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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截止報名日期：2017 年 4 月 30 日 

計劃目標 

 提升學生創意、高階思維、個人及社交能力、職業及才能發展 

 引導學生發掘問題和探索解難之方向 

 培養學生更能自主學習 

 啟發學生學會包容及欣賞個別差異及人類社會的多樣性 

 

課程是否適合我？ 

此課程之目標群組為有才華之香港、澳門、中國大陸以致全世界之幼稚園及中小學生。「有才

華」的定義為於下列領域擁有一項或多於一項傑出成就：學術科目、創意思維、視覺藝術、音

樂、表演藝術、運動及領導才能。我們也歡迎擁有才華和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參加。 

 

誰會成為我的導師？ 

所有課程將會由教師、輔導人員、相關的專家、香港大學校友及研究生教授。 

 

 

 

 

 

 

 

 

 

 

報名連結: http://caise.edu.hku.hk/talent/ 

查詢: caise@hku.hk / whatsapp 9769 5171 / 電話 3917 5828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香港薄扶林道 

香港大學 

明華綜合大樓 504 室 

 

http://caise.edu.hku.hk/talent/
mailto:caise@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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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列表  

號碼 課程名稱 對象 日期 頁數 

 幼稚園及小學    

CTK1701 
社交閃星星．遊戲日日玩 (幼稚園) 

K2-K3 
7 月 17 日至 

8 月 18 日 

5 
 

CTP1702 社交閃星星．遊戲日日玩(小學) P1-P2 
7 月 17 日至 

8 月 18 日 

5 
 

CTP1703 從大師級鑑賞到創意藝術 K2-P1 8 月 21 日 
7 
 

CTP1704 兒童視覺思考之活動影像 K3-P3 8 月 11－12 日 
8 
 

CTP1705 奇幻世界（英文故事圖書歷奇） P2-P3 7 月 18－21 日 
9 

CTP1706 職場大反轉 P2-P4 7 月 31－8 月 4 日  
10 

 

CTP1707 小小編碼精靈     P3-P5 8 月 15－18 日 12 

CTP1708 散播快樂的種子 P4-P6 7 月 31－8 月 4 日 
13 

CTP1709 幾何之美 P4-P6 7 月 17－21 日 
15 

CTP1710 舞蹈與高階思維    P4-P6 7 月 17－21 日 
17 

CTP1711 生活中的數學 P4-P6 7 月 24－28 日 
18 

CTP1712 為名人站台 （英語） P4-P6 7 月 24－28 日 
19 

CTP1713 為自己站台（英語） P4-P6 8 月 7－11 日 
21 

CTP1714 「建」出我天地 P4-P6  8 月 7－11 日 
22 

CTP1715 魔幻數學           P5-P6 7 月 24－28 日 
24 

CTP1716 科學奧林匹克 P5-S2 7 月 27－29 日 
25 

CTP1717 我是規劃師 P5-S3 
7 月 18, 21, 25, 28

及 

8 月 1, 4, 8 日 

26 

 中學    

CTP1716 科學奧林匹克 P5-S2 7 月 27－29 日 
28 

CTP1717 我是規劃師 P5-S3 
7 月 18, 21, 25, 28

及 

8 月 1, 4, 8 日 

29 

CTS1718 設計思維「家」 S1-S3  8 月 21－25 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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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1719 數據庫科技及 SQL 編程 S1-S3  8 月 15－18 日 
33 

CTS1720 環球商貿及社會企業精神研究 (初級) S1-S3 
8 月 7-11 及 14-16

日 
34 

CTS1721 
成長、發亮、出發！資優兒童個人及人際

關係發展  （廣東話） 
S1-S3  8 月 14－18 日 

35 
 

 

CTS1722 
成長、發亮、出發！資優兒童個人及人際

關係發展  （英語） 
S1-S3 7 月 24－28 日 

35 

CTS1723 小人物，大意義  （廣東話） S1-S3 8 月 14－18 日 37 

CTS1724 小人物，大意義  （英語） S1-S3 7 月 24－28 日 
37 

 

CTS1725 為名人站台（廣東話） S1-S3 7 月 17－21 日 
39 

 

CTS1726 為自己站台（廣東話） S1-S3 8 月 7－11 日 
41 

 

CTS1727 故事書製作工作坊：自創你的立體故事書 S1-S6 
8 月 19 日 43 

 

CTS1728 天生我才- 「智」有計 S1-S3 7 月 24－29 日 
44 

    
 

 家長或教師    

CTO1729 
安「身」寧「心」 - 從身體經驗到正向親

子關係 
家長 

7 月 22 日；  

8 月 5,12, 19 日 

 
46 

 其他資訊    

 報名指引   48 
 

 助學金   49 
 

 政策及注意事項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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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宗旨 

 促進資優兒童的社交技巧發展； 

 設計遊戲讓兒童一起玩，建立他們的領導及自主學習能力，並成為群組的小領袖； 

 與同儕一起玩面對面的互動遊戲時，引導兒童學會欣賞個人的特質和與別人不同之處； 

 促進兒童的遊戲能力及社交技巧； 

 強化兒童的強項，提高他們在團隊中的自信心 

 辨識兒童在團體互動中的弱項，並作進一步矯正協助 

 

課程大綱 

社交閃星星遊戲計劃，是一個社交情緒學習課程。計劃利用集體遊戲於團體內的互動特色，加

入特定之學習目標，涵蓋發展兒童的溝通技巧、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合作能力及建立團隊精神。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本課程歡迎對提升社交技巧有興趣的同學參加。 

 首次參加同學將獲邀參加「遊戲體驗日」。 

 

課程編號 CTK1701 

課程名稱 社交閃星星，遊戲日日玩 (幼稚園) 

對象 幼稚園 2－3 年級生 

日期  7 月 17 至 8 月 18 日（星期一至五）（選擇其中 5 天）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 

授課語言 廣東話 

課程收費 首 5 堂港幣 2,750 元正  (其後每堂 HK$490) 

凡於開課前 2個月報名（即 5月 17日或之前），報讀之課堂可獲九

折優惠。 

*報讀此課程不用提交提名表格 

幼稚園及小學課程 

課程編號 CTP1702 

課程名稱 社交閃星星，遊戲日日玩 (小學)  

對象 小學 1－2 年級生 

日期  7 月 17 至 8 月 18 日 （星期一至五）（選擇其中 5 天）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 

授課語言 廣東話 

課程收費 首 5 堂港幣 2,750 元正  (其後每堂 HK$490) 

凡於開課前 2個月報名（即 5月 17日或之前），報讀之課堂可獲九

折優惠。 

*報讀此課程不用提交提名表格 

http://caise.edu.hku.hk/social-stars-shine-summer-2017-group-p/
http://caise.edu.hku.hk/social-stars-shine-summer-2017-group-k/


 

 6 

課 程 內 容 和 日 期 

人 際 社 交 (17- 21 / 7 / 2017) 

學習尊重別人，與他人有眼神接觸，增強待人接物的技巧。 

 

溝 通 表 達 (24 – 28 / 7 / 2017)  

學會正面表達自己，顧及他人的感受。發展有效的答問技巧，如學習扼要回應和提出問題。 

 

情 緒 E Q (31/7 – 4/8 / 2017)  

學習認識自己和體會別人的感受，懂得抒發情緒的正面方法，提升 EQ。 

 

專 注 聆 聽 (7-11 / 8 / 2017)  
提高專注力，善用眼睛觀察和耳朵聆聽周遭事物。 

 

領 袖 解 難 (14-18 / 8 / 2017) 

發展領導能力和建立自信心，奠定抗逆解難的基礎。 

 

**家長可從 25 課中，自由配搭不同主題和上課日期。根據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孩子參加 5 課或

以上，成效可更持續顯著。 

 

課程導師 

廖秀卿博士與專業遊戲訓練導師團隊 

廖秀卿博士擁有超過十年親自訓練資優學童的實際經驗，她以互動遊戲方式去鍛練及評估學童

的個人及社會能力，並成功設計及實踐以遊戲形式為依歸的學習模式。由廖博士先導的遊戲入

學習模式，先後於 2006 年及 2016 年獲得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推行於小學之「小棟樑計劃」及幼

稚園之「戲有益」情緒社交學習計劃，有關計劃詳情可瀏覽 http://caise.edu.hku.hk/qef-no-play-

no-gain/。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03 藝術作品欣賞 

CTP1704 影片欣賞、製作與思維訓練 

 

  

http://caise.edu.hku.hk/qef-no-play-no-gain/
http://caise.edu.hku.hk/qef-no-play-no-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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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03 

課程名稱 從大師級鑑賞到創意藝術 

對象 K2 – P1 學生 

日期  8 月 21 日 （星期一）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下午 2 時至 4 時 

授課語言 廣東話及英文 

課程收費 港幣 96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學生將能夠： 

 透過藝術鑑賞活動，分辨不同大師級作品所採用的哲學理念及創作方法； 

 展示大師級藝術家的風格，並以此為基礎，透過藝術創作活動，展示他們作品之原創元

素； 

 利用視覺藝術術語，評賞大師級作品的美學及創意。 

 

課程簡介 

此課程屬工作室藝術為基礎的工作坊，旨在讓參加兒童透過親身經驗探討經典藝術家的風格與

創作方法、理念。透過有趣的「對話」以表達參加者的意念及想法，此課程將會提高他們的藝

術創意度。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本課程歡迎對了解更多有關著名藝術家及其獨特創作及表現風格有興趣的幼稚園及小學生

參加。 

 

課程導師 

梁潔瀅女士       

梁潔瀅女士在香港城市大學文學院畢業，主修創意媒體以優異成績修畢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擁有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研究生學位及教育碩士（2010－2011 年度院長嘉許名單）。梁女士曾

是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的項目幹事，負責人文學科領域之課程。現時，她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之

博士生，主要研究幼童視覺藝術及創意教育。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04 影片欣賞、製作與思維訓練 

CTP1705 奇幻世界（英文故事圖書歷奇） 

 

 

  

http://caise.edu.hku.hk/ctp17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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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04 

課程名稱 兒童視覺思考之活動影像 

對象 K3 – P3 學生       

日期  8 月 11－12 日（星期五至六）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下午 2 時至 4 時 

授課語言 中文或英文 

課程收費 港幣 22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學生將能夠： 

 展示拍攝視像之基本技巧，並藉視像表達他們的心聲 

 綜合他們的想法及觀點，並透過視像符號展現 

 透過電影語言，評賞視像中的美學及創意 

 

課程簡介 

現在，即使小童亦懂得拍攝影片，上載至網上及分享至社交平台。影片藝術成為以非口語形式

交織個人能力及技巧之良方。因此，不論是在班上或班外，將製成品或表現傳遞至適合的受眾

是非常重要的（Renzulli & Reis, 1994; 1997）。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本課程適合有興趣以個人角度、非言語表達、創意及富表達的方式來向目標群眾表達自我

的幼稚園及小學生參加。 

 

課程導師 

梁潔瀅女士 

梁潔瀅女士現任香港公開大學高級講師，任教及統籌幼兒教育科目，並進行相關之研究計劃。

梁女士獲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榮譽文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深造文憑及教育心理學碩士

（院長榮譽錄）、香港大學教育深造文憑（優異）。 

 

蔡穎儀博士     

蔡穎儀博士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蔡博士為一名電影學者，並曾發表多篇

有關香港電影製作，地域及政治之學術文章。她在教授電影藝術、電影史及社會參與藝術方面

擁有豐富經驗。透過學術研究期間的實地調查，蔡博士亦獲取與三至七歲兒童溝通和互動之切

實經驗。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03 藝術作品欣賞 

CTP1705 奇幻世界（英文故事圖書歷奇） 

 

 

  

http://caise.edu.hku.hk/ctp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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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05 

課程名稱 奇幻世界 （英文故事圖書歷奇） 

對象 小二至小三學生 

日期  7 月 18 至 21 日 （星期二至五） 

時間    下午 2 時至 4 時 

授課語言 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2,3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培養對文學的欣賞； 

 培養創意思維能力； 

 練習英語的聆聽、閱讀、口語,和寫作的能力； 

 創作原創作品,例如:繪畫、詩歌、故事等； 

 培養個人與社交能力 

 

課程大綱 

 藉著 The Gruffalo 故事，  培養英語能力及創意 

 藉著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故事，  培養英語能力及創意 

 藉著 Leonardo the Terrible Monster 故事，  培養英語能力及創意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有興趣參加者將獲邀參加面試以評核其英語聆聽及說話能力。 

 

課程導師 

陳穗寧博士 

陳博士於香港大學修畢 PCEd 和 EdD 的學位。她在英語教學和課程發展方面都有 相當經驗,並且擁

有一個 MATESL 的學位。她對資優教育感興趣,尤其致力於 發展和提高學生的創造力。除了在香

港的教學經驗,她也曾在美國,哥斯達黎加 和澳門等地任教。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03 藝術作品欣賞 

CTP1704 影片欣賞、製作與思維訓練 

 

 

  

http://caise.edu.hku.hk/ctp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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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06 

課程名稱 職場大反轉 

對象 小二至小四學生 

日期  7 月 31 日－8 月 4 日（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授課語言 廣東話及英語 

課程收費 港烯 3,6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透過體驗及欣賞各階層職業的生活,促進學生的情意發展； 

 運用多角度思考,反思社會各階層的困難和貢獻,尤其是基層人士於社會中的角色； 

 運用有限資源來籌劃活動,讓公眾更了解和肯定基層人士的價值； 

 透過探討香港貧窮問題,學生將會掌握基本的資料搜集技巧。 

 

 

課程大綱 

 親身經歷貧富懸殊、貧窮人士面對的挑戰，及理解貧窮人士如何維生 

 理解貧窮線的定義，及親身經歷弱勢人士的困境 

 學習尊重及欣賞基層人士對社會的貢獻及認識低薪工作於社會的重要性 

 設計及籌備實驗遊戲 

 專題報告及評核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同學需具備表達意見的技巧、解難能力及較高之英語溝通能力。 

 

 

課程導師 

陳卓琪小姐 

陳卓琪小姐是在香港特殊教育及資優發展範疇中的一位獨立教育顧問。她積極為 不同大學的特

殊教育教師提供師資培訓。陳小姐已修畢融合及特殊教育碩士、社 會工作碩士、教育深造文憑、

運動科學及康樂管理理學士學位課程,以及教師專 業進修課程(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深造班等

專業資格。同時,她於國際學 校、本地學校及非牟利機構皆有豐富教學經驗。 

陳小姐亦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及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學校特殊興趣 組指引:生存技

能及專業發展」的創會成員;不時籌劃研討會或受邀出席講座, 向教師和家長演講有關特殊和資優

教育講題。同時,她積極籌辦活動,向大眾推 廣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另類天賦,由博雅思教育中心

籌劃、多達 200 位參與者 的「特殊創意屋:破天荒的多感官體驗」就是其中之一。 

 

 

 

 

http://caise.edu.hku.hk/ctp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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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皓言先生 

談皓言先生一直熱心中小學生教育工作,並擁有豐富私人補習經驗及義務工作經 驗。他已修畢社

會科學心理學學士及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 (心理學)課程,並曾教 授多個中、小學課後小組,擅於利

用圖像及概念圖讓學生了解不同範疇知識的關 係,並協助學生理解較難數學題的作答技巧及解題

步驟。談先生亦曾在小學及國 際學校擔任多個工作坊的講者,向家長及教師分享教導特殊學習需

要學童的心得。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05 奇幻世界（英文故事圖書歷奇） 

CTP1708 散播快樂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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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07 

課程名稱 小小編碼精靈   

對象 小三至小五學生 

日期  8 月 15 至 18 日 （星期二至五） 

時間    上午 10 時至 12 時 30 分 

授課語言 廣東話及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2,5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認識電腦程式基本概念及不同電腦程式語言； 

 提升解難及編碼能力。 

 

課程大綱 

 學習電腦程式概念 

 學習電腦遊戲的元素及如何設計電腦遊戲 

 由零開始學習編碼及設計遊戲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本課程歡迎對編寫電腦程式的小三至小五同學參加。 

 

課程導師 

馮載欣博士 

馮載欣博士獲得由香港大學頒發之博士學位，專長於資優教育。她是一名富有經驗的數學科及

信息和通信技術科（ICT）老師，擁有超過 14 年撰寫本地中學科目 ICT 課本的經驗。近年，她創

立了 HKPARENTS 網站，於網上提供建議及資源給家長。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09 幾何之美 

CTP1711 生活中的數學 

CTP1715 魔幻數學           

 

 

  

http://caise.edu.hku.hk/ctp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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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08 

課程名稱 散播快樂的種子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日期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上午 10 時至 1 時；下午 2 時至 5 時（自費午膳） 

授課語言 廣東話 

課程收費 港幣 57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充分發揮創意、領導能力及抱有同理心 

 為自己及他人播下快樂的種子 

 提升社區優質生活 

 建立社會承擔感 

 

課程簡介 

透過一系列的創意活動及親身體驗（如農場參觀、訪談及小組討論），同學將能夠認識個人才

能及潛能，欣賞自己及同儕的努力及意念，以小小年紀連繫及改變社會。學習過程及產品傳播

能夠提升學生的社會承擔感及創意解難能力，以協助他們更了解及裝備自己。 

 

小組工作提供機會予同學學習如何規劃、組織一個社會項目，從而提升他們的領導才能。於真

實、日常生活的環境中，同學能更投入有開放地思考問題來應用及測試自己所學的事物。當學

習及生活並不完全分開時，課程活動將更能深入同學的心及慢慢融入同學的全人發展中。除了

學習如何實行社會項目外，同學亦能成為更關心社會及提升及社會承擔感。本課程亦會教授研

究技巧及激發同學產生更多創意意念，再轉化成可行社會項目。 

 

課程特點 

 讓同學探討、融入及以創意解決有關可持續及展的日常生活問題 

 投入互動活動（如天台花園／農場參觀、與農夫訪談及與不同持份者討論） 

 提升批判思維及社會承擔感 

 學習基本質性研究技巧 

 

項目簡報：每組將會製作兩分鐘短片及上傳至網上以宣揚綠色、健康生活。本課程亦鼓勵同學

不斷參與可持續發展運動如與家人、老師同同學分享短片。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參加者需具備創意及解難能力。 

 

 

http://caise.edu.hku.hk/ctp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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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導師 

吳文潔女士 

吳文潔是位成長顧問、教師、註冊社工及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學術顧問。她於 2010 年在加拿

大卑詩大學獲頒特殊教育碩士學位，主修資優教育。 

 

吳女士現於小學提供與特殊教育相關的顧問服務。由 2015 年開始擔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

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的課程導師，並於 2016 年擔任課程發展主任(部份時間)。她於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教師專業發展部擔任專業發展主任的 3 年工作經驗是其生涯發展的基石。 

 

吳女士以個案諮商、成長小組及專業發展培訓以支援孩子、青年、父母及教育工作者的成長與

身心幸福。她自 2013 年起參與梅村的正念修習，2015 年修畢為期一年，由 Plum Village 

Mindfulness Academy(PVMA) 舉辦的「正念導師培訓課程」。吳女士協助 PVMA 開辦季度兒童正

念日，由 2016 年 3 月起與梅村僧侶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共同推行。 

 

她的願景是在孩子、家庭、學校及社區中耕種喜悅、幸福的種子。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06 職場大反轉 

CTP1712 為名人站台 （英語） 

CTP1713 為自己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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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09 

課程名稱 幾何之美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日期  7 月 17-21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上午 9 時半至中午 12 時 30 分 

授課語言 廣東話配以英語筆記 

課程收費 港幣 36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以小組形式拆解幾何問題（如畢氏定理、四面體特性、圓冪定理、複雜平行四邊形、變換

與面積； 

 以試誤法、小組討論、親身體驗、探索活動及與導修老師交流等活動，利用幾何概念解釋

恆等式； 

 應用學習的幾何知識，拆解非常見幾何題目； 

 提升解難能力、高階思維； 

 透過合作拆解具挑戰性題目，提升內在質素與人際交往技巧及欣賞數學之美 

 

課程大綱 

數學真的只是計算？學習數學等於不同以繁多的步驟解題？此課程的目標旨在讓同學學習如何

以幾何方法輕鬆地破解困難的數學題目。另外，同學也可欣賞更多幾何之美及其於日常生活中

的力量。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完成小四、小五或小六課程 

 於數學評核中取得優異成績； 

 獲所屬學校校長或其他相熟人士之提名； 

 曾獲本地或國際數學比賽獎項 

 品行良好，獲得品行評級 B 級或以上 

 

課程導師 

關焯權先生 

關先生為香港大學教育碩士、理碩士(電腦) 、理學士(工程) 、教育文憑、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專業

會員。他曾以借調形式在教育局數學教育組工作兩年，並從 2009 年開始擔任教育局數學組數學

閱讀報告比賽的籌委及評判。在 2009 年至 2013 年期間，他曾獲邀擔任教育局「課程為本學與教

資源庫(數學) 」的焦點  及工作小組成員。 

  

http://caise.edu.hku.hk/ctp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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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關先生曾分別獲教育局檢討及策劃組及港大教育學院邀請擔任演講嘉賓，向中學數學老

師及港大教育學院教育碩士生分享以英語教授數學的經驗。於 2013 年，他聯同一位港大教育學

院副教授撰寫一篇有關數學資優課程設計的論文，並在《資優及天才國際期刊》內發表。 

 

最後，關先生亦為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及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轄下資優教育、創意及天才

發展工作小組創始成員之一。過往數年，他擔任該暑假資優課程的課程設計者及導師，並與港

大教育學院教育碩士生分享對資優教育的看法。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11 生活中的數學 

CTP1715 魔幻數學           

CTP1716 科學奧林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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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10 

課程名稱 舞蹈與高階思維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日期  7 月 17－21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正 

授課語言 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2,4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透過舞蹈分析、檢核及創作，發展高階思維； 

 提升心理質素如自我效能（即：我能夠做到！）、成長心提（如：接納挑戰）及正向社交

技巧； 

 一分鐘舞蹈表演； 

 分析舞蹈的元素； 

 評核個人及其他組別的表現及編舞； 

 四至五人一組，以流行音樂作背景，編排兩分鐘舞蹈。 

 

課程大綱 

此課程重點在舞啪蹈表演、創作及欣賞。更重要的是，它著重透過鼓勵學生反思課堂內容、給

予意見及英文寫作等活動，發展學生分析、評價及創造舞蹈的能力，以提高學生的高階思維

(H.O.T) (Anderson, et al., 2001)。 The Dance Talent Development Model (Chua, 2015a)著重於鞏固各

項心理素質如自我效能、成長心態及社交能力。學生將會被鼓勵湊合作業(task)意念及音樂(Chua, 

2016b)。戲劇及即興娛樂的組合將提升同學果斷迅速行動、即場表演、堅持及樂觀面對挑戰的 

信心(Chua, 2014)。同學透過共同朝向同一目標及一同解難，團隊合作精神、溝通能力及發散思

維能力將會獲提高(Chua, 2015b)。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本課程歡迎對透過舞蹈提升心理質素的小四至小六學生參加。 

 

課程導師 

蔡寶玉博士 

蔡寶玉博士於新加坡出生及長大，曾於 Gifted Education Branch in Singapore 舉辦之年度營中， 把

舞蹈教導予學術方面資優之兒童，她對於世界上不同文化富有好奇心，曾到很多特別國家如南

非的索韋托、瑞典及芬蘭等，及教導當地的學童舞蹈。她立志於幫助學生將其潛能發展成才華，

並活躍於研究及應用其實證研究結果以增進她的教學技能(Chua, 2016a)。她熱愛實踐，曾於不同

國際藝術節如 Dance Umbrella、首爾國際舞蹈節、Da:ns Festival 及較近期的 Fringe Festival 2017。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12 為名人站台 （英語） 

CTP1713 為自己站台 

http://caise.edu.hku.hk/ctp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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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11 

課程名稱 生活中的數學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日期  7 月 24-28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上午 9 時半至下午 12 時半 

授課語言 廣東話配以英語筆記 

課程收費 港幣 36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認識不同領域之數學知識（概率、日常生活中的「樣式」如黃金比例等）； 

 提升解難能力、高階思維，並理解數學與日常生活（尤其於職場）中的關係； 

 透過合作拆解具挑戰性題目，提升內在質素與人際交往技巧及欣賞數學之美 

 

課程大綱 

很多同學常常想知遁數學知識與現實世界的關係。為何要在枚學習數學？其實，從古代到現今

社會，數學與世界（如職場）的關係均十分密切。另外，同學們可先從欣賞數學之美的角度學

習數學。此課程擴闊同學於數學不同領域的視野如概率、日常生活中的「樣式」如黃金比例等、

三角學與碎形。最後，同學亦可反思數學與職場的關係。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於小三至小五之數學評核中取得優異成績；曾獲本地或國際數學比賽獎項 

 獲所屬學校校長或其他相熟人士之提名； 

 品行良好，獲得品行評級 B 級或以上 

 

課程導師 

關焯權先生 

關先生為香港大學教育碩士、理碩士(電腦) 、理學士(工程) 、教育文憑、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專業

會員。他曾以借調形式在教育局數學教育組工作兩年，並從 2009 年開始擔任教育局數學組數學

閱讀報告比賽的籌委及評判。在 2009 年至 2013 年期間，他曾獲邀擔任教育局「課程為本學與教

資源庫(數學) 」的焦點  及工作小組成員。此外，關先生曾分別獲教育局檢討及策劃組及港大教

育學院邀請擔任演講嘉賓，向中學數學老師及港大教育學院教育碩士生分享以英語教授數學的

經驗。於 2013 年，他聯同一位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撰寫一篇有關數學資優課程設計的論文，並

在《資優及天才國際期刊》內發表。最後，關先生亦為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及特殊教育研究

發展中心轄下資優教育、創意及天才發展工作小組創始成員之一。過往數年，他擔任該暑假資

優課程的課程設計者及導師，並與港大教育學院教育碩士生分享對資優教育的看法。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09 幾何之美 

CTP1715 魔幻數學           

CTP1716 科學奧林匹克 

http://caise.edu.hku.hk/ctp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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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12 

課程名稱 為名人站台（英語）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日期  7 月 24－28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上午 9 時半至下午 12 時 30 分 

授課語言 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33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尋找及認定與自己有相同興趣及人生目標的名人 

 探討及學習提升自身素質及能力的方法 

 寫作名人的生平 

 報告該名人的概要 

 

課程簡介 

透過認識名人的生平（背景、資歷、主要經歷及貢獻），資優或高能力同學將能夠準確地確認

成功的步驟。欣賞及探索亦可幫助同學擴闊視野，了解潛能發展的主要因索以達至成功。同學

亦可利用此學習機會認尋找及認定與自己有相同興趣及人生目標的名人。 

 

課程大綱 

第一節： 分享名人的興趣及人生目標 

第二節： 鈴鈴! 一起探討我們的內心吧! 

第三節： 實用文初探 (一) 

第四節： 實用文初探 (二) – 如何傳遞訊息? 

第五節： 專題報告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此課程歡迎任何對於名人演說技巧有興趣的小學生參加。 

 

課程導師 

吳文潔女士 

吳文潔是位成長顧問、教師、註冊社工及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學術顧問。她於 2010 年在加拿

大卑詩大學獲頒特殊教育碩士學位，主修資優教育。 

吳女士現於小學提供與特殊教育相關的顧問服務。由 2015 年開始擔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

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的課程導師，並於 2016 年擔任課程發展主任(部份時間)。她於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教師專業發展部擔任專業發展主任的 3 年工作經驗是其生涯發展的基石。 

吳女士以個案諮商、成長小組及專業發展培訓以支援孩子、青年、父母及教育工作者的成長與

身心幸福。她自 2013 年起參與梅村的正念修習，2015 年修畢為期一年，由 Plum Village 

http://caise.edu.hku.hk/ctp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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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fulness Academy(PVMA) 舉辦的「正念導師培訓課程」。吳女士協助 PVMA 開辦季度兒童正

念日，由 2016 年 3 月起與梅村僧侶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共同推行。 

她的願景是在孩子、家庭、學校及社區中耕種喜悅、幸福的種子。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10 舞蹈與高階思維    

CTP1713 為自己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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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13 

課程名稱 為自己站台 （英語）－－為名人站台之進階課程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日期  8 月 7-11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上午 9 時半至 12 時半 

授課語言 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33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分析及評判收集資料的價值及功用； 

 學習流暢、得體合宜、具備自信的演說技巧 

 整理散亂的想法及處理強烈情緒 

 

課程大綱 

第一節： 自知之明，弄清盲點 

第二節： 學習與實踐[I]︰思想要素及思考要求 

第三節： 學習與實踐[II]︰思想要素及思考要求 

第四節： 撰寫講稿及了解個人心結 

第五節： 演出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需出席個人面試(20 分鐘)。日期、時間及地點容後公佈。 

 曾參與「為名人站台」初階工作坊的學生，能直接報讀「為自己站台」進階工作坊。 

 

課程導師 

吳文潔女士 

吳文潔是位成長顧問、教師、註冊社工及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學術顧問。她於 2010 年在加拿

大卑詩大學獲頒特殊教育碩士學位，主修資優教育。 

吳女士現於小學提供與特殊教育相關的顧問服務。由 2015 年開始擔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

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的課程導師，並於 2016 年擔任課程發展主任(部份時間)。她於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教師專業發展部擔任專業發展主任的 3 年工作經驗是其生涯發展的基石。 

吳女士以個案諮商、成長小組及專業發展培訓以支援孩子、青年、父母及教育工作者的成長與

身心幸福。她自 2013 年起參與梅村的正念修習，2015 年修畢為期一年，由 Plum Village 

Mindfulness Academy(PVMA) 舉辦的「正念導師培訓課程」。吳女士協助 PVMA 開辦季度兒童正

念日，由 2016 年 3 月起與梅村僧侶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共同推行。 

她的願景是在孩子、家庭、學校及社區中耕種喜悅、幸福的種子。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10 舞蹈與高階思維    

CTP1712 為名人站台 （英語） 

http://caise.edu.hku.hk/ctp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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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14 

課程名稱 「建」出我天地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日期  8 月 7－11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下午 2 時半至 5 時半 

授課語言 廣東話及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36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理解香港社會房屋現況及需求,運用發散及聚斂思維研發方案，解決社會問題； 

 於實地考察中透過多感官模式,從多角度了解香港城市面貌對低下階層居住環境的影響； 

 學習基本建築設計概念,提出方案解決城市環境問題； 

 從構思概念、完善設計至完成滙報等等的活動中，參加者將提高領導才能、時間管理、團

隊合作能力和表達能力,並透過圖像思考提升創意； 

 透過反思時事議題及思考其社會責任,藉此促進學生的情意發展。 

 

課程大綱 

本課程揉合建築、發散思維及社會時事議題。課程透過探討社會基層難題,教授學生以發散思維

提出創新意念,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及其社會責任。學生將會擔任建築師一職,構思各種解決方案,

設計及創造一個獨特的居所,再籌辦發佈會。本課程著重學生的個人質素,包括創意,提問技巧,反

思能力,領導才能等。課程最後一天設有簡報會,歡迎家長參與,一同分享學生成果。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同學需具備創意思維、解難能力及英語溝通能力。 

 

 

課程導師 

陳卓琪小姐 

陳卓琪小姐是在香港特殊教育及資優發展範疇中的一位獨立教育顧問。她積極為 不同大學的特

殊教育教師提供師資培訓。陳小姐已修畢融合及特殊教育碩士、社 會工作碩士、教育深造文憑、

運動科學及康樂管理理學士學位課程,以及教師專 業進修課程(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深造班等

專業資格。同時,她於國際學 校、本地學校及非牟利機構皆有豐富教學經驗。 

陳小姐亦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及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學校特殊興趣 組指引:生存技

能及專業發展」的創會成員;不時籌劃研討會或受邀出席講座, 向教師和家長演講有關特殊和資優

教育講題。同時,她積極籌辦活動,向大眾推 廣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另類天賦,由博雅思教育中心

籌劃、多達 200 位參與者 的「特殊創意屋:破天荒的多感官體驗」就是其中之一。 

 

 

 

http://caise.edu.hku.hk/ctp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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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曉雯小姐 

林小姐曾入選英特爾國際科技工程大獎賽決賽,於香港大學建築系畢業後曾參與多個香港及內地

建築工程工作。林小姐熱衷於科學活動,致力將科技融入教學課程中。林小姐富有於本地學校教

授資優課程的經驗,現時在多間小學的課後支援小組任教。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08 散播快樂的種子 

CTP1717 我是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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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15 

課程名稱 魔幻數學 

對象 小五至小六學生 

日期  7 月 24－28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下午 2 時至 5 時 

授課語言 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36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探索一些有趣的數學概念如數字系统、二元制、斐波那契数列、黃金比例等。透過深入觀

察我們的自然環境、建築作品及名畫，繹出控制這些事物的數學原理； 

 以算術及直覺方法破解竹複雜及具挑戰性的問題； 

 透過合作、應用創意思維及數學知識，探索及研究數學問題。 

 

課程大綱 

第一節： 除數規律、倍數及因數（Magic Card Trick 1） 

第二節： 數字系统及二元制（Magic Card Trick 2） 

第三節： 斐波那契数列及黃金比例 

第四節： 長方體挑戰 (Cuboid Challenge) 

第五節： 皮克定理 （Pick’s Theorem）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本課程歡迎對於以數學知識及創意等方法解難的小五至小六學生報讀。 

 

課程導師 

Ms Edwina Lam 

Ms Edwina Lam 以優異成績修畢教育碩士學位（課程研究）、英語教育研究學位、及香港大學 

教育研究生文憑（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她於加拿大滑鐵盧大學修畢數學學士學

位課程、亦是數學奧林匹克導師，獲得由劍橋大學頒發的證書（Certificat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o Young Learners）。她錯於本地及國際學校教導英語及數學。現時，她是一所國際學

校的「研究技巧及高階學習」的科主任。她負責檢視該校才能發展計劃及為本地及國際學校的

老師提供資優及才能發展的專業培訓。她是其中一個香港大學 Centre for Advancement in Inclusive 

and Special Education (CAISE) 創會會員，亦曾為教育碩士生舉辦數個有關資優教育分享環節、及

於香港大學的 the IT in Education Symposium 作分享。她對推行兒童資優教育十分有熱誠。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09 幾何之美 

CTP1711 生活中的數學 

CTP1716 科學奧林匹克 

http://caise.edu.hku.hk/ctp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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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16 

課程名稱 科學奧林匹克 

對象 小五至中二學生 

日期  7 月 27 至 29 日 （星期四至六） 

時間    下午 2 時至 5 時正 

授課語言 廣東話 

課程收費 港幣 22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學習動力學及電磁學的基本概念； 

 應用於課堂學習的技巧，製作玩具及破解預先設立的問題（如彈射器 catapult, 走馬燈及電

磁槍等）。 

 

課程大綱 

第一節： 應用動力學原理設計彈射器 catapult  

第二節： 應用電力及磁力理論製作科學玩具及簡單走馬燈 

第三節： 應用動力學及電磁力理論設計及及製作電磁槍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有創意及於數理科目表現出色的同學優先。 

 

課程導師 

謝志庭先生 

謝志庭先生擁有工程學碩士學位，亦於教師文憑中獲的 A 級成績，曾於跨國公司任職工程師；後

任教超過工十年，至數學科科主任，任教經驗包括中學、中大校外課程(兩年多)及師範學院（現

稱香港教育大學）。現設立科學世界有限公司，負責學術及教導科學課程，並服務多間學校及

機構。現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設計及教授科學課程，為其教導資優兒童達四年。亦曾主持及籌

辦 26 集有關科學的電台廣播節目「科學世界」，並於香港電台數碼 31 台播出。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09 幾何之美 

CTP1711 生活中的數學 

CTP1715 魔幻數學           

 

 

 

  

http://caise.edu.hku.hk/ctp1716/


 

 26 

 

課程編號 CTP1717 

課程名稱 我是規劃師 

對象 小五至中三學生 

日期  7 月 18, 21, 25, 28 及 8 月 1, 4, 8 日  

（第 8 節日期尚待確定） 

時間    下午 2 時至 4 時半 

授課語言 廣東話 

課程收費 港幣 46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就其關於交通的興趣、知識和創意想法進行交流； 

 透過透過與其他愛好者及專業人士的互動，參加者能夠進一步證實、改進及拓展其關於交

通的興趣、知識和創意想法； 

 從交通界專業人士的經驗中學習，透過專業人士分享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遇到的案例及難題，

激發參加者更深入地思考與交通規劃有關問題； 

 思考他們的興趣對於他們未來的人生和職業發展有什麼意義； 

 透過實地考察，參加者能夠進一步了解主要公共交通服務在實際操作層面的知識，以及提

供公共交通服務面臨的挑戰，並懂得交通與其他相關學科知識和創意想法的關聯； 

 嘗試發現現實社會中有關交通的問題和可能的創新做法，並對有關議題進行有效的信息、

概念和實踐研究 

 

課程大綱 

第一節： 參加者分享交通方面的興趣、日常觀察、遇到的問題以及其創意想法 

連繫各參加同學的興趣至日常生活及職業，引導他們訂立人生目標及提升其自

我效能 

第二節： 以交通問題, 規劃和創新意念為主題的工作坊（一） 

讓參加者了解自己的夢想、提升他們的強項及裝備自己作未來發展 

第三節： 實地考察（一） 

研究交通、土地使用等問題，及城市規劃決策與社會包容及可持績發展的關係 

第四節： 以交通問題, 規劃和創新意念為主題的工作坊（二） 

訓練參加者以不同角度思考，及以較深層次及有系統性的方式研究問題 

第五節： 實地考察（二） 

深入研究議題 

第六節： 小組討論和檢視, 建立個人研究建議或學習計劃 

參加者可修改其計劃書意念及訂立研習時程（本課程預期成果為希望同學研究

不會止於此課程，而是長期研究） 

第七節： 學習計劃匯報及討論 

歡迎家長出席匯報及討論，增進親子雙方關係及了解，尤其於個人及職業發展

方向方面 

第八節： 學員作品公開展覽 

增加同學「交通天才」的身份認同感，有助於他們的個人成長 

http://caise.edu.hku.hk/ctp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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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年輕交通愛好者，對交通有著持續的興趣，並對於思考交通規劃和可持續交通的問題有濃

厚的興趣。收生將參考報名表格提供的信息以及後續的訪談結果。 

 

有興趣報讀者請以 100－200 字描述你對交通及城市規劃方面的興趣，內容包括有關此範疇內曾

參加過的活動或做過的事情及希望參加此課程的原因。請同時提交有關於範疇的作品（如自己

創作的巴士路線規劃／自行設計的理想城市等），形式可以是相片或製城品，增加導師對各報

名同學的了解，亦可幫助報讀同學突出自己。 

 

課程導師 

祁永華博士 

祁博士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名譽副教授。他在數學，電腦技術，通識教育，語言等多個學科範

疇，就其中的學習，思考和德育發展方面的問題，有超過 30 年的教師培訓和研究經驗, 涉及的不

同能力和特徵的學習者。 

 

 

祁宇沺先生 

祁先生曾於跨國顧問公司 MVA 參與交通規劃的工作，項目包括珠江三角洲及香港的大型基建項

目及公共交通的前期規劃。數年前，他轉當中學的地理及通識科教師，並具備教授不同能力的

學生，包括特殊需要的學生的經驗。他亦曾任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及通識科副科主任。此外，

去年更帶領高中學生參與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公開徵文比賽奪冠。 

 

黃超先生 

黃先生擁有交通工程及規劃經驗，在十年的工作中，他曾任職公共交通的規劃、交通流量預測、

交通工程、交通政策及策略研究等多方面工作。他曾於跨國顧問公司 MVA 及著名公共交通營運

商工作，擁有前線交通營運和整體各公交的市場分析經驗。此外，他亦曾於 Urban Spring Co. Ltd

聯合開拓社企業務，主要是推動公眾使用飲水器代替飲料，推行持續發展的健康文化。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08 散播快樂的種子 

CTP1714 「建」出我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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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16 

課程名稱 科學奧林匹克 

對象 小五至中二學生 

日期  7 月 27 至 29 日 （星期四至六） 

時間    下午 2 時至 5 時正 

授課語言 廣東話 

課程收費 港幣 22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學習動力學及電磁學的基本概念； 

 應用於課堂學習的技巧，製作玩具及破解預先設立的問題（如彈射器 catapult, 走馬燈及電

磁槍等）。 

 

課程大綱 

第一節： 應用動力學原理設計彈射器 catapult  

第二節： 應用電力及磁力理論製作科學玩具及簡單走馬燈 

第三節： 應用動力學及電磁力理論設計及及製作電磁槍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有創意及於數理科目表現出色的同學優先。 

 

課程導師 

謝志庭先生 

謝志庭先生擁有工程學碩士學位，亦於教師文憑中獲的 A 級成績，曾於跨國公司任職工程師；後

任教超過工十年，至數學科科主任，任教經驗包括中學、中大校外課程(兩年多)及師範學院（現

稱香港教育大學）。現設立科學世界有限公司，負責學術及教導科學課程，並服務多間學校及

機構。現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設計及教授科學課程，為其教導資優兒童達四年。亦曾主持及籌

辦 26 集有關科學的電台廣播節目「科學世界」，並於香港電台數碼 31 台播出。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S1719 數據庫科技及 SQL 編程 

CTS1728 天生我才- 「智」有計 

 

 

 

  

中學課程 

http://caise.edu.hku.hk/ctp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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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P1717 

課程名稱 我是規劃師 

對象 小五至中三學生 

日期  7 月 18, 21, 25, 28 及 8 月 1, 4, 8 日  

（第 8 節日期尚待確定） 

時間    下午 2 時至 4 時半 

授課語言 廣東話 

課程收費 港幣 46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就其關於交通的興趣、知識和創意想法進行交流； 

 透過透過與其他愛好者及專業人士的互動，參加者能夠進一步證實、改進及拓展其關於交

通的興趣、知識和創意想法； 

 從交通界專業人士的經驗中學習，透過專業人士分享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遇到的案例及難題，

激發參加者更深入地思考與交通規劃有關問題； 

 思考他們的興趣對於他們未來的人生和職業發展有什麼意義； 

 透過實地考察，參加者能夠進一步了解主要公共交通服務在實際操作層面的知識，以及提

供公共交通服務面臨的挑戰，並懂得交通與其他相關學科知識和創意想法的關聯； 

 嘗試發現現實社會中有關交通的問題和可能的創新做法，並對有關議題進行有效的信息、

概念和實踐研究 

 

課程大綱 

第一節： 參加者分享交通方面的興趣、日常觀察、遇到的問題以及其創意想法 

連繫各參加同學的興趣至日常生活及職業，引導他們訂立人生目標及提升其自

我效能 

第二節： 以交通問題, 規劃和創新意念為主題的工作坊（一） 

讓參加者了解自己的夢想、提升他們的強項及裝備自己作未來發展 

第三節： 實地考察（一） 

研究交通、土地使用等問題，及城市規劃決策與社會包容及可持績發展的關係 

第四節： 以交通問題, 規劃和創新意念為主題的工作坊（二） 

訓練參加者以不同角度思考，及以較深層次及有系統性的方式研究問題 

第五節： 實地考察（二） 

深入研究議題 

第六節： 小組討論和檢視, 建立個人研究建議或學習計劃 

參加者可修改其計劃書意念及訂立研習時程（本課程預期成果為希望同學研究

不會止於此課程，而是長期研究） 

第七節： 學習計劃匯報及討論 

歡迎家長出席匯報及討論，增進親子雙方關係及了解，尤其於個人及職業發展

方向方面 

第八節： 學員作品公開展覽 

http://caise.edu.hku.hk/ctp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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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同學「交通天才」的身份認同感，有助於他們的個人成長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年輕交通愛好者，對交通有著持續的興趣，並對於思考交通規劃和可持續交通的問題有濃

厚的興趣。收生將參考報名表格提供的信息以及後續的訪談結果。 

 

有興趣報讀者請以 100－200 字描述你對交通及城市規劃方面的興趣，內容包括有關此範疇內曾

參加過的活動或做過的事情及希望參加此課程的原因。請同時提交有關於範疇的作品（如自己

創作的巴士路線規劃／自行設計的理想城市等），形式可以是相片或製城品，增加導師對各報

名同學的了解，亦可幫助報讀同學突出自己。 

 

課程導師 

祁永華博士 

祁博士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名譽副教授。他在數學，電腦技術，通識教育，語言等多個學科範

疇，就其中的學習，思考和德育發展方面的問題，有超過 30 年的教師培訓和研究經驗, 涉及的不

同能力和特徵的學習者。 

 

祁宇沺先生 

祁先生曾於跨國顧問公司 MVA 參與交通規劃的工作，項目包括珠江三角洲及香港的大型基建項

目及公共交通的前期規劃。數年前，他轉當中學的地理及通識科教師，並具備教授不同能力的

學生，包括特殊需要的學生的經驗。他亦曾任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及通識科副科主任。此外，

去年更帶領高中學生參與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公開徵文比賽奪冠。 

 

黃超先生 

黃先生擁有交通工程及規劃經驗，在十年的工作中，他曾任職公共交通的規劃、交通流量預測、

交通工程、交通政策及策略研究等多方面工作。他曾於跨國顧問公司 MVA 及著名公共交通營運

商工作，擁有前線交通營運和整體各公交的市場分析經驗。此外，他亦曾於 Urban Spring Co. Ltd

聯合開拓社企業務，主要是推動公眾使用飲水器代替飲料，推行持續發展的健康文化。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S1718 設計思維「家」 

CTS1728 天生我才- 「智」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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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掌握並活用設計思維,以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  

 訓練資料搜集及研究的技巧，如多層次提問策略； 

 運用設計思維去為露宿者建造一個實體的居所； 

 透過各種研究及實地考察，學生能代入露宿者的處境，反思其住屋問題，藉此培養其情意

發展及對建築界社會責任的認知。 

 

課程大綱 

 

第一節： 理解設計思維的過程、發展高提問概念及多層次提問技巧 

第二節： 認識無家可歸人士面對的挑戰及透過實地考察收集不同層面的資訊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小組簡報：以繪圖及模型介紹概念 

透過小組簡報學習小組合作技巧、時間管理及解難能力 

自我評核 

本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一個創新的建築體驗,從中探討香港弱勢社群所面對的難題。課程揉合建

築、設計思維及社會時事議題,激發學生活用設計思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同時,重新思考個人的

社會責任,以一己之長幫助他人,貢獻社會。學生將會掌握一套技巧,幫助資料整合和多層次提問。

課程最後一天設有簡報會,歡迎家長參與,一同分享學生成果。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同學需具備創意思維、解難能力及英語溝通能力。 

 

課程導師 

陳卓琪小姐 

陳卓琪小姐是在香港特殊教育及資優發展範疇中的一位獨立教育顧問。她積極為 不同大學的特

殊教育教師提供師資培訓。陳小姐已修畢融合及特殊教育碩士、社 會工作碩士、教育深造文憑、

運動科學及康樂管理理學士學位課程,以及教師專 業進修課程(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深造班等

專業資格。同時,她於國際學 校、本地學校及非牟利機構皆有豐富教學經驗。 

 

課程編號 CTS1718 

課程名稱 設計思維「家」 

對象 中一至中三學生 

日期  8 月 21－25 日（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下午 2 時半至 5 時 30 分 

授課語言 廣東話及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3600 元正 

http://caise.edu.hku.hk/cts1718/


 

 32 

陳小姐亦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及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學校特殊興趣 組指引:生存技

能及專業發展」的創會成員;不時籌劃研討會或受邀出席講座, 向教師和家長演講有關特殊和資優

教育講題。同時,她積極籌辦活動,向大眾推 廣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另類天賦,由博雅思教育中心

籌劃、多達 200 位參與者 的「特殊創意屋:破天荒的多感官體驗」就是其中之一。 

 

林曉雯小姐 

林小姐曾入選英特爾國際科技工程大獎賽決賽,於香港大學建築系畢業後曾參與多個香港及內地

建築工程工作。林小姐熱衷於科學活動,致力將科技融入教學課程中。林小姐富有於本地學校教

授資優課程的經驗,現時在多間小學的課後支援小組任教。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S1719 數據庫科技及 SQL 編程 

CTS1727 故事書創作室 

CTS1728 天生我才- 「智」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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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S1719 

課程名稱 數據庫科技及 SQL 編程 

對象 中一至中三學生 

日期  8 月 15 至 18 日 （星期二至五） 

時間    下午 2 時至 5 時 

授課語言 廣東話及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28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理解數據庫科技的發展及其於大數據世界重要性； 

 發展解難及編碼技巧 

 

課程大綱 

 探索數據廾庫發展的重要性 

 學習數據處理及數據庫的概念 

 學習如何建立數據庫及處理數據 

 學習 SQL 編碼方法、建立數據圖表及以數據庫處理問題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本課程歡迎對學習數據庫科技及 SQL 編碼的中一至中三同學參加。 

 

課程導師 

Dr. Joyce Fung 

Dr. Joyce Fung 獲得由香港大學頒發之博士學位，專長於資優教育。她是一名富有經驗的數學科及

信息和通信技術科（ICT）老師，擁有超過 14 年撰寫本地中學科目 ICT 課本的經驗。近年，她創

立了 HKPARENTS 網站，於網上提供建議及資源給家長。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P1716 科學奧林匹克 

CTS1728 天生我才- 「智」有計 

 

 

 

  

http://caise.edu.hku.hk/cts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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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S1720 

課程名稱 環球商貿及社會企業精神研究 (初級) 

對象 中一至中三學生 

日期  8 月 7 至 11 及 14-16 日 

時間    下午 2 時至 4 時 

授課語言 廣東話輔以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38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學到現實社會的商業知識及不同的營商法則 

 於發問、資料組織、情境分析及商業實務個案探討等領域發展自學能力 

 透過個人與小組有關現實生活商業問題之探究，建立投入並有承擔的價值觀、自信及創意

思維 

 

課程大綱 

第一節： 講課：商業的特性 

第二節： 實地考察一：香港中小型企業 

第三節： 實地考察後討論 

第四節： 實地考察二：環球商業各種策略、全球擴張策略 

第五節： 實地考察後討論 

第六節： 實地考察三：香港社會企業 

第七節： 實地考察後討論 

第八節： 專題報告及分享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學業成績及專題研習能力出眾 

 有創意、樂於學習及嘗試新事物 

 有動力學習商科 

 

課程導師 

余錦明先生 

余錦明先生現為獨立教育顧問，著重南中國及香港資優教育及才華及展。他擁有新聞學、科學、

社會科學、教育、商科之本科及研究生學位。他亦是一名本地大學 兼職講師，及教育局馮漢柱

資優教育中心資優教育課程之導師。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S1727 故事書創作室 

CTS1728 天生我才- 「智」有計 

 

 

http://caise.edu.hku.hk/cts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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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S1721 

課程名稱 成長、發亮、出發！資優兒童個人及人際關係發展  （賡東話） 

對象 中一至中三學生 

日期  8 月 14－18 日 

時間    上午 9 時半至下午 12 時半 

授課語言 廣東話 

課程收費 港幣 3300 元正 

 

課程編號 CTS1722 

課程名稱 成長、發亮、出發！資優兒童個人及人際關係發展  （英語） 

對象 中四至中六學生 

日期  7 月 24－28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下午 2 時至 5 時 

授課語言 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33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認清個人能力作才華發展; 

 探討情緒如何影響思考、行為及才華發展;  

 透過認識個人能力與愛好，培養內心平靜與喜悅、接受生活中的起伏，以及突破自己的限

制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引導資優／高能力同學了解，認識他們的情感需要是十分重要的，因足夠了解能夠

支持其全人發長。當同學更願意及有心理準備面對成長遇到的問題，他們將能有睿智、勇氣及

渠道（如減壓技巧）以減輕負面情緒及孕育內心的和平及喜樂。除此之外，他們亦能更關注自

身，能夠更淡然及正面面對未來的撥挑戰。 

 

課程大綱 

第一節： 捉迷藏:理解情緒的啟動與操作機制及其影響 

第二節： 失敗的啟示 

第三節： 認清自己的動力: 挖掘出自己的動機 

第四節： 嘗試接受自我、關心內心擔憂 

第五節： 自我釋放與延伸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此課程歡迎任何對於個人成長與突破自身限制有興趣的中學生參加。 

 

 

http://caise.edu.hku.hk/cts1721/
http://caise.edu.hku.hk/cts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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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導師 

吳文潔女士 

吳文潔是位成長顧問、教師、註冊社工及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學術顧問。她於 2010 年在加拿

大卑詩大學獲頒特殊教育碩士學位，主修資優教育。 

 

吳女士現於小學提供與特殊教育相關的顧問服務。由 2015 年開始擔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

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的課程導師，並於 2016 年擔任課程發展主任(部份時間)。她於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教師專業發展部擔任專業發展主任的 3 年工作經驗是其生涯發展的基石。 

 

吳女士以個案諮商、成長小組及專業發展培訓以支援孩子、青年、父母及教育工作者的成長與

身心幸福。她自 2013 年起參與梅村的正念修習，2015 年修畢為期一年，由 Plum Village 

Mindfulness Academy(PVMA) 舉辦的「正念導師培訓課程」。吳女士協助 PVMA 開辦季度兒童正

念日，由 2016 年 3 月起與梅村僧侶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共同推行。 

 

她的願景是在孩子、家庭、學校及社區中耕種喜悅、幸福的種子。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S1720 環球商貿及社會企業精神研究 (初級) 

CTS1727 故事書創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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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S1723 

課程名稱 小人物，大意義  （廣東話） 

對象 中一至中三學生 

日期  8 月 14－18 日（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下午 2 時至 5 時 

授課語言 廣東話 

課程收費 港幣 3300 元正 

 

課程編號 CTS1724 

課程名稱 小人物，大意義（英語） 

對象 中一至中三學生 

日期  8 月 24－28 日（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授課語言 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33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尊重及欣賞人類優點及貢獻； 

 發掘及對自己的特質作出認可； 

 綜合及包容各種個人素質以幫助才華發長展。 

 

課程大綱 

第一節： 培育能夠於日常生活中欣賞事物的意識 

第二節： 深層探討社群中的相互聯繫 

第三節： 自我探索：我能夠做到…如果… 

第四節： 包容個人的光明與黑暗面 

第五節： 自我聯繫＋專題報告 

 
課程簡介 

由於認識及包容各種個人素質可提升自信及自我接納能力，因此這對資優／高能力同的個人才

能發展至關重要。透過課程活動，參加者將會更深入了解不同的個人能力及內在態度，從而提

升他們欣賞其他人的能力及貢獻。透過上述活動與個人經歷連結，參加者將能發現更多個人素

質、提升自我了解及信心，及自我反思的能力，亦會認識及包容個人的光明及黑閶暗面，從而

幫助其個人及職業發展。課程最後之研習報告將能讓各參加者分享成長過程及得到同儕支持。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本課程歡迎任何希望了解和包容各種個人素質以幫助未來個人發展的中學生參加。 

 

 

 

http://caise.edu.hku.hk/cts1723/
http://caise.edu.hku.hk/cts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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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導師 

吳文潔女士 

吳文潔是位成長顧問、教師、註冊社工及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學術顧問。她於 2010 年在加拿

大卑詩大學獲頒特殊教育碩士學位，主修資優教育。 

吳女士現於小學提供與特殊教育相關的顧問服務。由 2015 年開始擔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

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的課程導師，並於 2016 年擔任課程發展主任(部份時間)。她於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教師專業發展部擔任專業發展主任的 3 年工作經驗是其生涯發展的基石。 

吳女士以個案諮商、成長小組及專業發展培訓以支援孩子、青年、父母及教育工作者的成長與

身心幸福。她自 2013 年起參與梅村的正念修習，2015 年修畢為期一年，由 Plum Village 

Mindfulness Academy(PVMA) 舉辦的「正念導師培訓課程」。吳女士協助 PVMA 開辦季度兒童正

念日，由 2016 年 3 月起與梅村僧侶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共同推行。 

她的願景是在孩子、家庭、學校及社區中耕種喜悅、幸福的種子。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S1725 為名人站台（廣東話） 

CTS1726 為自己站台 （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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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S1725 

課程名稱 為名人站台 （賡東話） 

對象 中一至小三學生 

日期  7 月 17-21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下午 2 時至 5 時 

授課語言 廣東話 

課程收費 港幣 33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尋找及認定與自己有相同興趣及人生目標的名人 

 探討及學習提升自身素質及能力的方法 

 寫作名人的生平 

 報告該名人的概要 

 

課程簡介 

透過認識名人的生平（背景、資歷、主要經歷及貢獻），資優或高能力同學將能夠準確地確認

成功的步驟。欣賞及探索亦可幫助同學擴闊視野，了解潛能發展的主要因索以達至成功。同學

亦可利用此學習機會認尋找及認定與自己有相同興趣及人生目標的名人。 

 

課程大綱 

第一節： 分享名人的興趣及人生目標 

第二節： 鈴鈴! 一起探討我們的內心吧! 

第三節： 實用文初探 (一) 

第四節： 實用文初探 (二) – 如何傳遞訊息? 

第五節： 專題報告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此課程歡迎任何對於名人演說技巧有興趣的小學生參加。 

課程導師 

吳文潔女士 

吳文潔是位成長顧問、教師、註冊社工及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學術顧問。她於 2010 年在加拿

大卑詩大學獲頒特殊教育碩士學位，主修資優教育。 

吳女士現於小學提供與特殊教育相關的顧問服務。由 2015 年開始擔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

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的課程導師，並於 2016 年擔任課程發展主任(部份時間)。她於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教師專業發展部擔任專業發展主任的 3 年工作經驗是其生涯發展的基石。 

吳女士以個案諮商、成長小組及專業發展培訓以支援孩子、青年、父母及教育工作者的成長與

身心幸福。她自 2013 年起參與梅村的正念修習，2015 年修畢為期一年，由 Plum Village 

http://caise.edu.hku.hk/cts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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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fulness Academy(PVMA) 舉辦的「正念導師培訓課程」。吳女士協助 PVMA 開辦季度兒童正

念日，由 2016 年 3 月起與梅村僧侶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共同推行。 

她的願景是在孩子、家庭、學校及社區中耕種喜悅、幸福的種子。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S1723 從世俗看自己  （廣東話） 

CTS1724 從世俗看自己  （英語） 

CTS1726 為自己站台 （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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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S1726 

課程名稱 為自己站台－－為名人站台之進階課程 

對象 中一至中三學生 

日期  8 月 7-11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下午 2 時至 5 時 

授課語言 廣東話 

課程收費 港幣 33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分析及評判收集資料的價值及功用； 

 學習流暢、得體合宜、具備自信的演說技巧 

 整理散亂想法及處理強烈情緒 

 

課程大綱 

第一節： 自知之明，弄清盲點 

第二節： 學習與實踐[I]︰思想要素及思考要求 

第三節： 學習與實踐[II]︰思想要素及思考要求 

第四節： 撰寫講稿及了解個人心結 

第五節： 演出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需出席個人面試(20 分鐘)。日期、時間及地點容後公佈 

 曾參與「為名人站台」初階工作坊的學生，能直接報讀「為自己站台」進階工作坊 

 

 

課程導師 

吳文潔女士 

吳文潔是位成長顧問、教師、註冊社工及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學術顧問。她於 2010 年在加拿

大卑詩大學獲頒特殊教育碩士學位，主修資優教育。 

 

吳女士現於小學提供與特殊教育相關的顧問服務。由 2015 年開始擔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

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的課程導師，並於 2016 年擔任課程發展主任(部份時間)。她於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教師專業發展部擔任專業發展主任的 3 年工作經驗是其生涯發展的基石。 

 

吳女士以個案諮商、成長小組及專業發展培訓以支援孩子、青年、父母及教育工作者的成長與

身心幸福。她自 2013 年起參與梅村的正念修習，2015 年修畢為期一年，由 Plum Village 

http://caise.edu.hku.hk/cts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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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fulness Academy(PVMA) 舉辦的「正念導師培訓課程」。吳女士協助 PVMA 開辦季度兒童正

念日，由 2016 年 3 月起與梅村僧侶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共同推行。 

 

她的願景是在孩子、家庭、學校及社區中耕種喜悅、幸福的種子。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S1723 從世俗看自己  （廣東話） 

CTS1724 從世俗看自己  （英語） 

CTS1725 為名人站台（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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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S1727 

課程名稱 故事書製作工作坊：自創你的立體故事書 

對象 中一至中六學生 

日期  8 月 19 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授課語言 中文輔以英語詞彙 

課程收費 港幣 12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透過自創的故事書，展示說故事之不同原則 

 掌握工作坊介紹之不同繪本風格，並啟發其自行創作一本故事書  

 製作一本合符故事情節之立體故事書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本課程適合有興趣以個人角度、非口頭、創意及富表達的方式來向目標群眾說故事的中學

生參加。 

 

課程導師 

梁潔瀅女士 

梁潔瀅女士在香港城市大學文學院畢業，主修創意媒體以優異成績修畢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擁有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研究生學位及教育碩士（2010－2011 年度院長嘉許名單）。梁女士曾

是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的項目幹事，負責人文學科領域之課程。現時，她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之

博士生，主要研究幼童視覺藝術及創意教育。 

 

陳澤恆先生 

陳澤恒先生 2004 年於香港創辦一家本地印刷及設計公司。業務重點包括平面設計及書刊出版，

並曾服務香港逾 300 家非政府機構、幼稚園、中小學及特殊學校。陳澤恒先生於英國威爾斯大學

先後獲取商業行政榮譽學士及商業行政碩士。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S1718 設計思維「家」 

CTS1720 環球商貿及社會企業精神研究 (初級) 

 

 

 

  

http://caise.edu.hku.hk/cts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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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S1728 

課程名稱 天生我才- 「智」有計 

對象 中一至中三學生 

日期  7 月 24－29 日 （星期一至五） 

時間    下午 2 時半至 5 時半 

授課語言 廣東話及英語 

課程收費 港幣 3600 元正 

 

 

課程宗旨 

完成課程後，參加者將能夠： 

1. 應用提問及多層面思維技巧用以深入研習生活問題 

2. 走出安全地帶，製作獨特產品作研習用途 

3. 活用其領導才能及批判思考，合力解決各種挑戰，藉此培養其情意發展； 

4. 更了解自身的優勢及不足，藉此培養反省的習慣 

 

 

課程大綱 

本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獨特的科技學習體驗──參與一系列親自動手實踐的活動及合作項目。

本課程結合了科學及多學科課題,激發學生發揮無窮創意。本課程著重發展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

提問技巧、自省習慣及領導才能,以發揮創意及才能來解決時事議題。課程最後一天設有報告環

節,歡迎家長參與,一同分享學生成果。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具備創意及解難能力之中一至中三學生，參加者亦應具備一定英語能力 

 

 

課程導師 

陳卓琪小姐 

陳卓琪小姐是在香港特殊教育及資優發展範疇中的一位獨立教育顧問。她積極為不同大學的特

殊教育教師提供師資培訓。陳小姐已修畢融合及特殊教育碩士、社會工作碩士、教育深造文憑、

運動科學及康樂管理理學士學位課程，以及教師專業進修課程(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深造班等

專業資格。同時，她於國際學校、本地學校及非牟利機構皆有豐富教學經驗。 

陳小姐亦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及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學校特殊興趣組指引：生存

技能及專業發展」的創會成員；不時籌劃研討會或受邀出席講座，向教師和家長演講有關特殊

和資優教育講題。同時，她積極籌辦活動，向大眾推廣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另類天賦，由博

雅思教育中心籌劃、多達 200 位參與者 的「特殊創意屋:破天荒的多感官體驗」就是其中之一。 

 

 

 

http://caise.edu.hku.hk/cts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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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賢真小姐 

鍾賢真小姐擁有心理學學士學位，專修學校心理學。她曾服務過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尤其

是情緒及行為相關的範疇；另外，她亦有在本地學校為這些學童開辦情緒工作坊，助學生認識

及管理自身的情緒。鍾小姐現職英文特殊教育老師，在多間小學的課後支援小組任教。 

 

你可能也有興趣…  

CTS1718 設計思維「家」 

CTS1719 數據庫科技及 SQL 編程 

CTS1720 環球商貿及社會企業精神研究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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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CTO1729 

課程名稱 安「身」寧「心」 - 從身體經驗到正向親子關係 

對象 家長 

日期  7 月 22 日； 8 月 5 日，12 及 19 日 

時間    下午 4 時至 6 時 30 分 

授課語言 廣東話輔以英語詞彙 

課程收費 港幣 2800 元正 

 

課程宗旨 

強大的親子依附關係能支持兒童的身心發展及協助他們正面面對青春期面對的挑戰。家長的個

人成長亦會影響與兒童相處的模式。因此，透過聆聽身體及學習自我幫助能力，家長將可提升

內在的智慧及尋找最適合雙方的親子依附關係、溝通模式及情緒控制。 

 

完成課程後，家長將能夠： 

 理解親子依附關係的素質如何影響子女成長和發展； 

 學習如何培養安全親子依附關係； 

 學習如何面對及適應親職的壓力以增強育兒效能； 

 以身體為本的體驗，發掘個人資源，增強自我調節能力。 

 

課程大綱 

第一節： 透過課程活動突出教育孩子的歡樂及壓力 

學習如何握緊教育的雙面及應付育兒時的挑戰 

第二節： 學習不同家長與兒童的依附類型(attachment styles) 

學習如何培育正面依附關係的元素 

第三節： 理解及重新體驗自我控制的先天能力 

第四節： 介紹 三位一體的大腦之概念如何應用於減壓 

 
目標對象／參加條件 

 有興趣學習有關身體經驗或正向親子關係的家長。 

 

課程導師 

陸忻紅珠女士 

陸忻紅珠女士擁有以下資歷： 

1. 私人執業心理治療師：從事個人、婚姻、家庭治療專業有接近三十年的經驗；採用心理

動力治療,結合體感療癒、沙盤遊戲治療、夢境分析和系統家庭 治療,提供專業輔導及治療。

擅長於處理情緒及精神困擾(抑鬱、焦慮、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性侵犯創傷、性困擾、

童年創傷、 性格發展障礙，並輔導有特殊學習及發展需要(資優、 自閉症譜系障礙、 讀寫

困難、 感覺 統合失調)孩子的家庭。 

2. 身心創傷 – 體感療癒 美國認證執行師 (Somatic Experiencing Practitioner) 、培訓助理 、輔導

及督導 

3. 資深臨牀督導師：為現職的輔導員及心理治療師提供臨床督導與培訓。   

http://caise.edu.hku.hk/cto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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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講師 (輔導碩士實習顧問)   

5. 香港專業輔導協會的特許督導師、認證輔導員及副院士：為現職輔導員提供督導以進行

認證。 

6. 香港沙遊治療協會準會員、沙遊治療執行師(Sandplay Therapy Practitioner) 

7. 播道醫院特約心理治療師：為病人及員工提供輔導及心理治療。 

8. 兒童發展機構的特約心理治療師：為有特殊學習及發展需要的孩子的家庭提  供專業輔導

及治療 

9. T-JTA 性格測驗認證執行師 

10. 香港分析心理學會會員 

11. 中美精神分析聯盟會員、進階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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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指引 (截止日期:2017 年 4 月 30 日) 

1. 請於網上填妥並遞交報名表格 (每個課程介紹版面均有                   報名圖案)。送出報名表後，閣

下會收到電郵，通知閣下已完成網上報名程序。 

2. 請準備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大學］及相關課程費用（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參加課程

編號及聯絡電話） 

3. 所有新生需請班主任 / 科任老師 /  導師 / 教練 / 家長填寫提名表格，填妥後連同支票寄回本中

心。推薦人亦可自行選擇將提名表格直接寄回本中心。(社交閃星星課程，K2-K3學生和家長

課程都不須填寫提名表格） 

4. 取錄結果將於 5 月公佈，各參加者將收到確認電郵，支票亦會於發出確認信後一星期內入賬，

敬請留意。除非是本中心課程有變，否則一經確認後，成功申請者均不獲退款。未能獲接納

之申請，其支票將於公佈結果後被註銷。 

 申請人需將支票 (及提名表格)郵寄到以下地址: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明華綜合大樓 504 室 

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報讀【創意才華】暑期課程 

 

  

下載提名表格 

http://media.wix.com/ugd/bb21ba_4fd6f9e993fa4a3faaff0589a14ce057.pdf
http://media.wix.com/ugd/bb21ba_4fd6f9e993fa4a3faaff0589a14ce057.pdf
http://media.wix.com/ugd/bb21ba_4fd6f9e993fa4a3faaff0589a14ce057.pdf
http://media.wix.com/ugd/bb21ba_4fd6f9e993fa4a3faaff0589a14ce05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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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金  (請按此下載助學金申請表格) 

本中心設有助學金以資助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報讀本中心課程（例如領取綜援／全額書簿津貼學

生等）。 

  

獲助學金學生最高可獲減免 9 成學費。有關助學金的申請將由本中心個別審核及處理。 

  

如需申請助學金，請填妥助學金申請表格，連同課程所需費用的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大學］

及提名表格，一併寄回本中心。 

  

地址：  

香港薄扶林道 

香港大學明華綜合大樓 504 室 

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報讀【創意才華】暑期課程 

  

  

http://media.wix.com/ugd/bb21ba_456631a049294e5c85e497bb076d954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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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注意事項 

有關報名事宜 

 除課程對申請人作特別甄拔外，各課程名額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 

 HKU CAISE 有取消課程之最終決定權。本中心將安排申請人參加類似課程。若未有適合課

程，申請人將獲安排退款。 

 

中途退出及缺席 

確認參加課程後，若無故缺席或中途退出，將不獲任何退款。 

 

課程修畢證書 

參加者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將獲得課程修畢證書乙張。 

 

惡劣天氣安排 

請留意以下惡劣天氣安排： 

 

颱風：一號戒備信號、三號強風信號；暴雨：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所有課程照常上課 

 

颱風：八號烈風及暴風信號    、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十號颶風信號 

暴雨：紅色及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早上課堂： 

 若信號於上午 7 時 30 分後懸掛，課堂將會被取消。 

下午課堂： 

 若信號於上午 11 時後懸掛，課堂將會被取消。 

若信號於課堂進行中懸掛： 

 家長／監護人請盡早接送子女離開，但中心將會看管學生至課堂完結。 

 

如課堂因惡劣天氣取消，中心將不會安排補堂，敬請留意。 

 

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 

所有個人資料將只會被用作報名、收生及其後行政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