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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課題 

• 於數學課堂運用經驗學習策略能提昇嚴重
智障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嗎? 



研究對象 • 嚴重智障及多重弱能學生 

• 學階3初中階段 

• 年齡12-15嵗 

• 然P2 (D) 

       保P3 (D) 

       淇P4 (D) 



研究價值 

• 初中階段的學生已入學6年以上，並對日常生活有
既定/模糊/錯誤的理解，期望透過有效的學習活動
幫助學生建構良好的思考方法以幫助他們日後更有
效掌握對生活事物的認知、類化及分析能力。 
 

• 經驗學習是改變學生錯誤信念能力的有效方法，因
為經驗形成之過程中，人們會善用思考以改造/重
組經驗、探究所做的事和結果的關連。 
 

• 透過思考，幫助嚴重智障的學童「從經驗中」/
「由做當中」，發現事物的前因後果關係，達至
「反省批判」，建構真正的學習。 
 



研究期: 11/11/2013至11/4/2014 

 
 

•   
數學單元課題 

 

圖形與空間(裡外/出入) 

感知與運用(配對比較厚薄) 



研究日程 
2013-2014 

10月中 構思研究大綱 

10月底-11月
初 

共同備課構思經驗學習策略 

11月中,1月底,
4月中 

教師觀察+錄像拍攝學生學習表現例證 

每2週教案 文字紀錄學生學習表現例證 

1月, 4月 同儕/專家觀課回饋 

23/7/2014 行動研究匯報 



  文獻探討 

• 什麼是批判性思考能力? 

• 思維能力發展是如何建構或提升? 

• 提昇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有效教學策略?   



問題1: 什麼是批判性思考能力? 

• 共通能力的詮釋(參考教育局課程發展文件/嚴重智障學校
種籽計劃/其他智障兒童學校網頁) 

 

• 文獻參考: 區美蘭、潘海容《嚴重智障兒童有創造、批判
性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嗎?》香港特殊教育論壇第8期 2
006年3月 



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定義 

香港教
育局/
智障兒
童學校 

課程發展議會 香港耀能協會
羅怡基紀念學
校 

明愛樂勤學校 匡智松嶺第三校 

批判性
思考能
力定義 

批判性思考是
指檢出的資料
或主張中所包
含的意義，對
資料的準確性
進行質疑和探
究，判斷甚麼
可信，甚麼不
可信，從而建
立自己的觀點
或評論他人觀
點的正誤。 

能在日常情境
中，運用已有
的知識、技能
與經驗，去了
解既得的資訊、
作出有條理的
分析，判斷有
關資料和問題
的正誤，從而
建立自己的觀
點。 
 

能在日常情境中，
運用已有的知識、
技能與經驗，去
分析、瞭解及類
化既得的資訊，
有條理地判斷狀
況或問題，選擇
適當的方法，並
表現應有的行為
予以回應，便有
批判性思考的表
現。 

能夠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運用不
同感知探索事物，
識別屬性特徵，
於建構知識的過
程中理解簡單的
因果關係、事情
的規律，並進行
質疑和反思，分
辨事實的正誤，
從而建立自己的
觀點或評論他人
觀點的對錯。 
 



訂定批判性思考能力的評估準則 
目標 表現例證 基線評估 

(11月初) 
學生表現例證 

總結性評估 
(4月底) 

學生表現例證 

1. 能運用不同的感知探索事物 1a能合作參與探索事物的屬性 
1b能主動探索事物的屬性 

2. 能識別物件屬性特徵 2a比較物件的屬性 
2b分辨物件的屬性 

3. 能理解簡單的因果關係 3a能理解物件與物件間的直接關係  

4. 能理解事情的規律 4a能從觀察及探索找出事情的規律(如:
嘗試多次後知道玩具的玩法) 
4b能找出異常(如:在一堆物件中認出
不同的一件) 
4c把物件按不同的屬性分類 

5. 分辨事實的真偽 5a.當老師把X說是Y時，能表示疑惑 

6. 能建立自己的觀點 6a.能表達自己的喜惡 
6b.能判斷自己的答案是對或錯 

7. 能評論他人觀點的對錯 7.能判斷同學的答案是對或錯 
 



問題2:思維能力發展是如何建構或提升?  
• Bloom Taxonomy : knowledge, application, analysis, evaluation,  

    creativity 

 

• 參考在小學常識科課程中培養智障學生高階思維的方法 

 

• 參考英國QCA: Plan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the curriculum f
or pupils w/ learning difficulties (2001) 有關Thinking Skills的建立: 
Sensory Awareness & Perception , Early Thinking Skills  



BURNS (1993) 將高階思維技巧分為4類: 

• ANALYTICAL REASONING SKILLS(分析推理) 

• ORGANIZATIONAL THINKING SKILLS(組織思維) 

•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批判性思維) 

• CREATIVITY SKILLS (創意思維) 

Deborah E. Burns. (1993). Identifying Thinking Skills For Instruction in  
Your Classroom.  



以Bloom Taxonomy為基礎的高階思維
能力 

*從知識(knowledge)到應用(application)層面被視為初階思維 
 
*從分析(analysis)到評價(evaluation)以至創作(creativity)則稱為高階思維 
 
*初階思維進展至高階思維是一個連貫的過程 
 
*高階思維是適當地使用事實去解決問題，而不是某一類特定的思維方式 
 
 
 



THINKING SKILLS (思維技巧是什麼?) 

 

*SENSORY AWARENESS AND PERCEPTION (感知察覺及接收) 

• use of vision(視覺), for example, fixing, inspecting, tracking, focusing 
• use of hearing(聽覺), for example, listening, responding to sound 
• use of touch(觸覺), for example, stroking different textures, squeezing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densities 
• coordination of the use of senses, for example, movement and vision, 
touch and taste(感覺綜合).  

 
*EARLY THINKING SKILLS(早期思維技巧) 

• predicting and anticipating(預期事物的出現) 
• remembering, for example, by picturing, verbal rehearsal and clustering(記憶如:背誦) 
• the understanding of cause and effect(因果關係) 
• linking objects, events and experiences(事物關連) 
• thinking creatively and imaginatively, for example, through play and(從實驗/遊戲發揮創意)  
experimentation, through the discovery and application of new connections and ideas (發現新知)and  
through active exploration(主動探索). 
 
 
 
 
SOURCE : UK QCA: THINKING SKILLS (Plan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the curriculum for pupil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
edu/special-educational-needs/pdp/2012-13/Key_Skills_Training_20121203.pdf 



達至有效思考的3步驟: 

輸入input 

• 透過感知察覺及接收知識 

• 我知道 

控制control 

• 在情境下作出具意義的行為 

• 計劃,決定,評估 

輸出output 

• 運用已有知識解決問題 

• 記憶-思考-產生新意念 



小學常識科課程中培養智障學生高階思維的
方法(教院蘇詠梅等) 

• 高階思維是按思考者及情境的需要，有效地運用知識及技巧進行思考的
方法。 
 

• 批判性思維包括元素: 分析優點及缺點; 分辨事實與意見; 判別有用/無用的
資料 
 

• 如果我們相信學生有發揮的潛能，就不應太介意學生現在的表現能力，
我們應該尋找及幫助他們突破在學習思維技巧上的缺口，並透過適當的
訓練及協助，擴闊學生發展及學習的空間，預備學生發展更高階的思維。 
 



小學常識科課程中培養智障學生高階思維的

方法(教院蘇詠梅等) 

當進行思維活動時，大部分時間都是對訊息進行不同程度的操作，包括: 

列舉(概念、
名稱) 

指出特徵 描述(多項特
徵、屬性) 

說明(定義,對
整體的概念) 

比較及對照 分類 找出重點 排序 

指出原因 指出結果 指出關係 判斷(對錯/合
適) 

學生能熟練地運用以上處理資料的技巧，可有助培養他們的高階思維技巧，
如:概念的構成concept formation、概念的連繫concept connection、
解難、批判思維、創意思維等 



小學常識科課程中培養智障學生高階思維的
方法(教院蘇詠梅等) 

建立學生高階思維的策略:  
 
*幫助學生掌握初階思維技巧，如指出概念及其特徵、將新概念與已知概念比較、
將概念分類、指出概念之間的關係等 
*對於能力較弱的學生，可以從認出/指出一項特徵開始，然後提升至兩項及列舉
多項特徵。這個過程不單可以鞏固學生對事物的概念，更可加強學生從多角度去
認識事物的能力，從而有助學生在提出意見或解決問題方案時，洞察不同的可能
性 



小學常識科課程中培養智障學生高階思維的
方法(教院蘇詠梅等) 

建立學生高階思維的策略:  
* 配對特徵 
* 學習配對特徵時，老師需要教導學生適當的詞彙，幫助他們描述配對的結果，
如相同/不相同。當學生掌握了配對的步驟，可幫助學生提升到描述更多不同的
「比較」結果，如相同/相似/不同 
*透過反覆的情境作練習，讓學生掌握「比較」的技巧，進而學習「歸類」 
 
 



小學常識科課程中培養智障學生高階思維的
方法(教院蘇詠梅等) 

培養思維技巧的策略:  
 
1. 情境 – 學生的參與是很重要的，利用一些與學生日常生活相關的情境，

可以鼓勵及提高學生的參與度，從而提升學習的效果，藉此讓學生形成
一個基模schema，成為建構新知識的一個接合點，讓學生發掘對事物的
新認識。 
 

2. 鷹架 scaffolding – 利用不同情境反覆練習思維技巧步驟及詞彙: 
scaffolding identifying characteristics 指出特徵(是); scaffolding 
comparing比較(比); scaffolding categorizing歸類(都是); scaffolding 
for giving explanation解釋(因為..所以); scaffolding for relationship關
係(如果..就會) 
 

3. 圖像式思考輔助工具 graphic organiser – 利用簡單圖像將複雜/混亂的
資料轉化成容易理解的表達方式，如太陽圖、排序圖、列表、魚骨圖等 
 



問題3: 提昇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有效教學
策略?  

考評局: 徐葉慧蓮”提昇批判性思考能力 

的策略”： 

1.概念圖(不讓概念只向橫發展; 訓練學生 

檢視事情的好壞) 

2.經驗學習 

經驗學習=過程學習 

學生透過實地考察、實驗、探究找出答案 

提昇學生的反思、探究、判斷、決策能力 

經驗學習是改變他們錯誤信念的有效方法 

是從做中學習的一種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3A%2F%2Fwww.edb.gov.hk%2Fattachment%2Fsc%
2Fcurriculum-development%2Fmajor-level-of-edu%2Fprimary%2Fworkshop-seminar%2Fcritical-
thinking2006%2F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http://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workshop-seminar/critical-thinking2006/critical_thinking_070111a.ppt
徐葉慧蓮-提升批判思考能力的策略.ppt


 

經驗學習之意義 
 

• 1.學生經由「全身體」的體驗學習，有機會用手觸摸、用
眼細察、用耳傾聽、用鼻細聞、用腦深思、用腳、用整個
身體去感覺，體會更深刻的內化學習 

 

• 2.體驗學習是一個學習歷程，從學生之具體經驗出發，過
程中伴隨反省、討論、分析與評估，從而獲得發現與瞭解 

 

• 3.學習內容不再是繁雜的知識，而是在情境中的探索、思
考及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 

 

• 4.學生主動建構知識，在學習過程中是參與者，教學的重
心是由教師教轉移至學生學，體驗學習是過程不是結果 

(來源: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網站，《體驗學習之源起及意義》) 



經驗學習之目標 

• 將抽象概念理解及類化 

• 產生新的經驗 

• 在課程設計及發展上提供充分的賓踐體驗
時間及機會 



經驗學習之教學方法 

• 充分時間/機會進行探索 
 

• 營造親善安全及容易引起學生共鳴的學習環境 
 

• 發現本身遭遇的問題情境 
 

• 引導學生主動思考問題解決之策略 
 
 

(來源: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網站，《體驗學習之源起及意義》) 



經驗學習之教材 

• 貼近學生之生活經驗 

• 具體經驗 

• 在教學情境中能觀察及省思 

• 以學生之興趣及心理發展順序為教材選擇
之依據 

 
• (來源: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網站，《體驗學習之源起及意義》) 

 



行動實踐： 

數學學習重點 經驗學習策略 

 

批判性思考能力 

 



裡外：利用概念圖配合經驗學習策略編排8週教學活動 

1-2.自身體

驗裡面/外

面的概念 

1. 感官探索：身體感受暖袋、口嚐爆
炸糖、聽心跳, 感受身體「裡面」，看
看反應(充分時間/機會進行探索)。 

 

2. 走出走入： 能透過自身位置的改變
(例如：走出學校外面，再走入學校課
室裡面)，察覺裏外關係(營造親善安全
及容易引起學生共鳴的學習環境) 

 

3. 網中人：能透過自身位置的改變(例
如：請學生反應掙扎走出網外，察覺
裏外關係(引導學生主動思考問題解決
之策略) 

3-4.通過
觀察，認
識物件與
物件間之
裡外關係 

5-6.通過親
身活動，認
識與自身有
關出入(動作)

的概念 

7-8.通過觀
察，認識物
件與物件間
之出入(動作)

的概念 

1.水在那兒？：能透過觀察
兩物的相互位置（例如老師
/自己將果汁注入透明杯裏
邊、當滿瀉時果汁流在杯外
邊，察覺裏外關係(在教學
情境中能觀察及省思)  

 

2.按指示將物件放在空間 

(如:盒子/鞋子)的裡面/外面
(參與不同的生活情境/重覆
練習) 

 

 

 

1. 出入平安：能透過自身位置
的改變(例如：走出電梯外，再
走入電梯內)，察覺自己正出/入
一個立體空間(貼近學生之生活
經驗) 

 

2. 地鐵安全您要知: 能知道進
「入」在黃線界限(平面範圍)的
裡面排隊，乘車時踏「出」黃
線(主動思考問題解決之策略) 

 

1.小狗乖乖：利用上鍊玩具狗，
看看小狗最後能否乖乖走「入」
方格取得食物，察覺小狗正走出/

走入平面範圍(以學生之興趣及心
理發展順序為教材) 

 

2.新奇發現--觀察物件跳出/走出
立體空間,請同學打開盒/袋子觀
看有什麼東西走出來/彈出來?如:

拉炮噴出縐紙、搖晃可樂/加入薄
荷萬樂珠，同學察覺及聽到
「出」。(建構新知識,理解簡單的
因果關係) 

 



厚薄：利用概念圖配合鷹架 scaffolding 及經驗學習策略編排8週

教學活動 

1-2.身體感

知厚薄特徵 

1.運用感知探索:運用口咀嚼厚/薄的三
文治、肉乾; 穿著厚/薄的衣服/被感受; 

觸摸/翻揭厚/薄的書本/海棉(自身參
與學習) 

 

2. 認知單一特徵:模仿做個厚/薄的小
咕臣/三文治/筆記簿(動手做察覺屬性
特徵) 

 

3. 投票結果：能選擇實際物/將符號貼
在適當的投票欄內示意自己喜歡厚/薄
的食物 (表達自己的觀點)。 

 

 

3-4.感知
厚薄的轉
變 

7-8.分類厚
薄 

 

5-6.配對、
比較厚薄 

1.模仿/動手運用工具/方法
令物件由厚變薄(撕去厚厚
書本的紙張,動手將檸檬/梨
/蛋卷由厚切薄) (動手做察
覺屬性特徵)  

 

2.找出不同:感受/觸摸一堆
厚的相同物件後，在當中摻
入一件薄的相同物件並讓同
學探索比較，發現找出不同
的一件(觀察及探究、省思) 

 

1. 生活情境中(宿舍、飯堂)常
見的厚薄分類(日常生活相
關的情境) 

 

2. 直觀分類厚薄(外形相同): 分
類海棉/廁紙)(歸類) 

 

3. 直觀分類厚薄衣物/圖書(外
形相似)(歸類) 

 

4. 運用非標準方法量度(貼紙)

及比較(比較貼紙數量)再作
出分類 (外形相同) (新知識
的一個接合點) 

 

1.配對相同:出示一件厚的物件(如:書
本/手套)，請同學用手感受物件的
質地及厚度，並從另外兩件外形及
顏色均完全相同的物件中選出與出
示物件厚度一樣的物品(配對特徵) 

 

2. 比較厚薄(反覆的情境作練習、比
較): 

-直觀比較分辨厚薄(差異大的2件相
同物件) 

-直觀比較分辨厚薄(差異小的2件相
同物件) 

-直觀比較分辨厚薄(2種不同的物料) 

 

 

 



行動成果 



批判性思考表現例證：初組同學-然 

目標 表現例證 基線評估 

(11月初) 

學生表現例證 

總結性評估 

(4月底) 

學生表現例證 

1. 能運用不同的感
知探索事物 

1a能合作參與探索
事物的屬性 

1b能主動探索事物
的屬性 

-多主動利用聽覺側起耳朵探索
物件的容量。 

-當學生察覺容器裡有發聲的物
件，然會發出聲音及微笑。 

-當看見閃紙包裹的容器，子然
會間中主動伸手向目的物探索。 

 

-多主動利用聽覺側起耳朵探索在透
明箱內發聲玩具並伸手入箱取出物件，
察覺物件出了固定範圍。 

-當學生察覺眼前有一大銀色簾時，
他會嘗試用手撥起銀色簾，當子然聽
到撥動時所發出的聲音時，他會咯咯
笑並有些意識進入了另一個空間/範
圍。 

-當子然被包裹在厚被時，他用手觸
摸和用身體感受厚的感覺。他會在少
許協助下張開手掌嘗試拿著/提起並
把玩來感受物件的厚度如厚海棉/圖
書/報紙/雜誌等。 



批判性思考表現例證：初組同學-然 

目標 表現例證 基線評估 

(11月初) 

學生表現例證 

總結性評估 

(4月底) 

學生表現例證 

2. 能識別物件
屬性特徵 

2a比較物件的屬性 

2b分辨物件的屬性 

-合作運用手探索容器的外形特徵。 

-能合作逐一探索容器裝滿時的特
徵。 

- 當教師出示兩個盒子，一個有載
有音樂盒，另一個則沒有東西， 

學生能察覺有和無的分別，側著
頭向著有聲音的盒子。 

 

-合作運用手探索形狀箱並嘗試用手把
物件由裡面變更到外面的位置 

-當教師出示兩個鐵盒，一個有響鈴在
盒子裡面，另一個則沒有東西的鐵盒，
學生能察覺『裡面』和的『外面』分
別，稍稍側耳向著有聲音的鐵盒。 

-當學生透過觀察，看見和用其他感官
聽見老師將果汁注入透明杯裡邊，當
滿瀉時果汁流在杯外邊，立刻有不同
的反應，他發出聲音及微笑，表示他
有些察覺能力知道裡外的不同。 

-當教師出示兩個不同厚度的海棉時，
他會在老師提示下用手觸摸作比較，
然後老師問，那件是薄?，他偶爾會用
手指拈起薄的的海棉作出回答。 

3. 能理解簡單
的因果關係 

3a能理解物件與物
件間的直接關係  

-當容器內的物件滿瀉時，然會聽
到物件掉在地下發出聲音，繼而
哈哈大笑，能察覺物件滿瀉時會
有東西掉下的聲音。 

 

 

-然在協助下運用工具/令物件的厚度轉
變(由厚轉薄)，他會有些意識並察覺運
用工具能改變物件的厚度，如他會注視
和用手指拈起薄薄的雪梨來感受薄的感
覺。 
 
  



批判性思考表現例證：初組同學-然 

目標 表現例證 基線評估 

(11月初) 

學生表現例證 

總結性評估 

(4月底) 

學生表現例證 

4. 能理解事情
的規律 

4a能從觀察及探索找出事
情的規律(如:嘗試多次後知
道玩具的玩法) 

4b能找出異常(如:在一堆物
件中認出不同的一件) 

4c把物件按不同的屬性分
類 

-未有相關表現。  -未有相關表現。 

5. 分辨事實的
真偽 

5a.當老師把X說是Y

時，能表示疑惑 

-未有相關表現。  -未有相關表現。 

6. 能建立自己
的觀點 

6a.能表達自己的喜
惡 

 

6b.能判斷自己的答
案是對或錯 

-當身體感不適時會哭叫示意。 

-當遇到不喜歡的食物時會扁
咀示意。 

 

-當學生拿著喜愛的教具(如:閃
紙) 時會緊握不放。 

-當然察覺容器沒有東西(空)時，
他會表現失望。 

 

 

-然嘗試張開咀巴咬下厚三文治時，他會偶
爾搖搖頭和發出笑聲好像表示太厚了不能
吃。 

-他較喜歡感受薄的感覺如：然注視薄的絲
巾和色彩繽紛的薄彩紙被風吹起的感覺，
他立刻發出笑聲。 

7. 能評論他人
觀點的對錯 

7.能判斷同學的答案
是對或錯 

 

-未有相關表現。  -未有相關表現。 



批判性思考表現例證：中組同學-保 

目標 表現例證 基線評估 

(11月初) 

學生表現例證 

總結性評估 

(4月底) 

學生表現例證 

1. 能運用不同的
感知探索事物 

1a能合作參與
探索事物的屬
性 

1b能主動探索
事物的屬性 

-主動運用手眼探索容器的開口
/外形及聲響，並聽到老師說
及容器的不同特徵。 

-能察覺容器「有」東西並作出
反應，保察覺有水的水樽很重
而丟下。 

 

-保能探索把玩形狀箱、波波箱，將積木或小球
自行放在「裡面」和「外面」，亦在協助下將
茶注入透明杯「裡面」，當滿瀉時茶會流在杯
的「外面」，察覺裏外關係。 

-能透過親身參與及觀察影片認知自己或別人在
空間裡進進出出，察覺「出」「入」一特定空
間/房間的意思。 

-不同感知探索「出」和「入」的特徵：當小球
掉入鐵罐時，中組學生能聆聽鐺鐺的響聲、同
學亦能注視縐紙從煙花筒噴出表現開心，亦察
覺可樂從樽內噴射出來時表現驚訝。 

-保利用身體感受不同「厚」的物件，如：厚的
被、枕頭、鞋子、手套 

-能合作透過動手拉廁紙、切蛋糕及削梨子察覺
物件由厚變薄，能注視/觸摸/品嚐切薄的食物。      

 



批判性思考表現例證：中組同學-保 

目標 表現例證 基線評估 

(11月初) 

學生表現例證 

總結性評估 

(4月底) 

學生表現例證 

2. 能識別物件屬
性特徵 

2a比較物件的
屬性 

2b分辨物件的
屬性 

-透過實驗測試物件是否容器，
保能專注參與及仔細觀察結果。 

-能判斷兩個不同的容器中那一
個「有」物件，準確率約8成。 

-能分辨選出空/滿的實物。 

 

-聆聽空間指令方面，保能按指令將小球/豆袋
放在杯/筲箕「裡面」，在手勢提示將物件放在
容器的「外面」。 

-當教師問厚的東西在那裡? 保能觸摸/展示相關
物品以作出回答。 

-能透過觀察/觸摸認知薄的物件的特徵(如:通透、
輕、容易拿起、被吹起)，當一張薄薄的抹手紙
與一疊抹手紙(厚)同時放在學生面前時，保能
專注薄的被吹起，並在詢問下辨出薄；也能在
兩件相同但厚薄不同的物件(如:一卷廁紙vs一張
廁紙)選出薄，準確度為80-90%。 

3. 能理解簡單的
因果關係 

3a能理解物件
與物件間的直
接關係  

-當杯子的水慢慢從穿洞的杯底
漏出時，保立刻走前察看。 

-當老師叫保從櫃中取出可樂時，他連帶把放在
旁邊的杯子也取出來給予老師，察覺生活物品
間的關連。 

-當同學完成遊戲/工作指示後，保會立刻拍掌
鼓勵。 

4. 能理解事情的
規律 

4a能從觀察及探
索找出事情的規
律(如:嘗試多次後
知道玩具的玩法) 

4b能找出異常(如:

在一堆物件中認
出不同的一件) 

4c把物件按不同的
屬性分類 

-保能在老師觸手協助下學習將
有和無的樽子分類放在兩個不
同的筲箕。 

-保能知道物件擺放有特定位置，
如每次到宿舍時便走到玩具籃
內取玩具。 

 

-當保先後觀看完影片及老師示範將萬樂珠放入
可樂樽會產生噴出的效果，學生立刻能模仿相
關實驗行為。 

-保能在示範後將厚/薄的物件分類放在指定的
筲箕，成功率約為60%。 

-保能在3塊白色布中配對其中兩塊相同的薄紗
布。 

 



批判性思考表現例證：中組同學-保 

目標 表現例證 基線評估 

(11月初) 

學生表現例證 

總結性評估 

(4月底) 

學生表現例證 

5. 分辨事實的真
偽 

5a.當老師把X

說是Y時，能
表示疑惑 

-未有相關表現。 -未有相關表現。 

6. 能建立自己的
觀點 

6a.能表達自
己的喜惡 

6b.能判斷自
己的答案是對
或錯 

-當看見喜歡的東西時會拍掌表
示喜歡並主動伸手移往物品。 

-當保完成老師的指示後會拍手表示完成及表現
開心。 

-能用口嚐試厚薄豬肉乾的分別，能專注感受厚
的肉乾需用大牙慢慢咬嚼，薄的肉紙則入口立
刻融化，保品嚐薄的食物後立刻微笑，並能在
2塊厚/薄肉乾中選出喜歡吃薄的。 

  

 

7. 能評論他人觀
點的對錯 

7.能判斷同學
的答案是對或
錯 

 

-未有相關表現。 -未有相關表現。 



批判性思考表現例證：高組同學-淇 

目標 表現例證 基線評估 

(11月初) 

學生表現例證 

總結性評估 

(4月底) 

學生表現例證 

1. 能運用不同的
感知探索事物 

1a能合作參與探索
事物的屬性 

1b能主動探索事物
的屬性 

-能合作運用單一感官(聽覺/

視覺/觸覺/嗅覺)，探索容器
及容量有/無/空/滿/半滿。 

 

 

- 能專注察覺影片中及實物示範時物
件的移動，聽到「出」和「入」的
用語，並透過熟悉的情境及成功的
動手操作經驗(簡單的放入物件/將水
倒出、拿著掃帚把地面上的垃圾掃
出)，知悉「出」和「入」在立體及
平面空間的意義 。 

- 淇雖對咬嚼肉乾較抗拒，但亦主動
用手捏厚薄不同的肉乾，能用不同
方法察覺厚度的區別。 

2. 能識別物件屬性特徵 
2a比較物件的屬性 

2b分辨物件的屬性 
-能憑結果推斷辨別是否容器，
或二選一指出那一個容器才
能載水。 

-能舉手回應物件能符合容器
的特點。 

 

 

-當詢問學生自己身處在裡面/外面時，
淇能準確在2個拍掣中示意自己的位置。 

-淇能按口語指示將物件放在容器的「裡
面」或「外面」。 

-當老師將一些食物放在透明碗裡面，另
一些放在透明碗外面時，淇能分辨「裡
面」或「外面」，準確率約60-70%。 

3. 能理解簡單的
因果關係 

3a能理解物件與物
件間的直接關係  

-當杯子的水慢慢從穿洞的杯
底漏出時，淇觀察果汁慢慢
地由有變無，表現驚訝疑惑。 

-利用乘搭地鐵讓淇按指令進入/出平面
空間(黃色空格範圍)，她能察覺等候時要
進入黃色空格範圍、車開門時才可踏出
空格。 

-淇能成功配對2件完全相同厚的書本/圓
柱狀物件，準確度為80-90%。 



目標 表現例證 基線評估 

(11月初) 

學生表現例證 

總結性評估 

(4月底) 

學生表現例證 

4. 能理解事情的
規律 

4a能從觀察及探索找
出事情的規律(如:嘗
試多次後知道玩具的
玩法) 

4b能找出異常(如:在
一堆物件中認出不同
的一件) 

4c把物件按不同的屬
性分類 

-淇能將有/無的容器分類放
在2個筲箕中，須提示加強專
注，成功分類有和無的實物
約佔7成。 

-淇能透過觀察影片及同學示範，模仿將
萬樂珠放入可樂中，並定晴注視著可樂期
待著有東西噴出來。 

-淇能自行把4卷不同厚薄的廁紙分類放在
2個筲箕內。 

-淇能配對完全相同/相同顏色但厚薄差異
較少的物件。 

5. 分辨事實的真
偽 

5a.當老師把X說是Y

時，能表示疑惑 

-未有相關表現。 -淇在分類厚薄物件及辨別錯誤分類方面
已大致掌握，如當籃內有2件薄的物件和
1件厚的物件，她能找中其中不同的一件。 

6. 能建立自己的觀點 6a.能表達自己的喜
惡 

6b.能判斷自己的答
案是對或錯 

-能搖手示意不喜歡。 

-當詢問誰想參加時，淇能舉
手表示意見，並曾說「我」
的近似聲音。 

 

-能穩定地以v/X示意自己是否能將物件放
入/拿出空間。 

-能穩定地以v/X示意自己的答案是對/錯。 

7. 能評論他人觀
點的對錯 

7.能判斷同學的答案
是對或錯 

 

-未有相關 

表現。 

-能穩定地以v/X評論 

同學是否能將物件放 

入/拿出空間。 

批判性思考表現例證：高組同學-淇 



不同組別的學生能展現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表現 

目標 表現例證 初組 中組 高組 

11月 4月 11月 4月 11月 4月 

1. 能運用不同的
感知探索事物 

1a能合作參與探索事物的屬性 

1b能主動探索事物的屬性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2. 能識別物件屬
性特徵 

2a比較物件的屬性 

2b分辨物件的屬性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3. 能理解簡單的
因果關係 

3a能理解物件與物件間的直接關
係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4. 能理解事情的
規律 

4a能從觀察及探索找出事情的規律(如:嘗試多
次後知道玩具的玩法) 

4b能找出異常(如:在一堆物件中認出不同的一
件) 

4c把物件按不同的屬性分類 

無 無 有 有 有 有 

5. 分辨事實的真
偽 

5a.當老師把X說是Y時，能表示
疑惑 

無 無 無 無 無 有 

6. 能建立自己的
觀點 

6a.能表達自己的喜惡 

6b.能判斷自己的答案是對或錯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7. 能評論他人觀
點的對錯 

7.能判斷同學的答案是對或錯 無 無 無 無 無 有 



行動反思 

1. 專業成長 : 閱覽期刊及網上資源有助擴闊視野，研習前人的經驗智慧是
重要的一步。圖書館可否加添訂購期刊? 
 

2. 學校支援：專家觀課回饋、同儕觀課、教研空間課節 
 

3. 行動研究對推展共通能力有何啟示?共通能力與課程內容融合推行，建
構課程概念是根本，共通能力如何能同時有效實現?找出有效的教學策
略! 
 

4. 經驗學習法：課節引入較多遊戲及日常生活情境學習出入的概念，教
師在建構活動時多了反思活動的趣味性及對學生生活認知的意義，發
現透過引入熟悉的情境及成功的動手操作經驗(簡單的放入物件/將水倒
出)，能夠讓學生經驗成功，此外，新奇的實驗活動也能製造挑戰和驚
喜，讓同學對學習更形專注投入。 
 

5. 行動研究對共通能力在校本推行的策略有何建議?科主任、前線老師的
參與角色?建議小步子試行，每一學科重點發展特定的共通能力!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