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2021-2022 新高中多元學習津貼 資優教育課程  

周年檢討報告 

範疇 課程 教學目的 修業期/ 

開始日期 

目標學生 

(數量、級別、甄選方式) 

預期產出 成果 財政預算 

中文 **中五中文文

學寫作班 

-培訓學生的創意

及高階思維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2021 年 5 月 17 日 

中五 

(第一學期考試後全級卷

二首 20 位學生) 

提升同學對寫作的興

趣，並加深對文學創

作的認識和評鑑。 

 

導師用心教學，教授同

學審題、取材和起筆方

法，並透過佳作分析讓

同學認識到評鑑作品的

標準，提升鑑賞文章的

能力，並將所學應用至

公開試上。同學大多專

心上課，只有一位學生

出席率不足。 

每位學生於課程完結均

有五篇作品。 

$9,600 

中文 **中六中文文

學寫作班 

-培訓學生的創意

及高階思維 

2021 年 9 月開始 中六級，不多於 20 人 提升同學對寫作的興

趣，並加深對文學創

作的認識和評鑑。 

課程設計完整，導師於

課堂上提供不少範文和

寫作心得，亦用心批改

作文。同學全部專心上

課，根據學生問卷反

映，學生非常同意導師

表現和課程成效，9 成

題目得 3.5 分以上(4 分

為滿分) 

每位學生於課程完結均

有六篇作品。 

$18,000 



英文 **S.5 English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Enhance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high 

level thinking 

Sep 2021 –Jan 2022 Form 5 

(Top 20 students in English 

subject) 

Students can develop 

more creative ideas in 

their writing 

assignments 

Students learned effective 

and creative writing skills 

for their writing. 

They also learned the 

writing skills for 

improving their grades in 

DES writing paper. 

$15,000 

英文 **S.6 English 

Critical 

Writing 

Course 

-Enhance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high 

level thinking  

Sep 2021 –Jan 2022 Form 6 

(Students with interest in 

improve English writing) 

Students can be 

equipped with 

advanced writing skills 

to express their ideas 

and opinions on the 

questions of social 

issues 

Most of the students 

enjoyed the class and they 

learnt a lot of useful skills 

for DSE Paper2. 

They believed that they 

will have improvement in 

their writing paper. 

$15,000 

數學 **中六數學精

進班 

-培訓學生的高階

思維 

25/9/2021-9/4/2022 中六級數學能力較高的學

生 

-提升同學數學和解

難能力 

學生數學和解難能力有

所提升。但因第五波

COVID_19，需有些時

候突然上網課，而上實

體課的日子亦常有變

動，引起學生整體出席

率欠佳。 

$8,640 

數學 中文大學冬季資

優課程 

擴闊資優生的視野

及照顧資優生在數

學和經濟科上更高

階學習的需要。 

 

7/2022 – 9/2022 中四 學生能成功參與及完

成各項資優學習活

動，提升同學的高階

思維訓練。 

(5 位數學科) 

100%出席率。學生高階

思維解難能力有所提

升。同時認識了很多校

外的資優生，擴闊了視

野。 

$18810 

數學 中五數學精進

A 班 

訓練學生解決高階

的幾何問題。 

16/7/22 – 27/8/22 中五 學生能有信心解決幾

何問題 

89%同學出席率高於

80% 

$2100 



同學對幾何的難題很大

提升 

數學 中五數學精進

B 班 

訓練學生解決高階

的代數問題。 

16/7/22 – 27/8/22 中五 學生能有信心解決代

數問題 

90%同學出席率達 80% 

同學對代數的高階思考

題目有更深認識 

$3500 

數學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數學系數

學資優教育課

程 

發掘學生潛能，培

育學生為擁有終生

學習、有持續主動

及積極探求數學教

育有關的各種知識

的能力和態度。 

6/8/22 – 3/9/22 中四及中五 學生能培養出主動及

積極探求數學教育有

關的各種知識 

(2 位中四和 1 位中

五) 

100%出席率。學生表達

課程很有用和很有挑戰

性，希望能探求數學更

多知識。 

$4500 

地理 **地理科拔尖課

程 

-培訓學生的高階思

維 

23/11/2021 – 8/2/2022  中六 15 位地理科成績較佳

的學生 

加強學生掌握地理知識

及概念，以及問題分析

能力。 

原安排課後的拔尖課

程，部分課節因疫情而

轉為網上進行，原名額

為 15 名，但全班共 17

位同學。經老師向負責

課程的導師反映後，最

終全部學生皆可參與。

參與同學每次皆準時出

席，而且絕大部分同學

皆積極主動，學生每次

皆能完成 2 小時課後進

行的課程。 

$12,900 

數學/

經濟 

**中文大學冬季

資優課程 

擴闊資優生的視野

及照顧資優生在數

學和經濟科上更高

階學習的需要。 

12/2021-2/2022 中五和中六 學生能成功參與及完

成各項資優學習活

動，提升同學的高階

思維訓練。 

(2 位數學科和 1 位經濟

100%出席率。學生完成

課程，有展示其學習成

果，增強他們高階思維

的訓練。 

課程內容與 DSE 課程有

$8910 



科) 關，學生更易掌握其相

關知識。當中林宏凱及

葉爾朗比以前更常問問

題，渴望從數學角度了

解不同定理或運算，更

有主動探索知識的耐性

和決心！ 

        

總計 $116960 

註 : **有報告 

21-22: $84000  + 20-21 餘$51000 = $13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