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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屆奪冠的優勝者當中，有受訪學生謙稱是幸運所致，但能從過百隊伍中脫穎而出，奪冠又豈會是
僥倖？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的「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劃，由2017年起，已經舉辦了四
屆「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而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連奪三屆冠軍，他們分享如何在校開展推行
運算思維教育，培育具創意的解難高手更具說服力。

制定全方位運算思維策略締造三連冠

 ●「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 」2018 App Inventor 組冠軍組員（ 左 ）文爾行和（ 右 ）
何冠聰，由林育鋒老師指導下製作《 補錶 》。

運算思維奪冠系列

這次採訪有幸齊集三屆冠軍人馬，先看看三組學生的說法。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2018 App Inventor 組冠軍，組員文

爾行和何冠聰憶述三年前的設計作品《補錶》，文爾行表示參賽期
間掌握了邏輯思維，而且他分享訓練過程中，一個人學習有時會
遇上困難，但和同學一起學則更有效率。何冠聰指出印象最深的
是要和團隊一起撰寫報告和合作編程，能與對方達成共識並不容
易，要多溝通才能互相理解，而經過比賽歷練後，亦多了朋友。

 比賽讓學生全面成長
同校 2019 App Inventor 組冠軍有羅熙桐、洪智皓和莫嘉熙

製作的《善用長者醫療券》。洪智皓表示組隊參賽比個人參賽壓
力少，加上合作氣氛融洽就更易投入；而羅熙桐指出有老師指導
是致勝關鍵，畢竟老師會帶領大家及提醒練習，讓各方面有充裕

制定策略

001

 ● 來自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的CoolThink@JC
教師團隊：（左起）陳景康主任、胡國柱副校長和林
育鋒老師，是首批參與計劃的成員。



制定全方位運算思維策略締造三連冠

的準備。該隊年紀最輕的是莫嘉熙，他表示從小性格容易緊張，
但從比賽中不斷鍛鍊，現在面對群眾亦充滿自信。洪智皓和羅熙
桐補充，兩人希望日後能再參賽，從而獲得更多機會磨練，包括
提升解決困難和上台應對的能力。

團結成致勝關鍵
至於剛獲2020 Scratch組冠軍的是《抗疫次廁安心》，由王子

軒、馬康耀和吳偉祥所製作，因應廁所潔淨問題，他們構思用智能
方式助己助人。王子軒表示構思主題時，不同人有不同意見，但亦
因為如此，綜合大家意見後，讓設計更完整。馬康耀指出在比賽中
讓他有更多機會訓練演說能力。至於吳偉祥表示通過運算思維學會
解難，而熟悉測試及除錯可以令每個步驟更清晰。

不過，有趣的是，採訪過程中，所有受訪學生不約而同指
出，團結是致勝關鍵之一。畢竟團結能集眾人之力，也讓學生們
有更強凝聚力，採訪期間經常感到師生相處言談甚歡，各人神情
輕鬆愉快，而且最重要是學生能因此學會用運算思維於日常生活
中解難。

 ● 整個採訪中，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學生之間笑聲不絕，學生們關係融洽，
團隊團結的學習氛圍，四處洋溢。

 ●《 善用長者醫療券 》是「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 」2019 App Inventor 組冠軍，
成員分別是（ 左起 ）洪智皓、羅熙桐和莫嘉熙，當時由胡國柱副校長帶領隊伍參加
比賽。

 ● 林育鋒老師（ 右 ) 表示與學生一起參賽有很多難忘事，其中之一是一起互相學習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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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學生有獨立思維
除了學生的說法，老師眼中又如何看待團隊獲勝？《補錶》的

指導老師林育鋒，同時亦是體育老師，他指出教授運算思維與其
他課堂的分別是一般課堂有很多有特定課題或指引，但運算思維
課堂的學習方式較開放，因此學生能發揮創意。他舉例，即使同
學接受同一位老師指導，因應個人能力和特色，會設計出風格特
點不同的App。此外，他憶述比賽期間學生們有很多創新想法，但
由於涉及的技術非校內課程所涵蓋，師生會一齊自學，甚至一起
尋找技術或方法再討論。此外，參與比賽令學生有很多軟技能提
升，例如團隊合作、表達技巧，對現今學生來說都很重要。

良好團隊學習氛圍
《抗疫次廁安心》的資深指導老師陳景康，他先解構師生口

中經常談及的團隊和團結。他表示該校團隊不單是外間看到的 3
人參賽小組，更有其他參與比賽的師生。若以App Inventor有兩
組學生參與為例，加上帶領小組教師 1 人，該校參賽的團隊成員
就有 8 人。加上學校裡學習運算思維的氣氛良好，幾隊參賽小組
之間亦樂意溝通，全體師生隊伍都有緊密連繫，亦即每個小組均
有全隊人支援。此外，教師團隊每年於比賽後會進行檢討，團結
的不止是小組裡的師生，也是所有參賽的成員。

  ●● 前排（左起）學生吳偉前排（左起）學生吳偉
祥、王子軒和馬康耀，在祥、王子軒和馬康耀，在

（後排）陳景康主任陪同（後排）陳景康主任陪同
下合力設計《抗疫次廁安下合力設計《抗疫次廁安
心》， 並 獲 得「全 港 小 學心》， 並 獲 得「全 港 小 學

生運算思維比賽」生運算思維比賽」
2020 Scratch2020 Scratch
組冠軍。組冠軍。



兩位老師和幾位學生分享了致勝心得，《善用長者醫療券》
的帶隊老師胡國柱副校長補充，該組學生能從同理心出發，並以
當時社會關注的問題找出解難點，再逐樣拆解，相信是得獎原
因。胡副校既是帶隊老師，也是該校領導層，由他解構學校發展
運算思維的策略，最合適不過。

運算思維三連冠之秘
胡副校表示近年社會有普遍認知，理解未來工作需要具備

科技相關的能力，如醫生也要控制機械，而從學校的教育發展角
度來看，預計日後就算不是人人要成為程式編寫員，也應具備運
算思維能力。故此學校的領導層和管理層商討後，早於 2014-15
學年於電腦科加入編程元素，由三位電腦科老師組成核心小組編
寫教材，但他坦言當時亦有感不足，因為難以衡量水平。幸而於
2016年注意到由馬會策劃和捐助的CoolThink@JC計劃出現，他
確信由香港教育大學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合作發展的編
程內容將具備國際級水準，遂因此參與計劃。

突破傳統師生比例
參與計劃只是學校發展運算思維的開始，胡副校憶述學校發

展可分成多個階段，先從老師與學生比例來看。由於學校注重普
及教育，以該校架構而言，小四至小六每級三班，合共九班，而
14-15年期間有三位教師任教電腦課。直至加入CoolThink@JC計
劃並獲培訓後，教師團隊認為每位老師教授一班較恰當。這是由於
運算思維課堂有別於傳統學科，並不具有標準答案。教授編程時，
學生思考方式不一，就會運用不同的編程碼，教師需要專心理解學
生作品的邏輯及結構，也就是真正理解學生思維，才能從旁指導。

故此教授運算思維，對教師的所需精神要求極高，若隔日需
指導其他班別，效果將會未如理想，因此需要作出改動。胡副校
再補充個人經驗分享，他表示教授中文課時，可
以快速直接指出學生文章句子裡的錯誤以及改

善方式；但教授編程卻需要先理解及思考，更何況每班人數高達
27 人。正因此，學校由 16-17 年後至今，運算思維團隊人數陸續
增加，現今已有12位老師。

調整課堂增加連續課節
除了是教師和學生的人數比例外，胡副校亦分享學校課堂

安排的演變和心得。CoolThink@JC 課堂教的不只是編程，更
是要讓學生學會運算思維，所以當中就要讓學生有足夠時間想
和試。目前該校經過多次改動後，最新的課堂模式是四年級每
雙周有連續兩節電腦課學習 Scratch，而此安排會與常識科輪
替，如此一來節省了轉堂時間，令課堂更有效率。

至於五、六年級需學習更高階的 App Inventor，所需的
思考空間就更多，因此學校檢視了整體課程架構後，重組科目
內容，如文書處理軟件可於網上平台自學，而資訊素養等內容
則能與其他學科合作，再加上調動其他科目課節後，現時小五
及小六每周有連續兩節電腦課堂。不過，胡副校認為仍有改進
空間，希望未來能將一班分拆成兩個小班教學，減少師生課堂
比例以照顧學習多樣性，並開始在電腦課堂教授 AI 與資料庫的 
內容。

支援教師專業培訓
要做到上述的課堂安排，胡副校坦言人手編排至為重要。他憶

述學校的安排是先由領導層進修，接著再和其他同事分享。領導層
願意率先學習，理解難點，營造互相支援學習的氛圍，會令同事間
更融洽和睦，也能確保老師有足夠的信心，參加專業培訓。

以三層架構培育學生
最後，學校採用資優教育三層架構理念去推展運算思維教

育，第一層是普及教育，也就是上述提及的高小電腦課堂，除每
周雙連節外，也注重課堂內的合作，因此課堂以雙人結對編程的

策略，讓能力不一的學生培養溝通及合作習慣。課堂上亦安排挑
戰任務，讓完成基礎目標的學生持續學習。而該校於低小亦加

入「不插電」（unplug）內容，讓學生及早具備運算思維的基
礎概念。

普及教育達成後，就是第二層的抽離式課程，在課堂
外為表現出色的學生提供增潤訓練。第三層為校外支援，
學校老師為特別資優學生作個別教育安排，甚至外聘專業
導師協助指導學生參與校外比賽。另外，學校每學年均讓

高小學生進行跨學科專題研習，編排每周一課節，每一位

 ●（ 左起 ）羅熙桐、洪智皓和莫嘉
熙細心向「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
的「 齡活大使 」曹秀英女士講解如
何使用《 善用長者醫療券 》App。

 ● 胡國柱副校長認同運算
思維發展重要，並親身參
與 CoolThink@JC 計劃體
驗當中難點，以領導層身
份推廣運算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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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讓長者
更安心享用服務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的「齡活
大使」曹秀英（Lisa）女士指出《善用
長者醫療券》功能清晰，可以選擇所
需醫療服務類別，如可直接找到區內
合適的視光中心。更重要是選擇診所
後，能看到評分及意見，長者可自行
作出判斷，令長者減少顧慮。Lisa 表
示現時使用醫療券後只能知道餘額，
但此 App 能上傳收據，列明費用及明
細，就可馬上轉告家人，倍感安心。
加上介面和操作都簡單直接，未來期
望語音種類可加強，畢竟香港有長者
來自非廣東地方，如能加入更多語言
支援會更佳。

三位學生王子軒、吳偉祥和馬康耀注意公眾廁所衛生狀況未如理想，偶有
出現未沖廁等情況，或會令病毒傳播，因此製作模型作品時，分別用光線感測
器和超聲波感探測水清澈度和使用狀況，再因應情況自動清洗。而進一步討論
時，考慮到假期會影響使用次數，因此加入 AI 數據決定清潔頻率。

作品名稱：抗疫次廁安心�
得獎學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得 獎 者：王子軒、吳偉祥和馬康耀�
得獎名銜：����2020 Scratch 組冠軍

由「 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 」計劃
舉辦的第五屆「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
比賽 」將於 8 月 29 日 ( 星期日 ) 舉行
總決賽。想知道今年學生又有什麼創
新方案，解決身邊難題？請於下午 2
時至 5 時於計劃 Facebook 觀看比賽
直播，為學生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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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帶領十多位學生，引領學生關注身邊事物並用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按部
就班地設計和解難，讓所有學生都能學以致用。而受訪的幾位學生都經歷了三層架構
的培育及訓練，成功於比賽中勇奪佳績。

coolthink@jc

 ●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能順利發展
運算思維，因該校無論在資源、課程和同事
支援方面均得到管理層支持。

學生作品介紹
作品名稱：補錶�
得獎學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得 獎 者：羅正楠、何冠聰和文爾行�
得獎名銜：����2018 App Inventor 組冠軍

學生文爾行憶述有親朋用膳期間，因將車停泊在咪錶位，需每半小時就離
席入錶感覺不便，故期望能設計出《 補錶 》App，讓路人賺取酬勞代入錶，車主
亦可免被罰款。當時此設計具前瞻性，揉合共享經濟概念。

作品名稱：善用長者醫療券�
得獎學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得 獎 者：洪智皓、羅熙桐和莫嘉熙�
得獎名銜：����2019 App Inventor 組冠軍

洪智皓、羅熙桐和莫嘉熙同學有感長者醫療券使用方式有改進空間，因此
設計出《 善用長者醫療券 》App，當中提供接受醫療券機構，並配合 GPS 功能
方便前往。此外，考慮到長者有視力不佳及不會認字的狀況，加入圖示、顏色
方便辨別，亦有語音講解。最重要是讓長者可以用手機拍攝上載及分享資料予
親朋，並加入評分及留言功能。

「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