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特利中學 

2020-2021學年多元學習津貼──（其他課程：資優教育課程）周年計劃書 
 範疇

Doma

in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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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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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 中文尖子課程 

(資優課程) 

學生透過寫作及閱讀指定體裁的文

章，了解及熟習指定體裁文章的寫

作方法及閱讀技巧，從而提升應試

的能力及技巧。 

12位中六

學生 

2020 年 10月至
2021年 2月 

 70%或以上參加學生認為課

程對他學習有幫助。 

 學生後測的成績有進步。 

劉劍武老師 外聘導師或教育機構 
(包括批改學生作品) 
$1000 x 6堂= $6,000 

2. 中文 中文尖子辯論課程 

(資優課程) 

學生透過辯論的多元學習活動，提

升學生邏輯思維分析能力。 

8位中四 

學生 

2021年 2月至
2021年 5月 

 

 70%或以上參加學生認為課

程對他學習有幫助。 

 70%或以上參加學生能掌握

辯論技巧，提升批判思考及

語文表達能力。 

劉劍武老師 外聘導師或教育機構 
$1,000 x 10小時 = $10,000 
 

3. 中文 中文尖子司儀課程 

(資優課程) 

學生透過司儀演講訓練的多元學習

活動，提升學生主持典禮的經驗。 

4位中四 

學生 

2021年 2月至
2021年 5月 

 

 70%或以上參加學生認為課

程對他學習有幫助。 

 70%或以上參加學生能掌握

司儀主持技巧及有自信心進

行公開演講。 

劉劍武老師 外聘導師或教育機構 
$800 x 6小時 = $4,800 
 

4. 英文 Emcee Training 

Program 

- Enable students to deliver 

speeches with clarity.  

-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facilitate them to present 

ideas in organised manner. 

S.4  

(4 students) 
Feb – May 2021    70% of the students  

find the course conducive to 

their learning. 

 70% of the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skills of being an 

Emcee and deliver  public 

speeches confidently. 

 

Mr Tsoi 

Chung Kwong 

$800 x 6 hours = $4,800 
 

5. 英文 English Debate 

Workshop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become critical thinkers 

and become confident, competitive 

and courteous speakers. 

S.4  

(8 students) 
Feb - May 2021 

 

 70% of the students find the 

course conducive to their 

learning. 

 70% of the students can 

acquire relevant debating 

skills and give responses 

confidently in debate 

competitions.  

Mr Tsoi 

Chung Kwong 

$1,000 x 10 hours = $10,000 

6. 英文 English Writing 

Program for High 

Ability Students 

A) 8 writing workshops to be held in 

a year.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dvance their writing skills 

B) 20 lessons to be held in a year: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improve 

their skills in writing 

S.6 students 

Group A: 10 

Group B: 9 

A) Dec 2020 - 

Feb 2021 

B) Dec 2020 – 

Feb 2021 

 70% of the students find the 

course beneficial. 

 70% of the students can make 

progress in the post writing 

assessment. 

Mr Tsoi 

Chung Kwong 
A) A) $900 x 8 hours = $7,200 

B) B) $900 x 20 hours = $18,000    
   



7. 數學 數學尖子課程 透過小組研習，討論數學挑戰題，

提升高階思維能力 

10位中六

學生 

2020 年 10月至
2021年 2月 

 80%或以上參加學生認為課

程能提升對數學的興趣及能

力，增加他們面對公開考試的

信心。 

林錦龍老師 $650 x 5堂 x 1小時=$3,250 

8. 通識 通識科資優培育課

程 

透過活用時事評論的思考法，讓學

生學會︰ 

 時事評論文章的基本概念和要訣 

 通識關鍵字 

 通識科應試策略 

 加深學生對考試範疇的了解，在

考試中取得佳績 

 集中訓練學生的答題技巧 

10位中四

學生 

2021年 3月至 

2021年 4月 

 60%或以上參加學生認為課

程對他學習有幫助。 

盧慶良老師 $750 x 6小時 = $4,500 
($750 x 4堂 x 1.5小時 
= $4,500，即每堂$1,125) 
 

9. 經濟 非華語生資優培育

課程﹕(經濟科尖

子課程)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時事，提高學生

明辨性思考能力及解決問題能力。 

5位中六學

生 

2020年 10月至
2021年 3月 

 60%或以上參加學生認為課

程能提升對經濟科的興趣及

能力，增加他們面對公開考試

的信心。 

李焯培老師 $300 x 9小時 = $2,700 
($300 x 6堂 x 1.5小時
=$2,700，即每堂$450) 

 

合共：$71,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