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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帶領共同備課

單元二

帶領共同備課
不少學校設有共同備課節，科組普遍會利用相關時段商議課程及教學重點、教學進
度、工作分配等事項，以處理一般恆常的科務工作。以下部分將分享在適異教學
的理念下，科組領導帶領共同備課的角色及要點，以推動科組的課研文化及專業交
流，進一步照顧課室內的學習多樣性。

科組領導的職責

協助教師了解課程的複雜性和實施方法。
將對適異教學的期望清晰並貫徹始終地傳遞給教師。
解釋如何將適異教學配合學生成績標準來規劃教學單元。
組織持續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以裝備教師於照顧不同級別學生時運用合適的適異教學
策略及措施。
將教師分配及組織成橫向及縱向課程規劃小組：
橫向課程規劃小組：向教授相同級別的教師提供一致的指引，確保教學質素和水平
貫徹全級；
縱向課程規劃小組：確保課程連貫、學與教的目標一致；並確保學生以及教師在進
入下一學習階段前都有充足的準備。
為學校確立推行共同備課的目標和願景；尤其著重改善課程連貫及統整，同時亦照顧學
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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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單元／課堂設計者的職責

掌握課本單元內容。
訂定學生的學習目標：包括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
訂定學生展示學習成果的方法，並從最終學習目標開始計劃：
確定需進行評估的主題和範疇；
採用多樣性的評估；
按學生的能力差異訂定需進行評估的數量及方式；
為每個評估項目訂定評分標準或成功準則。
為不同能力的學生編排合適的教學內容。
決定需教授的內容及教學過程。
按學生的興趣及已有知識設計課堂；
課堂除配合既定課程，還需建基於學生過去的學習經驗和成果。
構思能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教學活動，從以下幾方面解釋教學設計：
教學目標；
教學步驟、教師提供予學生的指示及所需的資源，以至為每個能力組別而設的特別
安排；
適異教學策略的運用（例如調整教學內容、分層學習材料、多感官教學）；和
課堂學習支援助理的角色和職責（如適用）。
教學活動需配合學校／學科的關注事項。
設計分層工作紙及評估活動，並訂定進展性評估的項目和比重。
列出課業。
在共同備課會議前，宜讓教師有足夠的時間閱讀相關的材料（如：2 至 3 天），以便更
有效率地收集同事的意見。

在共同備課會議中帶領討論
預期的學習目標和成果是否明確和合適？有沒有遺漏？
教學策略是否配合預期的學習成果？如是，可嘗試實行。如否，建議替代方案。
大部分的教學活動是否採用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模式？
分層學習、教學和評估材料是否能照顧學習多樣性？
學生對教學活動會有何反應？為甚麼學生會有這樣的反應？（預測學生反應及學習困
難）
課業和評估的數量是否合理？
評估任務及比重是否已清楚列明？
評估模式是否配合學生的不同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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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例子：
例子 1 —— 共備教學紀錄表

拓展選擇（Maximizing Choices）
共備教學紀錄表
年級單元

課題：

教學日期 / 周次：
學習內容

目標

學習過程

教學流程、
任務及回饋


主題：
（共

節）

（教師有否透過「展析多元」數據資料平台，了解各學生的學習能力或基
線？當中是否有按學生學習能力訂定學生的基礎學習目標？是否有按學生
的能力差異設定分層教學目標？）

已有知識（Readiness）：
教學內容編排（當中是否按學生學

適異教學的元素

習能力、學習特性及興趣而設計學習活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s))

動？）（Interest, Student Profile）：

學習支援助理
（CLA） 協 助
的工作（如有）
q 示範
q 展示教具
q 收發教材
q 全班巡視
q 支援小組／
個別學生
q 讚賞學生
q 即時批改
q 教學站
其他：

教學資源 / 物資：
學習成果

分層課業／
多元化課業

設計按基礎能力／具延伸性／具挑戰性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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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2 —— 應用共備教學紀錄表（以中學中文科為例）
共備教學紀錄表
中一單元四

課題：課文《背影》

教學日期 / 周次：8/5/21-17/5/21（共4節）

學習內容

目標

一般能力的學生
能理清文章的線索：理解作者如
何通過背影來貫穿全文
能理清篇章中事和情的關係
認識及掌握間接抒情的方法：借
事抒情

學習過程

教學流程、
任務及回饋

能力稍遜的學生
能認識篇章中四次提及背影的情
景
能辨識篇章中的事與情
能認識篇章中作者借甚麼事、抒
甚麼情

已有知識：
學生已掌握直接抒情的手法
學生在上一個單元已理解作者通過記述事情來抒發自己的感受
學生已知道作者通過記述事情的細節來抒發感受（記事的詳略）
第一至二節課：
學習重點在理解課文內容的表層意思，包括字詞的理解、文句意思的掌握，
以及歸納各段的大意及劃分文章的層次。
教學內容編排及教學策略
在課堂上播放《背影》的動畫（對
白以普通話讀出，但附有文字），
讓他們先對文章內容有概略的理
解。
通過直接教學及分層工作紙（一）
來幫助學生梳理文章表層的意
思，包括歸納各段的大意及劃分
文章的不同層次，講解時可顯示
動畫中的圖畫，以幫助不同學習
風格的學生理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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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異教學的元素
讓學生通過圖像和文字兩種不同
的媒體來理解文章內容。
設計分層工作紙（一）來幫助學
生整理各段的大意及劃分文章的
層次。工作紙以填空為主，能力
稍遜的學生只須填寫關鍵字詞，
工作紙會加插與篇章內容有關的
圖畫，以助他們理解課文內容，
能力一般的學生採用填寫短句的
工作紙，建議無需附上圖畫。

「拓展選擇」項目

學習過程

教學流程、
任務及回饋

科組領導手冊

第三節課
學習重點在讓學生理清課文中事與情的關係，以及認識及掌握間接抒情的
方法：借事抒情
教學內容編排及教學策略
重溫所學過的直接抒情手法，並
提問學生上一個單元所學過的篇
章《中秋與花燈》的內容，讓學
生回憶起作者如何從記述事情中
來表達自己的感受（設計簡報把
《中秋與花燈》的內容顯示出來，
包括有關的圖畫及工作紙）。
以上述的知識為基礎，通過分層
工作紙（二）來幫助學生梳理事
和情的關係。工作紙的設計重點
在把《背影》中的重要事情用圖
表的方式來顯示，並由學生填寫
有關的事情，而在另一欄則顯示
與該事情對應的感受，亦由學生
填寫，從而讓他們理清事和情的
關係。
教師通過提問來引導學生完成工
作紙，然後以二人協作的方式，
讓學生與鄰座商討答案，教師選
取部分學生的工作紙，用電子白
板顯示出來，並進行即時的回饋，
學生可回家修正和優化自己的答
案。

適異教學的元素
為一般學生所提供的分層工作紙
（二）以圖表為主，左欄為課文
所記述的事，右欄為相應的感受。
為能力稍遜的學生所提供的分層
工作紙（二），左欄的記事部分
附有圖畫，以助學生填寫有關的
事情，而在右欄下方附有與情感
有關的字詞庫，學生可以在其中
選取合適的字詞來填空。
即使能力稍遜的學生因為有輔助
的緣故亦能完成工作紙，並能與
鄰座的同學交流。
通過交流，彼此可以互相印證大
家的答案，並在過程中修正或優
化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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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程

教學流程、
任務及回饋

第四節課
學習重點在讓學生掌握借事抒情的手法，以及整理篇章的主旨
教學內容編排及教學策略
學生在上一節課理清了《背影》
中的事和情的關係，本節則進一
步讓他們理解如何借事抒情，並
整理篇章的主旨。教師以《背影》
中的第 4 段為核心，讓學生理解
在借事抒情時，要把有關的事情
重點詳細表述，以達抒情目的。
學習材料是《背影》中的第 4 段
節錄，共兩篇，一篇是完整的節
錄，另一篇是把第 4 段有關作者
父親攀越鐵道為兒子賣橘子的動
作刪去，另外教師把以《背影》
為主題的維他奶廣告播放給學生
看。
教師設計分層工作紙（三），幫
助學生掌握學習重點。工作紙除
附上兩篇第 4 段的節錄內容外，
還附有思考問題，包括：(1) 嘗試
找出兩段文字的分別、(2) 試在第
一篇的節錄中找出形容父親行動
的字詞，以及有關字詞描述了父
親甚麼的形象、(3) 讓學生思考作
者為甚麼在第一篇的節錄裏把父
親的行動描述得具體細緻、(4) 如
果刪去了有關的描述，會有甚麼
不同、(5) 整理本文的主旨
教師通過提問來引導學生填寫有
關的工作紙，並選取部分學生的
工作紙，用電子白板顯示出來，
進行即時的回饋，學生可回家修
正和優化自己的答案。

適異教學的元素
以《背影》為主題的維他奶廣告，
模仿《背影》第 4 段的情節，並
且能仔細刻劃出人物的動作和情
感的抒發，有助善用圖像學習的
學生理解借事抒情的手法。
在分層工作紙（三）的設計上，
一般能力的學生完成所設計的 5
道問題，而能力稍遜的學生，教
師會提供提示咭給他們，咭上是
從 5 道問題分拆成細項的提示問
題，幫助他們完成有關的題目。
分層工作紙（三）的第 5 題要求
學生撰寫主旨，這是較高難度的
題目，教師除了提供提示咭外，
亦會為這道題目設計有關的句
式，學生只須填寫其中的關鍵詞，
包括有關的事情和感受，而相關
的內容在上幾節已教授過。

教學資源 / 物資：
《背影》動畫連同課文內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fclc7Wvuc&ab_channel=%E5%B0%
BC%E8%A5%BF%E6%95%B8%E4%BD%8D%E5%B0%BC%E8%A5%BF
%E6%95%B8%E4%BD%8D
分層工作紙（一）（黃老師負責設計）
分層工作紙（二）（黃老師負責設計）
分層工作紙（三）（陳老師負責設計）
《背影》為主題的維他奶廣告：
h t t p s : /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 a t c h ? v = n Y L j B r 4 k f N k & a b _
channel=aokyuenaoky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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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按基礎能力 / 具延伸性 / 具挑戰性課業：
基礎課業：包括三張分層工作紙，一般能力的學生須完成全部題目，而
能力稍遜的學生則有輔助指引或是只需填寫關鍵詞。
具延伸性的課業：課文問答。有關問答為教科書裏的題目，教師會選擇
其中與課堂教學重點有關的題目讓學生完成。能力最弱的學生可以用錄
音來回答有關的問題。
具挑戰性的課業：教師設計兩道較難的題目作為挑戰題，學生可以選答
有關題目，會獲得額外的分數，題目包括：(1) 作者與父親的關係如何？
試在課文中找出佐證？ (2) 作者在最後一段看畢父親的信後，為何又流
下淚來，又再憶起父親的背影？這兩道問題要求學生深入思考課文的內
容，並須具備一定的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

* 教學檢討：
學生對動畫版的《背影》和維他奶廣告的反應很好，有助他們對課文內容，以及對借事抒情手
法的理解。影片具體了父親攀爬月台的部分，讓文字理解較弱的學生能明白父親的辛勞，從而
感受到作者對父愛的感受。
分層工作紙有助不同能力學生對課文的思考，不過，部分在文字表達上較弱的學生，即使在填
關鍵字詞上，亦有一些困難，可以考慮提供字詞庫供他們填充之用。因為在分層工作紙（二）
要求學生填寫有關情感的關鍵詞時，有提供相關的字詞庫，學生的表現相對較為理想。再者，
工作紙配上圖畫有助能力稍遜的學生理解課文內容，他們的答案亦頗準確。
學生在寫主旨的表現較前一個單元為理想，他們能分辨出事和情，也能理解事和情的關係，即
使能力稍遜的學生也可以分辨出兩者，只是在表達上仍依賴教師所提供的字詞庫。
學生在基礎課業的表現理想，反映課堂教學及工作紙的設計恰當；在具延伸性的課業方面，所
選的課文問答，能力一般的學生亦能完成，反映出他們理解課文內容，而且掌握文章的情感表
達部分。能力最弱的學生用錄音代替文字來答題，其表現亦理想，反映他們對課文內容的理解
沒有問題，但須在文字表達上提供另類選擇給他們。只有 6 位學生選答挑戰題，數目少於預期，
但其答案表現理想。下一次可鼓勵更多能力足夠的學生選答挑戰題。
在課堂提問的設計上，可以安排更多的鷹架設計，因就課堂所見，能力稍遜的學生在回答教師
的問題時較被動，而且其答案反映他們對問題未能完全理解，故此，在以後的課堂提問上，可
把題目進一步拆細，而能力一般的學生回應提問的表現理想，故須在課堂提問上多照顧能力稍
遜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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