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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濃縮」？ 
教育統籌局資優教育組 梁見德先生 

 

資優生對知識的理解和吸收較

一般學生強，而且他們討厭重覆學習

已掌握的知識。因此，假如教師只針

對一般水平的學生而訂立教學進

度，不少資優生會覺得上課沉悶而缺

乏學習動機。嚴重的話，他們會變成

行為偏差的學生，嚴重影響其應有表

現的發揮。 

一直以來，世界各地的資優教育

工作者已提倡了不少的學習模式去

照顧資優生的學習需要。貝茲(Betts)的

『主動學習模式』強調學生的主動學習；阮汝禮(Renzulli)的『三合充實模式』著重培

養學生對學問的興趣及加強學生的學習方法和技能，並以實際問題為導向，協助學生

進行高層次的學習。另外，教育界亦普遍認同資優課程的設計及教學策略，應該減省

不必要操練或重覆的練習，並按資優生的能力和興趣，讓他們學習多一些更深及更廣

的課程。因此，加速學習便成了照顧資優生的其中一種安排。然而，加速學習除了跳

級、跳科、提早入學、提早升讀大學等安排外，「濃縮課程」亦是一個廣為採用的策略。 

「濃縮課程」是一個把正規課堂不必要的教學內容或學生已掌握的內容、技巧刪

減，將騰出的時間，讓學生做加速或充實活動的學習模式。這個學習模式，先進國家

已推行多年，亦有很多的教育研究支持。阮汝禮(Renzulli)是「濃縮課程」的專家，他

主張「濃縮課程」可包括基礎技能及課程教材內容的兩種濃縮。另外，他還主張應把

「個別化教學計劃」作為濃縮課程的替代活動。 

教育統籌局資優教育組曾於二零零四至五年度與學校協作推展「濃縮課程」。鑑於

人力資源所限，全班的個別化教學計劃尚未可行。故此建議採取全班式的增益活動作

為「濃縮課程」的替代活動。我們正期待有更多學校以校本形式，推展「濃縮課程」，

並加入獨立研究計劃，讓學生可按自己的學習興趣和能力，探討在一般課堂學習以外

的更高層次課題，以盡展其資賦優異的潛能。 

資優教育通訊是由教育統籌局資優教育 

組編輯印發。目的在向各前線老師介紹

目前香港校本資優教育發展的情況及提 

供一個前線實踐經驗的交流平台。每期通訊都會

有一個主題；我們會先介紹該主題的背景資料，

然後有前線老師分享校本經驗，最後我們會總結

該些經驗及展望未來發展。本期的主題為「濃縮

課程 」― 一個在正常課堂時間照顧資優生的學

習策略。 

 



校本化濃縮課程之經驗分享校本化濃縮課程之經驗分享校本化濃縮課程之經驗分享校本化濃縮課程之經驗分享    

吳佩儀吳佩儀吳佩儀吳佩儀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本著對「照顧個別差異」理念的認同，近年來積極發展校本資

優計劃以照顧校內高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最初由抽離式課程開始發展相關課程，累積數年

經驗後，在學校行政配合下，於 2004-05 年度開始推行「濃縮課程」，作為在資優教育工作上

的新嘗試。 

上年末，台灣資優教育學者蔡典謨教授來港為資優教育組就「濃縮課程」主持教師培訓

工作坊，其間本人有幸於當中介紹校本化濃縮課程，分享了在推行課程、設計替代活動、校

政配合和評估等方面的一點成果。蔡教授在現場對計劃給予令人鼓舞的回饋和意見，確實為

本校的「濃縮課程」打了一支強心針；雖然該計劃尚有改善和進步的空間，但蔡教授的認同

反映了在港推行「濃縮課程」的可行性。 

無疑資源問題是推展資優課程的障礙，但若果學校能在行政方面予以配合和調適，要為

資優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其實並不太難。就讓我在此與大家總結推行校本化濃縮課

程的經驗，冀能拋磚引玉，引發更多學校實踐課程濃縮，務求讓更多能力較高的孩子獲得更

適切的學習經歷。 
 

由抽離式課程擴展至濃縮課程 

學校起步發展資優教育時，是透過抽離式課程為學習能

力較高的學生提供增益課程。校方按學生在英、數、科學三

方面的表現，利用學習興趣問卷了解其性向，參考其學科成

績，教師的日常觀察及推薦，選定各抽離小組，安排他們在

課後參與較高層次的學習活動。後來經過檢討，發覺資優學

生在課後經常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和活動，而這些活動往往

與增益課程的安排重疊。為了減少這種情況的出現，所以嘗

試在正常課堂時間實施課程濃縮，作為照顧他們的學習策略。這策略一方面能充分善用他們

的學習時間，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加速加廣的學習機會。  
 

校本化的濃縮課程 

很多國家，如美國、澳洲等都採用「濃縮課程」為資優學

生設計適切的課程。他們做法是為中上能力學生調整正規課

程，刪減已掌握的課程部分或以相當他們本身的能力加速學

習，利用「濃縮課程」所提供的時間(濃縮時間)安排學生以個

別化學習計劃(IEP)作充實活動
1
。而是次校本化的濃縮課程，

因人力資源的關係，有別於其他國家所推行的模式。計劃以全

班式進行，對象是四年級其中一班的學生。這班學生平均的學

業成績較理想，根據教師的觀察，他們普遍在科學方面有較突

出的表現。依據學校的編班制度，他們被編於同一班上課。這

種安排非常適合這些學生，原因是他們的學習比較快，很容易對一般課業產生厭悶，但對於

較高層次的學習活動則份外有興趣，十分投入上課。而老師們亦察覺到資優學生對一般的課

程很快便能掌握，在正規的綜合生活教育科(常識科)的課堂中，刪減學生已能掌握的學習內

學學生生正正在在參參與與抽抽離離式式課課程程的的科科學學探探究究實實驗驗。。  

資資優優學學生生較較喜喜愛愛高高層層次次的的學學習習活活動動。。  



容及一些操練性的練習，利用騰空出來的時間安排替代活動以取代原本涵蓋的部分課程。 

 

預試及自學 

參與「濃縮課程」的學生，由於他們同樣要接受綜合生活教育科的校內評估，故此需要

透過自學從而掌握那些被刪減的部分。自學是透過作業、工作紙、小型報告及整理網上資料

後作口頭匯報等形式作評估。同時，教師須以預試（單元測驗、口頭提問和作業），來評估學

生對被刪減的課程基本掌握的程度。如果學生在預試的表現理想，教師便可從簡處理那些部

分，以調校「濃縮課程」的進度；倘若學生的表現並未達到預期的要求，又或者出現一些錯

誤的觀念，教師則須利用課堂時間作出糾正或詳細解釋，以肯定學生已學會被濃縮的課程部

分。由於資優學生較一般學生投入，學習動機較強，自我要求較高，對於老師所指定的自學

要求都能應付自如。從經驗得知，學生因為對計劃的安排十分了解，視之為一種嘉許，他們

都非常努力完成所有自學的任務。 

 

替代活動  

「濃縮課程」的焦點在於為學生安排適切的替代活動。

替代活動分為加速和充實兩種。加速活動是讓學生學習一些

較高年級才會接觸到的學科知識，是次計劃中「探索 DNA：

生命的藍圖」便屬這類；充實活動則讓學生學習多一些該年

級水平程度會接觸的學科課題，重點在擴闊學習層面，例子

有「哪個過濾器最有效」、「火山爆發」等科學實驗。 

整個濃縮課程，學生印象最深刻的部分相信是有關探究 DNA 的主題學習。在得到作者的同

意下，那些活動的設計改編自英國威爾斯大學教授 Dr. Sue 

Assinder 所編寫適合九至十二歲兒童學習 DNA 概念的課程。課

程共分為六個部分，以十二節時間完成實作和討論活動。學生透

過手腦並用的課堂活動，認識動物細胞基本部分、如何利用顯微

鏡觀察洋蔥表皮細胞、DNA 化

學結構和作用，以及複製 DNA

簡單的原理等科學知識。 

而其他科學實驗，則配合四年

級綜合生活教育科所涵蓋的課

題而安排。例如科學實驗「哪

個過濾器最有效？」與綜合生

活教育科「水」的單元有關，

在實驗過程讓學生學習水的毛

細管作用、不同物料的吸水和保

水能力，這些活動給予學生較高

層次思考的機會，擴闊了學習的

層面。而科學實驗「瓶中雨」引

入了溶劑和密度的概念；「火山

爆發」則涉及了酸鹼混合產生二

教教師師利利用用線線轆轆作作比比喻喻，，講講解解 DDNNAA 如如

何何在在細細胞胞內內運運作作。。  

學學生生正正在在探探究究最最有有效效的的過過濾濾器器。。  

學學生生利利用用顯顯微微鏡鏡觀觀察察洋洋蔥蔥表表面面細細胞胞。。  

學學生生把把一一條條長長長長的的 DDNNAA 放放在在地地

上上，，由由老老師師引引導導他他們們學學習習 DDNNAA 複複

製製原原理理。。  

學學生生合合作作拼拼砌砌 DDNNAA，，學學習習 GG--CC;;  
AA--TT 結結合合對對複複製製的的關關係係。。  



圖一 

前測 

後測 

圖二 

圖三 

氧化碳和燃燒需要氧的概念。 

 

學習評估 

「濃縮課程」的評估工作可從知識、技能和態度三個層面作分析。 

知識 

透過課堂的提問、活動後的工作紙及小測、前後測比較和課後反思及訪問得知，學生在科學

知識上有一定程度的增長。例如：圖一是由學生所繪劃洋蔥表皮細胞的形態及標示的基本部

分；圖二的前後測比較得知學生明白 DNA 存在於細胞內和可以決定人的特徵。圖三的課後

反思可見學生知道 DNA 最基本的單位為

G，A，T，C 四種化學物質。可能老師和家

長會擔心，推行濃縮課程會影響學生校內評

估表現。但事實證明他們的擔心是不必要

的。從該班學生三個學期的校內評估平均成

績顯示，他們的平均分達 86 分，而這個分

數以學校的等級計算為 A 級，這反映學生

的課業成績仍然優異，並沒有因替代活動的

安排而影響吸收基本課程所涵蓋的知識的 

能力。 

 

技能及態度 

課程完結後，我們安排全班學生

寫下一些自我反思和訪問了幾

位學生及家長，以探討他們對濃縮課程的

看法。 

 

學生一：「…這次課程…我感到新奇、興

奮。…當我完成了自己造的細胞的時候，

我很有滿足感。」 

學學生生製製作作細細胞胞模模型型。。  

學生透過簡單的剪貼活動，

學習 DNA 排列次序的原理。 



 

學生二：「…我學會…細胞分為那幾個部分、DNA的排列次序、酸性和鹼性混合時會出現什

麼情況等等。這全都是我沒有學過的，我覺得很有興趣。老師在課堂中的實驗和說解我完全

明白。大多數時間佔用了常識科的課堂，但是我們可以自學，所以不會擔心…」 
 

學生三：「...雖然感到辛苦，因為好多單元都要自學，還要在課堂上小測…雖然辛苦，但也証

明我能自學。俗語說：『一分辛苦，一分收鑊。』不是嗎?」 
 

家長一：「她…感覺很興奮，經常喜悅地憶述上堂的經

過和感受。…她以肯定和自信的態度告訴我，不是單靠

外貌，其實 DNA來自爸爸媽媽各一半的。很有自信和

肯定的將答案講出來。」 
 

家長二：「…我覺得原來小朋友是有能力自學的，而且

亦有能力學多些課本以外的知識，所以這個課程能滿足

到他們的需要。」 
 

家長三：「…很大幫助。參與濃縮課程後，她對科學課

特別感興趣，求知慾很強…顯得特別專注，經常帶很多

討論回家中(與父母一起探討)…我們作為家長的也十分高興，因為他們很難得有機會上這些

(關於 DNA的)課…」 
 

 總結來說，學生十分投入以「濃縮課程」的模式上課，認為課程內容非常充實，對科學

和實驗課感到相當有興趣。他們沒有因自學的要求而感到壓力；相反，他們因為明白老師額

外要求的用意而變得更主動和積極地預早完成課業、閱讀課外書或上網尋找資料，懂得自我

鞭策，務求在參與「濃縮課程」活動之時，也能應付正規常識課的基本要求。更有部分學生

自信地表示參與濃縮課程後肯定了自己的自學能力。此外，家長認為孩子參加科學實驗活動

後，其自信心提升了，對有關科學的書籍和電視節目特別感興趣，對科學的求知慾增強不少。

每每於實驗課後，將很多關於科學的話題帶回家中與家長討論。還有，家長們認為子女沒有

因為老師不利用課堂的時間授課而影響學業成績；亦很認同老師對小朋友自學的要求促進了

他們自我導向的學習態度；他們更認為子女於小學階段已學習到有關 DNA 的課題是十分難

得的。 

 

學校行政的配合 

要順利推行「濃縮課程」，學校行政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校長對計劃的認同和支

持。本校蔡婉英校長很鼓勵採用「濃縮課程」上課，認為資優生利用正規課堂時間進行具挑

戰性的替代活動可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擴闊他們的學習領域。蔡校長特意作出一些行政的

配合，如上課時間表及課室的安排、人力資源調配及對外向家長宣傳等方面對於順利進行有

關課程活動有莫大的幫助。 

 

� 對外宣傳 

在課程推行之前，學校透過家長會和通告向家長介紹推行「濃縮課程」的理念及目的。家長

因此而懂得如何適切地配合學校的教學，促進了子女的學習。 

訪訪問問家家長長對對濃濃縮縮課課程程的的看看法法。。  



 

� 人力支援 

在校內適當地調動資源及在校外尋找可用資源也對整個

計劃的推行有深遠的影響。在校內，校長安排教學助理協

助教師推行課程；而在校外，則有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的同工、香港科技大學的大學生導師以及家長義工於課前

作準備功夫及到校入課室支援。這全面提供舉足輕重的支

援給實施計劃的老師。相信沒有他們的配合和支援，有關

課程的成效一定遜色不少。 

 
 
 
 
 
 
 
 
 
 

展望 

基於「濃縮課程」的成效，學校正計劃逐年將課程推展至五、六年級，甚或更多的科目，

期望更多學習能力高的學生可以受惠，同時也讓更多老師可參與其中，以更廣泛地照顧學生

多元化的學習需要。 

 

個人反思 

是次經驗讓我們肯定了資優教育課程安排於正規課堂時間進行之可行性，亦使我們明白

到教學理念校本化對成功推行資優課程是必要的。學者們所敍述的教學模式往往相對於學校

的實際環境是過於理想的，很多時候因為某些因素而限制了落實執行的可行性。今次在本校

的嘗試便印證了校本化的需要。我們若要使學生盡展所長，必須因應學校的資源而取其理念

的精義，在執行上作出調較和配合。例如：外國的「濃縮課程」強調個別化學習計劃，而鑑

於學校人力資源所限，我們則以全班式的科學探究活動和專題研習代替，學生同樣在過程中

以「知識生產者」2 的角色來學習。 

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參與計劃的有關老師的確有不少得著。在指導學生參與實驗和探

究活動、促進師生討論的提問技巧、善用預試結果調較教學進度、適當給予口頭或文字的回

饋促進學習等方面都使教師的教學技巧增進不少。 

另一方面，學生積極的表現以及家長的回饋給予教師們無限的支持。這亦是一種原動力，

使我們繼續在資優教育工作上努力。我們肯定，只要老師對學生有信心，以學習促進者的角

色，找一些有趣的課題，與學生一起訂立清晰的目標，努力以赴，不時給予適當的鼓勵，營

造愉快學習的環境，學生自然會投入學習，自學的動機亦會提高，學習的效能定會有高水平

的增進。   
 

(1. 蔡典謨：濃縮課程的理論與實踐。2. 蔡典謨：培養資優生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課程發展主任到校支援，指導學生使用顯微鏡。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既於課前協助準備又入課室支援。 

教學助理協助帶領小組作實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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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資優教育組 馮新偉博士 

 就試行「濃縮課程」計劃，教統局資優教育組因著試行學校的需要作出不同類型的支援

及協助。我們富經驗的課程發展主任首先到校為實施該計劃的教師們進行主題式的教師培訓

工作，闡釋有關「濃縮課程」的定義、推行策略、各科的範例及有關的參考資料等；繼而商

討對正規課程的內容進行濃縮的策略，並制訂各個課題的施教內容及日程。課程發展主任然

後再與實施課程的教師一起為參與計劃的學生選擇一個有趣而富挑戰性的課題，並將之發展

成一個校本的充實課程，作為課程濃縮後的替代活動，以滿足資優生在該學科的更高層次的

學習需要。在教師施教期間，課程發展主任會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參與課程的實施，同時又擔

當觀察員的角色，透過觀課收集課程規劃與實際課堂教學的相關資料，以整理及總結「濃縮

課程」計劃的一些體驗，作為日後對該計劃的檢討及發展之用。                                                                                                     

縱觀和檢討整個課程濃縮計劃的推行過程時， 可以總結出以下的成功要素: 

1. 校長對資優教育理念的認同：蔡校長對在校內實施資優教育很有遠見，該校三年前已加入

資優教育組所舉辦的種籽計劃，並集中在數學和科學兩個主要學習範疇向資優學生提供校

本資優培育的活動。 

2. 校方在行政上積極支援：在學期初按學生的學習能力編班，為全班實施「濃縮課程」造就

有利的環境；並為負責老師特別安排「空堂」，安排做實驗或活動的地方，讓老師可以全

心集中預備課堂教學。而在濃縮課程實施前召開家長會，知會學生家長有關的課程施行的

目的，具體安排和家長應如何配合等; 

3. 參與計劃教師的熱心和投入；除了要多花時間協助設計校本課程，搜集教材和預備一個從

未教過的課題外，負責老師更需要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法不斷反思，希望能使整套教材更臻

完善，和使教學更有效能。 

4. 參與計劃教師有良好的協作關係：負責老師除了與同事一起備課，營做一個校內協作的文

化外，也要與本組課程發展主任作緊密的合作，交流對實際課程實施的感受和分享在施教

中遇到的困難； 

5. 積極善用家長義工作為一種教學資源：協助老師上課的，除了有科大的學生外，還有一位

家長義工，經常協助老師預備實驗和活動； 

6. 教統局課程發展主任的專業支援：教統局的同工向教師提供一個有趣味和富挑戰性的課

題。在施教期間，本組課程發展主任在教學上提供各種的支援，同時又擔當觀察員的角色，

以協助學校未來對整個課程濃縮計劃的總結和檢討。 

資優教育組在這兩年來在不同的研討會和區域教

育服務處的分享會都曾推介「濃縮課程」，各方的意

見都非常正面，亦有學校表示有興趣試行。截至目前

為止，除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外，尚有沙田區一

所小學亦在科學科中試行課程濃縮，效果亦頗為理

想。其他有意試行的學校可參考上述學校的推行模

式，但必須因應學校的文化，教師心志上的準備及學

生的能力等作出適當的調適，並且要從小做起，累積

經驗；最重要的是各校的發展應建基於本身的優勢上

而發揮所長 (building on strength)。如此，學校自然

能夠有效地在各個科目實施課程濃縮。   
 
 

課程發展主任與負責老師和校長一起檢討推行課程濃縮情況。 



最新消息 

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及資優教育組將於本年 4 月 6 日遷往以下地址： 

九龍塘沙福道九龍塘沙福道九龍塘沙福道九龍塘沙福道 19191919 號號號號    

教育統籌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教育統籌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教育統籌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教育統籌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東翼東翼東翼東翼 3333 樓樓樓樓 

本中心及本組新電話號碼將會稍後公佈，而傳真號碼(2490 6858)則維

持不變。如有需要，可致電 3698 3477 與本組課程發展主任梁見德先

生 聯 絡 。 欲 知 最 新 消 息 ， 請 留 意 本 組 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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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諮詢有關濃縮課程的支援服務，請與本組聯絡。亦

歡迎各位讀者對本文提供回饋，請將你的意見用以下

的方法寄給我們。 

 

郵寄地址：荃灣城門道七號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 

電話：2490 4019                     

傳真：2490 6858                

電郵：gifted@emb.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