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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在進行評估後，科組會進行試後成績檢討，期望能了解學生的表現，回饋之後

的教學工作，以實踐促進學習的評估的理念。一般而言，學校普遍會進行成績統計，

包括：按全級或分班情況，計算是次測考的平均分、最高分、最低分、標準差等，

並在考試報告中描述相關數據，檢討各班學生的整體學習表現。然而，這些統計數

據未必能具體識別學生在不同範疇、課題、題型的學習難點，以致當面對學生表現

未如理想時，通常只歸因於學生學習動機薄弱、家庭支援不足、語文能力稍遜等籠

統問題。應對的解決方法也可能是加強操練相關題目、提升學生的審題技巧、透過

補課重教等，而未必能真正緊扣科組的課程規劃、日常教學及評估工作，「學、教、

評」之間的連繫仍有待加強。 

 

若要改善上述所提及問題，並以照顧學習多樣性作焦點進行試後檢討，科組領導可參考以下建

議方法，帶領科組進行檢討及討論： 

 總分分析法 

以總分分析為例，除了一般可檢討全級合格率、最高分及最低分的數據外，若想檢視試卷是否

能照顧同級不同能力的學生，亦可分析全級學生的成績分布： 

善用評估數據 



單元七

59

 若科組採取按能力分班的措施，在檢討整體成績時，是否有了解不同能力班別的表現是

否符合預期？ 
 若能力稍遜班別的合格率偏低，學生不合格的情況是如何？成績是接近合格分數，還是

離合格分數很遠？ 
 若強班的合格率高，這班學生整體能得到高的分數嗎？是否能達至拔尖的目的？ 

 試卷是否能做到深淺適宜？數據是否能反映「易合格、難高分」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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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分分析法 

除總分分析外，亦可進一步按試卷不同部分作成績分析，例如： 
 學生於不同學習範疇、課題、題型（如：選擇題、配對、短答題、資料回應題等）的表

現強弱如何？ 
具體分析不同班別學生在各測考部分的學習差異情況後，可進一步探討有哪些課題或技巧須在

之後的教學中作跟進。 

 題項分析法（Item Analysis） 

而更細緻的方法，可以搜集每道題目的數據進行題項分析： 
 當運用這種方法時，科組需就各評估題目有一個清晰的分析框架，例如：按題目的深淺

程度、考核的課題、概念、題型、技巧等作深入的分析。 
 科組可按答對率篩選出特別想檢討的題目，具體分析學生的學習難點，探討在教學上如

何更針對性作跟進。 
 若教師在擬卷時，已設定了不同題目的難度及預期答對率，在進行檢討時，便可按淺、

中、深難度將題目分類，以探討不同能力的學生表現是否符合預期，回饋科組之後的「拔

尖補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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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不同題目有不同的深淺程度，因此，科組在進行成績分析時宜避免用「一刀切」的

標準；難度最高的題目是針對全級能力較高的學生而擬訂，因此預期答對率偏低也是合

理的。 
 相反，難度最淺的題目是檢測全級學生是否已達基本能力要求，是該學習階段的基礎，

因此，預期答對率應定立較高的指標，亦要留意能力稍遜的班別和學生是否能做到及達

標。 
 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所開發的「校本多元學生數據管理平台」（DM Student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簡稱 DM Platform）提供了相關的功能，讓教師可按學生實際

的答對率篩選出相應的題目，和擬卷時的預期答對率作比較。 
 教師亦可檢視每位學生在淺、中、深題目的表現，為個別學生提供更具體及針對性的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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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若要優化過往試後檢討做法的不足、具體及詳細分析學生在學習上的強弱項及學習難

點，科組便需先建立一個有助回饋教學的評估數據資料庫，方法可包括：總分分析、按

試卷不同部分作分析、題項分析（item analysis）等。 

 科組領導可按科組實際的教學需要及視乎教師的工作量，帶領科組教師共商科本的成績

分析方法，構思「入分框架」及搜集數據的方法。 

 此外，若要以照顧學習多樣性作焦點進行檢討，探討試題的深淺程度、教考是否相配甚

為關鍵。然而，校內試題的深淺程度並沒有絕對標準，須建基於學生表現及數據作調整

及判斷。 

 科組領導可考慮先搜集不同難度的試題及學生答題樣本，帶領科組教師作參考及討論，

以拉近不同教師之間的解讀及建立共識，訂立「拔尖、提中、補底」的具體目標及策略，

並推動「以實證及數據為本」的檢討文化，善用量化及質化的資料回饋學與教，及診斷

學生的學習難點。如此一方面可針對性地調適校本課程設計及教學，加強「學、教、評」

的連繫，提升教學效能；另一方面亦可善用相關數據，為學生提供更具體及個人化的回

饋，促進反思求進，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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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例子： 

例子 1——  使用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校本多元學生數據管
理平台」（DM Platform）（以中文科為例） 

	 背景資料	

 這所學校在高年級依照學生成績高低編班，五年級合共 110 人，分成 A、B、C、D、E 五班。

5D 和 5E 的學生成績最好，程度最高。其餘三班則能力平均，普遍程度一般或較弱。以下

以第二學期考試作為例子，說明如何運用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的DM Platform，實踐「以

評促教」的理念。 

 第一部分：前備工作 

1.	預備試卷基本資料	

 科組領導需為試卷分析作好準備，先建立分析框架。科組領導可按校本需要，並依據擬卷

藍圖，為每題輸入基本資料，以便進行分析。以此校中文科為例，資料如下： 

	 考驗內容：選擇題、填空、長答、排序 
	 題號：1(a)(b)(c)(d)……、2(a)(b)(c)(d)…… 
	 文體類別：實用文、記敘文、說明文 
	 考核層次：複述、解釋、重整、伸展、評鑑、創意 
	 難度：淺、中、深 
	 答案：多項選擇題的正確答案 

 學校可按校本需要，在系統內建立各類的框架，以助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和檢視教師的教

學成效。而各框架亦可重複使用，方便日後科組分析數據時可提升效率。 

 另外，每份試卷需要輸入一些基本資料，如合格分數、預期合格率，作為數據分析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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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依據擬卷藍圖輸入試卷基本資料

圖 7.2：編製試卷分析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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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提供學生各題的得分和選項 

2.	輸入學生數據	

 完成學生評估後，科組領導可安排考務人員，輸入學生於該次測考的數據，數據資料主要

分兩大類： 
 非選擇題：輸入學生在該題的得分，如零分、一分或兩分 
 多項選擇題：輸入學生的作答選擇，如甲學生在該題選 A，乙學生選 B，丙學生選 C，

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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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分析數據 

1. 了解全級學生表現	

  合格率和平均分 
 科組領導可帶領教師先了解全級學生的答對率。以這所學校為例，整體學生的答對率是

80%，表現不俗。當中，表現最好的學生答對率為 95%。學生的平均分為 71.3，中位

數為 75，整體表現理想。 

  分數分布 
 五年級全級人數為 110 人，取得 80 分的人數佔最多，超過全級人數 25%。另有多於

20% 學生取得 70 至 80 分，接近 20% 學生取得 60 至 70 分。另外，約 15% 學生取得

90分或以上成績，惟沒有學生取得100分。小部分學生的分數散落於20分至50分之間，

個別學生處於零分區。沒有學生取得 10 至 20 分。整體學生的分數分布符合「易合格，

難高分」的原則。 

圖 7.5：檢視學生分數分布 

圖 7.4：閱讀數據，掌握學生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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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各班別的表現	

	 合格率 
 從數據可以得知 5D 班和 5E 班成績最好，100% 學生合格，而 5A、5B 和 5C 成績相若，

約 60% 學生及格。 
 再仔細檢視數據，能發現 5E 成績最好，平均答對率為 85.4%，5D 成績也不錯，平均

答對率為 84.5%，兩班表現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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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綜合分析各班，了解各班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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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分 
 可是，其餘三班的表現明顯比 5D 和 5E 遜色。5B 班合格率為 66%，平均分為 59.5 分。

5A 班合格率為 65%，平均分為 58.4 分。5C 班合格率為 60%，平均分為 63.1 分。三

班在中文科的合格率和平均分均未如理想。（見圖 7.6） 

	 標準差 
 數據顯示，5D 標準差為 5.4，5E 標準差為 6.8，這兩班的學生的能力較為集中，屬於

能力較佳的學生。反觀 5A 班的標準差為 19.1，5B 的標準差為 16，5C 的標準差為

13.7。這三班的學生能力較離散，學生差異頗大。由於學生的能力參差，教師在課堂面

對的挑戰也相對較大。（見圖 7.6） 

	 視像數據 
 另外，教師可參考視像數據，從右邊的棒型圖表，可見 5D、5E全都是程度較佳的學生，

而 5C 班則有較多程度一般的學生，5A 和 5B 班混集不同程度的學生，程度一般或程度

稍遜的學生佔超過一半以上。 

圖 7.7：善用圖像分析圖，檢視各班的學習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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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學生表現：從分數分布掌握整體局面	

 程度嚴重落後的學生 
 教師點擊棒型圖中得分最低的欄目，即能查找出程度最弱的學生來自 5A 班。系統方便

追蹤不同能力的學生，以便學校為個別學生安排輔導或跟進，支援這些程度嚴重落後的

學生。 

圖 7.9：點擊「得分率分布」中某分數的欄目，即能顯示學生所屬班別和作答表現 

圖 7.8：點擊「得分率分布」中某分數的欄目，即能顯示學生所屬班別和作答表現

 程度稍為落後的學生 
 教師根據棒型圖的分數分布，可即時查找不同分數分布的學生。以 40 至 50 分學生的

分布為例，他們分別處於 5A、5B 和 5C 班，平均分為 4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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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稍遜學生的答題表現 
 系統同步顯示學生的答題表現，教師可點�不同的欄目（如：題號、類型、難度、滿分

和平均得分），以了解學生的作答表現。 
 以平均分為例，系統依次排列這批學生平均分最好的題目，這有助教師分析學生的強弱

項，以便教師能對焦學生的弱項，提供適切的支援。 

圖 7.10：點擊此欄目，即能點擊不同欄目，顯示學生作答表現 

4.	分析學生表現：從全級學生序列客觀分析	

 成績最佳的學生表現 
 系統由最高分至最低分順序排列。教師可一目了然，了解成績最好的學生是 5E18 號，

得分 95 分。系統同步顯示該生的作答表現，方便教師進行個別的回饋，有助培育程度

較佳的學生。 

圖 7.11：了解全級學生的優次排名及答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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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於各難度題目的表現 
 系統亦能展示學生在難度淺、中、深的題目上的相應分數，以便教師了解並追蹤。以此

卷為例，淺、中、深題目分別佔了整份卷的 58、30、12 分，而根據數據亦可發現有學

生在淺題目上的得分比率偏低，與其總成績不符，教師便可針對性地作出個別跟進。 

圖 7.12：深入分析每名學生的答題表現，按需要提供適切的回饋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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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答案分析 
 科組領導可帶領教師按照學生的錯誤答案及全級的共同難題與科組共同分析，找出學習

的難點，從而設計和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達至「以評促教」的理念。 
 比對高、中、低學生的作答表現 

 科組領導也可帶領教師對比高、中、低能力同學的作答表現，從而檢視課程規劃，在日

後作出適當的調度、優化、修訂等。 

圖 7.13：對比高、中、低三組學生的答題表現，再因應需要，調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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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題目分析：了解學生在各個範疇的學習成果	

 肯定學生的學習強項 
 科組領導可引導教師根據題目類別，了解學生在語文基礎知識和閱讀理解兩個學習範疇

的表現。從數據顯示，學生在閱讀理解的表現不錯，而在語文基礎知識中，「不供詞填

充」、「成語運用」、「標點符號」等，學生表現良好。 



   

「拓展選擇」項目　科組領導手冊

76

 比較各班在各學習重點的表現 
 科組領導可帶領教師善用數據，進行深入分析。以「漢語拼音」和「標點符號」為例，

5A、5B 和 5C 班在「漢語拼音」方面表現欠佳，反映學生在此範疇需要加強。反觀「標

點符號」，各班表現相若。因此，科組領導與科任教師可就「漢語拼音」商議教學活動，

加強和鞏固能力稍遜班別在這方面的知識。 

圖 7.14：了解學生在各個範疇的學習表現 

圖 7.15：教師可就各學習重點進行數據分析 

班別 
漢語拼音平均分 
（滿分：5 分）

標點符號平均分

（滿分：7 分） 

5A 1.74 5.05 

5B 1.9 5.19 

5C 2.3 4.75 

5D 4.04 5.92 

5E 4.6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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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各班在各文體的學習表現 
 從數據顯示，不同班別的學生需要跟進的學習要點各有不同。例如，5A 班在實用文表

現比較弱，科任教師可在這方面加以跟進，與學生重溫實用文的重點。另一方面，儘管

5D 班是精英班，可是從數據顯示，5D 班在說明文明顯表現較弱。科任教師可在說明文

作深入分析，了解學生的學習難點，並進行焦點式的回饋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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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實用文 

（滿分：16 分）

記敘文 
（滿分：18 分）

說明文 
（滿分：16 分）

5A 9.47 (59.2%)  11.53 (64%) 10.63 (66.4%)  

5B 9.52 (59.5%) 11.71 (65%) 9.38 (58.6%)  

5C 9.9 (61.9%) 11.95 (66.4%) 9.7 (60.6%)

5D 14.5 (90.6%) 16.29 (90%) 12.58 (78.6%)  

5E 13.28 (83%) 15.48 (86%)  13.16 (82.3%) 

圖 7.16：教師可按照文體類別進行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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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各班在各閱讀理解層次的學習表現 
 科組領導也可按照閱讀理解能力分析學生的作答表現。整體而言，學生在閱讀理解表現

不俗，學生在複述、解釋、重整、伸展、評鑑和創意方面，整體表現理想。 
 數據顯示，5A 班在「伸展」和「創意」較為理想，反而在「複述」表現略為遜色。教

師在回饋中，可與 5A 班多講解這方面的內容。又或，在日後的恆常教學中，設計相關

的教學活動。5E 在「伸展」方面表現良好，惟在「複述」和「創意」，仍有進步空間。

5E 班科任教師，在教學中，可更適切地為學生設計相關教學活動或調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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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7：教師可按照閱讀層次進行數據分析 

班別
複述 

（滿分：6 分）

伸展 
（滿分：12 分）

創意 
（滿分：4 分）

5A 3.58 (59.7%) 7.89 (65.8%) 2.53 (63.3%) 

5B 3.48 (58%) 7.43 (61.9%) 2.14 (53.5%) 

5C 3.3 (55%) 7.2 (60%) 2.25 (56.3%) 

5D 5.5 (91.7%) 10.33 (86.1%) 3.33 (82.5%) 

5E 4.68 (78%) 9.76 (81.3%) 3.1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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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2—— 題項分析（Item Analysis）（以中學英文科為例） 

為推動科組教師運用評估數據回饋教與學，科組領導可於任教級別試進行題項分析。以下例子

為某中學英文科科主任推行題項分析的做法，以供參考。  

	 背景資料	

 科主任任教中一級，與同級教師認為學生在處理閱讀卷中的 cloze passage（篇章填充）部

分有困難，因此揀選此部分作題項分析。［註：cloze passage 是閱讀理解中的填充題，學

生需在重寫的撮要（summary）的空格中填上合適的替代文字。］ 
 
 教師嘗試分析學生的學習難點，估計大部分學生面對之困難為 (1) 不同詞性（parts of 

speech）之應用；能力稍遜學生面對的難點則再加上 (2) 時態（tenses）的轉換。 

1.	整理數據了解學習難點	

 在中期考試核對考卷後，科主任設計了電子表格，讓中一級各班的學生自行輸入考試時作

答 Cloze Passage 1（見圖 7.18）的答案。收集各班的回應後，教師把資料輸入 Excel 作整

理分析。 

圖 7.18：Cloze Passage 1 

Complete the passage about sports day using ONE word from the text.  Make sure the answers 
are grammatically 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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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19 為資料分析後的結果，黃色部分為各題項的正確答案。透過此類圖表，科主任能對

各班學生答案之分布一目了然，從而了解各班的表現差異。例如 1A 班有超過半數的學生能

答對題項 8a，而 1B 班的答對率只有 26.7%，反映不同班別的學生於該題項的表現有較大

差異。而教師從中亦估計有些班別的學生仍未能掌握部分動詞（verb）的詞型變化。與此同

時，科主任亦能從中了解學生的學習難點是否具普遍性，還是某特定班別的學生表現稍為

落後。例如於題項 8c，各班都只有極少數的學生能準確回答，而透過綜合全級學生於各題

答案的分布（見圖 7.20），可見整體學生於該題項的答對率亦偏低，反映出相關題項是普

遍學生的學習難點。 

圖 7.19：Cloze Passage 1——各班學生答案之分布 

註：黃色部分為正確答案；「99」代表學生考試時沒有填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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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數據分析跟進學習重點	

 教師亦從數據分析中發現，名詞（noun）中單數與眾數之運用是學生另一常犯錯誤（見圖

7.21 及 7.22）。教師更準確地掌握學生的普遍錯誤後，下一步便回應數據編排跟進教學，

設計以下 Parts of Speech 練習（見圖 7.23 及圖 7.24），以提升能力較高學生於作答 cloze 
passage 時的意識，並提供方法讓能力稍遜學生能較有步驟地找到答案。 

圖 7.20：Cloze Passage 1——全級學生各題答案分布 

Fill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with ONE word from paragraphs 3 – 4 of the text.  Make sure 
the answers are grammatically correct  

註：黃色部分為正確答案；「99」代表學生考試時沒有填上答案。

圖 7.21：Cloze Pass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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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2： Cloze Passage 2——全級學生答案分布 

註：黃色部分為正確答案。 

圖 7.23：Parts of Speech 練習 

註：此練習把動詞細分為現在式及過去式；名詞則以單數及眾數之分。讓學生熟練，留意詞性以外

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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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驗擴散	

 其中一位中一級教師於課堂上向學生展示這一班的數據分析（見圖 7.19），以此作為教學

引入及讓學生知道常犯錯處。學生對此分外有興趣，非常留心。 
 科主任於學年終科組會議分享此試驗，並落實下學年各級試驗至少一次。而與科主任任教

同一級別的教師因已了解題項分析做法，下一學年便嘗試推展至其他級別，帶領其他教師

嘗試，把經驗擴散。 

圖 7.24：Cloze Passage 練習 

註：此練習訓練學生留意不同 parts of speech 之應用，學生需先找出提示字／詞，並於括號內填上

parts of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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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3—— 評估試卷調適成效分析表 

以下「評估試卷調適成效分析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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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檢討，檢視評估的調適安排的適切度、學生的答題

表現等，以助科組優化教學及評估策略。 

( 一 )　及格率 (* 衹計算考卷分數 ) 

調適卷別 統計項目 A 班 B 班 C 班 ( 如適用 ) 全級

A 卷

( 包括 A1 和 A2)
 

考核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B 卷

( 包括 B1 和 B2)
考核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A 卷 + B 卷 及格率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評估試卷調適成效分析表

學年：20　　　　 /　　　　年級：　　　　科目(卷別)：　　　　　　　　　　　

評估：第一次評估  /  第二次評估  /  學年評估　擬卷老師 ：　　　　　　　　　　　

( 二 ) 題目形式及程度

1.  題目數量是否與評估時間配合？ ( 請參考「評估監考員觀察記錄表」之資料 )
A 卷 □ 太多 □ 略多 □ 適中 □ 略少 □ 太少

B 卷 □ 太多 □ 略多 □ 適中 □ 略少 □ 太少

2.  題目之深淺度是否適當？

A 卷 □ 太深 □ 略深 □ 適中 □ 略淺 □ 太淺

B 卷 □ 太深 □ 略深 □ 適中 □ 略淺 □ 太淺

3.  題目的編排次序、展示方式、作答模式和空間運用等，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嗎？

A 卷

B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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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調適策略的運用 (B 卷 ) 
請指出在本評估試卷中最能有效協助學生作答的調適策略 ( 可選多於一項 )，並簡略描述其成

效。

( 請參考已提交「評估試卷調適策略分析表」之資料 )

調適策略 成效描述

□ 文字提示 (Hints)
□ 視覺輔助 (Visual Aids)
□ 組塊 (Chunking)
□ 資料聚焦 (Focusing)
□ 布盧姆分類 (Bloom’s Taxonomy)
□ 鷹架式 (Scaffolding)
□ 其他（請列明：    

     　　　　　　　　　　　）

( 四 ) 學生作答之整體表現

如： 學生在哪些部分表現較佳／表現稍遜？  學生較能掌握／較難掌握哪些課題、知識或技

能？

 哪些是學生常犯的錯誤？   
                                 

A 卷 B 卷

 
( 五 ) 個別題目之意見 

上佳題目 ／ 欠佳題目 ／ 改善建議：

A 卷 B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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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與「學與教進度表」內容的配合

學生整體評估表現是否符合「學與教進度表」所訂定的學習目標？

A 卷 □ 極符合 □ 大致符合 □ 部分符合 □ 大致不符合 □ 極不符合

B 卷 □ 極符合 □ 大致符合 □ 部分符合 □ 大致不符合 □ 極不符合

具體情況描述 / 
學進表內容修訂

 

擬卷老師簽署：　　　　　　　　　　　　　　填表日期：　　　　　　　　　　　　　

( 六 ) 分層安排

個別學生所作答卷別之程度是否切合他們的學習需要？ 有需要重新安排或跟進的個案嗎？

                                      
A 卷 B 卷

備註： 1. 本表格須由擬卷老師填寫，並於評估後兩星期內把正、副本分別交回：

  (i) XXX 老師  及  (ii) 科負責人在科務會議中作商討之用。

 2. 建議本表格以附件形式連同科務會議紀錄一併提交。 
 3. " R 卷 " ( 中一資源班 ) 學生表現之分析不包括在本表格內。

 4. 如不設 "B 卷 "，擬卷老師仍須填寫本表格 "A 卷部分 "。
 5. 如分層試卷涉及不同擬卷老師，本表格須由他們共同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