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資優課程 2021」將於 2021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舉行，共有 70 個科目供小三至中六的學

生申請修讀。本季設有 60個面授課程（見 1-26頁），於沙田香港中文大學舉行（除外出參觀考察外），

另設有 13 個線上課程（見 26-31 頁），以 Zoom 於網上進行實時教學。學生可按照自己的興趣、強項及

現就讀年級，在報名表填上希望選修的科目，每份報名表最多可依優先次序填寫三個意願。每份申請均

須經由評審委員會進行甄選，故不保證申請會獲派課程學位。如成功獲取錄，每份報名表只會獲提供所

選的其中一個科目的學位。希望同時修讀多於一個科目的同學，必須遞交多份報名表和報名費，並留意

各科目的上課日期和時間（見「課程時間總表」），避免同時選修時間重疊的科目。有關面授課程，

「資優計劃」將因應疫情的發展及大學應變措施，有機會轉為線上授課，並通知各申請人有關改動。如

申請人不接受相關變動，「資優計劃」將按實際情況退回報名費及學費。 

除了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別的課程外，「資優計劃」亦舉辦家長講座，目的是加深家長對資優教育的認

識，協助家長培育資優子女。為方便家長參加，本期首項家長講座「香港資優教育現況和相關資源」

（共兩場）將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1」的課前評估同時段舉行。上述講座的詳細内容和安排，見本課程簡

介最後一頁。有關「資優計劃」的最新資訊，請瀏覽「資優計劃」網頁（www.fed.cuhk.edu.hk/pgt/）或致

電 2603-7444 / 2603-7485查詢。 
 
 
 

 小學組（面授課程） 

 

 

星星相識 (Make Friends with Stars)* 

科目編號︰SP-P01 

導    師︰  蔡錦滔──香港科技大學理學士（應用物理）、哲學碩士（物理）；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學校改善與領

導）；蔡導師曾擔任計劃發展主任、科學科課程主任、資優教育主任、課外活動主任等職務，具二十年教授物理

科的經驗，現為中學助理校長。他熱愛天文學及觀星，過去二十多年，曾在香港太空館、多所中小學及機構提供

不同題材的天文講座及活動，並參與兒童科普電視節目拍攝、報章及電台訪問，更於 2004年創立慈善團體「星匯

點」，致力推廣天文科學。天文科普著作有《星海璇璣》及《穿梭太陽系──廿一世紀探索之旅》。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對天文科學有興趣的資優學生而設。課程內容包括太陽系各大行星、月相、宇宙星體、航天火箭及降

落器和星座等，以講授、視頻分享、實驗、繪畫、手工、設計、推算等方式進行，讓學員從小組合作活動中，學

習理解星體的物理特性，分析不同的天文現象，解釋事物背後的科學原理，並嘗試應用及解決難題，體驗學習天

文學的樂趣。其中一課將安排晚間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利用天文望遠鏡進行觀星活動。神秘的宇宙你知多少？

抬頭看見的星星，你認識嗎？它在一閃一閃的等著和你交朋友！ 

日    期︰  2021年 7月 17、24、31日，8月 5、7及 14日（星期六、四）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17/7, 24/7, 31/7, 7/8 & 14/8)；6:00 p.m. – 9:00 p.m. (5/8)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01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三及小四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9」《星星相識》相若。 

 

數學智力遊戲初探 2021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uzzles 2021)* 

此課程本期設有 A、B班方便學生報讀，內容一致，但上課日期及時間不同。 

 

導    師︰  龍德義──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數學）、哲學碩士（數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和哲學碩士（教育心理學）；

榮休中學校長，曾任中學教師，任教數學及電腦科。龍導師早於 1996年已擔任教育局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增益課

程導師，亦曾被委任為課程發展議會數學教育委員會主席；多年來為「資優計劃」設計和教授數學及解難科目，

並獲邀為「資優計劃」課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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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數學智力遊戲初探」專為小學三、四年級的資優學生而設，旨在透過數學智力遊戲，讓學員了解橫向思維和擴

散性思考在解決難題時所扮演的角色。遊戲主題包括：（1）圖形求和遊戲及算式謎題初探；（2）河馬遊戲及箭

頭遊戲；（3）雕塑展覽館遊戲及艦隊布防遊戲；（4）一筆畫及拓樸遊戲；（5）巧環繩板類遊戲；以及（6）立

體摺疊遊戲。通過學員的親身體驗、自我探索，加上課堂練習和導師的從旁協助，從而提升學員的解難能力、全

面觀察能力和創造力。 

A班 

科目編號︰ SP-P02A 

日    期︰  2021年 7月 17、24、31日，8月 7、14及 21日（星期六）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B 班 

科目編號︰ SP-P02B 

日    期︰  2021年 7月 19、21、23、26、28及 30日（星期一、三、五）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三及小四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春季資優課程 2021」《數學智力遊戲初探 2021》相若。 

 

趣味科學實驗室 (Scientific Discovery through Fun Experiments)* 

此課程本期設有 A、B、C、D、E班方便學生報讀，內容一致，但上課日期及時間不同。 

 

導    師︰  蕭主先──美國瑪赫西國際大學（Maharish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哲學博士（細胞與分子生物學）。蕭博士曾

在香港和國內擔任研究員，負責生物科技研究和開發工作，產品包括工業酶和基因製劑，以及在小學擔任學校兼

職導師；現為「資優計劃」兼任講師，工餘時實習有機耕種。 

課程簡介︰  資優學生對日常生活所遇的事物充滿好奇，喜愛發問和了解其背後的科學原理。本課程透過有趣的科學實驗和遊

戲，讓學員動腦動手，探究科學原理及了解相關知識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內容以水和空氣為主題，讓學員了解

水和空氣的特性，以及學習船為何能浮、飛機為何能飛等科學原理；活動包括探究水的表面張力、密度與氣壓、

虹吸作用、觀察水在馬鈴薯的滲透情形和濾紙的毛細管作用，以及進行色層分析實驗，並提供機會讓學員應用所

學，親自製作肥皂動力船、浮沉子和公道杯等。這實在是一個富趣味性的科學課程！ 

A班 

科目編號︰ SP-P03A 

日    期︰  2021年 7月 19、20、21、22及 23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B 班 

科目編號︰ SP-P03B 

日    期︰  2021年 7月 19、20、21、22及 23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2:00 p.m. – 5:00 p.m. 

 

C班 

科目編號︰ SP-P03C 

日    期︰  2021年 8月 16、17、18、19及 20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D班 

科目編號︰ SP-P03D 

日    期︰  2021年 8月 16、17、18、19及 20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2:00 p.m. – 5: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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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班 

科目編號︰ SP-P03E 

日    期︰  2021年 8月 23、24、25、26及 27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4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三及小四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9」《趣味科學實驗室》(Scientific Discovery through Fun Experiments)相若。 

 

超乎想像的數學世界（初班） (Mathematical World Beyond Imagination─An Introduction) 

此課程本期設有 A、B班方便學生報讀，內容一致，但上課日期不同。 

 

導    師︰  劉智軒──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數學）、哲學碩士（數學）和學位教師教育文憑，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數

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講師，主要研究複幾何，並教授高等微積分、線性代數及博奕論。劉博士擁有豐

富的資優教育經驗，亦曾擔任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代表隊領隊及培訓工作。 

課程簡介︰  很多人誤解數學只是一些枯燥的運算；其實，數學有很多有趣的內容。本課程將帶領學員進入數學的奇妙世界，

透過有趣的遊戲及活動，學習解決應用題的技巧與方法，提升學員的數學解難能力。課節主題分別為：（1）分

數及小數運算、趣味算式、讓梨遊戲、邏輯推理；（2）正負數運算、平方與次方、二進數及應用、階乘；（3）

因數與質數、公因及公倍數、完全數與梅林質數、幻方、趣味數論；（4）多邊形、面積問題、畢氏定理、圓周

率、幾何趣題；（5）代數趣題、變量、恒等式、二次方程；以及（6）繡曲線、七橋問題與一筆畫、莫比烏斯

帶、合 24。 

A班 

科目編號︰ SP-P06A 

日    期︰  2021年 8月 2、3、4、5、6及 7日（星期一至六）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B 班 

科目編號︰ SP-P06B 

日    期︰  2021年 8月 9、10、11、12、13及 14日（星期一至六）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三及小四學生 

 

繽紛世界──繪畫手藝創作室 (A Colourful World─Painting and Craft Studio)* 

科目編號︰SP-P07 

導    師︰  區凱琳──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藝術碩士和哲學系哲學碩士；本地活躍藝術家，現為香港藝術學院講師及香港中

文大學藝術系兼任講師。區導師的作品為香港藝術館及 M+博物館收藏，曾出版作品集《圖畫手記》，曾參與的

展覽包括《區凱琳：備忘（ _____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奧沙畫廊）2016）、《區凱琳個展 – Start Art Fair 

2015》（倫敦 Saatchi Gallery 2015）、《區凱琳：爸爸出海去》（Osage Open 2013）、《區凱琳閱讀室》（MUJI 

Atelier 2010）、《地軸轉移》（上海當代藝術館 2007）、《甜言蜜語──區凱琳的繪畫》（香港中央圖書館

2006）、《香港藝術雙年展 2003》（香港藝術館 2003）等。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對藝術創作有濃厚興趣的資優學生而設，旨在發掘和提升資優學生的藝術才能，誘發他們的視覺及其

他感性觸覺，以及引導他們從不同角度欣賞事物。課程活動包括教授學員線條運用、人物比例、符號配置、構圖

方式、拼貼方法、塗色技巧、美術字設計等基本繪畫及勞作技巧，亦會以遊戲和實驗性方式讓學員掌握一些非傳

統的創作方法。課程內容以日常生活為創作主題，引導學員以具創意的方式完成作品，讓他們通過手、眼和心一

起勞作，提升自信心及獨立創作能力，學會自發地從日常生活中發掘意義，培養敏銳而有個性的觀察和欣賞事物

的能力，從而看到一個更美麗繽紛的世界並從中找到更多樂趣。課程導師會協助「資優計劃」舉辦《資優計劃學

員視藝作品展》，讓學員的優秀作品有機會於大學校園展出，供大眾欣賞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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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2021年 8月 16、17、23、24、30及 31日（星期一、二）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三及小四學生 

備    註︰  學員須自備剪刀、膠水、鉛筆刨、木顏色筆和基本文具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9」、「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繽紛世界──繪畫手藝創作室》相若。 

 

小小語言家綜合口才訓練 (Workshop on Comprehensive Oral Skills)* 

科目編號︰SP-P08 

導    師︰  宋立揚──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碩士；曾擔任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中文朗誦委員會主席多年、香港中文大學教

育學院中學學位教師專業進修課程客席講師、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專業演講課程客席講師及香港藝術中心語言表達

藝術課程導師，並經常獲邀為學校、社團及商業機構主持講座及培訓活動，以及出任多個全港朗誦、演講及辯論

比賽的評審委員。除具豐富的口才培訓經驗外，宋導師亦曾為上海電視大學主持電視教育節目，以及擔任香港電

台教育電視節目主持人多年，並獲邀為香港電台播音節目「中華五千年」及「金聲玉振」等擔任播音工作，也曾

為香港衛星電視電影台及體育台、香港科學館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等多個機構製作的推廣節目擔任普通話及粵語旁

白。宋導師為「資優計劃」的課程顧問，多年來為「資優計劃」設計及教授演講技巧、辯論技巧和領袖訓練課

程。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培訓學員的口語表達能力，提升學員的口才及增強人際溝通效能。導師透過互動教學、示範和有趣的

學習活動，幫助學員掌握各種口語表達能力，包括人際溝通、朗讀、朗誦、演講、辯論及主持節目等所需要的基

本技巧。學員除了要積極參與演練外，亦要透過小組討論、分析及評鑑，才能掌握批判性的聆聽技巧及欣賞能

力，達到互相鼓勵和相互學習的目的。 

日    期︰  2021年 7月 17、24、31日，8月 7、14、21及 28日（星期六）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21小時（7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62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三至小五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8」、「春季資優課程 2019」、「暑期資優課程 2019」、「冬季資優課程 2019」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
《小小語言家綜合口才訓練》相若。 

 

細說德語 (Introduction to German─Level 1)* 

科目編號︰SP-P09 

導    師︰  高育民──臺灣文化大學文學士，其後負笈德國佛萊堡大學、瑞士巴塞爾大學、德國海德堡和法蘭克福大學，攻

讀東西方藝術史，並取得海德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法蘭克福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

兼任講師，任教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與人文對話」。高博士亦具教授小學生的經驗，曾任蒙特梭利學校藝術教師

及策劃兒童畫展；曾於德國學習及生活十多年，精通德語，對德國文化和風土人情有深入了解，喜與人分享其見

聞和德國的文化特色。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喜歡語文和異國文化的資優學童而設，提供資優生接觸和學習德文的機會。德語被譽為世界最嚴謹的

語言之一，現有近一億人使用。德語和英語同屬印歐語系裏的日耳曼語支，二者不論在詞彙和句式上都有很多相

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少差異，例如：德語用的字母跟英文有些不同（有些字母上有兩小點），名詞分爲陽性、陰

性和中性，例如太陽是陰性，而月亮卻是陽性；此外還有多種表示複數的方法。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接觸的

Kindergarten 一字，大家未必知道這是德文；Bad 在德語指浴室，與好壞無關。這些有趣的語文知識，本課程均

會介紹。透過輕鬆、多元化的課堂活動，學員除了學習德語的基本詞彙外，也會嘗試學用德語作自我介紹及與同

學溝通，從而提升對德語的興趣和認識。除語文知識外，導師也會介紹德國風土人情，如德語兒歌、德國食物、

各種節慶，以及學校生活等，學員可從導師的分享中，加深對德國文化的認識，學懂欣賞不同語文及文化。 

日    期︰  2021年 7月 19、20、21、22、23、26及 27日（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二）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21小時（7節） 

授課語言︰  德語輔以粵語 

學    費︰  HK$4,62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三至小五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8」、「春季資優課程 2019」、「暑期資優課程 2019」、「冬季資優課程 2019」、「暑期資優課程 2020」、
「暑期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細說德語》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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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Digital Art Classroom─Drawing Basics: Life in the Deep* 

（創意數碼藝術教室──繪畫基礎：海洋世界寫生） 

Course Code: SP-P10 

Instructor : Each session of this course will be conducted by one of the instructors, Ms. Elaine XAVIER or Mr. Duc-chi HA. Ms. Xavier 

is a graphic designer specialized in br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She has enjoyed painting since she was a little girl. Over 

the years she has explored many new approaches to arts creation. In addition, she is deeply involved in art education and has 

spent one third of her time in Hong Kong promoting digital art for children since 1997. She has also designed several new 

programs that reflect the mix of East and West cultures for this unique city. Mr. Ha is a specialist in publishing, 3D modelling 

and graphics programming. Prior to joining Elaine Xavier Art Studio, Mr. Ha has worked for Reader’s Digest for over 15 

years. In the past few years, he has spent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teaching digital art courses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students. 

Content :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gifted students who have a keen interest in marine life and enjoy drawing, painting as well as 

animation production. Many class projects of this course were inspired by the Marine Conservation Institute. The instructor 

will guide students to create their artwork using the computer. Contents of the course include intermediate illustration skills, 

digital effects and animation production workflow. There will be six sessions in this course and each will focus on an 

interesting topic.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master the basics of marine life drawing 

and animation production. This course will enhance students’ sensitivity on art, design and visual expression. It will also 

offer them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nd demonstrate their creativity. 

Date : Jul 19, 21, 23, 26, 28 & 30, 2021 (Mon, Wed & Fri) 

Time : 10:00 a.m. – 1:00 p.m. 

Contact hours : 18 hours (6 sessions) 

Language : English 

Fee : HK$3,960 

Eligibility : Current Primary 3 to 5 students 

Remarks : Students must bring their own laptop computers together with the charger and a 3-button mouse to class (with at least 4GB 

RAM supporting OpenGL 3.3 or above, installed with Microsoft Windows 7 or Windows 10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8 

and Mac OS will not be supported). Instructors will install the software used in class in each student’s laptop so as to facilitate 

continual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kills learned in class. Tablets, Netbook, Chromebook and MacBook Air are not 

suitable for this course. 

*This course is similar to ‘Creative Digital Art Classroom─Drawing Basics: Life in the Deep’ in the Summer Programs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2019 
and 2020. 

 

諗計仔！笑住造動畫 (A Smile in Making Animation)* 

科目編號︰SP-P11 

導    師︰  鄭志明──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碩士；曾任設計公司創作總監及《讀者文

摘》美術總監。鄭導師曾於1998、2001、2008、2009、2012及2014年舉辦個人藝術展，2009年獲選為Bloomberg

新一代藝術家；其創作以不同媒介進行，主要為繪畫及裝置（包括大型場地特定裝置及與觀眾互動裝置），作品

探討城市化、人類狀況及博弈論等；近期作品包括 2014年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委約的華藝節作品《飛龍在天》。

鄭導師也是一位資深藝術教育工作者，於多所大專院校和中小學教授雕塑、右腦繪畫課程及主理駐校藝術創作計

劃。 

課程簡介︰  故事，無論以小說、話劇、漫畫，甚至動畫方式呈現，只要內容精彩有趣、編排恰當，都可以令人開心、感動，

獲得大眾歡迎。本課程專為喜歡動畫創作和視覺藝術的資優生而設，透過製作翻頁動畫（flip book） 和利用智能

手機或平板電腦動畫製作應用程式去創作泥膠逐格動畫（stop motion），讓學員掌握動畫的基本原理、創作方法

和技巧。學員在創作後，亦會互相賞析作品，並選出班中的動畫金像獎。快來齊齊諗計仔，用你的作品帶給人們

歡笑和感動吧！ 

日    期︰  2021年 8月 16、17、18、19及 20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三至小五學生 

備    註︰  學員須自備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0」《諗計仔！笑住造動畫》相若。 

 

趣味科學實驗室（進階班） (Scientific Discovery through Fun Experiments─Advanced Course)* 

此課程本期設有 A、B、C班方便學生報讀，內容一致，但上課日期及時間不同。 

 

導    師︰  蕭主先──美國瑪赫西國際大學（Maharish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哲學博士（細胞與分子生物學）。蕭博士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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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和國內擔任研究員，負責生物科技研究和開發工作，產品包括工業酶和基因製劑，以及在小學擔任學校兼

職導師；現為「資優計劃」兼任講師，工餘時實習有機耕種。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完成《趣味科學實驗室》後仍希望進行更多科學實驗的學員而設。本課程將繼續透過有趣的科學實驗

和遊戲，讓學員動腦動手，探究科學原理及了解相關知識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內容理論和實驗並重，實驗主題

包括酸鹼反應、生物酶、電與磁和氧化還原反應等。學員會做一些氧化還原的化學反應，了解發生在身邊的物質

變化；也會用生物酶（或稱酵素）做摧化反應，體會生物酶在生物體內的作用；在學習電路和磁學時，通過製造

簡單警報器和電磁鐵，認識電和磁的奇妙關係；在認識酸鹼的特性與中和作用時，也會進行實驗觀察酸或鹼與酸

鹼指示劑混合時出現如魔法般的顏色變化。期待你再次回來體現另一發現之旅的樂趣！ 

 

A班 

科目編號︰ SP-P12A 

日    期︰  2021年 7月 24、31日，8月 7、14及 21日（星期六）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B 班 

科目編號︰ SP-P12B 

日    期︰  2021年 7月 24、31日，8月 7、14及 21日（星期六） 

時    間︰  2:00 p.m. – 5:00 p.m. 

 

C班 

科目編號︰ SP-P12C 

日    期︰  2021年 8月 2、3、4、5及 6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4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四及小五學生（完成《趣味科學實驗室》的學員將獲優先考慮）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9」、「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趣味科學實驗室（進階班）》(Scientific Discovery 

through Fun Experiments─Advanced Course)相若。 

 

小小語言家綜合口才訓練（進階班） (Comprehensive Oral Skills Training─Advanced Course)* 

科目編號︰SP-P13 

導    師︰  宋立揚──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碩士；曾擔任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中文朗誦委員會主席多年、香港中文大學教

育學院中學學位教師專業進修課程客席講師、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專業演講課程客席講師及香港藝術中心語言表達

藝術課程導師，並經常獲邀為學校、社團及商業機構主持講座及培訓活動，以及出任多個全港朗誦、演講及辯論

比賽的評審委員。除具豐富的口才培訓經驗外，宋導師亦曾為上海電視大學主持電視教育節目，以及擔任香港電

台教育電視節目主持人多年，並獲邀為香港電台播音節目「中華五千年」及「金聲玉振」等擔任播音工作，也曾

為香港衛星電視電影台及體育台、香港科學館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等多個機構製作的推廣節目擔任普通話及粵語旁

白。宋導師為「資優計劃」的課程顧問，多年來為「資優計劃」設計及教授演講技巧、辯論技巧和領袖訓練課

程。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受過口才訓練或完成《小小語言家綜合口才訓練》的學生而設。導師透過生動、活潑的互動教學方

法，運用能提高學員自信心及口頭表達能力的多元化活動，進一步改善學員的聆聽能力、專注力、朗讀及朗誦技

巧、演講技巧及應變能力。課程活動包括：聆聽訓練、朗讀訓練、散文朗誦、詩歌朗誦、即席演講、看圖演講、

持物演講、敘事演講、描繪演講、說服性演講及辯論訓練等。 

日    期︰  2021年 7月 17、24、31日，8月 7、14、21及 28日（星期六）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21小時（7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62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四至小六學生（完成《小小語言家綜合口才訓練》的學員將獲優先考慮） 

*本科目内容與「春季資優課程 2019」《小小語言家綜合口才訓練（進階班）》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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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遊蹤──從視覺元素到創意靈感* 

(Pictorial Journey─From Visual Elements to Creative Inspiration) 

科目編號︰SP-P14 

導    師︰  區凱琳──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藝術碩士和哲學系哲學碩士；本地活躍藝術家，現為香港藝術學院講師及香港中

文大學藝術系兼任講師。區導師的作品為香港藝術館及 M+博物館收藏，曾出版作品集《圖畫手記》，曾參與的

展覽包括《區凱琳：備忘（ _____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奧沙畫廊）2016）、《區凱琳個展 – Start Art Fair 

2015》（倫敦 Saatchi Gallery 2015）、《區凱琳：爸爸出海去》（Osage Open 2013）、《區凱琳閱讀室》（MUJI 

Atelier 2010）、《地軸轉移》（上海當代藝術館 2007）、《甜言蜜語──區凱琳的繪畫》（香港中央圖書館

2006）、《香港藝術雙年展 2003》（香港藝術館 2003）等。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修畢《繽紛世界──繪畫手藝創作室》或具藝術創意觸覺，並希望加強繪畫能力的資優學生而設，目

的是加深學員對視覺藝術的理論、技巧及創作方法的認識。本課程將集中及有系統地指導學員分析和應用視覺元

素，讓學員從理論及實踐兩方面學習，藉此豐富及加強學員的繪畫和創作能力。視覺元素的訓練包括：點線面、

明度、形狀、重量、質感、透視、人物造型、色彩調配等，亦會教授素描的基本步驟及要點。課程在加強學員繪

畫能力之同時，亦希望讓學員明白技術、靈感與創意的關係，為日後的學習和創作打好基礎。課程導師會協助

「資優計劃」舉辦《資優計劃學員視藝作品展》，讓學員的優秀作品有機會於大學校園展出，供大眾欣賞及交流。 

日    期︰  2021年 7月 17、31日及 8月 14日（星期六）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三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四至小六學生（完成《繽紛世界──繪畫手藝創作室》的學員將獲優先考慮） 

備    註︰  學員須自備剪刀、膠水、鉛筆刨、木顏色筆、廣告彩畫具、素描筆（4H, 2H, HB, 2B, 4B）和基本文具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8」和「冬季資優課程 2019」《繪畫遊蹤──從視覺元素到創意靈感》相若。 

 

諗計仔！笑住做設計 (Witty Design Can Win Smile)* 

科目編號︰SP-P15 

導    師︰  鄭志明──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碩士；曾任設計公司創作總監及《讀者文

摘》美術總監。鄭導師曾於1998、2001、2008、2009、2012及2014年舉辦個人藝術展，2009年獲選為Bloomberg

新一代藝術家；其創作以不同媒介進行，主要為繪畫及裝置（包括大型場地特定裝置及與觀眾互動裝置），作品

探討城市化、人類狀況及博弈論等；近期作品包括 2014年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委約的華藝節作品《飛龍在天》。

鄭導師也是一位資深藝術教育工作者，於多所大專院校和中小學教授雕塑、右腦繪畫課程及主理駐校藝術創作計劃。 

課程簡介︰  設計除講求美感外，更重要是為我們解決日常生活問題，使人生活得更方便、舒適、美滿。優秀的設計，往往美

觀又實用，甚至能展現出設計者的機智和幽默，令人會心微笑、印象難忘。本課程將透過香港及世界名設計家作

品賞析，以及簡略速寫、個人或家庭標誌設計、產品升級再造等活動，讓學員掌握基礎設計方法和技巧，包括設

計學原理、設計元素、平面設計邏輯、構思及概念發展、網格系統、版面設計、排版、色彩運用等，並把設計與

生活揉合，創作出有型、實用又令人開心的作品。 

日    期︰  2021年 7月 19、20、21、22及 23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四至小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0」《諗計仔！笑住做設計》相若。 

 

細說德語（進階班） (Introduction to German─Level 2)* 

科目編號︰SP-P16 

導    師︰  高育民──臺灣文化大學文學士，其後負笈德國佛萊堡大學、瑞士巴塞爾大學、德國海德堡和法蘭克福大學，攻

讀東西方藝術史，並取得海德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法蘭克福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

兼任講師，任教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與人文對話」。高博士亦具教授小學生的經驗，曾任蒙特梭利學校藝術教師

及策劃兒童畫展；曾於德國學習及生活十多年，精通德語，對德國文化和風土人情有深入了解，喜與人分享其見

聞和德國的文化特色。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完成《細說德語》後仍希望加強德語能力的學員而設。課程將繼續透過有趣的多元化活動和刺激的德

文遊戲，讓學員深化初階課程所學到的德語知識和口語技巧，進而挑戰難度較高的動詞和形容詞字尾變化，並運

用這些豐富的詞語變化，表達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種情況。導師也會指導學員以德語更深入詳盡地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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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德國軼聞趣事，例如民謠、節日慶典、風俗人情、文化科技、兒童劇場和恐龍博物館等。你是否對《細說德

語》課堂中唱過的兒歌民謠、玩過的德文遊戲記憶猶新、念念不忘，想繼續參加？這次課堂的卡片數字遊戲將上

升至數字五十，你是否磨拳擦掌要來挑戰？等你回來！ 

日    期︰  2021年 7月 19、20、21、22、23、26及 27日（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二）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21小時（7節） 

授課語言︰  德語輔以粵語 

學    費︰  HK$4,62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四至小六學生（只供對德語已有初步認識或完成《細說德語》的學員報名）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19」和「暑期資優課程 2020」《細說德語（進階班）》相若。 

 

玩．創．當代藝術創作（系列一） (Play, Create & Contemporary Art─Series 1) 

科目編號︰SP-P17 

導    師︰  鄭志明──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碩士；曾任設計公司創作總監及《讀者文

摘》美術總監。鄭導師曾於1998、2001、2008、2009、2012及2014年舉辦個人藝術展，2009年獲選為Bloomberg

新一代藝術家；其創作以不同媒介進行，主要為繪畫及裝置（包括大型場地特定裝置及與觀眾互動裝置），作品

探討城市化、人類狀況及博弈論等；近期作品包括 2014年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委約的華藝節作品《飛龍在天》。

鄭導師也是一位資深藝術教育工作者，於多所大專院校和中小學教授雕塑、右腦繪畫課程及主理駐校藝術創作計劃。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認識世界視覺藝術的發展脈絡，透過視覺遊玩去探索及嘗試不同藝術創作形式，從中得到啟發

去創作出屬於自己的作品。課程主題包括：（1）反轉點、線、面，從原始部落到南瓜婆婆草間彌生；（2）平面

的構成，文藝復興波提切利大戰野獸派馬諦斯；（3）面孔的真實與虛擬，當亞歷山大大帝遇上畢加索；（4）人

體的奧妙，米高安哲羅到亨利．摩爾；以及（5）玩創裝置藝術，從英國巨石陣到極限藝術卡爾．安德烈。要不

要來跟當代藝術大師玩遊戲，用你的手、眼、心玩創無限的可能？ 

日    期︰  2021年 7月 26、27、28、29及 30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四至小六學生 

 

美妙世界──視覺藝術創作室 (A Beautiful World─Visual Arts Workshop)* 

科目編號︰SP-P18 

導    師︰  區凱琳──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藝術碩士和哲學系哲學碩士；本地活躍藝術家，現為香港藝術學院講師及香港中

文大學藝術系兼任講師。區導師的作品為香港藝術館及 M+博物館收藏，曾出版作品集《圖畫手記》，曾參與的

展覽包括《區凱琳：備忘（ _____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奧沙畫廊）2016）、《區凱琳個展 – Start Art Fair 

2015》（倫敦 Saatchi Gallery 2015）、《區凱琳：爸爸出海去》（Osage Open 2013）、《區凱琳閱讀室》（MUJI 

Atelier 2010）、《地軸轉移》（上海當代藝術館 2007）、《甜言蜜語──區凱琳的繪畫》（香港中央圖書館

2006）、《香港藝術雙年展 2003》（香港藝術館 2003）等。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修畢《繽紛世界──繪畫手藝創作室》或對藝術創作有濃厚興趣，並具有較成熟繪畫能力的資優學員

而設，目的是提升資優學生的藝術才能，開發其創作靈感和視野。課程以繪畫創作為主，並以藝術史學習為部分

靈感來源。導師將教授學員一些較深入和複雜的繪畫技巧、手藝及創作方式（包括對視覺元素、色彩、顏料、物

料、題材之掌握及運用等），亦會講授西方藝術史的經典作品及重要流派（如點描派、立體派、超現實主義、特

殊造型、普普藝術、具像與抽象等），讓學員學習前人的經驗並嘗試再創作；此外，亦會從當代藝術提取一些非

傳統的創作方式，刺激和啟發學員對藝術的想像和感應，藉此讓學員嘗試破除自己對視覺藝術所持有的成規和習

慣，從而更能接受新事物和開展自己的創意思維。課程導師會協助「資優計劃」舉辦《資優計劃學員視藝作品

展》，讓學員的優秀作品有機會於大學校園展出，供大眾欣賞及交流。 

日    期︰  2021年 7月 26、27日，8月 2、3、9及 10日（星期一、二）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四至小六學生（完成《繽紛世界──繪畫手藝創作室》的學員將獲優先考慮） 

備    註︰  學員須自備剪刀、膠水、鉛筆刨、木顏色筆、廣告彩畫具和基本文具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8」、「冬季資優課程 2019」、「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美妙世界──視覺藝術創
作室》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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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創意──從視覺藝術開始 (Unlocking Creativity through Visual Arts)* 

科目編號︰SP-P20 

導    師︰  鄭志明──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碩士；曾任設計公司創作總監及《讀者文

摘》美術總監。鄭導師曾於1998、2001、2008、2009、2012及2014年舉辦個人藝術展，2009年獲選為Bloomberg

新一代藝術家；其創作以不同媒介進行，主要為繪畫及裝置（包括大型場地特定裝置及與觀眾互動裝置），作品

探討城市化、人類狀況及博弈論等；近期作品包括 2014年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委約的華藝節作品《飛龍在天》。

鄭導師也是一位資深藝術教育工作者，於多所大專院校和中小學教授雕塑、右腦繪畫課程及主理駐校藝術創作計劃。 

課程簡介︰  藝術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的想像力、創意思維、對美的感受力和表達力，以及發掘個人潛能和促進全人發

展。本課程透過多元化視覺藝術活動，開發右腦潛能，讓學員拋開慣性的邏輯分析、批判思考、系統語言等規

範，以嶄新角度去觀察和審視眼前的各種事物，並運用想像力、聯想力、感知能力和空間智能，重新探索不同視

覺元素的表達和創作方法，包括線條輪廓的勾畫、平面空間的虛實、物件的比例和透視、光影與立體等。學員將

在不同題材和媒介的創作及作品賞析中，激發創意、強化美感觸覺、增進觀賞藝術的能力，並透過積極討論和反

思，明白課程所學的知識和創意思維方法如何能應用於其他學習範疇上。 

日    期︰  2021年 8月 23、24、25、26及 27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四至小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18」和「暑期資優課程 2019」《激發創意──從視覺藝術開始》相若。 

 

數學智力遊戲 2021 (Mathematical Puzzles 2021)* 

此課程本期設有 A、B班方便學生報讀，內容一致，但上課日期及時間不同。 

 

導    師︰  龍德義──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數學）、哲學碩士（數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和哲學碩士（教育心理學）；

榮休中學校長，曾任中學教師，任教數學及電腦科。龍導師早於 1996年已擔任教育局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增益課

程導師，亦曾被委任為課程發展議會數學教育委員會主席；多年來為「資優計劃」設計和教授數學及解難科目，

並獲邀為「資優計劃」課程顧問。 

課程簡介︰  「數學智力遊戲」專為小學五、六年級的資優學生而設，旨在透過數學智力遊戲，讓學員了解橫向思維和擴散性

思考在解決難題時所扮演的角色。遊戲主題包括：（1）合 24遊戲及數和遊戲；（2）數字三重奏及四個 4數字謎

題；（3）平面拼圖及七巧板遊戲；（4）圓形七巧板及 DIDI 遊戲；（5）對稱拼圖及 OOXX 遊戲；以及（6）方

格全盒及 ABC 遊戲。通過學員的親身體驗、自我探索，加上課堂練習和導師的從旁協助，從而提升學員的解難

能力、全面觀察能力和創造力。 

 

A班 

科目編號︰ SP-P21A 

日    期︰  2021年 7月 17、24、31日，8月 7、14及 21日（星期六） 

時    間︰  2:00 p.m. – 5:00 p.m. 

 

B 班 

科目編號︰ SP-P21B 

日    期︰  2021年 7月 19、21、23、26、28及 30日（星期一、三、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五及小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數學智力遊戲 2021》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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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你好！ (Dear Cells!) 

科目編號︰SP-P22 

導    師︰  劉善雅──香港大學一級榮譽理學士（生物學）、哲學博士（分子內分泌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

首席講師、生物醫學理學士課程總監，同時致力參與醫學院的教學工作。劉博士曾赴美國紐約市洛克斐勒大學的

國際生殖學研究中心進行細胞生物學的研究，回港後參與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科技研究院的生物製藥計劃、香港大

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的課程發展，並積極參與資優教育工作。除教學外，劉博士亦致力設計教學軟件，以及研究電

子學習平台於大學課程的應用。 

課程簡介︰  細胞一向是千變萬化、難以捉摸，但卻是組成人類和各種生物的基本元素。究竟他們是什麼模樣？他們又有什麼

重要的任務呢？本課程旨在讓學員認識細胞的功用、形態、各部分的分工、動植物細胞的種類和異同等，亦會教

授顯微鏡的種類和用法，讓學員在顯微鏡下觀看細胞樣本，做一個小細胞學家。 

日    期︰  2021年 7月 17及 24日（星期六）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2小時（兩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2,74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五及小六學生 

 

基因「蠅」中尋 (Scientific Study of Genetics through Fruit-flies)* 

科目編號︰SP-P71 

導    師︰  陳錦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中醫藥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講師，從事中醫

藥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研究範圍包括中藥的開發和利用果蠅作動物模型篩選中藥的有效成分；曾主編及編寫

《香港醫療體制的前瞻》、《臨證針灸指要》、《延緩衰老中藥應用》、《完全健康手冊──女性篇》及《防治

流感全攻略》等書籍。陳博士積極參與社區的中醫藥推廣和普及教育工作，並熱心推動資優教育，獲邀為「資優

計劃」課程顧問，多年來為「資優計劃」設計及教授科學及中醫藥課程。 

課程簡介︰  本課程以實驗室動物「果蠅」(Drosophila) 作主題，介紹基礎生命科學及遺傳學的知識。過去百年，「果蠅」一

直被用作遺傳學、藥物開發和其他醫學方面的研究，更是多位諾貝爾獎得獎科學家的研究對象。課程活動包括短

講、小組討論及科學實驗，目的是讓學員透過親身體驗和嘗試進行果蠅研究，增加學員對生命科學及遺傳學的知

識及興趣。 

日    期︰  2021年 7月 17及 24日（星期六）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2小時（兩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2,64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五及小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9」、「暑期資優課程 2020」、「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基因「蠅」中尋》相若。 

 

未來領袖的素質──領悟與實踐 (Realization of Future Leader Qualities) 

科目編號︰SP-P25 

導    師︰  彭梓鳴──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士及社會學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學校諮商與輔導文學碩士；現為本地大學特殊教

育與融合教育中心培訓導師，曾任職中學及大專院校，督導各學生於社福機構進行各類型的共融服務學習，並編

著《共融服務學習指南》。彭導師於中學時期已入選為教育局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

劃》的資優學員，接受領導才能及人文學科的培訓，其領導才能和表現備受賞識。投身社會後，彭導師積極參與

資優教育工作，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除教學外，彭導師亦是優善基金會的董事及創辦成員，並獲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委任為多個政策委員會的委員，致力推廣青少年參與義務工作，並透過督導青少年義工組織與青少年同

行，藉著不同的活動讓他們體驗和學習，突破自我界限、發揮個人潛能和提昇個人領袖素質。 

課程簡介︰  你希望成為「領袖」嗎？有想過自己能帶領團隊嗎？資優生是別人眼中卓爾不群的一眾，然而如何發揮其特殊才

能、如何有效地領導群眾，是一個必須學習的過程。要成為一位「領袖」不難，但要成為一位讓人信服的領導

者，則需要認真看待，有些個人元素及技巧是不可或缺的，必須預先好好裝備。本課程將以心理發展理論為基

礎，透過一連串體驗活動，例如遊戲、解難任務、角色扮演、小組討論、協作匯報、反思等等，讓學員在有趣又

具挑戰性的氛圍下，探索自己的潛能與特質，建立自信和強化意志，進而加強自我管理的能力，培養良好的人際

社交技巧，並了解成為領袖的必要素質，藉此協助他們領悟並實踐出具個人特色的領導風範。 

日    期︰  2021年 7月 20、22、27、29日，8月 3及 5日（星期二、四）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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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五及小六學生 

 

詩詞歌賦的賞析與創意運用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ppreciation and Creative Application) 

科目編號︰SP-P26 

導    師︰  高莘──山東大學碩士（歷史學、中世紀歷史），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宗教研究）。高博士現於香港中文大

學通識教育部教授「與人文對話」課程多年，熟悉歷史、文化與文學經典，擅長透過文學、哲學經典教授學生以

古曉今，並在討論及寫作中靈活運用經典文化。 

課程簡介︰  本課程爲喜愛詩詞歌賦及想在寫作和溝通中靈活運用詩詞的學生而設。詩詞歌賦是中國語文及文化的精髓，以簡

潔行文帶出優美的意境。在閱讀和研習詩詞過程中，除了需要充分瞭解詩詞簡短文字中的意思外，還要發揮想象

力去領悟當中的意境，對提升學生的審美觀、想像力和創造力十分有幫助。課程將以普通話為教學語言，透過講

授、小組討論、即興寫作、演講等活動，引領學員進入美妙的詩詞世界，把文學經典融合在審美、寫作和溝通之

中，並發揮創意，於日常學習和生活靈活運用。 

日    期︰  2021年 7月 20、23、27、30日，8月 3及 6日（星期二、五）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普通話輔以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五及小六學生（學生須具基礎普通話口語溝通能力） 

 

考古追蹤──大埔古文化 (Archaeological Study─Ancient Tai Po Culture)* 

科目編號︰SP-P28 

導    師︰  盧智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人類學）、四川大學歷史學碩士（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香港中文

大學哲學博士（歷史）。盧博士十多年來從事考古調查、文物整理及考古展覽設置等工作，曾參與港澳、中國大

陸、越南及日本等地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並到訪東亞及歐美多國考察，對教授古文化知識及帶領學生參觀專題

文物展覽具豐富經驗。 

課程簡介︰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是考古工作者所提倡的精神，也是本課程的宗旨，鼓勵學員做學問尋根究

底、親力親為。考古之事似是遙不可及，卻與我們生活只有一步之距。導師將帶領學員認識考古，探討香港發掘

出土的歷史，模擬考古工作，學習考古發掘和記錄方法。本課程以考古為縱、歷史為緯，並以大埔地區歷史作為

考古個案，讓學員走進社區，親踏古遺址，細心觀察、查找先民遺留下來的足跡，解開大埔碗之謎。究竟出土的

瓷片如何讓我們窺探大埔的發展？藉著課堂、實地調查近距離接觸碗窰瓷片，學員能學習如何在書本以外閱讀歷

史，理解我們社區的發展。 

日    期︰  2021年 7月 26、27、28、29及 30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525（包括外出考察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五及小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考古追蹤──大埔古文化》相若。 

 

奇幻 3D錯覺藝術創作 (Fantastic 3D Trick Eye Creation)* 

科目編號︰SP-P30 

導    師︰  鄭志明──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碩士；曾任設計公司創作總監及《讀者文

摘》美術總監。鄭導師曾於1998、2001、2008、2009、2012及2014年舉辦個人藝術展，2009年獲選為Bloomberg

新一代藝術家；其創作以不同媒介進行，主要為繪畫及裝置（包括大型場地特定裝置及與觀眾互動裝置），作品

探討城市化、人類狀況及博弈論等；近期作品包括 2014年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委約的華藝節作品《飛龍在天》。

鄭導師也是一位資深藝術教育工作者，於多所大專院校和中小學教授雕塑、右腦繪畫課程及主理駐校藝術創作計

劃。 

課程簡介︰  錯覺藝術新奇又古怪，讓人觀看的時候充滿懷疑和讚嘆。其實，它是透過幾何排列、視覺成像規律等手段，製作

有視覺欺騙成分的圖像，引起視覺上的錯覺，達到魔幻效果。錯覺藝術可透過不同媒介、形式及概念來展現，不

限於傳統紙筆繪畫。你可想過簡單的膠紙也能用來創作錯覺畫呢？你又知不知哪位畫家最早創作錯覺畫？本課程

將透過畫家作品賞析、光學幻覺和空間關係理論分享、膠帶藝術創作、拍攝等活動，讓學員掌握 3D 錯覺藝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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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方法和技巧，過程好玩又能激發創意，還可以拍攝錯覺照片與人分享！ 以後在家也可以自製錯覺藝術場

景，快來試試吧！ 

日    期︰  2021年 8月 9、10、11、12及 13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五及小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春季資優課程 2019」、「暑期資優課程 2019」、「春季資優課程 2020」和「暑期資優課程 2020」《奇幻 3D錯覺藝術創作》相
若。 

 

Creative Digital Art Classroom─Mix Media Digital Art Jam* 

（創意數碼藝術教室──混合媒體數碼藝術即興創作坊） 

Course Code: SP-P31 

Instructor : Each session of this course will be conducted by one of the instructors, Ms. Elaine XAVIER or Mr. Duc-chi HA. Ms. Xavier 

is a graphic designer specialized in br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She has enjoyed painting since she was a little girl. Over 

the years she has explored many new approaches to arts creation. In addition, she is deeply involved in art education and has 

spent one third of her time in Hong Kong promoting digital art for children since 1997. She has also designed several new 

programs that reflect the mix of East and West cultures for this unique city. Mr. Ha is a specialist in publishing, 3D modelling 

and graphics programming. Prior to joining Elaine Xavier Art Studio, Mr. Ha has worked for Reader’s Digest for over 15 

years. In the past few years, he has spent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teaching digital art courses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students. 

Content : Hong Kong is a city of fusion for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very popular here and young 

generation get exposed to diverse cultures since childhood. Modern computing equipment paired with innovative software 

provides an excellent mixed media creation toolbox for kids. If we can offer appropriate training to these young artists, they 

will bring a rich creative ecology to Hong Kong.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gifted students who love art creation, painting 

and design. It covers six very interesting themes basing on some successful collaborative creative workshops in USA and 

UK. The instructor will guide the students to learn and create. Contents include features of digital media and computer-

simulated effects for oil painting, watercolour, crayons, colour pencils and Chinese brushes. We will also cover various 

digital creative techniques including computer graphics knowledge, colour models, layers and mixed media production. 

Through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enhance their sensitivity on art, design and visual expression. It will also offer them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nd demonstrate their creative talents. 

Date : Aug 9, 11, 13, 16, 18 & 20, 2021 (Mon, Wed & Fri) 

Time : 10:00 a.m. – 1:00 p.m. 

Contact hours : 18 hours (6 sessions) 

Language : English 

Fee : HK$3,960 

Eligibility : Current Primary 5 and 6 students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students with a solid background in illustration skills like 

those who have attended the CDAC Draw Basics and Cartoon Character Creation courses) 

Remarks : Students must bring their own laptop computers and a 3-button mouse to class (with at least 4GB RAM supporting OpenGL 

3.3 or above, installed with Microsoft Windows 7 or Windows 10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8 and Mac OS will not be 

supported). Instructors will install the software used in class in each student’s laptop so as to facilitate continual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kills learned in class. Tablets, Netbook, Chromebook and MacBook Air are not suitable for this 

course. 
*This course is similar to ‘Creative Digital Art Classroom─Mix Media Digital Art Jam’ in the Winter Program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2019. 

 

超乎想像的數學世界 (Mathematical World Beyond Imagination)* 

科目編號︰SP-P32 

導    師︰  劉智軒──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數學）、哲學碩士（數學）和學位教師教育文憑，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數

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講師，主要研究複幾何，並教授高等微積分、線性代數及博奕論。劉博士擁有豐

富的資優教育經驗，亦曾擔任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代表隊領隊及培訓工作。 

課程簡介︰  很多人誤解數學只是一些枯燥的運算；其實，數學有很多有趣的內容。本課程將帶領學員進入數學的奇妙世界，

透過有趣的遊戲及活動，讓學員經歷和了解數學與藝術、宇宙、遊戲、魔術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關係，亦會討論

解決應用題的技巧與方法，提升學員的數學解難能力。課節主題分別為：（1）三角學、等差級數及高斯求和

法、整除性及因數公式；（2）三角學、倒推法、讓梨遊戲、冪和公式、魔術；（3）聯立方程、斐波那契數列、

黃金比、過河遊戲；（4）工程問題、Venn圖、容斥原理、河內塔、魔術；（5）行程問題、貪心武士及哈密頓回

路、排列組合、合 24；以及（6）盈虧問題、秤金幣問題、歸納推理、魔術。 

日    期︰  2021年 8月 9、10、11、12、13及 14日（星期一至六）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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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五及小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9」、「春季資優課程 2020」、「暑期資優課程 2020」、「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
《超乎想像的數學世界》相若。 

 

創意數碼藝術教室──網站基礎：使用 WordPress 創建個人網站* 

(Creative Digital Art Classroom─Web Basics: Creating Your Personal Website with WordPress) 

科目編號︰SP-P33 

導    師︰  每節課由施漪漣（Ms. Elaine XAVIER）、夏德志其中一位導師負責教授。施導師是一位品牌、網站和桌面系統設

計師，自幼喜歡繪畫，數十年來不斷探索創作的新路向，過去十多年更投放大量時間推廣數碼藝術教育，並開發

了結合中西文化的中小學數碼藝術課程。夏導師在香港大學進修數學後迅即投身出版界，曾在《讀者文摘》工作

長達十五年，離職前出任該集團亞太區市場總監，現職「創意數碼藝術教室」中文版編輯，協助推廣數碼藝術。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喜歡資訊科技、創作和有興趣創建個人網站的資優學生而設，是《創意數碼藝術教室》的核心課程之

一。課程內容涵蓋網站設計和建立的基礎知識，包括電腦圖像技巧、多媒體知識、網頁伺服器、數據資料庫、動

態網頁、WordPress 應用系統、網誌及網上畫廊的設計與製作等。課程以六個有趣主題形式進行，由導師引導學

員邊學邊做，讓學員掌握網頁設計技巧及數碼媒體特性，亦讓他們發揮創意、提升圖像表達和藝術設計的能力。 

日    期︰  2021年 7月 17、24、31日，8月 7、14及 21日（星期六）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六學生（曾修讀《創意數碼藝術教室》系列課程的學員將獲優先考慮） 

備    註︰  學員須帶備筆記型電腦連同充電器及三鍵式滑鼠上課（硬體需求：8GB 記憶體及可支援 OpenGL 3.3 或以上的顯

示咭；作業系統：Windows 7、Windows 10、Mac OS X 10.11 或以上，但不支援Window 8、Mac OS X 10.10或更

早的版本），以便導師協助安裝相關軟件和讓學員持續學習及應用相關知識。平板電腦、Netbook、

Chromebook、MacBook Air 和配備 Apple M1晶片的電腦不適合本課程使用。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0」《創意數碼藝術教室──網站基礎：使用 WordPress創建個人網站》相若。 

 

 

 

 中學組（面授課程） 

 

 

管窺物理世界 (A Glance at the Physical World) 

科目編號︰SP-S34 

導    師︰  王永雄──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物理學），信義宗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現為香港中

文大學通識教育部通識基礎課程副主任，設計及教授以學生閱讀科學經典、寫作和研討為骨幹的通識科目──

「與自然對話」。王博士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高級講師，教授物理學和天文學；近年也致力研究天文歷

史，與彭金滿博士及陳天機教授合著有《天問：宇宙真貌的探索》。王博士為「資優計劃」課程顧問，多年來為

「資優計劃」設計及教授不同的物理學課程。 

課程簡介︰  要學好物理學，就必須有良好的高中數學基礎。初中生雖然還未具備此條件，但仍可嘗試以幾個簡單現象為管

道，在概念上一窺物理學的奧秘。本課程根據現今物理學之四大領域分為四部分：（一）力學──古今對下跌現

象之研究；（二）電磁學──大氣層的光學現象與電磁場；（三）熱力學──浮雲與熱力；（四）原子物理──

原子、星的生死。部分課題將涉及簡單數學。 

日    期︰  2021年 7月 19、20及 21日（星期一至三)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三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及中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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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地球科學實驗室 (Funny Laboratory of Earth Science)* 

科目編號︰SP-S35 

導    師︰  伍世良──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教授，致力於應用地質學、應用地貌學和環境變化的研究。伍教

授為「資優計劃」課程顧問，多年來為「資優計劃」設計和教授地理課程。 

課程簡介︰  地球是我們居住的行星，但我們對它又有多少的認識呢？地球從何而來？它是由甚麼東西組成？為什麼地球上會

有山脈和海洋？這些有關地球的科學問題，學員可以透過參加本課程找到答案。為了帶領學員進入地球科學的國

度，本課程精選了兩項野外考察和多個趣味實驗為學習單元，分別是：〈一〉地球行星；〈二〉礦物與寶石；

〈三〉堅硬的岩石；〈四〉野外考察 I：礦物收集；〈五〉火山爆發；以及〈六〉野外考察 II：地質公園。 

日    期︰  2021年 7月 22、23及 24日（星期四至六）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三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110（不包括午膳，但包括外出考察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及中二學生 

*本科目內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9」《趣味地球科學實驗室》相若。 

 

宇宙探索 (Exploring the Universe)* 

科目編號︰SP-S36 

導    師︰  王永雄──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物理學），信義宗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現為香港中

文大學通識教育部通識基礎課程副主任，設計及教授以學生閱讀科學經典、寫作和研討為骨幹的通識科目──

「與自然對話」。王博士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高級講師，教授物理學和天文學；近年也致力研究天文歷

史，與彭金滿博士及陳天機教授合著有《天問：宇宙真貌的探索》。王博士為「資優計劃」課程顧問，多年來為

「資優計劃」設計及教授不同的物理學課程。 

課程簡介︰  自古以來，人類對美麗的星空都有說不盡的讚嘆。各種天文現象促使不同年代的人尋找其背後的規律。本課程將

透過講授、影片、動畫、遊戲和活動，讓學員了解怎樣觀星，以及認識不同天體的區別、星的生與死、黑洞、宇

宙論等，共同探索神秘莫測的宇宙，發掘當中的奧妙。 

日    期︰  2021年 7月 26、27及 28日（星期一至三）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三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及中二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9」和「冬季資優課程 2020」《宇宙探索》相若。 

 

走進邏輯分析世界──合約橋牌入門* 

(The World of Logical Thinking─Introduction to Contract Bridge) 

科目編號︰SP-S37 

導    師︰  羅家豪──香港大學理學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數學）；曾於中學階段獲選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羅博士曾擔任香港浸會大學數學系講師，現為香港大學數學系講師及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成員，多

年來從事數學競賽培訓工作，包括協助培訓香港代表隊參與數學奧林匹克活動及擔任領隊的工作，亦為「資優計

劃」設計和教授多個數學課程。 

課程簡介︰  在眾多紙牌遊戲中，橋牌被公認為最考驗邏輯分析的遊戲之一。橋牌講求的並不是運氣，而是清晰的思路、周詳

的計劃和仔細的分析，還有同伴之間的溝通和默契。在各種橋牌遊戲中，又以合約橋牌最為流行，世界各地均有

地區性以至國際性的橋牌比賽，合約橋牌更成為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2018 年）的正式比賽項目。本課程將教授

合約橋牌的基本規則、計分方法和常見的叫牌制度，並著重遊戲中的思考和分析過程，以提升學員的邏輯思維、

計劃能力，以及與同伴之間的溝通合作能力。 

日    期︰  2021年 7月 17、24及 31日（星期六）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三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至中三學生 

*本科目內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8」和「暑期資優課程 2020」《走進邏輯分析世界──合約橋牌入門》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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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及辯論技巧工作坊 (Workshop on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 Skills)* 

科目編號︰SP-S38─取消 

導    師︰  宋立揚──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碩士；現為沙田文藝協會主席。宋導師曾擔任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中文朗誦委

員會主席多年、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中學學位教師專業進修課程客席講師、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專業演講課程客

席講師及香港藝術中心語言表達藝術課程導師，並經常獲邀為學校、社團及商業機構主持講座及培訓活動，以及

出任多個全港朗誦、演講及辯論比賽的評審委員。除具豐富的口才培訓經驗外，宋導師亦曾為上海電視大學主持

電視教育節目，以及擔任香港電台教育電視節目主持人多年，並獲邀為香港電台播音節目「中華五千年」及「金

聲玉振」等擔任播音工作，也曾為香港衛星電視電影台及體育台、香港科學館及香港機場管理局等多個機構製作

的推廣節目擔任普通話及粵語旁白。宋導師為「資優計劃」的課程顧問，多年來為「資優計劃」設計及教授演講

技巧、辯論技巧和領袖訓練課程。 

課程簡介︰  面對現時社會上的各種挑戰，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表達技巧和說服力越見重要。本課程旨在讓學員透過學習演

講，增強自信心、思考能力和表達能力，以及通過辯論提高分析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及說服力。導師將運用生動

有趣的互動教學方式，帶領學員透過充分的實踐，逐步掌握演講和辯論的方法，學會運用嚴謹的推理和清晰的論

述，配合有效的表達技巧，生動地進行演講，說服聽眾接受自己的觀點。參與本課程的學員必須積極投入各項學

習活動，才能明白整個演講及辯論過程的要點，從而掌握當中所需的態度和技巧。 

日    期︰  2021年 7月 19、20、21、22、23、26及 27日（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二）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21小時（7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62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至中三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19」和「冬季資優課程 2019」《演講及辯論技巧工作坊》相若。 

 

詞曲創作樂 (Lyrics and Song)* 

科目編號︰SP-S70 

導    師︰  林詠璋──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文學士、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長笛演奏級文憑及英國聖三一

音樂學院院士。林博士曾任香港管弦樂團長笛演奏員及音樂事務統籌處管樂組音樂主任，負責指揮及訓練多個青

年管樂團和香港青年交響樂團參與音樂會演出；亦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現為香港教育大學

及香港大學社區學院客席講師、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計劃」課程導師、藝術發展局審批員和藝評員。 

課程簡介︰  音樂藝術對資優生的發展有正面的影響。本課程藉著音樂藝術創作活動，啟發學員的音樂潛能，提升學員對音樂

藝術的興趣和創造力。課程讓學員透過簡易方法，學習撰寫中文歌詞，用西方作曲法創作旋律、編配和聲及使用

音樂電腦軟件。學員需要完成一份填詞家課和一份歌曲創作家課，並在課程結束前，在導師的指導下利用大學音

樂電腦設備，自行將創作的歌曲錄製及儲存在鐳射光盤內，以作保存和日後欣賞之用。 

日    期︰  2021年 7月 26、27、29、30日及 8月 3日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26/7, 27/7, 29/7 & 30/7)；10:00 a.m. – 5:00 p.m. (3/8)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11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至中三學生（必須達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五級樂理程度，報名時請提交證書副本） 

*本科目內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19」《詞曲創作樂》相若。 

 

諸神的起源及藝術 (Art and Living with the Gods) 

科目編號︰SP-S39 

導    師︰  鄭志明──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碩士；曾任設計公司創作總監及《讀者文

摘》美術總監。鄭導師曾於1998、2001、2008、2009、2012及2014年舉辦個人藝術展，2009年獲選為Bloomberg

新一代藝術家；其創作以不同媒介進行，主要為繪畫及裝置（包括大型場地特定裝置及與觀眾互動裝置），作品

探討城市化、人類狀況及博弈論等；近期作品包括 2014年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委約的華藝節作品《飛龍在天》。

鄭導師也是一位資深藝術教育工作者，於多所大專院校和中小學教授雕塑、右腦繪畫課程及主理駐校藝術創作計

劃。 

課程簡介︰  本課程參考前英國國家藝廊及大英博物館館長尼爾．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的著作《諸神的起源 Living 

with the Gods: On Beliefs and Peoples》而設計，旨在讓學員認識和欣賞不同文明的藝術及其起源，從中得到啟發去

創作出屬於自己的作品。課程主題包括：（1）信仰的開端；（2）誕生與死亡；（3）信仰的劇場；（4）神像的

力量；以及（5）天授的君權。學員在課程中除了可增加對藝術的認識和靈感外，也可透過藝術作品賞析，探索

信仰與人類社會交織的複雜關係和重要性，提升跨文化的理解及人文關懷。 

日    期︰  2021年 8月 2、3、4、5及 6日（星期一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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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至中三學生 

 

Creative Digital Art Classroom─3D Basics: Creating Your 3D Cartoon Characters* 

（創意數碼藝術教室──三維基礎：創造您的立體卡通主角） 

Course Code: SP-S41 

Instructor : Each session of this course will be conducted by one of the instructors, Ms. Elaine XAVIER or Mr. Duc-chi HA. Ms. Xavier 

is a graphic designer specialized in br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She has enjoyed painting since she was a little girl. Over 

the years she has explored many new approaches to arts creation. In addition, she is deeply involved in art education and has 

spent one third of her time in Hong Kong promoting digital art for children since 1997. She has also designed several new 

programs that reflect the mix of East and West cultures for this unique city. Mr. Ha is a specialist in publishing, 3D modelling 

and graphics programming. Prior to joining Elaine Xavier Art Studio, Mr. Ha has worked for Reader’s Digest for over 15 

years. In the past few years, he has spent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teaching digital art courses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students. 

Content :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gifted students who enjoy drawing, painting and 3D artwork creation. It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of Creative Digital Art Classroom (CDAC), and covers the essential skills required by other more advanced CDAC courses. 

The instructor will guide students to create their own cartoon characters using the latest 3D computer software. Contents of 

the course include 3D geometry, basic shapes, combination & elimination, sculpting, texturing, shading and finishing. There 

will be six sessions in this course and each will focus on an interesting topic.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master the basics of 3D object creation, 3D printing, Virtual Reality and 3D publishing. This course 

will enhance students’ sensitivity on art, design and visual expression. It will also offer them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nd demonstrate their creativity. 

Date : Jul 19, 21, 23, 26, 28 & 30, 2021 (Mon, Wed & Fri) 

Time : 2:00 p.m. – 5:00 p.m. 

Contact hours : 18 hours (6 sessions) 

Language : English 

Fee : HK$3,960 

Eligibility : Current Secondary 1 to 4 students 

Remarks : Students must bring their own laptop computers togehter with the charger and a 3-button mouse to class (with at least 8GB 

RAM supporting OpenGL 3.3 or above, installed with English version Microsoft Windows 10 or Mac OS X 10.11 operating 

system or above. Window 7, Window 8, Mac OS X 10.10 or older will not be supported). Instructors will install the software 

used in class in each student’s laptop so as to facilitate continual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kills learned in class. 

Tablets, Netbook, Chromebook, MacBook Air and computers equipped with Apple M1 chip are not suitable for this course. 

*This course is similar to ‘Creative Digital Art Classroom─3D Basics: Creating Your 3D Cartoon Characters’ in the Summer Programs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2019 and 2020. 

 

英文字源的典故及其演變 (The Classical Stories and Development of English Etymology)* 

科目編號︰SP-S43 

導    師︰  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歷史）、美國加州大學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古世紀歷史）；張教授 1983年

起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長達三十多年，現為中大歷史系客席副教授，教授的科目包括「西方文化的特

質」、「History for Today」、「中西神話比較」；著作有《中西神話》、《Biographical Notes of the Jesuits in 

Hong Kong》、《字源學英文》及《成語學英文》。張教授為「資優計劃」課程顧問，亦為「資優計劃」設計及

教授不同歷史課程。 

課程簡介︰  我們日常接觸到的英語詞彙，包括英文名字、曆法，以至醫學、法律、數理等學科的專門術語，很多都可在聖

經、希臘羅馬神話和典故中追本溯源。本課程旨在透過追溯西方經典故事及文字（古希臘文、拉丁文），讓學員

認識日常英文字詞的字源和延伸字彙，從而更深刻地掌握英文字義和文字間的關聯，提升英語學習能力和興趣。

舉個例子：字首 Dec 源自拉丁文的 decem，有 ten（十）之意，是羅馬的 10 月。但是，為何現今曆法的

December，不是十月而是十二月呢？原來這與古羅馬崇拜火星戰神有關，因 Mars 是他們的祖先，所以 March 便

是他們的第一個月，如此類推。參與本課程，你會發現英文詞彙的來源是很有趣的！ 

日    期︰  2021年 7月 26、27、28、29及 30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17」、「春季資優課程 2018」和「暑期資優課程 2019」《英文字源的典故及其演變》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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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貫中西──成語中的語言智慧*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nguage Wisdom through Western and Chinese Idioms) 

科目編號︰SP-S44─取消 

導    師︰  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歷史）、美國加州大學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古世紀歷史）；張教授 1983年

起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長達三十多年，現為中大歷史系客席副教授，教授的科目包括「西方文化的特

質」、「History for Today」、「中西神話比較」；著作有《中西神話》、《Biographical Notes of the Jesuits in 

Hong Kong》、《字源學英文》及《成語學英文》。張教授為「資優計劃」課程顧問，亦為「資優計劃」設計及

教授不同歷史課程。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喜歡研習語文及歷史的資優生而設。內容主要探討中西方有趣的成語及其故事，分析成語和人們日常

生活的關係，以及比較中西方共通成語（例如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一鳥在手勝於百鳥在林；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Beauty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情人眼裏出西施；Survival of the 

fittest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的異同。透過講授，故事分享、研習和匯報等活動，學員能加深對中西成語及其

背景的認識，也增強對中英詞彙、字源、字義、文字關聯、語文運用的掌握，提升中英文和翻譯的造諧。課程貫

通中西歷史、文化脈絡，學員除了在語文方面有所增益外，更能了解到不同民族的思考方法，從不同角度理解成

語中的智慧，提升高階思維及研習能力。 

日    期︰  2021年 7月 26、27、28、29及 30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春季資優課程 2019」《學貫中西──成語中的語言智慧》相若。 

 

從經典名句、名曲、演辭、電影學歷史和文化*  

(Learning History and Culture through Songs, Speeches, Movies and Cartoons) 

科目編號︰SP-S45─取消 

導    師︰  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歷史）、美國加州大學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古世紀歷史）；張教授 1983年

起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長達三十多年，現為中大歷史系客席副教授，教授的科目包括「西方文化的特

質」、「History for Today」、「中西神話比較」；著作有《中西神話》、《Biographical Notes of the Jesuits in 

Hong Kong》、《字源學英文》及《成語學英文》。張教授為「資優計劃」課程顧問，亦為「資優計劃」設計及

教授不同歷史課程。 

課程簡介︰  聽音樂和演說、看電影和動漫，都是輕鬆有趣的娛樂享受。若在聽和看的過程中細意觀察、思考、比對和分析，

必能從中學到很多知識和了解不同時代的歷史與文化。本課程旨在透過欣賞和分析歌曲、演辭、電影、動漫的內

容，在互動、有趣的氛圍下，讓學員了解古今中外的歷史，窺探不同時空與地域的文化特色和轉變，學會從生活

細節中獲得知識和智慧。 

日    期︰  2021年 8月 2、3、4、5及 6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春季資優課程 2020」《從經典名句、名曲、演辭、電影學歷史和文化》相若。 

 

漫遊美國歷史文化了解近代歐洲及世界時局  (Touring arou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odern Europe and the World)* 

科目編號︰SP-S46─取消 

導    師︰  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歷史）、美國加州大學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古世紀歷史）；張教授 1983年

起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長達三十多年，現為中大歷史系客席副教授，教授的科目包括「西方文化的特

質」、「History for Today」、「中西神話比較」；著作有《中西神話》、《Biographical Notes of the Jesuits in 

Hong Kong》、《字源學英文》及《成語學英文》。張教授為「資優計劃」課程顧問，亦為「資優計劃」設計及

教授不同歷史課程。 

課程簡介︰  美國立國至今雖然只有二百多年歷史，但它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其歷史發展和文化，與近代歐洲以至整個世界

都有密切關係和具深遠影響。本課程將引領學員探討美國的立國精神，華盛頓總統和林肯總統的思想和事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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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內戰與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流行文化例如樂與怒音樂、國務卿基辛格及中美關係等，讓學員了解和學會分析世

界重要人、事、文化的關係與脈絡，從而提升高階思考能力，以及加深對歷史文化、時局世情的體會。 

日    期︰  2021年 8月 2、3、4、5及 6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17」、「冬季資優課程 2017」、「暑期資優課程 2018」、「春季資優課程 2019」、「暑期資優課程 2019」和
「暑期資優課程 2020」《漫遊美國歷史文化了解近代歐洲及世界時局》相若。 

 

學貫中西──神話裡的智慧*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and Chinese Mythology) 

科目編號︰SP-S47 

導    師︰  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歷史）、美國加州大學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古世紀歷史）；張教授 1983年

起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長達三十多年，現為中大歷史系客席副教授，教授的科目包括「西方文化的特

質」、「History for Today」、「中西神話比較」；著作有《中西神話》、《Biographical Notes of the Jesuits in 

Hong Kong》、《字源學英文》及《成語學英文》。張教授為「資優計劃」課程顧問，亦為「資優計劃」設計及

教授不同歷史課程。 

課程簡介︰  神話記載著遠古族群的生活和想像，具神秘色彩，雖是超自然、非理性，卻隱含邏輯和智慧，更展露古代的民族

精神、文化和哲學，是人們追溯歷史根源的依據。本課程將以講授、討論、電影及音樂分享等形式，帶領學員穿

梭古希臘和中國的神話世界，探討和比較不同文明國度的神話在宇宙創造、人類起源、英雄與戰爭、女神、愛

情、洪水、猛獸、死亡與冥府、命運等主題的歷史背景、特色和理論，讓學員超越時空地域界限，貫通中西歷

史、文化和哲學的脈絡，了解不同民族的思考方法，從神話中尋找智慧，提升高階思維和通識研習能力。 

日    期︰  2021年 8月 9、10、11、12及 13日（星期一至五）2021年 7月 26、27、28、29及 30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16」、「冬季資優課程 2016」、「春季資優課程 2017」、「春季資優課程 2018」、「暑期資優課程 2018」、
「暑期資優課程 2019」、「冬季資優課程 2019」和「冬季資優課程 2020」《學貫中西──神話裡的智慧》相若。 

 

名人大事西洋史 (Influential Men and Events in Western History) 

科目編號︰SP-S48─取消 

導    師︰  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歷史）、美國加州大學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中古世紀歷史）；張教授 1983年

起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長達三十多年，現為中大歷史系客席副教授，教授的科目包括「西方文化的特

質」、「History for Today」、「中西神話比較」；著作有《中西神話》、《Biographical Notes of the Jesuits in 

Hong Kong》、《字源學英文》及《成語學英文》。張教授為「資優計劃」課程顧問，亦為「資優計劃」設計及

教授不同歷史課程。 

課程簡介︰  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本課程旨在讓學員了解由古至今的西洋歷史，從西方的名人與大事，探討

英雄、歷史發展與時局的相互關係。課程內容將涵蓋吉爾伽美什（Gilgamesh）、漢摩拉比（Hammurabi）、亞歷

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凱撒（Julius Caesar）、華盛頓（Georgew Washington）、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林肯（Abraham Lincoln）、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及甘迺迪

（John F. Kennedy）等名人事蹟；文藝復興、科學革命、法國大英命及兩次大戰等國際大事；以及伊索寓言

（Aesop's Fables）和大憲章（Magna Carta）等經典著作，讓學員從人、事、物的印記細看歷史的規律，貫通人事

脈絡，提升思考能力，並對歷史與文化、人與時局的關係有更深的體會。 

日    期︰  2021年 8月 9、10、11、12及 13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至中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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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初體驗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科目編號︰SP-S49─取消 

導    師︰  何頴思──加拿大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一級榮譽學士（心理學）、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碩

士（臨床心理學）、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臨床心理學）。何博士現擔任政府紀律部門臨床心理學家，曾負責為在

囚人士進行心理評估，分析他們的心理需要和制訂治療方向，以減低在囚人士重犯的機會，亦任職其他機構為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提供調適配套服務。 

課程簡介︰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令我們感到費解。本課程旨在讓學員初步認識心理學的不同範疇，藉此幫助學員應用

心理學的知識以了解日常生活的現象，例如錯覺、性格發展、記憶力、行為習慣、羊群心理等。課程以趣味遊

戲、課堂練習、主題短講、心理測試及互動討論等形式進行。 

日    期︰  2021年 7月 24、31日，8月 7、14、21及 28日（星期六）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二至中四學生 

*本科目內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8」、「春季資優課程 2019」、「暑期資優課程 2019」、「冬季資優課程 2019」、「春季資優課程 2020」、
「暑期資優課程 2020」和「冬季資優課程 2020」《心理學初體驗》相若。 

 

科學‧創新‧解難 (Science, Innova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科目編號︰SP-S50 

導    師︰  鍾國昌──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哲學博士（生物學）；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促進中心兼任講

師和「資優計劃」兼職講師、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兼職講師，主要從事海洋生物及魚類的教學和科學研

究工作，曾教授的科目包括「海洋生物學」、「無脊椎動物結構及功能」及「脊椎動物之生活」等生物學課程，

亦曾任教「海洋探秘」、「植物創富及添趣」、「生物拾趣與啟示」等大學通識教育課程。鍾博士於 2005年編譯

《英漢雙解生物學辭典（第二版）》，也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舉辦的海水觀賞魚和蘭花栽培等課程的

導師，以及負責 2007至 2020年度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比賽香港代表隊的培訓工作。 

課程簡介︰  現今世情多變和充滿挑戰，無論是讀書或做事，我們都必須以創新和高超的解難能力來處理學習和工作上的問

題。解難能力由多種元素互動結合而成，其高下往往取決於處事者的知識範疇、分析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富創

意的處事態度、對科學方法的運用、個人經驗累積等因素。科學方法（Scientific Method）是一套用於創造和驗證

科學知識的標準化程序，當中包括對現象的觀察及分析、提出解釋該現象的假說、設計實驗去驗證假說、通過分

析實驗結果去確認或否定假說。本課程旨在以科學方法、邏輯分析、思維模式、創新靈感、解難步驟、解難技

巧、解難態度等範疇的培訓，為學員提供建立解難能力的基礎元素；並透過個案分析和討論、即時評估和回饋，

讓學員在互動的學習環境中，掌握如何運用科學方法和邏輯思維能力來分析奇怪現象，並以創新的角度解決難

題，從而提升學員的科學探究和解難能力。美國曾有一個有趣的例子：汽車製造商接獲用家的投訴，指他們生產

的汽車每逢駛到雪糕店購買雲呢拿雪糕後，便不能起動。你覺得這投訴很荒謬嗎？原來這難題可透過科學方法取

得合理解釋和以創新的態度去妥善解決。你可知道當中的道理？許多類似的個案將等著你來拆解！ 

日    期︰  2021年 8月 3、5、7、10、12及 14日（星期二、四、六）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二至中四學生 

*本科目內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0」《科學‧創新‧解難》相若。 

 

Creative Digital Art Classroom─Web Basics: Introduction to Web Store* 

（創意數碼藝術教室──網站基礎：網店入門） 

Course Code: SP-S51 

Instructor : Each session of this course will be conducted by one of the instructors, Ms. Elaine XAVIER or Mr. Duc-chi HA. Ms. Xavier 

is a graphic designer specialized in br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She has enjoyed painting since she was a little girl. Over 

the years she has explored many new approaches to arts creation. In addition, she is deeply involved in art education and has 

spent one third of her time in Hong Kong promoting digital art for children since 1997. She has also designed several new 

programs that reflect the mix of East and West cultures for this unique city. Mr. Ha is a specialist in publishing, 3D modelling 

and graphics programming. Prior to joining Elaine Xavier Art Studio, Mr. Ha has worked for Reader’s Digest for over 15 

years. In the past few years, he has spent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teaching digital art courses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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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gifted students who have keen interes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articular e-commerce. This 

course covers the essential skills of designing and hosting a web store. Contents of this course include the use of computer 

graphics and multimedia in website design, the administration of web server, computer database and the WordPress web 

application framework. There will be six sessions in this course and each will focus on an interesting topic. Each student 

will be required to design and setup a web store.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master 

the skills of setting up and operating a modern web store. This course will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logical reasoning and 

visual expression. It will also offer them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their creativity. 

Date : Aug 9, 11, 13, 16, 18 & 20, 2021 (Mon, Wed & Fri) 

Time : 2:00 p.m. – 5:00 p.m. 

Contact hours : 18 hours (6 sessions) 

Language : English 

Fee : HK$3,960 

Eligibility : Current Secondary 2 to 4 students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students with background knowledge in digital arts on 

computer drawing, imaging or 3D modelling. For those applicants who have not taken any CDAC course before, please 

submit proof of relevant learning experience along with the application.) 

Remarks : Students must bring their own laptop computers and a 3-button mouse to class (with at least 8GB RAM supporting OpenGL 

3.3 or above, installed with Microsoft Windows 10 operating system or Mac OS X 10.11 or above. Windows 7, Window 8, 

Mac OS X 10.10 or older will not be supported). Instructors will install the software used in class in each student’s laptop 

so as to facilitate continual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kills learned in class. Tablets, Netbook, Chromebook, MacBook 

Air and computers equipped with Apple M1 chip are not suitable for this course. 

This course is similar to ‘Creative Digital Art Classroom─Web Basics: Introduction to Web Store for Beginners’ in the Winter Program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2019. 

 

Celestial Mechanics and Geometry（天體力學與幾何）* 

Course Code: SP-S52 

Instructor : PANG Kam-moon─Dr. Pang,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hysics, is currently Senior Lecturer of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of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He 

designs and teaches a seminar-oriented, reading-intensiv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Dr. Pang had 

been a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at CUHK, and courses taught included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His 

publication includes《天問：宇宙真貌的探索》(co-authored). Dr. Pang is currently Honorary Curriculum Consultant, 

Program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and has designed and taught various physics courses for the program for many years. 

Content : This course aims at providing students basic knowledge of computational astronomy by means of discussions and short 

lectures on topics of geometry and theories in planetary motions, so that students can grasp some significant concepts of 

classical physics and develop conscientious learning attitudes, as well as deepen students’ interests in science. Topics 

includes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and human civilization, geometry, Kepler's laws of planetary motions, Newton laws of 

motions and gravitation. 

Date : Jul 19, 21 & 23, 2021 (Mon, Wed & Fri) 

Time :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Contact hours : 18 hours (3 days) 

Language : English 

Fee : HK$3,960 (lunch NOT included) 

Eligibility : Current Secondary 2 to 5 students 

*This course is similar to ‘Celestial Mechanics and Geometry’ in the Summer Programs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2017, 2018, 2019 and 2020, and Winter 
Program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2020. 

 

基礎相對論 (Basic Relativity)* 

科目編號︰SP-S53 

導    師︰  彭金滿──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物理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通識基礎課程高級講師，設計及教

授以學生閱讀科學經典、寫作和研討為骨幹的通識科目──「與自然對話」。彭博士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

講師，教授天文及天文物理學等課程，著作包括《天問：宇宙真貌的探索》（合著）。彭博士現為「資優計劃」

課程顧問，多年來為「資優計劃」設計和教授不同的物理學課程。 

課程簡介︰  2019 年天文物理學家發佈首張由「事件視界望遠鏡」Event Horizon Telescope (EHT) 拍攝的黑洞照片。這照片真

實地呈現了愛因斯坦在的相對論（Theory of Relativity）中的預測，引起了科學上的討論，牽動不少年輕人對前沿

物理學的興趣。本課程著重數學推演，學習活動包括課堂討論，學生演講和專題研習，讓學員正確地掌握特殊和

廣義相對論的基礎概念和釐清一般誤解和謬誤，藉此培養學生的嚴謹學習態度。課程內容包括相對論的歷史發

展、理論設定、時間與空間、同時性和等效原理等。 

日    期︰  2021年 7月 26、28及 30日（星期一、三、五）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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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二至中五學生 

*本科目內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6」、「暑期資優課程 2017」、「暑期資優課程 2018」和「暑期資優課程 2019」《基礎相對論》相若。 

 

走進邏輯分析世界──合約橋牌進階  

(The World of Logical Thinking─Advanced Contract Bridge) 

科目編號︰SP-S54 

導    師︰  羅家豪──香港大學理學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數學）；曾於中學階段獲選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羅博士曾擔任香港浸會大學數學系講師，現為香港大學數學系講師及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成員，多

年來從事數學競賽培訓工作，包括協助培訓香港代表隊參與數學奧林匹克活動及擔任領隊的工作，亦為「資優計

劃」設計和教授多個數學課程。 

課程簡介︰  在眾多紙牌遊戲中，橋牌被公認為最考驗邏輯分析的遊戲之一。它講求的並不是運氣，而是清晰的思路、周詳的

計劃和仔細的分析，還有同伴之間的溝通和默契。在各種橋牌遊戲中，又以合約橋牌最為流行，世界各地均有地

區性以至國際性的橋牌比賽，合約橋牌更成為第 18 屆亞洲運動會（2018 年）的正式比賽項目。本課程專為對合

約橋牌有基本認識的學員而設，導師將引領學員研究不同的叫牌制度和深入分析不同的牌局，並指導學員如何透

過一些數學計算去提高取勝機會，從而讓學員靈活應用所學的數學知識，以及提升學員的邏輯思維和分析能力。

參加的學員必須熟悉合約橋牌的基本規則、叫牌制度和計分方法。 

日    期︰  2021年 8月 7、14及 21日（星期六）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三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二至中五學生（完成《走進邏輯分析世界──合約橋牌入門》的學員將獲優先考慮） 

 

經濟學特區 (Economics Zone)* 

科目編號︰SP-S56 

導    師︰  鍾子毅──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經濟學）、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碩士及博士（商業經濟學）；現為香港中

文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高級講師，曾任職於香港大學經濟財務學院，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曾教授科目

包括經濟思想史、數學經濟、統計、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工業結構、商業經濟學、通識教育科等。鍾博士

熱心研究和教學，以故事和日常生活解釋經濟及商業理論，多次擔任「資優計劃」經濟學課程導師。 

課程簡介︰  不論是落後地區或先進社會，有人的地方都有很多經濟活動。經濟學怎樣去研究人類的政治、社會、商業、經濟

活動呢？本課程專為中學資優學生設計，透過課堂、閱讀、故事、個案、討論、政策分析及商業應用等，讓學員

了解經濟學的思想方法，經濟學怎樣思考生產分配問題等，也讓學員了解大學裏修讀經濟科的學習方向和畢業的

出路。本課程的課題包括：甚麼是經濟學？甚麼是科學方法？甚麼是經濟制度？甚麼是效率和均衡？甚麼是有效

率的生產和資源分配？甚麼是市場失敗？政府角色應是甚麼？ 

日    期︰  2021年 7月 17、24及 31日（星期六）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三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三至中六學生（適合對經濟學有興趣、喜愛討論及思考的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7」、「春季資優課程 2018」、「暑期資優課程 2018」、「冬季資優課程 2018」、「暑期資優課程 2019」和
「冬季資優課程 2019」《經濟學特區》相若。 

 

數論初探 (Introduction to Number Theory)* 

科目編號︰SP-S57 

導    師︰  吳銘豪──香港大學理學士（數學）、哲學碩士（數學）及哲學博士（數學）；曾任職於香港大學數學系，現為

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教學助理，主要研究解析數論，課題包括自守形式及 L-函數。 

課程簡介︰  數論是一門古老的學問。數論問題在敍述上淺顯易明，千百年以來無數能人志士前仆後繼嘗試攻克，成為現今數

學界的發展動力。數論除了推動純數學發展外，於密碼學上更是大放異彩。因密碼學需利用到大量的專門數論知

識，學員可透過是次課程對數論有初步瞭解，對日後銜接各個學科大有裨益。本課程專為對數論感興趣的資優生

而設，旨在讓學員認識高中數學課程範圍以外的基礎數論課題，並了解經典數論的一些著名定理。課程的內容包

括：歐基里德算法、質數、一次同餘方程、費馬小定理、歐拉定理及威爾遜定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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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2021年 7月 17、24及 31日（星期六）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三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三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0」《數論初探》相若。 

 

犯罪心理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 Psychology)* 

科目編號︰SP-S59─取消 

導    師︰  何頴思──加拿大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一級榮譽學士（心理學）、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碩

士（臨床心理學）、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臨床心理學）。何博士現擔任政府紀律部門臨床心理學家，曾負責為在

囚人士進行心理評估，分析他們的心理需要和制訂治療方向，以減低在囚人士重犯的機會，亦任職其他機構為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提供調適配套服務。 

課程簡介︰  本課程主要介紹與犯罪行為相關的心理疾患和研究犯罪人士的思想及意圖，並探討幾種常見的罪行（例如暴力、

偷盜、縱火、反社會型人格、連環殺人和性成癮）及其相關的心理疾患和心理特徵。透過講授、趣味查案、心理

測試及互動討論等課堂活動，讓學員認識各種犯罪心理和思想模式，學習分析日常生活中遇見的犯罪行為和小蠱

惑（例如考試作弊、偷竊及打鬥等），並嘗試找出有效方法以避免自己或他人作出相同或相關的不良行為。 

日    期︰  2021年 7月 24、31日，8月 7、14、21及 28日（星期六）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三至中六學生（完成《心理學初體驗》的學員將獲優先考慮）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7」、「春季資優課程 2018」、「暑期資優課程 2018」、「冬季資優課程 2018」、「春季資優課程 2019」、
「暑期資優課程 2019」、「春季資優課程 2020」、「暑期資優課程 2020」、「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犯罪心理學導
論》相若。 

 

電影與人生 (Film and Life)* 

科目編號︰SP-S60 

導    師︰  方浩然──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學）、香港大學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比較文學）；曾任職於香港

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主要任教流行文化

及媒體研究、批判及創意思維等科目。方博士的個人興趣、研究和教學均圍繞文學、電影及文化理論。 

課程簡介︰  電影是一個具有哲學內涵的媒介，它不只是一項娛樂，亦是訓練我們思考的工具。本課程通過閱讀流行電影，刺

激學員思考人生，以及探討真相的可能，主題包括：〈一〉從《A1Headline》思考新聞與尋找真相的可能；

〈二〉從《西遊記》討論時間和真相的關係；〈三〉從《In the House》思考現實與虛幻的分別；〈四〉從《妄

想》和《Memento》，探討尋找真相所付出的代價；以及〈五〉《Being John Malcovich》，討論「當我進入了別

人的腦袋中生存，我會是誰呢?」。透過電影欣賞、積極思考和深入討論，讓學員由電影及其豐富的人生哲學內

涵中，開拓省思人生的視野，學會從不同角度了解我們所處的當下，從而提升自我生命省思能力和人文素養，並

從電影解析中激發學員的創造力、綜合能力、分析能力和批判能力。 

日    期︰  2021年 8月 2、4、6、9、11及 13日（星期一、三、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三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7」和「冬季資優課程 2018」《電影與人生》相若。 

 

遊戲與數學──博奕論初探 (Games and Mathematics─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科目編號︰SP-S61 

導    師︰  劉智軒──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數學）、哲學碩士（數學）和學位教師教育文憑，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數

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講師，主要研究複幾何，並教授高等微積分、線性代數及博奕論。劉博士擁有豐

富的資優教育經驗，亦曾擔任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代表隊領隊及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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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著名數學家 John Nash 於 1951 年發表了一篇關於博奕論的重要論文。這篇論文使他於 1994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

獎；他的傳奇故事更被拍成電影《有你終生美麗》。博奕論是研究最佳策略的一套理論，它在經濟、生物、政

治、電腦及社會學有重要和廣泛的應用。本課程會探討一些數學遊戲和它們背後的原理，並透過這些遊戲及經典

的「囚徒困境」介紹博奕論的基本概念，讓學員學習如何運用博奕論尋找最佳策略及將之應用於日常生活和學

習。 

日    期︰  2021年 8月 2、3、4、5、6及 7日（星期一至六）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三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7」、「春季資優課程 2018」、「暑期資優課程 2018」、「冬季資優課程 2018」、「暑期資優課程 2019」、
「冬季資優課程 2019」、「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遊戲與數學──博奕論初探》相若。 

 

透視異常心理學 (Looking into Abnormal Psychology)* 

科目編號︰SP-S73 

導    師︰  李運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碩士（臨床心理學）；現職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臨床及健康心理學中心」

臨床心理學家，處理個案包括兒童及青少年情緒和行為問題、成人情緒障礙及壓力處理等；曾主講有關精神健康

的講座和工作坊，並擔任「資優計劃」多個課程的導師。 

課程簡介︰  本課程以心理學理論為基礎，分析不同的心理健康問題及其治療方法。課程內容包括：「正常」和「異常」的定

義，思覺失調及情緒障礙的成因及治療方法，兒童及青少年成長階段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等。上課形式包括講

授、個案分析，以及小組討論等。 

日    期︰  2021年 8月 6、11、13、18及 20日（星期五、三） 

時    間︰  2:00 p.m. – 4:30 p.m. 

上課時數︰  12.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2,75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三至中六學生（完成《心理學初體驗》的學員將獲優先考慮）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18」和「暑期資優課程 2019」《透視異常心理學》相若。 

 

桑德爾哲學與當代社會 (Sandel’s Philosophy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科目編號︰SP-S62─取消 

導    師︰  郭偉文──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物理）、哲學碩士（哲學），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語言學哲學）。郭博士

曾擔任汕頭大學文學院整合思維項目主任和副教授，也曾於香港多所大專院校任教各類邏輯、思考方法、科學哲

學、倫理學、語言學等課程。郭博士熱愛自由、思考和理解世界，是《立場新聞》、《眾新聞》和《獨立媒體》

的博客，主張培養獨立思考、理性思維的態度和技能。 

課程簡介︰  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是國際享負盛名的哲學家，其在哈佛大學關於正義的公開課可說在國際知識社群中家

傳戶曉。他有一些剖析當代社會問題的普及哲學著作，例如《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和《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本課程會選讀上述著作中文譯本

的其中一些章節，並進行硏討，從而引導學員進入桑德爾的哲學世界，從哲學的角度剖析一些當代社會的重要議

題，以及訓練學員的理性思維與交流能力。 

日    期︰  2021年 8月 7、11、14、18、21、25及 28日（星期六、三）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21小時（7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62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三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桑德爾哲學與當代社會》相若。 

 

從新聞傳播走向通識探究學習 (From Journalist Training to Enquiry Learning)* 

科目編號︰SP-S63 

導    師︰  李九如──前任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部（ABC News）亞洲區新聞片編輯。李導師自 1971 年開始從事美國電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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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採訪工作，涉及的議題十分廣泛及多元化，見証不同歷史性事件，包括越戰、海灣戰爭等，走訪過北韓、伊

拉克、阿富汗、古巴，涉足地域跨越亞洲，也體驗科技的進步為新聞採訪提升工作效率。在三十多年的採訪編輯

生涯中，李導師製作了許多獲大眾欣賞及業界肯定的新聞故事，並贏取了多項新聞大獎，包括三次艾美獎。現

時，李導師積極與年輕一代分享各種新聞片的製作手法，以及國際電視新聞機構所採用最新的製作器材及軟體。 

課程簡介︰  本課程以新聞製作訓練為主題，旨在提升學員對身邊事物的敏感度和社會觸覺，並擴闊其國際視野及聯繫，培養

多角度思維和分析能力，提升寫作和表達能力。課程內容包括環球新聞報導及其重要、傳媒道德與操守、電視新

聞管理與運作、故事專訪、報導、新聞稿寫作、拍攝及剪接技巧等。為實踐所學，學員將組成不同採訪小組，透

過採訪、拍攝故事及製作短片，學習如何搜集和分析資料，掌握事實，從多角度審視議題，並運用恰當和清晰的

方法表達信息。課程不但能加強學員對新聞傳播的興趣和認識，也能增強議題探究能力、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

態度，以及提升掌握通識課程所需的技巧。 

日    期︰  2021年 8月 17、19及 24日（星期二、四、二）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三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185（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三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18」和「冬季資優課程 2018」《從新聞傳播走向通識探究學習》相若。 

 

現代代數入門 (Introduction to Modern Algebra)* 

科目編號︰SP-S64 

導    師︰  李俊捷──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數學）、美國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哲學博士（數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數學

系講師，主要研究數論、自守函數及表示論，並教授高等微積分、線性代數及數論等課程。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對代數感興趣的資優生而設，旨在讓學員認識高中數學課程範圍以外的代數課題，並了解現代代數的

一些基本思路。課程的內容包括：二項式定理的推廣、組合數學、nk 的求和、複數及其幾何意義、三次及四次程

的求解、高次方程的近似求解、根與方程係數的關係、對稱多項式、線性方程組、圓規直尺的作圖問題等。 

日    期︰  2021年 8月 20、21、23、24、25及 26日（星期五至六、星期一至四）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三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內容與「春季資優課程 2019」、「暑期資優課程 2019」和「冬季資優課程 2019」《現代代數入門》相若。 

 

Future Law: How Will Law Change to Keep Up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rse Code: SP-S66 

Instructor : Steven Brian GALLAGHER─LLB (Hons), LLM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and Financial Law), Barrister, and PGCHE. Prof. 

Gallagher was called to the Bar of England and Wales by Gray’s Inn in 2006, and currently is Professor of Practice in Law 

and Associate Dean (Teaching & Learning) at the Faculty of Law, CUHK. Prof. Gallagher teaches equity and the law of 

trusts, land law, and art and cultural heritage law to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n the LLB, LLM and JD 

programs, and regularly provides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eminars for solicitors in Hong Kong.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quity and the law of trusts, art, antiquities,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law. 

Content : This course will consider the challenges facing our world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es at a rate that outpaces the law 

which is intended to protect and serve us. The course will consider the problems facing law and lawyers when they are asked 

by clients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and benefits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bring. We will consider the latest 

advances and anticipated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the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that may follow. In particular 

the course will consider (a) advances in medicine: research using embryos and stem cells, DNA mapping, bioengineering, 

med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profit, the issues that arise from living longer or even forever; (b) making 

humans and super humans: in vitro fertilization,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bionics; (c) resurrecting the dead: cryonic 

preservation; (d) saving the planet and feeding the world: no plastics, limitless clean energy and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tuffs; (e) making machines think: from self-driving cars and automated weapons to independent 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including the replacement of lawyers and judges); (f) space exploration and colonization; (g) extra-terrestrial 

visitors; (h)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free-access, privacy, fake stories and policing the internet; and (i) semiconductors, 

5G technology, and supercapacitors: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All of these advances and possibilities bring ethical 

considerations and concerns, and may raise legal issues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course - particularly they may identify 

gaps in the law as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aise issues that have never been considered before. The course will 

also consider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pandemic, COVID-19, on the law and being a lawyer. In conclusion we will consider 

the future for law and lawyers with more use of technology in law and the claim that we may be facing the end of lawyers. 

Date : Jul 28, 29, 30 (WD) & 31 (AM),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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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28/7, 29/7 & 30/7); 10:00 a.m. – 1:00 p.m. (31/7) 

Contact hours : 21 hours (3.5 days) 

Language : English 

Fee : HK$4,620 (lunch NOT included) 

Eligibility : Current Secondary 4 to 6 students 

*This course is similar to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for a Brave New World: Science, Ethics and the Law’ in the Spring Program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2017, and ‘Future Law: How Will Law Change to Keep Up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Winter Program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2018, and 

Spring Program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2021. 

 

生物化學與疾病 I (Biochemistry and Disease I)* 

科目編號︰SP-S67 

導    師︰  羅輝恒──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生物化學）、哲學博士（生物化學）；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講師。

羅博士自 2009年起在中大任教生物化學課程及碩士課程、大學和書院的通識教育課程，教授科目包括臨床生物化

學、分子內分泌學、神經科學概論實驗、免疫學和血液學實驗等。除日常教學工作外，羅博士亦兼任香港中文大

學理學院少年英才科學院（Science Academy for Young Talent）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課程導師，以及參與本地和

海外之公職服務和交流，積極推動資優教育和科普教育。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對生命科學和醫學感興趣的高中資優生而設，是應用生物化學的進階課程。「生物化學」是從分子層

面研究並解釋生命種種現象的一門基礎學科，其相關知識對研習生命科學或從事醫學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本課

程旨在讓學員能在中學所學到的生物學和化學的基礎知識之上，就生物化學在醫學上的應用，作進一步探索。課

程內容包括（1）基本生物化學和生理學、（2）肝臟和腸胃疾病、（3）血液成份和血液相關疾病，以及（4）心

臟問題相關的知識。 

日    期︰  2021年 8月 21及 28日（星期六）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2小時（兩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2,64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四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9」《生物化學與疾病 I》相若。 

 

生物化學、免疫與感染 I (Biochemistry, Immunity and Infections I) 

科目編號︰SP-S68 

導    師︰  羅輝恒──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生物化學）、哲學博士（生物化學）；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講師。

羅博士自 2009年起在中大任教生物化學課程及碩士課程、大學和書院的通識教育課程，教授科目包括臨床生物化

學、分子內分泌學、神經科學概論實驗、免疫學和血液學實驗等。除日常教學工作外，羅博士亦兼任香港中文大

學理學院少年英才科學院（Science Academy for Young Talent）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課程導師，以及參與本地和

海外之公職服務和交流，積極推動資優教育和科普教育。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對生命科學和醫學感興趣的高中資優生而設，是「生物化學與疾病」的進階課程。「生物化學」及

「免疫學」是從分子和細胞層面研究並解釋生命種種現象的一門基礎學科，其相關知識對研習生命科學或從事醫

學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本課程旨在讓學員能在中學所學到的生物學和化學的基礎知識之上，就生物化學及免疫

學在醫學上的應用，作進一步探索。課程內容包括（1）基礎生物化學和免疫學、（2）炎症反應簡介、（3）細

菌和病毒感染的生化理論，以及（4）細菌和病毒感染的免疫反應和治療。 

日    期︰  2021年 7月 17及 24日（星期六）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2小時（兩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2,640（不包括午膳費用）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五及中六學生 

 

對抗細菌和病毒──免疫系統知多點*  

(Fighting Against Bacteria and Viruses – Know More About Our Immune System) 

科目編號︰SP-S69 

導    師︰  江紹佳──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榮休教授，現仍負責教授免疫學、分析生物化學及生物工程。科研方面，

江教授主要研究細胞如何繞過死亡機理，成為不死的癌細胞，以及如何將 DNA 用作抗體，作疾病的檢測和生物

工程之用。江教授致力普及科學教育，為「資優計劃」的課程顧問，多年來為「資優計劃」設計和教授生物化學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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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介紹我們的免疫系統與細菌和病毒的關係，致病體如 2019新型冠狀病毒對我們健康的影響等。課程內

容包括介紹免疫系統的結構與功能、抗原的概念、免疫系統中的免疫細胞如 T 細胞、B 細胞和抗體如何合作抗

病，以及疫苗運作的原理等。學員將透過講授及討論等，了解免疫系統如何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當免疫系統的

反應過強和過弱時所帶來的病變，從中學會如何保護身體，免於感染的知識。 

日    期︰  2021年 8月 16、17、18、19及 20日（星期一至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300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五及中六學生（適合高中課程有修讀生物科的學生報讀）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對抗細菌和病毒──免疫系統知多點》相若。 

 

 

 小學組（線上課程） 

 

Digital Story Studio─Voices from the Homeless Animals─Online Course* 

Course Code: SP-P04K 

Instructor : Pamelia NG─Ms. Ng obtained her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 and MA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She served as 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 of the Jockey Club“Giftedness 

Into Flourishing Talents”Project in CUHK. Ms. Ng is an experienced English teacher and was the Assistant English Panel 

Head of a primary school. Her interactive and communicative teaching approaches empower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hrough the stimulating and authentic contexts, together with her enthusiasm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lessons conducted by Ms. Ng are learner-centered which involve meaningful communication. 

Content : This course aims at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opinions through Digital Storytelling. 

Digital Storytelling is a powerful and engaging tool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Besides empowering students’ skills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it also stimulates their creativity. Through the exposure to a current social issue – the rising population 

of homeless animals, students will explore the causes of the issue by visiting an organization which works for the homeless 

animals. To further develop their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al and communicative skills, students will work interactively in 

various writing and speaking activitie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each student will produce a Digital Story about the homeless 

animals on the computer with images and background music. (There will be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homeless animals by a virtual visit of a homeless animal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course.) 

Date : Jul 19, 21, 23, 26, 28 & 30, 2021 (Mon, Wed & Fri) 

Time : 9:30 a.m. – 12:30 p.m. 

Contact hours : 18 hours (6 sessions) 

Language : English 

Fee : HK$4,060 (Online Course) 

Eligibility : Current Primary 3 and 4 students 

Remarks : Notebook or desktop computer is required. Tablet is not suitable for this course. 

*This course is similar to ‘Digital Story Studio─Voices from the Homeless Animals’ in the Summer and Winter Programs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2020. 

 

從數學走進藝術創作世界（線上課程）*  

(Interesting Mathematics in Visual Arts─Online Course) 

科目編號︰SP-P05K 

導    師︰  鄭靜儀──香港大學理學士（數學）、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文學士（雕塑）及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

士。鄭導師曾在香港藝術學院教授雕塑課程，以及在中學教授數學多年，對數學和藝術有濃厚的興趣，並設計結

合數學和藝術的課程，實驗以創新的方法，突破一般課堂的教學方式，開拓教與學的新思維。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喜歡數學和視覺藝術的資優學生而設，讓學員在藝術作品中尋找數學的足跡，並將數學的美妙應用於

藝術創作。導師將透過指導學員觀賞和分析藝術作品，共同探討當中的數學元素和概念，例如數字運算、比例、

幾何、對稱及變形等，並引導他們運用相關元素進行平面設計、繪畫及立體創作。藉著探索及創作體驗，引發學

員的好奇心，以及增強他們對數學及視覺藝術的觀察力和創造力。 

日    期︰  2021年 7月 19、21、23、26、28及 30日（星期一、三、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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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三及小四學生 

備    註︰  學員須自備剪刀、膠水、鉛筆刨、木顏色筆和基本文具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9」、「春季資優課程 2020」、「暑期資優課程 2020」、「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
《從數學走進藝術創作世界》相若。 

 

從數學走進藝術創作世界（進階班）（線上課程）  

(Interesting Mathematics in Visual Arts─Advanced Course─Online Course)* 

科目編號︰SP-P19K 

導    師︰  鄭靜儀──香港大學理學士（數學）、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文學士（雕塑）及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

士。鄭導師曾在香港藝術學院教授雕塑課程，以及在中學教授數學多年，對數學和藝術有濃厚的興趣，並設計結

合數學和藝術的課程，實驗以創新的方法，突破一般課堂的教學方式，開拓教與學的新思維。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完成《從數學走進藝術創作世界》的資優學員而設，並歡迎對數學和視覺藝術有興趣的資優學員參

加，讓學員繼續探索數學與視覺藝術創作的關係。導師將指導學員透過觀賞和分析藝術作品，共同探討當中的數

學元素和概念，例如數字排列、分形、黃金分割、幾何圖形、立體圖形及其摺紙圖樣等，並引導他們運用相關元

素進行平面設計、繪畫、立體摺疊紙卡及立體圖形創作等。藉著探索及創作體驗，引發學員享受親自動手製作的

樂趣，以及增強他們對數學及視覺藝術的觀察力和創造力。 

日    期︰  2021年 8月 2、4、6、9、11及 13日（星期一、三、五）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線上課程）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四至小六學生（完成《從數學走進藝術創作世界》的學員將獲優先考慮） 

備    註︰  學員須自備剪刀、膠水、鉛筆刨、木顏色筆和基本文具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0」和「 冬季資優課程 2020」《從數學走進藝術創作世界（進階班）》相若。 

 

生活中的數學、遊戲與解難─A班（線上課程）*  

(Mathematics, Games and Problem-solving in Daily Life─Class A─Online Course) 

此課程本期設有 A、B班方便學生報讀，內容一致，但上課日期不同。 

 

導    師︰  林君恒──香港中文大學一級榮譽理學士（數學）和哲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哲學博士（數學）；現為美國薩凡

納藝術設計學院數學教授，主要研究微分幾何和偏微分方程；曾在香港教育學院教授小學教師文憑課程，以及在

大學擔任研究生指導教授和教授高等微積分、微分方程等大學數學科目。 

課程簡介︰  很多人把數學、數字、方程、抽象和困難看為同義詞，所以很多時會認為數學是抽象、困難和乏味的。其實，極

大部分的數學問題是源自於生活的不同需要；數學亦是解難的一種方法，若能投入其中，了解數學的精妙之處，

便能在解難過程中享受無窮樂趣。本課程旨在運用不同方法、日常生活和科學例子，透過遊戲、分組活動和討

論，帶領學員進入和理解神奇的數學世界，發掘數學的趣味和應用。 

A班 

科目編號︰ SP-P23AK 

日    期︰  2021年 7月 19、20、21、22、23、24及 26日（星期一至六、星期一）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B 班 

科目編號︰ SP-P23BK 

日    期︰  2021年 8月 21、23、24、25、26、27及 28日（星期六、星期一至六）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21小時（7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620（線上課程）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五及小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9」、「春季資優課程 2020」、「暑期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生活中的數學、遊戲與解
難》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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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筆可言──故事創作訓練班（線上課程）*  

(Be a Good Story Writer in Chinese─Online Course) 

科目編號︰SP-P24K 

導    師︰  陳柏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文學士、哲學碩士（中國古籍）；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學系博士候

選人。陳導師曾在香港中文大學等大專院校任教文學及語文課程。陳導師在中國古籍研究以外，亦對創意寫作有

相當心得，曾多次在徵文比賽獲獎。 

課程簡介︰  本課程結合遊戲、即時創作等活動，引導學員練習謀篇佈局技巧，並藉課堂上公開欣賞其他學員的作品，達致互

相學習之效。故事是世界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由創世神話、記載一國一家興亡的信史，至平民的悲歡離合、街談

巷議的愛恨情仇，無不以故事為載體或公或私地呈現在別人（讀者）面前。故事內涵自由寬廣，無所不包，舉凡

敘事、描寫、抒情，以至說明、議論，皆可入文。寫作故事可反映為文者的構思、組織及表達能力，是創作學習

的核心項目。學員在課上將可提升自身的觀察、分析、批判、語文寫作和表達能力。 

日    期︰  2021年 7月 19、20及 21日（星期一至三）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三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線上課程）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五及小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0」、「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妙筆可言──故事創作訓練班》相若。 

 

精「彩」建築師（線上課程） (Colour in Architecture─Online Course)* 

科目編號︰SP-P27K 

導    師︰  莫京喬──香港大學建築學學士、文物保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文憑（視覺藝術）；曾任職中小學及幼兒美

術教師，與孩童結伴成長。莫導師專長視覺藝術，其藝術作品曾於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及澳門「創意空間」展

出，亦致力研究空間智能、創意發展和資優學生的藝術教育。 

課程簡介︰  建築學以人為本，透過空間設計務求改善人們的生活。研習的題材不限於建築物，亦包括生活用品、室內設計、

空間規劃等。課程導師將引領學員由自身出發，從日常生活經驗所接觸的生活用品 、建築設計，以及環境空間

入手，以最喜歡的色彩、人、事或物為創作靈感，設計出充滿色彩、具創意又照顧人們需要的驚喜作品，為生活

注入人性價值和趣味。學員完成課程後，將能掌握空間設計的概念和顏色的應用，並學會尊重人與人、環境和文

化融和共存的關係。 

日    期︰  2021年 7月 24、31日，8月 7、14、21及 28日（星期六）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160（線上課程）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五及小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春季資優課程 2021」《精「彩」建築師》相若。 

 

生活中的數學、遊戲與解難（進階班）（線上課程）*  

(Mathematics, Games and Problem-solving in Daily Life─Advanced Course─Online Course) 

科目編號︰SP-P29K 

導    師︰  林君恒──香港中文大學一級榮譽理學士（數學）和哲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哲學博士（數學）；現為美國薩凡

納藝術設計學院數學教授，主要研究微分幾何和偏微分方程；曾在香港教育學院教授小學教師文憑課程，以及在

大學擔任研究生指導教授和教授高等微積分、微分方程等大學數學科目。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完成《生活中的數學、遊戲與解難》並希望學習更多數學解難方法的學員而設。大部分的數學問題是

源自於生活的不同需要；數學亦是解難的一種方法，若能投入其中，了解數學的精妙之處，便能在解難過程中享

受無窮樂趣。本課程旨在運用不同方法、日常生活和科學例子，透過遊戲、分組活動和討論，帶領學員進入和理

解神奇的數學世界，發掘數學的趣味和應用。本進階班將更深入地探討數學在不同領域的應用，透過個人研習和

小組討論嘗試解決不同類型的問題，從而學會更多常規課程以外的數學知識和解難技巧。 

日    期︰  2021年 7月 27、28、29、30、31日，8月 2及 3日（星期二至六、星期一至二）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21小時（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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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620（線上課程） 

申請資格︰  現就讀小五及小六學生（完成《生活中的數學、遊戲與解難》的學員將獲優先考慮）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0」《生活中的數學、遊戲與解難（進階班）》相若。 

 

 

 中學組（線上課程） 

 

 

高等數學入門──數學與科學世界（線上課程）*  

(Introduction to Advanced Mathematics─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Online Course) 

科目編號︰SP-S40K 

導    師︰  林君恒──香港中文大學一級榮譽理學士（數學）和哲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哲學博士（數學）；現為美國薩凡

納藝術設計學院數學教授，主要研究微分幾何和偏微分方程；曾在香港教育學院教授小學教師文憑課程，以及在

大學擔任研究生指導教授和教授高等微積分、微分方程等大學數學科目。 

課程簡介︰  數學不僅是一門獨立學科，也是一種共通語言，科學、工程學、經濟學、商科，甚至文化藝術都需要利用數學去

準確描述它們的理論和解決各種難題。本課程旨在讓學員初探高等數學和它在其他領域的應用，內容涵蓋代數、

線性代數、三角與幾何、組合數學、或然率及微積分先修等。學員除能加強高等數學入門知識和能力外，也會以

獨自或分組形式，嘗試運用數學方法解決物理、經濟、電腦科學等難題，從而提升解難、溝通及與人合作的能

力。學員更能從中了解不同科學的內容，探索自己的興趣，有助將來選擇合適的高中和大學路向。 

日    期︰  2021年 8月 12、13、14、16、17、18及 19日（星期四至六、星期一至四）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21小時（7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620（線上課程）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至中三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0」、「冬季資優課程 2020」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1」《高等數學入門──數學與科學世界》相若。 

 

夢想‧建築師（線上課程） (Realizing Dreams in Architecture─Online Course)* 

科目編號︰SP-S42K 

導    師︰  莫京喬──香港大學建築學學士、文物保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文憑（視覺藝術）；曾任職中小學及幼兒美

術教師，與孩童結伴成長。莫導師專長視覺藝術，其藝術作品曾於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及澳門「創意空間」展

出，亦致力研究空間智能、創意發展和資優學生的藝術教育。 

課程簡介︰  偉大的建築都是由富夢想的建築師所設計。本課程將透過音樂、顏色和形態等不同藝術創作元素，啟發學員的設

計概念和創作夢想，藉此提升學員的想像力、敏覺力和創意。課程內容包括概念建構、藝術創作及模型製作，讓

學員創作和展現他們的夢想建築，並從研習著名建築作品和點評朋輩課堂設計，加強學員的建築美學鑑賞能力和

批判力。有意成為建築師或對藝術設計有濃厚興趣的同學，齊來創作和體驗建築夢想之旅！ 

日    期︰  2021年 7月 24、31日，8月 7、14、21及 28日（星期六） 

時    間︰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6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160（線上課程）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一至中四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春季資優課程 2021」《夢想‧建築師》相若。 

 

高等數學入門──微積分（線上課程）*  

(Introduction to Advanced Mathematics─Calculus─Online Course) 

科目編號︰SP-S55K 

導    師︰  林君恒──香港中文大學一級榮譽理學士（數學）和哲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哲學博士（數學）；現為美國薩凡

納藝術設計學院數學教授，主要研究微分幾何和偏微分方程；曾在香港教育學院教授小學教師文憑課程，以及在

大學擔任研究生指導教授和教授高等微積分、微分方程等大學數學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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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對微積分感興趣的資優生而設，以幫助學員掌握高等數學的入門知識。微積分是高等數學和大部分科

學的入門基石，是研究科學、工程、經濟及很多其他學科的重要數學工具。本課程旨在深化及補充中學數學課程

的內容，提供機會讓資優學員學習導數、微分、積分的重要概念及其應用。 

日    期︰  2021年 8月 4、5、6、7、9、10及 11日（星期三至六、星期一至三） 

時    間︰  9:30 a.m. – 12:30 p.m. 

上課時數︰  21小時（7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4,620（線上課程）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三及中四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0」《高等數學入門──微積分》相若。 

 

Creative Architect: Line in Architecture─Online Course創新建築師──接「築」在線（線上課程）  

Course Code: SP-S58K 

Instructor : Ada MOK─Ms. Mok obtained her BA degree in architectural studies and MSc degree in conserv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plus PGDE majored in visual arts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has keen interest 

in visual arts, and her creative artworks were exhibited in the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of HKU and Creative 

Macau. Ms. Mok is currently an art teacher with special interests in spatial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development and arts 

education for gifted students. 

Content : Line is an important design element in architecture. In great architectural designs, there are beautiful line components.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create line drawings and artworks which enable them to read space from line, plane to volume 

sensibly. Creative art training which cover (1) interesting quick sketches exercise, (2) creative line drawing activity with 

organic composition of lines, and (3) appreci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architectural masterpieces across cultures would 

inspire students to create their architectural design with vision. Students with high creativity, strong art talents, and keen 

interest in architecture are invited to join this course. Let’s create lines, experience space, sharpen our spatial intelligence, 

and learn to be a creative architect in future. 

Date : Jul 22, 29, Aug 5, 12, 19 & 26, 2021 (Thu) 

Time : 9:30 a.m. – 12:30 p.m. 

Contact hours : 18 hours (6 sessions) 

Language : English supplemented with Cantonese 

Fee : HK$4,160 (Online Course) 

Eligibility : Current Secondary 3 to 6 students 

 

正向心理學（線上課程） (Positive Psychology─Online Course)* 

科目編號︰SP-S72K 

導    師︰  李運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碩士（臨床心理學）；現職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臨床及健康心理學中心」

臨床心理學家，處理個案包括兒童及青少年情緒和行為問題、成人情緒障礙及壓力處理等；曾主講有關精神健康

的講座和工作坊，並擔任「資優計劃」多個課程的導師。 

課程簡介︰  過往，臨床心理學家都集中辨識及治療精神及心理疾病，協助受助者解決心理困擾和減輕痛苦；但以美國著名學

者 Dr. Martin Seligman 為首的心理學家發現，減輕痛苦並不足以使人生活得幸福愜意，提升個人幸福感才是令人

身心健康、人際關係和諧及提升工作效能的重要元素。因此，心理學家近年致力研究和發展正向心理學，結果發

現我們不單可以選擇快樂，也可從學習正面思考中取得快樂。本課程將講授正向心理學的最新研究及發展，並透

過個案分析、體驗活動和小組討論等不同形式的活動，讓學員認識和發掘個人正面、良好特質，學習一些提升快

樂的技巧，建立正面情緒，做個開心快樂人。 

日    期︰  2021年 7月 31日，8月 7、14、21及 28日（星期六） 

時    間︰  2:00 p.m. – 4:30 p.m. 

上課時數︰  12.5小時（5節）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2,750（線上課程）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三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7」和「春季資優課程 2020」《正向心理學》相若。 

 

古今一揆──古代中國思想與現代生活（線上課程）*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and Modern Life─Online Course) 

科目編號︰SP-S65K 

導    師︰  陳柏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文學士、哲學碩士（中國古籍）；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學系博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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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陳導師曾在香港中文大學等大專院校任教文學及語文課程。陳導師在中國古籍研究以外，亦對創意寫作有

相當心得，曾多次在徵文比賽獲獎。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專為對文史哲有興趣的學員而設，旨在引導學員分析古代中國思想的重要經典，探討其對現代生活的啟

示。本課程將引領學員了解《易經》基本概念並簡介最古老的占筮方法，又將選讀《莊子》、《呂氏春秋》等先

秦道家、雜家兩大類經典古籍，探討「逍遙」、「自然」、「貴生」、「必己」等古代思想對現代生活的啟示，

例如如何面對困難、經歷失敗時如何自處。藉著小組討論、創作、分享等活動，讓學員建立自身對古代中國思想

及處世哲學的理解，並重新省思生命，思考古代學問與現代社會的關係。 

日    期︰  2021年 7月 26、27及 28日（星期一至三） 

時    間︰  10:00 a.m. – 1:00 p.m. & 2:00 p.m. – 5:00 p.m. 

上課時數︰  18小時（三天） 

授課語言︰  粵語 

學    費︰  HK$3,960（線上課程） 

申請資格︰  現就讀中四至中六學生 

*本科目内容與「冬季資優課程 2018」和「暑期資優課程 2019」《古今一揆──古代中國思想與現代生活》相若。 

 
 

 

 

 

 

 

 

家長講座 

 

為方便「暑期資優課程 2021」申請人家長的參與，下列家長講座與課前評估同時段舉行。當家長選定參

加講座的日期後，「資優計劃」會安排其報讀「暑期資優課程 2021」的子女於同時段出席課前評估。 
 

講座：香港資優教育現況和相關資源 (Gifted Education and Related Resources in Hong Kong) 

內 容 簡 介 ： 本講座旨在加深家長對「資優」概念的認識，了解香港資優教育的發展現況，以及向家長介紹本地培育資優學

生的服務機構和相關資源。透過講座，讓家長更能因應子女的需要，尋找合適的資源和培訓活動，有效地協助

子女發展潛能。 

日期 及 時間：（與「暑期資優課程 2021」課前評估同時段舉行） 

第一場： 2021 年 5 月 22 日（星期六）2:30 p.m. – 5:00 p.m. 

第二場： 2021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9:45 a.m. – 12:15 p.m. 

講      者： 陳麗君博士──香港大學教育碩士（教育心理學）、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博士（教育心理學）；現為香港中文大

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榮譽計劃總監；曾任賽馬會「知優致優」計劃聯席總研究顧問，兼擔任學院教育碩士

課程講師、中學教師、大學和前香港教育學院客席講師、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資優教育）專責香港資優教育

發展和特別資優學生培訓；多年來為資優學生、家長和教師主講不同類型的講座和工作坊。 

講 授 語 言 ： 粵語 

每場講座費用： HK$200（一位）；HK$300（父母二人同行）；有經濟困難的家長可先致電「資優計劃」申請豁免費用 

報 名 方 法 ： 於「暑期資優課程 2021」報名表內填寫（家長講座的入場券會隨「評估通知書」寄予各申請人；如申請人於

202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仍未收到「評估通知書」，請致電 2603-7444 或 2603-7485。） 

截止報名日期： 2021 年 5 月 3 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