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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
確認資訊
(identify)

理解與確定資訊用途的能力

尋獲資訊
(locate)

知道何處取得資訊的能力檢索尋找資訊的能力

評估資訊
(evaluate)

辨別資訊的來源與真偽

應用資訊
(use)

解釋、組織、綜合資訊的能力



資訊素養
融入教學

 意義
 目的
 考慮的因素?
 策略?
 主題探索、資訊整理、科技運用、理解、

合作學習溝通與回饋、解決問題、評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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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數學課堂帶到數據時代 p. 4

數據素養（Data Literacy）:

獲取、解釋、評價、管理、處理和有效運用數據，並最終將數據轉化

爲知識的能力，以及在此過程中的道德和行爲規範。

（J.C.Prado and M.A.Marzal, 2013 ;張靜波, 2013）

瀏覽、搜尋
和篩選數據

及資訊內容

評估數據及資

訊內容

管理數據及資

訊內容



目的: 強化學生的數據素養

透過專題研習和問題為本學習等

學與教活動，將學生與數據和分

析工具聯繫起來，以幫助他們更

清楚地認識世界。

把數學課堂帶到數據時代 p. 5



目標

• 提高學生的媒體及資訊素養，幫助他們發展搜索、
評估和使用資訊的能力第㇐個

• 培養學生積極向上的價值觀， 讓他們做出客觀的
分析和合理的判斷第二個

• 培養學生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感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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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探索和發展 加強學生運用數據的技巧之學與教
策略，使他們成為更出色的研究員和思考者第四個

• 善用現有的資源，例如 政府統計處發布的官方統
計數字，以提升學生的數據素養和資訊素養第五個

• 試行及修訂不同的學與教活動第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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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建立並發展 數據素養 和 資訊素養 的資源第七個

• 促進參與學校的經驗交流並透過教師的培訓
活動發放實踐成果第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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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行「種籽」計劃的流程

構思 開發 測試

分析 交流

把數學課堂帶進數據時代 p. 9



試行「種籽」計劃的流程

揀 選 內 容 、 確 定
試 行模 式 、 班級 、
課堂安排等事項

探索與發展學生
運用數據的技巧
之學與教策略

試行及修訂有關的
學與教活動

收集教師與學生對
試行活動的意見，
檢討成效

經驗交流，並透過
不同渠道展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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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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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生活中的數據



有何發現?

這圖像帶出
甚麼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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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Going On in This Graph? 

Source:  https://www.nytimes.com/2021/09/09/learning/whats-going-on-in-this-graph-sept-15-2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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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stv.moe.edu.tw/index.jsp

因應情況，
選取合適的
統計圖



把數學課堂帶進數據時代 p. 15

資料來源: 
https://stv.moe.edu.tw/index.jsp

因應情況，
揀選合適的
統計圖



把數學課堂帶到數據時代 p. 16



正態分佈之龐加萊買麵包的故事

17

1 0 g



正態分佈之龐加萊買麵包的故事

181 0 g

981 972 966 992 1010

1008 954 952 969 978

989 1001 1006 957 952

969 981 984 952 959

987 1006 1000 977 966

= 978.72



ଶ)               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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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態分佈之龐加萊買麵包的故事

95.44%的數據落入以平均值1000 g為

中心，2倍標準差為浮動（即20g）的

範圍裡，即 [980,1020]



再次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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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 1002 1005 999 997

1006 1004 1006 997 999

1005 1003 1008 1000 998

1009 1011 1002 1003 992

991 1008 1002 1007 1003

= 1002.6

= 5.08

25個數據，發現
全部數據落於區
間 [99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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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如何於日常生活應用統計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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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檢查與推斷 貝葉斯定理

總體
樣本

隨機抽樣

推斷

垃圾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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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看來，你在屏幕前花多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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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censusatschool.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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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合適的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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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數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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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數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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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畢氏定理
Pythagorean Expectation

球隊勝率（WPCT）可以用得分（RS）和失分（RA）推估，公式如下：

WPCT＝RS exponent / (RS exponent + RA exponent)

棒球統計大師Bill James發明的。

NBA的指數 (exponent) 則是 13.91。

(資料來源:  https://amathing.world/pythagorean-expectation/)

(https://captaincalculator.com/sports/basketball/pythagorean-win-percentage-calculator/)



數學教育組人員的職責

• 與教師們協作發展加強學生運用數據的技巧之學與教策略

• 草擬並協助設計相關的學與教活動 (每所學校通常 2 至 3 次試行)

• 觀察試行成效

• 與教師檢討結果，按需要修訂該活動

• 籌辦經驗分享會，與其他學校交流，展現成果

• 提供學校意見，撰寫試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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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籽」學校教師的工作

• 「種籽」學校須為參與計劃的教師們預留時間，作開會討論
及交流經驗之用

• 教師須參與設計、檢討及修訂有關的學與教活動 (每所學校通
常 2 至 3 次試行)

• 檢討試行成效

• 撰寫試行報告，並把經修訂的學與教材料給數學教育組保存

• 透過經驗分享會，教師可將校本研究成果與其他學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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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安排



(通告編號: EDBCM001/2022 )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2001C.pdf

p. 37





申請辦法

填寫表格

• 附錄 C

• (並因應情況㇐併填妥附錄 B 連同
附件 2 及 3)

• ㇐式兩份

遞交申請

• 於二 零 二 二 年 三 月 十 日或 之 前

• 郵寄到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東翼四樓教育
局人力資源管理小組

• 或放入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東翼二樓入口

處的教育局投遞箱

(投遞箱編號： EDB03—二 零 二 二 年員工交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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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40



p. 41

類別 級別 計劃編號 建議「種籽」計劃名稱 借調教師申請資格 聯絡人及電話號碼 課程發展處組
別及傳真號碼

數學教育 中學 MA0922 把數學課堂帶到數據時代 不需要借調教師 陳秀騰先生
2153 7465

數學教育組
3426 9265







p. 44

請貴校用A4紙書寫建議書

申請的「種
籽」計劃

• 「種籽」計劃名稱與編號

學校資料

• 推行計劃的原因

• 教師參與團隊

• 與其他學校分享成果的意願

• 曾參加校本課程計劃的經驗

計劃詳情

• 目標、計劃如何切合學校課程的需要

• 資源配合

• 工作計劃及進度表

• 預期成果及評估方法



改變、從現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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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騰先生

stchan@edb.gov.hk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hansautan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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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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