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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背景實況 

•位於荃灣區的一所屋邨小學 

•學生積極學習，重視校內各種測考評
估 

•考試及評估安排 
一年有三次期考 
每學期每科有日常評估(單元評估、       
 默書、研習課業等) 



促進學習的評估？ 

評估能促進學習？ 
 
校情： 
•校本單元教學(以文體建構) 
•每個學期約3個單元 
•單元包含多篇文章 
 
學生表現： 
•校本工作紙 
•寫作課業 
•單元評估 



• 學習表現跟進處理： 

 

課業批改後，與學生訂正及講解 

單元完結前會有一個單元評估，檢視    

   學生學習狀況 



限制： 

•工作紙/課業表現評定(知識及能力) 

分析較籠統 

•單元評估表現 

有簡單的分析和檢視，單元完結後
再度跟進 

下一個新單元教學又要開始 



• 解決整體困境： 

老師盡快給予學生回饋 

投放很多資源(人手)做數據分析 

數據未算細緻 

 
 



• 去年任教小六級，參與「學生評估」(SA)

試驗計畫，有助學與教 

• 今年延續這個試驗計畫 

• 我的期望： 

 在現有校本單元教學及評估的基礎 

   上，能否作出填補，以提升學與教 

   的效能？ 



• 考慮有系統地使用「SA」的原因 

• 「學生評估」(SA)的好處： 

 

•信心 與 稱心 
 

• 信心：  

• 題目經前線教師審閱 (效度) 

• 並經過預試 (信度) 

• 大學學者及教育局同工組成委員會通過  

• 質量有保證，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 



• 稱心：  

 對應基本能力 

 有利於作為TSA數據分析的後續/跟進 

 打破時空界限 

 網上即時自動批改+數據分析 

 分析學生答題表現 

 學生可開啟個人戶口 

 檢視表現，得到回饋，並作出改善 



試驗計畫的啓動 

• 開始前： 

• 設定學生賬戶 

• 教師專業發展：考評局到校提供教師培訓 

教師講座「評估促進學習」 

 分科進行工作坊  

 教師培訓 

• 選定一班(小四)作試點 



配合校本中文課程 

• 用學生評估(SA)的課業配合施教進度 

• 以讀帶寫，以閱讀為本單元重點 

• 小四中文課程： 

• 記敘文──寫人、寫物、記事、遊記四類 

• 內容以人、事、景、物為主 

• 記敘的方法如順敘、倒敘等 

• 因應校本課程內容及需要，選取學生評估
相關的課業作材料 

 



試驗計畫 
 

 項目  時間  

與學校商討施行細節  9月20日  

第一次評估 (前測) (記事) 10月8日至10月12日 

第二次評估 (記事) 11月19日至11月20日 

輔助教材 (WLTS) 12月3日至12月7日 

中期檢討 3月 

第三次評估 (記人) 4月15日至4月19日 

輔助教材 (WLTS) 5月6日至5月10日 

第四次評估 (後測) (TSA) 5月20日至5月24日 

計畫檢討 6月 



試驗計畫 

• 配合記事及記人的單元教學，共進行
四次評估 

 記事 評估一 

(前測) 

最後的玫瑰+常識問答比賽 

評估二 勸爸爸戒煙+半塊橡皮 

記人 評估三 堅毅不屈的林書豪+扁鵲 

記事 

及 

記人 

評估四 

(後測) 

陳雯芳+給偉強的信 



以《記敘文》(記事及記人)單元作為 

試驗 

 

已有知識：小二時學生對記敘文有
一定認識 

小三：記敘文(順敘) 













針對學生比較弱的基本能力點： 

 

•BR2.2(能理解所學詞語) 

•BR2.3(能理解敘述性和說明性文字的
段意及段落關係) 

•BR2.5(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 

 



在本單元正式教學前…… 

 

• 鞏固記敘文(敘事)順敘為基礎，再教敘
事中的倒敘 

• 加入其他元素，豐富文章內容，如： 

   心中所想、即時行動、個人感覺…… 

• 安排學生做第一次學生評估SA 

 



利用SA作工具，測試學生的能力(前測)： 

第一次評估(SA):最後的玫瑰+常識問答比賽  

• 選取在「記敘文(記事)」教學單元中引入 

   試驗 



利用SA作工具，測試學生的能力(前測)： 

第一次評估(SA):最後的玫瑰+常識問答比賽  

• 選取在「記敘文(記事)」教學單元中引入 

   試驗 

–學生在「能理解所學詞語」的表現欠理想  

–在「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的表現有待
改善，未能按上文下理推斷人物的心理狀況 

–圖畫題的表現也不是太理想 

 



• 經過第一次SA，我們直接從SA的系統
中下載「班別報告」(Class Report)，
以檢視學生表現。 

 

• 之後再根據班別報告中的數據，製成
「學生答題表現分析」(Post Class 

Report)，更深入地分析學生在評估中
的整體表現。 

 



第一次評估   班別報告 (Class Report) 



     學生答題表現分析 (Post Class Report)  



     學生答題表現分析 (Post Class Report)  



透過第一次評估，我們發現： 

 

• 整體「記事」的閱讀表現未如理想， 

• 從數據中我能更深了解…… 

   在BR2.2(能理解所學詞語) 

   在BR2.5(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 

   學生的表現有待提升 



教師心中有數 

•開始進行正規的校本課程教學 

 (記敘文) 

•邊教邊做 



學生做第二次評估 

《勸爸爸戒煙》+《半塊橡皮》 

我們發現…… 

• 學生在BR2.2(能理解所學詞語)及
BR2.3(能理解敘述性和說明性文字的
段意及段落關係)的表現均不穩定 

 



第二次評估  班別報告 (Class Report) 



學生答題表現分析 (Post Class Report) 



學生答題表現分析 (Post Class Report) 



針對學生弱項作出跟進： 
• 配合校本「記敘文」(記事) 教學 

教師利用課堂教案 
   【認識詞語──含義不同別混淆】 

修訂工作紙 

教導學生尋找中心句、寫段意、找主旨 

 

• 引入WLTS網上學與教資源 

學生自學(網上練習) 
    《尋寶大冒險之近義詞、反義詞》、《十分鐘小息 》、
《戚繼光大義滅親 》、《如何面對考試 》等等 

 



學生做了多次SA 

• 在BR2.2(能理解所學詞語) 

• 在BR2.3(能理解敘述性和說明性文字的段
意及段落關係) 

• 在BR2.5(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 

 

學生的表現不隱定，仍有待改善 











學生做第三次SA《堅毅不屈的林書豪》+《扁鵲》 

我們發現…… 

• 學生在BR2.2「能理解所學詞語」及BR2.3「能
理解敘述性和說明性文字的段意及段落關係」的
表現仍不穩定 

• 學生在BR2.4 「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
的表現一般 

• 學生在BR2.5「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的
表現欠理想 

• 學生表現比較理想的題目是，第八題和第十題
「讀懂內容細節」，第九題「理解事件原因」。  

 



第三次評估  班別報告 (Class Report) 



學生答題表現分析 (Post Class Report) 



學生答題表現分析 (Post Class Report) 



學生答題表現分析 (Post Class Report) 



學生做第四次SA《陳雯芳》+《給偉強的信》 

我們發現…… 
學生在這兩個評估的表現和預期的差不多。 

• 學生在BR2.2 「能理解所學詞語」的表現不穩定。 

• 學生在BR2.3 「能理解敘述性和說明性文字的段意及段落
關係」的表現最好。 

• 學生在BR2.4 「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的表現稍
遜。 

• 學生在BR2.5 「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的表現也欠
理想。 

• 學生在BR2.6「能理解篇章中例證的作用」的表現一般。 

• 部分學生對於要回答較深層次或誘誤性強的提問，
未能從篇章中擷取相關資料，表現有待改善。 
 



第四次評估  班別報告 (Class Report) 



學生答題表現分析 (Post Class Report) 



學生答題表現分析 (Post Class Report) 







分析： 

•學生表現不隱定，但仍有很大
的改善空間 

 

•將修正校內教學計畫 



學習是把脈(診斷)的過程 
 

診斷 

(日常評估) 

分析 

(校內數據) 

檢視成效 

用評估(下一次) 

校本評估 

鞏固 

課堂作業、 

學生評估SA 

 
BR2.5 

教師 

1. 調適教學進度 

2. 修正教學技巧 

   3.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材料 

1. 網上教育局「WLTS」(網上學與教    

    支援──促進學習評估資源庫) 

2. 練習 

3. 校本課程 

課堂作業、 

學生評估SA 

 

學生評估、 

校本評估、 

教師觀察 

BR2.3 

BR2.2 



總結： 
學生評估SA是信度和效度兼備的診斷      

   工具 

SA作為切入點，利用數據分析，更清  

   晰了解學生的能力 

分析結果有助發展校本課程 

教師可針對學生的弱項作出跟進 

減省教師找教學資源和評改的工作量 

見初步成效 



謝謝各位!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學校網址：www.twpsch.edu.hk 

學校電郵：twpmail@twpsch.edu.hk 
學校電話：24169596 

http://www.twpsch.edu.hk/
mailto:twpmail@twpsch.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