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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中文科讀寫教學的評估實踐
房湘雲
香港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組

促進學習評估的課堂設計
在教學的過程中，評估一直是學與教的核心議題。評估不但回饋老師
的教學效能，也同時回饋學生的學習效能，所以評估並不獨立於課程外，
而是與課程緊扣重要的一環，因此近年來教育學家不但倡議「學習成果的
評估」(Assessment of Learning) ，更進一步發展至「促進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以 及 「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 (Assessment as
Learning)1。以評估結合教學，促進學習的效能，但如何能在日常的課堂中
適切滲透評估的元素，提升教學的效能卻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是次的教學設計是聯同新加坡一所大學以及教育局基本能力評估小
組，在三方協作下進行。教學計劃是希望透過網上討論平台引起學生的學
習動機，讓能力稍遜的中三學生學習如何撰寫議論文。教學活動借用了新
加坡一所大學研發的電子討論平台 —「知識研習群」，學生需依據老師事
先設計好的「鷹架」
，互相評論同學的文章，從而掌握撰寫議論文的方法。
老師在課堂中首先教授了議論文的結構以及要點，然後擬定題目，讓
學生根據過程寫作理論（Process writing）
，規劃及構思整篇文章，並將個人
的構思以思路圖形式記下。學生完成了思路圖後，便可將它上載到「知識
研習群」的平台上，讓其他同組同學評論，其他同學可以因應思路圖的構
思提出不同的意見。對於能力稍遜的學生而言，要掌握同儕互評的技巧並
不容易，因為評論的內容易流於空洞，所以老師在平台上預設了討論的框
架。框架的設計是根據鷹架理論（Scaffolding theory），協助學生聚焦同學
的構思作出相關的討論，讓能力稍遜的學生可以通過足夠的支援來提升討
論的質量。

1 見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面向跨文化學習者的中文學與教：挑戰與
突破」研討會 2012 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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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同學收到其他同學對他的意見後，可以進一步修訂自己的構思，再
將構思完善成為文章的大綱，然後開始寫作。學生完成文章的第一稿後，
便可以將作品放上電子平台，讓其他同學細閱。同組的同學可以根據預設
的討論框架，如文章的組織、修辭、論據、論證等多方面發表意見。學生
參考了這些具建設性的評論後，可以直接回應同儕的意見，也可以進一步
收集別人的意見後，再修訂自己的文章。待學生將完成文章的第二稿後，
便可將文章上載到平台上供同學再次的評論，作品經過同學反覆的討論
後，學生完成了最後的修訂，便可以繳交文章。整個計劃為期一個月，在
這一段時間中，我深被學生的表現感動，以往一直欠缺學習動機的學生竟
然可以孜孜不倦的學習，甚至到了廢寢忘餐的地步；成績表現欠理想的同
學也可以寫出工整的議論文，他們在學期終評估突出的表現，讓老師重新
反思自己在課堂上的教學。
面對學習能力稍遜的同學，我們一直在慨嘆學生的學習能力不濟，抱
怨學生的不成材，但我們有否反思自己的教學策略是否能配合學生的學習
需要，尤其是面對一群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是次教學計劃帶來的反思是
教學策略的轉變。沒有單一的教學策略可以滿足所有學生的需要，因此老
師的教學策略必須要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哪管是哪一類別的學生。
在整個教學設計中，最重要的元素是將評估結合教學，讓學生的態度
變得積極，並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及學習效能。過去，我們會認為評
估與教學不會同時進行，評估應該是在教學完成以後才會發生。但其實評
估並不獨立存在的，在學習的過程中，課程、教學法和評估是三個最主要
的元素（Ramsden, 2003）
，更是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透過有效的評
估能激發學生的動力，讓學生獲取知識和技能的過程變得更有意義和更自
然（Berry, 2008）。若評估離開了教學而獨立存在，教與學的效能不但得不
到即時的評估，教學也難以作即時修正，合適細分學習的工序，更能有效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效能。對於能力稍遜的學生而言，即時和實質
的回饋有助他們掌握新學的知識和技能。雖然在同學互評的過程中，老師
並沒有直接參與討論，但卻一直追縱學生的討論過程和內容，每天在課堂
上與學生總結他們前一天的討論，以及對他們的討論給予即時的回饋，讓
他們的討論繼續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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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的回饋也是學習中重要的一環。老師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應向
學生提供足夠的回饋，內容應集中於學生的學習、課業的目標或準則，並
且提供足夠的細節，讓學生易於明白和掌握。回饋也應該是適時和即時的，
讓 學 生 能 注 意 到 ， 並 依 據 回 饋 改 善 他 們 的 學 習 (Gibbs and Simpson,
2004) 。學生在討論的過程中，老師一直在評估他們的學習表現，提供即
時的回饋，讓學生能反思他們的學習情況以及調整他們學習的方向，令學
習充滿了趣味。透過這教學計劃，學生達至另一深層的學習結果，不獨掌
握學科上的知識，而且發展了更多的共通能力，例如解難、溝通技巧、能
與其他人合作以及持續學習的能力（Carless, Joughin, Liu and Associates,
2006）
。
學生在完成第一稿的修正後，老師發現大部分的學生未能掌握議論文
的結構，以至文章結構鬆散。老師因應學生的表現，參考了基本能力評估
小組「網上學與教支援」其中一個課業，以「蟲蟲定律」來幫助學生理解
議論文的文章結構，讓學生對文章結構的要求有更具體、清晰的掌握。透
過老師適時適合的回饋以及具體的比喻，學生對議論文結構的掌握反映在
第二稿的討論中，由此可見評估應是結合在教學當中，緊貼在課程和教學
而存在的。
評估的模式並非單一，也不應只限於紙筆，可以是與學生討論他們的
學習進展，讓他們掌握學習的成果和目標。他們不僅是評估自己的學習成
效，而且還可以向同儕學習，互相分享他們朝著學習目標的學習進程，也
向同儕和老師尋求回饋（Berry, 2008）
。同儕互評讓學習的過程變得更有趣
味，使學生更投入學習的過程，透過評估鞏固已學的知識，並能對自己的
表現作出評價，警覺自己的功課，令學習過程變得豐富和有意義。因此在
教學計劃的過程中，學生比以往更加積極學習，甚至工作至深夜，仍然努
力不倦，正是因為評估強調學習者在學習過程的角色，以及突顯利用評估
去提升學習者對自我學習的管理能力（Berry, 2008）
。
隨著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態度也變得更積極，反映了教學策略
能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適切的評估更可以為老師的教學提供反思的空
間，讓老師能即時調整教學的步伐以及策略，解決學生的學習難點，為學
習能力稍遜的學生製造成功的學習經驗，激發他們持續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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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習評估的遷移
教學計劃結束後，老師將計劃中的重要元素─鷹架及評估理論轉化
至閱讀及讀寫結合的教學中。在閱讀教學方面，以往的教學重點集中在字
詞解釋、課文解釋等方面，以至學生難以掌握全文，未能理解文章的深層
意義。在教學計劃完結後，閱讀教學重點轉為學生對通篇文章的理解和掌
握，在課堂上以提問形式協助學生理解文章的內容和結構。老師透過觀察
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評估學生的學習進程，其中包括老師與學生、以及
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遇上學生未能回答老師的提問時，會以鷹架理論
結合提問技巧，將問題細分，以轉問、追問的方法引領學生逐步找到正確
的答案，為學生的學習製造成功感，減輕他們學習的壓力，亦期望能培養
學生建立適合自己的閱讀策略，讓他們將閱讀能力遷移至其他的學習上，
培養他們終身學習的技巧和能力。
讀文教學強調學生能理解課文內容、文章的深層意義以及結構，待學
生掌握了文體的分析能力後，便可以將所學進一步轉化至寫作的層面上。
在寫作練習前，老師先與學生溫習在閱讀教學上學習到的知識，然後引導
學生將已學的技巧和知識運用至寫作上。在整個轉化學習的過程中，仍以
鷹架作為學生學習的扶手，協助他們歸納在篇章上學到文章結構、佈局和
表現手法，在寫作練習中運用出來。經過不斷的練習，學生的努力最終能
在公開試中反映出來。
由於教學策略的改變，老師對學生的評估更全面，更準確掌握學生學
習能力的起點，有助調適相應的學習步伐和學習進程，結合課堂教學的評
估促進學生的學習，而且能發展他們評估自己學習的能力（Carless, Joughin,
Liu and Associates, 2006），培養了他們學習的信心和毅力。

反思
借調至教育局校本專業支援組後，參與了更多的校本支援工作。在過
去一年的工作中，有不少成功的支援經驗，但也曾遇上不少的困難。反思
校本中文讀寫教學的實踐，結合今年相類似的支援經驗，讓我體會到若要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必定涉及評估與課程的處理，當中包括了增加的工作
量或是翻江倒海的教學變動，老師面對校外老師或專業團隊的支援抱有不
同的態度，而他們的態度直接影響支援計劃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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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援的過程中，支援者或課程改革的舵手的支援重點是鼓動老師的
積極參與，而非在學校強行推展支援計劃。支援團隊就老師的教學策略、
課程和評估設計提供客觀而專業的意見，有助提醒老師在長期繁忙工作下
容易忽略的要點，讓老師有機會停下來重新反思自身的教學工作，與支援
團隊協作，實踐不同的教學策略，進而檢討實踐的成效，重整教學策略和
步伐。
在這個過程中，老師不應是被動地接受支援，應是擔當主動研究員的
角色；因為不管是教學策略，還是課程與評估的設計都需要老師的參與、
潤飾和推行，他們是課程改革的研究者，而不是附從者。老師從實踐中歸
納出適合學生的教學策略，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進一步調適和完善課程、
評估和教學的技巧，這都依靠老師的專業判斷以及貢獻，好比是從事教研
人員一樣對新的事物進行無止境的探究，不斷提升學與教的成效。這一種
勇於創作及探究的精神並非外力可以強加在老師的身上，是需要老師從自
身誘發出來，勇敢主動踏出嘗試的第一步，接受不同的意見，懷著探究的
精神，經過內化的過程，最終能演繹出屬於他們個人的教學模式。由於沒
有一套萬用的教學程式，所以老師只能因應本身的特質和學生學習的需要
加以轉化和昇華，成為課程的研究者發展適合他們的教學策略，這正也是
新課程改革的精神。
繁重的教學工作像是永無止境，但老師也並不是孤立無助的，因為在
整個教學的世界中總會找到同行者，勇於面對著眼前的困難，披荊斬棘為
我們的學生開創前路。未來的課程改革也得依靠老師不斷的努力，對教學
策略不斷的鑽研，才可以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發展他們的潛能，讓
他們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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