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多元學習津貼—資優教育課程 

2021-2022 年度 周年報告 

 

科組 課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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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 

English 

Department 

S6 High-flyers 

Speaking 

Course 

To strengthen students’ 

speaking skills 

To build up confidence in 

speaking in authentic 

situation 

20 Students who 

are eligible and 

have potential to 

get admitted to 

local university 

2021 Late 

April- mid May: 

(2 or 3 parallel 

sessions) =75 

hours 

 因疫情取消 0 

數學科 數學精英培訓 
提高學生對運用數學的興趣

及能力 

7-8 位中四及中五學

生 

由數學 科組員 根據

特定準則提名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5 月 
 因疫情取消 0 

理科 

高 中 尖 子 比 賽

及 校 外 課 程 資

助 

擴闊學生視野，提升，提升學

生自發探索學習能力 

中四至中六 

物理、化學、生物、

數學及 電應科 等成

績優異的學生 

在科學 思維方 面特

殊潛能的同學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7 月 

參加者分享課程得

着 

學生積極投入。唯主辦方

的課程設計上，相關天文

部份欠深入。天文觀察儀

器亦不足。 

資優天文營營費

$15,552 

理科 理科精英培訓 
提高學生對運用科學的興趣

及能力 

7-8 位中四及中五學

生 

在科學 思維方 面特

殊潛能的同學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7 月 

所有同學完成課業 

同學參與兩次評核 

同學在科學探究，實驗設

計及解難各方面的能力

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負責老師觀察導師教學

用心，準備充足。 

導師費用: 

$23,950 

 

  



理科 理科資優課程 
擴闊學生視野，提升，提升學

生自發探索學習能力 

中四至中六 

每級 6 位學生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7 月 
所有同學完成課業 

同學分享對香港生物科

技的發展及應用有更深

入了解。課程設計活動有

趣，富啟發性及讓同學有

充足的實踐機會。 

「水中銀」生物

科技探索課程 

課程費用

$49,800 

車費: $1,100 

2021-2022 年度總支出: $90,402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多元學習津貼—資優教育課程 

2022-2023年度 周年計劃 

 

科組 / 

Subject / 

Committee 

課程 / 計劃 / 

Programme 

教學目的 /  

Objective(s) 

目標學生(數量/級別/甄選方

式) / Targets (No. / Level / 

Selection) 

修業期 / 開始

日期 / 

Duration / 

Start Date 

預期產出 /  

Deliverables 

負責老師 /  

Teacher i/c 

財政預算 / 

Budget 

English 

Department 

English 

Leaders 

To expose 

students to 

different genres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occasions 

and learn from 

good examples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 in the past 

and at present 

10 students from S4 to S5 

who have shown 

potentials to be a leader 

of tomorrow and a 

commendable level of 

English usage 

Dec 2022 – 

Aug 2023 

-Students’ Sharing 

-Students taking up 

the role of English 

leaders in school 

activities 

-Students acting as 

mentors to the junior 

form students in the 

following academic 

year 

HTY, CHY 
Course fee: 

$12,000 

數學科 數學精英培訓 
提高學 生對運 用數

學的興趣及能力 

7-8 位中六學生 

由數學科組員根據特定準則

提名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5 月 

每課完成習作 

最後參與評估測 驗能力

有所提升 

KWY 
聘 請 導 師 $ 

12,000 

理科 理科精英培訓 
提高學 生對運 用科

學的興趣及能力 

6-8 位中四至中六學生 

在科學思維方面特殊潛能的

同學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6 月 

導師評鑑 

學生完成課業 

CPY 

LWYS 

TLP 

聘請導師$30000 

($600X50 小時) 

理科 
Science 

explorer  

擴闊學 生視野 ，提

升，提升學生自發探

索學習能力 

中四至中五 

級 12 位學生 
2022 年 7 月 

學生完成課業 

學生分享 

CYP 

TLP 
課程費用$50000 

2022-2023 計劃預算 $10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