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QB 平台簡介



Principle 1
Assessment should be valid
Principle 2
Assessment should be reliable and consistent
Principle 3
Information about assessment should be explicit, accessible and 
transparent
Principle 4
Assessment should b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Principle 5 
Assessment should be an integral part of programme design and should 
relate directly to the programme aims and learning outcomes

Principles of Assessment

Principles are sugges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Principle 6
The amount of assessed work should be manageable 
Principle 7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 should be included in each 
programme
Principle 8
Timely feedback that promotes learning and facilitates improvement should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ssessment process
Principle 9
Staff development policy and strategy should include assessment 

Principles of Assessment

Principles are sugges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教育城電子評估平台

KS1-KS3

KS3-KS4

•切合不同學習階段需要

•網上評估試題庫

•支持各類電腦裝置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則是在學與教過程中，找出和診斷學生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
進而提供有效的回饋，是增強學生後續學習的持續活動。
「促進學習的評估」是結合教學與評估，以促進學生學習，
是現時評估改革的趨勢，亦陸續多了教師關注及應用此策略
於學與教中。



特色

網上試題學習平台 (OQB) 是為「促進學習的評估」而設的平台

(累積近9500條題目，提供歷屆公開試試題、出版社及教師製作的題目）

按試題分類、難度及年份製作評估

(可自訂班別或特定群組/選擇個別學生派發評估題目)

選擇題目類型、電腦即時批改評估題目

即時評估報告/分析有助了解學生學習情況、檢視教學策略及課堂規劃

學生個人學習紀錄 (可參照回饋數據，對照個人表現)



• 10 個科目

•包括數學，物理，生物，
化學，經濟，地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旅遊與款待及體育

•另設由出版社、機構、教師
等提供免費題目

涵蓋的科目



• 自動批改系統

• 測驗模式、練習模式、溫習模式

• 題目分容易、普通、困難三個程度，可按
需要選擇題目

• 一系列評估分析報告，並提供考評局合格
率作參考

• 學生可自行製作試卷，促進自主學習

Instant Feedback

Various Test Mode

Learning Diversity

School-based Report

Self-evaluation

多元化功能，照顧師生學與教需要



簡易製作豐富試題

詳盡題目
參考資料

更改題目次
序、
新增或移除
題目

不同題目選擇/設定方式
• 課題
• 作者
• 程度
• 語言
• 年份
• 更多選擇(例如：可剔除之前已分派題目)

不同形式題目回答形
式、開放時間設定，
以配合不同類型之評
估目的



4種報告分析
綜合分析：學生總分比較
課題分析：學生分數與課題比較
程度分析：學生分數與程度比較
試題分析：試題詳情

全班學生試卷排名、分數、每題選擇

詳盡試後分析及數據回饋



4種報告分析
綜合分析：學生總分比較
課題分析：學生分數與課題比較
程度分析：學生分數與程度比較
試題分析：試題詳情

詳盡試後分析及數據回饋



• 由資深教師將公開試試題按學習內容組成練習卷

• 師生可按需要揀選合適的卷目進行練習

• 因應校情或學習進度修改後使用

更多詳情

• 提供逾 100 份不同課題的評估練習，涵蓋科目包括

✓ 數學

✓ 物理 (NEW!)

✓ 化學 (NEW!)

✓ 生物

✓ 經濟 (NEW!)

✓ 地理 (NEW!)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體育(NEW!)

✓ 會計與財務概論(NEW!)

預設評估



智用OQB．加強評估素養及自主學習

利用OQB數據回饋教學，
促進自主學習學習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資訊科技主任
簡嘉禧先生

數學科教師
賴偉良先生



智用OQB．加強評估素養及自主學習

應用OQB的科本策劃

棉紡會中學
課程發展主任 鄧皓明女士
資訊科技統籌主任 鄒志良先生
資訊科技及數學科教師 謝建邦先生
數學科科主任 鄭振壽先生



智用OQB．加強評估素養及自主學習

OQB平台應用示範



用教城教師或學生戶口登入

www.edcity.hk/oqb

平台示範

http://www.hkedcity.net/oqb


如何以OQB平台進行評估
教師部分

A) 擬訂評估及派出評估

B) 學生進行評估

C) 檢視及分享學生表現報告



A) 擬訂評估及派出評估



步驟 1 : 製作試卷 (數學科)
(1)選擇科目

(3)設定題目，包括：
• 課題
• 作者
• 程度
• 語言
• 年份
• 更多選擇(例如：可剔除

之前已分派題目)

(2)選擇群組：
分發的班別/群組



步驟2 ：編輯試卷

(1)輸入試卷
標題及簡介

(3)題目資料供參考

(2)教師版面會有
正確答案標示



步驟3 : 編輯題目次序或新增題目

(1) 更改題目次序、
新增或移除題目

(2) 另存/儲存
製作中的試卷



步驟4 ：設定試卷模式及時間

(1) 開放時間
• 作答時間：設定作答時間

(3) 評估設定
• 評估模式
• 學生檢視報告時間

(2) 作答設定
• 作答時間：設定作答時間
• 強制回答：設定學生是否需要回答所有問題
• 隨機：在試卷中是否隨機顯示題目/答案次序

(4) 另存 / 儲存 / 分派試卷



B) 學生進行評估



學生進行評估 -由老師派發的試卷

學生按開始進行由老師派發的試卷(1) 

(2) 學生可了解評估資料

3. 學生完成作答後，按下一頁往下一題



(1) 選取新增評估

學生進行評估 –學生自設試卷

(2) 學生自行設定題目，包括：
• 課題
• 作者
• 程度
• 語言
• 年份
• 更多選擇(例如：可剔除

之前已分派題目)



C) 檢視及分享學生表現報告



步驟5: 檢查學生提交情況及發送交卷通知

提交人數 檢視全班提交情況及
發送提交試卷通知

檢視報告



4種報告分析
綜合分析：學生總分比較
課題分析：學生分數與課題比較
程度分析：學生分數與程度比較
試題分析：試題詳情

全班學生試卷排名、分數、每題選擇

步驟6 ：報告檢示



與校內老師
分享試卷 /報告

步驟7 ：與校內老師分享試卷或報告





如何以OQB平台進行評估
學生部分



(1) 選取新增評估

學生進行評估 –學生自設試卷

(2) 學生自行設定題目，包括：
• 課題
• 作者
• 程度
• 語言
• 年份
• 更多選擇(例如：可剔除

之前已分派題目)



檢視學生個人表現報告



檢查學生個人報告



檢查學生個人報告 –綜合分析



檢查學生個人報告 -試題分析



檢查學生個人報告 –試題分析



OQB 服務查詢

www.edcity.hk/oqb

•熱線: +852 2624 1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8時至下午10時)
*公眾假期除外

•電郵: info@edcity.hk

•網站: www.edcity.hk

•OQB支援（教學短片）﹕
www.edcity.hk/questionba
nk/zh-hant/about/support

http://www.hkedcity.net/oqb
mailto:info@edcity.hk
http://www.edcity.hk/
https://www.edcity.hk/questionbank/zh-hant/about/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