證表述。透過在網上論壇的分享，每位參與者對討論的題目有更加

深入的認識。  

 

學生可以在課堂外繼續參與討論／辯論。學生的回應及反思能引發新的問

題，這樣，學習的循環便能不斷前行。學生可以選擇在任何時間討論及回

應對方的提問，甚或涉及本課程以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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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促進理解的教學  

 

憶記性的知識和技能很難被轉化，只有當學生清楚知道並充分理解到知識

的根本性原則可應用於新的情境和問題時，轉化作用才會發生。  

 

為了達到促進學生理解的教學目的，教師首先應知道自己該教些什麽。在

例子 6，教師示範各種格式化功能，藉以介紹怎樣為試算表設定格式及建立

圖表，並要求學生執行與現實世界相關的有意義的課業。  

 

第二，教師應辨別什麼是值得理解的。面對電腦科技的急速發展，教師應

鼓勵學生閱讀電腦刊物和雜誌，通過各種的方法，如互聯網提供的教育新

聞組及網站，參加工作坊，更新自己的電腦知識及提升個人的操作技能，

並致力豐富自己的學習經驗。所有這些優化項目都能幫助學生探索電腦行

業的潛能，以及培養他們成爲終身學習者。  

 

第三，教師應決定如何實施促進理解的教學。在例子 7，教師利用實體關係

圖，讓學生理解有關的設計方法。學生以兩個人爲一小組，分析學校圖書

館的簡單情境。當學生展示其設計並附加文字解釋後，他們應對內容資料

有所理解，並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學會如何共同協作和懂得尊重彼此的

貢獻。  

 

4.3.6  課堂外的學習  

 

教師應該設法尋求更多的機會，讓學生能在真實的場景設定中認真學習。

這些體驗性的學習，可以使學生達到一些在課堂學習中較難達至的學習宗

旨。  

 

圖書館、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均是資料的潛在來源，可提供

學習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不同課題。實際上，學習機會在社群內可

謂處處皆是。學校可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安排跨越界限的交流項目或訪問，

以便藉此拓闊學生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科學文化視野。  

 

還有一些社會團體組織，願意為本課程的學生提供各種形式的支援：最新

資訊、製作課程資源、組織比賽和講座等。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是由政

府和非政府組織合辦的其中一項比賽。參加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的學生，

預期需要掌握比平常課堂所學更多的電腦編程知識，這樣才有機會在比賽

中出人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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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互動  

 

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互動能激發彼此認真學習，並可提供相互交流的支援和

鼓勵。同儕之間的互動，亦有助學生鞏固個人意念，勇於對假設作出求證

的測試，並且通過連串的科學驗證，證實何人的意見才是真確無訛的。  

 

以下列舉的方法，可有效促進及支援優質的互動：  

 教師促進師生在意念、態度和意見上的交流；  

 學生和教師應共同培養一種能包容接受他人意見的氣氛，以幫助彼此營

造具創意、開明的態度，評論事物時講求客觀性及能尊重他人的觀點； 

 教師適時向學生提供獨到的意見及回饋；  

 教師適當地使用開放式問題去刺激學生慎思明辨；  

 在充實的討論過程中，教師無須左右學生的方向，儘量對其保持最低限

度的騷擾和妨礙；  

 由簡短而任意的互動交流，轉移至更長時間和更持久的互動探討或辯論； 

 在學習環境中，教師應對一些能影響互動交流質素的表情、手勢、身體

語言、姿態和地點，時刻保持高靈敏度；  

 學生和教師應明白，在互動交流過程中，他們本身都是具影響力的角色

而非陪襯品；及  

 學生須一起工作，以培養其有效溝通的能力。  

 

互動一定要對學生具有意義，務必要爲學生提供交換意念和意見的機會。

在這種互動交流的過程中，教師不應支配討論及發言，而應提醒學生對個

人的發言要承擔責任，切勿因意氣用事而對他人作人身攻擊，以及鼓勵他

們在想法上最好能富有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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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例子，有助說明如何將互動加入學習任務之中：  

 

例子 11  

選修部分  

選項：B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課題： b  網絡編程與應用  

主題：設計一個網絡應用程式  

 

此項任務，可以為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帶來互動交流。這些互動交流可以

為修讀本科的學生提供寶貴的學習機會。  

 

在課堂開始時，學生研習一個由教師預備的網絡專題研習案例。案例可以

是建立網絡應用程式。學生分為不同的小組，進行角色扮演活動。一些學

生扮演網絡應用程式使用者，另一些則扮演技術人員。在搜集資料以便提

出可行建議的過程中，學生需要與其他同學協商。通過在有意義的情境下

同儕之間的積極互動交流，學生可以藉此改善個人的溝通技巧，瞭解在言

語（例如面對面及電話交談）、書面（例如撰寫報告及函件）及視像溝通（例

如利用圖解圖像模型）方面，需要使用合適的禮節、態度和語氣與人溝通。

學生學會運用適當的措辭去傳達信息，以取得理想的溝通效果。  

 

在下一階段，學生須進行一項需求分析。他們需要根據在訪問中收集得來

的需求，將已辨別的需求，轉化成網絡應用程式的規格；按照需求，設計一

個網絡應用程式，並以用戶介面顯示。在這個階段內，教師扮演知識促導

者和資源顧問的多重角色。他／她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在回應學生的疑

問時，提供建設性的回饋，以培養學生的解決問題能力和啟發其創意思維。

對學生來說，在這一個研習的過程中，他們也分別飾演其中的知識追尋者

和資源收集者的雙重角色。  

 

在活動結束時，每組成員須在全班學生面前，匯報其組別的研習成果。學

生需要根據技術、成本效益和其他方面的考慮因素，向教師和其他組別證

明其設計方案是恰當的。每組亦需接受教師和其他組別對其設計方案的口

頭提問。在這個階段內，教師和學生又共同扮演評估者的角色。  

 

學生在面臨挑戰的同時，也接受各方的實質性回饋，從而有效地促進其自

我反思及激發其進一步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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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照顧學習者多樣性  

 
4.5.1  不同的策略  

 

照顧學習者多樣性應包括運用適當的策略，以使每個學習者都可因應自己

的能力，竭盡所能地學習及爭取表現。運用不同策略的多元化學習方法有

助照顧學習者多樣性，例如：  

 

 喚起學生的好奇心、利用吸引相關年齡組別的課題內容和情境、鼓勵學

生鑒定其學習成果，以及控制學生在解決問題時所遭遇的挑戰和挫敗感

的風險程度，從而強化學生的本質性動機；  

 教師對學生的表現應給予認可和肯定。此舉爲最直接有效提升學生自尊

心的方法。教師其實無須強逼學生在何時何方都要有最好表現；  

 盡可能對學生提供鼓勵，對學生的創意成果給予建設性的回應，及／或

取得學生父母的參與，以協助學生主動學習；  

 要求學生嘗試做不同難度的課題或單元；  

 根據學生的能力，教師適時調節教學的進度和組織相關活動，使學生能

夠探索、解釋、延伸和評估自己的學習進展；  

 除了教科書外，教師應鼓勵學生積極利用不同種類的社會資源（例如互

聯網、報章，朋友及父母的支援）進行自學；  

 鼓勵學生通過合作與協作式的學習活動，藉以拓闊他們的眼界和豐富其

學習經驗；及  

 鼓勵能力較強的學生，勇於接受更富挑戰性的工作，甚或積極參加國際

性比賽。  

 
4.5.2  不同的學習風格  

 

學生的學習風格各有不同：一些學生可從閱讀或從觀察他人的表現中獲得

最大的學習成效；一些則喜歡從「實踐中學習」。因此，教師需要了解學生

如何在課室學習。教師不應被視爲學生學習上的唯一支援來源，單憑教師

一人之力亦難以全面地協助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進行有效的學習。事實上，

教師應訓練學生自主地學習，亦應鼓勵學生把同學視為理想的學習夥伴。

爲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在選修部分提供三

個選項，目的是要讓學生在作出選擇時，能盡量配合其興趣、日後繼續深

造的意向或事業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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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習者  

 

根據「共同課程架構」的原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應與其他所有學生

一視同仁，同樣享有相同的學校課程及所需的終身學習經驗。  

 

有學習困難的學生  

 

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應享有平等的機會，通過課堂內外的活動去獲得重要的

學習經歷，但教材和教學方法則需要作出一定的調整，以照顧他們的實際

需要。制訂均衡發展的課程時，應該認真考慮到學生的智力、個人性格、情

緒和社交發展等多方面的要素。教師亦須因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之能

力適時地調適學習目標及預期的學習成果，並密切及定期地監察他們的學

習進度。教師應使用多種方法照顧他們的特別需要，例如使用多媒體和其

他科技等不同方法表達課堂內容，並容許學生使用他們喜歡的形式（例如

圖畫、影片、口頭報告等）去表達其意念。  

 

例子 12 – 視覺弱能兒童  

 

老師應選取合適的教材，配合學生的個別學習需要。例如，印刷的材料和

圖表，在顔色對比、觸覺符號、放大、加粗線條、預留充分的空間等方面，

作出適當的修改。學生需要接受電腦接連設備的操作訓練，懂得以下的技

能：貝爾點字或在影像擴大的螢幕上讀取文字的能力、使用貝爾點字印表

機進行列印的能力，以及使用光學字元識別技術作轉換。由於他們仍有不

同程度的視力，因此在他們能學會操作電腦系統的不同程序之前，教師必

須先行訓練學生使用下列一個或以上的特殊適應設備：   

（ a）  影像擴大設備或軟件；  

（ b）  話音合成器；及   

（ c）  電腦上的貝爾點字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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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學生  

 

資優學生的實際需要在本質上應與其他學生有所分別，學校需正面回應他

們的實際學習需要，並有效地激發他們的潛能。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

為培育資優學生提供了一個有效的途徑。例如，編寫高要求的程式可以提

升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亦可發揮他們的推理及創意能力。學習及

運用數據庫和試算表亦可以加強他們的數據分析技巧。教師除可參考上述

的建議外，還可考慮採納以下的策略：  

 

 採用探究為本的學習方法，設計不同解決方案或不同解決途徑的開放式

問題。此外，教師亦可鼓勵學生親自制定解決複雜問題的方法；  

 採用高層次的問題，例如在討論問題時提出「為什麼」和「假設」等問

題；  

 採用問題為本的學習方法，鼓勵學生定義問題及運用策略去自行解決； 

 提供機會讓資優學生涉獵在現行課程以外但他們卻對此深感興趣的課

題。此外，教師亦可配合現行的課程，設計一些富挑戰性的活動，讓他

們的才能得以充分發揮；及  

 鼓勵資優學生參加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有關的競賽，例如香港電腦奧林

匹克競賽，從而拓闊他們的科技文化視野，並藉此激發他們在本科內某

些特定範圍的潛能。  

 

 

4.6 建立學習社群  

 

互聯網已被證實為一個極為有效的平台，可供教師及學生共同建立學習社

群。互聯網的科技和所提供的服務，如新聞組、網上論壇和網上日誌等已

相繼推出，可以輕易地被修改為一個虛擬社群，以達至共同的學習目標。

但科技本身並不能確保任何學習社群的成功建立，教師及學生必須積極地

參與及分享他們的知識、經驗和專長，這樣才能有效地建立及維持一個成

功的學習社群。  

 

4.6.1  在學習社群內的共同建構  

 

作為學習社群的成員，教師應帶頭培養互相分享的學習文化，與學生一同

學習，鼓勵同儕學習和分組工作，並參與知識的共同建構。學生將他們的

教師及同學視為學習夥伴，分享他們的觀點，彼此進行互動交流，並從中

學會欣賞及評鑑他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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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讓學生在學習社群內發展潛能  

 

教師可設計各式各樣的學與教活動，藉以提供各種方法幫助學生參與學習

社群的活動。透過肩負不同的職責，學生可從學習中獲取多樣化的經驗，

並有助他們發展各種專門知識。在組織活動時，教師須考慮這些活動應能

鼓勵學生進一步追求超越自我，而非僅屬一般範疇的基礎知識，並根據他

們自己的構想去探討問題，從而產生新的意念和宏觀視野。  

 

藉著最新科技的幫助，例如網上論壇及網上日誌，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的

互動可由課堂內伸延至任何地方及任何時間。透過回應教師的開放式問題，

學生須要比較、識別、評論和鑒賞其他學生的論點，也要為自己的論點辯

護，如此便形成一個學習社群。教師也應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及在回應別人

前細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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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評估  
 

本章旨在討論評估在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課程之學與教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科評估的主導原則，以及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的必要性，同時，亦會提

供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校內評估的指引及公開評核的詳情。最後，本章會闡

述如何制定和維持等級水平，以及如何根據等級水平匯報考生的成績。有

關評估的一般指引可參閱《中學教育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 2017）。  

 

 

5.1  評估的角色  

 

評估是蒐集學生學習表現顯證的工作，是課堂教學一個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部分，能發揮不同的功用，供各使用者參考。  

 

首先，就教學成效和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強弱，向學生、教師、學校和家長提

供回饋。  

 

其次，為學校、學校體系、政府、大專院校及僱主提供資訊，方便各持份者

監察成績水平，幫助他們作出遴選決定。  

 

評估最重要的功能是促進學習及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不過，於高中期間，

公開評核在協助頒發證書和遴選等方面的公用角色較為顯著；換言之，由

於評核結果會影響個人的重要抉擇，這使評核無可避免地具有高風險的特

性。  

 

香港中學文憑為完成中學課程的學生提供一項通用的資歷，以便其升讀大

學、就業、進修和接受培訓。該文憑匯集學生在四個核心科目和各個選修

科目，包括學術科目（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和新的應用學習課程的表現，

並輔以「學生學習概覽」內其他有關資訊來詮釋學生的表現。  

 

 

5.2 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  

 

評估有兩個主要目的：「促進學習的評估」和「對學習的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是要為學與教蒐集回饋，使教師可以運用這些回饋檢

討教學得失，從而相應地調校教學策略，令學習更有效。這種評估被稱為

「進展性評估」，因為它關乎學與教的發展和調校。進展性評估是需要經常

進行的，而一般來說，這種評估關注的是較小的學習點。  

 

「對學習的評估」是要評定學生的學習進展。這種評估被稱為「總結性評

估」，因為它總結了學生學會了多少。總結性評估通常是在經過一段較長學

習時間之後進行（例如在學年終結時，或在完成一個學習階段之後），所評

估的是較大的學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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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之間並沒有鮮明的分野，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同一項評估可以同時達到進展性和總結性的目的。教師如欲進一步了解進

展性和總結性評估，可參閱《中學教育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17）。  

 

進展性評估和持續性評估也有分別。前者透過正式和非正式地評估學生表

現，提供回饋，以改善學與教；而後者則是持續評估學生的學業，但可能並

不提供有助改善學與教的回饋，例如累積每星期的課堂測驗成績而沒有給

予學生具建設性的回饋，這既不是良好的進展性評估，亦非有意義的總結

性評估。  

 

就教育理念而言，進展性評估理應更受重視，並予以高於總結性評估的地

位；但過往，學校傾向側重對學習的評估，較為忽略促進學習的評估。由於

研究結果指出進展性評估有助完善教學決策，並能提供回饋改進學習，因

此，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課程發展議會，

2001）認為評估措施須作出改變，學校宜給予進展性評估應有的重視，並將

促進學習的評估視為課堂教學不可或缺的部分。  

 

校內評估和公開評核也有一定的區別。校內評估是指三年高中教育期間，

教師和學校採用的評估措施，是學與教過程的一部分。相對來說，「公開評

核」是為各校學生舉辦的評核，是評核過程的一環。就香港中學文憑而言，

它是指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舉辦的公開考試。總的來說，校內評估應較著

重進展性評估，而公開評核則較側重總結性評估。雖然如此，兩者不能以

簡單的二分法說明其關係。  

 

 

5.3 評估目標  

 

評估目標必須與之前章節所表述的課程架構與廣泛的學習成果相配合。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所評估的學習目標如下︰ 

 

1.  理解電腦系統的組織和系列，其與硬件、軟件及數據之間的相互關係；  

2 .  認識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有關的社會、道德及法律方面的問題；  

3 .  能有效、有道德地運用及辨識一系列的應用軟件，以支援資訊處理及解

決問題；   

4 .  顯示個人對各種分析問題的方法的理解，並懂得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來

規畫及實現方案；  

5.  體會資訊素養和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共享知識如何影響人們的決定和

改變社會；及  

6.  培養學生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時，應負責任及採取正面的態度。  

 

以上所述的評估目標大部分適用於校內評估及公開評核，惟部分卻不適用

於公開評核。有關公開評核的評核目標，可參閱刊載於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編製的《考試規則及評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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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校內評估  

 

本部分闡述各項主導原則，作為學校設計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校內評估及一

般評估活動之依據；其中有部分是適用於校內評估及公開評核的通則。  

 

5.4.1  主導原則  

 

校內評估應配合課程規畫、教學進度、學生能力及學校情況。蒐集到的資

料，將有助推動、促進及監察學生的學習，並能協助教師發掘更多方法，

推動有效的學與教。  

 

（ a）  配合學習重點  

 

宜採用各種評估活動，評估學生在各學習重點的表現，包括：資訊及通訊

科技實用課業、筆試、專題研習和口頭提問，從而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教師應在共同商討各範疇所佔的比重，並取得共識的同時，讓學生也知道

評估目的及評估準則，使他們能全面了解預期學習所達致的表現。  

 

（ b）  照顧不同學生能力的差異  

 

教師宜採用不同難度、模式多元化的評估活動，照顧不同性向和能力的學

生；確保能力較強的學生可以盡展潛能，而能力稍遜的學生亦可受到鼓舞，

保持對學習的興趣和繼續追求成功。  

 

（ c）  跟進學習進度  

 

由於校內評估並不是一次性的運作，學校宜採取更多能跟進學生學習進度

的評估活動（例如：學習歷程檔案）。這類評估活動，能讓學生循序漸進，

逐步訂定個人可遞增的學習目標，並調適自己的步伐，為學習帶來正面的

影響。  

 

（ d）  給予適時的回饋與鼓勵  

 

教師應採用不同的方法，給予學生適時的回饋與鼓勵，例如在課堂活動

時，作出有建設性的口頭評論，以及批改習作時的書面評語。這些方法除

了協助學生找出自己的強項和弱點之外，更能促使學生保持學習的動力。  

 

（ e）  配合個別學校的情況  

 

若學習的內容或過程能配合學生熟悉的情境，學習會變得更有意思。因此，

設計評估課業時，宜配合學校的情況，例如地理位置、與社區的關係、學校

使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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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  

 

校內評估的課業設計，應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這將有助學生清除學習上

的障礙，以免日積月累下來，影響他們的學習。掌握基本概念及技能是學

生能否繼續發展的基礎，教師更應謹慎地處理。  

 

（ g）  鼓勵朋輩和學生自己的回饋  

 

教師除了給予學生回饋外，更應提供機會，鼓勵學生在學習上進行朋輩互

評和自評。前者能鼓勵學生互相學習；後者能促進學生的自我反思，這對

學生的終生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 h）  適當運用評估資料以提供回饋  

 

校內評估提供豐富的資料，讓教師能在學生的學習上給予持續而有針對性

的回饋。  

 

5.4.2  校內評估活動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應採用實用課業、筆試、專題研習和口頭提問等適合本

科的一系列評估活動，幫助學生達致各項學習成果。但是，教師須留意這

些活動應是組成學與教的必需部分，而非外加的活動。  

 

實用課業  

基本實用技能在學習部分課程的內容時是不可或缺的。這些課業均是水

平參照（即學生於實用課業中的表現可與既定的水平作參照），在有需要

時教師可以對照這些水平重複評核有關學生，並給予回饋。  
 

 

筆試  

如其他科目一樣，筆試是資訊及通訊科技科中最常用的評估模式。教師在

設計測試題目時，除了應能反映課程宗旨及學習目標外，亦應針對學生對

概念的了解，以及對創造力及高層次思考能力的開發，而非僅著重於資料

的背記。在測驗及考試中加入開放式問題，亦有助評估學生的高層次思考

能力。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教師可輕易地在不同的網上學習平台找到現成

的網上測驗資料，這些網上學習平台提供了大量試題，並可給予學生即時

的回饋。有些較精密的系統更設有試題等級評定機制，以切合參與測試學

生各自不同的學習能力。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是指一些不受課堂時間限制的設定習作，可以是任何一科指定

或議定的研習，旨在為學生提供課堂以外的學習機會，讓學生可以深入研

究他們感興趣的課題。教師可鼓勵學生採取下列研習步驟：  

 釐清研究範圍  

 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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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個案  

 規畫方案  

 實施方案  

 測試及評估  

 文件編製  

 匯報成果  

 

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教師應幫助學生掌握重要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

實用技能，以如期完成其專題研習。在提高校內評估的的信度及效度

上，教師可考慮採用不同的專題研習題目，從而全面地照顧學生的性向

及學習能力。  
 

 

口頭提問  

口頭提問不應僅僅用作語文科的口語測驗，事實上，講說技巧對於其他科

目亦非常有用；由於口頭答問具有靈活彈性的特質，教師可以跟表現卓越

的學生深入討論，理解其言論中的意思，以及找出某一結論之理據。教師

應嘗試使用口頭評估，以彌補傳統評估方法之不足。  
 

 

無論採用什麼評估活動，有效的進展性評估的核心是適時的回饋——給予學

生建設性的意見以改善其學習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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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公開評核  

 
5.5.1  主導原則  

 

以下概述公開評核的指引原則，供教師參考。  

 

（ a）配合課程  

 

香港中學文憑所評估和考核的表現，應與新高中課程的宗旨、學習重點及

預期學習成果相符。為了提高公開評核的效度，評核程序應顧及各項重要

的學習成果，而非只著重較容易以筆試來評核的範疇。  

 

（ b）公平、客觀及可靠  

 

評核方式必須公平，不應對任何組別的學生存有偏私。公平評核的特色是

客觀，並由一個公正和受公眾監察的獨立考評機構所規管。此外，公平亦

表示評核能可靠地衡量各學生在指定科目之表現；如再次接受評核，學生

所獲的成績結果應當非常相近。  

 

（ c）包容性  

 

香港中學文憑的評核及考試，需配合全體學生的性向及能力。資訊及通訊

科技科的選修部分包含三個選項，學生基於本身的能力、興趣及需要選取

兩項。  

 

（ d）水平參照  

 

香港中學文憑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考生表現，即把學生的表現跟預

定的水平比對。該預定的水平說明了學生達到某等級的知識與能力所及。  

 

（ e）資料豐富  

 

香港中學文憑的資歷和相關的評核及考試制度為不同人士提供有用的資訊。

首先，它向學生就其表現，並向教師及學校就教學素質，提供回饋。其次，

它將學生的表現與有關的等級水平相比，令家長、大專院校、僱主和公眾

了解學生的知識水平和能力所及。第三，它有助作出公平和合理的遴選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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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評核設計  

 

下表顯示本科自 2025 年文憑試起生效的評核設計。評核設計會因應每年度

考試的回饋而不斷改進。評核的詳情刊載於有關考試年度的「考試規則及

評 核 大 綱 」 及 其 他 補 充 文 件 中 ， 並 見 於 考 評 局 網 頁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assessment_framework/)。 

 

 

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必修部分  55%  2 小時  

 卷二  選修部分（只選修兩項）  

 二甲  數據庫  

 二乙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二丙  算法與程式編寫   

25%  1 小時 30 分鐘  

校本評核 (SBA)  20%   

 

5.5.3  公開考試  

 

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公開考試採用水平參照方法評級及匯報學生表現。  

 

公開考試採用不同類型的試題來評核學生各種技巧和能力的表現，包括多

項選擇題和結構式題目，學校可參閱每年考試試卷，以了解考試的形式和

試題的深淺程度。  

 

5.5.4  校本評核  

 

公開評核中的校本評核，是指在學校進行、由任課教師評分的評核。對於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來說，校本評核的主要理念是要提高評核的效度，並將

評核延伸至涵蓋課程內所有學習範疇的綜合應用：知識與理解、共通能力

和實用技能。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進行校本評核還有其他原因。其一是減少對公開考試成

績之過分依賴，因為考試成績間或未能可靠地反映考生的真正能力。根據

學生在較長時段內的表現，並由認識學生的任課教師進行評核，可以提供

較為可靠的學生評核。  

 

另一個原因是要為學生、教師和學校員工帶來正面的「倒流效應」。在資訊

及通訊科技科，校本評核要求學生參與有意義的活動，有助激發他們的學

習動機。對於任教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教師來說，校本評核可以強化課程

的宗旨和實踐良好的教學，並為日常運作的學生評核活動提供系統架構和

增加其重要性。  

 

http://www.hkeaa.edu.hk/en/hkdse/assessment_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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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文憑試起，學生須於校本評核中依照教師的指引完成兩份引導式

課業，課業內容着重於開發信息系統中「構思與應用」及「測試與評估」的

範疇。引導式課業的評核要求與必修部分及選修部分的內容相關。教師應

在引導式課業開始前先行讓學生明白評核的要求／指引，並持續給予學生

適當的回饋，以改善其學習效果。  

 

本課程預留 30 小時的課堂時間，供教師指示及引導學生完成校本評核，從

而確保評核課業是學生的個人作品。一般來說，校本評核所需的技能均可

與日常的學與教活動緊密結合，無需額外增加學生和教師的工作量。以下

為一個相關例子。  

 

例子 1 ─ 把專題研習技能融入課堂  

單元：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課題：算法設計  
 

評核的知識╱共通能力：  

i）  列舉問題內輸入和輸出的要求  

ii）  設計及建構含基本控制結構的標準算法  

 

活動內容：  

在限時的學習課業中，學生須設計一個考試分數計算器程式，並滿足

下列要求：  

 

程式必須  

 可以輸入學生的學科考試分數  

 將每科分數評級  

 計算考試平均分  

 在顯示屏輸出上述結果  

註解  

完成此課業後，學生須用文字記錄其解決方法，以便日後在課堂上作

演示之用。解答此問題時，學生應在教師的指導下，完成下列步驟：  

 問題定義  

 問題分析  

 算法設計  

 程式編碼  

 程式除錯及測試  

 程式文件編製  

 

在整個過程中，學生實際上可以學會一些專題研習技能的要素，此舉

對資訊及通訊科技專題研習的評核很有幫助。這些技能包括：  

 解決問題能力  

 時間管理能力  

 文件編製技能  

 演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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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並非課程的外加部分，因此，上述校本評核方式都是課程建議的

課內課外的慣常活動。實施校本評核的要求已照顧到學生不同程度的能力，

並避免不必要地增加教師和學生的工作量。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會向教師提

供校本評核的要求和實施的詳細資訊，以及評核課業的樣本。  

 

5.5.5  成績水平與匯報  

 

香港中學文憑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評核結果，也就是說，按有關科目分

域上的臨界分數而訂定水平標準，然後參照這套水平標準來匯報考生表現

的等級。水平參照涉及匯報成績的方法，但並不影響教師或評卷員對學生

習作的評分。圖 5.1 展示一個科目水平標準的訂定。  
 

 

 

 

 

 

 

圖 5.1 按科目分域上的臨界分數訂定表現等級 

 

香港中學文憑以五個臨界分數來訂定五個表現等級（ 1 至 5），第 5 級為最

高等級。表現低於第 1 級的臨界分數會標示為「未能評級」（U）。  

 

各等級附有一套等級描述，用以說明該等級的典型學生的能力所及。製訂

這些等級描述的原則，是描述該等級的典型學生能夠掌握的能力，而非不

能掌握的；換言之，描述須正面而非負面地說明考生的表現。這些描述所

說明的只是「平均而言」的表現，未必能準確地應用於個別考生。考生在某

一科目的各方面可能表現參差，跨越兩個或以上的等級。各等級的學生表

現樣本可以用來闡明預期學生達致的水平。一併使用這些樣本與等級描述，

有助釐清各等級的預期水平。  

 

在訂定香港中學文憑第 4 級和第 5 級的等級水平時，已參照香港高級程度

會考  A 至  D 級的水平。不過，這是要確保各等級的水平，在不同年分維

持不變，而非保持各等級分佈的百分比。事實上，等級分佈百分比會因學

生的整體表現不同而有所改變。參照以往 A 至  D 級的水平來設定第 4 級

和第 5 級的水平，其重要性在於確保跟以往的評核措施有一定程度的延續

性，方便大專院校的遴選工作，以及維持國際認可性。  

 

頒予考生的整體等級由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的成績組成。資訊及通訊科技

科會用統計方法調整校本評核的成績，以調控學校間在校本評核評分準則

上的差異，但會維持學校對學生的評級排序。  

 

為了提高公開評核的區別能力供遴選之用，在考獲第五等級的考生中，表

現最優異的其成績將以「 **」標示，隨後表現較佳的則以「 *」標示。香港

中學文憑的證書會記錄考生考獲的等級。  

5 3 2 1 U 4 

臨界分數 

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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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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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學與教資源  
 

本章旨在說明選擇和善用學與教資源（包括教科書）對促進學生學習的重

要性。為了支援學生的學習，學校須甄選、調適和在適當時候發展相關資

源。  

 

6.1 學與教資源的目的和功能  

 

學與教資源的目的是為學生提供學習經驗的基礎。學習資源不僅包括教科

書、作業簿及由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製作的視聽輔助教材，也包括網上的學

習資源、電腦軟件、互聯網、媒體、圖書館、自然環境以及人的資源。這些

資源都可用來幫助學生擴闊學習經驗和滿足不同的學習需要。如能有效運

用這些資源，將可幫助學生鞏固所學，開拓及建構知識空間，有助發展學

習的策略、提升其共通能力及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為其終生學習建立

穩固的基礎。  

 

校本學與教資源能有效照顧學生在學習上的不同需要。配合適當的學與教

策略，教科書與校本學與教資源可收相輔相成之效，力足支援資訊及通訊

科技科的學與教活動。  

 

 

6.2 主導原則  

 

教師在選擇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學與教資源時，包括教科書在內，應符合

以下的基本原則：  

 

 配合課程宗旨及涵蓋課程核心元素；  

 引發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及能促使他們主動參與學習活動；  

 提供獲得知識的途徑和提供鷹架，幫助學生在學習中求取進步；  

 提供不同難度的學習活動，以照顧不同學生在學習上的個別差異；  

 準確和有效地表達各項資料及意念；  

 補充及延展學生在課堂所學，以支援其獨立自主的課外學習；及  

 支援不同形式的教學法及施教策略，如探究、討論、共同建構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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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資源的類別  

 

以下探討如何利用教科書、參考資料、互聯網與科技及社區資源，從而帶

來學生有效學習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效果。  

 

6.3.1  教科書  

 

教師仍倚賴教科書作為支援教學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因此，教育局將建

議只適用於課程的必修部分的教科書，並將在 2022 年 4 月初為學校提供

「適用書目表」以作參考。  

 

雖然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但是很多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基礎原理與知識，

仍然適合以教科書的形式展示。教師可採取以下步驟，建議學生如何有效

地使用教科書。首先，要求學生瀏覽教科書的有關部分，在不作筆記的情

況下盡快了解內容概要（因為學生可能記下過多資料，變成只重抄寫而不

是理解內容）；繼而要求學生在首次閱讀後重溫材料，找出內容的中心思想

和要點；最後要求學生嘗試把中心思想和要點改寫成筆記，藉以令其更深

刻理解研習材料的重點所在。這樣，學生便可從整理教科書摘錄而成的資

料，透徹了解有關材料的內容重點，並能掌握脈絡大要，從而創造一個可

供比較，以及有助個人理解其他來源的資料或材料的情境。同時，學生也

可從中培養「從閱讀中學習」的自學能力。  

 

教師不應假設教科書內容的次序排列便是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所要求的教

學次序，而應根據學校的具體情況及學生的實際需要、興趣和能力，自行

組織及設計適用的教學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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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參考資料  

 

由於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選修部分並沒有教科書可供參考，而部分教科書

所包含的資料也可能流於學術性過濃，缺乏實際生活的體驗，因此，學生

需要主動尋找教科書以外的更多資源作為研習之用。其他的刊物資源，如

參考書、報章、期刊和雜誌等，都是有關資料的豐富來源，可以用來補充教

科書。透過閱讀參考資料，學生還可以同時培養閱讀及自主學習的能力，

對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及趨向也變得更為敏感和倍加關注。  

 

在今天的資訊年代，資訊及通訊科技新聞從不同方面大量湧現及不斷更新，

而部份資料可能是互相矛盾的。所以，教師應提醒學生要留心查證資料的

真確性，以及對有關資料從多角度作出慎思明辨的檢視。教師應鼓勵學生

互相討論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相關議題。通過這些學習活動，學生可從中學

會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並勇於回應別人而從中培養其溝通能力。  

 

教師可參考載於教育局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網站內，所開列的資訊及通訊科

技科有關學與教的參考書目及網址清單。  

 

6.3.3  互聯網與科技  

 

資訊量的急劇增加，促使學校相應地採用嶄新的學與教方法。教師可以擔

當學習促導者的角色，幫助學生搜尋資訊，並將之轉化成個人的知識。  

 

互聯網和科技，可在以下各方面幫助學生學習︰  

 提供多種視聽教學輔助，以協助學生明瞭較難理解的抽象概念；   

 可接觸廣闊範圍的資料；  

 容許學生以自己的步調工作，包括使用特別設計的軟件；    

 促進學生、資源和教師之間的互動交流；  

 促進學生和教師之間的齊心協作；及  

 促導學生獲取資訊，有效地培養學生慎思明辨和建構知識的能力。  

 

互聯網作為良好的學習情境，可讓學生在學習課程中的不同的課題時，培

育其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包括合乎道德地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尊重

版權和注意處理有關私隱的問題。在教學上有效地使用互聯網與科技的關

鍵，是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有最大程度的參與，透過教師提供適時的回

饋來加強互動學習的質素，以及容許學生可自行調節進度的自主學習模式，

藉以全面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差異。但教師仍應經常提醒學生，必須仔細

查證從互聯網上所獲得的資訊的真確性。  

 

由於課程的多面性及科技不斷進步的本質，印刷形式的教學材料已不足以

全面支援本科課程的學與教所需。以下將介紹一些教育局計畫發展，或已

發展的互聯網與科技資源，以供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教師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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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電子學習平台  
 

為有相近的個人需要與興趣而形成的虛擬社區，如討論區、新聞組、網上

日誌等，數量正不斷增加。這些社區是大量資訊及知識的來源，更為參與

者提供進行真實協作學習的機會。為促進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教師之間的協

作及有助其共同建構知識，教育局在 2005年已發展了一個電子學習平台，

用以支援經修訂的「高級補充程度電腦應用」及「高級程度電腦」課程。這

個平台將維持運作以持續支援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學與教所需，以便對

教師和學校提供適時而有效的支援。教師的主動參與亦可幫助學校建立一

個能配合本科課程不同學習課題的資源庫，以方便師生檢索。教師也可運

用來自電子學習平台的資源來教授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教師可因應學生的

實際需要而不時修改有關教學資源、上載到學校的內聯網、製作硬複本或

容許學生下載作為自主學習之用。除分享學與教資源外，教師也應與同工

互相分享教授特定課題的教學經驗、有關教學次序的調節和教學困難的化

解等心得。  

 

電子學與教的資源套  
 

由於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選修部分將不會設有教科書，教育局將於 2023

年前開發一系列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選修部分的指定課題（例如網絡應用
程式開發選項的網絡編程與應用）的學與教資源，以供教師與學生使用。  

 

電腦常用詞彙  
 

由於在香港使用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部分中文名詞，與中國內地和鄰近地

區，如台灣及新加坡等存在明顯差異，課程發展處因而特別製作了一套「電

腦常用詞彙」，其中提供了中學電腦科目教學上普遍使用的英文名詞的中文

譯名，以及中文名詞的英文譯名，並放在教育局網站供使用者下載。由於

互聯網上很多有關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參考文獻及資源都是以英文編寫的，

因此這些詞彙對教師特別有用。教師可利用這些詞彙，輔助學校以母語教

學時所須從事的翻譯工作。而這些電腦常用詞彙亦將定期予以檢討及不斷

進行更新。  

 

6.3.4  社區資源  

 

社區各團體之間需要建立合作伙伴關係，為幫助學生有效學習作出不同的

貢献。以下所列僅為部分團體在與本科教學相關方面可扮演的角色：  

 

專業組織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http://www.hkace.org.hk/）始創於 1981 年，以積極回應

當時的教育署計畫在中學推行的中四、五電腦科試驗計畫。創立香港電腦

教育學會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教師的協作努力，共同推動香港各學校之間

的電腦教育。香港電腦教育學會的核心成員均積極參設計與修訂各種與資

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課程。學會經常舉辦不同類型的分享活動，以支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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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及通訊科技科的教師。學會也經常舉辦學生比賽，例如香港電腦奧林匹

克競賽，以提升學生學習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興趣。香港電腦教育學會設立

一個專業會員制度，會員的分類是根據他們的學歷、專業發展、經驗和對

香港的資訊科技教育的貢獻而評定的。  

 

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 http://www.aitle.org.hk/）是本地一個非

牟利教育組織，由一群熱心及自願的資訊科技統籌員，以及中小學資訊科

技教育工作的相關人士組成。其目的是透過舉辦講座、展覽、會議、學習班

及交流會去提高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的質素；分享經驗和教育資源；支持

研究和發展計畫。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經常邀請客席講者及顧問，為資

訊及通訊科技科的教師舉辦免費的講座與工作坊。所有在本地中小學任教

的資訊科技教師，都有資格申請成為免費的協會從屬會員。會員也可自由

使用協會的網上資源。  

 

家長  

 

家長在學校的主動參與對社區及學生十分重要。對子女就讀的學校作更多

的參與，如幫助學校選擇合適的課程教材，會使家長增加其對子女教育的

責任心，鼓勵子女主動學習及支持教師的教學工作。家長在課程的發展中

應扮演一個支援者或諮詢者的角色，以提供宏觀的社區觀點予校方參考。

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範疇內，學校亦可邀請具相關背景的家長參與，例如

請他們幫助監察學生在正常學校時段或課後如何使用資訊科技設施，或邀

請他們成為學校電腦／資訊及通訊科技學會的顧問，藉以分享他們在工作

中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寶貴經驗；家長亦可以成為電腦／資訊及通訊科

技學會所舉辦活動的講者。  

 

校友  
 

學校應與校友建立緊密的聯繫，從而有效地獲取校友的資源和專業知識，

以改善學校的硬件和軟件設施，以及藉此加強校友對學校的歸屬感。很多

校友可能從事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行業，包括教育和資訊及通訊科技

專業。他們在專業方面的知識與實際經驗，對學生來說更是寶貴的真實生

活例子的來源。  

 

政策局與部門  
 

各個政策局與部門，包括香港警務處和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均曾參與

關 於 資 訊 保 安 及 防 止 電 腦 相 關 罪 行 的 公 眾 教 育 工 作 。 資 訊 安 全 網

（ http://www.infosec.gov.hk/）是由香港警務處、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及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共同為公眾開發的入門網站。此網站的資料，對

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必修部分單元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的「網上

威脅及保安」課題的教學特別有用。  

 

知識產權署網站（ http://www.ipd.gov.hk/）包含的資訊，可教育學生尊重知

識產權，及適當使用版權作品。其中具趣味性與互動性質的部分，有助學

http://www.aitle.org.hk/
http://www.infosec.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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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獨立學習。此網站的資訊，對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必修部分的單元資訊
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的知識產權課題的教學特別有用。  

 

政府資助組織  

 

香港教育城（HKEdCity）是一項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優質教育基金資

助，由教育局發展的大型計畫。這個網站由政府、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及商

界合作建立，滙集了各種教育資源，在網上提供高質素的資訊予學校、教

師、家長及公眾人士使用。有關資源可參考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

（ http://www.hkedcity.net/edbosp/）。  

 

 

6.4 靈活運用學與教資源  

 

學校須因應學生的實際需要、興趣及能力，靈活及適當地發展校本的學與

教資源。在發展校本的學與教資源時，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科組教師可舉行

會議，商討共同備課計畫。例如，負責教授同一級別的教師，可每個學期舉

行一次會議，共同計畫及設計一個單元的教案，共同開發教材及策畫有關

活動，並在課堂內實施。教師亦可進行同儕觀課，就課程的施教難點展開

討論，以期改善教材的質素。  

 

如果發現學生在閱讀教科書後仍對一些課題的理解較弱或有學習困難，教

師應為學生特別開發有關課題的校本學與教資源。此外，由於資訊及通訊

科技課程的選修部分並沒有教科書供應，教師須開發選修部分選項的校本

學與教資源以供學生使用。教師也可參考教育局開發的學與教資源，加以

適當而切合實際的修改，以照顧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為激發對資訊及通

訊科技有天份的學生的潛能，教師應設計延伸的學習活動，提供足夠的發

揮機會，讓學生可以進一步學習及在課堂外深入探討他們特別感興趣的課

題，例如編製另一份資源／參考清單，提供更多的網站資料，藉以拓展學

生在資訊及通訊科技方面的國際視野。  

 

 

6.5 資源管理  

 

有效的資源管理，包括電腦室及其他資訊科技資源的妥善運用，對成功實

施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也十分重要。學校應協調各科目的教職員，藉以有

效地使用不同的電腦室及／或多媒體學習中心。資訊科技資源包括硬件、

軟件及網絡資源。學校應有系統地管理及維護這些學與教資源。  

 

6.5.1  發展校本資源庫  

 

學校與教師應善用學校的內聯網，作為教學與管理的工具。教師應上載他

們的學與教資源到內聯網上，並以有系統的方法分類，方便其他資訊及通

訊科技科教師作提取及參考之用。例如，教師可參考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

的架構，建構組織資源。通過協作和不斷的精益求精，資源庫應成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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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教育資訊平台，以支援各種學與教的活動，包括提交作業、學習討

論及協作完成專題習作等。   

 

6.5.2  資源分享  

 

分享文化是知識管理得以成功的關鍵，學校應為師生安排及提供以下的資

源分享機會：  

 教師與學生通過學校的內聯網或其他校內的方法以分享學與教的資源；

及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教師成立專業發展小組，以便彼此交流經驗。  

 

6.5.3  資源存取   

 

在何處可取得有用的相關資源以支援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教學，對教師來

說是相當重要的。教師也應具備及培養學生時常關注尋找新的資源的主動

學習意識，並定期更新學校網站／內聯網上的學與教資源。教師應培養學

生閱讀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新聞及雜誌的習慣，並要求學生在課堂上與他

人分享他們的發現，讓其他同學也可一同受益。  

 

6.5.4  電腦設備存貨記錄  

 

教師應知道學校電腦設備的使用情況。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科主任應保持有

以下三種可供用於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學與教的電腦設備之存貨記錄：  

 硬件存貨記錄：包括主要項目（如個人電腦、顯示器、筆記簿電腦、打

印機及其它周邊設備）、數量及存放地點；  

 軟件存貨記錄：包括安裝在每台電腦／伺服器內各項軟件的詳細資料；

及  

 各項軟件的特許權證書存貨記錄：包括學校所擁有的每一項軟件特許權

證書的數量，以及有關文件（如微軟公司軟件包的包裝盒及全校軟件特

許權同意書）。  

 

學校最少應每年一次作全面性或抽樣性的查驗，並順帶盤點校內電腦設備

的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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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撥款  

 

為協助學校實施高中課程，教育局將繼續向學校提供撥款，並讓學校有更

大彈性，按學生不同的需要調撥資源。學校請不時參閱教育局發出的最新

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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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第四章例子 3 的延伸版本——共通能力的整合  

 

選修部分  

選項：A 數據庫  

課題： b 關聯式數據庫概念  

主題：整合共通能力  

 

（本例為第四章例子 3的延伸，討論創意、慎思明辨的能力及解決問題能力

的整合運用。）  

 

學生需要爲學校的電腦化圖書館書籍預約系統建立簡單的關聯式數據庫。

在這項工作中，學生須調查同學的實際需求，並提供設計關聯式數據庫的

方案。  

 

在制訂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學生可與同學、圖書館助理和圖書館管理員會

面搜集資料；之後，再進行篩選資訊並辨別其屬性的工序。學生還需利用

直覺／想像力去建立一些相關的屬性。當學生設計此數據庫的原型時，他

們的創意亦可獲得提升。  

 

學生將會慎思明辨地分析所有屬性的關係，以制定此關聯式數據庫從而達

至其學習目的。從概念化的初步構思，到最終實現設計的整個過程，學生

將會就其設計規格去評價此關聯式數據庫各方面的功能，從而培養其慎思

明辨的能力。  

 

最後，學生將會爲書籍預約系統建立關聯式數據庫。在整個過程中，學生

透過搜集所需資訊，辨別其屬性和制定此書籍預約系統的數據庫，藉以發

展個人的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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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四章例子 7 的延伸版本——多重教學策略的整合使用  

 

選修部分  

選項：A. 數據庫  

課題： c. 數據庫設計方法  

主題：分析簡單的商業、教育或其他領域的情境，在設計數據庫時，建立只

包含二元關係的簡單實體關係圖。  

 

（本例為第四章例子 7 的延伸，討論探究式、提供鷹架和回饋教學策略的

整合運用。）  

 

在上課前的一周或兩周，教師要求學生分爲兩個人一組，並進行自主學習，

調查學校圖書館系統所需儲存的數據。學生需慎思明辨地思考此系統所涉

及的數據。教師可要求學生記下靜態數據及記錄書籍被借出或歸還時的動

態數據，然後爲學校的圖書館系統設計並建立數據庫資料表。  

 

在課堂內，教師要求三至四組的學生作出匯報。學生需要陳述他們就學校

圖書館系統的功能所作出的假設，並解釋所設計的資料表結構。倘若學生

在這一階段未能辨別所需的關鍵數據，教師應向學生作出提示。透過要求

學生匯報並解釋設計、和容許他們觀察同儕匯報及解釋研習成果，學生當

能學會對於應該傳達哪些資訊和如何傳達作出重要及理性的決定。此時，

教師應在上課的時候向學生作出正式的回饋，從而幫助學生反思和建立對

知識內容的理解。  

 

在建立實體關係圖時，教師可能想藉此了解學生能否辨別實體及屬性 ;  學

生若有困難，教師可提議學生開始時只須能辨別實體即可。假如仍未能奏

效，教師則需指出有關實體（例如圖書、讀者），並要求學生依次列舉個別

實體的屬性（例如，就圖書而言，書名、作者、出版社及國際書號）。在辨

別實體及屬性後，教師可要求學生討論各實體間之可能關係。教師應提示

學生，個別系統可能有不同的功能需求，因此有需要就此設計不同的數據

庫。要成功進行提供鷹架教學策略，教師應給予僅僅足夠的支援去誘導學

生自行完成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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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公開考試時使用的程式編寫語言  

 

 

 

公開考試中使用的編程語言如下所示︰  

學年 2021/22 – 

2023/24 或

以前 

2022/23 – 

2024/25 

2023/24 – 

2025/26 

2024/25 – 

2026/27 

2025/26 – 

2027/28 以

後 

核心部分 

 

選修選項 

C. 算法與程式

編寫 

Pascal 

Visual 

Basic 

Java 

C 

Pascal 

Python 

C++ 

Pascal 

Python 

C++ 

Pascal 

Python 

C++ 

Python 

C++ 

選修選項 

A. 數據庫 

SQL SQL SQL SQL SQL 

選修選項 

B. 網絡應用程

式開發 

 Javascript 

PHP 

 

Javascript 

PHP 

 

Javascript 

PHP 

 

Javascript 

PHP 

 

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年份 

2024 或以

前 

2025 2026 2027 2028 以後 

 

我們建議學生運用編程語言實踐編程相關的學習元素，而並非學習 Python，

Pascal 或 C++。學校應提供更多促進學生學習編程的機會，讓他們在完成

課程後，在面對新的編程語言時亦能運用已有知識和算法概念，成為終身

學習者。有關課題和學習目標載於第 22 至 26 頁及第 38 至 41 頁作為參考。

教師須留意不同編程語言的差異，並在實踐學習元素時加以調適。  

 

本課程建議採用的程式編寫語言，將按需要不時加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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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學與教的參考文獻及網站  

 

 

I. 課程規畫  

 

1. Board of Studies N.S.W. （2009）. Information processes and technology, stage 6 

syllabus. Australia: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2.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8）. The Ontario curriculum, grade 10 to 12, 

computer studies. Canada: Ministry of Education 

 

3. Queensland Studies Authority. （2010）.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technology 

(IPT) senior syllabus 2010. Australia: Queensland Studies Authority. 

 

 

 

II. 學與教  

 

參考書目  

 

1. Kirkwood, M. （2000）. Infusing higher-order thinking and learning to learn into 

content i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secondary computing studies in Scotland.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32（4）, 509 – 535. 

 

網站  

 

1. Facione, P. （2013）. Critical thinking: What it is and why it counts. 檢索於二零

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http://www.insightassessment.com/content/download/1176/7580/file/What%26why

2013.pdf. 

 

2. Wegerif, R. （2002）. Literature review in thinking skills, technology and 

learning. FutureLab. 檢索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http://www.nestafuturelab.org/research/reviews/ts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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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課程內容  

 
A.  必修部分  

 

參考書目  

 

1. Bryant, R., and O’Hallaron, D.（2015）. Computer systems: a programmer’s 

perspective (Third edition). USA: Prentice Hall. 

 

2. Comer, D.（2014）. Computer networks and internets（Sixth edition）. USA: 

Prentice Hall.  

 

3. Gralla, P.（2006）. How the internet works （Eighth edition）. USA: Que. 

 

 

網站  

 

1. Bynum, T.（2008）.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thics. 檢索於二零一五年八月

十二日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ethics-computer/.  

 

2. Moceyunas, A.（2002）. On-line privacy: the push and pull of self-regulation and 

law. 檢索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http://www.moceyunas.com/html/privacy.html. 

 

 

 

B.  選修部分──數據庫  

 

參考書目  

 

1. Auer, D. and Kroenke, D.（2013）. Database processing （Thirteenth edition）. 

USA: Prentice Hall. 

 

2. Coronel, C., Morris, S. and Rob, P.（2012）. Database systems: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Tenth edition）. USA: Course Technology.  

 

 

網站  

 

1. Art Branch, Inc.（2004）. SQL tutorial - Learn SQL. 檢索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

二日 http://www.sql-tutorial.net.  

 

2. Chapple, M.（2015）. Database normalization basics. 檢索於二零一五年八月

十二日 http://databases.about.com/od/specificproducts/a/normaliz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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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選修部分──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參考書目  

 

1. Nixon, R.（2018）. Learning PHP, MySQL & JavaScript: With jQuery, CSS & 

HTML5 （Fifth edition）. USA: O'Reilly Media. 

 

2. Pascarello, E.（2004）. JavaScript: Your visual blueprint for building dynamic 

web pages （Second edition）. USA: Wiley Publishing, Inc. 

 

3. Robbins, J.（2018）. Learning web design: A beginner's guide to HTML, CSS, 

JavaScript, and web graphics （Fifth edition）. USA: O'Reilly Media. 

 

網站  

 

1. Refsnes Data.（2015）. HTML tutorial. w3schools. 檢索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

日 http://www.w3schools.com/html/default.asp.  

 

2. Reiter. R.（no date）. learn-php.org. 檢索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https://www.learn-php.org/. 

 

3. Reiter, R.（no date）. learn-js.org. 檢索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https://www.learn-js.org/. 

 

 

D.  選修部分──算法與程式編寫  

 

參考書目  

 

1. Shaw, Z.（2014）. Learn Python the Hard Way: A Very Simple Introduction to the 

Terrifyingly Beautiful World of Computers and Code（Third edition）. USA: 

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 

 

2. Zak, D.（2015）. An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with C++ （Eighth edition）. 

USA: Cengage Learning. 

 

 

網站  

 

1. Larson, Q.（no date）. freeCodeCamp. 檢索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https://guide.freecodecamp.org/.  

 

2. Reiter, R.（no date）. learnpython.org. 檢索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https://www.learnpython.org/.  

 

3. Saliba, V. J.（no date）. Pascal-Programming.info. 檢索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

六日 http://www.pascal-programming.info/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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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釋義  
 

用語  解釋  

應用學習  

 

應用學習為高中課程的組成部分。不同能力的學生均

可修讀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課程的設計理念

與其他學校科目一樣，著重發展知識、共通能力、價

值觀和態度。通過應用與實踐，應用學習旨在為學生

提供專業及職業情境下的學習經歷，幫助學生學習基

礎的理論與概念，發展入門技能和共通能力，以及探

索就業和終身學習的路向。應用學習課程與核心科

目、選修科目及其他學習經歷構成靈活的科目組合，

擴闊學生的學習經驗，使高中課程更多元化，讓學生

體驗全面的學習經歷。  

評核目標  公開評核所評核的課程學習成果。  

共同建構  

 

學與教的「共同建構」取向有別於直接傳授及探究學

習。「共同建構」強調在學習過程中教師和學生是一

個學習社群，各成員共同參與，從而創造知識。  

核心科目  建議所有高中學生都修讀的科目，包括：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數學及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  由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制訂。內容

包括課程宗旨、課程架構、課程規畫，學與教的建議

及評估方式等。  

選修科目  高中課程共有 20 個選修科目、各類應用學習課程及

六種其他語言可供學生選擇，以發展他們的興趣及能

力。選修科目為升學及就業開拓不同出路。  

共通能力  九項共通能力於  2001 年引入，並於  2017 年作出

調整。經調整後的共通能力包括溝通能力、運用資訊

科技能力、數學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學能力、協

作能力、慎思明辨的能力、創造力及解決問題能力。

共通能力因應性質歸為三類：「基礎能力」、「思考能

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並已作調整以促進其綜合

運用，如協作解難、整體思維。  

香港中學文憑  學生於完成三年高中課程（自  2009 年起實施）並參

加相關公開評核後所獲的資歷。  

校內評估  是校內恆常進行對學生學習表現的評估活動。校內評

估是校內學與教的一部分，以促進學生學習為主要目

的。教師可根據評估所得的資料，了解學生在學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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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解釋  

程中的表現，給予學生適當的回饋，同時按所需修訂

教學目標和調整教學策略。  

學習領域  以主要知識範疇的基本概念組織學校課程的方法，目

的是透過各種基要的學習經歷，為學生提供一個全

面、均衡及連貫的課程。香港學校課程劃分為八個學

習領域，即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數學教育，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藝術

教育和體育。  

學生的多樣性  學生接受相同的學習，但學習能力和成果卻有不同，

這可能與他們的能力、動機、興趣、社經背景等有關。

教師可調整教學，靈活地將學生分組，使學生的多樣

性變成課堂上新的學習機會。  

學習社群  

 

一群有共同價值觀與目標的成員緊密合作，透過積極

參與、協作及反思，從而產生新知識，並創建新的學

習方法。在學校的情境，學習社群除了學生與教師之

外，往往更涉及學生家長及其他社群。  

學習成果  預期學生完成某個學習階段後掌握的知識，是根據課

程的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而擬定，可作為評估學習成

效的依據，並反映學生完成某個階段的學習後應能達

到的學習表現。  

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載列學生應學習及掌握的知識╱概念、能

力、價值觀和態度。學習重點則根據每個學習階段的

總體目標，具體定出學生於各學習領域╱科目不同範

疇上應知道、重視及能夠完成的項目。教師可將學習

目標及學習重點作為規劃課程、課堂及活動的檢核

表。  

等級描述  是指在公開評核中某一個等級的典型學生能力的描

述。  

公開評核  與香港中學文憑相關的評核和考試制度。  

校本評核調整機制  考評局用以調整學校提交校本評核分數的機制，以消

弭教師給分時可能存在的差異，在調整過程中，教師

所評學生的次第維持不變。  

校本評核  在日常學與教過程中，由教師評核學生的表現。學生

的得分將計入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舉辦的本地公開

考試的分數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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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解釋  

校本課程  我們鼓勵學校和教師採用中央課程，以發展本身的校

本課程，從而幫助學生達到教育的目標和宗旨。措施

可包括調整學習目標，以不同方式組織教學內容、提

供科目的選擇、採用不同的學習、教學與評估策略。

故此，校本課程其實是課程發展議會所提供的指引和

學校與教師的專業自主之間，兩者取得平衡的成果。 

水平參照成績匯報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採用的匯報制度。考生的表現乃參

照一套水平標準來匯報。  

學生學習概覽  高中學生的補充資料，反映他們在全方位學習方面的

學習經歷和成就，以及他們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的

學業成績。學生學習概覽包括以下內容：  

 校內學術表現  

 其他學習經歷  

 校外獎項╱成就  

 學生個人檔案（例如學習經歷，事業目標設定）  

當學生申請升學及求職時，學習概覽中的資料可予以

考慮。  

價值觀和態度  價值觀和態度經常被混為一談，但卻具有不同含義。

價值觀指人如何衡量事物的價值，影響他們對事物的

理解和判斷。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能讓他們理解

及判斷對錯，以正面的價值觀分析和評估事件或議

題，並有勇氣持守價值觀行事，為社會、國家及世界

謀求福祉。  

態度是人對事物的看法和立場，對其行為有重大影

響。培養學生對生活的積極態度，有助他們以樂觀積

極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和逆境，以欣賞及包容的

態度對待周圍的人和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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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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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資訊及通訊科技委員會（高中）委員名錄  
 

（自 2003年 12月起至 2013年 9月止）  

 

主席 :  伍學齡先生   

   

委員 :  余遠德博士   

 吳道義博士   

 李家珍博士  （至 2006年 2月止）  

 李敏怡女士  （至 2006年 5月止）  

 英棋媛女士   

 張建新先生   

 張華生先生   

 陳訓廷博士   

 傅慰慈博士  （至 2007年 6月止）  

 黃永康先生   

 黃健威先生   

 黃廣威先生   

 鄧敬池先生   

   

當然委員 :  呂錦明先生  （教育局）  （自 2009年 3月起）  

 鍾寶玉女士  （教育局）  （自 2008年 6月至  

2009年 2月止）  

 胡民偉先生  （教育局）  （自 2004年 12月至  

2008年 5月止）  

 鄧健雄先生  （教育局）  （至 2004年 10月止）  

 吳家明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祕書 :  盧永健先生  （教育局）  （自 2010年 7月起）  

 張穎思女士  （教育局）  （自 2010年 3月至 6月止）  

 蘇冠強先生  （教育局）  （自 2006年 1月至  

2010年 2月止）  

 鍾寶玉女士  （教育局）  （自 2005年 9月至 12月止）  

 鍾秀嬋女士  （教育局）  （至 2005年 8月止）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資訊及通訊科技委員會（高中）委員名錄  
 

（自 2013年 9月至 2015年 8月）  

 

主席 :  伍學齡先生   

   

委員 :  江紹祥教授   

 余遠德博士   

 吳道義博士   

 張家俊先生   

 梁明錦先生   

 黃百益先生   

 鄧展圖先生   

 鍾偉東先生   

   

當然委員 :  呂錦明先生  （教育局）   

 吳家明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祕書 :  潘罡先生   （教育局）  （自 2014年 4月起）  

 盧永健先生  （教育局）  （至 2014年 3月止）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資訊及通訊科技委員會（高中）委員名錄  
 

（自 2015年 9月至 2017年 8月）  

 

主席 :  張家俊先生   

   

委員 :  江紹祥教授   

 崔俊傑博士   

 黃子洋博士   

 鐘富禮博士   

 梁明錦先生   

 黃百益先生   

 鄧展圖先生   

 鍾偉東先生   

 陳肇強先生   

   

當然委員 :  呂錦明先生  （教育局）   

 吳家明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祕書 :  廖英信先生  （教育局）  （自 2016年 5月起）  

 潘罡先生   （教育局）  （至 2016年 4月止）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資訊及通訊科技委員會（高中）委員名錄  
 

（自 2017年 9月至 2019年 8月）  

 

主席 :  張家俊先生   

   

委員 :  江紹祥教授   

 崔俊傑博士   

 鐘富禮博士   

 夏明偉先生   

 金偉明先生   

 梁耀棠先生   

 鍾偉東先生   

 陳肇強先生   

   

當然委員 :  呂錦明先生   （教育局）   

 吳家明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祕書 :  何成發先生   （教育局）  （自 2018年 9月起）  

 廖英信先生   （教育局）  （至 2018年 8月止）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資訊及通訊科技委員會（高中）委員名錄  
 

（自 2019年 9月至 2021年 8月）  

 

主席 :  金偉明先生   

   

委員 :  崔俊傑博士   

 潘建文博士   

 梁伯昌先生   

 朱嘉添先生   

 夏明偉先生   

 梁競遠先生   

 陳肇強先生   

 吳森森先生   

 羅興文先生   

   

當然委員 :  呂錦明先生   （教育局）   

 吳家明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祕書 :  顏穎祺女士   （教育局）  （自 2020年 9月起）  

 何成發先生   （教育局）  （至 2020年 8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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