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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

課程架構

第二次諮詢會
二零零五年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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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宗旨課程宗旨

教授學生有關的資訊、通訊及電腦系統的知識、教授學生有關的資訊、通訊及電腦系統的知識、
概念及應用。概念及應用。

發展學生解難及溝通能力，鼓勵學生運用批判性發展學生解難及溝通能力，鼓勵學生運用批判性
思考及創意思維。思考及創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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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他們終身學習。地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以支持他們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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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認識及了解各種電腦系統的組織，和軟件、硬件與數據之認識及了解各種電腦系統的組織，和軟件、硬件與數據之
間的關係；間的關係；

認識各種應用軟件，能有效地、有道德地及有辨識地使用認識各種應用軟件，能有效地、有道德地及有辨識地使用
各種應用軟件，以支援數據處理及解決問題；各種應用軟件，以支援數據處理及解決問題；

了解分析問題的方法，懂得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規畫及實了解分析問題的方法，懂得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規畫及實
現方案，並運用這些方法；現方案，並運用這些方法；

認識資訊及通訊科技有關的社會、道德及法律問題；及認識資訊及通訊科技有關的社會、道德及法律問題；及

對運用資訊科技建立負責任的態度，並積極參與資訊及通對運用資訊科技建立負責任的態度，並積極參與資訊及通
訊科技的發展。訊科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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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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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諮詢會後第一次諮詢會後

必修和選修部分的必修和選修部分的主要主要修訂修訂

回收問卷反映最少學校將會回收問卷反映最少學校將會揀選揀選電子商務電子商務選項。選項。
建議將建議將電子商務電子商務選項選項的的主要課題主要課題歸入歸入互聯網及其應用互聯網及其應用和和資資
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單元中單元中 。。

選修部分選修部分 : : 删除删除電子商務電子商務選項選項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的主要課題的主要課題歸入歸入互聯網及其應用互聯網及其應用和和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
會的影響會的影響單元中單元中。。

有意見認為有意見認為數據庫不適合一數據庫不適合一般程度的學生修讀。般程度的學生修讀。
持分者對持分者對數據庫應否被列為必修單元持數據庫應否被列為必修單元持不同意見不同意見。。

必修部分：删除必修部分：删除數據庫數據庫單元單元

選修部分：新增選修部分：新增數據庫數據庫選項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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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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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選項
次序編排

各單元或選項的授課次序並不重要，且可隨意編各單元或選項的授課次序並不重要，且可隨意編
排調動。排調動。
各單元所編排的主題內容，只代表其中一種課程各單元所編排的主題內容，只代表其中一種課程
編排的方法。編排的方法。
教師可因應學校的情況、學生的需要、興趣及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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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自行編排和設計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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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部分

經得起時間和科技高速發展的考驗。

(如：基本程式編寫概念)

為學生奠下穩固根基及廣闊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學習範
圍。

滲入課題：

新修訂高級補充程度電腦應用課程 - 辦公室軟件及互聯網的
應用

新修訂高級程度電腦課程 - 電腦組織

電腦與資訊科技課程 - 基本程序編寫概念 、電腦與資訊科
技對社會的影響

是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基礎知識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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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

是資訊及通訊科技中專科及延伸部分

課程設計為裝備學生在修畢本課程後繼續進修或工作。

讓學生因應本身的能力、興趣及需要，提供選項作深
入研究 （如：軟件開發） 。

滲入課題：

新修訂高級補充程度電腦應用課程 - 數據庫、SOHO電腦
建網

新修訂高級程度電腦課程 - 系統開發、程式編寫

電腦與資訊科技課程 - 多媒體製作及網頁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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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課程宗旨

主要學習目標

(p.2)

每單元的
學習目標

每課題的
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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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部分

E.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課題 建議時數

公平問題 2

工作問題 2

知識產權 9

網上保安 15

共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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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曾否聽聞曾否聽聞??

網上遊戲玩家的「分數」及「用具」網上遊戲玩家的「分數」及「用具」 被其他玩家盜用。被其他玩家盜用。

網上欺網上欺詐事件如發放虛假電郵和冒牌網站。詐事件如發放虛假電郵和冒牌網站。

對使用點對點擋案分享技術對使用點對點擋案分享技術(B.T.)(B.T.)下載影片或歌曲的爭論下載影片或歌曲的爭論。。

因持續玩網上遊戲十小時，青少年昏迷被送往醫院因持續玩網上遊戲十小時，青少年昏迷被送往醫院。。

……

社會需要正視的一些問題社會需要正視的一些問題 ，而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從教育，而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從教育
著手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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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我們相信學生需要我們相信學生需要

明白獲取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公平問題；明白獲取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公平問題；

明白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對健康造成的威脅明白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對健康造成的威脅，並認識各項，並認識各項
預防措施；預防措施；

了解關於知識產權及私隱權的主要問題；了解關於知識產權及私隱權的主要問題；

注意互聯網的潛在危機注意互聯網的潛在危機，懂得示範如何減低威脅；及，懂得示範如何減低威脅；及

體會安全、合理、合法及合乎道德地使用資訊及通訊的需體會安全、合理、合法及合乎道德地使用資訊及通訊的需
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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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我們相信學生需要我們相信學生需要

明白獲取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公平問題；明白獲取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公平問題；

明白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對健康造成的威脅，並明白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對健康造成的威脅，並認識各項認識各項
預防措施預防措施；；

了解關於知識產權及私隱權的主要問題；了解關於知識產權及私隱權的主要問題；

注意互聯網的潛在危機，注意互聯網的潛在危機，懂得示範如何減低威脅懂得示範如何減低威脅；及；及

體會安全、合理、合法及合乎道德地使用資訊及通訊的需體會安全、合理、合法及合乎道德地使用資訊及通訊的需
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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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明白對健康造成的威脅明白對健康造成的威脅

識別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對健康造成的威脅識別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對健康造成的威脅……（p.24)

認識各項預防措施認識各項預防措施

在人機工程學方面，考慮的因素包括減少重覆動作及電磁在人機工程學方面，考慮的因素包括減少重覆動作及電磁
輻射所造成的損傷、工具的適當設計及擺設、軟件的設計輻射所造成的損傷、工具的適當設計及擺設、軟件的設計
((如使用容易程度、一致的用戶介面等如使用容易程度、一致的用戶介面等))及工作環境。及工作環境。(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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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注意互聯網的潛在危機注意互聯網的潛在危機

從用戶角度認識網絡及互聯網可能存在的保安威脅。從用戶角度認識網絡及互聯網可能存在的保安威脅。
(p.25)(p.25)

討論網上潛在的私隱威脅討論網上潛在的私隱威脅 …… (p.25)(p.25)

認識如何減低威脅認識如何減低威脅

檢視檢視減少知識產權盜竊行為的方法減少知識產權盜竊行為的方法 (p.24)(p.24)

使用瀏覽器內置的保安功能防範自動入侵使用瀏覽器內置的保安功能防範自動入侵 (p.25)(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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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訪課程宗旨重訪課程宗旨

教授學生有關的資訊、通訊及電腦系統的知識、概念教授學生有關的資訊、通訊及電腦系統的知識、概念
及應用。及應用。

發展學生解難及發展學生解難及溝通能力溝通能力，鼓勵學生運用，鼓勵學生運用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
及創意思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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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科技的使用者，懂得分辨資訊懂得分辨資訊，，並有道德地使用資並有道德地使用資
訊及通訊科技訊及通訊科技，以支持他們終身學習。，以支持他們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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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

A. 數據庫
課題 建議時數 (小時)

數據庫簡介 8

關聯式數據庫 28

數據庫設計方法簡介 18

數據庫保安、完整性及數據私隱 13

數據庫應用、發展與社會 8

總課時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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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數據通訊及建網

4

本選項約佔75小時

數據通訊及
建網基礎

(38小時)

網絡管理及
保安

網絡設計及實行

強調實作
知識和技
能

強調基礎
理論知識

(26小時)

(1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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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數據通訊及建網

資訊及通訊科技 與 新修訂的 高級補充程度電腦應用 課
程的比較﹝電腦網絡﹞

資訊及通訊科技 新修訂的高級補充程度
電腦應用

數據通訊及建網基礎 SOHO電腦建網基礎

網絡設計及實行 SOHO網絡設計及實施

網絡管理及保安 SOHO網絡管理及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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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數據通訊及建網

本選項加入了跟通訊科技相關的新課題。

背後理念：

通訊科技很重要(參看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宗旨第
一項)。資訊流通頻繁很大程度上歸功於通訊科技
的進步。

課題涉及的高層次思維能力和知識將本課程跟其他
以技術訓練為主的課程加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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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數據通訊及建網

「數據通訊的基本概念」新加入的課題
通訊模型
數據編碼
數據傳輸媒體
錯誤偵測方法
異步傳輸及同步傳輸
多路傳輸

「建網技術」新加入的課題
傳輸控制協定／互聯網協定套組
流動蜂窩式系統設計

「網絡應用」新加入的課題
流動電腦應用
網絡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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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

C.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課題 建議時數 (小時)

多媒體製作

多媒體應用系統

多媒體元素的基本概念及運用

24

在互聯網上演示資訊的設計因素 6

網站建構

使用網頁編寫工具建構網站

增加網頁動態及互動特色 - 客戶端手稿程式語言

45

總課時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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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軟件開發

目的

向學生介紹程式編寫概念進階、程式編寫
語言及系統開發概念

透過學習算法設計及程式編寫，訓練學生
解決問題能力

改善學生的邏輯思維和批判性思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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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編寫語言 系統開發
(12 小時)

(16 小時)

程式編寫
(47 小時)

本選項約佔75小時

D.  軟件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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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軟件開發

程式編寫

(資訊及通訊科技 相對 電腦與資訊科技)

增加課題
整數表示法與浮點表示法 用戶定義數據類型

全程變量及局部變量 插入排序法和合併排序法

以流程圖或方塊圖表示算
法

以陣列顯示的表、線性鏈
表、堆疊及隊列

參數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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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軟件開發

程式編寫

(資訊及通訊科技 相對 新修訂高級程度電腦課
程)

樹狀結構

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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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軟件開發

程式編寫語言

(資訊及通訊科技 相對 電腦與資訊科技)

增加課題

語言翻譯程式及編譯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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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軟件開發

系統開發

(資訊及通訊科技 相對 新修訂高級程度電腦課
程)

增加課題

從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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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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