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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規劃校本課程
傳統的課程規劃，大多依據官方課程指引及教科書的設計，對全部學生有統一的要

求。然而，在適異教學的理念下，科組領導需要帶領科組成員，了解學生的學習需

要，以訂定多元的校本課程。以下是一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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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課程規劃

	 了解系統層面的課程及評估要求

 學科課程指引對該課題或能力範疇，訂定了哪些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可參考教育局

所訂下的課程指引、學習進程架構（Learning Progression Framework）等）

 評估方面有何具體的要求？（可參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及教育局的指引、校外評估工

具，例如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試卷及評卷參考等）

	 檢視現有的校本課程

 教科書／校本教材所訂定的單元學習重點是甚麼？

 教科書／校本教材中的文章或學習材料是否能配合這些學習重點？

 有關能力是甚麼（可參考學習進程架構）？產出的過程（即思維及教學程序）是怎樣？

	 了解學生

 本級學生曾學習這些能力嗎？學生現時的水平達到甚麼程度？（可參考學生課業表現、

測考成績、教師檢討會議文件及日常觀察等）

 不同能力的學生水平如何？ 各能力組別學生的潛在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又是甚麼情況？

 學生的學習特性、興趣等有哪些不同？（可以參考教師的日常教學觀察、學生問卷調查

結果、專家報告等）

 學生最需要在哪些方面進一步提升？（除參考本屆學生課業表現、測考成績等外，尚需

要追蹤過去數屆學生公開試的表現及教師檢討會議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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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校本多元課程

 釐清了以上問題之後，就可以較全面、有系統地了解即將施教的單元之內、甚至是單元之

間的具體要求（包括知識、能力、態度各方面）及客觀的評估指標等，有助教師評定學生

在此學習階段中所需掌握的能力及應可達到的程度；另一方面又能清楚了解即將施教的學

生之間的差異（包括學生的學習特性、實際能力水平的差異等）。接下來，教師便可以因

應這兩方面的資訊，調校及訂定適合校內學生的課程目標、學習內容及學習材料（教材），

具體包括：

 校本單元的教學目標包括哪些細項？

 學生應該掌握的能力細項及表現水平「基準」線（基礎課程）要到哪一程度？給能力較

強的學生所添加的挑戰（進階課程）又是甚麼？有需要進一步為小部分能力較弱的學生

在某些細項中調低基準要求或加入前備知識的補充嗎？

 各目標細項下的具體學習內容是甚麼？不同範疇（如語文科的閱讀、寫作、聆聽及說話）

之間該如何互相配合？

 教科書內容／校本教材是否適切及足夠？需要更換、補充學習材料嗎？

	 橫向規劃

科主任或級統籌宜帶領任教同科同級的教師商討：

 該單元未包括在內的其他能力細項將會在哪一些單元施教？

 同一年級不同單元之間如何配合、鞏固、深化？

	 縱向規劃

科主任及級統籌宜商討：

 檢視各級的課程重心，留意各能力點是否依年級遞升？有哪些知識和技能適合低年級施

教？哪些又需要待高年級才進行？

 有哪些知識和技能可以在某一年級內完成教授，又有哪些需要跨級層層遞進，逐漸深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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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配套

以上談的只是整體性課程規劃的考量，科組領導還需要考慮下列課程設計及製作過程、所需的

資源及配合等因素（至於課程檢討的安排，將會在單元四闡釋）：

	 人手編排

 檢視及設計調適課程，應由科主任一人負責？還是需要全部同事共同參與？各級是否有核

心同事推動級本試驗及促進日後持續優化？

 根據過往經驗，有些學校由科主任、副科主任聯同各級一位核心同事組成科本課程核心小

組，以共同訂立理念及帶動發展，頗為成功。但這需要視乎校情、科內同事的特性等因素

而定，卻無統一的最佳做法。

	 資源配套（例如課時、空間等）

 在以照顧學習多樣性為目標調適課程時，課時亦是一個重要的考量點。課程設計者宜留

意所設定的教學目標及策略是否容讓教師及學生於有限的課時內完成？

 有些教學內容可能需要以活動、大課的形式進行，如何善用學校空間？

	 切入點

 在初嘗設計以照顧學習多樣性為目標的課程時，可先以一至兩級作起步點，並以這級別所

定的目標為基礎推展至其他級別。例如就中學而言，可先選擇需要面對 TSA 及銜接中四課

程的中三為起步點，再逐步調適淺化為中一、中二的課程；同樣，小學可先選擇需要面對

TSA 的小三作起步，然後以此為基礎調適小二或小四的課程。這安排可提供空間予教師先

於一級試行，再就教學情況調整目標及策略。

	 以階段性成功推動更寬更廣的試驗

 在實際教授課程期間，可定期舉行會議讓科組教師分享行之有效的策略，以推動更多同事

作試驗。同時，亦可收集科組教師的觀察及建議，集團體智慧持續調整目標及優化設計。



圖 1：科組領導及教師分析官方英文課程指引從而了解第二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學生所需掌握的閱

讀理解能力（資料來源：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04).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Guide 
(Primary 1–6).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

tiv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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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例子：

例子 1 —— 課程規劃（以小學英文科為例）

在以下例子中 , 英文科科組以四年級閱讀理解能力為切入點，科組領導及教師先分析官方課程

指引以及校外評估工具（小六 TSA 試卷），以了解學生於第二學習階段（Key Stage 2，即小

四至小六）所要掌握的閱讀能力、常見題型以及表現指標。

Reading Skills for Key Stage 2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ventions of written English
 -  sight read a wide range of common, phonically irregular words, e.g. have, said, was
 -  use knowledge of basic letter-sound relationships to read aloud a variety of simple texts
 Construct meaning from texts

 -  use known parts of words or word association to work out the meaning of unknown words, e.g. happy/
unhappy, care/careless, bath/bathroom

 -  work out the meaning of an unknown word or expression by using visual clues, context and knowledge 
of the world

 -  recognize recurrent patterns in language structure, such as word structure, word order, sentence structure
 -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the book cover (e.g. on the spine or blurb), index and glossary
 - recognize the format and language features of a variety of text types, e.g. journals, letters, menus, 

reports
 -  read written langauge in meaningful chunks
 -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deas by identifying cohesive devices, e.g. also, at last, because, 

first, however, if, therefore 
 - predict the likely development of a topic by recognizing key words, us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making use of context and knowledge of the world
 - re-read the text to establish and confirm meaning
 -  self-correct by using strategies such as checking understanding
 -  recognize the presentation of ideas through headings, paragraphing, spacing, italics, bold print and 

punctuation
 - understand intention, attitudes and feelings conveyed in a text by recognizing features such as the choice 

and use of language
 -  skim a text to obtain a general impression and the gist or main ideas
 Locate information and ideas

 -  scan a text to locate specific information by using strategies such as looking at headings and repeated 
phrases

 - identify details that support the gist or mai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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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圖 1.3：科組領導及教師仔細分析校外評估工具（小六 TSA 試卷），了解學生於第二學習階段（小

四至小六）所要掌握的閱讀能力、常見評估題型以及各項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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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在設定了該年級的教學目標後，教師檢視現有教學材料是否與新設定的教學目標配合（如上圖

所示的閱讀理解題目），再改良或新增切合不同層次目標的學習任務。

圖 1.4：整理及羅列出各種閱讀理解能力後，根據學生能力決定哪些教學目標適合定於小四教授（見紅

色項目），哪些較為艱深，適合小五或小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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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4 (Term 2) Module Plan
Theme: Healthy Eating 
Textbook Units:
Chapter 3: Superheroes have no jobs!
Chapter 4: A Balanced Diet

Target Reading Skills  Pronoun referencing (Revision)
  Linking texts to visuals
  Identifying concepts and examples
  Inferring views and feelings from interjection and context
  Inferring the meaning of unfamiliar words
  * = Questions with scaffolding questions (Help Corner) 
Chapter 3:  Basic Questions: Challenge Questions:
For teaching the  Pronoun referencing: Linking examples to concepts + 
skills + practice Q5*, 7, 11* linking texts to visuals: 
 Linking texts to visuals: Q12*, 13*, 14*
 Q3, 9*
 Identifying concepts and examples:
 Q1*
 Inferring views and feelings
 from interjection & context:
 Q6, 8*
 Inferring the meaning of unfamiliar words:
 Q2, 3, 4, 5, 9*, 10
Chapter 4:  Basic Questions: Challenge Questions:
For formative  Pronoun referencing: Personal opinion supported by 
assessment Q1, 4 evidence from the text: 
 Linking texts to visuals: Q8*
 Q3, 6
 Identifying concepts and examples: Global inference:
 Q7, 9*, 10 (inferring the gist of each 
 Inferring views and feelings from  paragraph)
 interjection & context: Q12
 Q5
 Inferring the meaning of  Inferencing (application of 
 unfamiliar words: knowledge in new contexts):
 Q2  Q13,14,15,16

圖 1.6：科組領導及教師先以一個單元為試點，於優化教材令其與教學目標配合後，在以上藍圖表列出

各題所訓練的目標技巧及將題目分難度，令教師一目了然。此外，為確保學生於教師教授技巧後有足夠

練習機會，教師選擇以第一篇課文（Chapter 3）及題目為教學材料，並以第二篇課文（Chapter 4）為練習，

以檢測學生學習進度。在照顧學習多樣性方面，教師經討論後認同不同能力的學生也能夠以不同速度掌

握以上各項基本閱讀理解能力，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可自由選擇是否利用教師設計的鷹架獲取更多提示

或幫助自己將思考程序分成小步子；而能力較強的學生則可在完成基本題目的基礎上再嘗試較艱深的題

目，深化及擴展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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