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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改革系列

學校教育已成為現代人類社會一個不可或缺的制

度。每個現代社會均在學校教育方面投放大量資源，

同時又以法律規定下一代要接受較長時期的學校教

育。因此，學校教育的效能與效率，成為了社會發展

及進步的必要條件。隨着全球化及資訊化的經濟體系

迅速發展，社會若要維持以至增強競爭能力，就必須

不斷改善學校教育制度，甚至要進行改革。

香港社會如何裝備下一代，以迎接二十一世紀的

挑戰呢？改革香港學校教育自然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

課題。香港學校教育的改革應朝甚麼方向走？應實行

甚麼改革方案及措施？怎樣歸納、總結及評估改革

方案的成效？怎樣分享、傳播及推廣有成效的改革

措施？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出版「學校教育

改革系列」，旨在針對以上各種學校教育改革的問

題，抱着集思廣益的態度，以期為香港教育工作者

提供一片研討的園地。本系列將陸續出版多種與學校

教育改革有關的著作，包括研究報告、方案設計、

實踐經驗總結，及成效評估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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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中實施「促進學習的評估」：

個案研究

摘 要

課程發展議會（2001）發表的《學會學習：課程發展路向》

報告中，建議本港所有學校自行檢視現有的評估實施方式，

以加強「促進學習的評估」。本個案研究嘗試就目標學校的

教師對實施「促進學習的評估」校本政策的意見，以及學生

對「促進學習的評估」教學策略的看法作初步探討。結果顯

示，受訪教師及學生普遍認同「促進學習的評估」的理念，

但有部分教師認為，若學校管理層能在落實政策前廣泛諮詢

教師意見，成效將會更佳。

前 言

2000 年，教育統籌委員會全面檢視現行教育制度時，

已提及學校過分依賴紙筆測考來評定學生成績，忽略了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所能獲得的其他學習經驗，以及自主學習能力

的培養（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頁39–41）。而課程發展

議會（2001）發表的《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報告中，

則建議所有學校自行檢視現有的評估實施方式，以加強「促

進學習的評估」。教育統籌局（2005）在《視學周年報告

2004/05》中指出：「部分學校未為『促進學習的評估』制

訂整體推行策略；小部分學校的評估政策仍以總結性為主」

（頁15）。

文獻探究

教學與評估是個相互回饋的過程。教師透過評估，收

集學生表現的資料，這除了能給予學生評估報告外，亦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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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檢討教學效果的不少信息，從而改善教學，因此兩者關

係密切。以往的評估方法單一，只着重「對學習的評估」，

以紙筆考核為主；如今，教育評價已邁向多元化，主要目的

是發展學生潛能，評估模式亦向多方面發展。「促進學習

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是教與學過程中有效的

多元方法之一，近年廣受教育工作者重視。

「促進學習的評估」是指教師在評估過程中診斷和找

出學生的學習困難，全面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和能力，提供

具體回饋，使學生改善學習（教育局，2007a，段 1），從

而「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在課堂內實施「促進

學習的評估」是收集學生顯證資料的最佳時機，教師可適時

給予回饋，協助學生改善。

學者普遍認為，「促進學習的評估」的主要課堂教學

策略包括（Black & Wiliam, 1998; Pang & Leung, 2008）：

 與學生分享教學目標（sharing of teaching objectives）

 與學生分享成功準則（sharing of success criteria）

 有效的提問（effective questioning）

 有效的回饋（quality feedback）

 學生自評（self-assessment）

 同儕互評（peer assessment）

最好的評估方式當然是在日常課堂內進行。Black & 

Wiliam（1998）綜合分析了超過 250 份有關評估和學習的

研究，認為在常規課堂中進行評估可提高學習表現，採用

這模式的課堂能使學生有 0.5 至 1 個標準差的進步，對學習

成績稍遜的學生尤有效益。Bloom（1984）則發現，在課堂

上經常應用這模式能提升學生成績 1 至 2 個標準差。Meisels 

et al.（2003）的研究發現，採用「促進學習的評估」策略可

提升學生的數學及閱讀成績，能收窄學習成績的差異，對

成績稍遜學生的幫助尤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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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議會（2002）認為，「評估是通過觀察學生

的表現、測驗、考試等方式，去收集學生知識、能力、價

值觀和態度等各方面的學習顯證」（段 5.3.1），並明確提

出，「所有學校應自行檢視現有的評估實施方式，加強促進

學習的評估」（段5.1），可是在學校推行方面仍欠理想。

根據2004 – 2005和2005–2006年連續兩年的《視學周年報

告》（教育統籌局，2005，2006），部分學校仍未為「促進

學習的評估」制訂整體推行策略，評估方式欠多元化，而且

評估政策仍以總結性為主；小部分學校的試卷以考核學生

對知識的記憶為主，未能有效全面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展，

而大部分學校未能善用評估資料回饋學與教。Pang & Leung

（2 0 0 8）對香港八所中學及五所小學進行了 7 8 次不同的

課堂觀察，發現絶大部分教師在課堂上未有實施「促進學習

的評估」策略。雖然眾多研究均肯定「促進學習的評估」對

學生學習的成效，但學者指出，無論是現職教師或現正接受

培訓的師訓學生，對「促進學習的評估」都欠缺充分認識，

亦得不到足夠培訓（Black & Wiliam, 1998; Pang & Leung, 

2008）。

《視學周年報告2006/07》指出：

教師的回饋質素尚可改善，部分仍是一般的讚賞、贊

同、否定或直接提供答案，引導學生自我改進的策略

不足。（教育局，2007b，頁15）

仍有不少課堂採用灌輸式講授為主，回饋簡單，未能

延伸學生學習。學校……因應學生的能力及需要調適

課程和教學策略的步伐緩慢。學生方面，自學精神及

學習策略均待提高。（教育局，2007b，頁25）

自評是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必要部分，是以

學生為中心的學習（Huba & Freed, 2000）。對教師來說，

學生自評有助減輕教師的評估重擔（Dickinson, 1987），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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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學生的思考有更深入的了解；亦能顯示學生所學，使

教師能以之為改善教學及給予等級的參考（Wells, 1998），

並更懂得給予學生有方向性的回饋。

「促進學習的評估」包括使用進展性評估以改善學生

的學習，而學生自評與同儕互評便是進展性評估之中舉足輕

重的部分。教師鼓勵學生自評或對同儕的學習表現作出評

價，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質素。自評是學生利用指定標準或準

則去評鑑自己達到標準的程度（Boud, 1991），學生自評後

的資料可用作改善學生學習的依據。教師應向學生提供自我

檢視學習成果的機會，讓學生自我反思以改進學習。自評是

學習的重要一環，如果學生能明白學習目的，並具有能力去

評估要做甚麼才可達致這目的，這樣，他們便已掌握到學習

（Black, Harrison, Lee, Marshall, & Wiliam, 2004）。自評與

互評都要在學習目標及評估準則上對學生有合理的要求，好

讓學生在學習上有進一步的了解，能更清晰掌握學習方向。

同 儕 互 評 是 讓 學 生 親 自 參 與 評 估 的 另 一 種 方 法

（Davies, 2006），由學生根據既定標準客觀地評鑑同儕的

工作並給予回饋（Morris, 2001; Orsmond, 2004）。鄭守杰

（2003）引用Topping（1998）對同儕互評的定義如下：

相似背景（如同一年級、同一班級）的學生利用活動

來相互評量，對於彼此作品的數量、等級、價值、實

用性、品質、成功與否或是學習成果給予的一種評

定。（頁7）

同儕互評是個學習過程，是改善學習的有效方法。由

於學生要依據特定的標準去評鑑同儕的工作，故此若能掌握

評估的標準及目的，便更能理解教師的期望。

鄭守杰（2003）指出，同儕互評有四個優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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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生運用各種高層次思考，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鼓勵

學生主動學習，和讓學生學習如何評鑑別人和接受別人的意

見（頁15）。

互評能給予學生機會去觀摩和評鑑別人的工作。學生

在互評時能參照同儕如何處理課業，改進自己做課業的想法

及方法；並參考別人的意見以反思自己的工作，對學習內容

及方向能有更清晰的了解，從而嘗試做得更好。

課堂的教學目標與自評、互評是互有關聯的，前者是

後兩者的檢核標準，是學生進行自評和互評時的重要依據。

Pang & Leung（2010）指出：

大部分教師之所以在課節開始時沒有與學生清楚及

明確地分享課堂的教學目標，是因為他們未能察覺它

對學生自評及同儕互評的重要性。教育局及師資培訓

人員應提醒教師，學生需要在上課前知悉他們的學習

目標，才能評估自己之進度或表現是否達到該課節之

要求。（p. 134）

由此可見，三者關係密切。

個案研究

本個案是以香港中文大學學校發展及評估組主辦、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之「從『促進學習的評估』提升幼兒及

初小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計劃中的一所小學為研究對象，

嘗試就以下兩點作初步探討：

1. 目標學校的教師對實施「促進學習的評估」校本政策

的意見；

2. 目標學校的學生對「促進學習的評估」教學策略的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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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要性

有關課堂中實踐「促進學習的評估」的研究，在小學

實不多見，特別是從訪問學生中探究有關元素的實施意見並

不多，因此本研究的結果將有助業界加深了解在小學實施

「促進學習的評估」的具體情況。收集到的數據，包括教師

面對的問題和解決辦法，可作其他學校的參考，有助其反思

改進。更有意義的是，初小學生的意見有助施教者從教學的

角度，思考學生在「促進學習的評估」教學策略下的學習

表現和意見，藉以修正課堂內的教學策略。而且，根據研究

結果作出的建議，相信亦具相當參考價值，能豐富這方面的

文獻資料。

訪談日期

研究員於2009年10月連續兩天下午訪問目標學校A的

小學三年級學生和小三教師。學生共十二人，由學校A教師

挑選，分成兩組，每組六人。同樣，任教小三班不同科目的

教師共十二人，亦分成兩組。兩組學生的訪問問題相同，而

兩組教師的訪問問題亦大致一樣。收集資料時同時進行錄音

和錄影。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以質性焦點小組訪談為主。研究員以結構性

及半結構性的問題引導會談，尋求開放性的答案。

目標學校

學校 A 是一所具 8 8 年歷史的基督教小學，學校規模

達36 班，校譽良好，學生守規勤學；學校辦學成績顯著，

深受家長歡迎。學校近年積極進行優化課堂教學計劃，因而

參加了「從『促進學習的評估』提升幼兒及初小學生的自主

學習能力」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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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本節首先探討該校教師對「促進學習的評估」校本

政策及措施的意見，接着從學生的角度檢視「促進學習的

評估」的成效及學生遇到的困難，最後嘗試針對推行「促進

學習的評估」時教師的限制提出可行建議。

教師對推行「促進學習的評估」的意見

大部分受訪教師均認為，學術組主任已盡力將在香港

中文大學培訓課程中所學到的「促進學習的評估」理念及技

巧跟其他教師分享：

教師F： 三位學術組主任在教師工作坊講解「促進學

習的評估」，讓其他老師在推行前明白當中

的理念、操作和例子。

教師E： 我認為這方面都是對學生有好處的，那些

主任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受校方指派］也

付出了很多，他們看了很多資料。

有教師認為礙於學術組主任對這新的評估概念未必

完全掌握，或只是在摸索階段，令政策的推展有一定限制：

教師D： 其實在發展每一項新事物時，除了策略和打

好基礎外，前線老師［學術組主任］接觸事

情的時間與我們基層老師差不多，換言之，

前線老師［學術組主任］所能給我們的幫助

有限……當嘗試新發展［政策］時，我們不

清楚老師［學術組主任］能揣摩到一個怎樣

的成熟程度。若他們已對新發展很熟悉，他

們可以帶領剛接觸的老師去掌握；但連他們

也不熟悉時，這對剛接觸的老師有很大影響

……看到的觀課片段亦很有限，而被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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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與同事分享的機會也不多，我們只知道

他們教得好，但不清楚實際情境。當論到

學生的反應或對於教學情況需作出的應變，

我們的掌握便不足夠了。

部分教師則認為採用重點式的推行方法效果會更佳：

教師E： 可否考慮一點：就是在同一時間內集中推行

一個方案，例如今年推行一個政策是想集中

看能否達到高效提問。我認為集中在一個政

策上總比同時推行多個卻一個也不成功好。

每年推行一個，幾年後當老師熟悉了便可以

將它們綜合起來。這樣做對老師的教學和

心理上也較好，成效也較高。

教師F： 在學術改革推行時，若一年內推行多項新

改革會令老師摸不着頭腦……可能在領導層

角度認為這表示對校管會有交代。老師基本

上不能反對，因為領導不是老師，領導層

不清楚老師實際情況及課堂上的操作，他們

在一次過推行多項政策時，有否考慮學生和

老師能否吸收以及他們能否消化得來？

因為要教師一次過運用所有「促進學習的評估」的

教學技巧，無論從掌握程度或是工作量上考量，這都幾乎

是不可能的事。相反，若能由點到面、按部就班地推行，

不但教師的負擔及心理壓力會減輕，推行的成效亦相對地

提高。

學生對「促進學習的評估」教學策略的看法

如上文提及，「促進學習的評估」主要的課堂教學策

略有：與學生分享教學目標，與學生分享成功準則，有效的



9
提問，有效的回饋，學生自評及同儕互評。本節將初步探討

受訪學生對部分「促進學習的評估」課堂策略的意見。

分享教學目標

受訪的其中七名學生認為，教師在課堂開始時與他們

分享教學目標是重要的，因為可以幫助他們學習：

學生A： 在堂上會較安靜……能提高我的自信心。

學生B： 會有較好的表現，因為你大約知道老師會教

甚麼……會更加專心。

學生C： 考試可以知道要溫習甚麼。

學生D： 因此可以理解那課學甚麼……上課時較容易

理解……能提高我的好奇心，因為想學更多

知識。

學生E： 在堂上會有較好的表現……若我對該範圍感

興趣會較深入理解，也會多答問題……會更

加留心點……能提高我的上進心、好奇心

……因為老師說了會教甚麼而引發好奇心。

學生F： 我們可以清楚知道當天老師教甚麼……幫助

汲取知識。

學生G： 較留心聽課。

總括來說，學生認為在課節開始時能知悉教學目標，

可以幫助他們學習。他們知道目標所在，自然會更專心聆聽

教師對重點的講解。部分學生更認為若預先知道所教內容是

自己感興趣的，就會更投入於課堂學習，並能更主動回答

教師提問。其中兩名學生更表示他們的好奇心亦會相應提

升，這可能會促使他們在堂上更主動發問，從而增加了課堂

的互動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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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評

在自評方面，大部分學生認為要他們公開評價自己的

表現相當困難：

學生A： 很難去評分。

學生B： 頗難……若說自己好，不清楚別人是否這樣

認為。

學生C： 難……不清楚自己對錯與否。

學生D： 很難為情，說了自己的缺點出來會給別人

笑。

學生E： 不清楚要評自己甚麼。不清楚自己怎樣才算

好，也不知道別人對自己有甚麼評價。

學生F： 偏難……不清楚自己好不好。

學生G： 中［中度困難］。

學生普遍覺得難以評估自己的表現，因為他們一般都

不太清楚課堂的教學目標或是課業（tasks）的成功準則。這

大概和教師沒有與學生分享教學目標及成功準則有關。此

外，有部分學生表示他們會介意其他同學對自己的看法。若

他們坦白表示滿意自己的表現，則擔心其他同學會認為自己

過分驕傲；相反，說穿了自己的缺點又怕別人取笑。

同儕互評

相對於自評，學生較常採用同儕互評的方法：

學生E： 我有數次［互評的］經驗。有時候做解決難

題的練習時會得出多個答案。有人說出一個

答案時，老師會問有沒有補充，有些同學也

會願意作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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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亦認同互評有助改善學習：

學生A： 別人給了我評價後［我］會自我反省，反思

為何別人會比自己好，然後嘗試改善……

有時候亦會［受同學］稱讚……［他們］會

鼓掌稱讚。

學生D： 同學的讚賞會加強自己的自信心……有時同

學會提醒我說話清晰一點，因為我有時咬字

不清，他們會叫我說清楚和大聲一點……我

當時會很開心。因為別人提出了我可以改善

的地方。

他們解釋，通過同儕互評，會更了解自己的強項及

弱項。最重要的是，其他同學提供的建議能幫助自己改善

弱點。另一方面，其他同學對自己的讚賞能增強自己對學習

的自信心。可是，同學對互評亦有保留：

學生B： 怕說了別人［的缺點，他們］會不再跟自己

做朋友。

學生C： 說別人的缺點使自己難為情。

學生D： 有時候會不好意思說出來，怕同學會遷怒於

自己……［怕同學］會認為自己很煩［麻

煩］，好像在說自己做得很精彩和完美，不

明白為何同學會犯錯。

學生E： 有時聽不明可能會產生誤會……若第一次

見面就說對方缺點，別人會生氣和對我們有

不良印象。

大多數受訪學生均認為，公開指出同學的弱點會令

被評的同學感到尷尬，有些學生更擔心批評同學的表現會

破壞彼此的感情，小則產生誤會，大則開罪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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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訪談數據，受訪學生大致都認同「促進學習

的評估」教學策略有助學生改善學習；而教師則認為「促進

學習的評估」校本政策仍有改善空間。下節將就研究結果作

較詳細的討論。

討論及建議

本節將就受訪教師及學生對「促進學習的評估」的意

見作較深入的探討及建議。

教師對「促進學習的評估」的意見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教師雖然並沒有質疑「促進學習

的評估」能有助學生改善學習這一理念，但卻認為學校在推

行這個新的評估政策時過於急進。這可能與學校在決定推行

這校本政策前缺乏廣泛的諮詢與討論有關。校方雖然指派了

多位學術組主任和教師出席培訓課程，並請他們在完成課程

後與其他教師分享所學到「促進學習的評估」的技巧，但

可能因為時間倉卒，以致他們在未完全熟悉新的評估技巧前

便趕着與同事分享，難免令其他教師覺得無所適從，令政策

的推行成效大打折扣。

如前文所述，由於「促進學習的評估」包含多種教學

策略及元素，受訪教師認為要他們一下子吸收並落實於課

堂中，確實有一定難度。就參與研究的學校A而言，大部分

教師從事教學工作超過十三年（中位數），或多或少已建立

了一套個人的教學策略和方法，要他們改變及適應並非短

時間內可以做到，更何況是要優化的教學策略不止一個。

根據 Pang & Leung（2008）的研究顯示，「促進學習的

評估」教學策略在課堂上並未普遍使用（見表一），因此

若要學校全面落實及改進，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的實踐，讓

教師充分掌握及熟習。若校方沒有與教師充分討論，了解

各同事的教學情況，亦無評估推展計劃的可行進度，只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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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蹴即就，那麼，成效不但不彰，更會令教師怨聲載道，

士氣受損。

推行「促進學習的評估」的方案

李振英（2004）指出：

在推行一項新理念時……若時間許可，應先與有關

人等加強溝通，並分段試行，獲得實踐經驗後再

檢討，然後加以改善。最後當大家都達成共識後，才

付諸實行，屆時成效必會更大。（頁118）

正如部分受訪教師建議，校方於計劃實施前要多與

教師溝通，了解他們教學上的需要，聆聽他們的意見，共同

訂定校本的評核政策，並因應教師的工作量定出落實「促

進學習的評估」計劃的時間表。又如教育局（2007a）建

議：「要改變學校的評估實施方式，……全體教師必須一起

規畫、討論、交流、磋商，達成共識；並需要在學校和課堂

層面，制定相應的評估策略和機制」（段4）

換言之，要計劃取得成功，除了要令教師認同「促進

學習的評估」的理念外，最重要是考慮計劃的可行性，這

表一：教師在課堂上實施的「促進學習的評估」策略

「促進學習的評估」策略 使用該策略之課節百分比（N = 78）

有效提問  73.1%

有效回饋  65.7%

同儕互評  43.3%

分享學習目標  12.8%

分享成功準則  12.8%

學生自評  0.0%

資料來源：Pang & Leung（2008,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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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力資源及同工的工作壓力。若領導層一意孤行，教師

極可能只敷衍了事，很難會積極參與、付諸實行。

學生對「促進學習的評估」的意見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普遍認為「促進學習的評估」

教學策略有助他們改善學習。

分享教學目標

教師與學生分享教學目標，可以令學生更專心聆聽教

師講解、更投入於課堂中。學者指出，了解課堂目標更可以

增加學生自我檢視學習的成效（Black & Wiliam, 1998; Pang 

& Leung, 2008），因為學生若對學習目標有清晰的圖像，

便能根據課堂目標來評定自己是否達標，繼而反思可改善之

處。這正是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第一步。

學生自評及同儕互評

受訪學生指出，他們鮮有機會進行自評；相對來說，

互評對他們並不陌生，因為教師在個別科目曾採用互評工作

紙訓練學生。自評之所以困難，可能是因為學生未清楚自評

對學習的重要性，亦可能由於教師自己在以往的學習歷程

中，甚少有自評的經驗，以致他們沒有意識到要將這策略融

入教學當中。此外，由於在課堂中運用自評所需的時間一般

比互評為多，這亦可能是教師對自評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

（Pang & Leung, 2010）。教育工作者必須向學生講解自我

評估的重要性：每個人都必須清楚知道自己的強項和弱點、

需要及進度，然後才能確立恰當的短期及長遠學習目標，並

計劃達成目標的方法。這樣不但能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還

能促使自己對學習負上責任，達至「終身學習」的願景。

除此以外，學生對同儕互評也感到為難，這可能是與

人性的表現有關。他們普遍認為，公開指出同學的缺點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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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感到尷尬或難堪，這大抵是和中國人傳統上「隱惡揚

善」的美德有關。要消除學生這方面的疑慮，首要提高課堂

內的正面學習氣氛。亦即是說，教師在進行互評活動前，向

全班同學闡釋互評的理念是在於同學間的互相學習，而不是

彼此間互相批判及比較。正如彭新強、梁麗眉（2008）指

出：

同儕互評不但可讓學生從同學成功或失敗的經驗中學

習，令他們更投入學習，體會回饋的價值和意義；更

可令他們從分析別人對自己學習表現的見解中，反思

自己的學習情況。（頁27–28）

在 這 大 前 提 下 ， 教 師 應 提 醒 學 生 不 妨 與 同 學 約 法

三章，要求他們：

 尊重被評同學的努力；

 具體讚賞同學的優點；

 善意指出同學的弱項，並嘗試提出具體建議；

 聆聽同學的意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只有這樣，學生才會積極分享及交流，互相評論同儕

的表現，給予具體回饋，促進學習。

總 結

本研究嘗試以訪談方法，就目標學校的教師對實施

「促進學習的評估」校本政策的意見，以及學生對「促進

學習的評估」教學策略的意見作初步探討。由於受訪者

人數有限，是以結果只能作參考之用，不一定有普及性

（generalizability），這亦是質性研究的限制（Janesick, 

1998）。筆者希望未來的研究能涵蓋更多不同學校階層的

受訪者。此外，若能向各學校作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將質性

及量性研究的結果互相結合，則研究的普及性及參考價值

定會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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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 教 師 一 般 認 同 「 促 進 學 習 的

評估」對學習的重要性。但由於推行步伐急促，管理層又與

教師欠缺溝通，未能了解教師教學的各種情況和需要，以致

影響計劃的成效。至於學生方面，他們大部分都認為「促進

學習的評估」教學策略有助他們自我改善學習，但在某程度

上對「自評」及「同儕互評」略感困難，除了可能是因為教

師忽略兩者的重要性而未有給予學生足夠機會熟習外，亦可

能與教師未能完全了解這兩個策略的真正意義及價值有關。

因此，筆者建議從學校政策、教師培訓、課堂氣氛三方面

入手，提高「促進學習的評估」的成效。

學校政策

學校要順利推行「促進學習的評估」，教師的積極

參與不可或缺。因此，學校管理層須於推行政策前，多與教

師溝通，以了解他們教學上的需要及限制，共同規劃政策的

推展時間、方法和進度。校方可進一步考慮安排與其他正在

推展「促進學習的評估」的學校交流，參考它們在推行時遇

到的困難和所得的成功經驗。

教師培訓

本研究揭示了要進一步提升教師進行「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的效能。教師需要加強這方面的認知能力、

教學技巧和策略，以指導學生自行評鑑。相信只要教師得

到相應的培訓，在實踐中不斷改善「促進學習的評估」的

推行，最終將會令學生得益，教學效能亦會進一步提升。

至於培訓的形式，是由核心小組向科主任示範及推廣，再由

科主任推展至全體同事，抑或是由核心小組直接與全體教師

分享，就要視乎每所學校的校本情況。不論怎樣，校方須

預留充足時間給教師消化及實踐，並透過共同備課和同儕

觀課，以檢討教學策略的成效，讓教師不斷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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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的課堂氣氛

推行「促進學習的評估」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學生

自主學習的能力。而推行自評及互評，正是訓練學生自我

檢視、自我監控的重要方法。針對學生在自評、互評時可能

出現的尷尬情況及心理上的疑慮，教師除了要向他們明確

講解自評及互評的真正意義外，還須建立正面的學習氣氛；

這必須從教師身上做起：

 多讚賞、少責罵

 多欣賞、少刁難

 多幫忙、少蔑視

 多建議、少批判

只有這樣，學生才能體驗互相交流、學習的好處，以

開放的態度聆聽人家的意見及建議，反思自己的不足，進而

自我完善，達至「終身學習」的願景。

開始時，教師可邀請班中較為勇敢或不拘小節的學生

參與自評或互評。此舉不但讓其他學生熟習整個過程，更

可以令他們明白自評或互評並不是如他們所想的嚇人，以釋

除他們的疑慮。此外，教師亦不容忽視學生的自尊感，進行

自評、互評前應清楚了解學生的個別差異，特別要加倍留意

比較害羞或能力稍遜學生的情緒。教師可嘗試給予他們較

容易的提問或課業，並讚賞他們的努力，待他們慢慢建立

自信後，才開始鼓勵他們參與。

還有，筆者建議教師與家長分享「促進學習的評估」

的教學理念，讓家長明白教師的教學策略，並邀請家長

參與，在日常生活中鼓勵子女檢視自己的學習，誘導子女持

開放的態度接納長輩及友儕的善意批評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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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透過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四方面的通力合

作，「促進學習的評估」的理念及成效能推展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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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in 

Hong Kong Classrooms: A Case Study

Nicholas Sun-keung PANG & Paul Kit-kong LEE

Abstract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01) has recommended 

in Learning to Learn: The Way Forward in Curriculum that 

schools in Hong Kong should review their existing assessment 

mechanism and put more emphasis on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AfL) in their daily teaching practice. This case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eachers’ opinions about the school-based AfL policy 

as well as students’ comments on the AfL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in the everyday classroom of the subject school. 

The data shows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generally possesse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AfL rationale. However, some 

teachers expressed a view that the AfL policy would be more 

effective if the school administrators could have sought teachers’ 

opinions before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assess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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