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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揭示了一個令人關注的教育問題：學生的中文

基礎弱，寫作水平未能達標。回顧本港學生在十數載的中、小學寫作學習

歷程中，每年由教師主導的寫作量着實不少，語文教師往往因批改作文而

壓得透不過氣來，可是學生卻每每聽到寫作便「民怨四起」，實在令教師感

到受挫及困擾。同時，久而久之，學生對寫作的學習動機也變得不積極，

更遑論自發地增加寫作量。究竟問題出在哪裏？事實上，在日常的寫作教

學中，學生往往只限於被動地接收教師所給的回饋，學生能否真切地進行

自我反省，了解自己的作文錯在哪裡？如何作改善？教師卻不得而知。學

生在單一評估下，難以進行分享、反省及修正，對學習的禆益始終有限。

如何引入由多方分擔的評估任務（吳毓瑩，2003），提升學生對中文科寫作

的動機成了重要的議題。 

文獻探究 

1.  促進學習的評估與以評估為學習的關係 

「促進學習評估」是學生、教師及同儕日常實踐的一部分，旨在從    
對話、展示和觀察中，尋找、反思和回應有關資訊，以促進持續學習 
(Klenowski, 2009)。學生必須先明白他們所需達到的學習目標，然後清楚了

解所置身的學習狀況，教師運用多元化的評估方式，評核學生的強弱表現。

通過有用的回饋，引導學生反省自己的學習，並思考用什麼方法改進 
( Berry, 2008)。 

評估模式除教師評外，學生的自評與互評，也可促進他們的課堂學習，

培養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以協助他們管理自己的學習，包括：監察自己

學習的能力，發展對自己和同儕學習表現的判斷力和評價能力 (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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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學生透過互評所提出的改善意見，有助學生從中作出修訂，提升學

業表現，達到評估要求。而學生透過自評更深入認識自己的強弱項，認定

自己是學習的主導者 (Groundwater-Smith & White, 1995)，按照學習目標去

思考及完成學習活動，有助發展其後設認知能力，因而達至自主學習。學

生的互評及自評可互補不足，互評有效彌補自評所欠缺的客觀成分  (Black 
et al., 2002)，教師可在教學中融入自評和互評，使「以評估為學習」

(Assessment as Learning (AaL)) 的理念得以在課堂教學中自然發生。 

在評估策略中，教師除以傳統紙筆評估進行，其他的評估模式均為另

類評估，包括：學習檔案、日誌、觀察、展示、口頭報告、實驗、訪問及

專題研習。Berry (2008) 指出學生在另類評估中的學習成果可包括學習表現 
(performance) 及作品 (product) 兩元素。當評估學生表現時，評估者多以

觀察進行，並引用學生表現指標的量表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應用學習檔

案作評估策略的目的，一、展示學生佳作；二、監察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

否持續反思其學習及評估階段中的角色及責任。在課堂中，學生大部分的

學習發生在如何善用教師對作品範例的評語來提升其作品的質素，當中的

評估正是課堂教學結合的實證。 

2.  雲端運算與網上評估 

2.1 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 是指按使用者的需要，透過網路去連接共享

的資源 (如：網絡、伺服器、儲存、應用程式及服務)，並以使用最少的

管理而達到迅速的配置與發布。在雲端上作業的文件，參與者可同時存

取、修改，並自動反應於其他使用者的文件內容內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11)，使集體

合作更快、更迅速完成，同時也不局限於空間的限制。由於使用者只需

連接網絡即可享受服務，當中所需資料也已存於雲端內，故使用者的電

腦硬件裝置要求並不高，且坊間具不少收費或免費網路應用程式的供應

商，供使用者選擇，除減低成本外，也可得到具兼容性的雲端應用程式

服務  (楊政穎，2013)。據美國新媒體聯盟  (New Media Consortium)        

在 2010 年中小學科技分析報告中指出，未來 5 年內，包括雲端運算與

協同學習環境等六種高科技將快速走入課堂，為教育打造一個學習教材

共創 (co-creative) 資源平台，讓教師了解學生對課程學習成果、學生對

課程的回饋機制及培養學生自主探索能力、主動找尋解決問題的答案  
(張淑姬，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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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網上評估 (online assessment) 因應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中愈發不可或

缺，不少學校及學界正探求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和評估活動的模式，

藉而促進學生的學習。據 Mason (1998) 提出網上學習評估活動必須由

下列三項元素建構而成：a. 同步進行的互動學習資源；b. 非同步進行

的參與者組別；c. 非同步進行的個人學習資源。而進行網上評估時，

師生可進行非同步式，即教師不在下學生進行評估活動；又或師生同

步進行評估活動，即時作互動及回饋，以上兩者均可應用於自評與互

評模式。 

教學實施與設計 

為了讓一班中文寫作能力較弱、學習動機較低的小六學生，合共 27
人，能提升他們的寫作興趣，以及了解評估對提升自我反思、學習訂下改

善建議的重要性。是次研究將試行配合聽說讀寫及促進學習評估的元素進

行教學設計，讓學生學習借景/物抒情的寫作手法。課節共 3 節（每節 40
分鐘）。教學設計除涉及課堂活動外，也應用雲端系統進行非同步式的同儕

互評。 

筆者試行應用張淑賢  (2007) 提出的十項「促進學習評估」的原則  
1

        

貫穿整個教學設計，把理論轉化成行動實踐出來。筆者在構思課堂設計前，

曾與同級科任進行共同備課會議，了解整級學生在寫作上的學習難點。    
不難發現學生在寫作一篇記敘文中，多只能在末段以一至兩句表達自己的

感情作結，未能透過段落間的描述融情入景，令文章所表達的感情更豐富、

更真摰，同時也可令文章的立意更精確。為此，科任決意透過精讀的借景

抒情課文，設計跟進性的寫作教學，並共同訂定教學與評估目標、確立量

表的評估標準及設計教學活動，讓整級學生在抒情寫作部分上的技能有所

提升，這正正符合了原則 4 – 謀求同事通力合作，讓教師共同參與評估活

動的籌劃，共同商討及確立評估標準的指標，想不到在教學設計的構思中

也能促成促進學習評估的發生。由於各班學生的能力及興趣有異，故下列

教學活動按教師對學生的了解及需要作架設，教學活動步驟在不同班別均

                                           

1  原則一「評估連結教與學」；原則二「採用多樣化的評估方法」；原則三「選擇對學

習有利的評估方法」；原則四「謀求同事通力合作」；原則五「持續評估學生」；原

則六「讓學生參與評估過程」；原則七「以評估了解學生的學習」；原則八「讓學生

知道評估準則」；原則九「以反饋輔導學生學習」；原則十「分析和報告學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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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各異，活動內容也有增刪，故此促進學習評估的原則也有取捨。由於

原則只是輔助教師可更易掌握相關教學策略，只要學生學得其所，課堂使

用的原則多寡及次序均可由教師自由配置，最重要的是學生學得其所。 

學生的已有知識： 
1. 透過精讀一篇借景抒情的課文，了解作者以多感官觀察法進行景物描

寫，從中帶出其感情基調，也即作者的寫作立意； 
2. 景物描寫手法，包括：比喻、擬人、形聲等修辭手法； 
3. 利用選取的景物描寫，營造場景氣氛，為作者鋪奠出所寫的感情思想。 

教學目標： 
1. 鞏固學生在多感官描寫的手法； 
2. 運用聯想代入情境，抒發情境中人物的情懷（文章的立意）；  
3. 學習善用評估準則客觀地評估同儕的學習表現，並給予建設性的回饋。 

教學活動設計： 

步驟 教學活動 課堂 / 雲端

工具 

促進學習評估原則 

1 閱讀網上新聞一則。 協作平台  

2 任務一：運用一種感官

描寫新聞主角所感受到

的及判斷基感情基調。 

協作平台 

 

 

 

3 任務二（互評）：查看任

務一同學的學習成果，

利用量表進行同儕評

估。  

課堂 原則 1–評估連結教與學 

原則 2–採用多樣化的評估方法 

原則 3–選擇對學習有利的評估方法 

原則  6–讓學生參與評估過程 

原則 7–以評估了解學生的學習 

原則  8–讓學生知道評估準則 

原則 10–分析和報告學生成績 

4 各組匯報評估結果，師

生給予回饋與建議。 

課堂 原則 5–持續評估學生 

原則 6–讓學生參與評估過程 

原則 7–以評估了解學生的學習 

原則 9–以反饋輔導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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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務三（互評）：按量表

要求，給予一位同學在

任務一的建議，並撰寫

於回應上。 

協作平台 

 

原則 3–選擇對學習有利的評估方法 

原則 5–持續評估學生 

原則 6–讓學生參與評估過程 

原則 9–以反饋輔導學生學習 

6 任務四：參考任務一的

學生作品與回饋，撰寫

一則具多感官描寫主角

的文章，當中須抒發主

角的感受。 

協作平台 

 

原則 5–持續評估學生 
原則 9–以反饋輔導學生學習 
原則 10–分析和報告學生成績 

步驟 1 及 2：在課節前兩天，教師為了讓學生鞏固精讀所學的多感官

描寫手法，以及學習了解作者借景/物所抒發出來的感情思想，便讓學生到

協作平台閱讀一則新聞節錄《革命閃耀夢想  街童：我要權利要國家》。   
筆者為全班分成 4 組，按學生的讀寫能力分配，學生需代入新聞主角沙班

的其中一種感官（眼睛/耳朵/鼻子/身體），描述其感官所感受到的及判斷出

他當時的感情基調。在課節前筆者預先檢視學生的作品，以了解學生在感

官描寫上所寫的例子。筆者善用原則 7 – 以評估了解學生的學習，讓教師

從評估中了解到學生學習了什麼及還有什麼需要繼續學習，同時得出學生

普遍的學習結果。從評估反映出學生多只能在一個感官中寫出一項描寫例

子，未能主動舉出多於一個的感官例子，聯想力也較弱。下列為以身體作

感官描寫的學生作品例子： 

甲同學：他一雙赤腳的，所以走路時會很痛。他很可憐，因為他 15 歲

時，父母已離世了，要靠自己。 

乙同學：他一雙赤腳的，而且他只穿汗衣睡褲，所以會感到很痛和寒

冷。他很可憐，因為他 15 歲時，父母已離世了，要靠自己討

生活。 

丙同學：他會很痛，他說他要示威，而當時軍警在街上射鳥彈。他很

悲慘，因為他小已喪失父母和他很窮。 

筆者發現如綜合每一感官的所有學生作品，便可讓學生確切明白沙班

在單一感官下的描寫方式，決定改變原先定下的 2 人一組同儕互評方式，

轉而以專家小組，在課堂上以感官為學生分組，讓學生利用量表評鑑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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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能否達到學習要求。筆者在上述教學調節中用上原則 10 – 分析和報告

學生成績，藉着分析學生在任務上的表現進行質化分析，利用結果界定教

學設計需改善的地方，以便為教師調節教學進度。同時，筆者為了加深學

生的學習及按他們的學習需要選取評估方法，應用上原則 2 – 採用多樣化

的評估方法及原則 3 – 選擇對學習有利的評估方法考量調節的策略。 

步驟 3 及 4：課堂上，教師先與學生共同了解評估量表的要求，讓學

生清楚明白教師在活動中的要求及理解當中的評估標準，這正好用上原則

8 – 讓學生知道評估準則。着學生分成 4 組，要求各組須重新閱讀新聞篇

章，找出評估組別的感官描寫例子及修辭手法，並要求學生為該組以分項

式提出具體建議，如：可增添哪一種事物幫助描寫？這會帶出什麼感情基

調？教學活動用上了原則 1 – 評估連結教與學，由於評估任務與教學內容

相關，且教師利用評估收集得來的資料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同時也有助

教師檢討與調節課程及教學。各組在進行活動期間，備有量表（表一：同

儕互評表）外，也備有錄音筆，讓學生以分工形式（一位負責帶領討論、

兩者位負責記錄、兩位負責匯報、一位負責協助資料查找）進行討論，並

將討論結果記錄於量表上。小組活動令原則 6 – 讓學生參與評估過程得以

落實。教師在過程中讓學生知道將會學習什麼和學習這些內容的原因，同

時學生有機會評價同儕的作業，彼此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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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同儕互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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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各組按筆者抽籤次序進行班上匯報，同時筆者會按評估組別提

出的建議，與全班檢視新聞篇章，以共同核實所提供的證據的可信性，以

了解評估的程序及準則。從學生的匯報中，讓筆者了解到量表需按學生在

課節上的學習目標來設計，正如梁佩雲（2013）指出評估要求必須與學習

重點對應，評估才會產生較大的學習意義。這融合了原則 5 – 持續評估學

生，讓學生進行適切的評估小任務（分組互評），通過教師觀察判斷學生的

學習情況，適時給予學生鼓勵、指導及指正。此外，筆者也會在學生匯報

每項評估項目後，向全班發問：還有其他的建議是尚未提及的嗎？。這正

好落實了原則 6 – 學生參與評估過程，教師邀請學生參與評估活動，在他

們的成果基礎上繼續發展，同時也讓他們理解自己的成就，提升學生的學

習自信。這也有助激發他們的求知欲，誘導學生可以怎樣再做得更好，從

中了解評估後的回饋對自我反思有何價值，學習改善自己的弱項。同時原

則 7 – 以評估了解學生的學習也應運而生。教師利用形成式評估提供定期

的反饋予學生。而匯報後，各組可修訂量表的跟進部分，將匯報時的討論

結果增刪至量表的跟進部分內容，讓學生按著學習需要繼續調整。這利用

原則 9 – 以反饋輔導學生學習，為學生提供適時的反饋，讓他們從經驗中

學習，因時制宜，不斷完善。 

步驟 5：為了讓所有同學都能了解及經歷教師的評估要求，學生可在

課後，利用協作平台選取一位同學的作品按量表要求進行互評，並將建議

填寫於回應上，讓全班檢視。上述安排落實了原則 3 – 選擇對學習有利的

評估、原則 5 – 持續評估學生及原則 6 – 讓學生參與評估過程。筆者藉雲

端系統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評價自己和同儕的作業，彼此給予回

饋。同時，筆者也可重新判斷學生課堂後的學習情況，適時在協作平台上

給予鼓勵及指導。這網上評估也可給予學生嘗試從互評中學習判斷力及評

價能力，同時給予學生選擇互評的對象，並將建議上載於協作平台中個別

同學評論的回應上，讓學生可在較沒有壓力的環境下實行，這種非正規的

練習，讓教師在組織同學的互評時更得心應手，學生更有自信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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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步驟 5 中學生互評情況舉隅 

學生在課後一星期內完成個人互評，便需檢視同學所給之回應，藉以

反思自己在任務一感官描寫及感情基調的學習表現，探討所應改進的部

分。而在完成此部分後，教師抽選了班中四位同學對課後的學習感想，訪

問問題是「是次寫作課堂中，令你的學習最深刻/最受益的地方在哪裏？為

什麼？」，以下為學生對題目的回應： 

甲同學：我覺得別人評我們的時候，我可以汲取別人的教訓，令到自己可

以寫得完整一點。因為作那些句子是很難完整的，如果寫完美的

話，一定要向別人好的地方學習。  

乙同學：我覺得評論別人的部份最深刻。因為評論別人的時候可以學習到

他們的長處及短處。知道別人有什麽做得不好，自己吸收可以增

廣見聞。例如有些同學忘記了寫寫作手法，這樣便可以提醒他們

和提醒自己下一次一定要寫。  

丙同學：先說別人評論自己。在你自己做的時候你不會發現自己有什麽錯

漏，但當別人評的時候，你才會發現自己的句子寫錯了什麽或者

漏了什麽。別人就會教導你應該怎麼做。  

丁同學：我覺得別人評我們的時候，我可以汲取別人的教訓，令到自己可

以寫得完整一點。因為作那些句子是很難完整的，如果寫得完美

的話，一定要向別人好的地方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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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證明原則 9 – 以反饋輔導學生學習能獲學生認同。這項原則的

施行有助學生在欠佳的工作上得到可改善地方的指引，也讓學生了解較佳

或其他完成作業的方法。 

步驟 6: 學生需個別完成綜合新聞中沙班的 4 個感官，寫出你是沙班時

的感受，並發布於協作平台上，相關習作會以小練筆形式（字數不少於 60
字）作完成學習借事/景抒情的總結，並由筆者批改，這落實了原則 5 – 持
續評估學生及原則 9 – 以反饋輔導學生學習。筆者透過循序漸進的評估任

務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展，同時也就學生的學習表現給予針對性的評語，以

量化及敘述性報告來報導學生成績，實踐了原則 10 – 分析和報告學生成

績。此外，較佳的學生作品，筆者會推薦予學生參考，以下為部分同學的

作品舉隅： 

甲同學：我看到示威者和他們高舉的橫額，聽到政府軍和示威者對抗和軍

隊射鳥彈的聲音，還嗅到血腥味和火藥味，我覺得自己很悲慘，

我很想爭取自己的權利。 

乙同學：我看見一名示威者因中了吹淚彈而昏迷，另一人流著血，還有軍

警在街上射鳥彈，示威者都衝了過去。我還嗅到血腥味和火藥味，

但我仍要為自己爭取自由﹗ 

探究與討論 

1. 雲端運算提升互評及自評的效能 

整個寫作教學設計以雲端系統（協作平台）作教學輔助工具，減省教

師在收集學生紙筆資料上可能出現的遺漏或缺失，同時也將學生的寫作學

習歷程的表現與回饋作較完整及系統性的記錄，成了該寫作單元的班本學

習檔案。這不但讓教師了解到整體及個別學生的學習進度，也可讓教師修

訂教學，適時提供指引及幫助。如：加插步驟 5 的個人互評，讓學生可充

分應用在課堂上學習的互評技巧，包括：按量表所擬定的標準進行評估，

同時在提出自己的意見時也須提供證據支持等，藉以潛移默化地重溫所學

及學習監控的能力，就如 Stiggins & Chappuis（2005）認為通過自評和互評，

訂定自己的學習目標、方向及策略，發展自我監控的能力。此外，從學生

的訪問中，學生明白自己要負起學習及自我改善的責任，如：「我可以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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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教訓，令到自己可以寫得完整一點」、「有些同學忘記了寫寫作手法，

這樣便可以提醒他們和提醒自己下一次一定要寫」、「當別人評的時候，你

才會發現自己的句子寫錯了什麽或者漏了什麽。別人就會教導你應該怎麼

做」，這正正讓學生能了解自己所學到的是什麼，學習比較自己前後的學習

表現，了解自己所欠缺的是什麼，正好跟 Leahy et al.（2005）認為有效的

回饋能激發思維，讓學習者向前邁進。由於雲端系統能將學生的所有互評

回應記錄下來，讓學生可隨時隨地翻查回饋，給予學生在寫作過程中的提

醒，讓學生潛移默化地自我調節，藉以提升觀察、組織及學習技能，從中

擴闊自己的學習潛能（Black et al., 2006；Garrett, 2011）。由於日常的課時

有限，只能在教學設計中容許學生就著課前預習的作品進行組別互評，未

能照顧個別學生的學習需要，雲端系統給予一機會讓學生在課後仍有分

享、反省及修正的機會，學生的學習動機也因而提升，同時教師的教學活

動的編排變得更靈活，不止於課時，更跨至課後學生的學習時間，讓教學

空間得以拓展。教師可更具焦點地利用課堂時間進行更具意義評估活動，

與學生共同分享、討論及給予回饋，讓教學與評估的關係更密切。惟教師

在應用雲端系統於教學前，需了解不同系統的優、缺點（如：是否收費、

行政管理的規限等），按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校情需要進行揀選，並得到校方

資訊科技部同事的協助與支援，以便建立系統架構、群組戶口及取得系統

使用權等。以上技術均是非一般教師所能自行完成，故教師如缺乏校方的

支持，以雲端系統支援教學是談何容易的。此外，教師也需對雲端系統的

介面操作及設定具基本的認知，這有助教師自行於系統上完成教學/評估活

動的設定，避免「假手於人」，欠缺教學調控的主導權，降低教師調整教學

進度的靈活性與即時性，故建立有系統的教師培訓是不可或缺的。 

2. 評分準則提升學生互評及自評能力 

整個教學設計的互評以評分準則評核學生在學習任務中不同階段的學

習表現，具有診斷的用途，幫助學生在借景/物抒情時，改善以多感官觀察

進行描寫、描寫所應用的修辭手法、情景相融的連貫性重點等，以幫助學

生逐步改善間接抒情的寫作能力。此外，由於評分準則與教學目標緊扣，

具焦點性，學生可按照評分準則的要求，從中改善自己的學習表現，有助

學生發展自評能力，促使他們能進行反思及自我管理（Assessment Reform 
Group, 2002）。從互評的學習中，學生按學習準則，學會找出同儕能成功達

到的學習項目及地方，也學會找出需要改善的地方，提出具建設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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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可更有效地發展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而在是次設計中，特按照學

習的需要及目標，制訂量表，雖然所花的時間及心思較多，但卻讓學生清

楚地了解間接抒情的寫作手法，需配合景/物來襯托作者的感情基調，藉以

讓作者的感情思想在文句中流露出來。從學生在步驟 6 的作品舉隅中，如：

「……我覺得自己很悲慘，我很想爭取自己的權利。」、「我還嗅到血腥味

和火藥味，但我仍要為自己爭取自由﹗」前者能以心情的形容詞表達對環

境的控訴；而後者則利用「仍要」強調隨後對行為的堅持，以及感嘆號，

表示對行為的堅定感情，這都可證出量表是靈活多變、輔助學習的有效資

源，是教學設計中不容忽視（梁佩雲，2013）。因此量表的設計對評估尤為

關鍵，但教師往往未能在短時間內掌握訂定量表的技巧，如：應採用標準

參照的檢核表、評語庫，還是方格式的剖象，一或可融合當中模式使用；

又或應在一項範疇下釐訂多少個層次的標準；甚或應以量化標示（如：等

級、分數）還是質化描述量表的標準等，這都對學生在評估後所得的回饋

起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要使量表的訂定具效能性，教師需持之以恆地在教

學中應用不同的量表設計不同教學內容的評估準則，從實踐中取得設計經

驗與心得，使量表能在評估活動中辨明學生的學習表現。 

總結 

從應用雲端系統協助提升學生的寫作興趣及評估機會，可讓學生多了

解自己的學習現況與進度，同時也提供更多空間讓師生進行評估活動。從

雲端系統自動記錄的學生資料中，讓教師更快、更準確地了解學生的學習

情況，調適教學步驟，為學生提供更適切的學習需要，讓學生的學習更具

焦點及成效。同時，透過促進學習評估的原則設計教學，能讓學生經歷到

學習者在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利用雲端系統作誘導工具，刺激學生

主動參與學習，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強弱項，學會反思，學習訂定改善方案。

如此同時，筆者也須指出雲端系統在輔助教學時，需備妥充足的前置準備，

包括校方在資源運用上的調配、訂定及落實教師培訓等。此外，為使教師

能掌握評估活動中的量表設計要訣，校方需為教師爭取共同備課的空間，

讓教師間在協作的環境下商討及制定教學計劃與資源，促進教師的專業成

長。由於設計只屬試點形式，未能持續地在整年的寫作教學中進行，讓學

生未能真正了解到作為學習的主導者不只限於參與教學與評估的過程，更

重要的是他們對自己的學習具批判性，學習訂定評量標準了解自己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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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藉以自我反思訂定學習計劃。因此，要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建立 Berry
（2013）所提出的能具備自我組織、自我參照、自我檢討及自我完善的能

力，仍有漫長的道路要前進，但筆者相信正如 Chappuis & Stiggins（2002）
指出只要教師堅持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培養自我評估、探求回饋、學會反

思，必能讓學生的學習邁向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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