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帶領科組發展適異教學
科組領導手冊：

「拓展選擇」項目



單元一

01

導言	 	 03

單元一	 規劃校本課程	 06

單元二	 帶領共同備課	 14

單元三	 推動觀課議課	 22

單元四	 檢討教學設計	 28

單元五	 進行課業查察	 32

單元六	 保證擬卷質素	 47

單元七	 善用評估數據	 58

目錄



「拓展選擇」項目　科組領導手冊

導言



導言

03

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匯聚不同專家團隊組成多方協作

平台，以提升學校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專業能量及建立「校本多元管理模式」（School-based 
Diversity Management Model）。 

第一期計劃（2018-2021）支援學校發展三個範疇： 

  「展析多元」（Profiling Diversity）：協助學校建立校本數據平台，分析學生的多元需

要 
  「拓展選擇」（Maximizing Choices）：以適異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的理念，

協助學校在中、英、數、常／通發展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教學策略，並培育課程領

導長遠帶動科組改進 
  「推進協作」（Facilitating Collaboration）：協助學校善用「課堂學習支援助理」，促

進課堂教學效能 

其中「拓展選擇」項目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專業團隊

負責進行。在推動夥伴學校應用適異教學理念期間，QSIP 專業團隊除著重學校層面與科組層

面之間的互動，更重視提升學校持續改進及自我完善的專業能量，在校內擴散成功經驗，逐步

使「多元管理」（Diversity Management）的文化在校內植根。要做到這點，除了在課堂教學

上善用適異教學理念，中層領導的培育尤其重要。 

QSIP 專業團隊總結支援夥伴學校的經驗，歸納出科組領導在推動科組改進，以持續推行照顧

學習多樣性的教學，有七大要素：

一 . 規劃校本課程：科組領導需要帶領同事討論，以調適教學內容（包括教學目標、科目知識

及技巧），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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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帶領共同備課：科組領導宜在科組內建立共同備課的文化，可依據過往測考檢討及教師經

驗，針對學生較多難點的課題進行共同備課，加強商討破解學生困難的方法，尤其在課堂

內提供更多有意義的選擇（maximizing meaningful choices），以及減少不同能力學生的

閒置時間（minimizing idle time）。

三 . 推動觀課議課：科組領導宜在傳統考績制度外，建立科內同事互相觀課的文化，如能配合

共同備課，效果則更佳。在觀課時，必須打破傳統觀念，觀課者不宜只把焦點集中在「教

師表現」，而應多把目光放在「學生的反應」身上。只有「以學生為中心」的觀課，才

能觀察在共同備課的構思是否能照顧不同準備度（readiness）、不同學習風格（learning 
profile）及不同興趣（interest）的學生。

四 . 檢討教學設計：科組領導宜在對特定課題的共同備課及觀課後，帶領科組共同檢討試驗成

效。此外，若能即場記下簡單的要點，特別是有關需要改變教學策略的要點，讓將來需要

教授同一年級同一課題的教師作參考，這樣便更能完善科組的知識管理系統，有利持續的

教學發展。

五 . 進行課業查察：與觀課相似，科組領導宜建立非考績性的課業分享，把焦點放在學生的表

現上，尤其配合共同備課及觀課所見，及早發現學生的問題，以回饋教師教學，優化共同

備課的構思。

六 . 保證擬卷質素：科組領導為擬訂的試卷作把關時，在微觀上需要注意個別試卷是否「教考

相配」（即是否符合校本課程的教學目標、科本知識內容及技巧），是否「深淺適宜」（即

是否「易合格、難高分」，以促進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在宏觀上需要留意「縱向規劃」，

以協調各級的連貫性。

七 . 善用評估數據：科組領導宜推動科組善用校內評估的數據，以作為階段性檢討的入手點。

我們雖不能單憑數據下判斷，但能善用數據找出關注點，進行更深入的探討。此外，公開

考試的數據同樣重要，宜多作分析後的跟進，以配合以上六點的工作。

本小冊子將以實踐經驗，與讀者討論以上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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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規劃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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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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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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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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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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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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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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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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教學日期 / 周次：　　　　　　　　　　　　　　　　　　（共　　　　節）

學習內容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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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過程

 
教學流程、

任務及回饋

�

 

已有知識（Readiness）：

教學內容編排（當中是否按學生學

習能力、學習特性及興趣而設計學習活

動？）（Interest, Student Profile）：

適異教學的元素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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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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目標

 
一般能力的學生 能力稍遜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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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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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過程

 
 
 

教學流程、

任務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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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異教學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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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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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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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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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程�

 
教學流程、

任務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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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異教學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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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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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異教學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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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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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fclc7Wvuc&ab_channel=%E5%B0%BC%E8%A5%BF%E6%95%B8%E4%BD%8D%E5%B0%B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fclc7Wvuc&ab_channel=%E5%B0%BC%E8%A5%BF%E6%95%B8%E4%BD%8D%E5%B0%B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fclc7Wvuc&ab_channel=%E5%B0%BC%E8%A5%BF%E6%95%B8%E4%BD%8D%E5%B0%B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LjBr4kfNk&ab_channel=aokyuenaokyu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LjBr4kfNk&ab_channel=aokyuenaoky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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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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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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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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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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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課

	 觀課前的準備

 觀課目的是否明確？作為科組領導，你是否想藉是次觀課了解：

   不同班別、不同級別學生的水平、學習情況及學習難點？

   不同教師的教學表現、強項及改善之處？

   科組整體的發展需要？

 除了科組領導進行觀課外，會否安排同級其他教師或同科教師進行同儕觀課，以推動科

組專業交流及互學？

   同儕觀課的重點：

  應建立在尊重、相互信任及支持的文化之上；

  應側重於學與教實踐的層面、教學設計及安排，並應與科組改進的優先事項盡

量配合

  如擬試驗新的教學策略，宜分階段實踐，讓教師有機會進行反思和調適

  宜視同儕觀課為一個專業發展的機會

 會否安排觀察同一年級不同能力班別的課堂，以了解在同一教學設計下，教師如何因應

每班的情況調適相關的教學設計及實施策略？

 若想了解某一單元教學設計的成效，會否觀察該單元不同階段的課堂，以了解單元前、

中、後的實踐現況及成效？

 在進行觀課前，是否已讓施教教師清晰了解是次觀課的目的、焦點和安排？

推動觀課議課
經共同備課後，科組領導若要檢視有關教學流程及適異教學策略設計的成效，較有

效的方法是進行焦點式觀課，並帶領科組同事進行教學檢討會議，總結相關試驗及

收集意見，從而優化教學設計及教學策略的運用，並協助科組教師掌握適異教學的

理念及實踐技巧。以下是科組領導帶領觀課及議課時的一些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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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適異教學為焦點的觀課

範疇 建議的觀課焦點

學生的學習 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態／面貌，學生參與課堂活動的情況如何？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

投入課堂嗎？

班內學生的差異是否顯著？他們的水平如何？

不同能力學生的課堂參與度及表現有差異嗎？（如：問答水平、課堂活動、工作紙、

小組討論及滙報質素等）

如進行分組教學，學生討論情況如何？生生互動表現如何？

整體學生的學習表現如何？是否有個別學生需要更多協助？

學生對哪一部分比較感興趣？哪些部分對學生而言較為困難？

記錄學生的成功及失敗之處，並思考產生的原因及即時想到的改善方法

教師的教學 教學目標（Content）：

能否針對不同能力學生，訂定適切的學習目標？

深淺程度是否適中？

導入（Process）：

是否能照顧不同能力學生學習本課題的準備度？（如：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前備

知識、單元的前設導引等）

發展（Content & Process）：

教材及教學設計是否有效照顧學習多樣性？（如：分層提問、工作紙、小組討論）

教學策略及技巧是否能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如：講解及指示、提問技巧、照顧

小組學習的組內／跨組差異、回饋層次及技巧、適時為學生提供個別指導等）

鞏固及延伸（Product）：

課業設計是否能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

整體的教學表現：

觀察教師的教學行為及有何突出的素質？

教師如何因應課室內的差異情況實踐教學調適？

記下特定的優點、需要改進的地方以及具體的例子，尤其是針對觀課的焦點，並記

下／拍攝課堂情況再與教師討論

課堂整體的氛圍如何？

除了觀察教學內容及細節外，同時亦要分析整體課堂的結構

若有共同備課設計的教材，觀課時亦可關注教材的使用情況，能否配合學生的能力

和性向，從而了解及分析共備的成效

學習環境

(Learning
Environment)

師生關係（教師是否接納不同學習特性及能力的學生 ?）
生生關係（同學之間會否互相接納和幫助？）

學習氣氛及文化（是否正面、包容多元、積極、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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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的要點

 客觀地紀錄事實。

 利用關鍵字、圖像符號等，簡要記下最多的訊息。

 紀錄教學流程的先後次序及各段落所用時間。

 紀錄學生座位安排及教室布置，紀錄學生回應教師問題的頻次、對答情況、參與程度。

 利用手機拍攝不同能力學生的課堂表現、習作樣本、教師板書等。

 議課
 

	 議課目標

 依據學習目標及議定好的觀課焦點，結合分析觀課時所蒐集的資料，討論學生學習表現

的達成度。

 就課堂見到的現象提出問題和看法。

 科組領導和教師圍繞觀課焦點，平等地交流意見。

 以「改進及發展」為討論的取向。

	 科組領導帶領議課的技巧

 宜先引導教師反思：

   課堂是否能達成原來計劃的教學目標？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達到相應的學習目標

嗎？

   有甚麼因素影響這節課堂？如何可以減少它的影響？

   哪些課堂部分／學習活動是成功的？

   哪些課堂部分／學習活動有改進的空間？為甚麼？

   有多少學生能掌握課堂的重點？如何知悉？

   有甚麼是教師期望在課堂中出現，但實際上未有發生？

 從觀課所蒐集的課堂訊息，選擇幾項表現出色的地方並與教師分享。要具體和明確地描

述，並解說從何得知。

 請教師談談再教本課時，將會做哪些調整和改動。

 圍繞學生學習活動和狀態，可提兩三項建議，並探討更有效教學的可能性。

 讓授課教師回應議課期間的討論，或提出建議和問題。

 最後，以正向、鼓勵及肯定的態度結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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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組領導的反思及跟進

 會晤後，與教師達成甚麼行動計劃或發展焦點？這些計劃有多大程度是來自教師的反

思，而並不是由科組領導提議的？

 如何支援教師進行協商後的行動計劃？

 若完成整個科組的觀課，科組領導對整個科組教師的教學現況有何觀察？他們有哪些強

項？有哪些共通問題及發展需要？

 如何可透過日後的共同備課、觀課議課、課業查察等機會，有效地跟進相關問題，推動

科組改進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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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及議課的步驟 內容摘要

1. 觀課前的準備

�

�

協商觀課的檢視焦點：

分組學習是否能鼓勵學生同儕協作

不同學習材料是否可以配合學生的能力及性向

2. 課堂的觀察

�

�

�

在課堂上主要觀察以下各項：

在學生分組前的個人工作紙環節，不同能力的學生是否有能力獨自完成

（可拍攝學生完成後的工作紙以便課後討論）。

在小組討論時，專家組（能力較高的學生）是否能幫助能力稍遜的學生，

教師是否能通過提問及解說協助學生整理資料；組內學生是否能通過協作

互補不足，同時發揮以強帶弱、生生互助的學習氣氛。

學生以原組討論時，不同能力的學生是否都有均等機會參與討論，並在組

內匯報各自向度的內容及意見。學生在整理不同向度內容時，是否能有效

地找出關鍵概念及字眼等。

3. 課後討論

�

�

在個人部分的工作紙，有個別向度的內容比較多而且難度亦高，因此經討

論後決定將部分內容簡化，並以星星數目顯示不同的難度，一般學生只須

完成核心問題，而能力較高的學生則可以作延展學習。

經教師觀察後反映，分組方式確實能鼓勵不同能力的學生參與討論及交

流，因此建議保留分組的方法及策略。

最後，學生在整理不同資料及歸納概念時，不少組別均面對困難，檢視後

建議加入一表格及提示問題，以協助學生找出各向度的核心概念。

 實踐例子：

例子 1 —— 觀課議課的步驟及相關重點（以中學生活與社會科為
例）

是次觀課焦點：了解採用分組教學策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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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有用資料
 
科組領導應在檢討會議前，邀請教師準備有助檢討時作討論和參照的資料，包括觀課紀錄、教

案、教學材料、學生筆記、課業及測考表現等，攜同出席檢討會議。

 歸納適異教學策略
 
科組領導可在檢討會議開始時，先歸納是次教學設計運用的適異教學策略及預期目標，以讓與

會同工能聚焦地檢視相關策略的成效。

 帶領授課教師與觀課教師反思適異教學策略的成效
 
科組領導可帶領授課教師及觀課教師就所運用的適異教學策略成效進行反思及討論，方向包

括：

 學生的表現能否達到預期目標？

 運用適異教學策略時，不同能力學生有何反應和表現？與共同備課時預期的表現是否有

落差？

 教學時遇到哪些困難？當中是否有哪些教學活動未能達到學習目標？如是，可以如何解

決這些問題？又或已經採取了甚麼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教師有否因應個別班別或個別能力組別的情況，就教學設計作調適？有沒有使用額外的

學習任務或材料？

 學生在學習的產出（無論是基礎學習部分、延伸性或具挑戰性課業部分等）表現如何？

其評估形式及課業設計是否能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

 對教學活動與教學材料設計有何優化建議？

 如何修訂單元／課程計劃及教學資源，以供將來使用？由誰負責作出修改？完成修改的

日期為？

在完成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課後，科組領導宜與科組教師進行檢討會議，就適異教

學設計的成效進行檢討，發揮教學領導的角色。科組領導可參考以下步驟：

檢討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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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討論內容及優化建議

科組領導應安排人手負責紀錄和整理檢討會議的討論內容，包括教案及教材的優化建議等。整

理後的會議紀錄除了要交給負責同事跟進外，亦應把紀錄妥善存檔在科組的資料庫中，以便來

年接手的同工能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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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例子：

例子 1 —— 檢討會議的步驟及相關重點（以中學生活與社會科為
例）

檢討會議的步驟 內容摘要

1. 收集有用資料 科組領導邀請授課教師準備以下資料，包括學生的筆記、功課及網上學習平

台（Padlet）的討論結果；以及邀請觀課教師攜同觀課紀錄，包括文字或相

片紀錄。

2. 歸納適異教學策略 科組領導在檢討會開始時，先重申是次課堂的教學目標，及歸納課堂上採用

的適異教學策略：

是次課堂目標：讓學生掌握香港貧富懸殊的現況，及明白政府改善相關狀況

的必要性

策略一、建構適切的學習鷹架：利用三則簡單易明的個案，讓學生逐步掌握

「絕對貧窮」和「相對貧窮」的概念。

策略二、多感官教學設計：讓學生透過短片在認知及情感層面對香港的貧富

懸殊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策略三、分層評估：在課後，學生需就課堂所學回答分層問題，學生可以從

四條難度不同的題目中選兩題回答；學生亦可透過電子平台選擇文字及錄音

等不同形式的作答方式。

3. 帶領授課教師與觀

課教師反思適異教學

策略的成效

�

科組領導在檢討會議中帶領教師就適異教學策略的成效進行反思及討論，如：

教師 A 指出利用個案討論是適切的學習鷹架，能有效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

能清楚掌握「絕對貧窮」和「相對貧窮」的概念，但在面對弱生時，宜把

焦點集中在概念澄清，不用學生花太多時間在抄寫資料上，因資料分析非

本課節核心目標。

教師 B 指出預期希望透過播放兩段影片，令學生更能感受香港富裕家庭與

貧窮家庭在居住環境上的差異，但其中一段利用 VR 觀看豪宅的片段效果

未如預期，因此建議刪減；而另一段富家子弟到劏房暫住的片段更能令學

生感受到貧富差距，則建議保留。

教師 C 指出利用網上學習平台 Padlet 能讓學生更容易自行選擇不同難度的

題目，亦能用文字、錄音等不同形式回答，結果亦顯示有關設計能令一些

文字表達能力稍遜的學生更積極回應問題。

4. 整理討論內容及優

化建議

科組領導邀請負責同事整理檢討會議的內容，連同教材的最新版本，妥善存

放在內聯網上的科組資料夾內，以便來年負責任教的教師查閱，做好科組知

識管理的工作。

科組領導亦把一些檢討會上總結的有效策略作推廣，如「教師宜用板書整理

學生對貧窮的初步理解，並進行點撥釋疑，能更有效就學生難點進行概念澄

清」，期望同工在之後的課堂能持續運用，加強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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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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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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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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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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評估方面，教師普遍在擬訂試題後，在科組內傳閱試卷，一般教師大多會留

意試卷格式、錯別字、題型是否多樣化、各類題型的佔分比例等事宜。若要進一步

優化試卷質素，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科組領導為擬訂的試卷作把關時，宜留意

以下各點： 

保證擬卷質素

 深淺適宜 

一般而言，無論學校以成績分班或採用混合能力班別的模式，統一測驗及考試多採用一份試卷

供全級考核。在這情況下，教師宜以「易合格、難高分」作為擬卷原則，以照顧不同準備度及

不同能力的學生。所謂「易合格」，是指在考卷中有足夠淺易的題目，希望準備度及在該科能

力較弱的學生知道，只要他們願意踏出一小步嘗試學習，學會最基本的東西，測考卷中便有他

們懂得回答的題目；這是對學生付出努力的肯定，讓他們有機會合格（即使不合格，也距離合

格不太遠，仍然懷有合格的「希望」）。另一方面，「難高分」是指在考卷中有一定數量的艱

深題目，以免準備度及能力高的學生在不需要付出太多心力的情況下，便輕而易舉地取得非常

高的分數（甚至滿分），反而失去後續學習的動力。 

因此，如期望評估能「深淺適宜」，科組領導宜留意： 
 科組在擬卷前，對何謂「難、易」有共識嗎？ 
 同級教師對不同課題或類別的題目，能區分何謂淺、何謂中等、何謂深嗎？ 
 根據科組的共識來檢視題目時，全卷題目的深、淺分布是否合適？（可參考本單元末的

實踐例子 1） 

 教考相配 

科組領導在把關時，需要在本科知識內容、技能及教學目標三方面作檢視，以確保教學與評估

能互相配合。 

	 本科知識內容	

 測考卷是否涵蓋該時段所教的內容？是否能讓在不同課題／主題花功夫的學生也能有展

現能力的機會？ 
 測考的知識內容能對應及配合該特定時段的教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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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	

 科組領導需要就教學及測考在技能上的相配作出把關。 
 為讓不同準備度及能力的學生皆能參與，如果教師在教學時於憶述、應用、比較、分析、

評論等方面的技巧皆有涉獵，在測考時也會有相應的題目嗎？ 
 若測考卷中涉及多種層次的題目，相關的內容是否在該年級教學中已有教授？ 

 科組領導要做到這樣的把關，不能單靠閱讀試卷題目，還需要連結起共同備課及觀課所見，

才能有效作出監察與支援。 

	 教學目標	

 科組領導需要就評估內容與教學目標的相配性作出把關。假若教師平常以教授事實性知識為

主，而在測考卷中設計大量憶述的題目，在技能的角度而言是教考相配。然而，在世界教

育改革倡議的能力導向的教學下，以事實性知識主導的教學經已與現今教育的目標不符（當

然也與現今公開考試的目標不符）。因此，科組領導除需檢視評估與知識、技能的相配性，

還需要檢視評估與教學目標是否相配。 

 這其實也與深淺適宜相關。因為若我們的教學目標是要訓練學生的高階思維，那在測考中

當然需要有高階思維的題目。但是，若要照顧不同準備度及能力的學生，使他們都有進步，

便不能單靠加入事實性的題目而讓他們取得分數，而是要把部分高階思維的題目作不同程度

的拆解，並加入引導性的分題，又或加入提示，以讓較弱的學生也能參與，以配合教學目標。 

 因此，科組領導便需要帶領科組討論： 
  如已為不同能力的學生訂定分層教學目標，評估內容是否同樣回應這些分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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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向規劃 

這裏有兩個方向的考慮，以讓不同準備度及不同能力的學生也能發揮，並一同持續進步。 

	 微觀地檢視題目	

 在同一類型的題目，科組領導應依照科組的共識，檢視在不同級別的深淺程度。越高年級

的題目是否難度越深或層次越高？ 

	 宏觀地檢視全卷	

 在同一類型的試卷中，越高年級的考核時間是否越長？越高年級的高難度／高階思維題目

的比例是否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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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淺程度	 佔分比例 預期答對率	

淺 50% – 55% 80% 或以上 

中等 35% – 40% 50% – 79% 

深 10% – 15% 少於 50%

 實踐例子： 

例子 1—— 深淺適宜 

科組領導可根據校內科組教師達到共識的低、中、高階題目分數比例來把關。以下是一所小學

的數學科科組經過商議後，得出對一份試卷的初階、中階及高階題目的分數分布指引： 

已有知識

學習範疇 學習單元
題號及深淺程度

分 數
初 中 高

數 分數（四 ) 47 48，49 6

圖形與空間 八個方向 2 3 4

數據處理 棒形圖（二 ) 11，12，13 6

新知識

學習範疇 學習單元
題號及深淺程度

分 數
初 中 高

數
小數（三 ) 1，23，24 25，43*，50 13

30
分數（五 ) 26，27，28 6，29，30 44*，51 17

圖形與空間 立體圖形（三 ) 4，5，31，32，33 8 12

度 量
 

體積（一 )
34^，35^，36^，

37，38，39
40，45*，46* 41，42 21

代 數

 

代數的初步認識 7，18^，20^，21^ 9，19^ 10 10
21

簡易方程（一 ) 14，15，16，17 22* 11

分 數 54 35 11 100

^：１分　　*：３分　　#：4 分　　其他題目每題 2 分 

圖 6.1：擬卷藍圖 

在這基礎上，便可用擬卷藍圖的方法來把關。下圖是一份五年級數學科試卷的擬卷藍圖例子（圖

6.1）。擬卷藍圖顯示了試卷中每一個課題（包括已有知識）的題號及每題所佔的分數，同時

亦將每一題以初階、中階和高階劃分，讓擬卷者和閱卷者能對每個課題及不同程度題目的分布

一目了然，從而審視試卷能否做到分布合理及深淺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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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判斷題目分布是否合理，可用教學時數作參考：教學時數較多的課題，應屬於較重要的課題，

所佔分數比例應較多。簡單來說，每個課題題目所佔的分數應大約和授課時數成正比。此外，

若要考核學生的已有知識，分數不宜太多，讓能力稍遜的學生能專注溫習本學期新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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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節數 核心部分 延展 / 挑戰部分 所佔百分比

  

甲部

題號 分數

甲部

題號 分數

　　　%

 乙部
題號 分數

乙部
題號 分數

 
 

 
 

甲部

題號 分數

甲部

題號 分數

　　　%

 乙部
題號 分數

乙部
題號 分數

 
 

 
 

甲部

題號 分數

甲部

題號 分數

　　　%

 乙部
題號 分數

乙部
題號 分數

 
 

 
 

甲部

題號 分數

甲部

題號 分數

　　　%

 乙部
題號 分數

乙部
題號 分數

所佔百分比 　　　 %     　　　 % 100 %

A 卷核心課程部分不少於 40%，延展 / 挑戰課程部分不少於 30%。

B 卷核心課程部分不少於 80%。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評估試卷題目內容分佈表

學年：　　　　　　　　　 　年級：　　　　　　　　　 　卷別：   A卷  /  B卷 

評估：　　　　　　　　　　　　　　　　　　　　　　 　擬卷老師：　　　　　　　　　　 　

考核內容及題目分佈

例子 2—— 評估試卷題目內容分布表 

以下「評估試卷題目內容分布表」，由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本計劃的實驗學校之一）

設計，用以協助教師檢視評估中的題目所涵蓋的課題、深淺題目的分布等是否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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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3—— 教考相配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各科，皆是能力導向的，因此各科的教學及評估，皆應在能力導向的理念

下進行。下列以物理科的題目為例： 

A car can reach 30 ms-1 from rest in 6 s.  In a journey of 3 parts, it accelerates at this rate for 
the first 10 s in the first part.  Then it travels at uniform speed for 500 m in the second part.  It 
decelerates uniformly to rest in the final 20 s in the third part.  Sketch the speed-time graph of 
the car. 

假若教師在日常課堂教學時，是用下列「拆碎」的方法來教授這類題目：  
a) Find the speed of the car after the first 10 s. 
b) Find the time period of the car takes to travel the 500 m in the second part. 
c) Find the total time for the journey of the three parts. 
d) Sketch the speed-time graph of the car. 

那麼到測考時，若能保留部分題目有「拆細步」的做法，便可照顧能力稍遜的學生。然而，若

試卷同時有一些題目是除去這些提示的，這樣便能讓能力較高的學生也有挑戰。這樣，我們既

能在技術上教考相配，也可以照顧不同準備度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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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評估考卷分析及回饋表

學年：20　　　　 /　　　　年級：　　　　科目：　　　　　　　　　 　卷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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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 考核內容 

擬卷老師填寫 科負責人填寫

□ 已參照「學進表」之內容作擬卷方向； □ 未能核實有參照「學進表」

A 卷內容與「學進表」之配合程度：

核心部份佔全卷　　　　　　% ；
延展及挑戰部份佔全卷　　　　　　%

□ 核心、延展及挑戰題目比例適中

□ 核心、延展及挑戰題目比例欠佳

改善建議：

B 卷內容與「學進表」之配合程度：( 如有調適卷別 )
核心部份佔全卷　　　　　　% ； 
延展部份佔全卷　　　　　　% ( 如適用 )
(* 應以核心部分為本試卷之重點考核範圍 )

□ 核心、延展題目比例適中

□ 核心、延展題目比例欠佳

改善建議：

例子 4—— 評估考卷分析及回饋表 

以下「評估考卷分析及回饋表」，由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本計劃的實驗學校之一）設

計，用以協助科組領導及教師在擬卷把關的過程中，檢視評估內容與教學目標的配合、評估題

目的形式是否適切等，以作進一步優化。 

先由擬卷老師填寫，再交
由科負責人核實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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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  調適策略運用  ( 如有調適卷別：B 卷 )

擬卷老師填寫

科負責人填寫

未能核實

相關改動

改動適合度 需修正考卷之頁碼 /
改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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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優異 
□

□

□

□

□

□

□

達標

□

□

□

□

□

□

□

欠佳

□

□

□

□

□

□

□

乙 )  B 卷題目形式及內容變動   ( 如有調適卷別：B 卷 )

擬卷老師填寫
 

科負責人填寫

未能核實

相關改動

改動適合度 需修正考卷之頁碼 
/ 改善建議

a) 多項選擇題：

□ 減少回答題目

□ 減少答案選擇

□ 附加特別提示 / 解說

□ 題目較淺易

□ 其他：＿＿＿＿＿＿＿＿＿＿

□

□

□

□

□

優異             
□

□

□

□

□

達標

□

□

□

□

□

欠佳

□

□

□

□

□

b) 填充題：

□ 減少回答題目

□ 減少答案選擇

□ 附加特別提示 / 解說

□ 題目較淺易

□ 其他：＿＿＿＿＿＿＿＿＿＿ 

□

□

□

□

□

優異             
□

□

□

□

□

達標

□

□

□

□

□

欠佳

□

□

□

□

□

c) 問答題：

□ 刪減長題目，只有短問題

□ 減少回答題目

□ 附加特別提示 / 解說

□ 以其他方式表達答案

□ 題目較淺易

□ 其他：＿＿＿＿＿＿＿＿＿＿

□

□

□

□

□

□

優異             
□

□

□

□

□

□

達標

□

□

□

□

□

□

欠佳

□

□

□

□

□

□

d) 其他類別之題目：

（請簡述所用之調適方法） □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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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整體設計之回饋 ( 科負責人填寫 )

項目
科負責人評核 需修正考卷之頁碼 / 

改善建議A 卷 B 卷

a) 題目之數量
太多          
□           

適中

□   
太少

□   
太多          
□           

適中

□   
太少

□   

b) 題目之深淺
太深          
□       

適中

□

太淺

□

太深          
□       

適中

□

太淺

□

c) 題目的編排次序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d) 題目展示方式

    ( 如字體 / 圖像 / 圖表 )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e) 各部分之比重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f) 版面 / 空間運用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g) 作答安排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h) 準確度及校對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i) 語文表達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j) 參考答案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優異          
□              

達標

□

欠佳

□

k) 其他評語

科負責人姓名：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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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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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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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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50%

0%

F5A
F5B

F5C
F5D

F5E

學生程度分佈

綠色：程度較佳學生
黃色：程度一般學生
紅色：程度稍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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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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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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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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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