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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計畫撮要

l.計畫名稱、目的及目標

計畫名稱「自主學習教學:－個結合導學案及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的責踐計畫

目的及目標:

建構並責踐－個能綜合「導學案」及「翻轉教室」元素的自主學習教學模式’

大力度提升初中學生在科學及數學上自主學習的果效。

預期受惠人數:412人計畫進行時間:20l6年g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

2.計畫施行分六個階段:

l）9／2016-l／2017﹦發展自主學習評估工具及收集20l6-17年度早期學習數據

﹣聘用代課教師及大學專家、進行教師培訓

2﹚10／2016﹣6／2017-共同備課:導學案設計及實踐自主學習教學／觀課及評課

3）l﹣2／2017-中期檢討／敔動改善計畫、照顧個別差異

4）6﹣8／2017﹣收集2016﹣l7年度後期學習數據／期終檢討

5）9／20l7﹣8／20l8﹣收集2017﹣18年度早期／後期學習數據／設計導學案∕

責踐自主學習教學,觀課及評課／中期及期終檢討

6）6／2018﹣8／20l8﹣進行計畫責踐經驗的分享和推廣

3.產品∕成果l）

2)

3)

學生: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及態度’完成所派發的導學案。

教師;能有效設計及運用導學案,並能有效責踐自主學習教學。

產品:數學科發展l6個導學案,涵蓋32課堂科學科發展12個導學

案’涵蓋36課堂’並建立有效的自主學習教學模式。

4評鑑方法及準則（詳情見丙部）

在計畫推行時,學校會邀請教育局及大學之課程及教學專家顧問進行觀課及評課’

又透過前測、後測、訪談及問卷調查去評估及追縱整個計畫的成效。

5.預算（詳見丙部）

•••••a
v
D
c
1
α
e

∣員工開支
∣視聽設備

服務:大學課程及教學專家顧問服務

╴般支出

應急開支

總開支

$674,982

$l9’430

$l15’200

$l5,000

$4’488

$829,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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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計畫詳情（計畫內容）

1‧對計劃的需要及申請人的能力

計畫施行特色

1）隨著教育改革的發展’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已成為－重要的課題。要培養學
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必須從學生的動機’學習特徵及學習策略人手’本計畫
採用循序漸進的發展策略,先由中-／中二級開始。我們選擇初中學生作責
踐是因為如果學校能在早期階段發展學生自主學習’便可在學生未完全失去
學習動機與自信的時候及早提升學習的效能,以減低可能出現的學習挫敗。

2）敗動學科為科學和數學,每年擴展╴級。科學和數學是STEM﹙科學、科技、
工程和數學）教育其中兩個重要科目’此計劃能為未來推動STEM教育打好
基礎。而推動STEM教育是教育局學校課程持績更新（又稱“學會學習
2.0’’）的發展重點’以回應本地及國際社會的各種變化’並裝備學生能在
二十－世紀有效地終身學習。

3）提供誘因’為老師創造空問’並由核心老師帶領發展校本課程。

zl）此計畫也是－個追縱性研究（l0ngitudmalstudy）,可以幫助我們較長期（因是
20l6﹣18兩年計畫）追縱「自主學習」這個教學模式的學習成效’包括檢視階
段性成果’評鑑學與教的成效。

l‧L對計劃的需要

為配合未來學校發展的需要,本校三年學校發展計畫中（2015﹣2018﹚的三個關
注事項之-在於推動學生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leaming／selfd扛ectedleaming）‧
這是因為我們從老師持分者問卷結果得知’我校學生在自主學習的表現存有較大

的改善空間。再者,從學生資料及課堂學習表現的觀察,我校較多學生來自資源

較少的家庭,他們在學習上自我效能較低,缺乏學習技巧’堅毅能力較弱’因而

在學習上成功經歷較少’學業成就期望不高。是次計畫‘‘「自主學習教學;一

個結合導學案及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的責踐計畫”’正是本校發展策略的重要
部分。我們希望透過「導學案」,去協助學生們建立正確的學習習慣和方法’藉

著結合「翻轉教室」的「自主學習」教學去幫助－些自我效能低’意志薄弱的學
生重拾學習技巧、自信和興趣。是次計畫除有助初中校本課程的發展’亦有助教
師專業發展及教師間協作文化的建立。

香港中學校長會於2012起推動「自主學習」’2015年ll月推行公開課暨「自主
學習網絡學校」教師專業發展日,邀請會員校長及其學校的老師蒞臨,彼此切磋

交流,分享「自主學習」教學的心得。共有ll間中學的老師公開課堂。本校校
長及數學科主任曾到某-中學進行觀課,以了解課堂進行自主學習的情況,我們

認為本校亦可提供機會讓師生試行。然而,該中學負責公開課的老師表示製作導
學案需花上大量時間,往往需在長假期內開始預備。為了提供空問予本校老師試
行自主學習’我們希望透過此計畫撥款聘請-名全職數理代課教師,以便騰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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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校內負責推行此兩年計畫的數理教師的課堂’讓他們有足夠空間備課和設計具

質素的導學案’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及學習文化。

1‧2申請人的能力

我們深信本校有足夠的準備’渲包括我們的動機﹑自信和能力去推行此責踐計
畫。

L2‧l科學及數學科老師的專業能力

1‧2.2‧1科學科

我校╴位科學科老師是參與本計畫的核心成員。他在科學教學及帶領學生比賽方
面均有傑出表現。他曾獲多個大獎,包括:
（a﹚全國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

﹣13／14學年獲第29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十佳優秀科技輔導員獎及科技
輔導員創新專案－等獎

-l2／13學年獲第28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科技輔導員創新專案-等獎
（b）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l3／14學年獲優秀科技教師13／1』二等獎
﹙c）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優秀教師選舉2013
﹣12／l3學年獲優秀教師（教學組）

他由2013年起更獲多個機構邀請擔任主講嘉賓（見下表）’講題包括:（a﹚自主學習
的教學策略﹑及（b）自主學習與科學探究,足證他對有關教學策略有深人的認識。

鰱∣雛數窩扇
－
由
︼

勺
■
■
■
－

﹄
﹄
﹄
＝
╴

＝
巳

「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應用」主講嘉賓
題目: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2
題目;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1

「學習動機與科學知識的建構」主講嘉
賓

題目: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成效的策略
2

題目: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成效的策略
l

26/06/2015

06/03/20l5

30/05/2014

22/02/20l3

.甭『藤豺﹦糎• 螢國看嚶驟濰麟濰戀－-嘖╴-. 郢守

－三－﹣﹣巳＝╴╴■︼╴﹂■﹦－﹦

科技教育論壇主講嘉賓
題目:自主學習與科學探究 | 23/0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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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7/2015
﹦－﹣﹣-.﹣﹄:﹦﹣﹣-﹂﹣i

題目:香港校本自主學習的教學策略

荔;i 離新﹦﹟織↑【繃會

﹦＝可╴

閻／竄i
=

【題曰-i於初中科學推行自主學習的教學∣ l5/10/20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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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l7/01/2015

題目:如何設計－節課

題目:小學趣味科學責驗 08／12／20l￠

題目;提升學生科學學習動機 23/10/20l3

羈縐臘

|新教師研習課程主講嘉賓

題目:如何教好－節課 12/08/20l5

此外’老師曾於2012﹣1￠兩學年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中學校本課程發展支

援服務（科學教育﹚」發展校本教材’並於14﹣15學年集中發展中－及中二級自主

學習的教學策略。在本學年,他獲教育局中學校本課程發展組邀請,於2015年
l0月28曰為該組成員及其他學校科學科老師進行-場中二級科學科公開課╴
「探索科學的教學方法」;其後他亦被教育局東區學校發展組邀請’於20l6年3
月3日舉辦「科學科策略跨校交流-觀課活動」。所以由於老師有豐富校本課
程發展經驗’本計劃將由他與其他老師分享經驗及共同備課。

1.2‧2‧2數學科

現時的科主任將為計劃核心成員之-,負責統籌數學科的工作。老師早於2008﹣09

學年已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推行「課堂學習研究╴提升中－級數學科的學與

教」的計劃。本校亦於2012﹣l3學年成功申請另一校外資源「香港集思公益計劃」》
推行「棋英共數」’透過板圖遊戲激發創意學習語文,及提升數學思維訓練。此
外,本年度科主任帶領中╴級數學科老師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中學校本
課程發展支援服務﹙數學教育）」’發展及優化該級數學科的校本教材’以加強照
顧學生的學習差異。科主任亦在2015年11月觀看-間中學進行自主學習的公開

課（香港中學校長會舉辦）後’便在他任教的其中一班選取－個課題中試行,效果
理想’再於本校的教師發展日與其他老師分享經驗心得。

1.2‧2校長

在構思這份計畫書前,我校校長於2013年曾參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工作坊,
而渲份計畫害有關自主學習的理念也是建基於該工作坊對自主學習的定義及其

重要元素的界定‧同時校長亦有出席有關「翻轉教室」的講座,其後又參與他校

自主學習的分享會及公開課’對相關的概念及實踐有著－定的認識及理解。而校

長也曾任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及大專院校助理教授。她不時透過

觀課及與老師面談’並給與他們學與教方向的專業意見。

校長重視教師專業發展,為配合本校學校發展計劃（2015﹣18）中自主學習的推
行’在本年度（2015﹣16）本校邀請大學相關的專家為老師舉辦講座,並安排在自主

學習方面有教學責踐經驗的校內老師作分享,又為老師提供相關的參考資訊。由
本年2月至計劃開始前後,本校將繼績安排相關科主任及老師參與有關的培訓講

座／工作坊、跨校及地區觀摩自主學習的課堂教學等培訓活動’為學與教的策略
凝聚共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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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邀請相關專家作顧問

為確保計畫的質素及為老師提供專業支援和意見,本校將透撾公平﹑公開的採購
程序招聘大學相關的課程及教學方面的專家學者擔任此計晝的顧問。

l‧2.4成功申請基金項目

過去10年,本校積極開拓資源,成功申請了多個優質教育基金項目（見下表）》
獲得額外資源在課程、

201l-l2 校園電視台
2009-l0 甲子中華回望

2008-09 -歷史情緣
•••

「
課堂學習研究」提升中－級數學的學與教

2006-08 「敗航路繽紛」正向成長計劃
2005 改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

以上的課程計畫的成果及其推廣活動亦獲得教育界的認同及正面的評價。

2.計畫目的及目標
2‧1計畫目的

2.L1短期目的

配合學校三年學生發展計畫（20l5-20l8）,建構並實踐╴個能綜合「導學案」及
「翻轉教室」元素的自主學習教學模式,大力度提升初中學生在科學及數學上自
主學習的果效。

2.1.2長期目的

學生能夠將自主學習的習慣及學習技巧作為知識轉移﹙hansferofknowledge﹚’應
用到其科數以外的學科學習上’教師能夠以「導學案」、「翻轉教室」及「自主學
習」的結合經驗,應用初中科數以外的學科’同時在計畫的責踐過程中’教師在
教學信念﹑態度和技巧上能有更大的專業提升’特別是自主教學的責踐。

2‘2計畫目標

解決教學上的兩大挑戟學習動機與個別差異照顧。╴方面教師透過自主學習
教學的導學案及高參與活動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另－方面自主學習教學可以
運用翻轉教室的特色,讓教師在課堂中把空出來的時間照顧學習上的個別差異。

我們期望完成計畫後:

2.21所有參與學生課前能完成導學案中的課前預習部份
22.2中╴／中二級科學的學習有更高的成效﹙由教師／大學顧問評估）
223中╴／中二級數學的學習有更高的成效（由教師／大學顧問評估）
2.2.4所有參與學生對學習有更正面的情意’這包括動機、自信及自我效能等（由
大學顧問墩師評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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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惠對象及預期人數

3.l直接受惠

-全級中－／中二學生赳瑩科’每班約25人,共8班’合共約200人
-全級中-／中二學生數瑩科’每班約25人,共8班,合共約200人
-中-及中二級科學及數學教師約共l2人（視乎16-17及17-18學年編定的
人手而定）

-合共約412人

32間接受惠

﹣所有本校未來升讀初中的學生’均受惠於是次計畫
-所有本校教師均受惠於是次計畫

3.3長期受惠

﹣若是次計畫申請成功,所發展的導學案可應於將來中一及中二級科學和
數學的學生

﹣若是次計畫申請成功,教師學會有關自主學習教學的信念、態度和技巧,
並可應用於數理以外的學科上。

4.創意

此計畫是富有創新性的教學嘗試,其創新特色如下

￠.1結合導學案及翻轉教室發展自主學習教學模式

本校曾檢視近年在優質教育基金網站公佈（至20l3﹣l4年度﹚的申請資料’當中未

有涉及以「導學案」為主題的申請。有關自主學習的申請亦甚少涉及科學科及數
學科。我們相信此計畫在本港是首間中學結合導學案及翻轉教室’去建立並責踐
自主學習－個創新教學模式。

42與小學未來的協作

我校在累積兩年的經驗後’會舉行公開課’除中學外’亦會邀請東區多間小學的
老師到本校觀課’互相交流’渲應有助中小學相關課程的銜接。

5.理念架構

歐美各國教育界有不少研究及案例’顯証「導學案」及「翻轉教室」所涉及的做

法確能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這是因為「導學案」能讓學生透過有質素的預

習’大大提升了他們的學習前提’再加上「翻轉教室」的教學理念’「自主學習」
便能透過高效能的教學而達至應有的學習果效。

5‧1「翻轉教室」

學者認為教學有兩部分,第-部分是信息傳遞﹙知識傳授）’第二部分是吸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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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化（深化學習）。他指出傳統教學把第-部分放在最重要的環節﹣課堂’卻把重

要的第二部分放在缺少互動和隱架支援的課後環節中。結果是資源錯配,學習資
源最豐富的課堂（有隱架、有互動﹑有個別差異照顧的空間﹚被教師佔用來作知識
傳授,卻未被用來作深化學習。所以,他提出創立「翻轉教室」,將教學的時序
翻轉’把教學重心（即深化學習（例如協作活動、多元展示及點撥回韻等活動）放回
第二部分’那就是把深化學習渲╴重要的過程放在課堂時間。換言之,「翻轉教
室」就是將知識傳授渲部分變成課前預習’把課堂時間找緊用作深化學習,以確
保教學果效﹙Sams＆Bergmann,20l3﹚。

其責『翻轉教室」背後理念是維哥斯基Ⅳygotsky）的建構主義（cons㎡uCtivism﹚
理論。維哥斯基認為學習是知識的建構’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要讓學生透過活
動親自建構知識,在知識建構的過程中,學生要有高能夥伴（可以是老師或能力
較高的同儕）給與龐架和互動作支援’渲段知識建構的黃金時間’特別在學生需
要高階思維能力（HOTS）來建構知識的時候在教學的層面上應放在課堂裹發生,
而簡單的、容易自學的學習任務可讓學生自我建構,自行在家中作課前的預習。

因此把課堂變成是高階思維知識建構的學習中心,課堂應要發生的活動會是
協作活動、小組討論（groupdiscussion）、班前匯報（classpresemaUon﹚,及點撥回
績等高階思維活動。課堂教學不再是教師單向講授,而是學生互動,透過高階思
維活動建構知識。「翻轉教室」旨在提示我們教師要翻轉傳統的教學時序胝階的
知識傳授留作課前預習’高階的深化學習留在課堂）。也同時翻轉師生的角色’
教師是知識建構的引導者和促進者;而學生則是學習的積極參與者（active
participants﹚。渲是「翻轉教室」給我們在自主學習教學上的敗示。

)e1
α伽

g·…

仳案驟
2

•

5

要做好課前預習’我們可運用導學案》導學案就是弓∣導學生學習的方案’導
學案呈現的焦點是“如何學’。導學案不但有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角色’而且
還有弓∣導學習的任務,那就是引導學生怎樣自學、交流、展示和總結﹙張
海晨、李炳亭’20l0﹚。因此要有「翻轉教室」的教學效果’我們教師要設計有
高質素的導學案。因為導學案質量的高低決定了學生學習的成效’例如能否引
導學生閱讀課本或網上參考資料,能否自己摘下要點及寫下問題’同時又能依
導學案的探究問題自已作初步的思考’然後在小組討論中’與同學作課前的分享
和討論。

5‧3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是學生在有效學習策略（自知﹑自理、自評、自強）支持下的自覺主
動學習’自主學習主要包括獨立自學（課前預習）及互動學習兩個階段。互動學習
是課堂學習的主體部分,渲包括課堂導人、協作活動﹑多元展示及點撥回績等活
動（Cheng,2011）。按照（Zimmennan,2002﹚的早期研究已顯示有自主學習習慣的學
生會有以下的學習特徵:

l）為自已的學業成敗作合理的歸因;
2）有很強的學習自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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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相信努力會帶來成功;
有清晰的學習目標l
會為將來設想;

能檢視、監控及調節自主的學習;
能管理自已的學習時間和資源。

SchedUle1P‧?2驢

本校所持的教育方向正正就是要培養學生有這樣的學習素質’可見此計畫對
本校別具意義。

教學策略

把以上論述的理念綜合起來,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個自主學習教學的模式
（見下圖）’作為本校責踐是次計畫的理念架構,來指導本校在自主學習教學上
的責踐。

宏觀來說,渲個教學模式告訴我們在施行自主學習教學前,教師先要設計好
每節課的導學案,好讓學生作課前預習,渲包括完成該節導學案的課前預習部分’
並於課堂時進行小組交流,然後教師才可以有效地在課堂上作自主學習教學’促
進學生的深化學習。同時在模式中亦可看到高質素導學案的構思宜有翻轉教室所
倡議的知識傳授及深化學習這兩部份’並結合自主學習中自知、自理、自評及自
強渲些重要的學習元素。

翻轉教室

(Flippedclassroom)

（知識傳授∕探化學習）探化學習）

自主學習學習

tedlearnmg)(Selfregulatedlearnmg)
﹙自知、自理、
自評、自強）

導學案

(Leamingguide)

﹙課前預習／課後鞏固）

導學案

ea『ninα巨uide

﹙課前預習／課後鞏固）

自主學習教學

﹙綜合導學案及翻轉教室）
課堂教學特色

﹙導入、協作﹑展示、點撥﹚

圖-;自主學習教學模式（Zimmerman,2002,Sams＆Bergmann,2013）

具體說來,渲教學模式中的導學案是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制定而成的’導學案

內容的構思是審視每堂課的內容,釐定清晰明確的學習目標’並弓∣人自知
（metac0gniUon:自覺）、自理﹙selfmanagement:目標／方法）﹑自評（selfassessment:監
控）和自強﹙personalbest:調節至善）等「自主學習」元素,以及知識傳授與深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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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教學內容等「翻轉教室」元素,好讓學生能用它作課前預習,學生獨立學

習這些內容’並記錄學習上碰到的問題。渲樣學生便能高效掌握知識﹙知識傳授

部分）’為後績課堂的學習（深化學習部分）創造空間。最後在課堂上,教師會

專注深化學習的弓l導,促進高階思維的互動,這些互動包括課堂導人（如:預習匯

報）、協作活動（如賓驗﹑解難、角色扮演﹚、多元展示（如:小組討論／班前匯報）
及點撥回績（釐清理念／誘發深人思考）等自主學學習活動（Zimmennan,2002）’當
然有效的學習離不開學生課堂教學後自動自覺的課後鞏固’這就是自主學習中所
強調的自知及自強等元素。

在自主學習教學的教室襄’教學有著兩個顯著的優勢’其╴是容許建立小組,

提供互動學習,其二是教師可以抽身照顧個別差異。在學習上,教師能對不同能
力的學生’給與即時的隱架’這是因為在這樣的教室中’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
師不用面對全班作知識傳授的講述’因此在學生進行互動學習時,教師在課堂中
便能空出來’可以有抽身照顧個別學生的時間和空間教學能有渲樣高度的互動﹑
即時的龐架及個別差異的照顧’才能有效地讓學生建構知識’特別是高階思維知
識的深人內化。這樣的教學模式才真正能體驗到自主學習,把時間還給孩子,把
學習還給孩子’把課堂還給孩子的務責意義。

附上「三角形全等的條件」教案（見附件╴）,以說明如何弓I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及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在弓∣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方面’老師根據教學目標、共同備課及前測’了解學
生對該學習內容的誤解及學習難點後’設計相關的導學案,讓學生自主學習。導
學案以學生為中心’通過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學生備課﹑富趣味性的例子、小
組討論、課堂展示﹑反韻及反思等’由具體到抽象’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此外’
學習內容由淺人深,按部就班,並讓學生明白為什麼需要學習有關內容,從而增
加學生成功的機會。

在照顧學習多樣性方面’本計劃的老師按學生的不同學習風格及需要’例如
視覺型、聽覺型及觸動覺型等﹚利用多元的教學策略引人相關的學習元素及上文
所提及導學案的自主學習活動’提供學生運用聽、說﹑讀及寫的機會’並根據不
同的學習評估’提升學生的學習水平。

總的說來’渲個教學模式是以自主學習作為主體理念’並結合導學案及翻轉
教室等教學策略’既培養學生課前預習的習慣’又將自主學習的互動元素注人課
堂教學中實踐,讓我校教師有系統地檢視和設計教學,以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
力’從本質上提升本校學生的學習質素。

6‧推行方案及時間表
計畫分以下階段:

1)g/20l6

2)9/2016

3)9/2016-1/2017

﹣開始聘用代課教師

﹣開始聘用計劃顧問（透過公平、公開的採購程序招聘）
-發展自主學習評估工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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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自主學習評估工具的內容見附件二﹚
收集2016﹣17年度早期學習數據

﹣進行教師培訓

4)l0/20l6-6/20l7 ﹣共同備課;因應課題,設計導學案及實踐自主學習教學／
觀課及評課

5)1-2/20l7 ﹣中期檢討敝動改善計畫﹑照顧個別差異

﹣收集2016﹣17年度後期學習數據／期終檢討6)6-8/20l7

7)9/2017-8/20l8 -收集2017﹣18年度早期／後期學習數據／設計導學案∕責踐自
主學習教學,觀課及評課／中期及期終檢討

8)6/20l8-8/2018 ﹣進行計晝責踐經驗的分享和推廣

﹣其他學校可分享及使用本計劃發展的學習材料
計畫的施行
2016-17

活動∕計畫推行 20l6 2017
••

月份 9|10|11|12|1|2|3|4|5|6|7|8
1.開始聘用代課教師
及計劃顧問

*

2’進行教師培訓 * * * *

3‘添置錄像設備 * *

Ⅱ

狽－
刖

4
*

5.教學攝錄 * * *

6’第－學年進度報告
及中期財務報告

*

7‘教學攝錄 * * *

8.後測 *

9.問卷調查、焦點訪談

評估及小組研討

*

l0﹜第-學年總結報告
及財政報告

*

| |

g



2017-l8

舌動／計畫推行
、

、

/ 2017

』﹄I

月份

l前測

2教學攝錄

3第二學年進度報告及中期
財務報告

4教學攝錄

9

*

l0 ll l2

* *

20l8

l 2 3 』

* *

*

* *

SchedU腱1Pb1

5 6 7 8

*

:

9-

11

k\

•••••••>

5問卷調查﹑焦點訪談
評估及小組研討

* *

I.

6探討計畫進－步發展可行性

7進行計畫責踐經驗的分享和
推廣

8第二學年

總結報告及財政報告

7‧教師及校長在計劃中的參與

||||

* *

7’1成立自主學習促進組

如我們申請成功,本校將為此計畫成立了－個由校長、數學科主任及參與此
計畫的數理教師組成的自主學習促進組。

7.2校長的角色

統籌整個計畫的推行’包括公開招聘大學專業顧問、提供意見、監察等。

7.3老師的角色

科學科及數學科的核心成員負責統籌科內的計畫的推行。在2016﹣l7年度,
任教中一級數學及中二級科學老師將先參與此計畫’到了2017﹣18年度,任
教中-級科學及中二級數學老師將會參與。

8.教師培訓

81教學顧問

聘請大學之課程及教學專家為數學科及科學科教師提供培訂I∣

l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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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見下表）:
日期

••••

內容

2016年9月

（舉辦╴次約3小時的

工作坊）

2016年l0月﹣明年1
月

（舉辦-次約3小時的

工作坊）

自主學習導學案設計

翻轉教室的教學設計及策略,包括「三高」
教學策略（即高參與、高互動與高照顧／照顧學
習多樣性。）

共同備課、觀課和評課

學校亦邀請課程及教學專家會出席有關老師的共同備課、進行觀課和評
課’每學期數學科及科學科各3次,就老師導學案設計、翻轉教室的教
學設計及策略等提供意見。

82參與外間機構講座

如時間許可’學校會安排老師出席外間機構舉辦的自主學習講座及工作
坊’深化老師導學案設計及翻轉教室之教學策略。

8.3觀課及交流

到推行自主學習的中學觀摩他校老師的課堂教學,並與他們交流。

9預算

9.1員工開支

9.2視聽設備

為觀課／評課之用

-購買-套高清攝錄機、專業收音麥克風及外景燈光設
備

﹣購買╴套高效能電腦及專業剪輯軟件,進行後期教學

資源製作

$5,390
$14,040

93顧問服務

聘請大學之課程及教學專家作是次計畫的顧問

提供有關「自主學習」教學的專業培訓,包括

﹙1﹚計劃預備會議

＄800（每小時）x3小時x2次
﹦﹩￠,800

$103,200

l1

聘請-名全職代課教師教授數理科,以便謄空現時校內負

責推行此兩年計畫的數理教師的課堂’同時亦需要協助本

計畫行政方面的工作。

月薪﹩26,785

x1.05(MPF)x
2￠月

共:＄67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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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備課、觀課和評課（每學期6次）

﹩800（每小時）x5小時x6次x∕l學期（2年﹚
=$96,000
（3）計劃總結會議

﹩800（每小時）x3小時x1次
=$2,400

﹣量度全級中－及中二約400名學生「自主學習」在數學
斛學上的表現,包括前測﹑後測﹑統計分析及學生訪談

$12,000

002
,

511••

灶
︿9.4－般支出

所需費用支出-覽表

員工開支

視聽設備

$674,982a·

b. $19,430

服務

﹣大學課程及教學專家顧問
$ll5,200c·

╴般支出d $15,000

﹩4’斗88

$829,100

應急開支e·

總開支

10計劃的預期成果
10.1學生

l）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策略﹑能力及態度
2）提升學生自我管理及元認知能力
3﹚提升學生創意、解難、溝通等高階思維能力
4﹚完成所有派發的導學案

l0.2教師

1﹚能將自主學習及翻轉教室元素注人課堂教學
2）能有效設計及運用導學案
3﹚能有效掌握自主學習教學的技巧

4）能建立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的教學文化
5﹚能於校內﹑校外分享自主學習教學的的責踐

l2

﹣審計

-推廣、宣傳﹑消耗品
$5,000

$l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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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學校

l）完成規畫中的中－及中二數學及科學科的導學案’以後每年繼績使
用;

2）自主學習教學的成功經驗可應用於其他學科上’並可推廣至全港學
校’與老師分享成功經驗

11產品

1）完成規畫中有關中-及中二數學及科學科的導學案設計,並建立自主
學習導學案資源庫（數學科發展16個導學案’涵蓋32課堂科學科
發展12個導學案’涵蓋36課堂）

2﹚完成錄製有關自主學習教學成功教學案例短片,並建立自主學習教
學資源庫

3）建立能提升學與教的自主學習教學模式
4）其他學校可分享及使用本計劃發展的學習材料

12計劃評鑑

在計畫推行時’學校會邀請大學之課程及教學專家顧問進行觀課及評課’又透過
訪談及問卷調查去評估整個計畫’同時學校又會邀請教育局「校本課程支援組」
到課堂中進行觀課及訪談,讓整個計畫得到各方客觀而專業的評估。

計劃評估分為學生和教師兩方面

lZ1教師評估

計劃會安排持績的檢討會’讓教師自行反思和評估,亦會透過大學顧

問的觀課﹑評課和會議來評估教師共同備課的進度和教學果效。

基準;

（1）教師在培訓及共同備課時能有積極參與的表現

（2）教師能依計劃進度完成導學案

（3﹚教師能依自主學習教學模式責踐有效教學
﹙4）教師協作能力有所提升

12.2學生評估

計劃會透過大學顧問的觀課﹑訪談、前測／後測及對自主學習的評量為

學生進行評估

基準:

（l﹚學生在學習時能有認真的表現

（2﹚學生能作課前預習’依時完成指定的導學案及小組交流

（3﹚在自主學習教學下,學生「後測」有-定的進步

13計劃成果的延續

l3.1校內方面

數學科及科學科的責踐經驗將透過分享交流擴展至其他科目試行。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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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2校外方面

l32.l我校將加人香港中學校長會「自主學習網絡學校」’公開課堂和邀請

會員校長及其學校的老師蒞臨,彼此切磋交流,分享「自主學習」教
學的心得。

l3’2‘2與有興趣參加的小學建立聯校網絡’共同發展「-條龍」自主學習教
學模式.

l4推廣／宣傳計劃成果

推廣／宣傳計劃成果包括以下的途徑:

在校內的教職員會及家教會中介紹整個計劃
參加優質教育基金及教育局舉辦的分享會
透過學校網頁,向其他學校推廣
向本校早前締結的粵港姊妹學校介紹此計劃

刨
叻
0
Ⅱ

15‧資產運用計劃

類別∣項目 ∣數額∣建議的調配計劃
設備 -套高清攝錄機、專業收

音麥克風及外景燈光設
備

購買－套高效能電腦及

專業剪輯軟件,進行後
期教學資源製作

HK$5,390 計劃完結後’留作數

學、科學及其他科目

的教學錄映之用。

計劃完結後’留作數

學、科學及其他科持
績製作教學資源。

HK$14,040

l6‧遞交報告時間表

計劃管理 •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
曰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
間

中期財政報告
1/9/2016-28/2/2017

中期財政報告

1/3/2017-31/8/2017

中期財政報告
1/g/2017-28/2/2018

報告到期曰

l計劃進度報告
l/9/2016-28/2/20l7

計劃進度報告

1/3/2017=31/8/20l7

計劃進度報告
1/9/20l7-28/2/2018

31/3/20I7 3l/3/20l7

30/9/2017 30/9/2017

31/3/2018 31/3/20l8

30/1l/20l8 30/11/2018
1/g/2016-31/8/2018 1／9／20l6一31／8／2018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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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伊

文理書院（香港）
數學科導學案

年級:

課題:

節數:

中一級

三角形全等的條件

兩節（70分鐘）

教學目標:

學生通過備課、觀察﹑聆聽﹑說話﹑小組討論、展示、涯報、反饅及動手做,認識三角形全等的各
個條件。

在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方面’老師根據教學目標、共同備課及前測,了解學生對該學習內容的
誤解及學習難點後’設計相關的導學案’讓學生自主學習。導學案以學生為中心,通過不同的學習
活動’例如學生備課﹑富趣味性的例子﹑小組討論、課堂展示、反韻及反思等’由具體到抽象,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此外,學習內容由淺人深’按部就班,並讓學生明白為什麼需要學習有關內容’
從而增加學生成功的機會。

在照顧學習多樣性方面’本計劃的老師按學生的不同學習風格及需要,例如視覺型、聽覺型及
觸動覺型等’利用多元的教學策略弓∣人相關的學習元素及上文所提及導學案的自主學習活動’提供
學生運用聽、說、讀及寫的機會,並根據不同的學習評估,提升學生的學習水平。

教學流程

圈 內容 僮註（見表下方）
老師先提問學生有關全等三角形的備課內容。l0

備課
分鐘

老師將學生分成4人－組,每個同學被編配l至4的其中-個號數,
每組獲發3枝顏色筆﹙紅﹑黃、藍）和－枝鉛筆。

老師在黑版向學生展示-個不等暹的三角形’問學生怎樣複製這個三角
形’然後弓∣導學生說出-個三角形有6個資料﹙3暹3角﹚’可以用渲6個
資料去複製－個三角形。

M,Dl

老師提問學生;「如果只提供三角形的一個資料,可以成功複製另-個三
角形嗎?」

l0

|
D>

分鐘

╴分鐘小組討論。

每組獲發－條塑膠管（紅、黃或藍）和兩條拉繩’渲些東西代表三角形的
暹。老師告訴同學需要利用這3個東西去做出貼在黑板指定的三角形’該
三角形需與黑板展示的三角形大小及形狀相同。

D2

具體D3’M

|l
各組用顏色筆將結果畫在小組工作紙（二）的方格內’然後每組的第1號同
學在黑板上嘗試用塑膠管（紅、黃或藍）和兩條拉繩去複製三角形。

| 同學完成小組工作紙（二）有關部份。
結論:只有－個資料是不足夠複製另-個完全相等的三角形。

抽象

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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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問 內容 備註（見表下方）∣﹄■

老師接看提問學生:「如果只提供三角形的二個資料’可以成功複製另－
個三角形嗎?兩個資料可以有什麼組合?（兩暹、兩角﹑-邊-角）」 i∣二墨

D1

-分鐘小組討論。

每組獲發兩樣指定東西（暹或角﹚和三條拉繩’小組討論後’各組用顏色筆
將結果畫在小組工作紙（二）的方格內’然後每組的第2號同學在黑板上嘗
試用這4樣東西去複製指定的三角形。
同學完成小組工作紙﹙二）有關部份。

具體D2

D3,M
III•••

抽象

結論:只有兩個資料是不足夠複製－個完全相等的三角形。

老師接看提問學生:「如果只提供三角形的三個資料’可以成功複製另－
個三角形嗎?三個資料可以有什麼組合?（三暹﹑三角、一邊兩角﹑－角
兩角）」

l0

分鐘 |
D1

老師與同學討論三暹﹙S.S.S）

每組獲發三條指定暹﹙紅﹑黃及藍）,小組討論後’各組用顏色筆將結果畫
在小組工作紙﹙二﹚的方格內,然後每組的第3號同學在黑板上嘗試用這3
樣東西去複製指定的三角形。

D2

D3,M

具體

老師邀請其中兩組涯報及另外兩組反績。

同學完成小組工作紙﹙二）有關部份。

結論:只有三暹的資料足夠複製-個完全相等的三角形‧

D4

•l
•

抽象

•

•
老師與同學討論－暹兩角﹙A.A.S或ASA.）

每組獲發任意兩樣指定角﹑一樣指定暹和三條拉繩﹙老師盡量分配有些組

別有夾暹,有些組別沒有夾暹﹚,小組討論後,各組用顏色筆將結果畫在
小組工作紙﹙二﹚的方格內,然後每組的第1號同學在黑板上嘗試用這3樣

東西去複製指定的三角形。

10

分鐘

D2

D3,M

具體

老師邀請其中兩組涯報及另外兩組反饅。

老師介紹什麼是夾暹。

同學完成小組工作紙﹙二）有關部份。

D4

•

∣抽≡結論:只有-暹兩角是足夠複製-個完全相等的三角形,不論那暹是否夾
遑。

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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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備註（見表下方）
•

老師與同學討論一角兩邊﹙S.A.S）
每組獲發任意兩樣指定暹、-樣指定角和三條拉繩（老師盡量分配有些組
別有夾角’有些組別沒有夾角﹚,小組討論後’各組用顏色筆將結果畫在
小組工作紙（二）的方格內’然後每組的第2號同學在黑板上嘗試用這3樣
東西去複製指定的三角形。

l0

分鐘

D2

D3,M

老師邀請其中兩組涯報及另外兩組反韻。

老師介紹什麼是夾角。

同學完成小組工作紙（二）有關部份。

結論:只有兩暹一角（-定要是夾角）足夠複製╴個完全相等的三角形‧

具體D4

•••
抽象

老師再問學生;「是否提供三角形任何三個資料便可複製指定的三角形?」l0

分鐘
D1

老師帶出兩個討論:

1.三角﹙AA.A.）

每組獲發三條指定角﹙紅、黃或藍）和三條拉繩,小組討論後’各組用顏色
筆將結果畫在小組工作紙﹙二）的方格內’然後每組的第4號同學在黑板上
嘗試用這6樣東西去複製老師的三角形。

D2

|
D3,M

具體

老師邀請其中兩組涯報及另外兩組反餚。 D￠

•

同學完成小組工作紙﹙二）有關部份。

結論:只有三角的資料是不足夠複製-個完全相等的三角形。

•I•

抽象

2.(S.S.A.)

老師問:「如果提供兩暹-角而那指定角不是夾角的話’是否有足夠條件
複製－個完全相等的三角形?若指定角是銳角﹑鈍角或直角的’會有什麼
情況出現?」老師吩咐學生課後搜集有關資料’為下-次討論R.HS.作
備課。

D2

備課

最後’老師以互問互答方式與同學－起總結本節課有闢三角形全等的條
件’包括SSS’SAS’ASA及AAS。

l

備註 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M╴引起動機（a）老師使用教具;（b）學生動手做
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因應學生不同的學習之模式）
D1╴觀察或聆聽D2╴說話或討論
D3－動手做D4╴老師反績﹙進展性評估）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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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工作紙（二）

份部第

我們所得的資料是（紅暹／黃暹／藍暹L一條拉繩／紅角／黃角／藍角﹚’
我們（能夠／不能夠）複製老師指定的三角形。

結論:只有－個資料是（足夠／不足夠）複製-個完全相等的三角形。

第二部份

我們所得的資料是﹙紅暹∕黃暹／藍暹∕－╴條拉繩／紅角∕黃角／藍角﹚,

我們﹙能夠／不能夠）複製老師指定的三角形。

結論:只有兩個資料是（足夠／不足夠）複製-個完全相等的三角形。

第三部份

我們所得的資料是（紅遑／黃暹／藍遑／－╴條拉繩／紅角／黃角∕藍角﹚’

我們﹙能夠／不能夠）複製老師指定的三角形。

結論:只有╴是﹙足夠∕不足夠）複製一個完全相等的三角形。

第四部份;

我們所得的資料是（紅暹／黃邊／藍暹／－╴條拉繩／紅角／黃角／藍角）﹚

我們（能夠／不能夠﹚複製老師指定的三角形。

結論 有- ﹙足夠∕不足夠）複製－個完全相等的三角形。□
︿

是

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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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我們所得的資料是（紅暹／黃暹／藍邊／L-條拉繩／紅角／黃角／藍角）’
我們〔能夠／不能夠）複製老師指定的三角形。

結論 只有 是（足夠／不足夠）複製-個

完全相等的三角形。

第六部份

我們所得的資料是（紅邊／黃暹／藍邊／﹂-條拉繩／紅角／黃角／藍角﹚,
我們（能夠／不能夠）複製老師指定的三角形。

結論 有口
︿

曰﹙足夠∕不足夠）複製-個

完全相等的三角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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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自主學習評量工貝

專家顧問／支援組透過閱覽文件、觀察及與教師﹑學生進行面談’從多角度了解推行自主學習的進程
及教師與學生的表現。評量工貝包括以下的各項

l

2

3

4

5

導學案

審視設計是否有效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是否涵蓋核心元素,包
括課前預習﹑小組討論﹑展示、□頭匯報﹑互評交流及教師弓I導。

自主學習量表問卷

蒐集教師與學生對推行自主學習的觀戚,並評估教學策略設計及推行
能否達到預期成效。
a教師問卷

b學生問卷

觀課評課表

a教師:評估有關教學表現’如:
i）教師如何弓∣導?

ii）教師如何作點撥回韻,誘發深人思考?
b學生:評估有關學習表現如:

0課前預習的參與情況

h）口頭匯報:如何準備?如何參與匯報?

訪談

a教師:

評估包括共同備課的表現（如協作能力﹚。
b學生:評估學習果效,包括:

i）課前預習、導學案能否促進自學?

h﹚小組討論及匯報對學習有何幫助?能否激發高階思維?
能’試說明。

前後測

評估學生學習果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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