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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

•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期望透過各中、小學的參與，建立
以學生為本的

•校本數據平台、
•學與教策略、

•課堂支援模式，提升學校照顧及發展學習多樣性的能量。

•計劃為期三年 (2018 -2021)，獲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逾
七千四百萬元，並獲教育局全力支持。



計劃團隊

IT firms QSIP, 
CUHK HKU

Lab 
Schools

HKU



計劃目的

從支援全體學生入手，
建立

•有系統、

•科學化

•具擴展性的

校本多元管理模式
(School-based Diversity 
Management Model)



計劃的核心概念

Diversity Management

To enhance schools’ capacity to manage learner diversity and 
nurture diverse talents

From Changing Students to Changing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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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agents 

School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Educational ecology



Insights from the “Tuck Shop” Ana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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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 the students

Allow choices

Provide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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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Management



Management for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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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U_20200106_Sub.mp4
HKU_20200106_Sub.mp4




Key features of the Project

• Participating schools are our partners, not service 
recipients

• Strength / interest -based participation

• Different levels of participation / give and take

Diversity Management



PRESENTATION TO PARTICIPATING SCHOOLS
10 Jan 2020

Profiling Diversity



Objectives of the DM Platform

• Ensure student data conform to systematic and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 Collect relevant data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cluding selected part of 
WEBSAM)

• School-based securely maintain data

• Understand the needs,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different classes and forms

• Allow different data to be integrated to enable big data and analytics

• Add/enhance analytical tools for school-based needs

• Provide evidence-based and data-driven decision in schools



Data Integration
整合與連結多方資料源

Data Sources
• WebSAMS / CloudSAMS 

• 學術表現
• School Database

• 學生背景
• 奬項及榮譽

• School’s Excel 
• 行為及態度表現, 

特殊需要
• 考勤記錄, 課外活

動及服務
• more... 

學生背景

學術表現

行為及

態度

特殊需要

奬項及

榮譽

課外活動

及服務

出勤記錄



Data Acquisition by
School Database

WebSAMS/
CloudSAMS

Dashboard  &  Reporting ...

Desktop Query Engine

Academic Results

Special A&P

OLE

more ...

School-based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DMP)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DMP)

IEP



DMP to the Cloud

VPN
by Hardware Firewall



Security 

• Each DMP server hosts within own school network

• Protect by school firewalls

• No public access for school-based database or portal

• Cloud Centralized Database connected through VPN to 
school-based database

• Encrypted SSL connection to Cloud Central Database

• De-Identification data ONLY on clou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m

• Ir. Daniel Lai Convener

• Dr. Vincent Ng Systems/Design Architect

• Ms. Amanda ChowProject Manager 

• Mr. Boris Chan Systems Architect

• Ms Venchilli Leung Project Coordinator



Student Profiling Users Project Team

Team Leader: 青松侯寶垣中學 鄭鍾榮校長

Members: Representatives from 2 Lab Schools and 2-4 participating schools

Representatives from ATOS

A representative from DM Platform IT Team

Project Manager (HKU)



DMP Servers Deployment Progress ... 



DMP User Interface – Functions



DMP User Interface –課外活動分析



DMP User Interface –化「煩」為「揀」

• Connects to student information

• Makes the complex simple

• Expresses the meaning of the data

• Reveals details as needed



Benefits and Roles
• Data Dynamics

student data =>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s => easy storage & retrieval 

• Data Security 
secure & maintain primary data in school 

• Data Dimensions 
=> understand the needs, progress & achievement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 fit different classes, forms, & schools’ strategic planning, deployment of resources & differentiation strategies

• Data Analytics
integrating huge data sets => increasing overall utility => enabling big data analytics 

Engage in DMP and join to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COP)



Thank You



Maximizing Choices 拓展選擇

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QSIP)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計劃目的

• 教師及科組層面: 從支援全體學生入手
(不單只關心SEN/資優學生問題)，關
注一般課堂在教學上如何能有效照顧
學生的學習差異

• 學校層面: 建立有系統、科學化及具擴
展性的校本多元管理模式 (School-based 

Diversity Management Model)

• 學界層面: 提供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參考
策略、成功因素、參考例子／工具



協作目標
學校改進歷程:由點至面

面
學校

整體改進
Capacity Building 

點
少數教師發展

一個科組
由一級出發

Developing 

individual teachers

線

科組發展
培育中層領導

Developing 

Instructional Leaders



支援學校的策略

•整全式學校改進的理念：
• 雖然大部分學校只支援一科，但顧及學校層面與科組層面的互
動關係

• 培育科主任/級統籌老師發揮課程及教學領導的角色，成為校內
變革能動者(internal change agent)

• 為學校塔建平台，從一級擴散到全科組，再由一科組擴散到其
他科組，以達校內知識傳遞（internal knowledge transfer)

• 創造跨校學習平台，互相刺激思考，並形成「種子學校」群，
以達校外知識傳遞（external knowledge transfer)



School-based Cooperation 校本合作

• QSIP provides comprehensive and organic* support
• No pre-defined frequency of visits 沒有規定的次數

• Based on schools’ existing strengths 建基於學校現有狀況

• Consolid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re required 
•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school would share the experience and materials 

to others (panel head’s sharing, lesson observation, students’ work)  學
校須作配合，願意作分享 (如: 科主任分享、開放課堂、分享與中
大共同研發的教材、收集學生作品等)

*Hopkins and West (1994) classifies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s into organic and mechanistic approaches.  



具體支援工作

（以2019-20學年為例）



三個推動改進階段的工作

2019年

6月至8月

•階段一：起動改進

8月至9月
•階段二：凝聚教師共識

9月起

•階段三:
•校本層面：探討科本適異教學的策略，推動科組改進

•跨校平台：培育課程及教學領導



階段一: 起動改進 (2019年6月至8月)

與學校領導層共商支援部署
•計劃成員學校簡介會

•領導層/核心小組會議：與學校領導及有關核心教師商討首
年支援概略，並作出行政上的配合



階段二: 凝聚教師共識 (2019年8月至9月)

Buy-in 及全體教師工作坊（推動適異教學的理論與實踐）: 
• 讓全體教師了解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

• 釐清適異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的理念

• 提供不同科目的實例



If I effectively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then … 如果我有效照顧學習異…

© QSIP, HKIER, C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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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Fallacies of Catering for 
Learner Diversity 照顧學習差異的謬誤

1. If the student-intake is good, then learner diversity does not exist or 
negligible 只要收到高能力學生，學習差異就不存在／不重要

2. If we adopt whole-school approach to implement a uniform policy, 
then we can solve the “problems” of learner diversity 以為全校推行
一套教學政策／策略就可解決／應付學習差異

3. We need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as we hav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chool major concerns 處理學習差異是為應付學校
關注事項的要求

4. We need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in response to ESR comments 
處理學習差異是因為要回應校外評核的評價

全體教師工作坊
目的一: 

帶出照顧學習差
異的基本理念



A well-known definition of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DI)

“Teachers proactively modify curricula, teaching methods, 
resources,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student products to address 
the diverse need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and small groups of 
students to maximize the learning opportunity for each 
student in a classroom” (Tomlinson et al., 2003, p.121)

Friday, March 27, 2020

Tomlinson, C., Brighton, C., Hertberg, H. Callahan, C. M.,  Moon, T. R., Brimijoin, K., ... Reynolds, T. (2003). 
Differentiating Instruction in Response to Student Readiness, Interest, and Learning Profile in Academically 
Diverse Classrooms: A Review of Literature. Journal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Gifted, 27(2/3), 119-145.

38



Tomlinson, C.A. (2014).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all learners (2nd edition). Alexandria, VA: ASCD.

Differentiation
is a teacher’s response to learner needs…

shaped by mindset and guided by general principles of  differentiation

An environment that 

encourages and support 

learning

Quality

curriculum

Assessment that 

inform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struction that 

responds to student 

variance

Leading students and 

managing routines

Teachers can differentiate through…

Content Process Product Affect/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students’…

Readiness Interest Learning profile

Through a variety of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graphic organizers, scaffold reading, small group 

instruction, tiering, independent study, etc.



Definitions

• Content: essential knowledge, 
understandings, skills of a unit of 
study

• Process: method used to make sense 
of content (sense-making part of a 
lesson)

• Product: demonstra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a unit’s content

• Affect/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atmosphere that influence students’ 
emotion

• What do we want to teach? (subject 
content and skills  curriculum)

• How do we teach? (pedagogy)

• How to let students illustrate their 
understanding? (assessment)

• How to create a good learning 
environment / classroom culture? 
(class building / pastoral care)

全體教師工作坊目的二: 
讓教師理解DI的
理念及重點內容



參加者對工作坊最深刻印象的內容舉隅

“了解如何執行/設計教學內容, 配合學習差異”

“加深了對適異教學的理解”

“有很多不同的事例，豐富了我的思考方向”

“可在現有資源上作調適”
“有實用的建議，可在堂上使用”

“自我反思，不斷改進，改變教法”

“讓我初步了解學生學習能力的概念”
“適異教學不應只集中「差」，也要留意「異」”

澄清
理念

實踐
策略

全體教師工作坊
目的三:

提供科本實例



階段三: 校本層面
探討科本適異教學的策略，
推動科組改進

•科組籌備會議

•共同備課

•觀課及議課

•科組經驗總結及分享

共同備課
校本層面



階段三（跨校平台）：
培育課程及教學領導

「拓展選擇」課程領導跨校學習社群
第一次聚會

(2019年10月25日)

主題：教學領導角色及推動改進的策略

跨校平台



參加者與QSIP團隊以及計劃合作夥伴的大合照



時間 內容

2:30-3:30 教學領導的角色及推動改進的策略

3:30-3:45 DM計劃行政事項宣佈

3:45-4:00 小休 + 分中、小學組

4:00-5:30
分享焦點:
1. 科主任帶領共同備課的技巧
2. 以「照顧學習差異」作為焦點的觀課與議課



第一部分: 集體培訓

• 科主任的角色及推動科組改進的策略

• 培訓internal change agents，與QSIP學校發展主任 (external change 

agents) 協作



第二部分: 中、小學分科組交流

目的:

• 促進同科跨校交流
• 協作焦點

• 發展步伐

• 適異教學的策略及實踐經驗分享

• 為科主任帶領共同備課、觀課議課奠下基礎

• 為2020年2月至4月跨校交流觀課活動作預備



“作為科主任在計劃上的領導角色及目標的確立”

“如何推動科組發展”

“觀課的技巧”

“如何評課及議課”

“同工於分層教學的實踐”

“明白共同備課的重點及重要性”

參加者對工作坊最深刻印象的內容舉隅



“分享十分貼地，讓課程領導有新的體會”

“專題分享十分有趣”

“讓我反思科主任的角色”

“讓我知道在照顧學習差異前的準備，
如分析學生的特質”

參加者對工作坊的感想

“讓我更能掌握觀課和共備焦點”

“了解到共備和知識管理的考量”

科主任
角色

共備、觀課的
焦點及技巧



“跨校分科交流很實際，分享亦具啟發性，內容很豐富”

“同工於分層教學的實踐，很值得學習”

參加者對工作坊的感想

“希望把策略擴展到其他同工的討論”

“大家分享教材，讓我學到更多”

跨校經驗互享



拓展選擇: 跨校學習社群

時期 計劃

2019年10月 • 第一次跨校學習社群

2020年2月至4月 • 第二次跨校學習社群（跨校觀課交流）

2020年7月 • 第三次跨校學習社群（中、小學四個核心
科目的適異教學分科討論）

• 將邀請2020-2021的聯遞學校核心教師出席
是次聚會



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
聯校教師發展日
日期: 2020年4月25日 (六)

時間: 9:00AM – 12:45PM (暫定)

地點: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分享內容:

• 「拓展選擇」: 中、英、數、通／常「適異教學法」(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的

實踐經驗分享

• 兩所Lab Schools的經驗分享

• 「展析多元」、「推進協作」經驗分享

將邀請2020-2021的
聯遞學校校長及教師
代表出席是次聚會



總結

•雖然2020-21年度加入「拓展選擇」的聯遞學校(Transfer 

Schools)，QSIP與學校的合作只集中在一個科目上，但背
後理念是「整全」的，該科目只是在學校的一個種子，
期望會擴散到全校。

• 學校領導及科目領導的預備



計劃簡介 - 推進協作
(Facilitating Collaboration)

「額外支援」(Additional Support)

項目召集人 周雅儀, Mie CHOW, HKU

http://youtu.be/STTUO1iHF94


知道了學生強項、
多元需要…

明白了應用適異
教學策略照顧學
生的多元需要…

課堂教學時，如何
有效實踐 …?



知道了學生強項、
多元需要…

明白了應用適異
教學策略照顧學
生的多元需要…

課堂教學時，如何
有效實踐 …?

T+CLA = 

Ss -



上課時，教師面對學生多樣需要…



2019年9月的 K. Y. 同學

•較多時間未能專心上課

•會有自娛行為

•甚至會騷擾其他同學



2020年1月的 K. Y. 同學

•在不同的課堂大致能按照教師指示進行學習活動



訂定一致目標及處理方法
教師及助理分工合作
定時檢視及修訂…



配合學生多元需要應用學習支援策略示例



「推進協作」如何可以讓…

學生最多可行的選擇相同的學習機會

學生能力可及而學習

善用不同的教學策略

學生獨立學習

自行完成學習



「推進協作」焦點  課堂教學

Classroom learning assistant  

CLA



基於學生需要，加入CLA，
協助教師更有效建立學生的
學習技能、學習習慣……，
提升學習效能。



「推進協作」應用協作教學模式

1. 主輔教學

2. 主援教學/ 替代性教學

3. 同步教學

4. 協同教學

5. 教學站

參考：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serc/irtp/page-7.html

協作
教學



「推進協作」課堂學習成效目標

教師

辨識學生的需要

給予適切的調整/ 提示

建立適切的學習策略

應用獎賞系統建立正面行為

CLA





「推進協作」 提供培訓

CLA PD programe

專業培訓課程：

學生學習

行為管理

螺旋式設計
spiralformat

實境學習–
觀課及回饋
lesson 

observation 
with  on-

site 
support

延伸鞏固extension and 
strengthening - 功課+

個案

探究式學習
Inquiry 
learning 
approach



「推進協作」 提供培訓

CLA PD programe

專業培訓課程：

學生學習

行為管理

螺旋式設計
spiralformat

實境學習–
觀課及回饋
lesson 

observation 
with  on-

site 
support

延伸鞏固extension and 
strengthening - 功課+

個案

探究式學習
Inquiry 
learning 
approach

T+CLA = Ss -



「推進協作」DM 預期成果

學校管理 全校參與(共識、氛圍)

政策
指引

行政
安排

教師+CLA 學生課堂學習

角色

協作

CLA –支援

學習 行為



「推進協作」成果分享

•收集 + 整理：

培訓資料良好示例

行政安排指引

•編製 + 建構Ҽ資料庫學校：

培訓材料 執行程序手冊 示例

評估工具 表格樣本



謝謝



計劃簡介

研究及推廣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杜嘉欣博士



研究及推擴 (香港大學團隊)

•透過問卷、訪談、觀課等方法評估計劃之進度和成效

•製作資料庫，為教師提供教學資源和支援

•透過計劃網站、社交媒體、公開觀課，以及定期教師培訓工作坊和交
流會，擴大計劃的成果到社會不同層面，提高大眾對支援學習差異的
認識

•分享和發佈研究成果，回饋參與學校，與其他學者交流，並影響政策



資料庫預覽

適異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Tomlinson & Moon, 2013)

內容(content)      

的適異

過程(process)

的適異

成果(product)

的適異

學習環境
(environment)

的適異



資料庫樣本



相關教材 (教案、工作紙等)

課堂片段



對參與學校的期望

•配合研究團隊，容許研究人員到學校搜集資料和數據

•樂意與同工和大眾分享其經驗



學校參與計劃安排
報名及申請須知



Year 1
(2018-2019)

Year 2
(2019-2020)

Year 3
(2020-2021)

Year 4
(2021)

Batch 1

Batch 2

Batch 3

Batch 4

Pilot Network Schools（先導聯網學校）

Network Schools（聯網學校）

Transfer Schools
（聯遞學校）

Affiliated Schools
（聯屬學校）

Lab Schools（實驗學校）

School Engagement Model (2018-2021)



成為學校夥伴

網上申請連結：https://www.jcschooldiversity.hk/

https://www.jcschooldiversity.hk/application-form-2/


計劃涵蓋三個支援項目

• 學校可選擇參與
一項或多個項目

• 計劃將按學校的
申請意向及遴選
結果，編配學校
參與的支援項目

由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賴錫璋工程師領
導，支援學校完善校本「學
生資料管理系統」和「強項
為本的學習概覽」，協助學
校建立數據文化，有效支援
學與教及學生培育的工作。
可協助學校建立適切校本發
展需要的數據管理系統，及
更有效理解學生的多元需要，
以助學校回饋教學及制定政
策。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
所「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QSIP）的中、小學課程
專家團隊，透過在中、英、
數、常／通各科，以校為本，
發展及應用「適異教學法」，
並建立全港優良課堂教學示
例資源庫。此外，計劃亦著
重培育校內課程及教學領導，
推動科組改進及發展，以增
強計劃支援的延續性。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具資深教
學經驗的專業人員，為「課
堂學習支援助理」
(Classroom Learning 
Assistants, CLAs)提供培訓，
與教師一同建立以班為本的
有效協作模式，回應不同學
生課堂內的學習需要，推展
有效課堂學習支援。



學校所需配合事項

•展析多元 (Profiling Diversity)
–於校內成立核心小組，與IT專家善用學生資料建構有效回饋學生培
育及學習成效的系統及數據/資料庫等，並協助各師生使用校本數據
平台 (DM IT Platform)

–安排核心小組成員參與培訓工作坊、專業交流及成果分享活動等

–就各師生使用校本數據平台之經驗給予回饋，以完善校本數據平台



學校所需配合事項

•拓展選擇(Maximizing Choices)
– 選擇一科與QSIP支援人員進行共同備課、試教、觀課及回饋等，
推動適異教學的策略

– 安排具潛質的科主任/教師擔當級統籌及領導角色，帶領一級老師
與計劃支援人員緊密合作，推動科組教師試驗「適異教學法」

– 於校內成立核心小組（包括學校領導、科主任及級統籌老師），於
學校層面統籌及推展計劃，如：安排校內教師專業發展日及培訓時
間、人力資源安排、編排共同備課節等

– 安排教師參與計劃的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如：跨校學習社群、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等



學校所需配合事項

•推進協作(Facilitating Collaboration)
–學校領導、CLAs主管及參與協作的教師等與本計劃成員緊密
合作（如收集學生課堂學習需要和協作示例、籌備並推展班本
課堂協作教學，檢視及完善安排）

–安排CLAs參與全年全部培訓及導師到校進行班本觀課活動，
安排協作教師與CLAs定時進行協作會議

–安排全校教師認識協作教學及成果分享活動等



計劃資助

支援項目 資助金額／資助 資助用途

推進協作
(Facilitating Collaboration)

每所學校獲兩個資助聘請
「課堂學習支援助理」
(CLA)名額，資助包括：每
名CLA月薪百分之五十，上
限為每月$7000 (包括MPF)。

用以資助學校增聘額外人手，
與教師協作，推展有效以班
為本的課堂學習支援；建立
及提供CLA培訓手冊／資源
庫及相關行政指引等

備註：
1. 學校需要先支付有關支出，計劃將每季撥款予學校
2. 學校須提交文件證明聘任額外人手的時期及金額
3. 上表為資助金額的上限，如超出上限，將由學校自行承擔



經驗分享及計劃研究的數據收集

• 為促進學校經驗交流，計劃將邀請聯遞學校分享校本發展經驗

• 形式可能包括分享會、教學示例分享、開放課堂等

• 為能有效地了解計劃的推行成效，計劃人員將於協作過程中，參與
共同備課會議、進行課堂觀察、收集教學示例及相關文件、進行問
卷調查及訪談等

• 透過拍照、錄音及錄影等形式紀錄實踐進程，以作計劃研究及成果
分享用途

• 在得到聯遞學校同意後，有關資料有機會透過互聯網、媒體或印刷
與外界分享



學校參與計劃的考慮點

• 計劃是否配合學校的發展方向及
理念？

• 學校領導層和教師團隊的準備度？

• 行政安排、資源和時間的配合？

• 怎樣持續發展及改進？



申請步驟（只接受網上報名）



1. 第一步

下載「學校申請表格（甲部）」



1. 第一步

填妥報名表後將Word 檔轉存為PDF檔



2. 第二步（利用網上平台填寫）

填寫學校基本資料 填寫學校申請意向



2. 第二步（利用網上平台填寫）

• 此部分只適用於參與「展析
多元」的學校填寫

• 如不擬參與「展析多元」，
則毋須填寫

填寫學校申請表格（乙部）



3. 第三步

最後上載「學校申請表格（甲部）」



報名日程*
日期 項目

2020年1月10日（五） 計劃簡介會

2020年1月16日（四） 網上報名平台正式開放
開始接受報名

2020年3月23日（一） 下午2:00截止報名

2020年4月3日（五） 聯絡面見入圍學校

2020年4月16日（四）及17日（五） 面見入圍學校及遴選

2020年4月24日（五） 正式通知結果

2020年5月6日（三） 入圍學校簡介會
*更新於3月27日（五）



報名查詢
網址: www.jcschooldiversity.hk
電郵: application@jcschooldiversity.hk
電話: 3943 5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