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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撮要
製作創意教具，
克服學習難點。

理解抽象的數學概念。

▲學生透過實物操作，

小組教師透過日常教學、課堂觀察、評估和訪

準的數學語言回應教師的提問。各課節均能為學生創

談，找出學生的學習難點，以 「眼看得見，手摸得

造具啟發性而愉快的學習環境，並能達到預期的教學

幫助學生理解抽象的數學概念，誘發他們的學習興

家長和學生均高度評價小組教師為突破學生學習

趣。小組教師透過實物操作，讓他們通過觀察、探

難點而設計的 「眼看得見，手摸得到」 課堂活動。學

到」 的原則，設計針對學生學習困難的教材和活動，

究、討論、協作等活動，發現並建構數學概念，在過

目標。

生表示喜愛學習數學，並認同數學課堂生動、活潑和

程中找到成功感，繼而對數學產生興趣。有關的實物

多元化，堂上動手操作活動令他們對數學概念更容易

操作活動包括： 「神奇計算機」 協助學生擺脫數手指

理解和掌握。家長表示知悉其子女數學科的學習情

理 「20 以內的減法」 ； 「面積教材套」 利用自行設計

小組教師參與數學教育研究及發表與數學教學的

進行加法運算； 「減法遊戲板」 令學生更有把握去處

況，並肯定小組教師的教學成效。

的 「直角檢測器」 從圖形中找出其高度；以及 「找換

文章，於大學舉辦的教育講座發表行動研究的成果。

小組教師開展各年級的解難課程，有系統地教授

教具引起同儕的興趣，部分教師更樂意試用，並於使

店遊戲」 幫助學生明白除法直式每一步驟的意義。

小組教師的 「難點教材套」 、示範教學及特別設計的

列舉、表列、繪圖、試誤、尋找規律等各種不同的解

用後提供回饋，從而發展出彼此分享、互相切磋砥礪

難技巧，並重視精準的數學語言，使學生能了解數學

的氣氛。

實作評量

▲左起：許楚君老師、趙婉華老師、李詩慧老師和黃美恩老師

建立學習信心

算式、圖形、立體及符號中所傳遞的數學訊息，同時
亦能以準確的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意見及與別人溝
通。小組教師透過活動及教具，讓學生自行發現原
理、得出結論並解決困難，從而發展探究、協作、解
難等共通能力，達到學會學習及終身學習的目標。
觀課所見，小組教師使用設計巧妙、有趣的教
具，刻意安排學生進行有意義的實作活動，針對他們
的學習難點，幫助學生理解抽象的數學概念，並引起
他們的學習動機。小組教師能清晰且有條理地給學生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kms.edu.hk

聯絡方法
陳曉昕老師
電話：2476 2616

解釋、指導及示範，並能透過提問，引發他們思考。

傳真：2474 6722

學生的學習態度正面和積極，對學習感興趣，能以精

電郵：hychan@kms.edu.hk

教學理念
「透過 『動手做、討論、思考、解
難』 的方法，讓學生掌握正確的數
學概念，跳出平面學習的框架，令
學生享受更優質的教學，積極投入
課堂，提升學習興趣和效能。」

獲嘉許狀教師

趙婉華老師
許楚君老師

李詩慧老師
黃美恩老師

所屬學校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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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學生利用不同的工具
學習 「度量」

專訪

沒有零分的實作評量
小組教師教學法的另一亮點是她們與學生單對單
的實作評量，每學期一次，佔數學科整體成績的百分
之十。趙老師坦言，這是學校考試模式的革新，也是
對教師及學生的挑戰。
實作評量是要求學生按題目要求，利用所提供的
工具，動手做度量實驗，並找出正確答案，當中也加
入了挑戰題部分，鼓勵學生突破自己。此外，教師會
按學生的能力安排不同程度的考卷，鼓勵學生積極達
到目標。評量時，教師還會詢問學生找到答案的過程

位於銅鑼灣的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當中三成學生為保良局的住宿兒童，兩成學生有特殊
學習需要。成長背後各有故事的他們，部分因缺乏家
庭支援和學習基礎， 「一年級未懂數手指輔助計算，

和步驟，確認概念無誤。

回顧與展望

▶每個學生都
參與解難過程

無可否認，部分學生的成長背景為他們的學習帶
來障礙，以前學校的數學科在全港性系統評估中，達

六年級未能熟記乘數表」 ，要追得上同齡學生的進度

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較全港的標準率為低。然

和建立學習信心，絕對是對四位教師的巨大挑戰。
趙婉華老師解釋： 「學校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較

泡前，是扁平一塊，但吸水後便會慢慢膨脹成立體。

大，部分欠缺家庭支援的學生在數理範疇能力較弱，

講解面積和體積的分別時，概念便更具體。」 許楚君

而且他們在院舍生活，欠缺同齡孩子的生活經驗，例

老師說。她又笑言，在課堂上只要碰到 「水」 的實

如：院舍提供一切生活所需，他們因平日少用零用錢

驗，學生便會欣喜若狂，學習興趣頓時提升。當初拿

購物而對貨幣的概念較弱；甚至，由於他們只按院舍

着教具進入教室進行實作活動時，卻非想像般容易。

的作息安排生活，所以對時間的概念認知不深。」 要

「其實當我第一次在課堂編排了六個實作活動，讓各

改善學生的能力，教師的角色變得尤其重要，因為教

組學生輪流完成任務，彼此都在適應，教學目標不能

師就是這些孩子大部分知識的來源。四位教師一直不

全部達成。後來我才明白，我需要把每個步驟都解說

遺餘力，設計課程令學生更易掌握學習內容。

得非常清晰，才會有效果。最後在單元評估看到學生
能掌握知識，實在很鼓舞。」

四出蒐集教具 提升興趣

而，小組教師發掘到學生對度量的課題感興趣，並積
極透過有效的教學法和實作評量，使成果反映在學生
的進步上。實踐實作評量後，學生在 「度量」 及 「圖

形與空間」 範疇的達標率有顯著的提升，部分更高於
全港的達標率。
對四位教師而言，這次獲獎肯定了她們為學
生的付出，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回想當初全校首
▲教師在實作評量時，能仔細觀察學
生對數學知識的理解。
▶學生利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理解數
學概念

為增加學生的互動和討論，鼓勵能力稍弱的學生
「在評量中，只要他們懂得解題，按課堂所學運

趙老師明白，學生在計算方面無法一蹴而就，惟

積極參與課堂，學生在進行學習活動時，均獲分配了

計算能力較弱的學生在 「度量」 及 「圖形與空間」 的

小組角色，讓每個學生都能參與解難的過程。 「只要

用工具，基本上只要肯動手，便能得分。」 黃美恩老

利用工具實際動手做，概念就變得清晰。由他們親自

師分享說，學生從這一場沒有零分的考試中尋獲學習

題入手，提升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和自信心。四位

找到答案，印象會分外深刻，即使隔了一段長時間

教師四處 「尋寶」 ，蒐集

自信，脫離一般考試的模式，可用口述表達解難過

後，還記得自己做過的實驗。」 趙

程，有學習障礙的學生也能完成；教師能一對一觀察

老師補充說。

時讓每個學生都有機會親

蒐集教具的最大困難，竟是數

學生的表現，從而了解學生的困惑和學習難點。 「例

身嘗試解決數學難題。所

量不足！李詩慧老師笑說： 「雖然

範疇也能表現出色，於是她決定帶領團隊由度量的課

不同的教具，務求在上課

謂的教具，其實就是觸手

戰兢兢。她感謝同事一起設計題目，一起試行，
今天才能取得甜美的成果。她又指，這是一個重要
的里程碑，也是推動團隊繼續努力的動力。
另外，她補充說，學校面對的另一挑戰是近年非
華語學生人數的上升。他們在語言、文化和家庭教育
上與華語學生有差異，父母較難協助子女學習，教師
的責任顯得更為重要。她期待學校及團隊在未來也能
更有效協助這些學生融入校園，體驗學習的樂趣。

時，會猶豫哪個是被除數；又會看到學生在計算後，
立即動手用工具測試，發現錯誤便修正。這些都是無

可及的瓶罐、石頭、波

合適的石頭，或是蒐集足夠數量的

法從紙筆考試中知曉的，對教師日後的教學安排提供

子，還有壓縮海綿和圖形

量度器皿給班上每個學生使用，便

了寶貴的回饋。」

板。殊不知這些看似平常

需要時間。所有教師都習慣了找到

然而，要為學生一對一進行實作評量，時間和人

不過的小道具，卻是學生

合適的器皿和用具便會儲起來，現

力均要求甚高，在平日緊湊的節奏中根本難以抽時間

學習的大幫手。

在我們已經有足夠數量作教具

做到。趙老師表示很慶幸學校和同事都願意配合，調

了。」

配課堂和人手逐一為學生完成實作評量。

▲學生只要碰到和水有關的學習活動，便會十分投入和
興奮，學習動機倍升。

次嘗試實作評量這個評估方法時，趙老師也是戰

如：在實作評量中，教師留意到學生使用除法計算

這些都是尋常物件，但要找到重量

「壓縮海綿未用水浸

動所用的時間。

，按題目的要求找出活

▲學生正進行實作評量

▲非華語家長在 「數學科家長工作坊」 ，學習指導孩子功課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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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過程中瞭解學生的解題策略和學習進程。當發現學生概
念不清晰的時候，教師能即時幫助他們釐清概念，減輕
他們在學習上的障礙。

分享

在其中一次實作評量中，學生需用排水法量度 45 粒
骰子的體積，然後計算一粒骰子的體積。一個能力稍遜
的學生已找到排出的水的體積是 200 立方厘米，但當要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如果能夠透過 「動

計算一粒骰子的體積時，他在猶豫究竟是 200÷45，還是

手做、動腦想、動口說」 去學習，知識必

45÷200？如果學生做的是紙筆評估，教師根本無從知道

能更為牢固，實作評量的理念亦正正是這

學生的問題所在。學生並不是量度方法錯誤，而是對除

樣。為有效提升學習的效能，我們銳意編

數和被除數的概念不清。透過實作評量，我們可以清楚
知道學生遇到的困難，並適時作出指導。

排實作的學習活動，讓學生透過探究來建

▲學生利用數粒學習體積

構、釐清及鞏固數學概念。

在學習 「體積」 單元時，我們要求學生探究 「體積

和容量」 及 「體積和重量」 的關係。我們發現大部分學

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生均能輕鬆地總結體積和容量的關係；然而，當面對體

數學的學習，每一階段都是互相緊扣

教學相長 師生共進
實作評量的推行令學校教師從 「做中學」 、 「學中

評」 和 「評中進」 ，教學能量不斷提升。教師從觀察學

積和重量的關係時，大多數學生都有 「物體越重，體積

生進行實作活動的表現中，不斷反覆思考及修訂進行活

越大」 的謬誤，但當他們在實驗中發現物體越重，而體

動及評量的方法，務求令學生學得更準確、更透澈、更

年開始，全校發展合作學習，我們更致力以

積並不是越大時，他們紛紛認真討論，分析實驗的結果。

互動和更有趣味。雖然課前的準備工作增加了，但當我

合作學習模式去重新規劃課程、組織課堂、

學生整理探究的結果並進行匯報，以檢測他們所學習到

們見到學生積極投入課堂活動，不但能 「活學」 ，還能

的。若基礎打得不穩，往後的學習便會有
困難。為了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學校由2009

輔以多元化教學策略及課業設計之互相配合，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教師介紹量度長度的工具

我們在共同備課時，尤其在討論教授 「度量」 及 「圖

形與空間」 範疇的單元，都會設計一系列的實作活動，

讓學生親自 「動手去做、動腦去想、動口去說」 。學生

透過實際操作、嘗試、犯錯、自我糾正等過程去掌握數

學概念。在這種學習模式下，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度及
積極性均比過往大大提高。

估的成績顯示，約九成學生都已掌握到有關的概念。

「樂學」 ，加上他們在 「度量」 和 「圖形與空間」 這兩

個範疇的成績不斷進步，我們頓覺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

發展多元化評量模式
由 2014/15 學年起，學校各級在第一次及第三

推行實作評量
評估除了注重學生提供的答案外，亦應留意他們解
決數學問題的技巧和策略，以及思維和態度上的發展，

次考試中，紙筆評估佔考試總分的 90%，實作評量
的表現佔10%，評估的內容為 「度量」 範疇的單元，
由教師與學生個別進行。行政方面需要作出配合，

俾能更全面地反映學生的整體學習表現。實作評量是其

包括調動課堂及調配人手，實作評量編排在考試前

中的一項評估，能讓教師較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隨堂進行，或在考試後的綜合學習周內全級學生

以便教師更有效地向學生提供適切的指導，促進他們的

在同一時段進行。在評核的過程中，學生需要說

學習效能。我們在 2013/14 學年以試行形式，開展實作

出他們的思考過程，評核人員會盡量透過下列問

評量作為促進學習的評估，嘗試在各級 「度量」 範疇的

題評量學生的能力： 「你是怎樣獲得答案的？」 、

作評量作為一種教學策略，將平日的課堂活動及評估的

程。」 、 「你認為可

課堂中加入了實作評量。為了發揮它的功能，我們以實
內容互相配合，在教學中按各個學習目標設計相應的實
作活動。我們認為學習過程應由具體至抽象，由簡單至

▲實作評量的用具

的概念是否正確。完成這個單元後，從學生進行單元評

「請說出你獲得答案的過

能的原因是甚麼？」 、
「你認為哪一種說法是

複雜，舊經驗與新經驗的銜接可令學生的學習效果事半

正確的？請解釋你在每

功倍。因此，我們在鋪排和設計教學活動時也以此為依

一步驟的想法。」 等。

歸，先找出學生學習的難點，再由難點切入。在教學的

由於這種實作評量是互

過程中，留心學生的反應及進度，不斷調整教學步伐及

動的，教師可以提供適

評估的內容。

當的協助，並可從評量

▲求不規則物體體積的實作活動

◀二年級學生進行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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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撮要

共通卓越之處

善用實作評量，
促進學生理解數學
概念。

專業能力範疇
•配合學校實際情況和資源，發展一套連貫、均衡、優次分明而富彈性的校本課程。

•根據學生的不同能力和需要，籌劃、組織和推行具成效的學與教活動，制定合適的教學
策略及運用適當的教學技巧。
•以學生為本，設計與學生日常生活相關的活動，為他們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積和體積的關係。

趣的視覺效果，探究面

▲學生透過壓縮海綿有

小組教師根據學校實際情況，發展一套適切的校
本課程，以能力導向、照顧差異及強化基本數學概念

趣，回答問題及匯報時，表達清晰，語意完整。各課
節均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為原則，有效幫助學生學習。為配合大部分學生的數

家長和學生均高度評價小組教師的教學熱誠和專

學學習能力，小組教師先由 「度量」 範疇入手，有策

業表現。學生表示喜愛學習數學，並肯定課堂上的動

略地逐步提升 「度量」 範疇的學與教效能。小組教師

手操作活動對他們理解數學概念十分有幫助，更坦言

在日常教學設計中加強實作活動，對所要評量的表現

實作評量能促進他們學習數學的興趣。家長察覺到學

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列出，按學生的表現作出適當回

校推行實作評量後，子女的數學科成績及學習興趣均

饋，以調節評量標準。小組教師以學習難點為切入

有所提升，並有信心於日常生活中應用數學知識。

點，將教學步驟分拆成小步子，再輔以學習活動及課

小組教師積極支援其他教師，並推動同儕協作和

業，加入視覺效果使概念具體化，並在課堂運用合作

分享文化，並在經驗分享會中，向其他學校的數學教

學習的策略，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又用異質分組促

師分享實作評量的教學心得。小組教師為新入職教師

進朋輩協作，有策略地在組內按能力分工，令每個學

提供啟導支援，在校內推行師友計劃，將資深及年資

生均有機會參與動手操作及互相協作，有效地建構數

較淺的教師配對，先共同備課，然後觀課及評課，促

學知識。

進彼此觀摩和交流。

小組教師在各級的考試中，增加實作評量的部
分。首先為每級學生訂立明確及可達成的高、中或低
三種層級目標，讓他們了解整個實作評量的考量方
法，將評量的標準具體化，促使每個學生積極反思在
學習或進行活動時，如何能達到各種層級的標準。
觀課所見，小組教師態度認真，準備充足，對學
生抱有適切的期望，能利用教具刻意安排學生進行量

•展示優良的教學技巧及溝通能力。

•有效運用學與教資源，善用資訊科技。

•為學生創造及維持具啟發性而和諧的學習氣氛，讓他們能愉快和有效地學習數學。
•對學生抱有適切的期望，建立師生互信和融洽的關係。

•善用評估結果，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照顧學習差異，以及檢討教學實踐，從而回饋校
本課程規劃，提升數學教學的成效。

培育學生範疇
•因應校本或生本需要適當地調適課程，幫助學生有效地建構數學知識。
•培養學生運用數學語言清楚和邏輯地表達意見及與別人溝通。

•培養學生有效的學習習慣和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讓他們具自學精神，用心聆聽，勇於
發問，樂於表達意見和踴躍回應教師的提問。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plkgspts.edu.hk

聯絡方法

•持續自我完善和追求專業發展。
•製作可作示例的數學教材。

•投入專業交流活動，積極對社會和教師專業作出貢獻。

度，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鼓勵他們保持開放態度

趙婉華老師

學校發展範疇

參與討論數學問題，從而尊重他人的觀點，以及樂於

電話：2890 8131

協作和分享意見。小組教師為學生營造具啟發性而和

傳真：2882 4516

•啟發同儕及其他有關人士群策群力，改善數學教育的學與教。

諧的學習環境，讓他們能愉快和有效地學習數學。課

電郵：plkgspts@gmail.com

堂常規確立，學習氣氛輕鬆愉快，學生對學習感興

•推動共享協作文化，營造和諧校園和專業學習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