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成員：(以英文姓氏字母排序）

姓名

梅志文校長 (召集人) 
歐海健校長
鍾富源先生
馮健剛先生
馮耀章校長
劉振華校長
劉興業先生
羅恩瀚先生
陸鎧華先生
伍煥杰校長
黃健威先生
葉春燕校長

學校

裘錦秋中學(元朗)
明愛胡振中中學
路德會協同中學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浸信會天虹小學
滙基書院
啓思中學
滙基書院(東九龍)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培僑中學
英華書院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協辦機構：(以英文字排序)



學校 老師 學生及家長

Apple 平台

全方位支援

擁抱科技

實用技能

Mobile App Development
Every Can Code
( 人人可編程)

將校內的編程學會、電腦學
會，變成一個更全面的學會

推動科技教育
促進教案及課程發展

不需額外成本

獲Swift Coding Club的認可
增加學校價值

專業培訓
(不論有/沒有 ICT 知識)

幫助培育學生全方位
ICT/DT/CT

為中一及中二學生提供編程
培訓

趨勢

裝備學生，提供全人發展 (編程、思維）
為學生建立機會
衝出香港，邁向國際

為日後作準備

參加不同比賽，開闊眼界

小學 > 中學 > 大學編程教育歷程

學習歷程由小學三年級開始：
> 培養ICT興趣
> 不同方向發展
> 演講技巧

必需技能





5 月 5 日
公佈比賽詳情
- 8 月創意初賽
- 12 月編程決賽

6 月30 日
比賽截止報名

6 - 7 月
學生決定創意主題

8 月14 創意初賽
(提交主題概念)

揀選20隊進入 12 月編程決賽

10月培訓工作坊
- Swift Coding
- UX/UI 
- Presentation skill
- Video Editing

7月培訓工作坊
Swift Playgrounds
- 老師工作坊
- 學生工作坊

1-2月WWDC 
培訓工作坊

參觀(大學/科創公司)

8 月活動 @ Ocean Park

11 月下旬
編程決賽

學與教博覽
展2022 
作品展示





學校名稱 App 名稱

明愛胡振中中學 貓星人

青年會書院 中醫buddy 養生easy

拔萃女書院 foodmaster

香港真光書院 鳥巢

荔景天主教中學 AI 教你做運動

五旬節中學 隨意門

聖羅撒書院 Found IT

德雅中學 sandy

滙基書院（東九龍） iCanton

滙基書院（東九龍） Dreamcatcher

學校名稱 App 名稱

浸信會天虹小學 流浪動物關注組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智識「傾」

鐘聲學校 Remember-1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Healthy Eyes

喇沙小學 LSPS_team1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分校) LittleKBStudyAssistant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5A.VA

沙頭角中心小學 Protect The Earth

沙頭角中心小學 探測不同地⽅裏的時間及天氣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Knowing more about Animals

(以學校英文字母排序）







5 August 2022



5 Aug 2022



5 Aug 2022



5 Aug 2022



5 Aug 2022



5 Aug 2022



April to September 2022



APPLE 大中華 Mobile App Development 比賽 （大專院校）：中，港，澳，台

3隊香港代表由初賽出線進入全國複賽

目標 2023 參與全國 K12 （中小學）展示區 - 香港代表



Hear Inclusive

(VTC /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pp & tools to support hearing impaired

最終 ： 全國一等獎（FINAL TOP 4）



Streaming Hubs

(VTC /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pplication to support KOL for video streamer

最終 ： 全國二等獎 （FINAL 30）



Storyland Team

(City University of HK)

eLearning App with AR, LMS

最終 ： 全國二等獎 （FINAL 30）







WWDC23 : APRIL 2023 SUBMISSION



YEAR 2022



Bring young talents togethers



Swift Coding Club Webs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