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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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資
優課程 

擴闊同學視野增
加與友校學生交
流機會提升學習
能力 

10-20 位 S4-S5 學生，
由各科根據特定準則提
名 

依校外課
程開辦日

期 

按各大專院校所擬定不同範
疇的課程，完成課程內所要
求之課堂活動並達到所要求
之標準 

課程須經遴選方合資格入
讀，相關同學表現卓越。另
外在活動中他們更能體驗大
學的課堂生活，與其他尖子
交流，並有機會涉獵高中課
程以外的知識，獲益良多。 

$7,576.00 

校外比
賽或活
動 

擴闊同學視野增
加與友校學生交
流機會提升學習
能力。 

10-20 位 S4-S5 學生，
由各科根據特定準則提
名。 

不定 
完成預先發放的過往考題作
參考及預備，然後回校完成
主辦單位提供的網上測驗。 

同學表現卓越，兩位同學於
科學科獲優異獎狀，另於數
學科各有一位同學獲優良獎
狀及優異獎狀。 

$969.00 

英語能
力提升
班 

提升學生的英語
閱讀寫作及說話
技巧與能力為學
生成果出版刊
物。 

60-80 位 S4-S6 學生，
由英文科根據特定準則
提名 

15-20節 

中四級至中六級英文補尖計
劃共由四位導師以小組形式
教授，由老師自擬課程，學
生需完成網上自學網站、作
文等，配合電腦輔助學習軟
件，以提升學生的閱讀及寫
作能力、文法基礎記憶及加
強英文詞彙學習。 

導師均認同學生專注認真、
聽從導師的指示及能完成指
定習作；學生同意補尖計劃
能幫助他們改善英文文法、
閱讀及寫作能力，有助提升
應試技巧。 

$31,490.20 

數尖班 訓練學生高階思
維 

10-20 位 S5-S6 學生，
由數學科根據特定準則
提名。 

不定 完成 6 份或以上模擬試卷
練習。 

參與計劃的同學，最後在
DSE 的 M2 科目中，當中
有 9 位同學(90%)取 Level 
4 或以上，而其中 6 位同
學(60%)取得 Level 5 ，優
良率比全港平均為高，反映
計劃能整體地提升同學的成
績。 

$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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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 
尖子班 

發揮創意提拔學
生參加校外比賽 

10-15 位 S4-S5 學生，
由 STEM 科目老師根據
特定準則提名 

不定 

第 19 屆全港中學中醫藥常
識問答比賽 
初賽: 按比賽題目依中醫理
論製作簡報及解說短片 
決賽: 依中醫理論完成案例
解說文章一篇 

初賽表演理想，得以晉級決
賽 
惟決賽時因兩隊參考資料來
源相近，因此未獲獎 

$3,315.00 

高中科
學隊 

與科學尖子探究
更深奧的科研項
目參加校外比
賽。 

10-15 位 S4-S5 學生，
由科學科根據特定準則
提名。 

不定 

1) 學生能設計發明品，回應
生活需要 

2) 學生能運用 arduino、
Google AIY 、 App 
Inventor製作發明品 

3) 學生能運用 Canva 製作
海報 

4) 學生能掌握各類工具的
使用技巧參加香港學生
科學比賽,中電創新能源
項目比賽，香港青少年科
技創新大賽，大灣區
STEM卓越獎 

1) 出席率滿意 
2) 學生課堂活動表現滿意 
3) 學生於中電創新能源項
目比賽，香港青少年科技
創 新 大 賽 及 大 灣 區
STEM 卓越獎均獲優異
獎。 

$20,023.09 

中文語
文能力
提升班 

提升學生的中文
閱讀寫作及說話
技巧與能力 

40-50 位 S4-S6 學生，
由中文科根據特定準則
提名。 

10-12節 同學寫作文章給予導師批改 

同學文章有一定改善:懂得
運用導師所教授的技巧 
卷三綜合：同學掌握基本寫
作框架 

$4,306.00 

視藝深
造課程 

為視藝資優學生
提供培訓加強藝
術識見及鑑賞力 

30-40 位 S4-S6 學生，
高中必修讀視藝科同學 

3-5次課
程 

一人製作一個「星球」成為
6 樓太空壁畫的一個組成部
分 

學生表現理想，能完成預定
目標，效果令人滿意 $8,6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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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re
ate 工
作坊 

為視藝資優學生
提供培訓加強藝
術識見及鑑賞
力，讓學生學習
如何將流體畫的
技術配合噴漆來
設計壁畫 

20 位 S3-S5 學生 (自
由報名) 2 次課程 為英文文集  VOICE 設計

封面 

學生表現理想，能完成預定
目標成功設計 VOICE 設計
封面，效果良好 

音樂欣
賞會 

擴闊音樂資優學
生視野加強音樂
感及提升鑑賞
力。 

8-10位 S4-S5學生，由
音樂科根據特定準則提
名。 

欣賞音樂
會 後疫情期間觀賞實體音樂會 

期待已久的實體音樂會，同
學不單能拓闊視野，更能從
親臨觀賞中體驗現場演出的
感染力。 

$600.00 

尖子辯
論班 

訓練學生辯論及
公開演說技巧。 

15-20 位 S4-S5 學生，
由通識科根據特定準則
提名 

20節以上 

學生需要預備辯題資料，組
成影子隊為出賽作準備，認
識思辯技巧，參加三項全港
辯論賽。 

實體及跨境同學也積極參
與，掌握辯論方法，課堂表
現令人滿意；於星島第三十
六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第二
回合初賽、第十九屆《基本
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
辯論賽初賽及粵語組第一回
複賽取得最佳辯論員獎。 

$12,625.00 

書香 
部落 

讓閱讀資優的學
生多作深度閱
讀。 

8-10位 S4-S6學生，由
語文科根據特定準則提
名。 

不定 
按老師預設問題作導引，於
課堂討論、分析、闡述現代
文學作品 

參與學生閱讀 4 本小說，積
極並深入討論、分析文學作
品中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
及結構布局等，及延伸探討
書中的社會議題，如應否廢
除死刑等。 

$6,310.60 

 總計 $96,7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