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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  ”    —Albert E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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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月，又是一年的終結。隨着聖誕裝飾漸次掛起，提醒我們 2018 年

快將過去。在這個互贈禮物的季節，不禁想起校園內也有不少「天賦

的禮物」——我們的學生。他們每一個都有獨特的潛能，有待我們去發掘

並培育。總結這一年賽馬會「知優致優」計劃與學校協作的經驗，相信各

計劃學校教師都明白發掘學生潛能的重要，並會發現學校裏充滿了各種各

類的禮物，有待一一拆開。 

繼今年四月的台灣交流後，本計劃於八月份安排計劃學校的教師前往泰

國，參與「第十五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部分教師更於會議上發表報

告，見證和分享本計劃與學校協作的成果。與會議同期，本計劃亦率領 30

多名香港學生參加「第十五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青年學習營」。同學們透

過不同的活動，除了知識上有所增長，同時也與不同地區的學生建立友

誼。 

「吾日三省吾身」，足見古人對自省的重視。為人師者，更需要就日常的

學與教活動設計作反思和調整，以利學生的學習。為此，本計劃於九月份

舉辦「以實證為本方法提升學與教效能」工作坊，向教師介紹如何透過行

動研究，從確定問題、實踐、觀察和收集數據（學習顯證），反思學與教

的成效。 

資優教育的重要元素，少不了的是創意。如何發展學生的創造力，相信是

不少教師關注的重點。本計劃特於十一月舉辦兩場計劃學校聯校教師發展

日，邀請李雅言博士和計劃聯席總研究顧問陳麗君博士主持「學生創造力

的培育與創意教學」專題講座。兩場活動共有超過 500 名中小學教師出

席。 

年終，是回顧與前瞻的季節：檢視整年的成果，並擬定來年的目標。甚願

在資優教育的路上，我們能越走越起勁，為我們的學生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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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月份，正是教師休假外遊

的旺季。今年八月，賽馬

會「知優致優」計劃的部分學校教師，在陳麗君

博士的帶領下，前往泰國曼谷參加第十五屆亞太

資優教育會議（The 15th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Giftedness, APCG），度過一個不一樣的暑假。 

是 次「亞 太 資 優 教 育 會 議」主 題 為 “Inspiration, 
Motivation,  and  Creativity:  Leading  the  Way  to 
Giftedness”。在五天（8 月 20 – 24 日）的會期內，

分別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資優教育學者及教育工作

者發表研究成果。計劃學校的教師亦有機會就過

去與本計劃的協作成果，發表實證研究論文。與

會教師亦藉機會與不同地區的學者及教師彼此分

享，交換在不同處境和文化下推動資優教育的心

得。  

除了出席研討會外，部分教師也參與了大會安排

的學校參訪活動。他們參觀了當地一家私立學校

及以推廣 STEM 教育的學校。透過當地教師的經驗

分享，以及組員間的交流，參加者均獲益良多。

請按此瀏覽參與是次資優教育會議教師的心聲。 

更多活動照片，請瀏覽計劃網頁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 

 

 

 

 

活動 
剪影 

APCG國際會議研討會留影 

今日為學生所做的每一步，或者會是成就孩子未來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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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亞太資優教育會議同期進行，還包括青少年學習

營。主辦單位邀請共 255 位來自亞太地區的學

生，在六日五夜的營會中彼此學習交流。賽馬會「知優致優」計劃

獲邀安排香港學生參加，故讓計劃學校提名 3 位學生報名。經遴選

後，最終共有 35 名來自不同計劃學校的同學成功獲選。 

營會的主題和資優教育會議相同，都是以發展創意和想像力為焦

點。營會活動豐富，包括參觀泰國科技展覽、出席第十五屆「亞太

資優教育會議」開幕式等，亦有不同形式的工作坊，主題內容包括

開發參加者的創意、運用肢體語言表達自己，以及利用數學原理設

計藝術品等。 

除了集體活動外，大會亦因應參加者的興趣，安排六個平行環節，

讓來自不同地區的學生透過小組協作，

學習與人合作，以及發揮創意。外遊行

程 也 包 括 到 訪 歷 史 古 城 公 園 Muang 

Boran，了解泰國歷史，期間大會安排

四個體驗活動，包括泰國傳統舞蹈、編

織竹葉魚掛飾、設計油紙傘和泰國甜品

製作，讓參加者在發揮創意的同時，體

驗泰國傳統文化。最後，參加者在園區享用歡送晚宴，大家都趁這機會跟朋友合照留影。在一片

歡樂和載歌載舞的熱烈氣氛下，今屆青少年學習營完美落幕，參加者都留下難忘的回憶。 

 

 

 

 

活動 
剪影 

更多活動照片，請瀏覽計劃網頁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 

我發現自己不僅開拓了視野，還學會如何跟其他人相處。  

學生在歷史古城公園 Muang Boran景點前留影 

https://gift.fed.cuhk.edu.hk/events/2018aug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
https://gift.fed.cuhk.edu.hk/alb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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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與研究有甚麼關係？如何在忙碌的教

學工作中，再擠出時間做行動研究？這

個建議會否很不切實際？今年九月，一眾計劃

學校教師齊集香港中文大學，了解如何在日常

的學與教過程中結合行動研究，以指導學與教

的活動設計，調整和評估各項學與教活動的成效。活動共有接近

100 名教師出席。 

講座的上半部分，由賽馬會「知優致優」計劃陳麗君博士主講。

她指出，古人以種植為喻，點出育才的重要性。既然農夫需要透

過觀察不同植物的生長條件，教育工作者也需要了解學生的學習風格和需要，方能設計合適和有效的學習活動。

事實上，行動研究並不需要額外花教師太多時間，因為每次設計學與教活動時，都可以是一項小型的行動研究：

就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問題訂定學習目標，並設計合適的學與教活動，再善用各種數據（例如學生的課堂回應、課

業反饋等），教師便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從而修正學與教策

略，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專題分享環節後，參加教師按學科分組，深入討論如何將行動研究

的框架嵌入學科教學上。透過分組活動，教師有機會體驗行動研究

的初步工序：發掘核心問題和成因、訂立研究問題和目的、確定研

究對象，並選取合適的研究方法及數據收集工具，以學習顯證檢視

學習成效。熟能生巧，希望各參加教師能多以學生為中心思考課堂

設計，摒棄墨守成規的思維，靈活運用不同的學與教策略，並以行

動研究指導日常的教學設計、實施和評鑑。 

活動 
剪影 

 

 

 

參加者合照 

If we teach today’s students as we taught yesterday’s, we rob them of tomorrow. 
—John Dewey (1859–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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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日新月異的世代，要裝備學生迎接未來挑戰，創造

力是不可或缺的課題。正因如此，逾 500 位計劃學

校教師分別於 11 月 9 及 23 日，出席「學生創造力的培育

與創意教學（計劃學校聯校教師發展日）」。賽馬會「知

優致優」計劃榮幸邀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認知心理學博士

李雅言蒞臨香港中文大學，與陳麗君博士聯合主講，內容豐富，又與台下多

番互動，教師們都投入其中。 

陳博士以理論為基礎，點出創造力的關

鍵，在於以知識為基礎，加上靈活思考及運用想像力，產生新穎意念，解決

現實的難題。創造力的概念，則涉及六個「P」，包括人的創造能力和創意特

質（person）、創作歷程（process）、產品（product）、環境（place）、壓

力（pressure）和說服（persuasion）。 

李博士繼而提出創造力的三大要素：第一是「觀察與描述」，即多發掘及了

解身邊事物的特點；第二是「找難與解難」，發現問題後，還要研究解決方

法；最後是「組織與表達」，將觀察結合思考，把所得意念和成果加以整

合，向他人闡述。如將此三大要素融入教學，學生在吸收知識的同時，也能

提升個人創造力。 

但提升學生創造力時，師長更要裝備自己和發揮創意。分享環節過後，教師

便化身學生，親身體驗創意課堂，如中文科老師要調動詞彙，組成通順句

子，變化越多越好；常識科老師則用廁紙筒配合不同物料，創作出最多的新

產品。教師積極參與，體會創意教學的吸引力，對設計課堂甚具啟發性。  

活動 
剪影 

 

 

 

參加教師踴躍參與互動環節 

為甚麼創造力如此重要？因為創造力是人類前進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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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堂詐肚痛聽得多，孰真孰假難以說得

清。但如果每一課，有學生總以這個理

由避席，真正頭痛的大概是老師。「每次看見

我也說肚痛，我問『同學，你真的這麼不喜歡

老師嗎？』」梁佩欣老師笑着說，卻沒有一笑

置之：「聽到他在其他科的課堂也有同樣情況

出現，輕則說想上廁所，重則想早退。」她一

直在思考，是甚麼原因令學生抗拒上課。  

現今制度下的「人才」  

作為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中文科主

任，梁老師與很多語文科教師一樣，天天備

課、授課，協助學生打好「聽說讀寫」的根

基。實作技能固然重要，可是在現有制度下，

功課和考核都側重技能，幾乎成為唯一的成就

指標。學生有達標的壓力，梁老師坦言自己都

有。她更在意的是，這種壓力不但限制老師編

排學習內容和活動，亦縮窄對「人才」的定

義。「過於側重成績或分數，人才便只是那些

懂得考試的人。」  

擁抱學生多樣性  

用成績作為硬指標界定「人才」，是既現實又

方便的做法，梁老師卻認為不夠客觀。是否代

表成績不好的就沒長處？是否沒獲獎的便不夠

出色？「某個學生獲了獎，你方會發現他的成

就，現 實 還 是 要 透 過 獎 項 來 衡 量 學 生 的 成

就。」梁老師正好道中當中的矛盾。  

在她心目中，「人才」從來不需用獎牌來證明

自己，反而是為人師表的要有敏銳且開放的

心，了解學生各自的特質和強項，接納學生的

多樣性。  

她將資優生比喻為楊桃：「從它側面看是一個

形狀，但如果你將它切開，從橫切面看它變成

了星形。」要是教師單以學業成就衡量他們能

力，「你心目中的楊桃如果只有一個形狀，那

將 它 切 開 成 星 形 給 你，你 便 不 知 道 它 是 楊

桃……這樣就忽略了學生的其他能力，也扼殺

了學生其他方面的發展。」  

調適設計 將課堂與生活連結  

為了不只看班上的小楊桃的單一面，梁老師

從課程設計着手。其中小學三年級有一課要

學生學習書信，她靈機一動想到新點子——

給爸媽的信，希望將寫作與生活連結起來。

她先邀請學生的家長為子女寫一封信，再在

課堂引導學生回信，感謝父母養育之恩。

「一般傳統作文只是根據寫作工作紙的題

目、情景去寫，學生不會覺得有必要做，他

只會認為那是功課。（今次）寫作活動做得

好，因為同學投入很多情感。」  

成功將語文學習與生活接軌，引起學生的投

入感和共鳴，梁老師卻沒有因而停下來。同

一個單元，後來她又有新的調整，加入適異

性的元素，請同學動筆寫信之前，因應自己

的興趣自行分組填寫預習紙，並容許他們以

自己喜歡的方式匯報。  

「適異性教學給我很大啟發．就是因應學生

的不同特質，提供富彈性及多元化的學習模

式。不是老師去作硬性規定，而是讓學生有

機會因應自己的強項或興趣作選擇，他喜歡

怎樣去演繹便怎樣演繹。有些同學不熱衷於

公開匯報，但他在組內會有自己見解，樂於

 

 

 

 

楊桃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梁佩欣老師 

採訪．22.11.2017 

文．江韻瑤 

知優 
百物 

適異性教學給我很大啟發．就是

因應學生的不同特質，提供富彈

性及多元化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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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分享，我們應該接納。」  

於校園內播下閃光點  

花近一倍時間去準備，還親自代筆替部分家

長寫信，可是每當說起這「招牌課堂」，梁

老師眼裏滿是雀躍。歸根究底，她相信學習

其實可以很有趣，只是老師只跟從課程大綱

及以單一、固有的評核模式，令部分學生得

不到滿足感。學校開展閃避球、獨輪車等抽

離式活動，正正希望將學習伸延至常規課程

外，讓學生在學業以外的層面「閃光」。梁

老師說，好些學生接觸這類活動之後，整個

人自信起來。導師從中鼓勵他們將運動上的

堅持，應用在其他地方，對學業也有正面影

響。  

訪問後數月，梁老師與幾位同工來香港中文

大學作分享，再談到獨輪車學員的反思，其

中有一篇是這樣寫道：  

細看名字，正是那名曾經經常「肚痛」

的學生，看來他不藥而癒了。  

意想不到的是，學習獨輪車之後，我覺得

沒那麼害怕學習和做功課，我甚至覺得自

己也可以用克服「跌車」的那種決心來跨

過學業上的難關。獨輪車幫我找回了學習

態度，令我的人生活得更積極。 

I like the starfruit metaphor.  It en-
compasses the idea that if we cut the 
fruit in the right way, we could re-
veal the star.  Metaphorically, reach-
ing for the stars is the objective for 
every student.   But how are we go-

ing to do it for individual students?  The magic lies 
in differentiation.  

Unfortunately, when we think of differentiation, we 
often think only in terms of teaching and curricu-
lum.  It is revealing that if we shift our thinking of 
differentiation to learning on the part of the stu-
dents.  It makes very good sense to allow students to 
make choices and use their preferred ways of expres-

sion or performance.  That will give us a sense of 
whether our differentiation in teaching and curricu-
lum works. 

Here, the saying that “A rising tide lifts all ships” has 
another meaningful interpretation.  Developing one 
strength area may have reverberating effect on rais-
ing the level of another area of weakness, as exem-
plified by the unicycling experience of one student 
as described in this narrative.   

陳維鄂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計劃」創立人暨榮譽計劃總監 

賽馬會「知優致優」計劃榮譽顧問 

學者

之言 

總結經驗，梁老師「給爸媽的信」的課堂衝出香

港，在第十五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上匯報 

同學在獨輪車上的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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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C creativity  大 C 創造力 

關於創造力的定義，言人人殊，不同的學者均有獨特的見解。其中一個切入點，當是對

創造力的分類。有學者將創造力分為大 C（Big-C）和小 C（little-C），後來更進一步

發展出 4C 模式（The Four C Model of Creativity，參 Kaufman and Beghetto, 2009），將

迷你 C（mini-C）和專業 C（Pro-C）包括在內。 

所謂大 C，指的是一些劃時代的發明和創造，並且受社會廣泛肯定，例如愛迪生發明電

燈、莎士比亞寫下的文學作品，或是高錕教授發明的光纖，都屬於大 C 的範疇。然而，

這類例子並不常見，而且需要時間證明其影響力（即未必在當代即可判別某作品為大

C）。 

不少學者就歷史上的名人，如愛因斯坦、達爾文、史特拉汶斯基等做研究，發現他們都

願意投入大量時間和心力，日以繼夜的從事創作活動，甚至達到忘我的境界，有學者形

容為「浮士德」式的交易*（參 Gardner, 1993）。由此可見，如果要發揮創造潛能，必

須對所關注或研究的課題具有高度熱忱。學者 Amabile（2012）清楚指出，成就創意成

果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內在動機（intrinsic task motivation）。 

* 浮士德是歐洲中世紀的傳說人物。他精通巫術，相傳他為了權力和知識，將自己的靈魂賣給魔鬼。後世
有不少文藝作品根據這故事的藍本而創作，其中以德國文學家歌德寫下的悲劇《浮士德》最為人熟悉。 

Brainstorming  腦力激盪法 

腦力激盪法是產生意念的常用策略或方法，由美國一所廣告公司的創始人 Alex Osborn 於

1953 年提出，旨在提升員工的創意解難能力。此方法強調集體思考，組員互相激發創意，並

透過構想大量意念，引發新穎的構思。實施時需注意以下四項：自由聯想、意念越多越好、

延緩評價、嘗試統合或改良其他人的意念。所以在追求數量的同時，也要以量取質，留意質

素的調整和控制，以達至最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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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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身體動覺智能 
加德納（Howard 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能論（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中，指出每個人

都具有身體動覺智能，並強調這類智能高的人擅長利用身體動作表達想法和感受，並具有巧妙

處理物體和調整身體的能力。加德納指出，傳統智力測驗只側重於數學邏輯推理和語文等方

面，這些能力多受制於社會和學習環境，而忽略了個人吸收新知識或解決問題的能力。 

多元智能論提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智能，這些智能代表解決不同問題的潛力。這理論共涉及

八項智能，分別是：邏輯數學智能（logical-mathematical）、語文智能（linguistic）、音樂智能

（musica l）、空間智能（ spa t i a l）、身體動覺智能（bod i l y -k ines the t i c）、人際智能

（interpersonal）、內省智能（intrapersonal）、自然觀察智能（naturalistic）。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智能並非獨立存在，而是透過複雜的相互作用來配合。理論強調的是，每個人都有獨特的

天賦才能，並沒有一套標準的原則，去判別一個人是否聰明。教師在日常的觀察中，可以判別

學生哪項智能比較突出，從而設計合適的學習活動，讓他們的才能得以發揮和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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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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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

園地 

* 筲箕灣崇真學校林浩原主任早前以「人生像甚麼？」為題，讓 2018年度畢業的 6A班同學就此發揮

創意，寫下他們的想法。以上是部分同學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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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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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暨 青少年學習營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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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工作坊 

21/9 家長專題講座@香海正覺蓮社
佛教陳式宏學校 

3/10 家長專題講座@保良局錦泰小
學 

9/11 及 計劃學校聯校教師發展日— 
23/11 「學生創造力的培育與創意教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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