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起：
張儀

老師

獲嘉許狀教師
、文
寳

珊老
師、
蔡碧
卿老
師和黃
清 洪老
師

文寳珊老師 黃清洪老師
張儀老師 蔡碧卿老師

所屬學校
培僑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 數學科 ）

學數學 展素養
培育未來新世代
教學理念：
我們致力培養學生具備「 素養 」特質，創設生活化的學習情境，
讓他們能把數學的知識、技能、態度、價值觀等融會貫通，綜合
應用，解決日常會遇到的問題。

39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薈萃

2020
202
0 / 2021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生活處處是數學，日常
生活中許多問題也可用數學

#

思維或知識來解決。培僑小
學四位數學科教師合力開發



一套校本數學課程，從現實
生活情境出發，讓學生明白
數學不但好玩有趣，還可確

!
"

切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學
生在學習數學知識之餘，更
同時培養各種數學素養。

，實測玩
識和量度工具
▲學生應用數學知
具車的速率。

數學可以訓練邏輯思維，培養分析和解難能力，

▲在「 合十法 」的合作學習活動中，學生表現投入。

好處多多，可惜並不是每位學生也能領略箇中樂趣。
張儀老師解釋，數學科傳統教學方式很多時讓學生反
覆練習，過程難免枯燥乏味，加上部分較抽象的數學
概念，不易掌握，容易令學生失卻學習興趣。小組教
師相信，學習數學不應只局限於一種方法，所以多年
來均積極研究如何令學生學得更有趣，更具成效。

有趣活動配合多元評估
小組教師花盡心思，努力創設有趣、容易引發共
鳴的生活化情境，配合數學科課程內容，設計各式各
樣的學習任務及遊戲，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以體會
學習數學的樂趣。文寳珊老師舉例，學生模擬到主題
樂園遊玩，事前一起討論如何根據各組機動遊戲的輪
候時間，決定遊玩次序，編排路線，從中學習24 小時
制的概念。「 學生對於遊覽主題樂園感到興奮且雀躍
萬分，你一言，我一語，在課室內引起熱烈討論。 」
又例如：教師讓學生模擬購買校服，嘗試用軟尺「 度
身 」，學習米和厘米等長度單位，以及相關用途。
除了設計各式各樣的學習活動和遊戲外，小組教
師又引進多元評估策略。初小設有實作評量，學生
要根據指示完成工作項目，教師從旁觀察其表現，
透過提問和學生的回應，評估學生是否懂得運用
課堂教授的數學知識和技巧。黃清洪老師直言：
「 評量過程中教師要能即時提問和回饋，對教

▲學生互相分享製作立體掛飾的過程及得着，
黃老師從旁點撥及回饋。

師來說，較紙筆評核需要更多準備功夫
和時間，考驗教師的提問技巧和題目設
計，難度亦更高。 」雖然如此，小組
教師仍覺值得，因為他們相信單靠紙
筆評核不足以全面反映學生的實
際能力，尤其對一些理解文字

▲

文老師善用電子教學工具，以
遊戲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應用題能力較弱的學生來說，
多元評估正好彌補這方面的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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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見學生成長 化為教學推動力
蔡碧卿老師憶述，曾有一位學生測驗考試常常不
及格，相反實作評量的表現卻相當出色。即使紙筆評
核表現不理想，也沒有打擊那位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自
信心，往後那位學生漸漸喜歡數學，勇於嘗試和探究
數學課題。升讀中學後，無論個人或小組專題研習也
能順利完成。家長更親筆撰寫感謝信，答謝教師當日
的悉心教導，幫助女兒打好基礎。這封感謝信不但令
小組教師感到非常鼓舞，更驅使他們繼續努力，毋懼
困難，創新求進。
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學校被迫停課，數學科各種
實體學習活動因此暫停。小組教師不想學生因停課而

▲張老師以實作評量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並即時給予回饋，促進
學生學習。

互相砥礪 追求卓越

失卻體驗數學樂趣的機會，於是積極研究如何利用電

為了在教學方面更上一層樓，小組教師不斷學習，

子學習，讓學生繼續進行「 學習歷程檔案 」的活動。

汲取新知識，提升個人專業水平，同時無私地分享自

蔡老師說：「我們教學生利用Google Forms收集數據，

己的經驗和心得。黃老師指，每年暑假，他們均會討

了解班中學生喜歡閱讀哪類型的圖書，加以整理、統

論如何優化教學策略，尋找相關的研究文獻，細心閱

計和分析，製作棒形圖。師生透過網上平台，進行視

讀參考，然後一同進行教學研究，構思具體的教學方

像討論，氣氛同樣熾熱。 」另外，小組教師又鼓勵學

案。課餘時間，他們會積極參與業界舉辦的專題講座

生拍攝短片，記錄學習過程和心得，跟其他同學互相

或學術研討會，爭取機會跟同業交流，借鏡成功經驗。

分享。

文老師指，他們引進實作評量的構想，就是從一位行
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獲獎教師的交流中，得到啟發的。
談及獲獎感受，黃老師形容：「 開發校本課程並
非一朝一夕，獲獎是一種認同及嘉許，但我們仍有很
多發展空間，需精益求精。 」展望未來，小組教師會
積極研究在校本課程中加入更多跨學科學習元素，同
時加強照顧學生的多樣性，透過適異教學，讓不同能
力的學生也可發揮所長，學得更好。

▲蔡老師教導學生以卡尺量度不規則立體的大小

張老師指，一位個性文靜、平日上課甚少發言的
女生，竟然化身「 網紅 」，拍攝一系列視像短片，分
享她參與數學科課後延伸活動的學習成果和心得，吸
引不少同學追看。母親亦驚嘆孩子的轉變，由平日害
羞靦腆，變得充滿自信。
另外，小組教師亦因應學生熱愛「 打機 」，開發
出一套網上遊戲，讓學生從遊戲中掌握乘數運算法則。
遊戲設有不同的難度關卡，吸引學生反覆挑戰自己，
獨自闖關之餘，亦可相約其他同學一同比賽。這種學
習方法，較傳統背誦「 九因歌 」更好玩、更有趣味。
▲

學生應用立體紙樣的
知識，設計既實用又
具創意的禮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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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校本素養教育
世界急速地變化，未
來充滿各樣挑戰，學校

的課程亦必須持續檢視和更新，才能與時

!
"

並進，裝備學生對應未來的機遇和發展。
我校近年致力探索及發展素養教育，教
師們探討不同地區的課程發展情況、彼
此分享個人教學理念、共同分析校情和香
港教育改革等，深入交流。我們又在課堂
上進行教學實驗，並且取得階段性的成果。
就素養教育而言，我們認為「 素養 」是指學生
日常生活中展現出知識、技能、態度、價值觀等多

數學素養的內涵和教學原則

▲「 三面九項 」數學素養
▲

方面的綜合表現。

六項素養導向教學原則

我們會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設計課堂情

在數學學習領域上，我們把學習的內涵整合為

境——媽媽要為孩子訂購校服，應如何選擇尺碼

「 三面九項 」的核心素養，概括了學生在知識、技

呢？要解決這個煩惱，媽媽便需要懂得使用軟尺來

能及態度上的九項表現。我們進一步提出 「 六項

量度腰圍和腳長，再考慮到孩子成長速度後，從訂

素養導向教學原則 」，以歸納出一些能夠有效幫助

購表格中選取想購買的尺碼。數學素養強調的正是

和促進學生學習，以及發展數學素養的教學方法，

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綜合能力，讓學生透過學習任

並強調它們與生活情境有緊密連結與互動關係。

務，應用所習得的數學知識。

素養導向的課堂

我們為學生安排環環相扣的活動，引導學生探
索和逐步建構概念。學生於課前在家觀看預習影

數學素養強調的正是將數學知識與現實生活連

片，讓他們對軟尺的使用方法有初步的認識。學生

結起來，以培養學生解難能力。我們以下將會以二

回到課堂時，便能交換量度心得。量身有其特定技

年級《 軟尺的使用 》為例，闡釋我們如何提供機會

巧，選碼亦需要多方面的考慮。教師讓學生互相討

讓學生綜合應用數學知識和能力，發展邏輯思維，

論、動手試驗，逐步改進技巧和建構知識，利用生

強化溝通、解難的能力。

生互動，加強學生的數學說理能力。
素養課堂的學習任務形形色色，在這二年級的
課堂上，學生輪流擔當「 模特兒 」、「 裁縫 」、
「 檢查員 」等角色，互相為對方量腰圍、量腳長，
記錄結果，這些任務有趣味和具挑戰性，促使學生
積極參與，發展素養，將知識、技巧以及謹慎的態
度在生活情境中實踐出來。
「 哪個位置才是腰圍？量度腳長的起點和終點
在哪個位置？ 」除了討論外，學生會運用文字、數
字、表格等多元化的表達方式整理和重組學習重
點。教師在過程中觀察和給予學生回饋。在量度活

▲

大家互相合
作，為小夥伴
量度腰圍，找
出最合適的校
服尺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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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學生需要觀察及評價組員的量度技巧。整個
學習過程裏，學生從做中學、學中評，以評估促進
學習。

▲跨科學習（ 製作「 走馬燈 」）
▲

結合中、常、數、視，
跨科學習「 循環 」概念

漂流日記

跨科學習是發展學生數學素養的重要策略。我們

式分享閱讀心得，包括「閱後得着」、「閱讀印記」、

便在五年級，以「 循環概念 」為主題，設計 STEAM

「四格漫畫」、「閱後出題考考你」及「推介指數」，

跨科學習活動，讓學生將中文、常識、數學、視藝等

各自精彩。《 漂流日記 》跟隨圖書一起流動，下一位

學習領域的知識、態度和價值觀連繫起來，綜合應用

書友不單可閱讀圖書，更能細味同學的閱讀心得及回

各種技能製作一盞走馬燈。在語文課上，學生品讀名
篇《 愛的鏈條 》，體驗「 愛的循環 」；來到常識課，

應他們提出的問題。「 數學『 悅 』讀計劃 」提升學生

學生探究「 空氣的循環流動 」如何使走馬燈的扇葉轉
動；數學課上，學生需運用圓形的知識，使用圓規、

全面評估學生的數學素養

的自學素養，將分享的文化在校園傳播。

量角器等工具均分圓，從而設計走馬燈的扇葉。視藝

評估是素養教育重要的一環。我們採用多元評估，

課上，學生應用繪畫、剪貼、針孔等藝術手法在走馬

全面評估學生的素養表現。除了紙筆評估外，學生會

燈上傳遞愛。學生為作品拍照，介紹製作的過程及所

參與實作評量，通過動手量度、製作圖形、又或運用

運用的技巧。最後學生又回到學習循環的起點——語

知識及各種策略（ 如測試、比較、歸納、分析和解

文學習，他們會為走馬燈配以一段文字，表達自己的

釋 ），輔以實物演示，完成各個評估項目。高年級的

作品是如何體現「 愛 」的情感。

「 學習歷程檔案 」引導學生為自己訂定學習目標，通

分享「 悅 」讀所思所想

過學習任務，展示學習過程中運用的方法和策略，讓
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我們運用多元評估策略，讓教

為了滿足學生對數學知識的追求，我們推廣「 數

師更關注學生的學習過程，從旁觀察時會評估學生對

學『 悅 』讀計劃 」，進一步為學生開闢新的學習和分

數學概念的理解及技能的掌握，並適時對學生作出回

享知識的空間。我們挑選不同題材的數學圖書在學生

饋，幫助學生發展素養的同時，也讓教師較全面掌握

之間「 漂流 」，並且讓他們在《 漂流日記 》以不同形

學生的素養表現。

學生的轉變及表現
我們從課程規劃、教學原則、學習活動及多元評
估等發展學生素養。我們喜見學生有不少明顯的改變，
展現了對數學的興趣與熱情，自發主動學習，勇於接
受學習任務，靈活運用不同的策略及工具解決生活上
的問題。最可貴的是，更多學生有意識地綜合學科知
識與技能，並加以應用，進行反思。學生良好的學習
轉變及表現，讓我們更加肯定「 六項素養導向教學原
▲學生於實作評量中，動手量度圓罐的周界。

則 」的可行性及實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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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六 項 素 養 導 向
教學原則 」
培養學生數學素養
▲獲獎教師與友校分享電子軟件，以提升學生課
堂參與度，促進專業交流。

小組教師以培養學生的數學素養——即學生的數
學知識、技能、態度、價值觀等多方面的綜合表現，
並緊扣「 素養導向 」教學原則設計課堂，作為校本課
程發展重點。「 六項素養導向教學原則 」包括：透過
生活情境營造數學學習需要；設計環環相扣的學習活

觀課所見，小組教師能於課堂中具體實踐「 六項
素養導向教學原則 」，透過生活情境營造數學學習的

動，引導學生進行探索及建構概念；透過不同的學習
任務，讓學生應用所學；利用生生互動，培養學生的

需要，讓學生先猜想，後驗證，通過操作和體驗，應

數學說理能力；透過多元化的表達方式，幫助學生整
理及重組學習重點；以及學習任務具評估功能，以評

能引發學生思考。學生表現出濃厚的學習興趣，樂於

估促進學習。小組教師將數學學習活動化，使之與學

小組啟動「六項素養導向」的校本課程發展計劃，

生日常生活緊密扣連，並持續不懈地研習和優化，追

部署周詳，一方面建基於研究課課例，與校內團隊分

求卓越的精神值得嘉許。

享及傳承課程理念和發展校本課程經驗，另一方面又

用數學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小組教師提問有層次，
表達意見，互相合作和分享，討論氣氛良好。

小組教師有策略地編排各類學習活動，為學生提

蒐集有關素養教育的書籍和文獻，進行「 教師暑期專

供豐富的學習經歷，全面地培養學生的數學素養。小

業閱讀 」，提升教師對素養教育的認知，建立校本課

組推行「數學『悅』讀計劃」，讓學生在《 漂流日記 》

程發展方向的共識。小組教師又推動團隊通過教學蒐

分享對書的評價、以漫畫表達喜歡的內容或情節，又

集例證，以改善學與教。小組教師更持續進行課堂研

或設計與內容相關的數學題考驗同學。小組教師規劃

究，將結果回饋教學，並與業界分享推展「數學『悅』

STEAM 跨科學習，強化學生綜合應用多個學科知識

讀計劃 」、自主學習和合作學習的心得，促進教師專

與技能的能力。小組教師為四至六年級編製「 學習歷

業交流。

程檔案 」，內容結合教學、學習與評估，將數學的課
題情境化，培養學生知識、技能和態度的綜合應用。
「 學習歷程檔案 」的設計具心思，學生通過不同的學

學校網址：
http://www.pkps.edu.hk/

習經歷，發展高階思維，並藉反思及自評，促進自
聯絡人：文寳珊主任

主學習。小組建立明確評估制度，除紙筆評估，
以及在高年級引入「 學習歷程檔案 」外，又在
低年級採用實作評量等，通過多元化的評估策
略，從多角度蒐集和反映學生在知識、技能和
價值觀及態度的表現，以評估學生的學習。

索取有關
教學實踐資料
的途徑

學校電話：2897 7866
學校傳真：2897 7883
電郵：
psman@pk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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