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內容
1. 簡介「作為學習的評估」

2. 電子工具的評估效能和教學意義

3. 介紹各種電子評估工具

 應用STAR評估題庫

 迅速批改選擇題工具

 應用免費評估系統

 各種「寓學於評」的教學工具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
（小一至小六）》第五章—評估

 評估是讓學生更積極連繫學習與評估，從而發展自主學習的
能力。（參閱5.4節「邁向『作為學習的評估』部分）

 在「作為學習的評估」上，學生須認識:

 學習目標

 自我監察學習進展

 反思學習策略

 調節學習方法

 甚至規畫未來的學習方向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採用電子評估促進學生學習。

電子工具可提供有用的資料，以便
利教師使用及推動促進學習的評估。



學生懂得獨立學習與

自評成效

視評估是學習的過

程而非總結

從同儕互動中學會反

思，了解自己的不足

把每次評量設計為

一個學習的機會

學生了解學習

是自己的責任



簡介電子工具的評估效能
和

教學意義



「作為學習的評估」特色



電子評估工具的特色

【一站式學習平台】提供如腦圖、討論區等，
讓學生分享資料、意見交流及共同製作。

【提供統計和管理工具】提供數據及質性資料
以助檢視學生進度。

【師生共享資源】上載課堂筆記、影音資料、
學生的範例等。

【資訊聚合功能】能整合資料，設計問卷收集
數據、撰寫結論，以支援探究學習。





STAR 網上評估系統特色
 為香港考評局及香港教育城共同開發的評估工具，包括評估

庫、電腦自動評卷及學生表現報告，以支援學與教。

 需以教城教師或學生帳戶登入

 支援MAC 或Windows 電腦、iOS或Android平板電腦

 運用最新瀏覽器如Chrome、FireFox、Safari、Microsoft 

Edge及Internet Explorer（IE 11）

 可派發予不同班別、群組或個別學生

 可選擇以班別、個別學生或每一個課業或題目檢視成績，報

告亦會就學生的錯誤答案提供「常見錯誤」描述。

 可下載相關的課業或題目試卷，以作參考或進行紙本評估



1. STAR後台配置



STAR平台介面 https://star.hkedcity.net



登入STAR平台



新增評估
1. 選擇科目

2. 新增評估



評估設定

1. 評估標題

2. 評估開始及
結束時間

3. 加入學生

4. 加入課業



搜尋題目條件

●學習階段 (KS1-3)
●基本能力
●課業或題目名稱及編號
●所需課業或題目數量，或評估所需的時間
●其他條件包括語言及難度。



搜尋課業設定

1. 設定學習階段

2. 設定範疇及
基本能力

3. 設定搜尋條件

4. 設定課業數量
或完成時限



顯示搜尋結果

1. 課業名稱及基本能力

2. 內容預覽
及加入書籤



STAR 題目類型

選擇題

填充題（中文科適用）

排序題目

下拉式選單題目

配對題目

拖放題目

文字題

數字及符號鍵盤（數學科適用）



派發評估

1. 儲存及派發



檢視評估數據

1. 下載Excel成績

2. 配合評估的增潤資源:
｢WLTS網上學與教支援｣



下載課業成紙本評估
1. 按課業下載

2. 現階段只有
中、英說話及
寫作紙本評估



2. 學生進行評估



完成後學生可儲存或遞交





第一階段:全級溫習卷



預設水平較高的評估卷



分析全班及個別學生學習表現報告

未完成

未完成

答
對
率
低
題
目

加強字詞運用

加強字詞運用

加強段意理解

加強概括事理能力

加強抒情文理解



第二階段:參考WLTS跟進建議，
運用相關資源調整教學內容

1. 詞彙
詞語的含義
掌握詞彙量
同義詞、近義詞、反義詞概念
認識成語
理解關聯詞

2. 段意理解
理解敘述、說明性文章的段落大意

3. 概括事理
認識事理及例子之間的關係

http://wlts.edb.hkedcity.net/tc/chinese/ks2/reading/br2_5_f.html


第三階段:班本跟進練習



選擇須跟進學習的學生





本校運用STAR系統的原則

評估與課程的目標一致，使評估連結學與教。

將學習成果指標全面滲入日常提問、分層課業、
筆記、測考卷。

(有關題目均以標示，並在教學文件中識別深淺
層次)



四年級中文科應用示例

【上學期】應用STAR系統

 於安排學生在課堂進行網上評估

在測驗、考試卷中擬訂STAR題類

 在教學單元內(筆記、分層課業 )加強高層次思維
訓練

 以STAR卷及上考卷為後測

 比較及分析學生成績表現，以回饋教學



P.4單元備課表



P.4 “分層課業”增加高階思維題目



P.4筆記



P.4學生測驗表現舉隅 (較佳)



P.4學生測驗表現舉隅 (較差)













2. 選取Import Student

1. 必須預備一份Excel人名單，包括:
• 學生中、英文姓名
• 學號
• 自訂GradeCam ID (4 digits)  

3. 匯入Excel 表



1.必須預備一份實體評估卷及答案

2. 選取New Multiple-Question Assignment

3. 更改評估名稱

4. 設定答案



5. 按“Attachment”將試卷上載至平台儲存



1. 按“Form”製作答題紙

2. 設定答題紙選項:
• 評估名稱
• 分派班別
• 分派全班或個別學生
• 列印複本數量及版面大小



產生全班學生的答題紙PDF檔





使用平板電腦或手機掃描

對焦框有黃色轉至綠色，有
聲響提示，即表示掃描成功



1. 按人名檢視個別學生表現

2. 尚可調整批改錯誤





各類報告均可轉存為PDF



可在學生沒有平板電腦下進行的電子評估

可提供最快捷的自動批改功能

既能保留紙筆評估模式，又能省卻老師批
改時間，亦可減少批改出錯等問題

具備不同的數據分析選項，系統自動做好
各種分析



必須下載系統的答題紙

免費版本只能設定10道題

只能儲存紙本題目，無法在批改同
時顯示題目內容

只能應用於多項選擇題的評估中





Edpuzzle有甚麼優點?

具備翻轉課堂理念，能讓學生掌握課題
的基本知識

老師運用 EDpuzzle 製作視頻內容，插入
音訊、小測試、視頻材料等。

教師可對影片資料進行剪輯，並加入個
人旁白。

透過數據分析，在授課前掌握學生學習
上的強弱，適時調整教學策略



影片搜尋 1. 自行上載
2. 網上搜尋



選擇合適的影片
儲存影片至 “My Content”



編輯影片

編輯影片



剪輯影片長度

1. 播放影片，
拉放剪輯器
以設定開始
及結束位置。

剪輯器



2. 播放影片，
直至需要設
定題目的位
置，按下 “?”

設題按鈕。

設題工具

設定題目

輸入問題



選擇題類
3. 選擇開放式、
選擇式或評論式
題目

4. 輸入問題及答案

完成後
Save



繼續播放
影片



分派影片

1. 分派班別

2. 選擇班別

3. 設定播放模
式及完成日期



分派測驗給學生

class code:dym4nW



檢視學生進度

按Progress

檢視學生作答表現



檢視每題答對率

已遞交學生 評估成績

按下答錯率高的題目
逐題檢視



數據分析和比較

答錯名單，跟進學習
問題



匯出評估數據 按Export，
匯出Excel



http://edpuzzle.com/media/53723d4d8e1bfc5167000301






TED Ed Lesson視訊延伸練習
瀏覽全球各地各科課程

課後討論活動能同儕增加互動

學生可撰寫反思留言，

體現深層次思考



2. TED Ed Lesson管理介面



製作視訊練習
1.新增視訊



製作視訊練習
2.擬定自學練習



製作視訊練習
3.分派練習





Quizizz的特點

1. 可在課堂進行，也可設計成家課練習

2. 練習既像遊戲，卻有評估的效果

3. 派給每位同學的題目、答案次序都不同

4. 學生獲隨機編派個人頭像，增加投入感

5. 每道題目清晰顯示在個人裝置上

6. 可將練習與同事分享及編輯

7. 可複製別人的課業至自己的帳戶加以編輯



製作練習 (Create)



編輯題目



派發練習(Live模式在課堂進行 )



課堂進行



後台數據、即時回饋



後台數據、即時回饋



分析學生表現(指定題目)



分析學生表現(指定題目)

匯出個別學生紀錄



匯出個別學生報告(PDF)



匯出全班報告



匯出全班報告(Excel)



設定截止遞交日期及時間
派發練習(Homework模式在家進行 )



以Homework模式
將練習分派至 Google Classroom

1. 直接按 “Google Classroom”, 

不用派發Game code

2. 登入學校Domain的 Google帳戶



3. 選擇將要分派的課程

4. 選擇張貼公告



5. 輸入公告事項，然後按發佈

6. 已在課程內發佈Quizizz練習



與別人分享練習 (透過email傳送連結)



對方登入Quizizz帳戶，
開啟連結後按“Duplicate”複製至自己戶口內





1.掌握學習重點及成功準則



Google寫作表單

以｢劇本創作電子自評表｣進
行自我審視，作為自我監測
和反思的基礎



2.可參照優良的作品，比對個人表現



“壹寫作Every Writer”

小說創作讀寫共享平台
 http://www.ciiat.com/zh-hant

 通過手機、平板、PC或Mac開展創作

http://www.ciiat.com/zh-hant


4.1 “壹寫作”介面(一)



4.2 “壹寫作”介面(二)



3. 提供具挑戰性的活動模架



Adobe Spark Video
功能特色

把簡報變成一個生動的有聲故事

範本引導建構說話框架

內建多個聲音、音樂、圖示、動畫等素材發揮創意

多種分享及儲存形式



3. 選擇空白的故事簡報，或
一個範本來製作。



只要輸入關鍵字，就可以從圖庫裡找出符合的圖示



錄製旁白



分享簡報

1. 選擇分享途徑 2.選擇影片類別 3.編輯作者資料



Adobe Voice應用於教學上

擬定故事、說明文、議論文等寫作大綱

各科專題研習匯報

說話評估 / 訓練

設計有趣的小組課業(宣傳片段、自我介紹等)



4. 備完整的學習紀錄



(學習字形字義)
1. 輸入單字
2. 配詞
3. 讀音
4. 釋義

1. 部首檢索





1. 字帖臨摹 2.名帖欣賞 3.儲存作品



5. 有趣而複雜的小組活動



Toontastic功能特色

預設場景、人物，也可以自己動手畫卡通
選擇配合場景氣氛的配樂
在螢幕上移動角色，就可以做出簡單動畫，
跟別人分享

影片可以輸出到iMovie中編輯或上傳到網路
上(ToonTube)，和全世界分享



新增動畫



編輯場景(新增或刪除)

設定各幕場景



設定場景地點(預設 /自訂 )

1.預設場景

2.預設+自拍場景 3.自訂場景



錄製對白

按Start，然後倒數3秒，
開始錄音



設定背景音樂



預覽影片、設定影片名稱及作者

預覽影片

作者資料及儲存



Toontastic 應用於教學上

讓學生構思轉折和多變化的動畫故事

配合劇本寫作教學，可安排分成5大場景:

1. 開頭：介紹角色和故事設定。
2. 衝突：讓主要角色面對難題。
3. 挑戰：提高問題難度。
4. 高潮：幫助角色想出解決難題的方法。
5. 結局：問題解決。

配合口語及說故事訓練



6.容許分享資料、意見交流



Padlet 互動學習牆
https://zh-cn.padlet.com/auth/login

https://zh-cn.padlet.com/auth/login


7. 多方回饋，自我完善



• 從製作中認識書的結構

• 提升對製作小書的興趣

• 分頁範本介面精美

• 可隨時印製成實體書

• 便於分享



Bookpress 製作電子書介面
1.工具列

2.編輯頁
面

3.各頁版
面



登入版面

新增小書



發佈至網站管理



8.資訊聚合的功能以支援探究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