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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
 

1410 Registration
1410 –

 
1420 Introduction about the Practice Paper

1420 –
 

1510 Briefing on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marking criteria and general 
performance on Paper 1B

1510 –
 

1530 Q & A Session
1530 –

 
1545 Break

1545 –
 

1640 Briefing on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marking criteria and general 
performance on Paper 2 (Parallel 
sessions)

1640 -
 

1700 Q & A Session



Workflow (General exam papers)

Marking Schemes (Provisional)
 Exam 
 Selection of sample scripts
 Standardisation meetings 
Markers’

 
meetings 

 Revised Marking Schemes
Marking of scripts 
Marking Schemes (Final)



Standardisation Process

Scrutinising samples of performance
Feedback from Standardisation meetings
Feedback from Markers’

 
meetings

Feedback from Examiners & Markers
Revisions of marking schemes



Practice Paper (schools)

Standardisation Process –
 

internal 
standardisation procedures
Professional discretion & judgment –

 accepting alternative answers 
(correct & well reasoned)



Symbols used in ICT


 

a wrong or unacceptable answer
not essential 

/
 

acceptable alternative 
+

 
there are two pieces of information 

and the second part will be awarded 
points only if the first part is correct



Excessive answers

General rule: extra answers will not be 
marked.
For instance, in a question asking 
students to provide two examples, and 
if a student gives three answers, only 
the first two will be marked. 



English & Chinese words

Wrong spelling / 錯別字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ds
Assessing the entire answer as a whole

Acronym (e.g. LAN)
Acceptable in both Eng & Chi papers
Accept common acronyms 
(e.g. stated in C&A guide)

English words in Chi paper & vice versa
General rule: NOT acceptable



Welcome

Feedback from YOU (markers)
 To: Speakers or Mr. Ng Ka Ming 

(kmng@hkeaa.edu.hk)



練習卷

PRACTICE PAPER

資訊及通訊科技
 
試卷一（乙部）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APER 1 (SECTION B)

評卷參考（暫定稿）

PROVISIONAL MARKING SCHEME



1. (a)
哪個欄位 CAT、CODE、NAME、PRICE 或

 
QTY 應作為關鍵欄

 位？

CODE



1. (b)
QTY 的數據類型是整數，黃先生的同事小麗建議將此數據類型

 更改為實數或字串。黃先生不同意小麗的建議，為什麼？

物品存貨數量是整數，因此沒有需要使用實數的數據類型來存
 儲它們，以免使用更多存儲空間。

針對物品存貨數量的運算是必要的，使用字符串數據類型並不
 適合。

QTY 的數據類型是整數，黃先生的同事小麗建議將此數據類型
 更改為實數或字串。黃先生不同意小麗的建議，為什麼？

物品存貨數量是整數，因此沒有需要使用實數的數據類型來存
 儲它們，以免使用更多存儲空間。

針對物品存貨數量的運算是必要的，使用字符串數據類型並不
 適合。

數量沒有小數／分數

QTY 的數據類型是整數，黃先生的同事小麗建議將此數據類型
 更改為實數或字串。黃先生不同意小麗的建議，為什麼？

物品存貨數量是整數，因此沒有需要使用實數的數據類型來存
 儲它們，以免使用更多存儲空間。

針對物品存貨數量的運算是必要的，使用字符串數據類型並不
 適合。

數量沒有小數／分數

字符串不適合運算



1. (c)
哪一個字符編碼系統是最適合儲存

 
NAME 的數據？試簡單解

 釋。

採用統一碼最適合，
 

1+1
因為產品名稱的語言不同。

UTF-8／單一碼／萬國碼／標準萬國碼

Universal Code／國際碼／標準國際碼
 





1. (d) (i)
黃先生寫了下列 SQL 指令。根據上述

 
INVENTORY 內五個已知

 的記錄，執行此查詢後的結果是什麼？

Select CODE, PRICE from INVENTORY where PRICE > 10 and QTY 
< 40 

N042    20.2

（
 

答案不完整或錯字）

PRICE > 10  and  QTY < 40    



1. (d) (ii)
現已將 INVENTORY 匯入到一個試算表內。試以步驟描述如何

 使用試算表軟件內的功能，提取與 (d)(i) 查詢後一樣的結果。

使用篩選功能。
 

1
在 PRICE 使用準則 「大過 10」 及 QTY 使用準則「小過

 40」。
 

1

現已將 INVENTORY 匯入到一個試算表內。試以步驟描述如何
 使用試算表軟件內的功能，提取與 (d)(i) 查詢後一樣的結果。

使用篩選功能。
 

1
在 PRICE 使用準則 「大過 10」 及 QTY 使用準則「小過

 40」。
 

1

使用篩選功能。
 

1+1
在 PRICE 使用準則 「大過 10」 及 QTY 使用

 準則「小過 40」。



1. (e)
黃先生考慮以無線射頻識別 (RFID) 系統取代現有條碼系統，以

 便收集產品資料。試舉出使用 RFID 系統而非條碼系統的一個
 優點和一個缺點。

優點：加快輸入過程。

缺點：實施 RFID 系統較為昂貴。



2. (a)
試列舉這部平板電腦兩個專為提高其流動性的特點。

重量輕（0.5公斤）
 以無線網絡連接互聯網

重量:
 
輕（0.5公斤）／快閃記憶體較輕

連接:
 
以無線網絡連接互聯網

顯示器: 觸控屏幕

輸出:
 
內置揚聲器

電池:
 
續航時間長（14小時）

尺寸:
 
細小

／顯示器細小／快閃記憶體細小



2. (a)
中央處理器

 


記憶體:
 

512MB ROM    

輸入:
 

USB 2.0    



2. (a)



2. (b) (i)
這部平板電腦設有 64 GB 的快閃記憶體，與普通手提電腦的配

 置非常不同。為什麼？

這設備沒有硬盤，因此其重量較輕／消耗電力較低。
 

1, 1

這部平板電腦設有 64 GB 的快閃記憶體，與普通手提電腦的配
 置非常不同。為什麼？

這設備沒有硬盤，因此其重量較輕／消耗電力較低。
 

1, 1

這設備沒有硬盤／快閃記憶體重量較輕

／消耗電力較低

／體積較小
 

1



2. (b) (ii)
應否以 SDRAM 來取代這部平板電腦內的快閃記憶體？試簡單

 解釋。

不應，因為快閃記憶體是一種非易失性的記憶體，而 SDRAM 
乃是一種易失性的記憶體。

 
1

應否以 SDRAM 來取代這部平板電腦內的快閃記憶體？試簡單
 解釋。

不應，因為快閃記憶體是一種非易失性的記憶體，而 SDRAM 
乃是一種易失性的記憶體。

 
1

不應，
 

1+1
因為快閃記憶體是一種非易失性的記憶體，而

 SDRAM 乃是一種易失性的記憶體。



2. (c)
在平板電腦內 ROM 儲存的程式中，哪一個是最重要的？

BIOS

POST（開機自我檢測）

／ Bootstrap program（引導程序／靴帶程式）

／Startup program （啟動程序）



2. (d) (i)
試列出兩種可以通過互聯網傳播電腦病毒至其他電腦的可能途

 徑。

它能通過電子郵件（附件）傳播。
 它能通過瀏覽網頁傳播。

它能通過下載軟件傳播。



2. (d) (ii)
有時最先進的防病毒軟件也無法刪除一些電腦病毒。試簡單解

 釋這種情況。

當有新的電腦病毒產生時，已有的防毒技術無法處理它。／

病毒定義檔沒有更新。

病毒變種／防病毒軟件版本舊
 





2. (e) (i)
在安裝軟件前，李先生應了解哪個與版權有關的問題？他需閱

 讀哪份文件？

認識使用該軟件的權利／限制，
 李先生可以閱讀軟件使用權同意書。

在安裝軟件前，李先生應了解哪個與版權有關的問題？他需閱
 讀哪份文件？

認識使用該軟件的權利／限制，
 李先生可以閱讀軟件使用權同意書。

30天試用期／共享軟件



2. (e) (i)
在安裝軟件前，李先生應了解哪個與版權有關的問題？他需閱

 讀哪份文件？

認識使用該軟件的權利／限制，
 李先生可以閱讀軟件使用權同意書。

軟件使用權同意書（agreement）

版權條例／使用者手冊
 





2. (e) (ii)
佩珊下載並安裝一個盜版照片編輯軟件在她的電腦內。她這樣

 做可會帶來什麼法律後果？

她可能會被判處罰款／監禁。

被控告 ／起訴



2. (f)
李先生在所有電腦內安裝一個軟件，使每台電腦在每次重新啟

 動後自動恢復到原來的狀態。試列出這個軟件的一個優點和一
 個缺點。

優點：即使電腦感染了病毒，重新啟動電腦後便可清理它。

缺點：所有數據/軟件更新／操作系統更新和新安裝的軟件有可

能在重新啟動電腦後被移除。



3. (a) (i)
試就以下每個 MARK 的數值，寫出

 
GRADE 內的值。

(1)   MARK = 40            GRADE = Attained

(2)   MARK = 200          GRADE = Distinction



3. (a) (ii) (1)
除了 0 和

 
100，試寫出另一個可以用來識別算法的邊際個案的

 測試數據。

-1 或 101



3. (a) (ii) (2)
小翠使用了前期測試、後期測試，抑或 for 循環類型的迭代控

 制結構呢？

前期測試 ／後期測試



3. (a) (ii) (2)
開始

輸入 MARK

MARK < 0
或

MARK > 100

步驟 2, 3, 4, 5

否

是

結束

步驟 1



和 否

是

3. (b)
智仁使用下列流程圖來展示他的算法。在第一個判定框之陰影

 區內，填寫「是」、「否」及適合之運算符。

和
 


 

是＋否
 





3. (c)
比較標籤 X 範圍內的算法與小翠的算法，哪一個更為有效率？

 試簡略說明。

標籤 X 的算法更有效，
 

1

因為通常它執行較小量的比較語句。
 

1

比較標籤 X 範圍內的算法與小翠的算法，哪一個更為有效率？
 試簡略說明。

標籤 X 的算法更有效，
 

1

因為通常它執行較小量的比較語句。
 

1

標籤 X 的算法更有效，
 

1+1
因為通常它執行較小量的比較語句。



3. (d) (i)
試列出這項設計的一個優點及一個缺點。

優點：這個設計精巧。
 缺點：這不是一個好的人機工程學設計。

優點: 減少週邊設施

缺點: 鍵盤不能任意移動／佔用螢幕的空間



3. (d) (ii)
除使用 USB 埠外，試建議另一個連接鍵盤到工作站的常見方

 案。

藍芽

WiFi／PS/2 接口／5 針 DIN 接口



3. (d) (iii)
羅先生打算連接一部 USB 打印機至工作站，但連線失敗。試

 舉出一個潛在的軟件問題。

驅動程式已損壞。

驅動程式沒有安裝／不合適



第3頁



第3頁



第3頁



1B
Q.4

交換機

 
/ 集線器 路由器

 
防火牆 



光纖，因它能支援 600 米的距離



數據傳輸速率較低。/ 其表現容易受天氣影響。

傳輸數據被暴露於空氣中，保安方面較為脆弱。

安裝天線所需的成本較高。 (任何兩個,  X 2)



電纜數據機是用來轉換數碼信號成為射頻信號，透過電纜傳遞，

並且轉換輸入的射頻信號為數碼信號，供電腦處理。

(只提出一個簡單的轉換概念）



POP / POP3 

預設下載未閱讀的電子郵件到用戶的機器後，它們便會從電子郵箱中刪

 除，這樣可騰出伺服器的存儲空間來接收更多電子郵件。



IMAP   
 

(網頁電郵 

 
)

學生讀取、移動或刪除的電子郵件將會在不同的電腦上更新。/

預設將所有未讀取及已讀取的電郵貯存在伺服器中 。



1B
Q.5

它能減少輸入錯誤。



不可使用的日期 (即 1‐7‐2008 之前或 30‐9‐2010 之後)

不合邏輯的日期範圍 (例如 由 1‐1‐2010 至 1‐1‐2009)

無效的日期 (例如 30‐2‐2008)  (任何兩個,  X 2)       (29‐02‐2008 存在 

 
)



=AVERAGE(C3:F3)            =SUM(C3:F3) / 4         =(C3+D3+E3+F3) / 4
 

 
 

 

=SUMIF(B3:B95,"P1",G3:G95) / 31






按下圖表精靈按鈕(啟動圖表功能) 和 選取圖表類型

選擇 Sheet1！G97 (在 Sheet1 的 G97) 和 Sheet2！G97 (在 Sheet2的

 G97) / 數據選擇

輸入圖表標題

 
/ 軸名稱 / 標籤

 






會：若原稿及副本使用了動態連接 (OLE)，圖表也會隨之改變。

 /  插入物件連結

不會：原稿及副本之間的動態連接 (OLE) 被停用。 / 複製及貼

 上 / 嵌入





2012 HKDSE ICT 
Practice Paper 

Paper 2A(Databases) 

Hudson Law



General Marking Rules

• Accept all SQL statements in any DBMS
(FoxPro, Access, Oracle, MySQL) provided 

that they are consistently used.
• Character type: 'HK', "HK"
• Date type: {31/01/2012}, '31/01/2012', 

"31/01/2012", #31/01/2012# 
• Boolean type: True/False, .T./ .F.













 


























































ICT 
Practice Paper 2B 

練習卷 2B
Data Communicates and Networking

數據通訊及建網

題目 1 至 4



2B : 第一題



2B : 第一題

(a) 這個網絡採用了哪種網絡布局？試指出這
 種布局的一個優點和一個缺點。

網絡布局：星形網絡

優點：它集中網絡管理。

缺點：當某網絡連接設備失效，所有
 涉及的伺服器和工作台均不能互相連
 線。



2B : 第一題

(a) 這個網絡採用了哪種網絡布局？試指出這
 種布局的一個優點和一個缺點。



2B : 第一題

(a) 這個網絡採用了哪種網絡布局？試指出這
 種布局的一個優點和一個缺點。



2B : 第一題

(a) 這個網絡採用了哪種網絡布局？試指出這
 種布局的一個優點和一個缺點。



2B : 第一題

(a) 這個網絡採用了哪種網絡布局？試指出這
 種布局的一個優點和一個缺點。



2B : 第一題

(a) 這個網絡採用了哪種網絡布局？試指出這
 種布局的一個優點和一個缺點。



2B : 第一題

(b) 小芬希望以交換器取代子網絡 B 中的集線
 器。試指出交換器勝於集線器的兩個優

 點。

每個工作台需要較少額外開銷的時間
 （忽略花在不相關的數據包的時間）

網絡的輸貫量較高（有效率地傳送數
 據包）

「工作站（電腦）」的得益

「網絡」的得益



2B : 第一題

(b) 小芬希望以交換器取代子網絡 B 中的集線
 器。試指出交換器勝於集線器的兩個優

 點。



2B : 第一題

(b) 小芬希望以交換器取代子網絡 B 中的集線
 器。試指出交換器勝於集線器的兩個優

 點。



2B : 第一題

(b) 小芬希望以交換器取代子網絡 B 中的集線
 器。試指出交換器勝於集線器的兩個優

 點。



2B : 第一題

(c) (i) 指出在子網絡 B 中使用 CSMA/CD 及
 CSMA/CA 的設備。

CSMA/CD: 集線器

CSMA/CA: 接達點



2B : 第一題

(ii) 小芬發現當再多兩個設備連接到 AP 時，
 網絡輸貫量嚴重下降。為什麼？

數據衝突會出現得更頻密。



2B : 第一題

(ii) 小芬發現當再多兩個設備連接到 AP 時，
 網絡輸貫量嚴重下降。為什麼？



2B : 第一題

(d) 在子網絡 A ，交換器的 IP 位址是
 192.0.1.2 ，而工作站的 IP 位址範圍是從

 192.0.1.4 至 192.0.1.21 。
(i) 哪一類 IP 位址在使用中？

等級 C (Class C)



2B : 第一題

(ii) 試寫出其子網絡遮罩及預設通訊閘。

子網絡遮罩:  255.255.255.0 / 
255.255.255.128 / 255.255.255.192 
/ 255.255.255.224

預設通訊閘:  192.0.1.3



2B : 第一題

(iii) 試建議一個方法，向子網絡 A 內的工作
 站分派 IP 位址，並指出這項建議的一個優

 點和一個缺點。

DHCP:
優：可自動分派 IP 位址。
缺：需要 DHCP 伺服器（安裝及配置）。／它加重網絡

 負荷。

固定 IP:
優：它確保每台電腦可有一個 IP 位址及其網絡服務。
缺：每台電腦均須配置。



2B : 第一題

(iii) 試建議一個方法，向子網絡 A 內的工作
 站分派 IP 位址，並指出這項建議的一個優

 點和一個缺點。



2B : 第一題

(iii) 試建議一個方法，向子網絡 A 內的工作
 站分派 IP 位址，並指出這項建議的一個優

 點和一個缺點。



2B : 第一題

(iv) 試從 IP 位址轉譯方面，解釋如何透過互
 聯網連接到子網絡 A 中的萬維網伺服器。

因為 192.0.1.1 是一個私有 IP 位址，

它須由NAT轉化為一個公眾IP 位址，才可透過
 互聯網接達。



2B : 第一題

(e) 子網絡 A 的工作站要共用一個 USB 打印
 機。

(i) 試以步驟說明工作站之間可如何共用此
 台打印機。

在其中一個工作台上安裝打印機，並設定此打
 印機為共享；

在其他工作台安裝此打印機的驅動程式。／在
 其他工作台裝配此打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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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子網絡 A 的工作站要共用一個 USB 打印
 機。

(i) 試以步驟說明工作站之間可如何共用此
 台打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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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試指出 (e)(i) 部分的打印機共用方法的一
 個缺點。

若實體上連結此打印機的工作台關掉了，在這
 個子網絡內的其他工作台便不能使用此打印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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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監控軟件
（封鎖 USB 埠）

備份軟件

冗餘磁碟組／
 RAID

不間斷電源供應器
 ／UPS

適當的說明

（說明軟件／硬件
 用途，不是描述軟
 件／硬件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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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天，有些教師報告說，他們無法從學校
 的工作站連接到學校網站。

從下列各個情況，小明可推斷出什麼類別
 的硬件問題？

(i) 這些教師可以瀏覽互聯網上其他網頁。

學校的網頁伺服器可能暫停服務。



2B : 第二題

(b) 一天，有些教師報告說，他們無法從學校
 的工作站連接到學校網站。

從下列各個情況，小明可推斷出什麼類別
 的硬件問題？

(i) 這些教師可以瀏覽互聯網上其他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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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天，有些教師報告說，他們無法從學校
 的工作站連接到學校網站。

從下列各個情況，小明可推斷出什麼類別
 的硬件問題？

(i) 這些教師可以瀏覽互聯網上其他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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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這些教師可以利用公用 IP 位址瀏覽學校
 的網頁。

DNS 伺服器可能暫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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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這些教師無法利用 IP 位址連接到互聯網
 上的網站，但他們可以接達學校所有網絡

 資源。

網間連接器／路由器可能暫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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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位老師利用自己的手提電腦連接到學校
 的網絡，但他不能連接到互聯網和學校的

 網絡資源。試描述小明如何使用一些命令
 和／或實用程式來診斷和解決這個網絡問
 題。

找出 IP 配置 (例如採用 ipconfig)
檢查及修正 IP/DNS/網間連接器的配置

使用合適的命令／實用程式 (例如 ping)
測試其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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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 第三題

(a) 李先生可以使用代理伺服器或防火牆來制
 訂 R1 ，這兩項設備分別採用內容過濾和數
 據包過濾。

(i) 此代理伺服器和防火牆是如何進行不同
 的過濾？

代理伺服器能儲存網站的內容，並過濾不雅資
 訊。

防火牆檢查數據包的 IP 位址，找出那些是需要
 過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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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李先生可以使用代理伺服器或防火牆來制
 訂 R1 ，這兩項設備分別採用內容過濾和數
 據包過濾。

(i) 此代理伺服器和防火牆是如何進行不同
 的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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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李先生考慮只使用此代理伺服器。試舉出
 一個優點及一個缺點。

代理伺服器能暫存網頁，使瀏覽網頁時載入得
 更快。

網絡較易受到黑客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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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李先生考慮只使用此代理伺服器。試舉出
 一個優點及一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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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試描述李先生是如何管理此網絡來制訂下
 列限制。

(i) R2
防火牆：將相關的埠或程式封鎖，終止如埠80 
(HTTP) 的通訊服務及即時信息應用程式。

代理伺服器：將社交網站相關的網頁轉去其他
 地方。



2B : 第三題

(b) 試描述李先生是如何管理此網絡來制訂下
 列限制。

(i)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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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R3
設定防火牆，封鎖 FTP 埠。

(
 

使用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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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R4
調節操作系統的用戶策略／使用權限。

(
 

使用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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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李先生需透過互聯網接達學校的網絡，使
 電腦維修保養工作更容易。因此，他需要

 建立一條安全的通道以傳輸數據。

(i) 試建議李先生一個可行的方法。

虛擬私有網絡 /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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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試指出 (c)(i) 建議的兩個缺點。

連線速度慢。

系統配置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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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美是一個網絡管理員，她正為圖書館建立一個
 附有數個無線網絡接達點 (AP) 的無線網絡。這

 樣，讀者便可將自己的流動設備連接至互聯網。

(a) (i) 除手提電腦外，試舉出兩種可以連接到 AP 
的流動設備。

智能手提電話(Smartphone)

平板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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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美是一個網絡管理員，她正為圖書館建立一個
 附有數個無線網絡接達點 (AP) 的無線網絡。這

 樣，讀者便可將自己的流動設備連接至互聯網。

(a) (i) 除手提電腦外，試舉出兩種可以連接到 AP 
的流動設備。



2B : 第四題

4. 小美是一個網絡管理員，她正為圖書館建立一個
 附有數個無線網絡接達點 (AP) 的無線網絡。這

 樣，讀者便可將自己的流動設備連接至互聯網。

(a) (i) 除手提電腦外，試舉出兩種可以連接到 AP 
的流動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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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這些流動設備內，哪個硬件部件是連接互聯網
 的關鍵？

無線網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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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所檢測到的無線網絡的服務設定識別碼
 (Service Set Identifier, SSID) 是否必須是

 獨有的？試簡單解釋。

不是。無線網絡能各自擁有自己的
 SSID ，毋須考慮其他網絡， 各 SSID 互

 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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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所檢測到的無線網絡的服務設定識別碼
 (Service Set Identifier, SSID) 是否必須是

 獨有的？試簡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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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為什麼會檢測到一些其他無線網絡？

只要無線網絡開放其SSID ，無線網絡卡
 便能檢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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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為什麼會檢測到一些其他無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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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為什麼會檢測到一些其他無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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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在下列每個方格內，若有關方法可於相
 關網絡採用，便填上「V」，否則填上

 「X」。

V V
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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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每個方法在維護網絡安全上的主要目的是
 什麼？

圖 1: 它鑑定用戶的真偽。

圖 2: 它將傳送的數據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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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每個方法在維護網絡安全上的主要目的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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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圖 1 所示的方法是否需要額外的服務或硬
 件？如有，它是什麼？

它需要一項鑑定用戶的服務／伺服器
 (radi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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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圖 1 所示的方法是否需要額外的服務或硬
 件？如有，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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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圖 1 所示的方法是否需要額外的服務或硬
 件？如有，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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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小強是一位讀者，他的電腦檢測到圖書館
 免費提供的無線網絡的 SSID。小強的朋友
 均能成功連接這個網絡，但他卻未能成功

 連線。試舉出兩個與網絡有關的可能原
 因。

連接的數目超出這些 AP 的限制。

其網絡協定並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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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小強是一位讀者，他的電腦檢測到圖書館
 免費提供的無線網絡的 SSID。小強的朋友
 均能成功連接這個網絡，但他卻未能成功

 連線。試舉出兩個與網絡有關的可能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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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小強是一位讀者，他的電腦檢測到圖書館
 免費提供的無線網絡的 SSID。小強的朋友
 均能成功連接這個網絡，但他卻未能成功

 連線。試舉出兩個與網絡有關的可能原
 因。



2C
Q.1

avi,  flv,  mov,  mpg,  rm,  wmv
 

 (
 

連續頭 6
 

個中有4
 

個 )



2C
Q.1

用戶毋須知道所需檔案格式，使這個網站管理更方便容易。

用戶不會因需要轉換檔案類型而失去當中的數據。



它簡化了播放器的設計。

其檔案較小，便利儲存 / 減低網站伺服器儲存空間。

減少傳送時間。

 
(任何兩個， x 2)



解像度(影格大小)、數元率、編碼方法、長闊比、聲道、色深

(任何兩個， x 2)  (視像長度、檔案大小、頻度數量 

 
)



可流暢地觀看視像

 
/   可修改視像

 
/

 
無需上網也可以收看 ( x 2)

毋須下載整個視像便可進行觀看 / 節省儲存視像空間 /

更容易提供更新視像予會員 ( x 2)





它可防止用戶直接複製這些視像。

可自設一些功能（例如段落）。

無需安裝數個不同的播放器。(任何兩個， x 2)



2C
Q.2

設計一：使用者不能同時看到多個古蹟圖像，需要多次翻頁。 ()

一個很長網頁,瀏覽者要經常上下拉動網頁。 ()

網頁內包含古蹟的簡單描述，令使用者可即時獲得更多資訊。()

設計二：圖像(2B)
 

較大，方便視力不佳的使用者使用。()

版面空間較大，可容納更多資訊。()

用戶可以選擇有興趣的古蹟才按鍵進入觀看。()

用戶要往來兩頁才能觀看所有圖片及資料感到很不方便。()







表格



這些文字不能直接複製／搜尋。

需要花多點時間下載這些文字。

如果打錯字，修改時很複雜。(任何兩個， x 2)



可展示其他電腦未能提供的字體。



增加壓縮比率、減低色深、減低解像度

( 改用有損耗壓縮格式

 
/ 減少圖像長及闊 

 
)

(compress the file / 壓縮檔案 ???)



更快顯示圖像的輪廓。





因為她沒可能以相同的高度拍下這些照片。(問題)
 



圖片之間需要有重疊的地方，因此需要22 張圖片。(使用額外圖片)
 



(overlap / duplicated area  )



利用JavaScript 關掉滑鼠的右鍵按鈕功能。

將圖片嵌入插件應用軟件 / Flash內。

(水印 watermark / 尊重知識產權字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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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麗首先利用向量圖形軟件繪製公司的標
 誌。然後，她將此標誌以解像度 50 ×

 
30 匯

 出至檔案 logo.gif
 

。

(i) 為什麼小麗要將標誌匯出至其他格式，而不直
 接使用向量圖形格式的標誌？

因為瀏覽器並不支援這種圖像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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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試舉出兩個原因來說明為什麼小麗要將
 標誌以 GIF 格式匯出，而非 JPEG 格式。

這是一個無損耗的圖像。（壓縮）

它支援透明度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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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小麗將標誌加到網頁後，她認為若標誌的解像度為 150 ×
 90 ，網頁設計會更好。以下兩種方法均可改變其解像度。

(1) 利用 HTML 碼 <img
 

src="logo.gif" width="150"> 。
(2) 再次利用向量圖形軟件將標誌以解像度 150 ×

 
90 匯出。

你會建議哪種方法？試簡略解釋。

應採用方法 (2) 。

否則放大後的點陣圖形會變得模糊不
 清，圖邊形成鋸齒狀。

1,1  1 + 1 o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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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試舉出兩個理由來說明為什麼小麗在此網
 站內有除了圖形化的網頁外，還希望有純

 文字網頁。

用戶使用較差的連線也可瀏覽這個網站。
視障人士使用電腦屏幕閱讀器，也可瀏覽這個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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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試舉出兩個理由來說明為什麼小麗在此網
 站內有除了圖形化的網頁外，還希望有純

 文字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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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小麗想製作一個動畫，將公司的標誌由大
 變小，如下圖所示。

(i) 試描述製作此動畫的步驟。

步驟1: 使用動畫軟件包滙入這個標誌。
步驟2: 建構一形狀補間／設定首張圖片和最後

 一張圖片為首張影格和最後一張影格。
步驟3: 配置軟件，自動製作出中間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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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小麗想製作一個動畫，將公司的標誌由大
 變小，如下圖所示。

(i) 試描述製作此動畫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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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小麗希望設定每秒動畫的幀數為 10 或
 30 。試舉出每項設定的一個好處。

10 fps: 檔案較小，可減低網絡負荷。
30 fps: 動畫可更流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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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小麗將動畫匯出至 SWF 格式。試舉出包含
 略過動畫按鈕的兩個好處。

它可減低因動畫播放器不兼容的問題。
它容許用戶立即瀏覽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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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小麗將動畫匯出至 SWF 格式。試舉出包含
 略過動畫按鈕的兩個好處。



2C : 第三題

(iv) 試為此動畫建議及描述另一個按鈕。

可重複播放動畫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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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試為此動畫建議及描述另一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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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除使用文本框外，建議兩個方法來輸入用
 戶的性別。

單選按鈕、下拉式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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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除使用文本框外，建議兩個方法來輸入用
 戶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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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除使用文本框外，建議兩個方法來輸入用
 戶的性別。

EDB ICT Glossary

C&G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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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除使用文本框外，建議兩個方法來輸入用
 戶的性別。

單選按鈕、下拉式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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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除使用文本框外，建議兩個方法來輸入用
 戶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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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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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如在驗證過程中會自動顯示包含錯誤訊息
 的彈出視窗，哪個方法是適用呢？試加說

 明。

方法2
在驗證過程中可採用window.open / alert 來開

 啓彈出視窗（有效說明）

1,1  1 + 1 o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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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如在驗證過程中會自動顯示包含錯誤訊息
 的彈出視窗，哪個方法是適用呢？試加說

 明。

如回答「方法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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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立帳戶後，用戶可以登入討論區，從而
 發布信息。

(i) 基於保安理由，人們普遍認為身分驗證身過程
 應該在伺服器端進行。簡略解釋為什麼在客戶端
 進行身分驗證過程並不安全。

若身分驗證過程在客戶端進行，所有用戶名稱
 及密碼便需要儲存在客戶端的電腦內，（明白
 客戶端的工作）

這些敏感資料便有較大機會給其他無關的人士
 獲取。（潛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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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立帳戶後，用戶可以登入討論區，從而
 發布信息。

(i) 基於保安理由，人們普遍認為身分驗證身過程
 應該在伺服器端進行。簡略解釋為什麼在客戶端
 進行身分驗證過程並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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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登入討論區後，一些用戶的認證資訊，例
 如用戶名稱，可以儲存在客戶端或伺服器

 端。

(1) 這類資訊儲存在客戶端的哪個地方？

曲奇（Cookies）

C&A Guide

小甜餅（Cook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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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登入討論區後，一些用戶的認證資訊，例
 如用戶名稱，可以儲存在客戶端或伺服器

 端。

(1) 這類資訊儲存在客戶端的哪個地方？

曲奇（Cook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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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舉出在客戶端儲存這類資訊的一個好
 處。

因無需每次從伺服器下載有關資料，這樣可舒
 緩網絡負荷。（可從客戶端更快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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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舉出在客戶端儲存這類資訊的一個好
 處。

維護用戶跟服務器的狀態。

保留用戶登錄伺服器資訊，方便將來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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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描述如何在討論區的網頁之間利用
 HTML 的隱藏文字傳遞這類認證資訊。

使用 SUBMIT ，並附以 POST 方法來傳送驗證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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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描述如何在討論區的網頁之間利用
 HTML 的隱藏文字傳遞這類認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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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 2009-2012 First NSS ICT 

implementation
• CIT Module A

 
+ ALCS Paper 2

 = ICT Module D (Software Development)

• Main focus of ICT Module D
 (1) programming,

 
algorithms and data 

structure 47 hours (CIT level + ALCS level / 2)
 (2)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translator 

technologies 12 hours (ALCS level)
 (3) system development -

 
software 

development cycles 16 hours (ALCS level)



Quick scan – programming I
• Top-down, bottom-up, stepwise 

refinement, modularity, structured 
programming, structured data 
types, user-defined data types, set, 
flowcharts, block diagrams, 
counting, accumulating, swapping, 
searching, sorting, merging, linear 
search, binary search, bubble sort, 
insertion sort, merge sort, merge 
two arrays, quick sort

old ALCS syllabus only    more attention



Quick scan – programming II
• Complexities, data structures, 

efficiency, correctness, 
appropriateness, global variables, local 
variables, parameters passing, call by 
value, call by reference, precedence 
and association, sequence, selection, 
iteration, recursion, lists, stacks, 
queues, linear linked lists

 
in terms of 

arrays, binary tree, text file updating, 
syntax/logical/runtime errors, 
rounding/truncation/overflow/underflo

 w errors, stubs, flags, break point

old ALCS syllabus only    more attention



Quick scan – programming languages

• Procedural, logic, object-oriented, 
query languages, selection criteria, 
compilers, interpreters, code 
generation, linkers, loaders, lexical 
analyzer, parser, semantic 
analysis, syntactic analysis, 
symbol table, token strings, 
parse trees, object program

old ALCS syllabus only    more attention



Quick scan – system developments I

• Environment, inputs, outputs, 
processes, interfaces, storage, 
Waterfall Model, gather 
information, interviews, surveys, 
questionnaires, observations, 
document review, users’ 
requirements, feasibility study, 
proposed solution, PERT chart, 
Data Flow Diagram, test plan

old ALCS syllabus only    more attention



Quick scan – system developments II

• System conversion, pilot / phased / 
parallel / direct cutover, ongoing 
maintenance, upgrading, training, 
system documentation,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user manuals, 
requirement statements, project 
plans, design plans, prototyping, 
RAD, job titles

old ALCS syllabus only    more attention



Partial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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