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de not your talents. They for use were made.  

  What’s a sundial in the shade? ”    —Benjamin Franklin

創刊號  March 2018 

歡迎閱讀《知訊》創刊號，與我們攜手揭開資優教育新一頁。香港的

資優教育已經推行二十多年，社會大眾對「資優」一詞並不陌生，

但普遍的理解是視資優教育只是為一小撮高能力學生而設。然而，資優

教育的對象是所有學生；資優教育的精髓所在是協助所有學生發展才

能，並為高潛能或具天賦的資優學生提供適當栽培。 

香港中文大學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慷慨捐助，開展賽馬會

「知優致優」計劃，與學校協作推行校本資優教育，希望透過走進校

園，協助教師了解每個學生的特質和能力，因材施教為學生提供適切的

學習環境，讓所有學生盡展潛能、發揮所長，從中發掘出高潛能和具不

同才能的學生加以培育。我們相信從「知優」出發——了解和發掘學生

的潛能並提供適當的栽培，才能「致優」——培育高能力或具天賦的資

優學生成為社會優秀的人才。  

要實行全班式資優教育，其中一項不能忽略的策略，當屬「適異性教

學」（Differentiation）。今年二月，本計劃十分榮幸邀得來自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的郭靜姿教授，率領四位經驗豐富的教師來港，以

「適異性教學」為題，主持一系列專題講座暨實作工作坊，本期內容會

有相關活動回顧。此外，《知訊》亦設有專欄，分享各計劃學校老師，

在資優教育路上的點滴。 

本計劃期望與不同持分者對話溝通，包括在《知訊》這個平台上交流，

共建資優教育學習羣體。歡迎各位對本計劃提出寶貴的意見，讓我們彼

此學習，止於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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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不停學！因應教育局宣佈，

小學與幼稚園提早放農曆新年

假期，教師本可與學生一起提早放假，但有不少老

師仍願意付出時間，於停課期間參與本計劃舉辦的

「適異性教學」專題講座暨實作工作坊，實在令人

鼓舞。 

為加深香港教師對適異性教學的理解，本計劃榮幸

邀得計劃榮譽顧問、來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的郭靜姿教授，連同四位台灣中小學教師—

—張書豪老師、蔡淑英老師、陳錦雪老師和郭青鵬

老師蒞臨香港中文大學，於 2 月 10、12 和 13 日主

持一系列專題講座暨實作工作坊，包括最後一天的

參加者成果分享。兩場專題講座分別以「適異性教

學的實施方式」及「不同資優教育理論模式於適異

性教學的應用」為題，吸引超過 270 位教育界同工

參與，反應踴躍。大部分專題講座參加者表示，講

座內容精彩，也具啟發性，希望能多辦類似的活

動，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和增強教師推行校本資優

教育的信心。 

在 2 月 10 和 12 日下午，參加者按不同學科分組，

在台灣教師帶領下討論和設計教學活動。透過台灣

教師的經驗分享，以及組員間的交流，參加者均獲

益良多。 

更多活動照片，請瀏覽計劃網頁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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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化雨 17 年，沿路一直有音符相伴。在保

良局錦泰小學兼教中文及音樂科的李鎧蘭主

任，說起對資優生的感覺，自然也離不開音樂，

「即時想到音樂上的漸強符號。」它外型頭窄尾

闊，在樂譜裏頭不太起眼，一不留神很容易錯

過，正正就像未被發掘的資優生：「在同事、老

師眼中並不突顯、是很渺小的，但當你發現到他

的長處時，能力可以越來越大……他是無限的，

可能在小學階段，我作為小學老師，我也預視不

到（潛能）盡頭在哪裏。」 

設平台讓千里馬與伯樂相遇 

資優教育的核心不只是針對向來才能出眾的「星

之子」，更重要的功夫落在看似平平無奇的學生

身上。李主任在教學生涯中，見證過好些學生化

身成漸強符號。她記得有一年，曾經安排兩班學

生一起參加歷奇訓練「乘風航」，原意是讓學業

優秀的同學帶領同輩完成任務，結果教人意外。

面對茫茫大海，主動鼓勵大家踏步挑戰半空游繩

的，反而是課堂表現平平那一班。「有一、兩名

學生在混亂當中異常冷靜，一片嘈吵聲之下，他

說：『不對，大家先聽一聽，不如我們嘗試這樣

做。』」這句話說進李主任心坎，讓她明白千里

馬與伯樂，需要平台去結緣，而伯樂不能夠用單

一的準則，否則永遠只看到馬匹的某一種特質。 

推資優教育＝加重負擔？ 

「作 為 老 師，大 家 都 明 白，我 們 要 發 掘 他 的 長

處，要提供很多機會給他……中文科一星期只有

七堂，我有我原本的（教學）進度，有眼前要做

的事，這些很現實，我不可能用太多額外時間作

個別觀察。」課程與課時的限制是老師無論有多

熱心，也會遇到的挑戰，卻沒有使李主任氣餒。

因為她深信推行校本資優教育不一定加重老師負

擔，關鍵是如何善用課堂，滲入具資優教育元素

的活動，從中提升學生溝通、批判思維及創意能

力。教科書不是教學的全部，跳出框架，才有機

會讓學生在無邊際的學海閃耀。 

不忘投身教育的初心 

認清這個目標之後，學校更加重視這種全班式資

優教育，由以往偏重課後活動，改為從課程設計

入手，短短兩、三年已經見到學生的改變。「其

實他們很享受，他們會為了去玩一個活動，盡其

所 能 發 揮 小 宇 宙，比 平 日 課 堂 更 願 意 多 寫 一

點。」微小的分別，或許就是另一個漸強符號的

起點，她希望藉着教師團隊的同心協力，在每一

科 撒 下 種 子，培 育 幼 苗 茁 壯 成 長，各 展 姿 態 ：

「學生不會知道自己是資優，他只是覺得自己很

有興趣做這件事，可以不斷去做，如果老師察覺

不到他的長處，他便不會知道……確實不可以為

了其他非教學的事，忘卻我們最重要其實是要推

動小朋友，這才是我們的責任。」言談間李主任

總是語帶微笑，唯獨這一句份外凝重。 

 

 

採訪．18.10.2017 

文．江韻瑤 

教師是推行資優教育

的靈魂人物。為此，

本計劃邀請計劃學校

多位教師進行一系列

專訪，了解他們發掘

資優生的樂趣與相處

點滴。每篇訪問均以

老師對資優生的聯想

為題，集結成「知優

百物」。 

漸強符號
保良局錦泰小學 李鎧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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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適異性／區分性 

每一個學生都是獨特的，故早在孔子時代，因材施教已是教學的重

點。所謂的「適異性教學」（differentiated education，或譯「區分性

教學」）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適異性課程（differentiation of curricu-

lum）、適異性教學法（differentiation of instruction）和適異性評估

（differentiation of assessment）。 

廣義而言，適異性教學並不只適用於資優教育，運用得宜可令全班學

生得益，因為適異性教學的核心在於對學生不同的學習能力、學習風

格、需要、喜好和興趣等予以肯定，並就着學生這些學習多樣性設計

合適的課程、教學法和評估方法，為學生帶來不一樣的學習經歷。 

適異性教學在資優教育的領域裏，已有不少學者討論過，有興趣的讀

者可以參考 C. A. Tomlinson 主編的文集 Differentiation for Gifted and Tal-

ented Students（US: Corwin Press, 2004）。 

Divergent thinking  擴散性思考 

由美國學者 J. P. Guilford 首先於 1950 年代提出。他認為，思考歷程可大致分為兩大類：擴散性思

考（divergent thinking）和聚斂性思考（convergent thinking）。顧名思義，擴散性思考是從一些既

有訊息出發，並不囿於固有框架，產生大量而且多樣化的訊息，是一種為問題找出多種解決辦法

的思考模式，與創造力不無關係，也是不少資優生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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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
ABC

為讓讀者更了解資優教育的重要概

念，《知訊》特設「資優 ABC」欄

目，每期選取三個相關概念，並輔以

簡單解說。適逢本期內容與適異性教

學相關，故稍作破格，從 D 開始。 

DISCOVER model  多元族羣優勢智能發掘模式 

此模式是美國學者 C. J. Maker 於 1987 年提出，全寫為 Discovering Intellectual Strengths and 

Capabilities while Observing Varied Ethnic Responses。她以加德納（Howard Gardner）的多

元智能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s）與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為框架，透過觀察不同

族羣對問題的反應，發現人的長處與潛能。她指出，成功的關鍵在於具備優秀解決問題的

能力，而透過了解學生的優勢智能，可以提升學生的解難及整體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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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扭計骰的啟示
文．姚子健 

星期五，下班時間，東鐵上。 

有人埋首手機，想着周末的計劃；有人倚着車門，望着窗外的景色放空。 

車門打開，走進一個十來歲的小伙子，熟練的把玩着手上的扭計骰。 

只見他一手扶着柱子，一手快速的旋轉扭計骰，上面的顏色方格也隨之轉動。 

速度之快，令人目眩，但也令人驚歎。 

在短短的兩三個車站間，他已經把扭計骰還原數次。 

「下一站，大圍。」 

他徐徐的把本來手中的傳統扭計骰放回袋子裏，又拿出另一種扭計骰。 

只能說：嘆為觀止。 

但他不疾不徐，仍用同樣速度扭動骰子。 

在他手中，兩種扭計骰好像並無差別。 

「其實不是甚麼算術，只要你記得百多條規律，破解扭計骰不難。」他說。 

百多條規律！「後生可畏」這個成語的確沒錯，也看到他的專注和付出。 

步出旺角東月台，那小伙子與他手中的扭計骰，仍在我腦海中縈繞。 

當初想出「扭計骰」這個名稱的人，實在太有智慧了： 

一般人遇到這些棘手的問題，都很容易「扭計」； 

但只要把心態「扭」一「扭」，再「諗諗計」，可能困難就迎刃而解了。 

資優教育是甚麼，言人人殊；有關資優教育的研究，百花齊放。 

就像扭計骰一樣，有不同的面向，不同的顏色。 

但相信都有同一個宗旨：每個學生都有獨特的潛能，需要我們加以發掘和提拔。 

小伙子拿出的第二個扭計骰，方塊體積不一，凹凸不平。 

在老師看來，資優生不也是這樣嗎？ 

問題多多、喜歡挑戰權威、坐不定……實在難纏。 

如何讓這顆複雜的扭計骰變回整齊方正的模樣？ 

「其實不是甚麼算術，只要你記得百多條規律，破解扭計骰不難。」他說。 

但教育呢？ 

每位同學都是獨特的，每位老師也都是獨特的，似乎沒有一種辦法可以萬試萬靈。 

要破解扭計骰，需要專注和付出；照顧學生，同樣需要專注和付出。 

相信小伙子有今天熟練的技術，堅毅是少不了的元素。 

老師要照顧班上不同的學生，同樣也需要堅持和耐性。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我們有沒有堅持到底的決心呢？ 

甚麼是資優教育？不也是一個扭計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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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大事回顧
（截至 2018 年 2 月） 

11 月 計劃正式開展 

2016 

2017 

23/2 計劃啟動禮 

18–25/2 資優教育學術講座系列 

13/4 招募計劃學校簡介會 

1–6/7 參與亞太科學資優學生論壇 

8–23/7 

28/8 

參訪美國愛荷華大學

柏林—布蘭克資優教育 

及才能發展中心  

計劃學校歡聚日 

9 月至今 支援計劃學校、學術研究 

2018 

6/1 

19/1 

計劃學校教師專業交流—

「從發展校本學生資料和才能

數據庫到資優教育的實踐 」 

計劃學校教師專業交流—

「推行全班式資優教育： 

應用 GeoGebra 軟件設計

小學數學課堂工作坊 」

10–13/2 「適異性教學」專題講座暨

實作工作坊 

Project G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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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launching-ceremony-of-project-gift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briefing-session-on-recruitment-of-project-schools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2017-asia-pacific-forum-for-science-talented-i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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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edu-logue-series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edu-logue-series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edu-logue-series-geogebra-1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edu-logue-series-geogebra-1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edu-logue-series-geogebra-1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edu-logue-series-geogebra-1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edu-logue-series-1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edu-logue-seri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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