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設計與應用科技

校本評核簡報會
李敏怡
評核發展部經理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日期：2017年6月10日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議程
內容 時間 講者 

DAT SBA評核準則重温 20 分鐘 李敏怡女士

校本評核作業心得分享 45 分鐘 鄭振光先生 

2017 校本評核 考生表現回饋 45 分鐘 盧騰蛟博士 

2019 校本評核設計作業題目闡釋 60 分鐘 盧騰蛟博士

與分區統籌員小組會議 35 分鐘 鄭振光先生
李健雄先生
伍家謙先生

問答時間 15 分鐘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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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日曆

日 期 事 項  

2017年 6月中旬 發布 2019 校本評核設計作業建議題目 

2017年 7月12日 發放  2017 考試成績 

2017年 10月 學校收取 2017 校本評核回饋 

2017年 11月 2017 年考試簡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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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設計作業 

• 佔全科 40% 
(第一部分: 10% ;第二部分:  30% ) 
• 25 - 35 小時 

• 從建議的設計作業題目中三選一 

• 學校須於考試當年一月呈交 S5 和 S6 SBA分
數 

• S6 重讀生只需呈交 S6 的 SBA分數，該分數
將按比例以 40% 計算在科目考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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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評分 – 學校準備事項

校本評核監督 及 /或 分區統籌員將於每年 3月至5月
到訪學校。 

1. 展示所選取的昀多 6名考生的第一及第二部分的
設計作業 及 校內評分表。 

2. 必須提供所選取的考生的設計作業的電子副本
予到訪的分區統籌員。 

3. 設計作業 需能以考生編號或身份證號碼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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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評核準則 - 第一部分 

3.5% 

3.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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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佔全科的



SBA評核準則 - 第二部分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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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部分
佔全科的



資訊進行整理分析、

第一部分 
• (a) 確認問題–探究問題及闡明所需工作

確認問題，並加以分析 (10 分/1%) ≠ 羅列一堆未經整理組織的提問 

理解設計處境、分析及簡明的描述、

釐清設計限制、確認目標使用者各方面需求

列出設計綱要及一系列設計要求 (10 分/1%) 
 具體設計綱要、要求全面、相關的和有解釋的設計規格

研究、探討及資料收集 (15 分/1.5%) 
與設計問題及要求 相關、對所收集的數據 /

得出有助於解決設計問題的結論 

• (b) 科技探究–探究真實的科技與設計個案 (35 分/3.5%)

進行個案研習或科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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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分
需明確
分開



 

第一部分 
• (b) 科技探究–探究真實的科技與設計個案 (35 分/3.5%)

進行個案研習或科技探究 

1. 訂立及清楚闡釋探究焦點、範圍及探究方案。

闡明與設計問題的相關性、適用性和重要性。 

2. 對設計和生產一系列產品 / 系統 / 環境的設計方法和程序，進行調查、 分析。

確定有助於解決設計問題的特定概念和技巧。 

3. 從科技探究活動分析獲得的知識和技巧得出明確的結論，並據此建議如何改進設計方案。 

• (c) 探索初步設計意念

產生及發展意念 (20 分/2%) 

1. 採取連貫和合適的設計策略及規劃，去產生和發展昀少三個不同的設計意念。 

2. 運用各種不同的技巧探索、產生及發展初步設計意念，以達致意念發展的工作。 

3. 表明如何將研究結果應用於意念發展之中。

草繪所建議的設計方案 (10 分/1%) 

草繪立體圖和正投影圖去展示設計概念。 9

第一部分 (c) 與
第二部分 (a) 
需明確分開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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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發展及改良各設計意念

原創意念及考慮各項可行的答案(20 分/6%) 

在發展設計理念的過程中，展示創造力。 

進行試驗、原型製作和模塑方法，探索替代方案。 

根據設計規格和可行性，評估篩選替代方案。 

能提出理據作決定。 

繪製所建議昀終解決方案的組裝圖和施工，並附以零件表。

設計可行性及原創性 (10 分/3%) 

技術可行性 

設計方案的原創性

第一部分 (c) 與
第二部分 (a) 
需明確分開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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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實踐昀後設計方案
所製作產品的功能及質量 (15 分/4.5%) 
成品完成，具備細節。 
成品按預期有效運作，符合設計規格的要求。

適當及創意地應用科技 (10 分/3%) 
採用合適的製作工序、材料，製作/模塑昀終設計。 
利用合適的媒體，展示設計相關的要求。

計劃、時間及資源的管理 (5 分/1.5%) 
制定切合實際的行動計劃和時間表。 
展示組織和管理與實踐設計有關的資源。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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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測試及評估昀後設計方案

就科技和設計方面去測試及評估最後設計方案 (10 分/3%) 
根據設計規格，制訂評估計劃，評估成品的表現。 
指出昀後設計方案的優點，和需進一步改善及發展的建議。

討論所設計的方案對相關議題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10 分/3%) 
了解產品在生命週期對社會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建議方法以減少昀後設計方案帶來的負面影響，並附有理據。

實踐滿足客戶/消費者的要求 (10 分/3%) 
評估及解釋如何滿足客戶/消費者/使用者要求。 
根據評估結果，建議合適的改進或解決方法。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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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整體表現 (10分/3%) 
具可操作實體模型 或 可操作實體局部模型及其虛擬立體模型。 
* 不接受紙張/卡片製模型等快速草模作為「昀終結果」 

記錄檔案夾內容清晰、連貫及完整，組織結構明確。 

使用專業術語、標準、符號和慣例表達意念。



注意事項 

14 

• 第二部分分數 = 第一部分的 3 倍 

• 悉心計劃設計作業兩部分的時間分配 

• 在設計作業中，利用評核準則的每一項目作為 標題，

清楚列出每一部分。 

• 仔細跟從設計作業的每一點要求。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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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設計過程中需不斷檢視題目要求及設計規格，尤其在

「產生及發展設計意念」 及 「測試及評估昀後設計方案」階段。 

• 根據設計規格撰寫評估計劃，從科技及設計方面評估方案表現。 

• 所搜集資料需經整理、組織、分析，並得出一些與設計方案相關的小總結。 

• 根據評核準則的項目，明確區分每一部分，評分更清晰。 

• 評分必須一致。 若第二層次比第一層次還高分，形成評分不公。 

• 呈分後，不能再改動設計作業，竄改作業有違考試規則。



  

 

注意事項 

• 只製作實體模型或其虛擬立體模型，而沒有撰寫相關部分
的報告，是未能完成/滿足作業第二部分的要求。 
(HKDSE SBA DAT作業的要求 比 HKCEE 水平高) 

• 一些考生選擇自訂作業題目。 然而，一些自訂題目未能附
合全部 SBA評核準則。 

• 學校應選用每一考試年度，由考評局所提供的三個題目
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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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及資料 
• http://www.hkeaa.edu.hk 
• 主頁 > 校本評核 

• 選擇 「校本評核科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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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及資料 

DAT科目資訊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 

/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2&2&10 

DAT校本評核 

http://www.hkeaa.edu.hk/tc/sba/sub_info_sba/dse_subject.html?10 

2017 試題專輯 (2017 年 11月 出版  ) 

2017考生表現示例 (考評局網頁) (2017 年 11月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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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熱線： 考試行政 

3628 8860 (按 1, 7, 1) 

SBA系統操作查詢 

3628 8070

電郵： dse@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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