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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日新月異，香港和新加坡作為國際化大都會，面對全球化和資訊
普及化，教育改革的進行實在刻不容緩。現時各地基礎教育改革的大方向
都是源出一轍，就是如何使我們的下一代學會學習，從而貢獻社會，使其
可持續地發展。由於教育改革的急劇變遷，傳統的評估方法並不能配合新
課程的需要，因此本文將會探討香港和新加坡有關數學評估的發展和將兩
地異同作簡單比較。

2. 現今對評估的詮釋
根據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CTM）在《學校數學評估標準》給出的定
義，評估是指為了評定各種教學目標的達成而所收集的証據，當中包含學
生的數學知識、運用數學的能力及其數學傾向，並由此所做出安排和判斷
（范良火，2006）
。從這定義上來看，評估的方式已經不只著眼於紙筆考試
的形式上，還注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上的各種表現形式。一般來說，評估有
兩個目的，第一是用作學生能力的篩選或分流，第二是用作回饋教學，讓
老師知道學生的學習情況，從而改善和調整教學的策略。

3. 香港數學的評估發展和特色
3.1 背景
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1 年發表的《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報告中，
定出香港未來十年學習課程發展的大方向，使學生能達致全人發展及終身
學習的願景。該報告提出學校應加強「促進學習的評估」
，讓老師在教學的
過程中找出和診斷學生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從而提供有效的回饋，使學
生改善學習效能（課程發展議會，2001）
。此外，根據《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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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指引》所提出的課程架構，主要是由學科知識和技能、共通能力、以
及正確的價值觀和良好的態度所組成（課程發展議會，2002）
。傳統的紙筆
考試只能考核學科知識層面的認知，至於共通能力和價值觀就難以考核，
於是文件建議學校採用不同的評估方式，更全面檢視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表
現的共通能力和價值觀，以配合學生不同的發展需要。

3.2 多元化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其著眼點是收集學生學習過程的證據，從而讓學生改
進學習，也讓教師檢討和改善教學。因此，數學課程指引提出不同的評估
模式檢視學生各方面的學習活動成果。這包括堂上討論及口頭報告、觀察
學生堂上的學習表現、堂課及家課、專題研習、課堂小測驗、探究活動、
測驗和考試。學生透過不同評估模式來發展不同的共通能力，例如口頭報
告可發展溝通能力、專題研習可發展協作、批判性思考等能力。此外，學
生可參與自評和互評，從而改善自己的學習態度（課程發展議會，2002）。
現在新高中數學課程亦研究加入校本評估的模式，從而促使學校進行
多元化的評估，讓學生可以更投入學習。但由於現在仍是試驗階段，對於
評分標準、評估設計、教師支援等問題仍待解決，所以研究只局限於數學
科的必修科部分進行（鄧國俊，2008）
。

3.3 基本能力評估
以往考試著重升學和篩選的功能，但普及教育的推行就改變了考試的
重要性。九十年代推行的「目標為本課程」出發點是制定標準參照架構來
審視學生在不同能力的表現。這些能力包括增強探究、傳意、推理、建立
與解答數學問題、欣賞數學及在多方面應用數學的能力。不過由於太著重
成績報告，忽略了評核作為對教學兩者之回饋而下台，取而代之的就是基
本能力評估的出現（黃毅英、曹錦明，1997）。
教育局所設立的基本能力評估分為「學生評估」和「系統評估」兩個
部分。
「學生評估」是一個網上的資源庫，其目的是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
進行練習，然後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這屬於進展性評估。而「系統評估」
就是全港性，於小三、小六和中三進行的一種階段性評估，其目的是讓學
校檢視學生的強弱項，適切制定教學策略和拔尖補底安排。雖然「系統評
估」可讓學校了解學生於全港的什麼水平，但這同時為學校帶來壓力，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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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安排過份的操練。
基本能力評估的目的應該是考核學生在學習範疇內的「基本能力」
，不
過現在出現試題趨於艱深的情況，受到各教育工作者的抨擊（黃毅英、林
智中、陳美恩，2009）
。筆者覺得部分較難的題目是考核學生高層次思維能
力，基於倒流效應，學校必須在教學的過程中，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訓
練學生思維能力，但亦有不少學校只透過機械式操練而希望學生能夠成功
解難。

4. 新加坡數學的評估發展和特色
4.1 背景
新加坡教育部在 1997 年就提出「思考的學校，學習的國家」
（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這教育宗旨作為課程總目標，同時著力促進思考
技能，資訊科技教育和國民教育三個方面的發展（孔企平，2006a，2006b）
。
當中促進思考技能的目標更促使新加坡對數學教育的重視，從而對每一階
段的公開試設下嚴謹的評估機制。
新加坡在近十年積極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數學能力，因此其數學課程的
核心是發展學生解決數學問題的能力，其中的數學問題包括非常規的、開
放性的和現實世界中的問題（范良火，2006）
。課程的規劃分為五個部分，
分別是技能、概念、態度、過程和元認知，這五部分均是發展解難能力的
必須條件，每一項都環環緊扣。如要單靠傳統的紙筆考試來評估這五個範
疇的能力實是沒可能，因此在 2004 年頒佈了《小學數學評估指引》，讓學
校進行多方面的評估來檢視學生學習的成效（孔企平，2006b）。五個範疇
當中，尤以態度、過程和元認知充分表現出多元評估的需要性。元認知指
的是對自身思考過程的認知和控制，尤其是在選擇和使用解題策略時對自
我學習的控制，解題後亦需要反思自己的表現或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習的方
法和成果（馬萍，2007）
。這種學習過程的評估便需要自評和互評來審視（范
良火，2009a，2009b）
。至於態度和過程這兩個範疇，新加坡數學的課程大
綱亦著重以多元評估來獲取學生學習過程的證據。

4.2 新加坡的評估架構
在新加坡，學校教育的評估分為持續性評估（Continual Assessment）
和階段性評估（Semestral Assessment）
。持續性評估是過程性的，主要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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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不同的評估方式，如課堂觀察、口頭交流、考察書面作業以及考察實踐
性探索任務，讓老師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從而進行回饋，改善教學。階
段性評估是總結性的，主要形式是考試和測驗，內容既注重基礎知識和基
本技能的考查，也注重對數學問題解決能力的評核（王兄，2006）。
在 2001 年發佈的新加坡數學新大綱提出數學評估的定位是：評估應改
進數學的教與學；評估必須是連續的；評估應提供有關學生學習狀況的準
確和有用的信息；評估支持課程實施，促進學生數學問題解決能力的發展
（王兄，2006）
。從以上評估的定位可以看出，新加坡與香港一樣，都是非
常重視評估作為學生學習過程中的回饋和改善。

5. 香港和新加坡兩地評估發展的比較
5.1 鼓勵多元化評估
香港和新加坡的數學新課程都加入了發展學生多方面能力的元素（香
港稱為共通能力，新加坡則是促進思考的學習）
，因此兩地的課程同時也鼓
勵學校使用多元化的評估促進學生的學習，改善學習態度和價值觀。以香
港新高中課程為例，公開試研究引入校本評估的部分，從而希望帶動學校
進行校本多元化評估。這情況就類似新加坡近年提倡專題研習（Project
Work）作為大學入學評估標準之一（范良火，2006）。
多元化評估通常以持續性的評估為主，例如課堂討論、口頭報告、專
題研習、自評和互評等。這些評估著重學生學習的過程，對發展學生創新
和解難能力尤為重要，這正是配合新加坡和香港以發展學生思維能力為課
程的重點。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學校亦可透過多元化的評估培養學生的
使用資訊科技能力和自學的精神。

5.2 重視總結性評估
香港和新加坡同樣重視紙筆考試作為一種公平和有效率的方式測試學
生的基本知識水平，同時亦佔了很大的比重作為學生能力的分流和篩選。
這種注重傳統考試的考核可能是基於兩地以華人的比例佔大多數，深受儒
家文化的影響。由 TIMSS 的測試結果可反映出，東亞學生的表現明顯好過
西方國家的學生，這掀起探索「儒家文化圈」的現象（王兄，2006；黃毅
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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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兩地學校亦非常注重公開考試的結果。在香港方面，
「中一
入學前學科測驗」雖被教育局稱為低風險評估，但這對學校派位和將來收
生有重大的影響，再加上「全港性系統評估」的結果牽涉到外評和殺校的
機制，這更加大學校的壓力，可能形成不必要過份的操練，阻礙學生多元
的發展。新加坡的公開考試壓力亦不少，小學畢業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的成績不但影響學生升讀中學，也影響學校的功績評
定。

5.3 電子計數機於公開考試的使用
香港考試局於 1980 年開始接納中學生於公開考試運用科學計數機
（Scientific Calculator）
，至今已有 40 年，科學計數機因而漸漸成為學生和
教師在課堂中常用的工具，近年計數機的採用亦延伸至小學數學課程。對
於香港小學數學課程來說，計數機的應用是提高兒童學習數學的興趣 1，而
課程綱要亦建議在小四教授計數機的認識和運用（課程發展議會，2000），
並在小四、小五及小六的課程中列出可以應用計數機進行教學活動的課
題。此外，課程綱要還附加三個附件，其中包括「計數機的運用」。
雖然 TIMSS 1995 及 TIMSS-R 1999 的結果顯示新加坡及香港在使用科
學計數機方面，均在亞洲各國前列（Chang, 2003），但在繪圖計數機
（Graphing Calculator）的使用方面，香港則遠遠落後。新加坡的高中學生
在 2002 年開始已可以在數學課堂及 GCE 高級程度「進階數學科」
（Further
Mathematics）考試中使用繪圖計數機，故現今中學數學課堂教學和評估活
動中採用繪圖計數機已是非常普遍的事。
小學方面，新加坡教育部頒報的小學數學課程綱要（2007）2 中，亦強
調通過運用計數機來擴大學習內容及加強解難活動，不少數學課題亦引入
計數機的使用。2009 年開始，新加坡的小學畢業試於數學科加設多一份分
量甚重的試卷，考生可用計數機來解答該作試卷，其作用是讓考生更有效
1

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計數機與小學數學的學與教》。瀏覽日期：二零一零年三
月 三 十 日 。 檢 索 網 址 ：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4957/
calculator.pdf。

2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6). Mathematics Syllabus: Primary (2007).
Retrieved March 31, 2010, from http://www.moe.gov.sg/education/syllabuses/sciences/
files/maths-primary-2007.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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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運用解題技巧而不用受制於其計算能力。相信這個新措施會進一步帶動
於小學數學課堂的計數機使用，同時亦帶動多元的教學和評估活動。香港
教育當局應多加留意其發展，並思考和設計一些本土的發展策略，以免落
後於人。

6. 總結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國際大都會，同樣受著知識轉型，社會經濟結構改
變的挑戰。因此，兩地對於數學課程評估的要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樣
以發展學生思維能力和自學創新的能力為目標。兩地都積極發展多元評
估，促進學生反思自己學習的過程和發展不同能力，不過現階段仍未成熟，
仍需努力進行試驗和改進。筆者希望將來香港能發展出一個公平，以校本
評估為主導的公開評估的升學機制，促使學校能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評
估，促進學生學習，發展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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