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及通訊科技

廖廣生老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Vh_

HMX2I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Vh_HMX2IY


https://www.rich-bible.com/knowledge/entrepreneurship-options/10-most-profitable-industries-in-the-

future







• 1. 大數據

• 2. 區塊鏈工程師

• 3. 機器學習

• 4. 電商

• 5. 老年照護

• 6. 網路安全
https://www.compassoffices.com/zh-hant/about-

us/Blogs/2021%e9%a6%99%e6%b8%af%e8%a1%8c%e6%a5%ad%e5%89%8d%e6%99%af-

%e6%9c%aa%e4%be%86%e6%9c%80%e5%85%b7%e8%b3%ba%e9%8c%a2%e6%bd%9b%e5%8a%9b

%e7%9a%846%e5%80%8b%e8%a1%8c%e6%a5%ad/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1661147/%E7%9F%BD%E8%B0%B7IT%E5%AF%A6%E7%BF%92%E8

%96%AA%E9%85%AC%E9%BE%8D%E8%99%8E%E6%A6%9C%20%20%20%20%20%E9%82%8A

%E9%96%93%E4%BA%BA%E5%B7%A5%E6%9C%80%E9%AB%98%EF%BC%9F





1. 資訊處理

 現實生活中的資訊系統及資訊流程；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1/LampFlowchart.sv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1/LampFlowchart.svg


1. 資訊處理

 資訊與數據兩者的分別；



1. 資訊處理

 如何在電腦中組織及表示數據；



1. 資訊處理

 辦公室自動化軟件的綜
合運用和適當地處理及
演示不同種類的資訊；
及

http://encyclopedia2.thefreedictionary.com/office+automation

http://encyclopedia2.thefreedictionary.com/office+automation


1. 資訊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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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h.wikipedia.org/zh-hk/File:Pixel-example.p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DTS_(sound_system)

http://en.wikipedia.org/wiki/DTS_(sound_system)


RGB

http://en.wikipedia.org/wiki/RGB

http://en.wikipedia.org/wiki/RGB




2. 電腦系統基礎

管理系統及檔案的各種實用程式的使用；
及



 Windows 8是微軟公司於2012年推出的繼
Windows 7之後的新一代電腦操作系統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ndows_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8%BD%AF%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ndows_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3%8D%E4%BD%9C%E7%B3%BB%E7%B5%B1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ndows_7


2. 電腦系統基礎

不同操作系統的功能，和電腦網絡的基本
概念及其應用。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8/82/Snow_Leopard_Desktop.pn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8/82/Snow_Leopard_Desktop.pn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6/69/OSXBoxes.pn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6/69/OSXBoxes.png


常見的操作系統
 iOS

 是由蘋果公司為iPhone

開發的操作系統

 2007年發行

 主要是給iPhone、iPod 

touch以及iPad使用。

 基於的Mac OS X操作系
統一樣

14.2 系統軟件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zh/1/11/IPhonehomescreen.PN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zh/1/11/IPhonehomescreen.PNG


Android

 Android是一個以Linux為
基礎的半開放原始碼作業
系統，主要用於行動設備
，由Google成立的Open 

Handset Alliance（OHA，
開放手機聯盟）持續領導
與開發中。

http://zh.wikipedia.org/wiki/Linux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C%E6%A5%AD%E7%B3%BB%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Google
http://zh.wikipedia.org/wiki/Open_Handset_Alliance


2. 電腦系統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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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記憶體

主機板

中央處理器

顯示卡

數碼多用途唯讀光碟機 軟磁碟機

電源供應器

硬碟機

系統組





2. 電腦系統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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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lectronics.howstuffworks.com/ipod-touch2.htm

http://electronics.howstuffworks.com/iphone1.htm



彩色陰極射線管的剖
面圖:
1. 電子鎗
2. 電子束
3. 聚焦線圈
4. 偏向線圈
5. 陽極接點
6. 電子束遮罩區隔顏
色區域
7. 螢光幕分別有紅綠
藍螢光劑分區塗佈
8. 彩色螢光幕內側的
放大圖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thode_ray_tube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thode_ray_tube


LCD

http://electronics.howstuffworks.com/lcd2.htm

http://electronics.howstuffworks.com/lcd2.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anon_BJ-10v_Lite_inkjet_printer_with_Scale.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anon_BJ-10v_Lite_inkjet_printer_with_Scale.JPG
http://computer.howstuffworks.com/inkjet-printer3.htm
http://computer.howstuffworks.com/inkjet-printer3.htm


http://zh.wikipedia.org/zh-tw/硬碟

5.25” vs 3.5”
2.5”

1.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1%AC%E7%A2%9F


3. 互聯網及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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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CP 伺服器



3. 互聯網及其應用

互聯網上可供選擇的個人、社交及商業活
動；

馬克·朱克伯格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MarkZuckerberg.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MarkZuckerberg.jpg




3. 互聯網及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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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Yahoo!

AltaVista



3. 互聯網及其應用

在互聯網上傳輸及展示多媒體元素所涉及
的技術；及



互聯網及其應用

設計及建構簡單的網頁，以供預期讀者瀏
覽。



互聯網及其應用

互聯網的潛在危機和減低威脅的方法；及



4.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系統地解難的技巧；

• 檢查可否移動所到位置

– 如果是車，位置是(x1,y1 )移
動到(x2,y2)

• 如果x1=x2，檢查y1到 y2有沒有
其他棋子

• 否則如果y1=y2，檢查x1到 x2有
沒有其他棋子

• 更新棋盤位置

………………………………

………..



4.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將系統化解難的概念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所
遇到的問題上；

複雜問題

簡易子問題 簡易子問題

簡易子子問題 簡易子子問題

複雜子問題

將問題分解成多個較小和較易處理的部分



4.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使用偽代碼及／或程式流程圖來展示算法；
例題 2

開始

輸出‘錯誤輸入’

輸入 Num1, Num2

Num1 > Num2

Num1 或 Num2 
不是正整數

是

否

Dummy = Num1

Num1 = Num2

Num2 = Dummy

是

結束

找出 L.C.M.

輸出結果

否



4.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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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程式開發

 Python



4.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程式測試及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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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
影響

科技創新

 AI, AR, VR



5.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與公平存取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議題；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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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有關知識產權及私隱權的主要議題；



5.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安全、合理、合法及合乎道德地使用資訊
及通訊科技的需要。



卷二 –選修部分 (25分)

三選二

 A：數據庫 (SQL)

 B：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PHP)

 C：算法與程式編寫 (Pyhton)



卷三 - 校本評核 (20分)

二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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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大學收生要求

所有本地大學 -工程學院課程優先考慮以下選修科：

物理、生物、化學、資訊及通訊科技



香港中文大學

• 計算機工程學

• 計算機科學

• 信息工程學

• 數學與信息工程學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http://admission.cuhk.edu.hk/tc/programmes/CENGN.html
http://admission.cuhk.edu.hk/tc/programmes/CSCIN.html
http://admission.cuhk.edu.hk/tc/programmes/IERGN.html
http://admission.cuhk.edu.hk/tc/programmes/MIEGN.html
http://admission.cuhk.edu.hk/tc/programmes/MAEGN.html
http://admission.cuhk.edu.hk/tc/programmes/SEEMN.html


香港理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電子計算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及資訊工程學系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航空工程跨領域學部

http://www.polyu.edu.hk/bme/
http://www.comp.polyu.edu.hk/
http://www.ee.polyu.edu.hk/
http://www.eie.polyu.edu.hk/
https://www.polyu.edu.hk/ise/
http://www.polyu.edu.hk/me/
http://www.polyu.edu.hk/aae


香港城市大學

 建築學及土木工程

 生物醫學工程

 電腦科學

 電子工程

 材料科學及工程

 機械工程

 系統工程及工程管理

 建築科技學部

http://www.cityu.edu.hk/ace/
http://www.cityu.edu.hk/bme/
http://www.cityu.edu.hk/cs/
http://www.cityu.edu.hk/ee/
http://www.cityu.edu.hk/mse/
http://www.cityu.edu.hk/mne/
http://www.cityu.edu.hk/seem/
http://www.cityu.edu.hk/bst/


香港科技大學

 航空航天工程學

 生物工程學

 化學工程學

 化學及環境工程學

 土木工程學

 土木及環境工程學

 計算機工程學

 計算機科學

 決策分析學

 電子工程學

 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學

 機械工程學

 可持續能源工程學



香港大學

土木工程

電腦工程

計算機科學

電機工程

電子工程

工業工程和物流管理

機械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