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南華中學教學進度表 

科目：_電腦____    級別：__中一__    年度：2019-20    編寫老師姓名：  何裕玲       科主任姓名：__梁偉城      

周 日期 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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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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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核心價值/共通能力/評估) 

成功準則 

 

1-3 
2019 

4/9-18/9 

 本學年課程簡

介 

介紹本年度課程評估

方法 

1． 電腦歷史 

 

同學會明白人類所使用的計算工具是隨

著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從簡單到

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 

 

 

(一) 簡介全年課程  

(二)  教學材料: 1.1-1.2 電腦歴史筆記的+ 電腦歴

史補充資料 (MOODLE) 

(三)  教學方法: 講授及提問 

(四)  共通能力：溝通能力 - 以提問加強師生及生

生間的交流。 

(五)  評估: 工作紙 1.3 電腦歷史工作紙 

(MOODLE) 

80%以上的學生

課業達標。 

 

3-4 19/9-27/9 

 登入及運用 

e-class(郵件輸入) 

 

介紹學校各系統 

- WINDOWS 

- ECLASS 

- MOODLE 

- Gmail / Google account 

 

學習活動 

1. 介紹學校 S: 是其中一個學校網絡硬碟，是老師

分享給同學的檔案 (只可讀取，不能儲存) 

要求同學到 S:＼科目＼電腦科＼中一 開啓一個

電腦檔案。 

2. 介紹另一個學生個人網絡硬碟 Y:，是同學儲存

檔案的地方，同學的功課應存於此。 

要求同學用小畫家畫一直線，然後儲存於 Y: 

3. 登入 E-CLASS 

教授同學傳送一電郵給同學 

可教授附件 

4. 登入 MOODLE 

使用者名稱及密碼和登入 WINDOWS 相同 

5. 登入 GMAIL 

90%同學完成學

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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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30/9-18/10 

 電腦系統  輸入及輸出設備 

 CPU, RAM VS ROM 

 儲存設備 

 不同打印機的比較 

 軟件的種類 

筆記: 

     電腦軟件及硬件筆記 

 

MOODLE 評估:    (多元創意教育) 

完成 電腦系統 小測 1 

     電腦系統 小測 2 

      EX1- 電腦硬件 

 

實題工作紙: 

     工作紙 1 及 2 

英文元素：電腦設備英文名稱 (例：Laser Printer/ 

Tablet) 

80%以上的學生

課業達標。 

 

8 21/10-25/10 
 錄音軟件

AUDACITY 

 使用軟件 AUDACITY 進行錄音 

 把檔案滙出成 mp3 檔 

軟件 AUDACITY 

與英文科合作，進行英文錄音 

80%以上的學生

課業達標。 

   技能測試：登入 GMAIL，郵寄電郵，加附件，GOOGLE SHARE  

 28/10-31/10 上學期統測 

10-13 4/11-29/11  SCRATCH 程式設

計 

(階段 1 ) 

學生會學會 

 變數及常數 

 賦值 

 單位變換 

 

使用 SCRATCH 程式設計及實現程式  (多元創意

教育) 

EXERCISE 1: X 變數的變化 123,999 

EXERCISE 2: 長方形面積 (變數) 

EXERCISE 3: 圓形面積 (變數及常數) 

EXERCISE 4: 單位轉換 

             公斤 <-> 磅 

80%以上的學生

課業達標。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quiz/view.php?id=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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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元素：以英文設定變數名稱 (例：area/ 

radius/length) 

14-17 2/12-19/12  數據編碼及中文

輸入法 

 認識電腦中常用的編碼法 

 ASCII 

 GB/Big 5 

 Unicode 

 認識及使用速成輸入法輸入中文 

 筆記: 編碼及中文輸入法檔案  

      輕輕鬆鬆學速成電子書檔案  

 

學生使用五色學倉頡 2 (只使用初階及中階), 路

徑如下: 

S:\科目\電腦科\中一\3_中文輸入法\五色學倉頡 2 

 

交替使用學生使用五色學倉頡 2 和 

MOODLE 評估:    (多元創意教育) 

完成 

 速成輸入法的倉儲字母分類 

 哲理類 預習及測試 1 (可先播放教育短片) 

 筆劃類 預習及測試 2 (可先播放教育短片) 

 人身類 預習及測試 3(可先播放教育短片) 

 字形類 預習及測試 4(可先播放教育短片) 

 

(多元創意教育    終身快樂學習) 

 

 

80%以上的學生

課業達標。 

 

 23/12-2/1 聖誕及新年假期 

 2020 

9/1-21/1 
上學期考試 

 23/1-3/2 農曆新年假期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79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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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 4/2-14/2 

文書處理 1 

(大減價海報) 

 於文書處理學習 

 輸入文字及插入圖片 

 改變文字大小及顏色 

 插入背景 

 更多的字型選項如刪除線 

使用文書處理軟件完成 

   大減價海報 

 

(多元創意教育) 

 

完成 WORD 

DOCUMENT 

25 17/2-21/2 

文書處理 2(揮春) 

 

 於文書處理學習 

 插入圖形/文字方塊 

 改變框線及網底 

使用文書處理軟件完成 

   揮春 

(多元創意教育) 

(真理：認識天主的祝福) 

 

完成 WORD 

DOCUMENT 

26 25/2-27/2 

文書處理 3 

(紀念冊) 

 於文書處理學習橫向、紙張大小及

邊界版面設定 

 運用表格 (插入、合併儲存格、網底) 

 插入背景 

使用文書處理軟件完成 

   紀念冊 

(多元創意教育) 

 

完成 WORD 

DOCUMENT 

27 2/3-6/3 

文書處理 4 

及 GOOGLE FORM 

(問卷製作) 

 於文書處理學習 

 運用底線、線條 

 運用特殊符號如方格 

 運用 wingdings 等號如 tick 號 

 使用 GOOGLE FORM 製作網上問卷 

使用文書處理軟件完成 

   問卷製作 

 文書處理綜合工作紙 

 

(多元創意教育) 

 

*** 和人文科配合於 GOOGLE FORM 製作網上問

卷 [日期/時間和人文科配合] (多元創意教育) 

 

完成 WORD 

DOCUMENT 

完成網上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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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9 9/3-20/3 

網頁創作+PhotoShop 

(１：使用 PhotoShop 

製作馬賽克圖片) 

 使用 PHOTOSHOP  

 開啓檔案 

 運用濾鏡 

 儲存為 JPG 檔案 

課業: 

1.jpg 或 sample1.jpg 

****說明 jpg 是壓縮圖片檔案類型, 可用較小儲存

空間。 

 

(多元創意教育) 

資訊科技互動學習,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參閱 MOODLE 筆記: photoshop dreamweaver 筆記

檔案 ) 

完成實習檔案成

品 

 

網頁創作+PhotoShop 

（２：使用網頁軟件 

(DreamWeaver) 展 示 

馬賽克圖片） 

 運用網頁製作軟件 DREAMWEAVER 

 插入文字及改變文字大小及顏

色 

 改變背景顏色 

 插入圖片 

課業: 

1.html 或 sample1.html 

**** 說明 html/htm 是其中一種網頁檔案格式 

(多元創意教育) 

資訊科技互動學習,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參閱 MOODLE 筆記: photoshop dreamweaver 筆記

檔案 ) 

 

 

完成實習檔案成

品 

 

  技能測試：文書處理 – 製作復活節卡 

 23/3-25/3 下學期統測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95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95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95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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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6/3-7/4 

網頁創作+PhotoShop 

(3:使用 PhotoShop製作 

去背圖片 ） 

(4: 使用網頁軟件 

(DreamWeaver)展示 

去背圖片) 

 使用 PHOTOSHOP  

 製作去背圖片 

 明白 GIF/PNG 可製作去背圖 

 運用網頁製作軟件 DREAMWEAVER 

 改變背景圖片 

 插入去背圖片 

 明白有背景的圖片為什麼要把

圖片去背 

 

 

 

完成 MOODLE 評估:  

6.2.1 製作去背圖預習 

6.3.2 製作去背圖後測   

 

課業: 

去背圖片 

儲存為以下其中一個檔名 

2.png/2.gif/sample2.png/sample2.png 

**** 說明 png 及 gif 也可用於製作去背圖, jpg 

不能 

 

去背圖片網頁(有網頁圖片作背景) 

2.html 或 sample2.html 

 

(參閱 MOODLE 筆記: photoshop dreamweaver 筆記

檔案 ) 

(多元創意教育) 

資訊科技互動學習,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完成實習檔案成

品 

 

 8/4-18/4 復活節假期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quiz/view.php?id=13313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quiz/view.php?id=13315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95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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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 20/4-29/4 

網頁創作+PhotoShop 

(5: 使用 PhotoShop 製

作移除痘痘相片) 

(6:使用網頁軟件 

(DreamWeaver)展示 

未移除痘痘及移除痘 

痘後的相片 

 使用 PHOTOSHOP 污點修復筆刷工

具去圖片修補 

 運用網頁製作軟件 DREAMWEAVER 

 插入表格 

 修改表格網底顏色 

課業: 

   3.JPG 或 3.PNG 或 sample3new.jpg (移除痘痘

相片) 

   3.HTML 或 sample3.html (展示移除痘痘相片的

網頁 , 可加入表格) 

 

(參閱 MOODLE 筆記: photoshop dreamweaver 筆記

檔案 ) 

(多元創意教育) 

 

資訊科技互動學習,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完成實習檔案成

品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95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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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9/4 

網頁創作+PhotoShop 

(7:使用 PhotoShop 合

併 2 張相片 ) 

(8: 使用網頁軟件 

(DreamWeaver) 展 示 

合併相片) 

 使用 PHOTOSHOP  

 使用選取工具 

 合併兩張圖片 

 運用網頁製作軟件 DREAMWEAVER 

 插入合併圖片 

 插入插件如音樂 

課業: 

   4.JPG 或 4.PNG (合併 2 張相片) 

   4.HTML 或 sample4.html (展示合併圖片的網

頁 , 可加入表格, (bonus)背景音樂) 

 

(參閱 MOODLE 筆記: photoshop dreamweaver 筆記

檔案 ) 

 

(多元創意教育) 

資訊科技互動學習,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完成實習檔案成

品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95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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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4/5-8/5 

網頁創作+PhotoShop 

(9: 使用網頁軟件 

(DreamWeaver) 建 立

主頁連結各網頁) 

 運用網頁製作軟件 DREAMWEAVER 

 建立首頁(INDEX.HTML) 

 插入超連結 

課業: 

INDEX.HTML 內有 以下超連結 

   連結至 1.HTML/sample1.html (馬賽克作品) 

   連結至 2.HTML/sample2.html (去背圖片作品) 

   連結至 3.HTML/sample3.html (除痘痘作品) 

   連結至 4.HTML/sample4.html (合併圖作品) 

 

(參閱 MOODLE 筆記: photoshop dreamweaver 筆記

檔案 ) 

(多元創意教育) 

 

資訊科技互動學習,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完成實習檔案成

品 

 

37 11/5-14/5 

簡單 POWERPOINT 應

用 (進階於中二教) 

POWERPOINT 基本 

 插入多於一張投影片 

 有圖及文字的投影片 

課業: 

2 頁介紹自己的 POWERPOINT 

完成實習檔案成

品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95
http://moodle1.nwcss.edu.hk/mod/resource/view.php?id=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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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8/5-22/5 

互聯網對青少年的影 

響 

 

 描述版權和保障個人私隱的重要 

 舉出常見的電腦罪行 

(1) 7.1 互聯網對青少年的影響 (POWERPOINT) 

(愛德, 生命, 家庭 – 明白不能上網太多, 要和家

庭多些相處) 

(公義 – 辨別互聯網上資訊的真偽、為自己的言論

負責) 

(真理 – 透過互聯網視頻認識信仰) 

閱讀知識產權與版權保護漫畫 (OPTIONAL) 

(2) 觀看知識產權影片 

T:\17-18\科目\6.1.電腦\Resources\S1\7_互聯網對

青少年的影響 

提升同學對版權

和保障個人私隱

的意識 

39 25/5-29/5 

使用網上或免費軟件

學習 

協作工具學習 

(OPTIONAL 如以上課

程完成) 

 GOOGLE TRANSLATE 

 YAHOO DICTIONARY 

 GOOGLE DOCS 

 QUIZLET 

 免費 ONLINE 圖像編輯軟件 

https://pixlr.com/editor/ 

實習使用 試用 GOOGLE 

DOCS, PIXLR 等

免費軟件, 令同

學明白不需要翻

版軟件。 

40 1/6-2/6 

考試温習 瀏覽 MOODLE 筆記重點 

複習 moodle (下學期考試温習)  

如:下學期考試 PHOTOSHOP 及 DREAMWEAVER 温習  

   文書處理 : 下學期考試温習 1-5 

下學期考試 POWERPOINT 及其他 MOODLE EXERCISE 

 3/6-12/6 下學期考試 

 

 

 

https://pixlr.com/edi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