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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
「其他課程」─ 資優教育課程

 支援學校開辦多元化的高中校本抽離式增潤課程以照顧
資優學生的學習需要

 為學校提供資源，讓他們資助被甄選的資優學生參加由
大專院校／非牟利的非政府機構／學術組織／專業團體
為高中學生設計和開辦的校外增潤課程



資優教育課程的特色

 具備資優教育的元素，能有效促進高層次思維技巧、創
造力、個人及社交能力

 並可分為增潤（廣度）、延伸（深度）或加速（進度）
課程

 設有清晰的甄選機制，為課程配對學生

 學生的成品可顯示課程的預期學習成果



運用多元學習津貼開辦資優課程的指引
(教育局通函第 79/2022 號 – 附件三)

 「資優課程」的特色／標準

 津貼範疇

 不恰當運用多元學習津貼的例子

 有效運用多元學習津貼的學校示例



運用多元學習津貼示例：
多元化的資優課程



校本抽離式課程：學科以外、促進創造力

人像攝影
（促進創造力）

按興趣和潛能甄選學生
學習成果：

提供展現潛能的機會



校本抽離式課程：學科相關、提升高層次思維技巧

學科相關的課程，
而並非為應試

提升解決問題能力
（高層次思維技巧）



校外課程

加深、加廣

提供分享機會、
展現所學

提升共通能力



不恰當運用多元學習津貼的例子

 僱用外間機構的服務，以開辦與高中科目
相關的應試補習班

 支付飲食費用

 為了學校組建樂隊，而非為獲甄選的高中
音樂資優學生購置樂器

 資助學生參加海外培訓課程的機票／住宿
費用



有何不恰當？

• 不應以公開試操練（包括中學文憑試以外的公開試）為目標
• 目標學生為何適合參與相關的資優課程呢？

（宜包括成績以外的準則）



學校示例 (1)

運用多元學習津貼以培訓語文資優學生

資助學生參加校外

高中資優課程？
說話技巧訓練班？

創意寫作班？

辯論技巧班？



學校成立了「文藝青年」學
會，為在中國語文方面的資
優╱高能力學生舉辦不同類
型的文藝活動，擴闊學生眼
界，提升他們的語文素養。

活動內容：

(一) 攝影班

 由專業攝影師校友舉辦

 學生學習攝影技術，然後實
景拍攝，再以新詩或散文表
達個人對事物的理解，藉以
提升學生對周遭環境的感知
與體味

校友資源



(二) 專題報道班

 邀請現職專業記者與攝影記者的校友指導學生採訪、
面談的原則和技巧

 成立學校的訪談隊，專訪不同活動的大小人物

 帶領學生走進特色書店，感受書店的人情味。透過
訪談，學生深刻地體會到一些二樓書店追求的人文
價值

 與學生走訪不同的特色咖啡店、古老荳品店。一方
面認識店舖的經營模式，另一方面了解其精神文化
與意義

靈活運用社區資源



(三) 電影班

 由大學電影研究中心的導師指導

 閱讀名著及觀看影視作品，進行分析、比較

 學生學習如何欣賞電影，並學習理解電影意識與
電影張力。嘗試從不同方面提升學生的鑒賞、評
價能力，延伸課堂中閱讀、聆聽和文學等範疇

運用大專院校資源

延伸在一般課堂全班式教學
的語文學習



(四) 文藝青年閱讀會

 帶領學生進行深度閱讀，閱讀課本以外的作家作品

 學校又邀請不同作家指導學生創作，另舉辦「手繪
與新詩」，加以開拓跨藝術媒界學習的範疇

 「少年作家夢」則讓學生一嚐作家的滋味，製作屬
於自己的文集

除了學生得以展示成就外，
其學習成果亦可與校內其他同學分享。



學校示例 (2)

如何運用多元學習津貼
推展校本資優教育：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徐建中老師



背景：學校發展資優教育的理念及重點

照顧學習者多樣性

• 與學科合作，互補不足

• 了解各學科現有資源

• 提供與學科相關的資優教育資訊

• 透過人才庫收集及統整資優學生的資料

• 提供學習機會予資優學生(課程、比賽及資源)

• 將資優計劃恆常化，加強同工對協助資優學生的意識



資優閣 1.0
優化學習平台，提供更多不同的學習機會予資優/高能力學
生（包括在不同範疇表現優異的同學）。
資優閣曾進行以下活動：

• 火箭車設計工作坊

• 學生領袖訓練

• 奧林匹克數學班

• 奧林匹克物理班

• 中文拔尖寫作班

• 演說訓練班

• 中學基建模型創作工作坊



資優閣 2.0
水底機械人工作室

目的：透過水底機械人活動增潤科學相關課程

課程及活動 簡介

講座 參加與海洋相關的講座

工作坊 進行水底機械人工作坊，促進學生對有關課
題的知識交流
• 理大水底機械人工作坊
• 城大水底機械人工作坊
• 校本水底機械人工作坊

比賽 參與本地及國際比賽，為學員提供具挑戰性
的學習機會，並讓他們與海外資優生互相交
流經驗及分享知識
• IET ROV Competition
• HK ROV Competition

學生活動 學生活動包括分享會及社會服務等，促進學
員交流，並鼓勵學員分享及貢獻社會
• 校內分享
• 提供課程予本區小學
• 舉辦水底機械人比賽，提供平台予小學實
踐相關知識



資優教育學習成果
項目 舉辦機構

ROV水底機械人比賽
冠軍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及
香港城市大學(CityU)

香港奧林匹克物理比賽最佳新參加學校
冠軍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HKAGE)及
香港科技大學(HKUST)

香港奧林匹克物理比賽
三等獎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HKAGE)及
香港科技大學(HKUST)

飛往北京水火箭定點比賽
冠軍及季軍 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協會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
(範疇：人文、科學、數學及領袖)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HKAGE)

香港科學節展覽難位 香港科學館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最佳設計獎

香港大學(HKU)及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香港太空館：少年太空人體驗營 香港太空館

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文學獎 香港浸會大學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香港教育大學

照顧學習者
多樣性



課程
設計
理念

21
透過資優課程或活動

• 照顧學習者多樣性，透過具挑戰性的活動增強學生學習動

機，令學生上課時更投入

• 培育學生的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個人及社交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慎思明辨能力

例子：

• ROV水底機械人

• 香港奧林匹克物理課程

• 水火箭定點比賽

• 中文拔尖寫作班

• 演說訓練班



為學生提供課程

學
生
特
質

擅於發問

勇於表達意見

不滿足於既定的學習範圍，會主動尋求更多的學習途徑和方法

學生在日常課堂表現優異，對數學有濃厚興趣

學生需要克服在學習過程上的「苦悶感」和「挫折感」

組內各個學生程度有別，興趣各異，一個共通課程很難滿足所
有學生的需要



為課程甄選學生

 學生課堂表現

 學生課業表現

 學生學術表現

 學生對活動的興趣

 學生於活動或比賽

的表現

項目* 學生資料來源

智力經測定屬高水平； 智力測試

對某一學科有特強的資質； 老師觀察/
學生表現

有獨創性思考能夠提出很多創新
而精關詳盡的意見；

老師觀察/
學生表現

在繪畫、戲劇、舞蹈、音樂等視
覺及表演藝術方面極有天份；

老師觀察/
學生表現/
家長觀察

有領導同輩的天賦才能，在推動
他人完成共同目標方面有極高的
能力；及

老師觀察/
學生表現/
家長觀察

心理活動能力有卓越的表現，或
在競技、機械技能或體能的協調
均有特出的天份。

老師觀察/
學生表現/
家長觀察

本校資優學生的定義*及識別方法：



常見問題

1. 學校可以運用「多元學習津貼」來支付學生的
考試費用嗎？（例如學生學習樂器的考試費）？

2. 可否僱用家長或舊生為導師？

3. 學校可否運用「多元學習津貼」資助個別資優
學生，修讀其感興趣的範疇內的課程﹖

運用多元學習津貼
開辦資優課程

[請參考《「多元學習津貼」的常見問題》第35 ~ 52題]



常見問題

1. 學校可以運用「多元學習津貼」來支付學生的考
試費用嗎？（例如學生學習樂器的考試費）？
[《「多元學習津貼」的常見問題》第49題]

不可以。「多元學習津貼」用以資助課程
費用，並非支付考試費。

運用多元學習津貼
開辦資優課程



常見問題

2. 可否僱用家長或舊生為導師？

[《「多元學習津貼」的常見問題》第50題]

可以，但必須審慎評估他們的經驗、專長
或資歷，以及是否適合。學校在聘任導師
時，應根據相關程序辦理，並且應避免有
利益衝突。

運用多元學習津貼
開辦資優課程



常見問題

3. 學校可否運用「多元學習津貼」資助個別資優學
生，修讀其感興趣的範疇內的課程﹖

[《「多元學習津貼」的常見問題》第40題]

我們鼓勵學校善用津貼，讓更多學生受惠，
而應盡量避免把津貼用於個別學生。

運用多元學習津貼
開辦資優課程



查詢
多元學習津貼─資優教育課程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莊偉倫先生

電話：3698 3430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