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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經驗分享校本經驗分享 ---- 背景背景

• 於2000年轉為平衡班級平衡班級編制

• 同學在中三升中四時不需經過篩選不需經過篩選的過程

• 每班人數超越43人
•• 能力稍遜或缺乏學習動機能力稍遜或缺乏學習動機的同學增加

• 老師採取針對性的保底措施保底措施，包括小組輔
導、重測、重考等

• 對於表現主動積極的學生，已沒有精力及
時間進行有系統的拔尖計劃拔尖計劃，顧此失彼的
情況漸趨嚴重



校本行動研究(首階段)--研究問題

1. 如何培訓表現主動積極主動積極的同學，增
加他們的知識深度和闊度，從而加
强個人的自信心及學習動機？

2. 如何動員學習能力高的同學，幫助幫助
能力稍遜的同學能力稍遜的同學，減輕老師的負
擔，以達到更佳的保底效果？

3. 如何營造互助互勉的學習氣氛營造互助互勉的學習氣氛，推
動協同學習的文化，達致教學相長的
優勢？



校本行動研究(首階段)--研究設計

• 由兩班同學招募成績表現優良的同學共
20人參與拔尖計劃拔尖計劃 (不是成績最高同學)

• 再邀請約20名能力稍遜的同學參與加强加强
班班

• 每位精進班的同學負責跟進一位加强班精進班的同學負責跟進一位加强班
的同學的同學，組合的基本原則是尊重同學個
人的選擇和互相認識程度，希望能充分
發揮互助互勉的精神



校本行動研究(首階段)--研究設計

老師先覆述個別課題的重點覆述個別課題的重點，加
强班的同學在其精進班的伙伴及
兩位會計科老師的協助下，完成
一份基本習作基本習作，目的是尋找出有尋找出有
疑難的地方疑難的地方，由精進班的伙伴或
老師解答有關疑難，以鞏固課堂鞏固課堂
所學的知識所學的知識。

第2、4、
6、8循環週

拔尖計劃的精進班就預先選取的
課題進行22小時的研習小時的研習，學習內容
以具挑戰性的題目具挑戰性的題目為主，以增加
同學對該課題的深入了解。

第1、3、
5、7循環週







校本行動研究(首階段)--研究反思

• 雖然精進班(拔尖計劃)的同學在主動性和主動性和
自信心都有所增強自信心都有所增強，但優異的成績需要
更長的時間及努力，才能見到效果。正
如學生的意見所示，拔尖計劃應盡早在盡早在

中四開始中四開始，在中五展開行動已經太遲。

•• 在中五進行在中五進行一些密集式的拔尖或保底工
作並不適合並不適合，由於只有的半年的時間，
同學須準備面對公開試的挑戰，時間不
足而且壓力甚大。



校本行動研究(首階段)--研究反思

• 由於精進班及加强班的同學來自不同班
別，地點及時間的安排十分困難地點及時間的安排十分困難，主要
是受學校的其他活動及私人的活動所限
制(中五級尤為嚴重)，因此每次課程都有
學生請假，影響連貫性，教學效能亦大效能亦大

打折扣打折扣。



校本行動研究(首階段)--研究反思

• 拔尖的課程設計有極大的難度，如果參
與的人數過少，受惠的尖子只是少數，
整體影響不大，成本效益成疑。但是如
果擴大參與人數，學習能力的差異擴
闊，單一而標準化的拔尖課程未能配合單一而標準化的拔尖課程未能配合

所有人的需要所有人的需要。

• 保底過程中，老師覆述個別課題的重
點，然後以基本習作測試同學的理解，
並提供即時的支援即時的支援，容許同學以不同的不同的
進度進度完成測試，當中題目的選取題目的選取十分重
要。



校本行動研究(首階段)--研究反思

• 互助的文化是建基於互利及互動的基礎
上，要求成績優異的同學，定期撥出時
間協助其他同學，效果十分有限。長遠
而言，應構思一些方法，鼓勵同學互相鼓勵同學互相
切磋交流切磋交流，彼此推動改進彼此推動改進，才是正確的
方向。



Cooperative Learning
–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 Scheme

• 2006 QEF ProjectQEF Project coordinated by CityU
• Training to SI Leaders (CityU students) 

and assistant SI Leaders (F.6 students)
• Provision of 30-hour peerpeer--assisted assisted 

learning SI classeslearning SI classes to help the F.4
students grasp and consolidate their 
knowledge on Accounting

• Improving students’ problemproblem--solving solving 
strategiesstrategies, overall learning and 
reasoning skills and interest / motivation 
in studying.  



校本行動研究(次階段)--研究問題

1. 如何突破時間及空間的限制突破時間及空間的限制，在互助
互勉的基礎上，推動協同學習的文協同學習的文
化化，培訓表現主動積極的同學，增加
他們的知識深度和闊度，從而加强個
人的自信心及學習動機 ？

2. 如何解決在保底拔尖的過程中，照顧保底拔尖的過程中，照顧

各人能力上的差異各人能力上的差異 ？

3. 如何動用其他資源幫助能力稍遜的同動用其他資源幫助能力稍遜的同
學學，減輕老師的負擔，以達到更佳的
保底效果 ？



校本行動研究(次階段)--研究設計

AA計劃計劃((保底計劃保底計劃))：良師益友功課輔導計劃

• 一名有責任感的應屆中七畢業生中七畢業生作為導
師，在5月至6月初的放學時間，協助會
計科老師進行功課輔導計劃

• 開始的半小時由老師作簡單的重點溫習重點溫習

• 設計一套的自學教材自學教材，分成不同的單
元，每個單元約需2小時完成



校本行動研究(次階段)--研究設計

A計劃(保底計劃)：良師益友功課輔導計劃

• 學生依次序由第一條題目開始嘗試解
答，題目一般分成三層難度分成三層難度，同學必須
由淺入深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如果遇上困難，
可即要求老師或功課導師協助

• 完成每一條題目，核對答案後由功課導
師即時解釋有疑難的地方解釋有疑難的地方





校本行動研究(次階段)--研究設計

BB計劃計劃((拔尖計劃拔尖計劃))：會計科網上挑戰計劃

• 參加者由公開招募，報名沒有先決條
件，先到先得。

• 在第一階段第一階段，設計一套共有12個挑戰
題，每個挑戰題需時20分鐘完成

• 在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在暑期舉行，設計一套共有
10個挑戰題，由於正值暑假，每個挑戰
題比較複雜，需時約40分鐘完成



校本行動研究(次階段)--研究設計

B計劃(拔尖計劃)：會計科網上挑戰計劃

• 在學校的內聯網中開設拔尖計劃的討論討論
區區，逢星期一、三、五將一條具挑戰性
的會計難題上網

• 輪流委派一位參加拔尖的同學，由老師
預先講解，然後由該同學主持網上公開由該同學主持網上公開

討論討論，解答其他同學的疑問

• 培養同學的主動性，最快解破問題的同
學可獲績分，最高積分最高積分的拔尖同學在計
劃完成後可獲獎勵可獲獎勵





校本行動研究(次階段)--研究反思

•• 自願性自願性的保底拔尖計劃可鼓勵同學的主主
動性及積極性動性及積極性，從而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 老師應責無旁貸地處理同學的學習差異
(合作發揮協同效應協同效應)，亦需適當地引入助引入助
力力(外來人力資源、校友或高年級同學)，
長遠則須建立同學間的協作學習協作學習

• 嘗試使用資訊資訊科技科技協助打破時間及空間
的侷限，並鼓勵互動式的學習模式互動式的學習模式



校本行動研究(次階段)--研究反思

• 建構一套有效的拔尖保底教學資源，教材
應有不同層次的難度有不同層次的難度，循序漸進循序漸進，如果同
學遇上困難，應有適時的回饋適時的回饋

• 長遠應建立互助及協作學習互助及協作學習的文化



有效的保底拔尖措施

1) 有系統及有策略的整體安排

2) 一套完備的教學資源

特徵：

a) 循序漸進、有層次

b) 可診斷學生問題

c) 有挑戰性

d) 容許自學及適當引導



Changing mode of 
assessment
Paper 1 (Compulsory Part)
Time allowed:  1.5 hours
Question types:
a)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some will 

be set on cases and data responses 
and carry a heavier weighting)

b) Short-answer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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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onclusion:My conclusion:
TTo cater for learning o cater for learning 
diversitydiversity iiss a nevera never--
ending quest.ending qu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