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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課業查察，大多把焦點放在教師的表現上，例如是否有足夠的批改量，以及

批改是否仔細等問題。然而，在實踐適異教學的大前提下，我們宜把課業查察的焦

點擴展到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及科組的發展狀況，從而作進一步的規劃。 

 

32

 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 

科組領導查察課業時，首要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包括： 

	 完成課業的態度	

 學生的課業是否整齊無缺，並會因應教師的批改更正錯誤嗎？ 
 對於不同時段的課業（例如預習、堂課、課後練習），學生是否都同樣重視，能  

按教師的課業指引認真完成？ 

	 學生的學習能力及學習風格		

 學生獲取的分數是否符合教師的期望？ 
 學生的答題模式如何？（例如是否運用完整句子作答、思考方式等） 
 學生是否有機會接觸不同評估形式的課業（例如：文字、圖畫、列表等），以照顧不同

學生的能力及學習風格？ 

	 學習難點／問題	

 不同能力的學生在課業上失分或不懂回答的問題是否一樣？其學習難點是甚麼？ 
 學生失分的題目是否具普遍性？不同能力的學生失分的題目是否有所不同？各自失分的

原因在哪裏？  
 我們能否透過電子課業的數據，進一步了解學生的學習難點？（可參考本單元末的實踐

例子 1） 
 課業設計能否讓教師了解學生作答時的疑惑？例如學生作答時，是較肯定自己的答案，

還是在碰運氣？（可參考本單元末的實踐例子 2） 

進行課業查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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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對教師課業回饋的跟進	

 科組領導在課業查察後，可連同觀課或科組會議，與教師探討不同能力的學生對教師的課

業回饋，是否都有所跟進和反思？例如： 
 學生對課業有否作出檢討？學生的問題或難點有否改善？ 
 教師有否容讓不同能力或學習風格的學生，以不同形式進行反思或跟進？對於不同能力

的學生，其反思或跟進可否分不同的深淺程度？能力較高的學生是否能多作幾個步驟或

更深入的反思？ 
 教師有否容讓多元的「改正」的模式，以配合不同類型學生的學習需要？ 
 學生在考試、測驗或課堂上呈現的錯誤，是否有機會透過課業作出反思及改善？ 

 了解教師的教學工作表現 

	 家課頻次	

 教師是否有足夠及適當的課業「量」，讓學生能掌握所學？對於不同能力的學生，家課

的「量」會否太多，令學生能力上未能應付？又或是太少，學生未有足夠練習的機會，

因而未能有效掌握所學？ 
 教師給予課業時，有否平衡「鞏固」／初階及「深化」／高階兩種不同程度的課業數量？

兩者的課業數量分布比例是否合適？兩種不同層次的家課數量是否合理？ 

	 課業設計的質素	

 課業設計上有否配合相關的教學目標與教學重點？其教學目標有否按高、中、低能力的

學生而設計？同一課業的內容設計上，是否也配合高、中、低能力學生所需要達至的學

習重點？又或是教師有否為不同能力的學生設計不同學習目標的分層工作紙？

 課業的設計是否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除了讓學生在知識層面上有所增益，課業內容

是否能配合現時著重發展的共通能力？能否在鞏固學生知識之餘，亦能提升他們的自學

技能，以及終身學習的能力？ 
 課業種類是否多元化？是否包括不同形式的課業，例如：紙筆工作紙、以實驗模式進行

的課業、口語練習錄音、戲劇表演、課堂筆記等多類型的學習產出？ 
 當教師設計課業的題型時，學生的課業作答形式是否多元化？為了配合不同學習模式或

風格的學生，課業是否容許以文字、圖畫、圖表、錄像等形式作為作答的模式？（可參

考本單元末的實踐例子 3） 
 為不同能力的學生設計不同難度的課業，能力稍遜的學生可透過課業掌握及鞏固知識或

技能，而能力較高的學生能透過課業作自我挑戰、延伸思考、反思學習嗎？（可參考本

單元末的實踐例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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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有否選擇，能根據自己的興趣、信心及掌握程度，在特定範圍內選答題目嗎？（可

參考本單元末的實踐例子 5） 
 教師會否針對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難點而設計課業？能力較高與能力稍遜的學生的學習

難點會有不同嗎？教師在課業設計中，能否對應不同能力學生的弱項作加強訓練，從而

讓所有學生都能鞏固基礎，繼而深化學習？ 

	 評改及回饋質素		

 教師的回饋是否有效？學生是否能透過回饋改善其學習？例如： 
 教師只是在課業上評分？還是能有效地指出學生的誤區，協助其跨過學習上的難點與盲

點？ 
 教師批改課業的方式是否能讓不同能力的學生獲取適切的回饋？如對能力稍遜的學生，

教師在回饋當中有否多加鼓勵，同時讓學生真正了解自己的學習需要並加以改善？而相

對能力較高的學生，教師在評改及回饋時，會否引導學生思考其學習方式及有效的學習

策略，從而促進他們反思學習，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了解科組的發展情況 

	 縱向規劃及發展（小一至小六，或中一至中六級）	

 科組領導在查察課業的同時，宜檢視從各級課業反映的學習內容深淺度是否符合學生在

該學習階段所需的知識、技能與態度？步伐是否層層遞進？ 
 除了需檢視學習內容中的知識深淺程度而作出協調之外，亦需了解課業能否配合學科特

性，發展學生不同的能力（例如透過圖像組織、題型設計的作答提示等）？ 

	 以課業作為學生的「學習產出」，配合科組或學校關注事項作討論	

 課業設計及回饋有否按科組或學校關注事項，如發展焦點或改進需要等作出相應的部

署？例如科組若以「適異教學」作為關注事項或改進要點，在科組會議討論課業時，有

否討論與適異教學相關的課業設計原則？ 
 在科組會議中，有否分享如何從適異教學的角度作出合適的課業回饋？ 
 透過課業查察，科組領導能否以學生的課業產出及表現，作為評估科組以「適異教學」

作為關注事項的整體成效和發展？如何透過檢視課業而釐訂能達至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的「成功準則」？ 



Animal Conservation Reading Text I: Google Form Assessment Data Analysis 
1. Focus: Frequently Missed Questions 
E.g. S3D 

Question Correct responses 
2. (Summary Cloze) Fill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ONE word from Paragraph 1.  5/17 

4. Which of the folIowing ar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pink dolphins listed in Para. 2?  8/17 

8. (Fill in the blank with the most suitable answer) It is found that _______ of the baby  7/17 
 dolphins do not live long enough. 

10.  According to Paragraph 4, the shorter the time period between births is, the _______  offspring  8/17 
 a creature can have during it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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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例子： 

例子 1 —— 透過電子課業的數據進一步了解學生的學習難點 

以下為透過網上平台（Google Forms）進行的英文閱讀理解課業。教師透過網上課業的數據

分析，了解學生普遍在哪些題目出錯，從而了解他們的學習難點，然後再設計另一課業（註：

即以下列子中的「Text 2」）的題目跟進。 

Question + Q Type Skill Tested Popular
wrong option

Implications

Q2 Summary Cloze Locating 
Facts (Direct) 

B (29%)
A (24%)  
C (18%)

Ss need more support to increase 
awareness in (1) identifying key phrases & 
verb forms (have + raise) 
see Text 2 Q3 

Q4 MCQ Locating 
Facts 

C (29%) Ss need to identify synonyms in the 
paragraph ‘threat’ ~ ‘problem’ to locate the 
key ideas scattered in 2 sentences. 
see Text 2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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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2 —— 透過課業設計了解學生的作答狀態 
 
據教師的經驗，學生回答選擇題時，有機會是隨意選擇，並非真的掌握答案。因此，教師在課

業的答案欄後額外加入一欄，要求學生填上「3」、「○」或「？」，以讓教師了解學生作答

時的狀態（「3」代表學生作答時，非常肯定答案；「○」代表學生作答時，不太肯定答案；「？」

代表學生不懂作答，是猜的）。這安排也讓學生核對答案時，能回憶和了解自己作答時的情況，

而非只看「答對」或「答錯」，更能檢視和跟進個人的學習難點。

請在各題選擇合適的答案，並在答案旁邊的空格內填上適當的標示：非常肯定答案「3」；不太肯定答

案「○」；不懂得做「？」

題目 答案 「3」「○」「?」

例 : 以下哪一項不是愛護社區的方法？

A. 保持整潔

B. 幫助別人

C. 愛護公物

D. 發出噪音

D 3

1. 以下哪下一項社區設施是我們做運動的場所？

A. 圖書館

B. 市場

C. 游泳池

D. 醫院

2. 以下哪一項是在圖書館的設施？

A. 報刊閱讀室

B. 大舞台

C. 購物商店

D. 遊戲機中心

3. 在圖書館內，以下哪一項是正確的行為？

A. 大聲說話

B. 撕毀圖書

C. 閱讀圖書

D. 在圖書上寫字

4. 遇到劫案發生，以下哪種做法是不適當的？

A. 打 999 報案

B. 到警署報案

C. 不理會

D. 找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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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3—— 多元化作答形式 

以下例子為小學四年級常識科有關「消化系統」的預習工作紙，讓學生畫出食物在體內消化的

過程。 

工作紙的設計是為了照顧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讓學生可透過畫圖的方式表達他們對學習內容

的理解，而不局限於文字表達。此外，此工作紙亦讓教師了解學生的前備知識及學習的難點，

以助教師調適教學。 

姓名：　　　　　（　）　　　食物去哪兒？　　　日期：　　　　

小強吃了一塊曲奇餅，根據你自己的經驗，畫出曲奇餅在他身體內流動消化的順序。

教師如何運用學生的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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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4—— 為不同能力的學生設計不同難度的課業 

以下例子為小學二年級中文科的說話及寫作（記敘文）訓練，透過設計分層工作紙，讓不同能

力的學生得到適切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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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5—— 學生可根據自己的程度，自行選擇回答的題目 

以下例子為中一級數學科有關「折扣百分率」的工作紙。 

班上每位學生均獲發同一份工作紙，全份工作紙共 18 題，內分三部分，包括甲、乙、丙部分。

甲為最基礎程度、乙為中等程度、丙為最具挑戰性的程度，各部分有 6 條題目。學生可以自行

選擇題目，合共需要完成 9 題。在這設計下，在讓學生有選擇之餘，也必須完成最少兩種不同

程度的題目。有些教師會讓選擇高難度題目的學生可以少做一些（例如 1 題丙部題目，相等於

3 題甲部題目），或以額外獎分等方法，鼓勵有能力的學生盡可能做更多高難度的題目。  

 

中	一	級	數	學	科	
折扣百分率　工作紙	

甲部
1. (a) 若一件貨品標價 $200，售價為 $180，求 (i) 折扣；(ii) 折扣百分率。 
 (b) 若一件貨品標價 $250，售價為 $200，求 (i) 折扣；(ii) 折扣百分率。 
 (c) 若一件貨品標價 $2800，售價為 $1750，求 (i) 折扣；(ii) 折扣百分率。

2. (a) 若一件貨品標價 $200，折扣 $20，求 (i) 折扣百分率；(ii) 售價。 
 (b) 若一件貨品標價 $400，折扣 $80，求 (i) 折扣百分率；(ii) 售價。
 (c) 若一件貨品標價 $80，折扣 $25，求 (i) 折扣百分率；(ii) 售價。 

3. (a) 若一件貨品標價 $100，折扣百分率為 20%，求 (i) 折扣；(ii) 售價。
 (b) 若一件貨品標價 $1000，折扣百分率為 15%，求 (i) 折扣；(ii) 售價。
 (c) 若一件貨品標價 $260，折扣百分率為 10%，求 (i) 折扣；(ii) 售價。 

4. (a) 若有一件貨品，折扣 $10，售價為 $90，求 (i) 標價，(ii) 折扣百分率。
 (b) 若有一件貨品，折扣 $40，售價為 $200，求 (i) 標價，(ii) 折扣百分率。 
 (c) 若有一件貨品，折扣 $16，售價為 $112，求 (i) 標價，(ii) 折扣百分率。
 
5. (a) 若有一件貨品，折扣 $20，折扣百分率 20%，求 (i) 標價；(ii) 售價。 
 (b) 若有一件貨品，折扣 $10，折扣百分率 40%，求 (i) 標價；(ii) 售價。 
 (c) 若有一件貨品，折扣 $75，折扣百分率 15%，求 (i) 標價；(ii) 售價。 

6. (a) 若有一件貨品，售價 $90，折扣百分率為 10%，求 (i) 標價，(ii) 折扣。 
 (b) 若有一件貨品，售價 $160，折扣百分率為 20%，求 (i) 標價，(ii) 折扣。 
 (c) 若有一件貨品，售價 $180，折扣百分率為 55 %，求 (i) 標價，(ii) 折扣。

合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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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7. 陳先生買一件大褸，標價 1500 元，以八二折買得，求售價及折扣。 

8. 一部遊戲機標價 800 元，最後以及 680 元售出，求折扣及折扣率。

9. 某服裝店一套裙子標價 800元，但無人購買，最後決定減價 140元，求最後售價及折扣率。

10. 林女士買一顆鑽石，折扣了 2400 元後以 27600 元買得，求標價及折扣率。 

11. 張先生以七五折買得汽車一 部，售價為 36 萬，問該汽車的標價及折扣。 

12. 某電器商店賣�一部電視機，提供 6% 折扣率後，售價比標價少了 150 元，求售價及標價。 

丙部 
13. 一部雪櫃原來的標價是 1600 元，電器商先提供折扣率 15%，後照折扣價再八折，求最後 

售價及最終實際折扣百分率。 

14. 一部冷氣機以 9% 的折扣百分率出售，折扣為 495 元 
 (a) 求該冷氣機的標價和售價。 
 (b) 若電器店再提供 110 元額外折扣，問實際折扣百分率是多少。

15. 陳小姐到百貨公司購物，以八折購買標價 600 元的大衣及以七折購買標價 400 元的長裙，
求陳小姐的付款總額及今次購物的實際折扣百分率。 

16. 某商店售賣影碟，每隻售價相同。為吸引顧客多買影碟，提供下列優惠 : 第三及第四隻影 
碟可得九折，第五及第六隻提供八五折，笫七隻以後則提供七五折。陳先生總共購了10
隻，問今次購物的實際折扣百分率。

 
17.  鮮奶每盒 $6，現以買三送一的形式�售，求折扣百分率。 

18.  當你爸爸持九折咭到必勝客，一家人吃了一頓標價為 $300 的晚餐。 
 (a) 求折扣百分率。 
 (b) 問如以先加一後九折的方法，你爸爸要付多少錢？
 (c) 問如果在結帳時，必勝客先加一後九折，與先九折後加一，你爸爸所付錢的數目是否

有分別？

合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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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6—— 課業安排分析表 

以下「課業安排分析表」，為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本計劃的實驗學校之一）設計的工

具，用以協助科組領導及教師在進行課業查察時，檢視各課業的設計如何配合不同能力的學生

作調適，例如安排分層目標及內容等，並鼓勵教師反思成效及提出改善建議。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課業安排分析表 20　　　　-20　　　

老師姓名：　　　　　　　　　　班別：　　　　任教科目：　　　　　　　　　　　　  

時段：　　　　　　至 　　　　　

課業描述及分析： 

課業項目 
( 請填寫學生完成

課業次數 ) 
課業目標或訓練技能 

調適策略 
( 包括課業之分層設計

及運用方法 ) 

成效反思【必須填寫】

( 包括學生表現、策略

實踐情況、教師跟進情

況及改善建議 ) 

1. 

次數：  ＿＿ / 不適用      

2. 

次數：  ＿＿ / 不適用 

3. 

次數：  ＿＿ / 不適用 

註： 1. 請科任老師於科主任查簿前填寫此表 ( 每班只需填寫一表 )，並放於其中一份將作檢視的課業之

上。 

 2. 如課業項目眾多，請另加表格填寫。             

 3. 本表毋需記錄課業所涵蓋的學習知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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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7—— 檢視課業評核表 

以下「檢視課業評核表」，為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本計劃的實驗學校之一）設計的工

具，用以協助科組領導及教師宏觀地檢視某個學習階段中的各類課業安排，包括從整體功課規

劃、評改及回饋質素、所運用的調適策略的方向，檢討課業是否適切地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  

 評核項目 
( 每細項佔 5 分 )

5 分 : 優異表現

描述指標

1 分 : 欠佳表現

描述指標

各類課業得分 
( 請填寫課業類別 ) 

平均得分 
( 取至小數點

後一個位 ) 

1 功課規劃 (15 分 )

a 功課次數 能符合科組課業次數

要求 

次數過少，完全未能 

符合科組課業次數要

求

b 每次功課量 功課量適中 功課量過多或過少 

c 功課日期分佈 功課日期分佈平均、 

合理 

功課日期緊密集中或 

相距太久 

2	 批改質素 (20 分 ) 

 a 準確度 細心批改，正確核對 馬虎批改，核對有誤

b 評分 評分合理恰當，能準

確、客觀反映學生的

課業水平

評分不當

c 回饋 評語重點清晰，切合 

學生情況 ;

建議具鼓勵性、啟發

性 ; 

建議具體可行 

欠評語，缺乏建議

d 跟進 有積極跟進學生錯漏 缺乏跟進學生錯漏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檢視課業評核表 

科 目 :　　　　　　　　　 　班 / 級 別 : 　　　　　　　時 段 : 由　　　　　　至　　　　　

老 師 姓 名 : 　　　　　　每 星 期 節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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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核項目 
( 每細項佔 5 分 )

5 分 : 優異表現

描述指標

1 分 : 欠佳表現

描述指標

各類課業得分 
( 請填寫課業類別 ) 

平均得分 
( 取至小數點

後一個位 ) 

3 調適策略 (15 分 )

a 策略多樣性 能運用多類型課業調

適策略，如提供分層

工作紙、額外提示、

具選擇或輔助性的材

料等；

課業種類多樣化如運

用繪畫、錄音等形式，

以照顧不同學習模式

需要的學生  

未有使用任何課業調

適策略 

b 安排適切性 能因應學生個別需

要，靈活多變地運用

各項調適策略，包括 :

恰當地調適課業的程

度以配合不同學生實

際學習的需要；能提

供自學或挑戰部分以

照顧能力較高的學生

所提供的課業調適策 

略未能配合學生實際

學習需要 

c 策略成效 能有效地鼓勵不同能

力的學生用心完成課

業；

策略具參考價值 

未能誘發學生完成課

業

 

總計得分

其他評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