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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如何運用數據回饋學與教



小班教育六大原則：

 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鼓勵學生參與課堂討論；

 安排小組/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
效能；

 增加運用促進學習評估的策略以優化學與
教。

資料來源：https://www.edb.gov.hk › small-class-teaching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mall-class-teaching/talk on sct_28 oct 08.ppt


未引入AQP(前身Rasch)問題：

 教師憑批改試卷時印象，選出較多學生答錯的
題目做分析，容易有偏頗/遺漏的情況出現，
主觀成份較重

 教師憑個人經驗判斷試卷信度、效度，欠缺客
觀數據支持

 較難檢視各項跟進措施的成效：

- 教學方面，跟進安排較為隨意

- 輔導分組，根據學生考試成績，選成績最

差的學生入組，由負責教師自行編寫輔導課

程



簡介：發展流程

 2008：winstep軟件作分析小一、小
三、小六數學科作試點；

 2010：先導學校試用 香港考評局 評
核質素保證平台(AQP)，小一至小六
中、英、數校內考試採用；

 2012：全面採用



全面採用的分享

學校層面

(課後延伸、輔導、人才庫)

科組層面

(中英數各班表現)

級層面

(附中英數三科例子)



**學校層面：

 校內考試(全年三次)、小六Pre-S1模擬試
 分析科目：中英數三科，了解科組需要，以助訂定目標

 輔導分組：挑選學生，參與來年課後輔導

 挑選資優生：建立人才庫

 小一前置知識測試：
 挑選學生參加「小一預備班」(英、數輔助課程)

 因應學生難點，檢視及設計有關小一「預備班」教學內容。

 小一科任(中英數)於開學前會閱讀相關數據，及早關注相關能力較弱的
學生，平均分班。

 小三 、小六「課後延伸課」 前測、後測(中英數)：
 小三(九至十月)、小六(十二月)完成「課後延伸課」前測；

 作為三年級/六年級課後延伸課分組參考數據，檢視學生弱項作出跟進；

 於五月進行「課後延伸課」後測，檢視學生學習進度



1.查看科目、班別 盒形圖

了解各班情況



**2.查看題目

題目難度, 區分度及符合度

區分度
- 該題能否區分高能力和低能力的學生

符合度
- 該題是否符合考試要求
- 該題會否出現高能力學生表現不及低能力學生



**3.查看學生

按篩選 選擇各班



查看學生(3)

粗心
大意

做事
小心
,認真

成績差

成績佳 MCI圖



1.小六「課後延伸課」 前測 (中英數)
中文科前測分析



中文科前測分析



例子：



2.輔導分組

學生合格可能發展區

題目難度較低

題目難度較高

能力稍遜的學生

能力較高的學生



3.資優生人才庫

• 成績表現(相關科目)40%

• 學生成就(獎項)40%

• 教師30%

• 學生(自薦)20%

• 家長10%



**科組層面：

 於每次試後，校長、副校、課程統籌主任、
科領導會進行試後跟進會議，閱讀考試數據

 關注項目：

- 對科目(及各個範疇)有一個整體的了解

- 對各級、各班學生成績作出檢視，跟進個
別情況

- 教師任教班別的成績表現，如有特別需要
，提出支援



中文科

中文科第一次考試閱讀理解

二年級整體
表現特低

中文科第一次考試寫作

在同一個級別，
個別班別出現較

大分數距離



英文科
英文科第一次考試閱讀

英文科第一次考試詞彙運用

英文科第一次考試寫作

2C 表現特低 5C 表現特低



數學科 數學科第一次考試應用題

3E 表現特低



查看班別差異 盒形圖

抽離式小班有兩個分析



**級層面：

 每次考試後，中英數各級教師進行試後反
思會議，填寫「試題分析表」

 目的：

1. 檢視試題信度、效度，作為日後擬訂
試卷的參考；

2. 針對學生表現未如理想的項目，於共
同備課或設計工作紙以作跟進。



試題分析表



例子：



對學生表現作出的跟進：

中英數主要透過設計跟進工作
紙、備課、進展性評估工作紙
、課堂講解跟進學生弱項



1.學生的平均表現 2.題目難度 3.區分度 4.符合度

教師可以透過AQP，檢視：

平均
最多學生答錯的題目作出分析，並訂定
改善策略

難度(深淺程度)
回應擬卷時的設定是否一致

區分度
該題能否區分高能力和低能力的學生

符合度
- 該題是否符合考試要求
- 該題會否出現高能力學生表現不及低能
力學生



中文科
例子(一)：三年級 中文科 第二次考試 卷(一)

平均
教師需選取最多學生答錯的題目
作出分析，並訂定改善策略



試後反思會議

 檢視學生問題/學習難點：

學生在處理文章的時序時出現混淆，尤其
文章事情非全部按事情先後次序排列

(見試卷，題目No.25)





 跟進：

~ 見「單元三共同備課」、「備課工作紙」



數學科
例子(二)：五年級 數學科 第一次考試 卷(一)





試後反思會議

 檢視學生問題/學習難點：

-學生對計算四邊形的周界、面積未掌握

-計算正方形的周界、面積屬於四年級已有知識

-學生遺忘相關課題



試後反思會議

跟進：
 教師以學生補充

(分類練習)練習六，

題目3-7作詳細重溫

及解說

201604191614.pdf
201604191614.pdf


跟進學生學習後情況：
五年級 數學科 第二次考試





英文科：
例子(三) 四年級 英文科 第一次考試 (Paper I)



試後反思會議：

 檢視學生問題/學習難點：

- Fail to identify Y/N questions        

starting with verb-to-be

- 見試卷題目 no. 4

(Is Paul the best singer？)



 跟進：擬訂工作紙



反思：

 教師思想觀念上的改變，由過往主觀印象→閱讀客觀數據
，作出專業的分析及判斷

 閱讀數據，需學習及累積經驗(學習)

 AQP提供大量數據，選擇合適/需要的項目作出跟進

 跟進工作非單靠一、兩張工作紙便可完成，必須在課程規
劃及教學設計中持續跟進，甚至於級本或班本加強訓練，
如：閱讀策略，透過較長遠的規劃及跟進，才能有效提升
學與教的效能。故科組統籌需關顧各級縱向課程規劃及發
展



展望：

 完成整個AQP流程頗長，未能即時就是次考試表現回饋
；加上現在以整級跟進學生情況，未必針對個別班別/
個別題目的需要

 除了使用AQP外，科組進一步完善現有的進展性評估安
排及設置，善用外間機構(如：考評局的試題庫、出版
社資源….)隨着學校電子學習發展，學生可以運用平板
電腦即時進行評估，有助進展性評估的進行

結語：隨著小班教學的發展，教師可以運用AQP數據，對
照自己班別/學生的需要，跟進學生表現。多元評估的發
展是需要的，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回饋與溝通

評核與回饋是「施教、學習與評核的循環」中重要的
一環。有效的評核及適當的回饋有助改善學與教的質素，
促進學生的學習。沒有適當的回饋，評核便失去了意義。
透過適當的回饋，學生能了解他們能做到甚麼或未能做
到甚麼。 教師可找出學生的強項和弱項，並能提供學生
適時的支援措施，以改善學生的學習(課程發展議會，
2002)。



對評估促進學習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