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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萬鈞毅智書院 

2020-2021 年度 

資優教育計畫 

 

一、理念：秉持「人人可教，皆可成材」的辦學理念，配合香港資優教育政策的理念與原則，有系統、

有方向地發掘和培育資賦優異的學生，使他們能充份發揮個別潛能。並依循「資優教育普及化、

普及教育 資優化」的原則，建立具校本特色的資優教育策略。 

 

二、目標：從正規及非正規課程兩方面，採用多元智能的概念，提供不同的學習平台，讓學生的潛能

和特質，能得到適切的發掘和培育，一展所長。同時培育學生的重點在於普通課程內滲入資優教

育的三大元素，即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 

 

三、理論基礎: 

    1.前言 

 

由於傳統教育最重視的 3R 能力，即「讀（reading）、寫（writing）、算（arithmetic）」，在工作應

用上已日漸不足，因此各國紛紛提出 4C 及 ICT 方面的能力，所謂 4C 即「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有效溝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團隊共創

（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創造與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澳洲 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 

歐盟 美國 

提出年

代 

1992 正式公布 1996（2003 修

訂） 

2005 正式公布 2003（2009 修訂） 

概念主

題 

學以致用七能力 終身學習五大支

柱 

終身學習關鍵能力 21 世紀關鍵能力 

3R 應用數學概念及技巧的

能力 

學會求知  應用數學與科學的

基本能力 

 學習如何學習 

核心議題：基本學科

內涵 

4C  蒐集、分析與組織資

訊的能力 

 溝通表達與資訊傳

達的能力 

 規劃及組織活動的

能力 

 團隊合作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會做事 * 

 學會共同生

活 

 學會自我發

展 

 學會改變適

應 

 母語溝通能力 

 外語溝通能力 

 人際、跨文化以及社

會能力 

 企業與創新精神 

 文化表現 

 學習與創新：創造

與創新、批判性思

考與問題解決、溝

通與合作 

  生活與職業技

能：社會適應能

力、進取心、生產

力、領導能力 

媒體運

用能力 

應用科技的能力 學會做事  數位能力 資訊、媒體與科技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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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過程 

歐美澳等國家或組織皆有感於全球化下所展開的知識經濟競爭，而人才的素質則取決於基本的 3R、

關鍵的 4C 與 ICT 能力之整合。由上表不難看出，關鍵能力非常著重於所謂的 4C 能力，則屬於應

用（apply）、分析（analyze）、評估（evaluate）、創造（create）等高層次認知領域目標。因此未

來首要加強的依舊是認知領域的能力，而在認知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思考，亦即知識必須透過

理路清晰的思考，才能加以應用、創造，甚至創新，以達到「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有效溝通、

團隊共創、創造與創新」等能力指標。 

 

四、推行策略: 按教育局的「三層架構推行模式」，建構資優教育的三層架構。 

 

香港資優教育推行模式 

 

第一層次： 

A： 在一般課程內加入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等三大資優教育元素。 

B： 在一般課堂按學生的特質實施分組教學、增潤及延伸專門性學習領域的課程內容。 

 

第二層次： 

C： 以抽離方式在一般課堂以外進行一般性增潤課程（例如創造力訓練、領袖才能訓練等）。 

D： 以抽離方式在一般課堂以外進行專科特定範疇的延伸課程（例如數學、藝術等）。 

  

第三層次： 

E：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委託大專院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團體或與其合作，為學

校推薦的特別資優學生提供富挑戰性的校外增潤及延伸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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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優同學的多面性 

    根據教育局建議資優同學可分為： 

類別 描述 

學術資優 於不同學術領域中獲得優秀成績或具備資賦優異表現的同學。 

非學術資優 於非學術領域，例如：視覺藝術、體育、音樂等具備資賦優異表現的同學。 

具報告資優 曾參與智力評估，並獲評定為資優的同學。 

 

本校會根據以下標準及數據發掘具潛質之資優學生: 

1. 課堂觀察 (如學生參與討論、回應提問的表現) 

2. 學生學科成績表現 

3. 學生參與學術活動的表現 

4. 學生參與拔尖計劃「青雲路」的表現 

5.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 (演辯、體藝、領袖課程等表現) 

6.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的資優生識別工具 

 

六、教師專業培訓 

為了令老師裝備培育資優生的知識，本校會推薦老師參與不同資優教育課程，同時參加教育局

學校和教師網絡，鼓勵 老師積極將有關適異性教學法引進學科中。同時透過校務會議、科組會

議及不同交流活動分享經驗及成果。 

 

七、推行策略: 

1. 課堂教學  

 推行措施 對象 形式 

1.  中文、英文、數學、通

識拔尖計劃 

4A、5A、6A 成績優異班級進行分組教學，由兩位老師任

教，採取同質或異質分組的混合模式。 

2.  英文科推行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IEP)

計劃   

2A、2B、3A、4A、6A (英

文科有潛質及具學習

興趣的學生) 

由外籍老師分小組任教 

3.  中文、英文拔尖計劃 1 毅 成績優異班級進行分組教學，由兩位老師任

教。 

4.  中文學科推行資優教

育課程 

2 毅 中文科每周安排兩節課兩位老師任教，推行

資優教育課程。 

5.  數學科推行資優教育

課程(教育局種籽計畫) 

 

 

2 毅 數學科參加教育局種籽計畫「在一般課堂促

進適異性教學以照顧資優/高能力學生的有

效策略」，由課程主任協助指導推行。 

6.  深度語文學習計劃 中文:  1 毅  1 智 

英文:  2 毅  2 智 

在語文科推行「深度語文學習計劃，緊扣「深

度學習(6C’s)」的能力培訓，通過專題的研

究，教導學生深度學習的技巧，能而培養學

生明辨思維、溝通及創造的能力。每位學生

只做一科一報告以深化學習，並安排全人教

育節進行口頭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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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深度專題報告成果擺放在移動博物館 

 

2. 課後支援(配合「活的教育」及 6C’s 的理念推行) 

 推行措施 對象 形式 

1.  毅智創高峰 2 毅、3A • 於課堂中透過活動訓練學生的領袖及思考能

力、學習策略、正向思維訓練等。 

• 安排境內外考察活動，已獲「促進港台交流活

動資助計畫」撥款，推行潛能開發課程「台灣

創客工藝及勤益大學創新思維交流團」(台灣勤

益科技大學支援)。 

• 在籌備階段時，負責老師向學生講解學習交流

團的性質、學習內容，以及配合團隊的各項安

排。此外亦於課堂上通過分組活動、資料搜集、

報告等協助學生從多角度思考，發展協作溝通

的能力，從而發掘潛能。 

• 主要配合 6C’s 的概念，培訓學生擁有溝通、團

隊共創、創造與創新、明辯思考、解決問題等

能力。 

2.  青雲路 S4-S6 由本校較資深老師 及外聘HKDSE考獲 5級以上導師

進行補課。  

• 中四級首 12 名 

• 中五級首 6 名「一對一師生計劃」 

• 中五級首 12 名輔導班 

• 中六級首 6 名「一對一師生計劃」 

• 中六級首 7-12 名 

3.  英文 IEP S1、S2 

IEP 學生 

外籍老師推行“Mentorship Deep Learning Program”，

由加拿大學生及本校學生通過視象進行對話交流，

有助提升使用英語溝通的能力與信心。  

4.  伴我啟航 —校友支援

計劃 

中六級修讀人

文學科的學生 

由在中學文憑考試考獲 5 級以上的校友於課後進行

補課 

5.  建構系統化拔尖計劃 1 毅、1 智、1

明、2 毅、3A 

提名更多學生修讀資優學苑網上課程 

 

6.  STEM Plus 尖子培訓計

畫 

S1-S3  中一至中三級 STEM Plus 學習時段 

 成立機械人學會(如 Dash & Dot、NAO)，挑選具潛

質的學生參與相關課程，並參加校外比賽。 

 參加校內外各項比賽及擔任 STEM Plus 活動工作

人員等 

 參加校外機構或大學支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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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本人才庫安排 

(一) 人才庫甄選準則 

1. 全校同學人數約 15%為人才庫合資格人數(約 100 人) 

2. 於全年考獲全級首 8 名優異成績的學生將成為學業成績人才庫成員 

3. 於中文、英文、數學、科學、科技、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藝術、體育、通識領域或科目

表現出眾，獲老師推薦為科本人才庫成員。 

4. 於學校運動方面表現優秀的學生，獲老師推薦為該隊人才庫成員。 

5. 各方面表現好的學生，有可能會成為不同範疇或領域的人才。 

6. 各領域或範疇學生人數會因應每年情況而調整 

 

(二) 人才庫甄選方法 

範疇或領域 識別途徑或準則 人數 

學業成績 

 

全年考獲全級首 8 名 

(中一級參考第一次考試成績，其他級別參考去年度成

績，每級 8 名。)  

48 

八大學習領域和通識科  老師推薦表現優異學生，每個領域和通識科各 3 名。 27 

體育運動 老師推薦在田徑、足球、籃球、排球、羽毛球、 

兵乓球表現優異的學生，每隊 3 名。 

18 

其他範疇或活動 老師推薦其他範疇或活動表現優異的學生，名額 5 名。

(校方檢視學生表現後再決定是否納入人才庫內) 

5 

學生自薦  自行報名 5 

 

(三) 人才庫公佈機制 

1. 透過內聯網、學校網頁及佈告板發放資訊，供師生查閱。 

2. 人才庫名單於上學期考試後公佈，於家長日時經由班主任通知家長，以便家長掌握學生 

    情況，能給予適切的支援。 

3. 每年修訂人才庫名單，並於新學年度家長會或家長日向家長公布。 

 

(四) 建議支援方向 

       當學生被識別並納入「人才庫」，學校便可以為他們安排不同類型的支援活動。 

1. 幫助學生發掘自己的資賦潛能，發展他們的興趣。教師可提供廣泛而多樣化的探索活

動，例如講座、示範、表演、電影與短片欣賞、參觀或以實地勘察的形式進行。 

2. 為學生裝備實用的技能以應付日後更高層次的學習，例如基本技巧訓練，包括創意思

考、解難及明辨性思考、研習技巧、書寫、言語及視覺的溝通技巧和情意教育等。 

3. 為學生提供機會，將他們的意念、創意實踐出來。教師鼓勵學生進行獨立研究，運用

他們的興趣、知識、創新意念及技巧去探索自選而真實的研習課題。例如帶領學生參

加不同類型的比賽，讓學生能一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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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支援平台 

推行校本已創建的人才庫平台“seeker”，再結合「賽馬會展析多元計畫 (香港大學支援) 」，

建構校本數據平台，從而發掘不同範疇的高能力學生。為每位同學的多元智能發展提供準

則及系統性地建立學生成長歷程，發掘學生潛能。 

 

平台名稱 內容 方向 

DM Platform 

SEEKER 

從支援全體學生入手， 建立有系統、科學化及

具擴展性的校本多元管理模式(School-based 

Diversity Management Model)。通過考試成績及

課外活動紀錄的數據分析，照顧及發展學生的

多元需要及才能。 

 

建立一個多元管理模式 

• 校為本 

• 有系統 

• 科學化 

• 可擴展 

• 設標準 

及提供 

• 策略選項 

• 成功因素 

• 參考例子／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