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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很高興見到港澳信義會黄陳淑英紀念學校出版《躍

展情意思維．綻放學習色彩》校本資優教育課程

小冊子，願意將過往實踐資優教育的經驗與家長

及教育界同工分享，讓大家能清晰了解學校在資

優教育方面的發展。

猶記得本組於 2007/08 年度初次與學校協作「情

意電影教室」資優生情意教育先導計畫，感受最

深的是學校樂意投放資源在資優教育上。雖然入

選的學生上限只有 16 名，但學校仍委派五位老

師參與本計畫，對一所 12 班的學校而言，投資

是頗龐大的。此外，參與的老師團隊幹勁十足，加上認真投入的態度，令

整個計畫更添生氣和色彩。計畫完成後，學生和家長對本計畫的回饋亦十

分正面，對老師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至 2008/09 及 2009/10 年度學校加入資優教育教師網絡（情意教育），

進一步推動校本資優生的情意教育，分別試行「演出真我」及「校園小領

袖」兩個課程。經過三年積極的參與和學習，老師不論在課程設計或推行

情意教育課程方面的能力和信心皆見提升。

2010 年在本組的鼓勵和建議下，學校亦逐步將資優教育推展至其他學習

領域及不同層次，相繼加入資優教育教師常識科及中文科網絡，從中學習

在日常課堂的教與學中如何滲入高層次思維、創造力及情意教育等資優元

素，進一步落實「資優教育普及化，普及教育資優化」的願景。

不經不覺本組與黄陳淑英紀念學校已建立了七年的伙伴關係，其間曾多次

邀請資優組的老師，在不同的教師專業培訓課程中分享實踐經驗和成果，

讓願意參與資優教育行列的同工能具體地了解資優教育的推展過程。

這本小冊子記錄了黄陳淑英紀念學校過去在資優教育的發展歷程，亦承載

著許多老師愛心的付出和因應因材施教而努力耕耘後的成果。期盼黄陳淑

英紀念學校在拓展校本資優培育計畫的路上能精益求精，日後成為香港資

優教育的借鑒典範。

張紫婷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課程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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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 2007 年開展校本資優教育課程，由抽離式計畫推展至

全班式資優教育課程。在抽離式情意教育計畫 - 「情意電影教

室」、「演出真我」及「校園小領袖」計畫，我們配合本校資

優生的情意需要，利用電影、戲劇及領袖訓練等元素，幫助他

們發展自我概念，學習如何面對困難與挑戰，促進其情意發展。

另方面，亦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增強教師發展學生情意的教

學技巧。而全班式資優教育課程除了有助促進學生的情意發

展，更提升他們的高層次思維能力。在日常課堂的教學設計上，

教師滲入高層次思維技巧，並設計多元化的課業，讓學生應用

有關學習策略，多角度思考，多想一步。

校本資優教育課程之發展歷程

年份 抽離式計畫 全班式計畫

2007-2008 情意電影教室

2008-2009 情意電影教室 及 演出真我

2009-2010 演出真我 及 校園小領袖

2010-2011 情意電影教室 及 校園小領袖 參與教育局資優教育教師網絡
• 中文科滲入情意教育元素及 

運用高層次思維技巧
• 常識科運用高層次思維技巧

2011- 現今 情意電影教室 / 演出真我
及 校園小領袖

參與教育局資優教育教師網絡
• 中文科及常識科運用高層次 

思維技巧，並在合適課題滲 
入情意教育元素

透過與教育局資優教育組携手合作，資優教育組同工提供專業的意

見及支援，學校有系統地發展校本資優教育計畫，更有效地照顧學

生的學習及情意需要，幫助他們展現潛能。

背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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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電影教室」是以電影作為教學媒介，在觀賞電影片段過

程中引入不同思考性活動的一項情意教育計畫。透過故事重組、

人生交叉點及代入角色等活動，學生體驗問題可以運用不同的

態度、方法來面對和解決，從而培養積極正面的價值觀、情緒

及社交能力，並發展自我概念。

在挑選的電影中，角色都是有才能，但也有自己的困難。學生

觀看篩選了的電影片段，探討角色如何突破自己的困難，由感

受故事的意境及角色的內心世界，從而思考自己的處境：自己

有沒有遇到類似的困難？自己又有甚麼素質可以幫助自己解決

問題？透過引入不同思考性活動，學生更清楚自己的特質，及

明白到可以利用不同方法來解決問題。

情意 教室電影

透過觀賞電影片段、思考性活動、老師

解說與學生反思有組織地結合，學生在

課程中思考自己的能力、特質及限制，

學習欣賞、接納自己，並培養情緒控制、

溝通及社交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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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析電影角色面對失敗、

困難的方法，學生反思到人人

都會面對失敗，但經驗及年齡

都有助我們面對，除了善用自

己的特質面對困難，更不要看

輕失敗的經驗。

參加計畫後，有學生表示，以往觀看電影只覺得影片好看、精采，

未必領會作者的含意或故事帶出的道理，更很少會從電影角色思

考到自己身上，而這課程幫助他們反思。以其中一課節為例，影

片主角擁有天才科學頭腦，但他的新發明常常出錯，帶給身邊的

人很多麻煩，但他最終沒有放棄，勇敢面對逆境。而他的同房朋

友也因為一次在棒球賽中失敗，從此對很多事情都帶着負面的態

度。學生比較他們兩人的人生歷程：他們曾遇到甚麼困難？他們

用甚麼方法和態度面對困難？他們的結果如何？從而明白面對困

難的方法和態度是決定事情結果的重要關鍵。在這節課程裏，學

生學懂如何運用自己的特質戰勝自己的缺點，及與人相處、面對

困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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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真我」是以多元化的戲

劇活動，例如：圓滿介紹、情

境定格、角色扮演及我的日記

等為教學元素，課程將暖身活

動、情境設定、發展及總合情

境各階段有系統地組織，並在

環節間加入學生反思及教師解

說，藉此幫助學生加強對自我的認識、與他人協作和溝通的能

力等。

課程以十多人小組形式進行，鼓勵學生創作、嘗試，容許不同

展示方式，學生在富安全感的環境下體驗、發揮及討論，嘗試

以不同角色去思考，帶出不同角度的考慮，擴闊思考面。

演出真我

透過情景想像和扮演遊戲，學

生學習運用身體和動作去表達

所幻想的情景；又透過戲劇情

境設定、發展情境及反思等活

動，學習人際溝通、處理問題

及情緒管理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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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真我」其中一環是讓學生學習以肢體動作來傳意及溝通。

以創作性歷程戲劇活動「天神挑選優秀動物」為例，老師講述

故事背景：天神 ( 由老師扮演 ) 要挑選一組「優秀動物」，於

是召集森林裏所有動物，各種動物須展示他們優秀一面。然後，

學生分組自選一種動物，用表情及肢體動作展示該動物的特質

和強項，並以定格方式結束，讓其他組別猜猜那是甚麼動物。

接着，老師帶領學生反思各種動物皆有其特性，人也是一樣，

每個人都是獨特，我們要接納及珍惜自己獨特之處，也要互相

尊重，彼此配搭。
在課程中，學生投入創作情景，以

肢體動作達致傳意及溝通的目的。

學生在創作性歷程戲劇活動、思路

追蹤及定格形象等活動中，除可以

了解自己的資優特質，更能發揮創

意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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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小領袖」是以領袖訓練活動為教學元素，讓學生透過策

劃社區服務，參與互動、解難、團隊及創意活動等，加強對自

我、領袖素質及風格的認識，關心別人的需要，及明白團隊合

作的重要性。

課程幫助學生以不同角度認識領袖的定義；掌握不同類型領袖

的素質；了解不同領袖風格對團隊的影響；學習面對團隊衝突

的技巧；如何發展自己的才能成為出色的領袖等等。課程除了

擴闊學生對「領袖」的理解，更加強他們對自我的認識、與他

人協作溝通的能力，及提升面對困

難的能力和信心。

校園小領袖

透過學習領袖的特質、不

同解難方法及多角度思

考，學生更有信心地發展

自己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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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小領袖」其中一個活動，學生討論領袖應有的素質，

然後分組為一位組員設計形象、服飾及飾物，以具體地表達有

關素質。在活動過程中，他們除了要發揮創意及團隊合作精

神，把所設計的「最佳領袖」展現出來，更要配合模特兒的形

象，解說合乎情理，表達清晰及學習尊重不同組別的創作。此

外，在另一個活動中，場地兩端之間作為河水，學生要利用報

紙作為小木板「過河」。他們不能讓身體觸及河水，過程中要

發揮策劃、溝通、合作及解難等能力完成任務。

在「過河」前，組員要仔細
商量計畫，在過程中亦要互
相合作，群策群力。

在設計「最佳領袖」過程中，

學生除了要運用創意，更要發

揮團隊合作的精神，在團隊

中每位組員都要發揮自己的才

能，互相配合和互補不足，發

揮團隊的力量，共同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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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反思日誌 所學

座右銘

書籤

同學在石頭上寫上一項當自己遇到困難時可用的座右銘，或可

用來解決困難的自我特質，讓日後遇到挫折、困難時，為自己

加油、打氣。

同學在書籤上寫上從一次失敗經歷獲取的教訓及體會，利用這

些經驗來幫助自己面對日後的困難，讓失敗的經驗變得更有意

義，成為同學寶貴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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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利用《學習日誌》記錄學習歷程。課程前，同學從自我認識、

與人溝通、情緒管理或態度等方面，為自己訂下目標。每節課堂

後，他們反思所學。課程完結時，他們再總結學習經驗，思考自

己在甚麼方面可以爭取更好的表現。

我的目標

學習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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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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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前，女兒與家人
爭執後只會哭泣，及不
停吵鬧。課程後，她學
會接受、體諒，雖然不
是每次都會，但總算有
改善。

女兒參與了這課程後，她

的觀察力提高了，我和她

的話題更增多了不少。希

望校方會繼續增設更多這

類型之課程給學生參與。

我的女兒參與這課
程後，做事比以前
更積極，責任心也
有所提高，知道自
己該做什麼，不該
做什麼。

相比之前，女兒更懂得替別
人著想，明白與其他人能融
洽相處，對自己也有益處，
減少了自我中心的陋習。希
望長期有這類自我反省、自
我提升的課程，讓小朋友從
小學懂同理心的重要。

女兒在每方面都有所好轉，
性格轉變比較多，希望以後
有更大的改變，我們非常欣
賞這課程。

我們邀請家長參加分享會或進行家長問卷調查，藉此進一步了解學生的
轉變及校本情意教育課程的成效，在推展課程時，能更切合學生的需要。

兒子參與這課程後，增加了主動性，
自己嘗試去解決問題，更多留意四
周事物及作多方面思考，亦增強了
溝通能力。希望學校多辦這類活動，
令小朋友可以從多方面啟發自己的
能力及學習增強領導才能。

參與課程後，女兒懂得分
辨甚麼是長處，甚麼是短
處，和別人溝通容易了，
頭腦用多了很多。

家校 育苗携手 成長

自從小兒參加這個計畫，我留意到他由不知不
覺的改變至不斷突破。

他從前是較害羞的孩子，現在他可以自然地與別
人談話，還可以主動提問和表達自己的意見。

他從前沒有勇氣接受新挑戰，在參與計畫期間，他作
出了不同的突破，例如﹕投考風紀、參加歌唱比賽和

在探訪老人院時帶領組員表演。

他從前遇到困難時，較多用自己的方法解決問題，
現在他懂得與別人商量，尋找最適合的方法。

最後，我希望更多學生可以受惠這個計
畫，從而幫助他們發掘自己的潛能，

作出不同的突破。

兒子參加這課程後，常常主動將課

程的細節描述給我聽，話語當中流

露出他相當享受，並喜愛此課程，

我們不僅彼此的話題多了，也讓我

更深入了解自己子女的長短處。

長 心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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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感言老

學校與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合作多年，由抽離式校本資優

教育課程推展至全班式。過程中，我體驗到推展情意教

育、高階思維與適異性教學策略，讓同學更有策略及有

信心地發揮自己的潛能。在「情意電影教室」、「演出

真我」和「校園小領袖」計畫中，看見同學不斷進步，

在反思中學習以正面的態度來處理問題﹔在團隊活動中培養出團結合作的精神；在小

組任務中發展了溝通、解難及領導能力。我和老師們都非常欣喜，深信付出時間和精

力來推展課程是沒有白費的。

我們參加教育局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在中文科及常識科滲入高層次思維技巧，又運用

不同層次提問技巧和設計校本課業來幫助學生提升學習效能。在教學實踐過程中，我

深深感受到教學相長的道理，除了學生在學習上獲益，教

師的專業能力亦不斷提升，相信推展校本資優教育課

程，會繼續幫助我們在教與學上互相促進呢！

學校的資優課程由 2007
年開始發展至今，有幸
我能參與其中，見證學
生的成長。在抽離式情
意教育計畫每次活動
中，同學都非常投入和
積極參與。

活動講求同學間的合作
性，雖然很多時候，同學都會因意見不合而爭執，但
這正是學習的好機會，同學能更認識自己，了解別人，
改善溝通的技巧，這些經驗都使學生得益不少。而令
我最難忘的是，數年前一位轉到我校的四年級女同學，
她英文了得，是運動健兒，可惜很少與人溝通，在班
上的朋友也不多。於是老師邀請她參加了「情意電影
教室」計畫。起初她只是坐在一旁，不大參與，分組
活動中也很少說出自己的意見。但從計畫中的活動，
那位女同學了解到資優生很多時因與其他同學不同，
而很難得到別人的認同，所以與人相處時會遇到困難。
透過認識與人溝通的方式，慢慢地，那位女同學肯定
了自己，人也變得活躍起來，不但收起繃緊的臉，更
展露天真的笑容。在活動中主動參與，與同學相處變
得融洽，也與班上的同學交了朋友，很快適應了校園
的生活。

回想起學校在推行校本資優教育課程
前，下課後，老師要參加教育局舉辦的
有關工作坊，雖然很疲累，但是獲益良
多。每位參與的老師都很用心地學習如
何通過這個課程來提升同學的潛能。在
這幾年間，看見很多同學透過參加這項
計畫，在自信心、表達能力、自我概念
及價值觀方面都有很大的得益。最重要
的是，課程提供學生情緒、思考及社交
能力的培訓，讓學生更有自信地與人相
處，亦懂得如何關心別人的需要。看見
參與的同學們在各方面都有進步，老師
們都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在以後的日子，
這個計畫能令更多同學得益。

在「情意電影教室」計畫裏，每次觀看電
影片段後，我們都利用多元化的小組活動
讓學生有機會投入角色中，仔細分析故事
人物的性格及其待人處事的態度，領會待
人處事的方法對事情的影響。透過一連串
有系統的學習活動，發現學生不單能投入
活動當中，也能對自己的性格及處事態度
作出反思，並明白如何改善自己的弱點，
成為一個擁有正面價值觀的人。

梁玉華副校長

陳巧怡主任

伍慧嫺老師

呂鳳芝老師不經不覺學校推行資優教育課程已
七年，學校配合資優生的情意需要，
推行抽離式情意教育計畫，讓學生
從多元化小組活動中，增進同輩互
動的機會；從互相分享中，聆聽別
人的見解，反思自己的價值觀。看
見學生輕鬆愉快地學習及積極參與
小組活動，學習了易地而處，適當
地表達自己的情緒及培養正面處理
問題的態度，我們都為他們的成長
感到欣喜。深信學生更認識自己的
強弱項，建立正面的價值觀，他們
的潛能可以進一步發揮出來。

甘盼瑩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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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年級中文科《推己及人》

課題，同學透過運用「多方觀

點」及「全面因素」策略，探

討為何故事人物景公及晏嬰各

自有不同的想法，多角度分析

背後的因素。然後再進階思

考，將找到的因素分類為從自

己方面及從別人方面考慮，從

而明白課文的中心思想 - 推己

及人的精神。

在三年級中文科《「哭婆婆」變

「笑婆婆」》課題中，老師利用

「推測後果」策略，引導學生推

測故事主角「哭婆婆」常常帶

着負面的思想，在身體、心理、

與其他人的關係三方面會有甚

麼不同的後果，從而讓學生明白

以消極態度來面對問題並不能

解決問題。

在課堂上，學生透過運用不同

高層次思維技巧，在小組中討

論、分析和探究。

累積了一定的發展經驗，學校進一步由抽離式計畫推展至全班式。本校
自 2010 及 2011 年度分別參加教育局資優教育教師網絡常識科及中文
科，與資優教育組合作推展全班式資優教育課程。透過參與教師工作
坊、教師網絡會議、共同備課及觀課，我們設計校本資優教育課程，在
課堂上運用分層次提問技巧及適異性教學策略，培養學生多角度及進深
思考，強化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及促進其情意發展。

在中文科及常識科課堂上，老師將語文能力 / 學習概念與思維能力有系
統地結合，並適時滲入情意教育，運用不同學習策略，如表情定格、處
境探究、高層次思維技巧等，幫助學生深入思考，促進學習能力及情意
的發展。

經驗 推展匯聚 層層

全班式資優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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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情境定格」環節中，以定

格方式來演繹哭婆婆的心情。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課程發展主任
到本校觀課，了解學生的學習過
程及課程成效。

在《空氣污染》課題中，學生利用
「黃、黑」帽子分析不同改善空氣質
素措施的預期成效，和它們會引起爭
議或不足的地方，從而明白到最重要
的是我們每個人要有環保意識，為環
保出一分力。                               

在四年級《廢物污染》課題中，
學生利用「推測後果」策略從不
同角度思考廢物不斷增加帶來的
影響，從而明白我們須合力解決
廢物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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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詠靖

我學到就算遇到不開心的

事情，也不要像「哭婆婆」

一樣常常哭，因為只是哭

是沒有用的，應反過來從

好的方面想，才有助面對

困難。

蔡量

歐陽民浩 蘇朗賢

未上課堂前，我原以為景公、晏嬰和百

姓對「漫天大雪」這情況的想法差別不

大，但透過「多方觀點」策略，我才深

入理解他們的想法，原來他們的想法有

很大差別。

此外，利用「全面因素」策略來學習，

好像學習數學一樣，列舉多項因素出來，

然後分析，這樣讓我清晰地找到這些因

素的特點，從而掌握課文的中心思想。

利用「多方觀點」策略能讓我看

到不同人物的看法，不像以前只

會從單一方面看事物。

而進一步將影響景公和晏嬰看法

的因素來分類，使我明白到為何

晏嬰的想法能與百姓的想法接

近。在這樣的課堂裏，我可以有

多些發揮機會，可更有創意。

我覺得用這些方法來學習很好，因為可讓我更深入和全面地了解課文。我發現，雖然面對同一事物，但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他們的立場、生活背境和生活經驗均會影響他們對事情的看法。而學習方法配上圖像，也助我更容易記得這些
學習方法。

學生完成中文科《「哭婆婆」變「笑婆婆」》及《推己及人》

課堂後的感受﹕

技巧 思維掌握 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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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頂頂帽帽子子思思考考法法  

主主題題  

互捉心理

兩面思考

比較異同

延伸影響

特徵列舉

推測後果
循環改變

六何法

六頂帽子思考法

樹狀分類

另類方法

奇妙關係 時間線

全面因素

自本校與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合作發展全班式資優教育課程後，老師在不

同科目滲入高層次思維技巧，例如：特徵列舉、全面因素、推測後果等，

以培養學生多方思考，擴闊他們的思考空間。

技巧 思維掌握 培養

上述高層次思維技巧圖片
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提供。

多方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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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參與課堂上的討論和完成校本課業，同學們成為「學習小主人」，

學習運用不同策略分析、探究，培養高層次思維能力。

策略 學習活用 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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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設計課業

四年級學生運用「全
面因素」策略分析
文章的中心思想。

四 年 級 學 生 運 用
「奇妙關係」策略
學習比喻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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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tudents  use  the 
"Consequences and 
Sequel" to think of 
the bad effects of 
pollution.

Students use the "Time Line" to 
organize the activities they do in a 
day and write a diary.

P6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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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一年級學生運用「特徵
列舉」策略來掌握立體
圖形的特點。

三年級學生運用「比較異同」 
及「特徵列舉」策略來掌握製作
方塊圖的要訣。

一年級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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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五年級學生運用「比較異同」策略
來探討中國文化藝術的特色。

六年級學生運用「推測後果」策略
來探究空氣污染帶來的影響。

五年級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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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十分重視教師的專業發

展，透過參與校外教師培訓、

資優教育教師網絡、校本教

師工作坊、校內外分享交流、

同儕備課及觀課等，結合了

校外專業支援，凝聚全校教

師的專業力量，進一步提升

教師的專業能力，讓我們的

教師團隊更掌握推展資優教

育的竅門，促進專業成長。

力量 資優凝聚 群策

透過參與教育局資優教育組舉
行的教師工作坊，老師掌握了
不同教學策略，提升了推行資
優教育的能力和信心。

我們與資優教育教師網
絡的友校老師共同備課
和觀課，一起建立教學
專業交流的文化。

在資優教育教師網絡會議中，
我們與不同學校的老師共同
推展校本資優培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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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本教學工作坊中，我們運用資優教育組分享的教學
策略，商討如何在課堂教學中滲入高層次思維策略來幫
助學生，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和動力。

當學校推展抽離式情意教育
計畫及全班式資優教育課
程，校內舉行教學分享活
動，讓全體教師明白及體驗
課程的目標及推行方式，將
資優教育課程在教師層面上
由點至面地延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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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發展校本資優教育課程，並已取得一定成果，曾在不

同場合與各界分享、交流推行的經驗及心得。這實在有賴資優

教育組同工、家長及老師共同合作與努力。本校會延續發展校

本資優教育課程，並不斷求進，開展以學生為本的學習活動，

讓學生獲得更優質的教育。

互勉 成果  互勵 分享

本校承蒙教育局資優教育組邀請，在不同分享
會中與教育同工交流推展資優教育計畫的心得
及經驗。

在元朗區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中，
我們與元朗區小學同工分享推展校
本抽離式及全班式資優教育計畫 - 
情意教育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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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 於 2013 年 11 月 30 日
( 星期六 ) 參與由教育局資優
教育組主辦之「校本資優教
育交流展」，除參與展覽活
動，亦向到場人士分享「校
本資優教育課程 – 情意教
育」的發展特色。 

在教育局編印之《情意電影教室 – 透過
電影輔導有情意需要的資優生》中，我們
與各界分享推行這項計畫的成果及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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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教育局資優教育組推薦，無線明珠台曾到
本校採訪有關推行「情意電影教室」計畫的情
況，並在「明珠檔案」節目 (Pearl Report) 中
向各界分享。

明珠台到校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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