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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參與的校本資優教育之發展模式



普及資優教育的目的:
為學生創造機遇，發揮恩賜

Gifted Education

資優教育普及化
普及教育資優化



E   
卓越學生
校外培訓
Off–site Support

For exceptionally 

gifted students

BY EDB 
BY Universities
教育局
香港資優資優學苑
資優教育基金

大專院校: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學科優才
Academic 

Achievers

校內活動領袖
校內服務領袖
校外比賽代表
多元智能活動
領袖培育訓練

Activities 

& Services 

Leaders

領袖生
小組合作學習領袖

Prefects &

Group 

Leaders

學生人才庫
Talent Pool 

學業成績
Academic

+

多元才能
Multiple 

Intelligences

+

服務熱忱
Commitment

A/ B  
適異課程 Differentiation for 

the Gifted

分層課業 Tiered Assignment

濃縮課程 Curriculum 

Compacting

資訊科技教學 E-Learning 

平行課程 Parallel Curriculum 

Model

B / D  資優教育之旅 Gifted Tours

EDB "Learning to Learn –

The Way Forward", 2001 SKHBBSS  SCHOOL-BASED GIFT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Competences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Skills )

才能 / 表現

D 科本抽離式尖子計劃 Smarteens

C / D  資優學堂 Gifted Academy

C  中三優才培訓計劃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me

C 啟發潛能計劃
Breakthrough Scheme

D良啟師導計劃
Good Mentor Scheme

A述說我的OLE 故事
OLE/ SLP WORKSHOPS 

A. 中一擁抱英語計劃



Operation

Level 3: Off-site support 

校外支援 E

Level 2: Pull-out  

抽離式計劃 (School-based) C D

Level 1: Whole-class 

全班式教學 (school-based) A B

Generic
(General enrichment)

共通能力

Specialized
(Subject /Domain-

focused)

專科培訓

全班式教學支援資優/ 高能力學生
LEVEL 1



– 中一、二級採混合班制，每班分6組上
課，每組設組長及副組長(第二學期角色
互調)。

– 於課堂中全班支援學科上需要
– 全級共有48個組長

目的：

• 培育學生的領導才能，加強其溝通及解難
的能力

• 透過服務同學，建立同理心，明白生命的
意義，培養積極正面的人生觀

• 發掘領袖

甄選原則:

(1) 學生自薦

(2) 老師提名

(3) 面試

(4) 獲選後表現

(5) 組長培訓表現

中一及中二級朋輩互導計劃

配合資優學生的個人及社交需要



核心課程 連結課程 實務課程 認同課程

全校參與平行課程教學
Carol Ann Tomlinson



我們走過的路……

• 教師發展日

• 教案設計及觀課

• 教育局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2015–2016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2016–2017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大埔迦密柏雨中學

2017–2018 拔萃男書院、迦密柏雨中學

2018–2019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 本校學生對失敗恐懼在全港中上, 女生比男
更大社經地位低也較大

• 本校學生對於競爭感為中間偏下，男生更
不太重視競爭

• 本校校內競爭情況在全港偏低，但社經地
位高及資優學生看重

• 本校校內合作在全港高水平，男生更加明
顯。

PISA給我們的啟示



總結:
強 弱

家長感覺到的學校素質 生活幸福感

家長對學業的期望 正面情緒

學生感覺到父母情緒支援 對學校歸屬感

性別差異在香港不算大，
相對男同學的表現已經較顯著

抗逆力

生活滿意度 對失敗的恐懼

學生校內合作文化 男生的競爭優勢

在校安全感 (注意男生/ 取笑) 對學校學習感到有幫助

社經地位差異不算大 家長在家的學習支援 (母親學歷/職業地位對學生影響)

反思:
• 校內競爭感不高，好處是合作文化強，避免了惡性競爭，但可否爭加良性競爭
提升動機 (特別男同學)

• 女同學的抗逆力
• 讓學生覺得學校對他們的學習有幫助
• 社經地位低學生的支援
• 教會能否支持母親的需要

課室內的
正向教育

學校文化的
正向教育



擁有「成長心態」的人總能樂觀看待自己的所有特質，

將個人的基本素質視為起點，可以藉由努力、累積經

驗和他人的幫助而改變、成長。

勇敢面對問題，會使我們的腦袋不斷發展，變得更有

智慧，面對障礙培養不放棄，迎難而上的態度。

學習是一趟旅程，旅行的每個階段都存在成長的機會。

讓老師和家長一同教導學生：

 不是做不到，只是未做到 (NOT YET)

 只有肯努力和付出，終會獲得成長和進步

 每個學生都可能是「潛能未展的資優學生」



本校開始

推動正向教育

以成長思維幫助學生學習。

PERMA MODEL



• 香港中文大學學童身心發展研究

• Learning to learn handbook

• 成長思維印仔

• Learning to learn Google Classroom 
(學生版)

• 正向教育老師錦囊 (老師版)

• 正向樓層佈置

中一擁抱英語計劃

















主要目標：

- 讓學生知道人生充滿挑戰，

需要有成長思維才能真正成長

- 如表現不如理想，只要肯再嘗試，總會有成
功的一天

- 得到更多學習策略

次要目標：

- 識別完全欠缺時間管理及溫習方法的同學

- 介紹不同學習策略及時間管理技巧

- 令同學意識到預備考試的時間比小學多

- 讓家長知道學校的要求



日期：12月23日 (第一次考試前)

帶出成長思維訊息，包括：

 不要先說不，要嘗試才知道自己可以

 聆聽改善方法的重要性

 認真的失敗是有價值的

 獲得「我做得到」的經驗

 自學、自律、自信、尊重、節制的重要性

中一歷奇訓練



成長思維印仔/貼紙



Learning to learn Google 
Classroom

• 存放與成長思維及學習策略有關點子影片
及資源

學生版

老師版

針對資優/高能力學生的延伸學習



Operation

Level 3: Off-site support 

校外支援 E

Level 2: Pull-out  

抽離式計劃 (School-based) C D

Level 1: Whole-class 

全班式教學 (school-based) A B

Generic
(General enrichment)

共通能力

Specialized
(Subject /Domain-

focused)

專科培訓

校本抽離式課程以支援資優/ 高能力
學生 LEVEL 2

Nature



– 中一、二級採混合班制，每班分6組上
課，每組設組長及副組長(第二學期角色
互調)。

–全級共有48個組長

目的：

• 培育學生的領導才能，加強其溝通及解難
的能力

• 透過服務同學，建立同理心，明白生命的
意義，培養積極正面的人生觀

• 發掘領袖

甄選原則:

(1) 學生自薦

(2) 老師提名

(3) 面試

(4) 獲選後表現

(5) 組長培訓表現

中一及中二級朋輩互導計劃



By VP Wong
DAY 1

By VP Wong
DAY 5

By  Principal Wong

DAY 5

朋輩互導計劃組長訓練 –
初中領袖培訓

Peer Coaching Scheme –
Junior Forms Leadership 
Training

中文讀寫藝術 /

電影與文學 /

創意中文寫作

語音學、構詞學
Phonetics & Morphology 

昆蟲學之香港蝴蝶
Entomology – butterflies 
in HK

D  資優學堂 Gifted Academy



甄選原則:

學生在某學科或技能有優異表現或潛質

提供資優教育，建議三種取錄途徑: 

(1) 先由老師甄選學生;

(2) 再接受其他學生公開報名;

(3) 術科或校隊由老師以多元智能準則
甄選。

B/D   資優教育之旅 Gifted Tours

加附資優學生社交及與人協作的能力



科目 課程內容

1.音樂 音樂欣賞—長號四重奏演奏會-日本風情畫

2.通識 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3.地理 為綠色力量進行錦田河水質監測活動

4.經濟
香港金融管理局講座:

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智識信用咭/香港鈔票/存款保障計劃

5.電腦 Connecting the brain to the world

6.中文 參觀荔枝角公園，欣賞中國園林建築

7.歷史與文化 香港歷史掌故---參觀孫中山紀念館及中上環

8.數學 透過遊覽，幫助學生利用不同的數學技能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

9.科學 參觀科學館

10.音樂 康文署主辦「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11. English Creation of a Story Book – A Visit to the Hong Kong Disneyland

12.中國文學 參觀中大--配合描寫山水寫作練習

13.視覺藝術 蘇杭藝術文化考察

14.音樂 香港學校音樂節

15.物理 參觀機電工程署總部敎育徑

資優教育之旅 Gifted Educational Tour



MENTEE

(Student)

MENTOR

(TEACHER)

每位老師全學年招
收一至兩位學生作
為「入室弟子」，
以「學術啟導」方
式引導學生循着自
己的興趣或天賦發
展更深入的認知、
能力與研究。

• 每月與學生見面
• 提供指導與自學
資源

• 於計劃完結時撰
寫總結評語

• 每月與啟導老師見
面，接受指導與進
行自學計劃

• 於計劃前後填寫問
卷

• 過程中紀錄反思與
完結時撰寫總結

• 於全校周會出成果
分享

C/D  良師啟導 Good Mentor Scheme

針對資優高能力學生的生涯規劃需要



取錄原則:

• 中一至中四

• 對學科濃厚興趣

• 或成績良好

• 同學自薦

• 教師推薦

C/D  良師啟導 Good Mentor Scheme

Good Mentor Scheme  Application Form



學術表現

個人興趣/專長

C/D  良師啟導 Good Mentor Scheme



1.Behavioral checklist 行為量表
Subjects include:

English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Mathematics Science

Visual Ar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usic Leadership

Creativity

Pre-test and post-test checklists should be complet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C/D  良師啟導 Good Mentor Scheme

about:blank


Mentor Subject Topic

Music Vocal Ensemble

I.S
Endangered 

species

普通話 普通話的語言多樣性

中文 香港茶樓文化

中史 兩戰之間的歷史人物

中史
從1839後看中國人的

命運

中國文學
中文讀寫藝術
紅樓夢/張愛玲/

粵劇研究

Biology STEM Challenge

Mentor Subject Topic

中文 創意寫作坊

Science Robotics Team

Physics 天文學初探

Visual Art 水彩畫技巧探究

Mathematics
Number 

Sequence

英文科
Lamb to the 

Slaughter

PE
Cross country 

running

P.E.
Badminton’s

Tactics



STEM Challenge

與大埔迦密柏雨中學聯合舉辦STEM CHALLENGE –
太陽爐製作比賽

學生在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向評審講解他們的研究成果。



良師啟導計劃 - 自由行



日本語入門
Fok

わたしは Fok です。

よろしくおねがいします。

Queenie:

みんなさん、こんにちは。
わたしは Queenie です。



中三級尖子走訪深水埗社區探討貧富懸殊問題，並
與自力更生的補鞋伯伯進行深度訪談，及後第一次在
「天橋底」下與義工分享得著。

C  中三領袖培訓計劃
S3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me

–藉生涯規劃及社會服務拓寬視野



訪問立法會議員、訪問Youtuber



甄選原則:

⮚中三成績優異同學

⮚同學自薦

⮚教師推薦

開展目的:
• 針對過於專注學業

成績的學生
• 藉生涯規劃及

社會服務拓寬視野
• 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C  中三領袖培訓計劃
S3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me

–藉生涯規劃及社會服務拓寬視野

針對資優高能力學生的個人及社交需要和正義感強的特徵



S.1 to S.6 GIFTED EDUCATION 校本資優教育發展

多元

才能
Multiple 

Intelligences

服務

熱忱
Commitment

C,D

其他委員會
Other 

Committees 

Chances

校內活動領袖
校內服務領袖
校外比賽代表
多元知能活動
領袖培育訓練

Activities 

& Services 

Leaders

領袖生
朋輩互助計劃學長

Prefects 

Gudient

Group Leaders



D 校本抽離式資優計劃

運動員精英計劃

Elite Student Athletes Scheme

卓越領袖培訓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me

管樂精英訓練

Instrumental Music Training Scheme

朋輩調解員課程

Student Mediation Training Course 

圖書館領袖生培育計劃

Librarianship Training 



Chances

機遇

校內活動領袖
校內服務領袖
校外比賽代表
多元知能活動
領袖培育訓練
Activities & Services 

Leaders

領袖生
朋輩互助計劃學長
組長
Prefects 

Guardians

Group Leaders

取錄原則:

⮚多元才能

⮚服務熱忱

⮚學生自薦

⮚選拔機制



Operation

Level 3: Off-site support 

校外支援 E

Level 2: Pull-out  

抽離式計劃 (School-based) C D

Level 1: Whole-class 

全班式教學 (school-based) A B

Generic
(General enrichment)

共通能力

Specialized
(Subject /Domain-

focused)

專科培訓

校外支援資優/ 高能力學生
LEVEL 3

Nature



S.1 to S.6 GIFTED EDUCATION 校本資優教育發展

E 卓越學生
校外培訓
Off–site Support

For exceptionally 

gifted students

Chances

BY EDB 教育局
•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 各項本地、國家及國際比賽
• 「資優教育基金」：校外進
階學習課程

BY Universities  大專院校
• 香港大學
• 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科技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

BY Community
其他資優教育機構



取錄原則: 

1. 校本學生人才庫篩選

2. 科主任推薦

3. 學生自薦

4. 家長推薦

E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



為資優學生提供加深、加速的學習以滿足他們對高階、
複雜知識學習的需要



2021年1月
獲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邀請成為3所資優教育衛星中心之一





小強同學

IQ 130+

韋氏兒童智力量表評估為特優
(第7/7級)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會員

特徵: 

欠專注
社交能力弱
易焦慮

個案分析



成長支援組

社工跟進
課堂支援

校內社交訓練小組
功課調適
評估調適
與家長溝通

課程組

校外推薦
良師啟導計劃
與家長溝通
階梯課業
平行課程

每年追蹤跟進

家長

與學校溝通
配合支援建議

社工

聯絡校外支援服務
與家長溝通



漏網之魚

普及資優教育的目的:

為學生創造機遇，發揮恩賜



辨識學習落後的資優生

• 學生自薦
• 老師推薦
• 家長推薦



辨識潛能未展的資優學生

中四學術表現

英文科 - 179/179
中文科 - 160/179
數學科 - 15/179
通識科- 142/179
BAFS – 17/49
物理- 42/48

中四操行表現

• 強制出席留堂班
• 遲入禮堂早會5次
• 全年欠交功課共34次
• 全年累計1大過、

1缺點及2警告

小芬同學

個案分析



E

DUAL Program 



阻力及解決方法
• 部份科任老師反對
• 校本推薦政策
• 家長溝通
• 溝通、再溝通
• 監察學生校內及校外表現
• 適時提點學生

普及資優教育的目的:
為學生創造機遇，發揮恩賜



中四
操行表現

• 強制出席留堂班
• 遲入禮堂早會5次
• 全年欠交功課共34次
• 全年累計1大過、1缺點及2警告

中四
學術表現

英文科 - 179/179
中文科 - 160/179
數學科 - 15/179
通識科- 142/179
BAFS – 17/49
物理- 42/48

中六
學術表現

英文科 - 166/179
中文科 - 88/179
數學科 - 18/179
通識科 - 149/179
BAFS – 25/49
物理 - 30/48

中五
操行表現

• 不列入強制留堂班名單
• 遲入禮堂早會0次
• 全年欠交功課共13次
• 全年累計1小過、1缺點



C 
初中啟發潛能計劃
Breakthrough 

Scheme

• 協助能力良好但潛能未展的資優學生

• 透過計劃加強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及建立目標。

• 給與關心、關注、支持、肯定

• 協助們建立成功經驗及給予正面回饋

增加學生的自尊感和安全感，以致他
們敢於改變和承擔，及有信心接納更
大的挑戰

• 學科輔導班

配合資優學生的情意特質



取錄原則:

⮚入讀本校學生成績屬中上水平，

小學時屬上游學生

⮚中一及中二級成績未到位

⮚協助提升自信及自我管理能力

⮚為學生提供其他選擇機會

C 
初中啟發潛能計劃
Breakthrough 

Scheme



Gifted Education

資優教育普及化
普及教育資優化

普及資優教育的目的:
為學生創造機遇，發揮恩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