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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習的評估 
2017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 

中三中國語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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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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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程序 講者 

上午9:30 - 10:30 

全港性系統評估 
評估設計及評估報告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教育評核服務部 

科目經理 
林婉薇博士 

及 
高級科目主任 
羅潔怡女士 

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 
中國語文科（中學三年級） 

上午10:30 - 10:45 小休 

 

 上午10:45 -11:15  

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 
中國語文科（中學三年級） 

上午11:15 - 11:30 答問時間 



一、簡介基本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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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系統評估–目的 全港性系統評估–目的 

“為學校管理當局及政府提供全港學生在中、英、

數三科的基本能力水平的資料，以便為有需要的學

校提供支援……。”  

 “……其功能是幫助了解各學校在中、英、數三科

是否達致基本能力水平，促使學校結合評估數據與

學校發展的需要，制定改善學與教成效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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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架 構 

「基本能力」與課程的關係 

知識 

價值及態度 
 

能力 

學習重點 
 能力 

 策略 

 興趣、態度、習慣 

基本能力 

教育局(2006)教師培訓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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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評估 
定義 一個達到基本能力學生在中、英、數的表現水平： 

  在該學習階段中達到最低而可接受的水平 

  不需額外的學習支援 

  有能力繼續下一個學習階段 

注意
事項 

在各學習階段進行水平釐定後，往後每年將以此水
平標準來擬訂學校及全港已達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
百分率，這百分率不會被該年評估題目的困難程度
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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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cheung/桌面/AppData/Local/Temp/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基本能力水平釐定(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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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系統評估特色 

• 涵蓋基本能力 

• 每名學生做不同卷別 

• 每題題目均有明確評估重點 

• 聚焦評估各範疇的能力表現，以便老
師掌握學生在該學習範疇的學習強弱 

• 所得的數據、資料用作診斷和改進學
與教，並非評定學校的等第或學生個
人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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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釐定 水平釐定 
• 為了維持已釐定的基本能力水平，本局藉研究測驗（Research 

Test），把不同年度的學生表現作等值（equating）研究，以便
比較該年學生與前一年學生的表現，藉此確保全港性系統評估
水平穩定和一致。具體做法如下：於第一年進行全港性系統評
估前，以分層抽樣形式，選取適量的樣本學生參與研究測驗，
這批學生須同時參與該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第二年，也有同
樣數目的樣本學生參與相同的研究測驗和該年的全港性系統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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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分卷 
1 2 3 4 5 6 

分卷1         

分卷2         

分卷3           

• 考慮到試卷的篇幅，全港性系統評估設計了幾份分卷來涵

蓋所有的基本能力，而每個學生只需要作答其中一份分卷，

而分卷與分卷之間亦採用共同題目來連接，以便進行等值

研究。 

• 下表以其中一科為例，描述全港系統評評分卷設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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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量學生能力值 估量學生能力值 



10 

2004至2017年全港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二、全港性系統評估 

評估設計及評估報告 

11 



評估設計 制定評估藍圖、審閱和批核題目
  
各級各科分別設立專責小組由現
職教師或校長、大專院校的專業
人士，以及教育局和考評局科目
主任及經理組成。而審題會的成
員會定期舉行會議，審閱和批核
題目，以確保題目涵蓋基本能力。 

制定評估藍圖、審閱和批核題目
  
各級各科分別設立專責小組由現
職教師或校長、大專院校的專業
人士，以及教育局和考評局科目
主任及經理組成。而審題會的成
員會定期舉行會議，審閱和批核
題目，以確保題目涵蓋基本能力。 

檢討評估試卷 
 
於全港性系統評估結果發放後，各級
各科分別成立評估試卷檢討小組。成
員包括試卷主席、現職教師、教育局
課程發展主任和考評局科目經理及主
任。為確保評估試卷在檢討時保持客
觀性，教師代表來自不同組別的學校，
亦非審題會的成員。 

檢討評估試卷 
 
於全港性系統評估結果發放後，各級
各科分別成立評估試卷檢討小組。成
員包括試卷主席、現職教師、教育局
課程發展主任和考評局科目經理及主
任。為確保評估試卷在檢討時保持客
觀性，教師代表來自不同組別的學校，
亦非審題會的成員。 

詳參《2017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第二章 12 



www.bca.hkeaa.edu.hk 

2017年評估試卷、評卷參考、評估報告可透過以下網站下載 

 www.bca.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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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系統評估優化措施 

政府2014年公布TSA檢討結果，決定： 

• 不向小學發放其基本能力達標率； 

• 將TSA從小學表現評量中剔除； 

• 2015年起延續隔年舉行小六TSA的安排 

• 優化TSA報告功能，提供互動性強的平台。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學校篇簡介》(2014年4月) 

教育局通函第54/2014號 

http://www.bca.hkeaa.edu.hk/web/TSA/zh/pdf/EDBCM14054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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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以正面及專業的角度處理評估數據，即： 

• 發揮專業團隊精神，看待評估成績所反映的學生基本能
力水平； 

• 重視基本能力的掌握對學習的重要性； 

• 了解基本能力只是課程的一部分，不等同學習的全部； 

• 參考題目分析報告，結合校內其他評估資料，以客觀檢
視校內學生的強弱項及學校課程成效，以掌握學生的能
力和需要；及 

• 按校本的需要，落實「促進學習的評估」，提升學與教
效能。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學校篇簡介》(2014年4月) 

學校應如何看待TSA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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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報告類別 

推行背景 
 
• 參考二○一六年試行研究計劃（小三）所收

集的回饋和意見及參與學校的經驗，教育局
在二○一七年接納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
委員會（委員會）的建議把改良題目設計、
優化學校報告及加強專業支援等優化措施推
展至全港小學。 

• 學校反映優化後的學校報告能提升學生的學
習效能，以及協助減輕教師工作量，教育局
回應學校和教師的訴求，新增學校報告於
二○一七年推展至小六及中三級，學校可因
應校本及科本需要作出選擇，並結合學生校
內的表現資料，全面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教育局新聞稿(2017年11月1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1/01/P201711010
0396.htm 

推行背景 
 
• 參考二○一六年試行研究計劃（小三）所收

集的回饋和意見及參與學校的經驗，教育局
在二○一七年接納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
委員會（委員會）的建議把改良題目設計、
優化學校報告及加強專業支援等優化措施推
展至全港小學。 

• 學校反映優化後的學校報告能提升學生的學
習效能，以及協助減輕教師工作量，教育局
回應學校和教師的訴求，新增學校報告於
二○一七年推展至小六及中三級，學校可因
應校本及科本需要作出選擇，並結合學生校
內的表現資料，全面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教育局新聞稿(2017年11月1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1/01/P201711010
03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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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報告(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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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獲取用戶密碼登入下載報告 
樣本 



樣本 

學校選擇
的報告列
明於此 

下載報告–

PDF/EXCEL 

網上題目 
分析報告 

19 



評估   Assessment: 全港性系統評估   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

年度   Year: 2015

報告   Report: 題目分析報告 (以基本能力為序)   Item Analysis Report (sorted by Basic Competencies)

學校名稱   School Name:

學校編號   School Code:

級別   Level: 小三   Primary 3

科目   Subject: 數學   Mathematics

範疇   Skill/Dimension: 數   Number

基本能力代號

Basic Competency Code

基本能力

Basic Competency

卷別及題號

Sub-paper and

Item no.

選項

Option

正確答案

Correct

answer

得分 / 等級

Score / Grade

學校百分率

School

percentage

(%)

全港百分率

Territory-wide

percentage

(%)

KS1-N1-1 認識個位、十位、百位、千位和萬位的位值。
Recognize the place values: units, tens,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3M1-Q1, 3M2-Q1A   4.2 0.8

KS1-N1-1 認識個位、十位、百位、千位和萬位的位值。
Recognize the place values: units, tens,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3M1-Q1, 3M2-Q1B *  91.7 96.6

KS1-N1-1 認識個位、十位、百位、千位和萬位的位值。
Recognize the place values: units, tens,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3M1-Q1, 3M2-Q1C   0.0 0.7

KS1-N1-1 認識個位、十位、百位、千位和萬位的位值。
Recognize the place values: units, tens,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3M1-Q1, 3M2-Q1D   4.2 1.8

KS1-N1-1 認識個位、十位、百位、千位和萬位的位值。
Recognize the place values: units, tens,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3M1-Q1, 3M2-Q1U   0.0 0.2

KS1-N1-1 認識個位、十位、百位、千位和萬位的位值。
Recognize the place values: units, tens,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3M3-Q1   0 0.0 5.3

KS1-N1-1 認識個位、十位、百位、千位和萬位的位值。
Recognize the place values: units, tens,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3M3-Q1   1 100.0 94.7

KS1-N1-1 認識個位、十位、百位、千位和萬位的位值。
Recognize the place values: units, tens,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3M3-Q1   U 0.0 0.0

 
I  現行版本 

 

 
I  現行版本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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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題目分析報告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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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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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連結至
WLTS 

跟進活動
建議 

樣本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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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活動建議(WLTS) 



III 基本能力題組綜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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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 基本能力 學生答對的平均百分率 

 
 
 
 
 
 
 
 

學生答對的平均百分率 

 
 
 
 
 
 
 
 

學校 學校 

所有參與學校 所有參與學校 

範疇 範疇 

學生示例 學生示例 

樣本 



IV 資料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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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基本能力 
評估重點 

學習重點 
基本能力 
評估重點 

分卷/範疇 分卷/範疇 選項(資料分析) 選項(資料分析) 

學生答對的平均百分率 學生答對的平均百分率 

學校 學校 

所有參與學校 所有參與學校 

樣本 



 
 

三、2017年學生整體表現概說 
及示例 

 

31 



2017全港性系統評估 
學習範疇 分卷 題數 評估時限 

閱讀 

  

  

9CR1 23 

30分鐘 9CR2 22 

9CR3 22 

聆聽 

  

9CL1 16 
約20分鐘 

9CL2 15 

寫作 

9CW1 2 

75分鐘 9CW2 2 

9CW3 2 

說話* 

  

9CSI1- 

9CSI8 
8（個人短講） 

準備時間：5分鐘 
說話時間：2分鐘 

9CSG1- 

9CSG8 
8（小組討論） 

準備時間：5分鐘 
討論時間：8分鐘 

視聽資訊 9CAV 12 約15分鐘 

*說話評估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 32 



一般評論  

本年度在各範疇的表現中，以視聽資訊表
現較佳，閱讀、聆聽範疇的表現保持平穩，
而寫作範疇的表現稍遜。 

紙筆評估： 
閱讀、寫作、聆聽及視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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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範疇 
範疇 基本能力 備註 

閱讀 
 BR3.1 能認讀一般閱讀材

料中的常用字1 

1 國家語文課程標準要求學生
在初中階段完結時，認識常
用字3,500字(部分屬簡化
字)，可供參考。 

 BR3.2 能理解篇章中大部
分詞句的含義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
要點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
寫作方法2 

2  如敘述、描寫(人物、景
物) 、抒情(直接抒情) 、說
明(分類、舉例) 、議論(例
證、因果)。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
言作品3 

3  淺易文言作品是指篇幅較
短，少用典故，詞義、語法
與現代漢語相近，內容與現
今生活有共通性的文言作品。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
實用文4 

4 中學生一般會讀到的實用文
有書信、啟事、通告、演講
辭、說明書、會議紀錄、報
告、廣告等。 

 BR3.7 能識別視聽資訊5中
主要的信息 

5 中學生一般獲取視聽資訊的
來源有電視節目、互聯網、
電影、電子資訊與廣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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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 
卷別 / 題號 

題數 
9CR1 9CR2 9CR3 

BR3.1  
能認讀一般閱讀材料中的常用字 

此兩項已融入其他評估重點中 

-- 

BR3.2  

能理解篇章中大部分詞句的含義 --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1、2、3、5、 

 6、8、11、  

 12、13、14 

1、2、3、5、   

6、8、9、10、
   11、12 

1、2、3、4、 

 5、8、9、11、
    12、13 

20*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 
4、7、9、10 4、7、13、 

14 

6、7、10 7*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15 、 16 、 17 、
18 

15、16、17、
18 

14、15、16、
17 

12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19 、 20 、 21 、
22、23 

19、20、21、 

22 

18、19、20、
21、22 

14 

  題目總數 
  

53*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閱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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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範疇 

 閱讀 整體表現 

語體文 

 

 

強項 • 學生大致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 大部分學生能判別篇章的描寫及說明手法。 

弱項 • 部分學生在理解文章段落大意方面，表現一般。 

文言文 強項 • 學生大致能理解淺易的文言作品。 

弱項 • 部分學生在理解文言作品的主要情節方面，表
現仍有待改善。 

實用文 強項 • 學生大致能理解實用文的主要信息。 

弱項 • 部分學生未能掌握實用文內容細節。 

36 



37 

閱讀範疇―語體文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38 

9CR1 Q8  在花市裏各種年花都有上好的品種和顏
色。銀杏微露玉顆，黃菊初展佳姿，還有
吊鐘的搖盪，劍蘭的爽直，月季的柔媚。
他手上一束，你手上一束。但假如沒有一
枝桃花在手上，總好像缺少了甚麼。桃花，
仿佛是年花中的一品仙子，其他眾仙子，
即使有比桃花更矜貴的如牡丹，也沒有桃
花仙子的平易近人，人人喜愛。若論香色，
嬌艷，婀娜娉婷，桃花及不上芍藥、牡丹、
白茶；若論觀賞，桃花及不上它們的奪目
而耐寒。所謂「國色天香」、「花魁」，
留給牡丹和玫瑰吧。桃花的美，卻是另一
種難言的，無言的美。不然，「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的話，應從何說起？桃花的美，
人所共知，遠古的詩人就說過︰「桃之夭
夭，灼灼其華。」這「夭夭」和「灼灼」
道盡了桃花的形態與色彩。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作者為甚麼說「桃花，仿佛是年花中
的一品仙子」(第8-9行)？ 

因為桃花： 
A.  耐雪耐寒  

B. 香氣四溢  

C. 色彩奪目 (資料分析：受文本干擾
(「桃花比不上它們的奪目而耐寒。」) 

D. 親切可人(資料分析：能理解作者
為甚麼說「桃花，仿佛是年花中的一
品仙子」，找出正確答案。)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1 Q6 (9CR2 Q6) 

為甚麼作者的心「不禁顫動」(第30行)？ 

 

因為︰ 

A. 他驚覺兒子營養不良 

B. 他無法再理直氣壯地責備兒子 

C. 宣傳單張的照片能反映饑民的苦況(資料分析：
受第1、5 段的內容干擾。) 

D. 他想到饑民同樣因子女吃不飽而操心 (資料分
析： 能通過上文下理，理解作者的心為何
「不禁顫動」，找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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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這裏，我無法再
理直氣壯地責備兒子。
我牽着他的手，三歲了
，那雙手仍然纖細，大
抵是營養不均。回想照
片中骨瘦如柴的男孩，
他的母親是否與我一樣
因兒子吃不飽而憂心？
我的心不禁顫動，一幀
照片竟然讓我們在生命
中相逢。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1 Q2 (9CR2 Q2) 

作者認為兒子與照片中的男孩在外形上有何相似的地方？
(請以不多於4個字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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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2 Q14 (9CR3 Q7) 

本文運用以下哪一種手法描寫鳥兒？ 

 

A.  步移法 

B. 動態描寫 (資料分析：能辨別本文描寫鳥兒的寫作手
法，找出正確答案。) 

C. 靜態描寫 

D. 間接描寫(資料分析： 未能辨識動態描寫及間接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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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3 Q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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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一項不是本文的內容要點？ 

 

A.  簡介香港的地質面貌 

B. 簡介岩石形成的過程(資料分析： 忽略第4至第5段
的內容要點。) 

C. 描寫香港岩石獨特的形貌 

D. 說明香港的郊野具保育價值 (資料分析： 能辨別不
符合篇章內容要點的選項，找出正確答案。)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3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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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第至第段運用了哪兩種說明手法？ 

I.  比較說明 

II.   舉例說明 

III.  定義說明 

IV.   數字說明 

 

A. I、II (資料分析：未能辨識比較說明及定義說明。) 

B. I、IV 

C II、III(資料分析：能辨識第4至第6段運用了舉例說明及定
義說明，找出正確答案。) 

D. III、IV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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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範疇―文言文 



9CR1 Q15 

 

愚人最初認為主人的食物如何？ 

 

A. 食物太鹹 

B. 菜式平凡 

C. 食物很美味 

D. 食物淡而無味(資料分析：能
概略理解篇章的故事情節，找出
正確答案。)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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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昔有愚人，至於他家。主
人與食嫌淡。主人聞已，更為
益鹽。既得鹽美，便自念言：
「所以美者，緣有鹽故。少有
尚爾，況復多也？」愚人無智，
便空食鹽。食已口爽，反為
其患。天下事皆然，過則非惟
無益，反害之。  

 

(選自《百喻經．愚人食鹽》) 



9CR2 Q18 

 

根據上文，王安石的為人是怎樣的？ 

 

A. 崇尚儉樸 (資料分析：能根據篇章
內容，大致理解王安石的為人，找出
正確答案。) 

B. 重視禮節 

C. 因公忘私 

D. 冷酷無情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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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王安石在相位，子婦之親蕭
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之飯。
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為公必
盛饌。日過午，覺饑甚而不敢去。
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
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
枚，次供豬臠數四，頃即供飯，
旁置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不
復下箸，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
四旁。公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選自曾敏行《獨醒雜志》) 



9CR2 Q17 

王安石見蕭氏子不願繼續進食，他有 
甚麼行動？ 
 
王安石︰ 

A. 請蕭氏子離席 

B. 請蕭氏子吃胡餅 

C. 吃蕭氏子剩下的胡餅(資料分析：能概
略理解篇章的故事情節，找出正確答案。) 

D.  要僕人吃蕭氏子剩下的胡餅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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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王安石在相位，子婦之親蕭
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之飯。
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為公必
盛饌。日過午，覺饑甚而不敢去。
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
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
枚，次供豬臠數四，頃即供飯，
旁置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不
復下箸，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
四旁。公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選自曾敏行《獨醒雜志》) 



9CR3 Q17 

以下哪一項不是楚人遇險的原因？ 

 
A. 學藝不精 

B. 經驗不足 

C. 沒有自知之明 

D.  船隻的機件故障 (資料分析：能辨
別不符合楚人遇險原因的選項，找出
正確答案。)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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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
疾徐，惟舟師之是聽。於是小試
洲渚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
為盡操舟之術，遽謝舟師。椎
鼓徑進，亟犯大險，乃四顧膽
落，墜槳失舵。然則以今日之危
者，豈非前日之幸乎？ 

 

(選自劉元卿《賢奕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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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範疇―實用文 



9CR3 Q21 

以下哪一幅圖是168巴士改道後的路線？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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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C.  

資料分析：能
判別168巴士改
道後的路線，
找出正確答案。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2 Q19 

下列哪一項最適合作為這篇文章的標題？ 

 

香城︰ 

A. 中學生飲食習慣建議書 

B. 中學生午膳習慣調查報告(資料分析：能掌握調查
報告的內容要點及格式，找出正確答案。) 

C.  衛生署健康飲食工作報告 

D. 培養良好飲食習慣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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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3 Q18 

下列哪一項最適合作為上文的標題？ 

 

A. 巴士改道啟事 

B. 巴士改道通告(資料分析：未能掌握通告的
內容要點。) 

C.  特別交通安排通告(資料分析：能掌握通告
的內容要點及格式，找出正確答案。) 

D. 花車巡遊活動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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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9CR1 Q23 

 

請在指定的方格內，填寫小標題： 

(請以不多於8個字作答)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53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範疇 基本能力 備註 

寫作 

 BW3.1 能按寫作要求，擬定內容 

 BW3.2 能運用指定的表達方式1 

1 如敘述、描寫、抒情、
說明、議論、游說。 

 BW3.3 能組織素材，適當分段 

 BW3.4 能寫大致通順的文句 

 BW3.5 能寫常用的簡單實用文2 

2 如書信(請假信)、啟事、
通告、報告。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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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實用文  

整體表現 

強 

 

• 大部分學生能按照題目的要求，撰寫常見的
實用文。 

• 大部分學生能寫格式完備的書信。 

弱 • 部分學生未能掌握啟事的格式。 
• 個別學生未能掌握實用文常用的行文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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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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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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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在內容方面，學生大

致能點明去信目的1b
及初中班際辯論決賽
的詳情，包括：比賽
名稱1a、比賽的時間
及地點1c，然而未有
交代辯論題目。另外
，學生只抄錄比賽程
序1d，未能清楚向受
文者交代擔任評判的
職責，致使內容欠準
確。 

• 文章層次尚算分明，
先交代去信目的，再
交代比賽細節及查詢
方法。 

• 格式完整，包括上款
3a、職銜3c、署名3d
和發文日期3e。本文
以前稱式撰文，祝頌
語位置及內容正確3b
。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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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款 上款 

署名 署名 

日期 日期 

職銜 職銜 

祝頌語 祝頌語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說明 

• 內容正確扼要，清楚交代
去信目的1a、擔任評判的
職責1b，以及初中班際辯
論決賽詳情，如：舉辦時
間、地點、辯題1c。信末
亦有附上查詢方法。 

• 格式大致完整，上款2a、
職銜2b、署名2c及發文日
期2d俱全。本文以前稱式
撰文，祝頌語位置、內容
正確2e。 

• 行文用語大致恰當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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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告語，如敬上、謹啟。 
學生以「敬啟」作啟告語，
用法恰當。 
 
 

 
 
啟告語，如敬上、謹啟。 
學生以「敬啟」作啟告語，
用法恰當。 
 
 



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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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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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在內容方面，學生一般能根據
題目的要求，交代資料出錯的
《愉快學生報》期數1b，並指
出正確的資料1c。文中雖然指
出專欄報道將最受歡迎的活動
弄錯，可是未有明確指出舉辦
活動的學會名稱。加上，表述
欠清晰，容易引起誤解1d。此
外，以「各位收到《愉快學生
報》的同學請注意」為開端，
措辭不合啟事要求1a。 

• 本文層次尚可，先交代撰寫啟
事的原因，然後再更正資料。 

• 學生已大致掌握啟事的格式，
學生能以正確的格式寫職銜3b、
署名3c及日期3d，但未能以簡
潔的文字，如「啟事」、「更
正啟事」作為本文標題3a。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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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標題 

署名 署名 

日期 日期 

職銜 職銜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說明 
• 內容大致完備，文中

能清楚點出報道出錯
的期數，明確指出「
校園快訊」專欄錯誤
報道了本年度學生會
最受歡迎的活動1a，
並更正錯誤資料。可
是本文將「班際球類
比賽」誤作「班際球
類活動」1b。 

 

• 格式正確，標題2a、
職銜2b、署名2c、日
期2d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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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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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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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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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標題 
上款 上款 

小標題 小標題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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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在內容方面，本文大抵

能以綜合方式交代活動
概況，惟表述數字的方
式偶有不一致的情況1a。
另外，文中未有準確交
代學生對「舊書回收行
動」的喜愛程度1b。在
建議方面，學生能依據
題目的提示，就舉辦「
舊書回收行動」提出建
議，但第二項建議略嫌
含糊1c。 

• 本文能根據題目要求依次
交代活動概況2a 及兩項建
議2b。 

• 內容大致完整，學生大致
能掌握報告的格式，包括
：標題3b、小標題3c、上
款3a、職銜3d、署名3e及
發文日期3f。但全文未有
點出校名。 

署名 署名 

日期 日期 

職銜 職銜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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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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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說明 
• 內容充實。學生羅列「舊書回收行動」的活動概況，包括

參與學生人數、回收書籍類別及數量，以及學生對是次活
動的喜愛程度1a。在建議方面，大致切合題目要求，如：
提出活動宜在上課日子舉辦，以方便同學捐贈書籍1b。至
於第二項建議，雖然點出改善方向，但建議較含糊1c。 

• 本文能因應題目要求鋪排內容重點；能根據資料交代活動
概況，並提出改善建議。  

• 格式大致完整，包括：上款3a、標題3b、小標題3c、下款
3d及日期3e，可惜全文未有點出校名。  

• 用語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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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文章寫作 

  整體表現 

強 

 

• 小部分學生言之有物，並嘗試運用不同的寫作手
法，以凸顯主題。 

弱 • 大多數學生能圍繞主題寫作，然而內容略嫌平淡，
鮮有新意。 

• 部分學生詞彙貧乏，錯別字的情況仍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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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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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為_______鼓掌」為題，寫一篇文章。 
(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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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本文以「嘗試」作為主題，表示要為勇於「嘗試」的人鼓掌。本文

立意見心思。文章先點出「嘗試」是「想」和「做」之間的階段，
如沒有「嘗試」就無法成功1a。文中雖然舉出學習、唱歌等生活事
例1b，可惜全文未有從不同的層面闡明「嘗試」的重要，論據亦略
嫌單薄。  

• 結構大致完整，分段尚恰當。全文分為三段：第一段點明主旨2a；
第二段點明作出「嘗試」需要「勇氣」2b；第三段指出「嘗試」是
步向成功的其中一步2c。 

• 本文用語尚算準確，但文句冗長，學生未能因應文意，運用適當的
標點符號。 

•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將「靈魂」誤作「靈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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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試以「為_______鼓掌」為題，寫一篇文章。 
(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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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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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說明 
• 內容豐富，緊扣主題。首段點題，指出「永遠也忘不了那風雨

中的戰士」1a，然後描述小草在風雨之中仍屹立不倒，歌頌小草
不輕易低頭1b，接着闡明作者對小草敬佩，並勉勵自己要向小
草學習，為它鼓掌1c。 

• 文章內容層次分明，先以「永遠也忘不了那風雨中的戰士」引
起懸念2a，然後才寫作者無意間在風雨中看到小草，發現它面對
風雨仍然不示弱2b，最後點出自己對小草的欣賞。文末重申要
為小草鼓掌，緊扣文章題眼2c。 

• 行文流暢，修辭豐富，如運用比喻、反問。 

• 用詞豐富，如「不屈不撓」、「黯然失色」。 

•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將「已」誤作「己」。 

77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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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雨過天晴」為題，寫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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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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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說明 
• 本文緊扣題旨。全文描寫「雨過天晴」的經過、景色變化1a，最後點

出對「雨後放晴」的感受1c。 

• 內容結構大致完整，然而文中花了較多篇幅寫路人的說話，枝葉較多
，未能突出主題2a。 

• 行文尚算流暢，偶有佳句。 

• 本文錯別字較多，如將「偷懶」誤作「偷賴」，將「狠狠」誤作「恨
恨」，將「煥然一新」誤作「換然一新」。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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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雨過天晴」為題，寫一篇文章。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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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83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說明 
• 本文緊扣題目，先寫盛暑多雨，人們大多討厭雨，但有多少人

留意放晴後的天空1a，然後再藉父親1b與自己1c的遭遇，表達
對人生的看法，頗富哲理。 

• 結構完整，層次分明。本文先寫人們對「雨」及「放晴」的看
法2a，然後寫父親2b與自己的遭遇2d，文中加插父親的教誨2c
，再點出個人對「雨過天晴」的感受2e。 

• 行文大致通順，偶有佳句。 

• 雖然偶有用語生澀或用語不當的毛病，但整體而言遣詞用語較
豐富，如：「無聲無息」、「若隱若現」。 

• 本文的錯別字較多，如將「塵埃」誤作「塵矣」，將「飄渺」
誤作「漂渺」。 

• 本文偶有錯用標點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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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試以「指南針」為題，寫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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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86 

說明 
• 內容簡單，大致切合題目要求。學生先寫「指南

針」的功用1a，然後將「指南針」比作老師、家
人及朋友1b。文末點出自己也可成為別人的指南
針1c。這部分本是全文重點，但發揮一般。 

• 全文結構大致完整。 

• 行文尚算流暢，用語簡明。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試以「指南針」為題，寫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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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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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說明 
• 本文內容平實，能緊扣題旨。本文先寫出在人生旅途上要依靠

「指南針」指引方向1a，然後寫父母、朋友如何在我們的人生
不同的階段扮演引導者的角色1b，最後筆鋒一轉，指出自己也
要為負起責任，努力自強1c。 

• 段落層次分明，結構完整。全文以「指南針」比作人生不同階
段的「導師」2a，然後闡釋「指南針」引導人們成長2b。首段
與末段前呼後應。 

• 行文尚算流暢。 

• 全文用語大致準確，如「煙霧彌漫」、「刺骨」。 

•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將「屬於」誤作「屬予」，將「致力」誤
作「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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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基本能力 備註 

聆聽 

 BL3.1 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和內容要
點 

 BL3.2 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出話
語的實際意思 

 BL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
係1 

1    如補充、說明及舉例。 

 BL3.4 能識別視聽資訊2中主要的信息 

2      中學生一般獲取視聽
資訊的來源有電視節
目、互聯網、電影、
電子資訊與廣告等。 

聆聽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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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範疇―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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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 整體表現 

 

強 

• 學生普遍具備不俗的聆聽要點能力。 
• 學生大致能聽出話語的內容重點和主題。 
• 部分學生能大致判別話語的實際意思。 

弱 • 部分學生在歸納說話者的說話重點方面，仍
有待加強。 

• 部分學生在掌握話語的前後關係方面，仍有
待改進。 



9CL1 Q2 (9CL2 Q2) 

張老師、民樂和美美對節目主題各有看法。他們在訂定
節目主題時，主要考慮的因素分別是： 

A. 配合同學的喜好 

B. 配合校園電台的宗旨(資料分析：能理解張老師訂定節目

主題的主要考慮因素，找出正確答案。) 

C. 幹事對主題的認識 

D. 沒有提及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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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3.1 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和內容要點 



9CL1 Q8 (9CL2 Q8) 

以下哪一項是張老師、民樂和美美討論後的決定？ 
 

A. 由美美邀請嘉賓(資料分析：能理解師生三的說話的內容
要點，找出正確答案。) 
B. 下周再召開檢討會議 

C. 由民樂構思訪問大綱 

D. 直播時間改為星期三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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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3.1 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和內容要點 



9CL1 Q1 (9CL2 Q1) 

根據話語節錄，美美這樣說主要想表達甚麼意思？ 

A. 感謝民樂處處為她設想 

B.批評民樂只考慮個人的愛好(資料分析：能通過美美的語氣，
掌握話語真正的意思，找出正確答案。) 

C. 不滿民樂做事沒有周詳計畫 

D. 諷刺民樂把工作推到她的身上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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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3.2 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 



9CL2 Q14  

李副校長提及「雙刃劍」，主要想說明甚麼？ 

 

A. 學校要善用韓流的影響力(資料分析：能概略理解李副
校長提及「雙刃劍」與話語內容的關係，找出正確答案。) 

B. 韓流帶來的影響利多於弊 

C. 學校要對抗韓流並不容易 

D. 老師不能對韓流的負面影響坐視不理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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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 



9CL2 Q12 

陳太太提及有關整容的調查，主要想說明甚麼？ 

 

A. 強調整容風氣盛行 

B. 說明韓流影響力驚人 

C. 說明過度重視外表的風氣日益嚴重(資料分析：能概略理解
陳太太舉出的調查結果與話語內容的關係，找出正確答案。) 

D. 強調很多青少年因外表平凡而受困擾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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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 



視聽資訊―整體表現 

 聆聽 整體表現 

強 • 學生大致能回答有關短片主題和相關信息的題目。 
• 對於一些須兼顧視覺和聽覺能力回答的題目，學
生表現見進步。 

弱 • 部分學生在擷取主持、受訪者的話語重點方面，
表現仍有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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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以下哪一項是短片沒有提及的祠堂用途？ 

 

A. 供奉祖先 

B. 舉行村務會議 

C. 舉行喜慶活動(資料分析：能識別短片中未有提及的祠堂
用途，找出正確答案。) 

D. 提供學習場地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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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7/BL3.4 能識別視聽資訊中主要的信息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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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短片提及二宜樓哪些建築設計的特點？ 

I. 防風     

II. 防火 

III. 防水 

IV. 防盜 
 

A. I、II 

B. I、III 

C. II、IV (資料分析：能識別短片中介紹二宜樓的建築設計特點，

找出正確答案。) 

D. III、IV 

BR3.7/BL3.4 能識別視聽資訊中主要的信息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Q4 

松柏塱客家圍有甚麼建築特點？ 

 

I. 設有更樓     

II. 房屋外加建圍牆 
III. 由四排房屋組成 
IV. 圍牆上設有炮台 
 

A. I、II (資料分析：能根據旁白、照片及圖表，掌握松柏塱客家圍的建
築特點，找出正確答案。) 
B. I、IV 

C. II、III 

D. II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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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7/BL3.4 能識別視聽資訊中主要的信息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Q11 

黃漢民認為怎樣才能令土樓成為「活的文化遺產」？ 

 

A. 修復重點土樓 

B.  鼓勵當地居民從事旅遊業 

C.  協助居民繼續在土樓生活(資料分析：能識別黃漢民指
出土樓面臨淘汰的原因，找出正確答案。) 

D.  借助旅遊業傳揚土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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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7/BL3.4 能識別視聽資訊中主要的信息 



小結 
2015-2017年中三級全港性系統 

紙筆評估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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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 
閱讀 備註 聆聽 備註 

BR3.3 能歸納篇章
的內容要點 

大多數學生能歸納篇章
內容大意。 

部分學生在理解段落大
意方面，仍有待改進。 

 

 

BL3.1 能理解話語
的主題和內容要點 

學生大致能聽出
話語的內容重點
和主題。 

部分學生在歸納
話語重點方面，
仍須再下苦功。 

BR3.4 能判別篇章
的一般寫作方法 

學生大致能判別常見的
寫作手法。 

BL3.2 能透過說話
者的語氣，聽出話
語的實際意思 

部分學生在分辨
話語的實際意思
方面有進步。 

BR3.5 能概略理解
淺易文言作品 

學生大致能概略理解文
言作品的內容重點。 

BL3.3 能概略理解
話語內容的前後關
係 

部分學生在理解
話語的前後關係
方面，仍須再下
苦功。 

BR3.6 能概略理解
常見的實用文 

部分學生在理解實用文
的主要信息，表現有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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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 
 
寫作 備註 視聽資訊 備註 

實用文寫作 

• 大部分學生能寫格式和
內容完整的實用文。 

• 部分學生未能掌握啟事
的格式。 

BR3.7 能識別視
聽資訊中主要的
信息 

(閱讀能力) 

• 對於一些須
兼以視覺和
聽覺能力回
答的題目，
部分學生表
現稍遜。 

• 學生大致能
回答有關短
片主題和相
關信息的題
目。 

文章寫作 

• 小部分學生言之有物，
並嘗試運用不同的寫作
手法，以凸顯主題。 

• 部分作品未能緊扣題目
。大多數作品內容較平
淡，鮮有新意。 

 

BL3.4 能識別視
聽資訊中主要的
信息 

 

(聆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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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2017年學生整體表現概說                 
       及示例 
    
       抽樣評估：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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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課程重點與基本能力 



2017年全港性系統評估說話範疇—個人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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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表現 表現良好 備註 

強項 弱項 
• 學生大致能按題

目要求，作簡單
而完整的短講 

• 個別學生能輔以
例子說明，內容
充實 

• 部分學生能運用
準確、豐富的詞
彙；說話有條理，
清晰自然 

• 部分學生能善用
標示語和關聯詞
組織說話內容，
使內容連接更緊
密 

 

 

• 部分學生的內容
薄弱，例證不足，
闡述欠深入；亦
欠缺新意 

• 部分學生忽略題
目中的關鍵字眼 

• 部分學生未能善
用標示語和關聯
詞 

• 部分學生的詞彙
貧乏；未能掌握
說話的技巧，語
調平淡乏味 

• 小部分學生說話
聲音微弱，發音
欠準確 

• 部分學生能運用
自己已有知識，
並加以發揮 

• 能善用關聯詞和
標示語，使層次
分明 

• 運用豐富多變的
詞彙、成語或諺
語等 

• 因應內容變化語
速語氣，說話清
晰響亮，跟主考
員有眼神接觸 

 

• 整體來說，本年
度學生的表現比
去年略有進步，
內容尚算清晰完
整，離題情況甚
少 

• 部分學生在舉例
方面仍需努力 

 



2017年全港性系統評估說話範疇—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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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表現 表現良好 備註 

強項 弱項 
• 大部分學生認真

參與討論，表達
自己的意見，對
同學的說話作出
適當的回應 

• 部分學生能舉出
不同的例證，闡
述觀點 

• 少數學生能拓展
討論空間，帶動
同學參與討論 

 

 

• 部分學生只是輪
流地表達自己的
意見，未能掌握
回應同學的技巧 

• 部分學生的論點
欠明確，欠缺例
證，甚或不斷重
複論點 

• 對身邊的事物認
識不足，思考角
度比較單一 

• 小部分學生的回
應流於機械化，
如常用「我同意
你的看法」等，
但接着又自說自
話 

• 留心聆聽，主動
發言，會以眼神
或點頭表示同意 

• 能輔以不同的例
子佐證，論據充
足 

• 個別學生能拓展
討論空間，帶動
同學參與討論 

 

 

 

 

• 本年度學生的表
現比去年略有進
步，大部分學生
能主動發言，表
達自己的意見，
能輔以例子說明，
表達大致具條理，
不發言者極少 

• 部分學生的內容
薄弱，論點欠明
確，欠缺例證，
討論技巧仍有待
改進 

 



2015-2017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說話評估 學生表現 

學生表現 

內容 • 學生大致能根據短講題目要求表達意見，惟內容一般，未見
豐富，亦欠缺新意。近年離題情況甚少 

• 大部分學生能主動參與小組討論，表達己見，回應同學，惟
內容闡述未見深入；表達論點、論據方面仍有待改進 

結構 • 學生大致能組織結構完整的說話內容 
• 部分學生未能善用2分鐘時間組織短講內容，欠缺條理或重複
內容；有些學生仍未能善用標示語和關聯詞 

• 部分學生沒有善用5分鐘準備時間，用作構思、寫大綱，或摘
錄說話要點 

用詞 • 學生大致能運用準確的詞語表達 
• 部分學生的詞彙貧乏，欠缺生動變化，偶有通俗詞語或夾雜
英語 

審題 • 小部分學生未能注意題目中的關鍵字眼，以致內容未能扣緊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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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說話評估 學生表現 

學生表現 

說話
技巧 

• 部分學生說話時語調平淡乏味，說話時出現懶音、助語詞或
「口頭禪」；聲量不足 

• 部分學生在發言時往往先將題目隻字不漏地複述一次 
 

其他 • 有些學生在短講時手持題目紙，把內容唸出來，與主考員欠
缺眼神接觸 

• 默不作聲的情況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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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子 

  SI5：試介紹一位你心目中最欣賞的人物， 

      並說明原因。 

    

   有學生介紹歷史人物諸葛亮，以不同例   

   子說明他的機智、神機妙算和忠心，並 

   表達自己欣賞他的性格為人。 

111 



 例 子 
     SG1：為了保持市容整潔，有人建議政府    

        在街上不設垃圾箱，要求市民把垃 

        圾帶回家棄置。你贊同這個建議嗎？ 

        為甚麼？ 

    有學生從可行性、環境衛生、經濟效益 

     等幾方面，分析「在街上不設垃圾箱」 

     的好影響與壞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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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子 

SI8：試介紹你居住社區的特色。 

       

    部分學生未能抓住「特色」一詞，只  

    是概略描述自己居住社區的設施、交 

    通、環境等，談不上有何特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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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相關資料上載於下列網址:  

http://wlts.edb.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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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s.edb.hkedcity.net/
http://wlts.edb.hkedcity.net/


五、答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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