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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介

一直以来 ,评估学生在科目学习上的表现最常见的是采用测验或考试的

得分。虽然原始或未经调整的成绩是重要指标 ,并有助于找出低于可接受标

准的情况 ,但这些成绩并未有效地指出学校在提升学生成绩水平方面所作的

努力。利用原始或未经调整的学生成绩时 ,所得的结果往往反映就读学校学

生的特质 ,而非学校提升学生成绩表现的效益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及 Ｓｐｅｉｇｅｌｈａｌｔｅｒ,

1996;Ｍｅｙｅｒ, 1997;Ｗｉｌｓｏｎ, 2003)。较佳的做法是把学生的实际成绩与预期成

绩作比较。增值指标就是基于这套概念发展出来的。本文在回顾增值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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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基础上 ,介绍香港中学增值指标的特色及其网上系统的应用 ,并对增

值指标的未来进行展望。

二 、增值指标的理论与政策发展

(一)增值模型研究的发展

增值模型的发展源自生产函数理论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Ｈａｎｄｓｈａｋｅ(1979)是应用增值模型来评量学习成绩的始祖代表 。在 20世纪

80年代 ,增值的计量研究主要依赖多元回归分析 。简单来说 ,增值定义为学

生后测与前测之间的成绩差异 ,亦即剩余值。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把社会经

济 、学生家庭背景等因素纳入模型当中 ,但分析却只能顾及单一的层面 ,即只

能从学生层面(估计学生层面的剩余值)或学校层面(估计学校层面的剩余

值)中两者择其一 。因此 ,如果选择前者为分析对象 ,那么就无法利用学校群

体特性的信息;如果选择后者为分析对象 ,则会丧失学生层面的详细信息。

Ｈａｎｕｓｈｅｋ等人(2003)对于不同国家 、不同年龄组别的教育质量和公平

接受教育问题的研究可算是应用多元回归分析作大型增值研究的最佳例子

之一。他们使用由国际教育评估组织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ＩＡＥＡ)于 1995年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

学研究项目(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ｙ,ＴＩＭＳＳ)的

数据 ,通过增值模型估计四十多个国家三个年龄组别(9岁 、13岁及 17岁),

共一万多所学校的生产函数。至于利用多元回归方程分析个别国家或地区

的学校增值的例子更多 ,例如Ｌａｄｄ和Ｗａｌｓｈ(2002)研究了美国南卡罗莱纳州

和北卡罗莱纳州的 5年级学生 ,而 Ｂａｒｒｏｗ和 Ｒｏｕｓｅ(2004)则引入工具变量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研究美国公立学校财政支出的效率情况 。

随着统计技术的发展 ,多层线性模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ｓ,ＨＬＭ)

取代了早期的多元回归方程 ,成为增值研究的主流工具。多层线性模型的最

大优势在于它同时具有处理多层结构数据(例如学生与学校)的分析能力。

多层模型通常将学生水平的数据作为第一层 ,将学校水平的数据作为第二层

加以分析。国外利用多层模型作增值研究的例子不计其数 ,除大部分针对学

生和学校两个层面以外 ,也包括一些较为特别的例子 ,如 Ｒｉｃｅ等人(2002)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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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层模型研究学校时间表对课时的划分如何影响高中学生数学科的成绩

和教师对课时的利用 。

近年来 ,国内的学者亦相继开展相关的研究。其中针对个别学校的例

子 ,有李丽(2005)利用一所北京小学进行的增值分析 ,利用年级作分层 ,分析

年级和学生个人因素对成绩的影响。较大规模的研究则有马晓强等人

(2006)对河北省保定市普通高中学校的增值研究 ,利用多层模型分析学校间

高考成绩的差异 。

(二)增值指标的政策发展

美 、英等国是引入增值指标作为评价学校表现的先驱。学校增值评价的

起源可追溯至詹姆斯 ·科尔曼 1966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 《关于教育机会平

等性的报告 》,简称 “科尔曼报告”(Ｃｏｌｅｍａｎ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ｅｗａｒｔ2006)。该报告

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学校效能的增值性评价问题 ,但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催

生了学校效能增值性评价 。 1992年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在审视对学校的资助

系统和州政府的教育经费时 ,要求加强教育结果的绩效考核 ,结果通过田纳

西州增值评价系统(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ＶＡＡＳ)作为

田纳西州教育改进法案中的一部分 。这是增值评价系统正式落实的开端。

在其后的几年间 ,其他 21个州内数百个学区都相继将增值评价法用于学校

评价。到了 2001年 ,联邦政府通过著名的教育法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

(ＮｏＣｈｉｌｄ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Ａｃｔ),支持增值评价法的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与

日俱增 。该法案规定各州每年需对 3至 8年级的所有学生进行阅读和数学

测试 ,对学生的成绩进行追踪监测 ,并将学生的学业成就与政府对学校的拨

款相联系 ,明确提出 “通过高标准和效能核定来实现平等 ”。为配合全美国的

使用 ,原先发明ＴＶＡＳＳ系统的 Ｓａｎｄｅｒｓ也连同其团队把系统加以改良 ,开发

成为现今更为人熟悉的教育增值评价系统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ＥＶＡＡＳ)(Ｓａｎｄｅｒｓ, 1998)。

英国政府自 1992年也开始公布各中学的学校表现排名表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ａｂｌｅ),作为一种对学校效能的评价 。直至 2002年开始在英格

兰和威尔士的所有中小学实施学校效能增值评价 ,以 2004年和 2005年作试

63



点 , 2006年全面落实学校效能的多元增值评价。而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主导的教育系统国际指标项目(ＩＮＥＳ)也考虑将增值性评价方法纳

入国际教育指标系统 ,以便比较国际间学校的效能 。

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署(现教育局)在 1999年进行了一项发展量度学生

学业增值表现指标的研究计划。增值表现指标成为 “质素保证架构 ”中学校

表现指标体系的一部分 ,并作为学校外评和自评的基础。研究计划由澳洲墨

尔本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联合进行。研究成果包括量度学业增值的模型 ,以

及一个用以向个别学校发放增值数据的计算机系统。模型经教育部门严谨

测试和先导学校试用 ,亦曾于国际研讨会上发表 ,并得到海外学者的支持。

以下说明香港所采用的增值指标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增值指标网上系统的开

发与应用。

三 、香港的增值指标模型

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 ,香港采用的增值模型为一个多层模型 。根据 《学

校增值数据系统手册 》(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 2010)所示 ,系统中某一学校

的增值是指:(1)于一段固定时期内;(2)考虑其学生的特质;(3)相对其他学

校 ,该校学生学业提升的程度 。简单来说 ,增值估计值的概念就是预测成绩

及实际成绩之差(图 1)。图 1中每一点代表每所学校的两个成绩量数 ,一个

是学校在香港中学会考化学科的成绩量数 ,另一个是学生平均学习能力指数

(ＡＡＩ)。图中的直线是回归线。回归线的整体趋势显示学生学习能力指数

得分高的学校 ,在香港中学会考中考取高分的机会较大。由图 1可见 ,三所

学校的学生学习能力指数非常接近 ,但不同学校学生在香港中学会考化学科

的平均得分却有显著差异。相对全香港学校所计算的预期成绩而言 ,三所中

学中有一所高于预期 、一所接近预期 、一所却低于预期。

(一)数据来源

由于香港在 2009— 2010学年以前的中学学制是七年制 ,即三年初中 、两

年高中及两年预科。学生需于中五时应考香港中学会考 ,成绩优异的可升读

中六;中七时再应考香港高级程度会考 ,争取入读大学。因此 ,香港的增值模

型主要反映出学校中一至中五及中六至中七整体学生学业增值的资料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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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增值的概念为预测成绩及实际成绩之差

于这种学制 ,目前用于计算学校增值指标的三项学生成绩数据包括学习能力

指数 、会考及高级程度会考成绩 。学习能力指数是学生入读中学前学习能力

的依据①;会考及高级程度会考成绩则分别代表学生完成中五和中七后的学

习能力 。由于香港在 2009年 9月开始实施新高中学制 ,变为三年初中加三

年高中 ,因此 , 2012年后的学校增值指标将利用另一套成绩数据计算。当中

包括完成小六和中三时应考的全港性系统评估成绩 ,以及完成中六时应考的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但因为全港性系统评估只包括中文 、英文及数学三

科 ,所以增值指标模型届时亦需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多层模型

香港的学校增值数据系统建基于多层模型 ,可计算出增值估计值及相连

的置信区间 。

ｙｉ=ｂ0 +ｂ1ｘｉ+ｅ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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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1)中下标ｉ的值可以是 1至 ｎ,而ｎ则代表学校内的学生总数。

就第ｉ名学生而言 ,ｙｉ代表成绩变量(例如某次考试得分),而 ｘｉ则代表控制

变量(例如学习能力指数)。下列方程式可计算学生的预测得分(ｙ):

ｙｉ=ｂ0 +ｂ1ｘｉ (2)

方程式中的ｙｉ代表第 ｉ名学生的预测考试得分 ,ｂ0代表回归线的纵轴截

距 ,ｂ1代表斜率。在方程式(1)中 ,ｅｉ代表第ｉ名学生的实际考试得分与预测

得分的差异 。由于方程式(2)代表的模型之固定部分未能预测出这个差异 ,

故这个差异被称为 “剩余值 ”(见图 2)。总体而言 ,ｅｉ服从平均值为零的正态

分布。

图 2　以剩余值的概念反映增值

在此情形中 ,我们希望能在学生ｉ的剩余值ｅｉ中分离出与其所就读的学

校ｊ有关的分量:

ｅｉｊ=ｕｊ+ｗｉｊ (3)

ｕｊ称为学校剩余值。把方程式(1)改写为下述具有双重下标的方程式:

ｙｉｊ=ｂ0 +ｂ1ｘｉｊ+ｅｉｊ=ｂ0 +ｂ1ｘｉｊ+(ｕｊ+ｗｉ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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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中项目的两个下标ｉ和ｊ分别代表学生和学生就读的学校。方程

式(3)最重要的特点是ｕｉｊ项 ,这个项目代表第ｊ所学校实际截距与整体平均

值的差异 ,又称为 “第二层面剩余值”。对每一所学校ｊ而言 ,ｗｉｊ服从平均值

为零的正态分布 。

在一定条件下 ,ｕｊ可表现为控制变量ｘｉ的线性函数:

ｕｊ=ｃ0 +ｃｊｘｉｊ (5)

将(4)与(5)合并得到如下的双层模型:

ｙｉｊ=ｂ0 +ｂ1ｘｉｊ+(ｃ0 +ｃｊｘｉｊ+ｗｉｊ)=(ｂ0 +ｃ0)+(ｂ1 +ｃｊ)ｘｉｊ+ｗｉｊ (6)

由于方程式(6)有两个层面的预测模型及学生的两个剩余值(在第一层

面的剩余值ｅｉｊ=ｕｊ+ｗｉｊ以及在第二层面的剩余值 ｗｉｊ),所以属多层模型 。在

此多层模型中 ,重要的任务是求得学校增值的估计ｕｊ。

图 3　多层模型中包含学校层面增值(剩余值)和学生层面增值(剩余值)

(三)控制变量

利用多层模型分析法计算增值的估计值的优点之一是可以对某些控制

变量作统计上的调整 。控制变量是指影响学校成绩的变量 。以往的研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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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最准确的成绩预测变量几乎都是前期测验成绩。前期测验成绩能解释绝

大部分的方差比例 ,而只有小部分方差比例由其他因素解释(Ｗｉｌｌｓ1992;

Ｔｈｏｍａｓ及Ｍｏｒｔｉｍｅｒ1994)。表 1列出了现时学校增值数据系统内采用的控

制变量 。
表 1　学校增值数据系统内采用的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群组 变数的描述

正规化学习能力指

数(ＮＡＡＩ)

中一至中五

(香港中学会考)

学生的正规化学习能力指数得分 ,显示入读中学的学习

能力 ,以反映对学生成绩量数得分的影响

正规化平均学习能

力指数(ＮＡＶＡＡＩ)

中一至中五

(香港中学会考)

所有在校内报考某科目的学生之正规化平均学习能力指

数,显示报考该科目的学生过往之平均学习能力 ,以反映

对学生成绩量数得分的综合影响

主要三科成绩

中六至中七

(香港高级程度会
考)

综合得分的计算方法是把学生在香港中学会考英文科

(课程甲或课程乙)、数学科(若没有报考数学科则取附

加数学科)及中文科的标准化科目得分加起来 ,然后标准
化而得出综合得分。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三科显示完成

中五课程后的成绩 ,以反映对学生成绩量数得分的影响

主要三科平均成绩

中六至中七

(香港高级程度会

考)

将学校报考该科学生的主要三科成绩得分平均及标准

化,显示修读该科的学生之过往平均成绩 ,以反映对学生

成绩量数得分的影响

对应科目成绩

中六至中七

(香港高级程度会
考)

这是根据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中对应香港中学会考的标准

化得分 ,并由 2003年开始采用于增值分析中。 例如:高
级程度化学科的对应科目为香港中学会考的化学科

对应科目平均成绩

中六至中七

(香港高级程度会

考)

将学校报考该科学生的对应科目成绩得分平均及标准

化,显示修读该科的学生之过往平均成绩 ,以反映对学生
成绩量数得分的影响 ,此控制变量由 2003年开始采用于

增值分析中

性别 全体
以“ 0”代表男生 ,以 “ 1”代表女生 , 来反映女生对学生成
绩量数得分的影响

女校 全体
以“ 1”代表就读女校的学生 ,来反映就读女校对学生成
绩量数得分的影响

男校 全体
以“ 1”代表就读男校的学生 ,来反映就读男校对学生成
绩量数得分的影响

中三转校
中一至中五

(香港中学会考)

以“ 1”代表中三及中五分别就读不同学校的学生 , 来反

映学生完成中三后转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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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校次数
中一至中五

(香港中学会考)
学生就读过学校的数目 ,以反映转校的影响

　　具体来说 , 学生在香港中学会考的成绩 ,会按他们的学习能力指数

(ＡＡＩ)、有关科目的整体学生平均学习能力 、学生的性别 、就读女校或男校及

学生在该校就读的年期而调整。而学生在香港高级程度会考的成绩 ,会按他

们的香港中学会考主要科目(中文 、英文及数学)成绩 、有关科目之全体学生

的主要科目平均成绩 、学生的性别及就读女校或男校而调整 。

除调整控制变量外 ,当中的 “随机斜率 ”(ｒａｎｄｏｍｓｌｏｐｅ)模型更能够考虑

每所学校过往成绩作为考试成绩的预测变量 。因此 ,透过模拟这种随机变

化 ,我们就可推论出差异效益 ,即学校对不同组别的学生(如能力高或能力低

的学生),在效益上可能出现的差异程度。差异效益也是学校改进教学的重

要参考数据之一 。

(四)增值估计值的信度与效度

所有增值的估计值都涉及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模型

内已被量化为其增值估计值的误差。设想学校 ｊ的增值之 “真值”为ｕｉｊ,其相

应的估计值为

ｖｊ=ｕｊ+ｄｊ (7)

其中ｄｊ为与ｕｊ独立的随机误差 。则估计的信度为

ｒ=ｕｊ/ｖｊ=ｕｊ/(ｕｊ+ｄｊ) (8)

因此 ,方程(7)的信度可用来衡量估计值的精确度 。信度的数值范围为

0与 1之间 。信度越大 ,意味着增值估计值的误差越小 。以每个估计值及误

差为基础 ,可制定置信区间。基本上当所有条件相等时 ,若学校只有少数学

生报考某科目 ,其增值估计值会出现较大的误差;相反 ,若学校有很多学生报

考某科目 ,其增值估计值的误差则较小。

图 4显示两个中学会考科目的增值估计值信度与学校学生人数的关系。

以生物科和中文科来看 ,当学校的学生人数达五十多名时 ,增值估计值的信

度便稳定地达 0.9水平或以上。表 2则显示学生人数对香港中学会考与香

港高级程度会考综合各科目平均信度的影响 。同样是当人数达 30人时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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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已超越 0.8水平 。

图 4　增值估计值信度与学校学生人数的关系

表 2　不同学生数目对综合各科目平均信度的影响

人数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60 70 80 90 100

会考 .66 .74 .79 .82 .85 .87 .88 .89 .90 .92 .93 .94 .94 .95

高考 .61 .70 .75 .79 .82 .84 .86 .87 .88 .90 .91 .92 .93 .94

　　至于效度方面 ,就大部分香港中学会考及香港高级程度会考科目来说 ,

控制变量基本上能解释考试得分方差 30%以上 。在香港中学会考低于 30%

方差水平的科目包括金工 、工业绘图及美术;而香港高级程度会考则包括数

个历史科的考试科目 。总括来说 ,无法计算增值数据的情况只有:(1)若干科

目由于学校报考学生人数太少;(2)得分方差比例低于可接受程度 。

四 、增值指标网上系统Ｓｃｈｏｏｌｓ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ＶＡＩＳ)

学校增值资料系统(又称ＳＶＡＩＳ)是一套保密的网上系统 ,专为学校制作

不同形式的增值报告 。每所学校均获发一个学校账户 ,以便查看资料。学校

可获得不同科目 、年份和学生群组的增值情况 ,亦可比较该校与全港学校 、同

区学校和相类收生学校的增值情况。系统现时提供 2000至 2009年十年的

中一至中五及中六至中七学生群组的增值数据 。ＳＶＡＩＳ的增值资料以增值

估计值显示 。每科的增值估计值经调整为最高 +10和最低 -10。每个增值

估计值会提供误差度(95%置信区间)。如第三部分所述 ,若学校的某科考生

少于 10名 ,估计值的信度会较低 ,系统将不提供该科的增值资料 。ＳＶＡＩＳ提

供的报告种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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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科目报告图 /多项科目报告表

·学年报告

·全部学校 、相类收生及同区学校比较报告

·差异效益图象

学校可利用当中的多项科目报告图和多项科目报告表(图 5)比较同一

年度不同科目的增值表现 。学年报告(图 6)则比较单一科目跨年的增值表

现和提供移动平均数据以掌握趋势。

图 5　多项科目报告表例图

ＳＶＡＩＳ除帮助学校了解其本身的增值数据外 ,更包括 “比较报告 ”部分。

个别学校可以把本身的增值数据与全部学校 、相类生源及同区学校比较。为

了界定 “相类生源学校 ”类别 ,需计算每所学校中五学生入读中一时的平均学

习能力指数 ,及每所学校中七学生入读中六时的主要三科①或对应科目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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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主要三科:这是一个标准化的综合得分 ,是由学生在香港中学会考英文科 、数学科(如无报考
数学科 ,则以附加数学科代之)及中文科的标准化科目得分相加而成。 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三科显示
学生中五会考的成绩对中七会考成绩量数得分的影响。

对应科目:这是根据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中对应香港中学会考的标准化得分 , 并由 2003年开

始采用于大部分科目的增值分析中。例如:高级程度化学科的平行科目为香港中学会考的化学科。



图 6　学年报告例图

平均得分。然后 ,将这些平均得分转化为 “九位数” ,形成九个组别 。九位数

是标准化得分 ,平均分为 5,标准差为 2,最小为 1,最大为 9。由于九位数的

基础是全部参加有关考试的学生之平均学习能力指数 ,因此 ,相同九位数的

学校被界定为 “相类生源学校”。

图 7是以某学校香港中学会考某科目的中一至中五学生群组为例所制

作的比较报告。学校的增值得分会以 “盒须图 ”形式显示 , “盒 ”的顶部代表

第七十五个百分位数 ,底部代表第二十五个百分位数;“须 ”的顶部代表表现

最优秀学校的增值得分 ,底部代表表现排名最后学校的增值得分 ,而在 “盒 ”

中间的双划线则代表第五十个百分位数。以图中的例子来说 ,学校的增值估

计值约为 2.5。数据显示该校该科目的增值表现比其他 75%的学校略为高 ,

更远比其他 75%的同类学校为高 ,也同时高于过半数的同区学校 。

如前文所述 ,由于系统的 “随机斜率”模型能够考虑每所学校过往成绩作

72



图 7　比较报告例图

为考试成绩的预测变量 ,因此 ,系统亦能推论出学校对不同组别的学生(如能

力高或能力低的学生)在效益上可能出现的差异程度。学校可以制作差异效

益报告 ,获取相关的数据。差异效益报告的图象一般会显示两条回归线。其

中一条回归线反映 “全部学校”的整体表现 ,另一条回归线反映该校学生的表

现 。比较两条回归线的斜度 ,可反映学校中能力较高(或低)的学生 ,与 “全

部学校 ”能力相近的学生相比的相对形势 。图 8ａ所显示的学校其能力较高

的学生 ,相对 “全部学校”能力相近的学生有较高的效益 。而图 8ｂ中的学校

虽然全部学生的增值程度比全部学校的平均为低 ,但当中能力较低的学生 ,

相对 “全部学校”能力相近的学生则有较高的效益。若有明确证据显示学校

出现差异效益 ,学校可尝试找出校内哪些因素造成这种现象 ,但差异效益始

终是个较为复杂及备受争议的现象(Ｊａｓｏｎ＆Ｇｒａｙ1991)。

综合而言 ,ＳＶＡＩＳ系统基本上为学校提供了多方面的数据 ,以便学校的

管理层和个别教师因应不同的学科或不同能力的学生作出适切的教学调适。

然而 ,ＳＶＡＩＳ系统仍存在一些限制 ,首先 ,尽管有助于学校了解其增值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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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图 8　差异效益报告例图

式 ,但估计值并非绝对值;其次 ,估计值的计算只考虑考试成绩 ,同时 ,估计值

并不反映任何水平或标准;再者 ,由于学生人数较少(特别是个别科目),在判

读中六至中七阶段的增值指标时 ,需特别注意 ,而且增值指标并不反映增值

背后的原因 ,学校需要参考其他数据再作深入探讨 。

五 、增值指标的应用

根据香港教育局的建议 ,学校可以利用增值数据作自我评估 ,例如检查

教学和学生支持工作的成效 、制定和推行改善计划 ,以及订立具挑战性而可

行的目标等 。学校更可与家长分享自评结果 ,促进家庭与学校的合作 ,但应

避免将学生表现资料作为宣传手段之用。

图 9显示了具体的增值数据应用建议 。学校参照从 ＳＶＡＩＳ系统取得数

据后 ,应先分析其增值的模式。分析应涵盖不同方面:就科目而言 ,应了解所

有科目的整体形势和个别科目的差异 ,找出哪些科目达到预期 、高于预期或

低于预期;就趋势而言 ,除分析该学年的增值情况外 ,应同时分析过去数年上

升或下降的变化与其变动幅度;而就学校与其他学校的比较而言 ,可比较该

校与全港 /同区 /相类生源学校的增值表现 ,利用四分位数(25%/50%/75%)

分析学校在增值上的排位 。

与此同时 ,学校应该借助增值模型提供的数据 ,结合校内其他资料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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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学校利用增值数据流程图

据(如学校表现评量),找出增值模式的可能成因 。教学是互动的过程 ,影响

增值的原因既可以是教师的经验 、学科知识或士气等 ,亦可能是学生的学习

态度 、自我概念或价值观等 。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客观的环境因素 ,如课程 、教

学策略 、教学语言或教学资源 、支援等 。最后 ,在深入讨论增值数据所反映的

实际教学情况后 ,就可制定适切的措施作为后续教学的依据 。对增值表现良

好的科目 ,可安排经验分享;对增值表现欠佳的科目 ,则应制定计划和措施支

持 ,以改善教学的成效 。

六 、总结与展望

以增值指标作为评价学校表现的一种方法在先进的国家或地区已经实

施多年 。增值指标的最大优点是能考虑学生能力及学校特质等多种因素 ,反

映学校对提升学生学业表现的相对效能 ,并以一个简单的数字来反映学校的

表现。增值指标的原意是协助学校找出不同学科在学与教方面的强项和不

足 ,以便作出改进 。但现实中也存在着部分学校的管理层把增值指标用作评

核教师教学质素的工具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校与教师之间的矛盾 、分化

及对立 。亦有研究显示增值指标受大量学校控制范围以外的因素左右 ,并非

反映学校表现的理想数据 ,作为了解学校间差异的参考较为合适(Ｔａｙｌｏｒ及

Ｎｇｕｙｅ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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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 ,由于获得政策上的确认 ,相信增值指标在未来仍然是评价学

校表现的主流方法之一 。参考 Ｗｉｌｌｓ(2008)的建议 ,在推动增值指标的研究

和政策发展时 ,应多注意以下七个事项:

1.增值并非单纯是不同阶段的成绩差异 ,估计学生的预期成绩的准确度

直接影响增值指标的精密性;

2.社会经济因素的控制 ,贫富悬殊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 ,掌握学习资源

(例如计算机 、参考书或补习班等)的多寡成为影响成绩的重要因素;

3.学校因素 ,包括生源情况等的组成因素和师生互动等的环境因素都会

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

4.临界转移(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即国外研究所指约 8岁至 9岁学生从

“学习阅读”变为 “通过阅读学习 ”的学习范式转移;

5.班别因素 ,即同一级别中班与班的差异较学校与学校间的差异为大;

6.学习过程的复杂性 ,增值模型假设把非学校因素剔除 ,便能有效反映

学校教学的表现 ,但实际上影响学生学习的非学校因素多不胜数 ,当中更有

一些是与学校因素相关的 ,难以截然把两者分开;

7.高增值并不一定是教师的目标 ,增值指标单纯计算学业成绩 ,但完整

的学校教育应兼顾学生德 、智 、体 、群 、美诸育的发展 ,单靠增值指标来评价教

师的表现 ,有欠全面。

香港的学业成绩增值分析也曾受到质疑。首先 ,增值指标的正与负值只

是建基于全港学校的相对水平 ,就全部学校而言是 “零和 ”计算 ,并不能显示

学科教学目标的达成与否 。同时 ,学业成绩增值分析内学校及科目的正与

负 ,主要关系在于学生在中学会考的表现 ,而此表现的高低与学校教育的关

系 ,的确是因校而异(如某些学校很多学生在外补习应付会考),难以一概而

论 。但事实上 ,学业增值表现只是 21项学校表现评量项目之一 ,既不是学校

质素保证计划的全部 ,更不是用来取代其他如公开考试成绩或学生出席率等

指标。因此 ,对增值指标有充分的了解和适当的运用 ,方能让其发挥最大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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