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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津貼――( 其他課程：資優教育課程 ) 課程評估報告(2018-2019) 

 

課程 教學目的 

目標學生 

(數量/級別/ 

甄選方式) 

修業期/ 

開始日期 
學生習作 課程/學生表現評核 財政支出 

高中暑期 

文學涵泳班 

透過教授經典篇章，
讓學生掌握文章內
容重點，分析寫作技
巧，提升鑑賞能力；
並透過教授不同文
體的寫作要求，加強
寫作能力。 

25 位中四學生 

25 位中五學生 

由中文科老師
按學年考試成
績甄選優異生 

18/7, 19/7 

20/7, 23/7 

24/7, 25/7 

26/7, 27/7 

中四班：兩篇命題
作文及一份閱讀
習作 

中五班：兩篇命題
作文及一份閱讀
習作 

⚫ 中四班學員出席率達 96 %； 

⚫ 中五班學員出席率達 86 %； 

⚫ 大部份學生認同課程對學習有幫
助，並且積極寫作。逾八成同學按
照導師要求，依時繳交寫作練習；
導師亦能加以批改，並給予回饋。 

兩班共$13,000 

(DLG $8,580 

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4,420) 

(僱用服務費用) 

中六口語溝通
訓練班 

提升學生的高階思
維能力及口語表達
能力，就特定議題擬
定立場、構思論點及
論證手法，並以流暢
準確的語言即時表
達及討論。 

40 位中五學生，
中文老師根據
學生的口語表
達能力甄選優
異生。 

17/11, 1/12 

8/12, 15/12 

― 

⚫ 四日共八節課堂平均出席率達
82.5%； 

⚫ 根據導師的教學成效報告，導師
認為整體學員達中六水平，對文
化時事具認識，並能從多角度進
行討論。惟部份學員未能充分回
應就急於闡述個人觀點，或互動
技巧欠佳。 

全期共$16,000 

(DLG $800 

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4,400 

OEPG $10,800) 

(僱用服務費用) 

中五口語溝通
訓練班 

提升學生的高階思
維能力及口語表達
能力，就特定議題擬
定立場、構思論點及
論證手法，並以流暢
準確的語言即時表
達及討論。 

72 位中五學生，
中文老師根據
學生的口語表
達能力甄選優
異生。 

13/4, 27/4 
4/5, 18/5 

― 

⚫ 四日共八節課堂平均出席率達
90%； 

⚫ 根據導師的教學成效報告，導師
認為整體學員充分利用一分鐘發
言時間，討論見積極，具實質內
容。部分學生未能準確理解題目
中的關鍵詞，論證觀點時也能提
出充足的論據，互動技巧不足。此
外，討論態度良好，展現風度。 

全期共$16,000 
(DLG $11,428.6 
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4,571.4) 
(僱用服務費用) 

Summer 

English 

Enhancement 

Course 

To hone students’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 35 Students 
from S4 & 
S5 

- By invitation 
as to their 
ranking in 
previous 
exam 

18/7 to 27/7 Reading and 

writing exercises 

⚫ Good attendance. 

⚫ The students were attentive and 

engaged in the lessons. 

⚫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expand 

their vocabulary and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organization ability. 

$12,000 

(DLG $8,571.4 

ASLSG $3,428.6) 

(buy service) 

 



 

金文泰中學  學校報告 2018-2019                   35 

S6 English 

Enhancement  

Course 

To sharpen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through interactive 

activities and 

integrated tasks  

- 17 capable 

students from 

S.6 

- By invitation  

27/10, 03/11 

10/11, 17/11 

24/11, 08/12 

Writing exercises 

 

⚫ Good student attendance. 

⚫ The students could write eloquently 

with logic and elaboration.  

⚫ The students wer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HKDSEE format. 

$6,705 

(DLG $5,916.18 

ASLSG $788.82) 

(buy service) 

English 

Debate Course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express 

themselves, 

exchange opinions 

and make judgments 

- 15 capable 

students from 

S.4 and S.5 

- By invitation  

27/2 to 24/4 Writing and 

delivery of 

debating speeches  

⚫ Good student attendance. 

⚫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acquire 

the debat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 They had abundant opportunities to 

practise the skills.  

⚫ They were able to research the 

motions effectively. 

$3,000 

(DLG $2,000 

ASLSG $1,000) 

(buy service)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S6 

To boost learners’ 

English skills 

through broadening 

their vocabulary size 

and enriching their 

conversational skills 

- 58 capable 

students from 

S.6 

- By invitation 

29/4, 30/4, 2/5 Oral practice ⚫ The students were pleased to have 

oral practice and observe their 

schoolmates’ performance so that 

they c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 The students could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feedback 

from their tutor. 

$9,000 

(DLG $7,603.47 

ASLSG $1396.53) 

(buy service) 

高中數學 

探索班(暑假) 

訓練學生的高階思
維，提升學生對數學
的解難能力和答題
技巧，從而提升他們
的考試成績。 

 

15 位中五學生 

12 位中四學生 

 

18/7, 19/7 

20/7, 23/7 

24/7, 25/7 

26/7, 27/7 

中學文憑試題型、
課堂工作紙及課
後習作 

⚫ 中五班學員出席率 83%； 

⚫ 中四班學員出席率達 98%； 

⚫ 學生在課堂表現良好； 

⚫ 中五級學生能透過課程，掌握求
概率的定律，提升學員的解題和
答題技巧； 

⚫ 中四級學生能透過課程，加深認
識圓的基本性質，提升學員的解
題技巧； 

⚫ 部分學生的解難和答題技巧能力
有所提升。 

中五：$3,680 

(DLG $2698.68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
援計劃$981.32) 

 

中四：$3,680 

(DLG $2453.3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
援計劃$1226.68) 

(僱用服務費用) 

高中數學 

探索班(上學期) 

訓練學生的高階思
維，提升學生對數學
的解難能力和答題
技巧，從而提升他們
的考試成績。 

18 位中六學生 

11 位中五學生 

(由數學科甄選
學年考試成績
優異的學生) 

中六： 

4/10 - 13/12 

中五： 

4/10 - 13/12 

中學文憑試題型、
課堂工作紙及課
後習作 

⚫ 中六班學員出席率達 87%； 

⚫ 中五班學員出席率達 92%； 

⚫ 學生的課堂表現良好； 

⚫ 中六級學生能透過課程，掌握公   

開試的答題技巧； 

中六：$3,600 

(DLG $2,40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
援計劃$1,200) 

中五：$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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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五級學生能透過課程，掌握三
角學的定義及解題技巧； 

⚫ 部份學生的解難和答題技巧有所  

提升。 

(DLG $1,636.35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
援計劃$1,363.65) 

(僱用服務費用) 

高中數學 

探索班(下學期) 

訓練學生的高階思
維，提升學生對數學
的解難能力和答題
技巧，從而提升他們
的考試成績。 

 

18 位中五學生 

16 位中四學生 

(由數學科甄選
學年考試成績
優異的學生) 

中五： 

4/3 - 27/5 

中四： 

7/3 - 23/5 

中學文憑試題型、
課堂工作紙及課
後習作 

⚫ 中五班學員出席率 86%； 

⚫ 中四班學員出席率達 55%； 

⚫ 學生的課堂表現良好； 

⚫ 中五級學生能透過課程，掌握軌
跡的繪畫、描述及方程，提升了公
開試的答題技巧； 

⚫ 中四級學生能透過課程，加深認
識各種不同類型的函數的定義及
其圖像，並提升了函數的運算技
巧有所提升。 

中五：$3,600 

(DLG $2,20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

計劃$1,400)   

 

中四：$3,600 

(DLG $1,35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
援計劃 $2,250)  

(僱用服務費用) 

思維與辯論 

培訓班 

⚫ 提升學生的思維
與組織能力 

⚫ 讓學生認識辯論
的技巧 

⚫ 裝備學生參加社
際辯論比賽，為
社爭光 

24 人 28/3 - 9/5 

― 

⚫ 學員出席率達 56%； 

⚫ 學生留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 學生投入參與課堂活動； 

⚫ 學生對中文辯論的興趣有所增
加，有興趣參加學界中文辯論比
賽； 

⚫ 參與課程的學生涵蓋中一至中五
級，學員之間的學習差異較大； 

⚫ 部份高中學生課後須補習或參加
其他校際比賽，以致整體出席率
未如理想。 

$4,725 

(DLG $1378.16 

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1,771.92 

OEPG $1,574.92) 

(僱用服務費用) 

校園領袖 

培訓工作坊 

⚫ 提升高中領袖生
的協作溝通及解
難能力 

⚫ 發展領袖生擔任
校園領袖的潛質 

22 名中五的校
園領袖，包括正
副首席學長、正
副輔導長、學生
會正副主席及
正副社主席等。 

17/11 

― 

⚫ 課程有靜亦有動，設計具心思，學
生全情投入，表現良好。 

⚫ 課程能有效地帶出訓練主題，學
生易於掌握箇中重點。 

⚫ 課程的長短恰當，導師具專業水
準。 

$6,346 

(DLG $3,172.96 

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3,173.04) 

(僱用服務費用) 

全學年 DLG 支出$62,18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