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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SPSS建立數據分析系統
促進學、教、評

趙盛豪老師

「評估素養是指教師在評估應掌握的知識和能力，
包括能清晰地向學生展示學習的要求、把評估作為
學與教的一部份、使用不同評估工具以配合不同的
評估目標、有效地運用評估資料或數據、為學生提
供優質回饋、 並調整教學策略以改善學生學習」

(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全港性系統評估檢討
報 告》 ，2016年2月，頁173。)

「評估素養」 評估的作用

•並非只在篩選及評價學生水平

•能回饋學校，讓學校檢視教學。

•分析學生的強項和弱項，進而優化學與教。

•發展及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學、教、評的關係及循環作用

以SPSS建立數據分析系統

SPSS的操作界面

數據輸入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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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輸入示例

數據輸入介面

進行分析前需要輸入原始數據

輸入方式與Excel類似

(不同之處是需設定數據性質)

數據性質的重要性

協助系統區分數據的性質，例如等級、數量等

有了數據性質才能作出更準確的分析，因為性質會
令數字的意思改變，例如以下兩者便有很大的差距

名次：1

得分：1

為何需要系統分析評估數據?

為何需要數據分析?

學生數學運算的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數據1：某級學生在上、下學期兩次考試中的平均分

上學期考試 下學期考試

平均分 74.2 72.8

為何需要數據分析?

數據2：某級學生在上、下學期兩次考試中於「數」
範疇的答對率

結論：學生在「數」範疇的表現有所提升﹖

上學期考試 下學期考試

答對率 66% 69%

分析示例一

學生表現

最好：理解篇章內容及要點 (81%)

最差：理解篇章中的詞語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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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數據分析?

數據2：某級學生在上、下學期兩次考試中於「數」
範疇的答對率

結論：學生在「數」範疇的表現有所提升﹖

上學期考試 下學期考試

答對率 66% 69%

分析示例二 (T-檢定,雙尾)

如果做精密的數據分析

可能得出不一樣的結論

分析示例二

學生成績上的進步

純粹是數字上的偶然

機會率是9.4%

接近八成的機率

代表學生成績上的差異很

可能只是數字上的偶然

分析示例二

學生在計算題的表現有所提升，但並不包括應用題

分析結果所引起的需關注問題

為何學生的計算能力有所提升，但處理應用題時卻
沒有得到更好的成績呢﹖

建立評估數據分析系統

分析的方法也是評估重要的一環，

老師需要理解為何及如何將數據分類、分層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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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也是一樣嗎?

分析示例三

Descriptives

N Mea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Mean

Minim

um

Maxim

um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認識四邊形的特性

答對率

4A 25 .5200 .23805 .04761 .4217 .6183 .20 1.00

4B 25 .4640 .19765 .03953 .3824 .5456 .00 .80

4C 26 .5154 .18909 .03708 .4390 .5918 .20 1.00

4D 24 .5750 .21518 .04392 .4841 .6659 .20 1.00

4E 24 .4917 .26361 .05381 .3804 .6030 .00 .80

Total 124 .5129 .22122 .01987 .4736 .5522 .00 1.00

繪畫四邊形答對率 4A 25 .8500 .25000 .05000 .7468 .9532 .25 1.00

4B 25 .9500 .20412 .04082 .8657 1.0343 .00 1.00

4C 26 .9615 .13587 .02665 .9067 1.0164 .50 1.00

4D 24 .9375 .16892 .03448 .8662 1.0088 .50 1.00

4E 24 .8438 .29315 .05984 .7200 .9675 .00 1.00

Total 124 .9093 .21933 .01970 .8703 .9483 .00 1.00

乘法交換及結合性

質答對率

4A 25 .4800 .50990 .10198 .2695 .6905 .00 1.00

4B 25 .4400 .50662 .10132 .2309 .6491 .00 1.00

4C 26 .6923 .47068 .09231 .5022 .8824 .00 1.00

4D 24 .5000 .51075 .10426 .2843 .7157 .00 1.00

4E 24 .2917 .46431 .09478 .0956 .4877 .00 1.00

Total 124 .4839 .50177 .04506 .3947 .5731 .00 1.00

乘法計算答對率 4A 25 .6800 .47610 .09522 .4835 .8765 .00 1.00

4B 25 .4800 .50990 .10198 .2695 .6905 .00 1.00

4C 26 .5769 .50383 .09881 .3734 .7804 .00 1.00

4D 24 .5000 .51075 .10426 .2843 .7157 .00 1.00

4E 24 .5833 .50361 .10280 .3707 .7960 .00 1.00

Total 124 .5645 .49783 .04471 .4760 .6530 .00 1.00

四則混合應用題答

對率

4A 25 .6600 .40104 .08021 .4945 .8255 .00 1.00

4B 25 .5600 .45803 .09161 .3709 .7491 .00 1.00

4C 26 .6827 .44473 .08722 .5031 .8623 .00 1.00

4D 24 .8333 .35098 .07164 .6851 .9815 .00 1.00

4E 24 .7708 .41649 .08501 .5950 .9467 .00 1.00

Total 124 .6996 .42049 .03776 .6249 .7743 .00 1.00

分析示例三

認識四邊
形的特性

繪畫四邊
形

乘法交換
及結合性

質

乘法計算 應用題

A班 52% 85% 48% 68% 66%

B班 46.4% 95% 44% 48% 56%

C班 51.5% 96.2% 69.2% 57.7% 68.3%

D班 57.5% 93.8% 50% 50% 83.3%

E班 49.2% 84.4% 29.2% 58.3% 77.1%

從數據分析中找出學習難點：
歸納段意能力較弱

(節錄自校本試後分析報告)

促進學與教的評估 促進學與教的評估 促進學與教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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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試卷 分析示例四 分析示例五

信度分析

分析示例五

(Cronbach’s Alpha)

整體信度=.841

以評估數據回饋評估 以評估數據回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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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系統的優勢

準確、快速、細緻

分析系統的優勢

處理涉及

多個變項/

因變項的分析

建立評估數據分析系統

「將學生的學習情況/表現數據化，並加以分析，

從中獲取更為客觀和精準的結論。」

只是「促進學、教、評」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