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小班契機，從課程及班級經營
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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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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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生的能力和需要，在知識、技能、態度三方面，訂
立更適切的學習目標

1. 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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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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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更多不同層次的提問， 例如聚斂性問題、擴散性問題

● 更多追問、轉問

● 教師有更充裕的候答時間；學生有更充裕的回答時間



3. 鼓勵學生參與課堂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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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學生表達意見的機會

● 有效訓練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例如創意、明辦思維能力等



4. 安排小組 / 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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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安排更多小組和合作學習活動

● 進行不同形式的小組 / 合作學習活動，例如體驗活動、戲
劇活動等



5. 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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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給予學生更適時、更具體、更詳細的口頭回饋和文字回饋



6. 增加運用促進學習評估的策略以優化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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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教師評估、學生互評、學生自評機會

● 可進行更多形式的學習評估，例如動手操作、口頭彙報等



小班教學六大原則，大小課堂皆適用，

如善用小班契機，能更有效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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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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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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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及 P. 3人數較多，兩級各三班學生，分為四組，成績及人
數平均，每組約二十人

P. 2科目：中、數
P. 3科目：中、英、數



P. 5 ，P. 6 電腦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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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由香港教育大學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攜手編制，並加入由
學校發展的運算思維單元及人工智能元素(App Inventor 2)

全班平均分為兩小組，每小組十多位學生，由兩位老師於兩個
課室同時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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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專業發展



1. 腦基礎教學法

根據人腦學習模式而設計的有效學習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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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基礎教學法主要策略

15

1. 導入狀態

2. 多提供思考、提問、解難機會

3. 教師提問前，學生先跟鄰座分享意見和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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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合作學習活動中，學生有均衡及百分百參
與，須互相聆聽

5. 合作學習十一步：活動目的、攜帶物資、
轉位、組合人數、招呼、定角色、確認角色、
活動內容、監察進行、任務完成彙報、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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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問及進行任務前，給予交流和綵排機會，
使學生有安全感

7. 五項活動指令模式：每次一項、由簡至繁、
合理可行、等候片刻、請勿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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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多些以肢體動作回應老師，以致全體學
生能同時回答問題

9. 讓多位學生作答，不一定選舉手的學生，
亦不批評答案，待各人作答完，教師才總結

10. 學生出題目，在組內互問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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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正面及具體指示

12. 交替使用動態及靜態活動，調節學生情緒



2. 高階思維教學

20

記憶
理解
應用
分析
評鑑
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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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歸納



3. 戲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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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IMAGE 以定格肢體形態營造一個情境或事件

THOUGHT 

TRACKING
在定格時向表演者進行提問，使其他學員更了
解該角色的心理、動機及思想

CIRCULAR 

DRAMA
學員被委派不同角色身份，圍著主角或主要事
件作出回應及思考

戲劇教學主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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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TY CHAIR
以一張空櫈作為主角或主要事件，讓參與者個
別地對著空櫈作出回應

TEACHER IN 

ROLE

教師入戲，扮演劇中人物帶領學生進入虛擬世
界

HOT SEATING

坐針氈，學員或教師坐在一椅子上，扮演著某
角色與其他學員對話，闡釋其心態、思考、觀
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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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NACTMENT 學員被委派角色後，共同把事件重演一次

OBJECT IN THE 

BOX

將故事中關鍵的物件或象徵物先放在箱子
裡，引發學員的好奇及想像

ROLE PLAYING
學員透過想像投入於角色世界之中，以角
色回應身邊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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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 OF 

DIFFERENCE

以一人物角色或物件放於台中，學員以光譜模
式選擇由遠至近的位置來站立，來表達對人物
或事件的認同感

CONSCIOUS 

ALLEY

學員打對面站立在兩旁形成一條小巷，需要思
考抉擇的主人翁一步一步的通過去，兩旁的人
逐一向主人翁提出正反意見。最終主人翁作出
選擇並說出哪個意見打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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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SCAPE
運用身體、聲線或物品，製造、營造出情境的
感覺和氣氛

STORY RING

學員圍成圓圈(或半圓)，導師講述故事時，以
分段及即興形式引導學員站出來扮演角色，每
完成一小段，導師會說：WHOOSH！然後學
員便回到自己的位置，各學員輪流接受邀請，
直至故事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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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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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全班式
IA 層次

-高層次思維技巧 (創造力、明辨思維能力)

-自學能力 (網上學習、寫筆記)

-正確價值觀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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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層次

-分組活動

-照顧學習多樣性 (以不同程度工作紙及活動，照顧不同
能力的學生)

-預習及延伸活動



運算思維(Computational Thinking)是甚麼?
• Computational Thinking 令你想起甚麼？

• 寫出最多2個你想起的念頭。

• 利用手機掃瞄右圖QR CODE

• 按Submit分享你的想法

• https://www.mentime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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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ntimeter.com/


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是甚麼?
• 周以真教授（Prof. Jeannette M. Wing）在2006年再為運算思維定義：

• 把一個問題及其解決方法以計算機（包括人腦或電腦）可有效執行的方法表達。

• 研究顯示，在小學的階段是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能力的最佳時機，透過小學階段掌握運算思維及編程的技能，能大大提升以科
技為基礎的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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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思維模式

•以計算機科學為基礎，重視提出問題

•逐步拆解，將問題化為小部分

•透過創意及編程的方式設計可行的解決方案

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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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思維教育校本課程

•一至三年級：不插電(Unplugged)課程

•四至六年級：運算思維教育+人工智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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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插電(Unplugged)活動 課堂例子：
二年級 三年級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1.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2.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4.安排小組 / 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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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插電(Unplugged)活動：Scottie Go！
• Scottie Go! 教育版課程設有多個關卡，挑戰不同的解難問題。

除了基本的編程知識如 序列 (Sequence)及 條件 (Condition)，
教育版課程更包括同步發生 (Parallelism)、函數 (Function)、
變數 (Variable)等基礎運算思維。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3.鼓勵學生參與課堂討論
4.安排小組 / 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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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思維課程

(基於Brennan and Resnick’s framework 
(2012)理論的運算思維教育學習成果)

►課程建基於運算思維教育學習成
果，課程框架由運算思維概念、
實踐、視野三個核心部分組成。

►四年級：Scratch 3.0

►五年級：App Inventor 2, Micro:bit

►六年級：App Inventor 2, M-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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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思維教育課堂

•雙人結對編程

•課堂拔尖

•延伸自學活動

•TPACK七步曲

•五、六年級每班再分為兩小組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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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人結對編程
•2人一組(按學生的特質分配)，其中一人擔任駕駛
員(Driver)，另一位同學擔任導航員(Navigator)

•適時互換角色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3.鼓勵學生參與課堂討論
4.安排小組 / 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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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拔尖

•不同程度的學生均需完成
課堂基本任務

•高能力學生(1B)可進行挑
戰任務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2.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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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自學活動
•鼓勵學生搜集資料

•著重學生創意設計及解難能力

•鼓勵學生利用所學加添新功能或重新設計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1.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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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ACK七步曲
•第一步: TCK (編程環境的工具、功能)

•第二步: CK (介紹運算思維概念、運算思維實踐
及運算思維視野)

•第三步: PCK (教學法：例如 “To Play, To 
Think, To Code, To Reflect” 及課堂活動) 

•第四步: TPACK (老師對使用編程環境的知識及
運用特定合適的教學法)

•第五步: TCK (提問學生如何套用學到的新功能
到新的程式及數碼世界) 

•第六步: CK (提問學生，以鞏固他們對運算思維
概念、運算思維實踐及運算思維視野的理解)

•第七步: PCK (老師對教學法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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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級小班編排

•五、六年級兩級作小組編排

•每班再分為兩小組進行教學

•兩小組會同時上課，分別於
Technovation Studio及STEM 
LAB上課

STEM LAB

Technovation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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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電子平台作促進學習的評估
• 專題習作(Mini Project)

• 影片限時 3 分鐘內。

• 二人一組一起拍片講解。

• 影片講解內容:
– 1. 應用程式運作演示與講解

– 2. 應用程式特點

– 3. 重點編程BLOCKS 講解和介紹

– 4. 可改善和延伸發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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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1.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4.安排小組 / 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6.增加運用促進學習評估的策略以優化學與教



五、六年級運算思維小班教學

•課堂清晰的學習目標

•雙人結對編程

•老師有更多機會提問各個學生及給予即時回饋，加強師生互動

•老師更容易觀察各個學生的學習情況，個別未能跟上進度的學生，老
師能夠個別指導；

•而表現較出色的學生，可適時加入挑戰任務，例如讓學生優化程式。

•學生能有更多機會發表意見(包括自評互評等)及分享作品或想法，發
揮創造力及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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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策略1A，1B層
IA層次全班式滲透課程，如：

-高層次思維技巧(如創造力、明辨思維能力等)

-自學能力(如網上學習、寫筆記等)

-正確價值觀及態度

IB層次課程區分策略，如：

-分組活動(如合作學習)

-照顧學習多樣性(如以不同程度工作紙及活動，照顧程度較高的學生)

-預習及延伸活動
46

✔

✔
✔

中文科小班策略示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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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策略1A，1B層
IA層次全班式滲透課程，如：

-高層次思維技巧(如創造力、明辨思維能力等)

多位學生作答，不
批評答案，各人答
完教師才總結

9

學生出題目，在
組內互問互答10 學生為本共同

建構的提問13

善用互問、追問、轉問

提問前讓學生先跟

鄰座分享意見和所學3

小班六大原則
2.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
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運用擴散、歸納的策略

IA層次全班式滲透課程，如：

-高層次思維技巧(如創造力、明辨思維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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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教學設計 目標:認識面對廣告的應有態度

小班六大原則
2.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
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運用擴散、歸納的策略

IA層次全班式滲透課程，如：

-高層次思維技巧(如創造力、明辨思維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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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教學設計 目標:認識面對廣告的應有態度

⮲ 個人思考

⮲ 用i-pad表達意見
(擴散思維)

⮲ 選取意見再追問，
再討論

⮲ 歸納(建構答案)

小班六大原則
2.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
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運用擴散、歸納的策略

IA層次全班式滲透課程，如：

-高層次思維技巧(如創造力、明辨思維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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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教學設計 目標:認識面對廣告的應有態度

⮲ 個人思考

⮲ 用i-pad表達意見
(擴散思維)

⮲ 選取意見再追問，
再討論

⮲ 歸納(建構答案)

小班六大原則
2.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
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優點:

小班人數較少，老師可多提問
學生和給予更多指導性回饋，
增加學生間的互動，提升學生
高層次思維能力。



活動目的、攜帶物資、 轉位、
組合人數、招呼、定角色、
確認角色、活動內容、監察進行、
任務完成彙報、慶祝 每次一項、由簡至繁、合理可行、

等候片刻、請勿打擾

IB層次課程區分策略，如：

-分組活動(如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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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活動中，學生有
均衡及百分百參與，須互
相聆聽

4

合作學習十一步5

五項活動指令模式7

二人交流分享/四人組討論

小班六大原則
3.鼓勵學生參與課堂討論
4.安排小組/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活動目的、攜帶物資、 轉位、
組合人數、招呼、定角色、
確認角色、活動內容、監察進行、
任務完成彙報、慶祝 每次一項、由簡至繁、合理可行、

等候片刻、請勿打擾

IB層次課程區分策略，如：

-分組活動(如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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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活動中，學生有
均衡及百分百參與，須互
相聆聽

4

合作學習十一步5

五項活動指令模式7

二人交流分享/四人組討論

小班六大原則
3.鼓勵學生參與課堂討論
4.安排小組/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優點:

老師在小班環境裏能更有
效觀察學生分組活動的

情況，適時支援學生，
促進學習。



IB層次課程區分策略，如：

-照顧學習多樣性(如以不同程度工作紙及活動，照顧程度較高的學生)

53

戲劇教育-把戲劇習式作為教學策略

Empty Chair

詩化活動 敘事活動

影像定格

小班六大原則
2.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3.鼓勵學生參與課堂討論
4.安排小組 / 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6.增加運用促進學習評估的策略以優化學與教



54

課業設計多元化/有選擇

-照顧學習多樣性(如以不同程度工作紙及活動，照顧程度/特性不同的學生)

課前
預習

例子:學生在Google Classroom分享最吸引你的廣告，填寫有關的資料，並把廣
告上載。(引起動機和課堂活動時再用)

《廣告是甚麼》(P.5)

小班六大原則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6.增加運用促進學習評估的策略以優化學與教



55

課業設計多元化/有選擇

-照顧學習多樣性(如以不同程度工作紙及活動，照顧程度/特性不同的學生)

課前
預習

例子:學生在Google Classroom分享最吸引你的廣告，填寫有關的資料，並把廣
告上載。(引起動機和課堂活動時再用)

《廣告是甚麼》(P.5)

小班六大原則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6.增加運用促進學習評估的策略以優化學與教

這個廣告很特別，畫質優美，文字很有趣。

因為我很喜歡廣告裏的卡通動物，還有那動
聽的歌曲，它的歌詞與產品很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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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設計多元化/有選擇

-照顧學習多樣性(如以不同程度工作紙及活動，照顧程度/特性不同的學生)

拍攝宣傳短片

設計宣傳海報

小班六大原則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6.增加運用促進學習評估的策略以優化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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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設計多元化/有選擇

-照顧學習多樣性(如以不同程度工作紙及活動，照顧程度/特性不同的學生)

拍攝宣傳短片

設計宣傳海報

小班六大原則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6.增加運用促進學習評估的策略以優化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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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設計多元化/有選擇

-照顧學習多樣性(如以不同程度工作紙及活動，照顧程度/特性不同的學生)

例子:口頭閱讀報告分享(拍片)

小班六大原則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6.增加運用促進學習評估的策略以優化學與教

老師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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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設計多元化/有選擇

-照顧學習多樣性(如以不同程度工作紙及活動，照顧程度/特性不同的學生)

例子:寫作點子分享(PAD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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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設計多元化/有選擇

-照顧學習多樣性(如以不同程度工作紙及活動，照顧程度/特性不同的學生)

例子:寫作點子分享(PADLET)

小班六大原則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6.增加運用促進學習評估的策略以優化學與教

優點:
#小班環境有助照顧學習多樣性，老師按學

生能力、特性分配學習任務，學生可充分
參與各項活動，表達想法，增加生生及師

生的互動。

#老師有更多的空間聚焦學生課堂或課業的

表現，給予個人化的回饋，能更有效促

進學生個人和全班的學習。



班級經營簡介
•透過師生、生生之間的互動，建立和諧、健康、愉快以及正向的校園生活

•學生和老師一同參與、一同經營，合力建構一個屬於大家的課室文化

•於活動過程中讓學生能更了解自己並發揮潛能

•透過與同學之間的溝通與合作活動，提升學生的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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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目標
•培養學生正面情緒。(Positive emotions)

•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發揮潛能，並培養他們的正向成就。(Accomplishment)

•加強學生對二十四個性格強項的認識，培養學生欣賞自己及別人的優點。
(Character Strengths)

•促進師生、生生關係，並提升學生的歸屬感。(Relationships)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1.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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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課的課程
•開學週課程編排

–幫助學生及早適應學校生活

–及早認識老師、同班同學

–建立班級團結氣氛

•全年課程編排

–正面情緒

–正向成就

–欣賞自己及別人的優點

–歸屬感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1.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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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週課程編排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1.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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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活動及心意卡大行動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2.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3.鼓勵學生參與課堂討論
4.安排小組 / 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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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活動及心意卡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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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活動及心意卡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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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競技遊戲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2.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4.安排小組 / 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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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小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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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小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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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與同學商議

• 各具班本特色



•開學週課程編排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1.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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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呼、班照及班級網頁
• 環境與氣氛的營造

• 營造團結、正面的班級文化

• 建立班級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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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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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參與
人人有工開



班級團結氣氛的營造:課室壁報
• 環境與氣氛的營造

– 佈置班級經營壁報板
• 營造團結、正面的班級文化

• 班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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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課程編排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1.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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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課程編排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1.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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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課堂設計
•簡介及說明本節課的目標

•核心主題內容講解。[P/R/CS]

•班級經營課活動：全民造星[A、R]、我的快樂時光[A、P、R]、

心情天氣報告[P]、感恩事件[P、R]、服務回憶[A、P、R]、

盡責事件[A、P、R]、欣賞事件[A、P、R]等：

（學生按自已興趣自由選擇上述其中一項活動。）

老師亦可在這時間與學生分享，以促進師生關係。

•事後解說及總結（反思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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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1.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2.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3.鼓勵學生參與課堂討論
4.安排小組 / 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5.給予學生指導性回饋，協助學生反思學習效能



主題演講
•價值觀教學

•配合正向教育六美德

小班教學六個原則: 
1.建立清晰的學習目標
2.善用有效的提問技巧
3.鼓勵學生參與課堂討論
4.安排小組 / 合作學習促進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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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天氣報告
• 透過繪畫、文字，讓學生抒發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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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天氣報告
• 讓老師可以辨識學生的情緒。

• 分享快樂，加深了解。

• 適時作出輔導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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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造星
100% 參與，表演或回饋
按專長、興趣自由選擇和安排
學生能更了解自己並發揮潛能



全民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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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齊放，多采多姿
形式輕鬆，快樂分享



童玩時光 – 挑戰一分鐘
• 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發揮潛能，並培養他們的正向成就。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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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分享
•我的快樂時光、我的感恩事件、我的服務回憶、我的盡責
事件、我的欣賞事件



我的分享
•我的快樂時光、我的感恩事件、我的服務回憶、我的盡責
事件、我的欣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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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紀錄: 成長足跡
•六年的學習紀錄保存。
•滿載難忘的回憶。



班級經營小班教學

•全民100%參與

•豐富多元的活動安排
–以學生為本

–照顧學習的多樣性

–學生按個人興趣、意願，輕鬆自在無壓力

•促進互動
–師生、生生互動、合作機會更多

–更容易建立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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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無論大班或小班，能運用適當的策略，皆有
助提升學生的學習。但在小班的環境下，學
生展示所學、老師及時回饋和學生反思學習
的機會增加了，所以若能善用小班的契機，
自然能更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