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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習的評估促進學習的評估促進學習的評估促進學習的評估

2016年年年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

中三中國語文科中三中國語文科中三中國語文科中三中國語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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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表程序表程序表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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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00 - 3:00

全港性系統評估優化措施全港性系統評估優化措施全港性系統評估優化措施全港性系統評估優化措施

及及及及

互動報告平台互動報告平台互動報告平台互動報告平台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教育評核服務部教育評核服務部教育評核服務部教育評核服務部

科目經理科目經理科目經理科目經理

林婉薇博士林婉薇博士林婉薇博士林婉薇博士

及及及及

高級科目主任高級科目主任高級科目主任高級科目主任

羅潔怡女士羅潔怡女士羅潔怡女士羅潔怡女士

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學三年級中學三年級中學三年級中學三年級））））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3:00 - 3:15 小休小休小休小休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3:15 - 3:45
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學三年級中學三年級中學三年級中學三年級））））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3:45 - 4:00 答問時間答問時間答問時間答問時間



一、簡介基本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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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架架架架 構構構構

「「「「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與課程的關係與課程的關係與課程的關係與課程的關係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

價值及態度價值及態度價值及態度價值及態度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興趣興趣興趣興趣、、、、態度態度態度態度、、、、習慣習慣習慣習慣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教育局(2006)教師培訓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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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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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為有需要的學以便為有需要的學以便為有需要的學以便為有需要的學

校提供支援校提供支援校提供支援校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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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改善學與教成效的計畫制定改善學與教成效的計畫制定改善學與教成效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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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評估學生評估學生評估學生評估
為教師提供多一種資源為教師提供多一種資源為教師提供多一種資源為教師提供多一種資源
協助日常協助日常協助日常協助日常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
為學校及政府提供數據為學校及政府提供數據為學校及政府提供數據為學校及政府提供數據
改善教學及支援改善教學及支援改善教學及支援改善教學及支援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 世界邁向知識社會世界邁向知識社會世界邁向知識社會世界邁向知識社會

(knowledge economy)

• 社會對教育的素質有要求社會對教育的素質有要求社會對教育的素質有要求社會對教育的素質有要求

• 教育改革目的是提升教育品質教育改革目的是提升教育品質教育改革目的是提升教育品質教育改革目的是提升教育品質

• 基本能力評估本着回饋教學基本能力評估本着回饋教學基本能力評估本着回饋教學基本能力評估本着回饋教學，，，，
改善教與學改善教與學改善教與學改善教與學，，，，帶出帶出帶出帶出「「「「評估促進評估促進評估促進評估促進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的精神而建立的精神而建立的精神而建立的精神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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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系統評估特色全港性系統評估特色全港性系統評估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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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基本能力評估基本能力評估基本能力評估基本能力評估(BCA)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一個達到基本能力學生在中一個達到基本能力學生在中一個達到基本能力學生在中一個達到基本能力學生在中、、、、英英英英、、、、數的表現水平數的表現水平數的表現水平數的表現水平：：：：

� 在該學習階段中達到在該學習階段中達到在該學習階段中達到在該學習階段中達到基本而可接受的基本而可接受的基本而可接受的基本而可接受的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 不需額外的學習支援不需額外的學習支援不需額外的學習支援不需額外的學習支援
� 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繼續下一個學習階段繼續下一個學習階段繼續下一個學習階段繼續下一個學習階段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在各學習階段進行在各學習階段進行在各學習階段進行在各學習階段進行水平釐定水平釐定水平釐定水平釐定後後後後，，，，往後每年將以此水往後每年將以此水往後每年將以此水往後每年將以此水
平標準來擬訂學校及全港已達基本平標準來擬訂學校及全港已達基本平標準來擬訂學校及全港已達基本平標準來擬訂學校及全港已達基本能力能力能力能力水平的學生水平的學生水平的學生水平的學生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這百分率不會被該年評估題目的困難程度這百分率不會被該年評估題目的困難程度這百分率不會被該年評估題目的困難程度這百分率不會被該年評估題目的困難程度
所影響所影響所影響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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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釐定水平釐定水平釐定水平釐定水平釐定水平釐定水平釐定水平釐定
• 為確保過去數年所釐定的水平的穩定和一致為確保過去數年所釐定的水平的穩定和一致為確保過去數年所釐定的水平的穩定和一致為確保過去數年所釐定的水平的穩定和一致，，，，本局須把本局須把本局須把本局須把2016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成績與年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成績與年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成績與年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成績與2015年的成績作年的成績作年的成績作年的成績作「「「「等值研究等值研究等值研究等值研究」」」」

• 「「「「等值研究等值研究等值研究等值研究」」」」以抽樣形式以抽樣形式以抽樣形式以抽樣形式，，，，抽選部分學生作答含相同題目的抽選部分學生作答含相同題目的抽選部分學生作答含相同題目的抽選部分學生作答含相同題目的

研究測驗研究測驗研究測驗研究測驗(Secure Research Test) ，，，，以進行比較以進行比較以進行比較以進行比較

• 把把把把2016年的評估成績與過往成績等值後年的評估成績與過往成績等值後年的評估成績與過往成績等值後年的評估成績與過往成績等值後，，，，就可運用過去所釐就可運用過去所釐就可運用過去所釐就可運用過去所釐

定的水平定的水平定的水平定的水平，，，，計算計算計算計算2016年達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率年達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率年達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率年達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研究測驗 TSA 2015 TSA 2016

2015年參加全港
性系統評估學生

2016年參加全港
性系統評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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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分卷分卷分卷分卷
1 2 3 4 5 6

分卷1

分卷2

分卷3

• 考慮到試卷的篇幅考慮到試卷的篇幅考慮到試卷的篇幅考慮到試卷的篇幅，，，，全港性系統評估設計了幾份分卷來涵全港性系統評估設計了幾份分卷來涵全港性系統評估設計了幾份分卷來涵全港性系統評估設計了幾份分卷來涵

蓋所有的基本能力蓋所有的基本能力蓋所有的基本能力蓋所有的基本能力，，，，而每個學生只需要作答其中一份分卷而每個學生只需要作答其中一份分卷而每個學生只需要作答其中一份分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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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卷與分卷之間亦採用共同題目來連接而分卷與分卷之間亦採用共同題目來連接而分卷與分卷之間亦採用共同題目來連接，，，，以便進行等值以便進行等值以便進行等值以便進行等值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 下表以其中一科為例下表以其中一科為例下表以其中一科為例下表以其中一科為例，，，，描述全港系統評評分卷設計的模式描述全港系統評評分卷設計的模式描述全港系統評評分卷設計的模式描述全港系統評評分卷設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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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至至至至2016年全港達到基本年全港達到基本年全港達到基本年全港達到基本能力能力能力能力水平的學生水平的學生水平的學生水平的學生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備註：
*由2007年開始，中三級中文科的視聽資訊評估已納入為計算達標分數的其中一個項目。
#由於人類豬型流感肆虐，全港小學停課，教育局取消小學全港性系統評估，故沒有達標率數據。
^2012年及2014年小六全港性系統評估暫停舉行。自2015年起，小六全港性系統評估隔年舉行，
即逢單數年舉行小六全港性系統評估，雙數年學校以自願形式參與。由於此評估是學校可以自願
形式參與，而非全港小六學生參與的全港性系統評估，故此報告不會有全港數據。
∆2016年小三級以試行研究計劃形式進行，50多所小學參與評估，從中計算出全港小三級學生在
中、英、數三科的達標率。



2016年年年年評估試卷評估試卷評估試卷評估試卷、、、、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估報告可透過以下網站下載評估報告可透過以下網站下載評估報告可透過以下網站下載評估報告可透過以下網站下載
www.bca.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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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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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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校本的需要，落實「促進學習的評估」，提升學與教提升學與教提升學與教提升學與教
效能效能效能效能。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學校篇簡介》(2014年4月)

學校應如何看待學校應如何看待學校應如何看待學校應如何看待TSA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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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港性系統評估優化措施

及

網上題目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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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系統評估優化全港性系統評估優化全港性系統評估優化全港性系統評估優化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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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優化優化優化優化TSA報告功能報告功能報告功能報告功能，，，，提供互動性強的平台提供互動性強的平台提供互動性強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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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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題目分析報告網上題目分析報告網上題目分析報告網上題目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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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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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s.edb.hkedcity.net

「「「「網上學與教支援網上學與教支援網上學與教支援網上學與教支援」」」」

• 由教育局設立由教育局設立由教育局設立由教育局設立，，，，是是是是「「「「基本能力評估基本能力評估基本能力評估基本能力評估」」」」計畫的一計畫的一計畫的一計畫的一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就就就就中中中中、、、、英英英英、、、、數三科課程內的數三科課程內的數三科課程內的數三科課程內的「「「「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為學生及教師提供支援為學生及教師提供支援為學生及教師提供支援為學生及教師提供支援，，，，以幫助學生掌握所以幫助學生掌握所以幫助學生掌握所以幫助學生掌握所
需的基本能力需的基本能力需的基本能力需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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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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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年學生整體表現概說

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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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全港性系統評估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分卷分卷分卷分卷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評估時限評估時限評估時限評估時限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9CR1 21

30分鐘9CR2 22

9CR3 22

聆聽聆聽聆聽聆聽 9CL1 15
約20分鐘

9CL2 15

寫作寫作寫作寫作

9CW1 2

75分鐘9CW2 2

9CW3 2

說話說話說話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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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聽資訊視聽資訊視聽資訊視聽資訊 9CAV 12 約15分鐘

*說話評估以隨機抽樣形式說話評估以隨機抽樣形式說話評估以隨機抽樣形式說話評估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31



一般評論

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在各範疇的表現中在各範疇的表現中在各範疇的表現中在各範疇的表現中，，，，以聆聽範疇表以聆聽範疇表以聆聽範疇表以聆聽範疇表
現較佳現較佳現較佳現較佳，，，，閱讀閱讀閱讀閱讀、、、、視聽資訊的表現保持平穩視聽資訊的表現保持平穩視聽資訊的表現保持平穩視聽資訊的表現保持平穩，，，，
而寫作範疇的表現稍遜而寫作範疇的表現稍遜而寫作範疇的表現稍遜而寫作範疇的表現稍遜。。。。

紙筆評估紙筆評估紙筆評估紙筆評估：：：：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寫作寫作寫作寫作、、、、聆聽及視聽資訊聆聽及視聽資訊聆聽及視聽資訊聆聽及視聽資訊

32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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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基本能力
卷別卷別卷別卷別 / / / /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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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7、8、9、11、

12、13

1、3、5、6、
7、8、10、
11、13、14

1、3、4、5、
6、7、8、10、
11、13、14

21*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
2、4、10 2、4、9、12 2、9、12 6*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14、15、16、

17

15、16、17、
18

15、16、17、
18

12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18、19、20、

21

19、20、21、
22

19、20、21、
22

12

題目總數 51*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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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語體文語體文語體文語體文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語體文語體文語體文語體文 ((((9CR1 / 9CR2))))

36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37

9CR1 Q6 (9CR2 Q6)
6父親叫我最佩服的是他一生不
以榮辱得失為念。做了幾十年富
翁，後來因戰爭喪盡家財，他卻
沒說過半句怨天尤人的話，內心
也沒有憂憤悲苦‥‥‥由於他這
點無言之教，家中大小都學到他
的恬淡和豁達。他活到八十多歲，
在睡覺中無病無痛去世。用俗語
說，實在是「修」來的。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作者認為父親最可貴的品性是甚
麼？(請以不多於10個字作答)

作者認為父親最可貴的品性是：

不以榮辱得失為不以榮辱得失為不以榮辱得失為不以榮辱得失為念念念念 //// 不念榮辱不念榮辱不念榮辱不念榮辱
得失得失得失得失 //// 不不不不計較榮辱計較榮辱計較榮辱計較榮辱得失得失得失得失 //// 不計不計不計不計
較較較較得失得失得失得失 //// 不不不不計較名利計較名利計較名利計較名利 //// 寵辱不寵辱不寵辱不寵辱不
驚驚驚驚 //// 坦然坦然坦然坦然面對面對面對面對人生順逆人生順逆人生順逆人生順逆//// 恬淡恬淡恬淡恬淡////
豁達豁達豁達豁達 (70.6%)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1 Q2 (9CR2 Q2)

作者在本文第4段運用了甚麼手法
來描寫父親？

A. 靜態描寫 (6.7%)

B. 心理描寫 (21.6%)

C. 外貌描寫 (2.0%)

D.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描寫描寫描寫描寫 (69.3%)

38

4悲憫是他心中常存的「暖爐」。母
親覺得他太過分。他有自己的看法。
且舉一例：家鄉族內有姪輩的懶漢說
沒錢了，要把祖傳的一個魚塘賣給他
再以租塘方式繼續營生。他同意，接
着還資助對方多買點農具。豈料那傢
伙就是吊兒郎當不交租，年復一年，
不時還會進城跟他借飯錢。母親很生
氣，說從來沒有見過這等荒謬事。父
親呢，不愠不躁，老是跟母親輕聲說
他那句「招牌」話：「人家很窮苦。
我心中不忍。」「不忍」是他的口頭
禪和行動指南。母親常常說他所做的
笨事傻事和徒然花錢的無聊事，都是
給「不忍」所害。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語體文語體文語體文語體文 ((((9CR2 / 9CR3))))

39



達到良好達到良好達到良好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2 Q11 (9CR3 Q11)

40

第8段，作者提到不能讓鄉人「老
是這樣愚昧下去、麻木下去。」

(第28行)當中「愚昧」和「麻木」
分別指的是甚麼？請根據第請根據第請根據第請根據第����段內段內段內段內
容填寫答案容填寫答案容填寫答案容填寫答案。(請以不多於12個字
作答)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麻木」：鄉人

[[[[依然依然依然依然][][][][不斷不斷不斷不斷]]]]忍受污染的忍受污染的忍受污染的忍受污染的[[[[毒毒毒毒
害害害害]]]] //// 對污染習以為常對污染習以為常對污染習以為常對污染習以為常 //// 對對對對
污染視若無睹污染視若無睹污染視若無睹污染視若無睹 //// 對污染視而對污染視而對污染視而對污染視而
不見不見不見不見 //// 對污染不當作一回事對污染不當作一回事對污染不當作一回事對污染不當作一回事

(45.3%) [[[[ ]]]]：：：：非必要項目非必要項目非必要項目非必要項目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2 Q9 (9CR3 Q9)

第3及4段運用了甚麼寫作手法
突出小河的改變？

A. 對比對比對比對比 (82.6%)

B. 步移法 (3.7%)

C. 動態描寫 (6.2%)

D. 定點描寫 (6.8%)

41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語體文語體文語體文語體文 ((((9C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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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1 Q8

作者在文中第3行說：「因此我悟出一點道理」，
他所指的道理是甚麼？

A. 勝時沾沾自喜，輸時垂頭喪氣(3.3%)

B. 勝時沾沾自喜，輸時不形於色(16.7%)

C. 勝時乘勝追擊，輸時垂頭喪氣(3.6%)

D. 勝時乘勝追擊勝時乘勝追擊勝時乘勝追擊勝時乘勝追擊，，，，輸時不形於色輸時不形於色輸時不形於色輸時不形於色(76.0%)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43



9CR1 Q10

第2段運用了哪兩種說明手法？

I. 分類說明

II. 因果說明

III. 比喻說明

IV. 點列說明

A. I、II (13.6%)

B. I、、、、III (42.2%)

C. II、IV (14.2%)

D. III、IV (29.4%)

達到良好達到良好達到良好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

44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2自古博弈並稱，全是屬於賭的一類，而
且只是比「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略勝一
籌而已。不過弈雖小術，亦可以觀人。相
傳有慢性子人，見對方走「當頭炮」，便
左思右想，不知是跳左邊的「馬」好，還
是跳右邊的「馬」好，想了半個鐘頭而遲
遲不決，急得對方只好拱手認輸。是有這
樣的慢性子人，走每一步都要考慮，而且
是慢慢地考慮，我常想這種人如加入龜兔
競賽，也必定可以獲勝。也有性急的人，
下棋如賽跑，劈劈拍拍，草草了事。下棋
不能無爭，爭的範圍有大有小，有斤斤計
較而因小失大者；有不拘小節而眼觀全局
者；有短兵相接作生死鬥者；有各自為戰
而旗鼓相當者；有趕盡殺絕一步不讓者；
有好勇鬥狠同歸於盡者；有一面下棋一面
謾罵者。總而言之，見盡不同面目。



45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文言文文言文文言文文言文



9CR1 Q16

以下哪一項有關故事內容的描述是正確的？

A. 齊人與僕人互相責罵 (2.7%)

B. 齊人每天在吃飯時訓練狗吠叫 (6.3%)

C. 僕人看見齊人與狗的行為僕人看見齊人與狗的行為僕人看見齊人與狗的行為僕人看見齊人與狗的行為，，，，不禁不禁不禁不禁失笑失笑失笑失笑
(78.3%)

D. 齊人自此無暇責罵僕人，僕人終於可以
睡個好覺 (12.1%)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46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齊人每食必詬1其僕，至壞
器投匕箸2。友人厭之，忍弗言。
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
禽以贈子。」齊人行二十里而食，
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
且食而且嗥。主人詬於上，而狗
嗥於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
僕失笑，然後覺。

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
而後人侮之。」

(選自劉基《誠意伯文集》)



9CR1 Q17

這故事要說明甚麼道理？

A. 要包容別人的缺點 (12.9%)

B. 與壞人為伍，自貶身價 (4.8%)

C. 耳濡目染，容易染上不良習慣 (14.3%)

D. 人要自重人要自重人要自重人要自重，，，，才會得到別人的才會得到別人的才會得到別人的才會得到別人的尊重尊重尊重尊重 (67.4%)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47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齊人每食必詬1其僕，至壞
器投匕箸2。友人厭之，忍弗言。
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
禽以贈子。」齊人行二十里而食，
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
且食而且嗥。主人詬於上，而狗
嗥於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
僕失笑，然後覺。

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
而後人侮之。」

(選自劉基《誠意伯文集》)



9CR3 Q17

以下哪一項有關故事結局的描述是正確的？

A. 老虎吃掉了兩個小孩 (7.0%)

B. 老虎尋找不到同伴便離去 (8.9%)

C. 老虎吃掉了感到驚慌的小孩 (14.6%)

D. 老虎沒有傷害兩個小孩便老虎沒有傷害兩個小孩便老虎沒有傷害兩個小孩便老虎沒有傷害兩個小孩便離去離去離去離去 (68.9%)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48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有婦人晝日置小兒沙上而
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
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
沙上自若。虎熟1視久之，至
以首抵觸，庶幾2其一就懼；
而兒癡3，竟不知。虎亦尋卒
去。噫，虎之食人，先被之以
威，而不懼之人，威亦無所施
歟！

(選自蘇軾《東坡文集》)



9CR2 Q17

狂人指責紡織師無法做到他的要求，紡織
師如何回應？

A. 責罵狂人無理取鬧(11.6%)

B. 向狂人解釋他的要求空泛(9.9%)

C. 欺騙狂人，說已做到他的要求(40.1%)

D. 聲稱其他紡織師也辦不到他的要求
(37.9%)

達到良好的達到良好的達到良好的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中三學生表現中三學生表現中三學生表現

49

昔狂人令織師1織錦，極
令細好。織師加意，細若微塵。
狂人猶恨其粗。織師大怒，乃
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
人曰：「何以不見？」師曰：
「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
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
以付織師。

(選自釋道世《法苑珠林》)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50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9C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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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R1 Q20

收到這封信後，愉快中學決定安排學生參
觀「生活倒後鏡」展覽，學校必須完成甚
麼程序？

I. 繳交申請表格
II. 繳交申請確認書
III. 致電預約參觀時間
IV. 上網查閱參觀時間

A. III�II (3.9%)

B. IV����I (76.8%)

C. III�IV�I�II (4.2%)

D. IV�III�I�II (14.1%)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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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9C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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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2 Q20

下列哪一項描述符合上述廣告的內容重點？

A. 參賽者的年齡不限 (6.3%)

B. 參賽者參賽者參賽者參賽者必須居住在美必須居住在美必須居住在美必須居住在美城區城區城區城區 (75.2%)

C. 必須完成長跑活動，方可取得感謝狀 (12.8%)

D. 必須籌集$ 40或以上，方可參加比賽 (4.9%)

54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9CR2 Q19

上述廣告的撰寫目的是甚麼？(請以不多於20個字作答) 

宣傳親子長跑宣傳親子長跑宣傳親子長跑宣傳親子長跑籌款籌款籌款籌款 / / / / 
呼籲呼籲呼籲呼籲[[[[美城區美城區美城區美城區]]]]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參加親子長跑參加親子長跑參加親子長跑參加親子長跑籌款籌款籌款籌款 / / / / 
呼籲呼籲呼籲呼籲[[[[美城區美城區美城區美城區]]]]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及家長參加親子長跑及家長參加親子長跑及家長參加親子長跑及家長參加親子長跑籌款籌款籌款籌款
(38.0%)
[ ]：非必要項目

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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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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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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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9C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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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正確，清楚推行小
領袖訓練營的宗旨1a、
舉辦的日期、地點1b，
以及查詢方法等資料1d
。但是本文忽視了撰文
對象，將入營人數誤作
參與計畫的學員人數1c
。

• 文章層次欠分明，在第
一段先交代計畫目的，
再交代計畫細節及報名
方法。

• 格式尚算完整，包括標
題3a、職銜署名3c和發
文日期3d。但可惜本文
結束語位置有誤3b。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58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職銜職銜職銜職銜、、、、署名署名署名署名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正確扼要，清楚交
代舉辦活動的詳情，如
：活動宗旨1a、舉辦日
期、地點1b、聯絡方法
1c。可惜學生誤以為本
年與去年一樣以「先到
先得」的方法揀選參加
者1d，致內容未臻完美
。

• 格式完整，標題2a、結
束語2b、職銜署名2c及
發文日期2d俱全。

• 用詞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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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9CW2))))

60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大致正確，能清楚交代
何自強因籃球比賽延期而要
請假半天，並懇請班主任批
准1a，但全文未有具體交代
請假時間1b。

• 本文層次尚算分明，先交代
請假原因、日期，然後懇請
班主任批准。

• 學生已掌握書信的格式，上
款3a、下款3c、日期3d齊備，
但祝頌語位置有誤3b。

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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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職銜職銜職銜職銜、、、、署名署名署名署名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祝頌語位置有誤祝頌語位置有誤祝頌語位置有誤祝頌語位置有誤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正確，信中能清楚
交代何自強因籃球比賽
延期而要請假半天1a。
此外，本文能按題目的
提示，在信末懇請班主
任批准1b。

• 學生已掌書信的格式，
稱謂2a、身分署名2b、
日期2c齊備。

• 文句大致通順，用語簡
煉。

• 學生將「敬希照准」誤
作「敬希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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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9CW3))))

63



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64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上款上款上款上款

小標題小標題小標題小標題



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續續續續))))

65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大致完整，能羅列調查結果，並略加分析，惟交代數
字略欠準確1a。建議部分略嫌粗疏，例如未有指出學生運
動時數是以「每周」為計算單位。本文能按題目所附資料
撰寫兩項建議，其中以第二項建議的內容較為具體1b。

• 本文能根據題目要求撰寫小標題，依次交代調查結果2a及
兩項建議2b。

• 格式大致完整，包括：上款3a、職銜署名3c及發文日期3d
，可惜標題訂為「美城區中學校長會運動習慣調查報告」
3b，未有點明這份報告的調查對象。

職銜職銜職銜職銜、、、、署名署名署名署名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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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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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續續續續))))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充實。學生羅列調查結果，包括受訪學生的運動
習慣，以及有運動習慣的學生每周平均運動時數1a。
建議部分大致能因應題目提示，提出協助學生建立良
好運動習慣的方法，可惜文中未有交代該會如何爭取
在美城區加設運動場地，內容稍欠完足1b。

• 本文能因應題目要求鋪排內容重點；能根據資料交代
調查結果，並提出兩項改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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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語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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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69

試以試以試以試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課堂的課堂的課堂的課堂」」」」為題為題為題為題，，，，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
((((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



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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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大致切題。文章開門見山，指出令人深刻的課並不限於學校，
從而引出學習照料動物的經歷1a。作者簡述上課的情況1b，然後筆
鋒一轉，寫自己被分派照料體形較大的狗隻，本來心存恐懼，幸然
最後能克服難關1c。文末重申作者從這節課中獲益良多1d。

• 結構完整，層次尚算分明。文章有起、承、轉、合，可惜全文未能
充分闡釋作者最初為何討厭動物，這一節課如何令他改觀，從而令
讀者體會到這是「深刻」的一課。

• 本文用語尚算準確。

•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將「接觸」誤作「接解」、將「到達」誤作「
到 」、將「一支強心針」誤作「一枝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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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試試試試以以以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課堂的課堂的課堂的課堂」」」」為題為題為題為題，，，，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
((((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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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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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續續續續))))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豐富，緊扣主題。首段點題，指出「最有意義的課堂」是為令
作者感悟最深的一課1a。接著，作者交代自己到貧困地區交流的經
過，最初作者踏入簡陋的校舍，心中只想回家1b。作者在接觸當地
的學童後，反思自己學習態度，最後直言是教室內的小孩給他上了
一課1c 。

• 文章內容層次分明，先寫作者本來對這次交流只是敷衍了事2a，後
來作者看到學童認真上課的情景及聽了學童的一席話後，頓覺慚愧
2b。文末重申教室內的小孩給他上了一課，為他帶來改變2c，再次
呼應本文題旨。

• 行文尚算流暢，描寫人情物理細緻。

• 用詞偶有不當，但大致準確，如「佈滿裂縫」。

• 偶有錯別字，如將「新聞」誤作「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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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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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試以試以試以「「「「最後一次最後一次最後一次最後一次」」」」為題為題為題為題，，，，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



76

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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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續續續續))))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全文以「最後一次」與朋友見面為題，先寫與朋友話別的情景1a，
然後指出友人在作者心中的地位無可取代1b，然後想像兩人分別後
的痛苦1c，最後再寫眼前離別的情景1d。內容大致切題，惟未能刻
畫作者與友人深厚的情誼。

• 內容結構完整。

• 行文尚算流暢，偶有佳句。

•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將「怎會」誤作「甚會」。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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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試以試以試以「「「「最後一次最後一次最後一次最後一次」」」」為題為題為題為題，，，，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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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續續續續))))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意念完整，內容豐富。小店在新舊交替中無奈結業。文章通過
描寫店面與新建的商廈1a、店東的百般不捨1b、食物不變的味
道1c，刻畫作者最後一次光顧小店的無奈及悲傷。

• 結構完整，層次分明。作者以最後一次光顧小店的經過為主線
，先以景物描寫，暗示物換星移，小店難逃倒閉厄運2a；然後
以對話刻畫作者及店東對小店結業的無奈；文末細緻描寫店東
認真地貼上「結業通知」，不著一字，但情意躍然紙上2b。

• 行文大致通順，偶有佳句。

• 遣詞用字準確，如「撥開」、「旋踵」、「凝固」。

• 偶有錯別字，如將「幕簾」誤作「幕廉」、將「洗乾淨」誤作
「洗幹淨」、將「傾訴」誤作「傾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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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試以試以試以試以「「「「車站車站車站車站」」」」為題為題為題為題，，，，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寫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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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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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續續續續))))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大致切題。文章第一段先點題，指出自己對「車
站」並不陌生1a，然後寫在學校及居所附近兩個車站
，它們十分殘舊，正等待維修。接著，第四段寫車站
讓作者得到喘息的機會1b，可惜車站進行翻新工程後
，作者再尋找不到那種熟悉的味道1c。

• 本文內容結構大致完整。本文雖有描寫車站的殘舊2b
及作者對車站的感情2a，但鋪排欠妥善，令讀者難以
明白作者為何對翻新後的車站感到悵然若失。

• 行文雖偶有沙石，但尚算流暢。本文偶有用詞準確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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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試以試以試以試以「「「「車站車站車站車站」」」」為題為題為題為題，，，，寫寫寫寫一篇文章一篇文章一篇文章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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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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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示例示例示例����((((續續續續))))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充實，感情真摰。首段描寫大埔墟車站的外觀1a，點出車

站見證作者的成長，引起下文描寫作者與友人在車站乘搭火車
的點滴1b，如今友人已到另一區升學，作者只好在車站月台回
憶與友人共渡的時光1c 。

• 段落層次分明，結構完整。全文抓住大埔墟車站的擁擠與悶熱
兩個特點而書，作者與友人相聚的時光也緊扣了車站這兩個特
點，例如作者在熙來攘往的車站尋覓友人的身影、在悶熱的月
台候車2a。末段寫作者在升中後再無法在擠滿人的月台上找到
友人的身影，只有獨自在「享受」這難受的悶熱2b。前呼後應
，佈局用心。

• 行文尚算流暢。文中運用比喻描寫蟬鳴。

• 全文用語準確，如「絡繹不絕」、「形單影隻」 。

• 偶有錯別字，如將「車廂」誤寫為「車箱」，將「枝繁葉茂」
誤寫「枝繁葉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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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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87



9CL1 Q2 (9CL2 Q2)

最初訂立「世界動物日」的目的是甚麼？

A. 喚起世人愛惜大自然 (2.0%)

B. 喚起世人關懷所有動物 (8.2%)

C. 喚起世人關注瀕臨絕種的喚起世人關注瀕臨絕種的喚起世人關注瀕臨絕種的喚起世人關注瀕臨絕種的動物動物動物動物 (82.1%)

D. 紀念一位為拯救動物而犧牲的傳教士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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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L1 Q14

以下哪一項不符合關於救救鯊魚協會的描述？

A. 於四年前成立 (13.9%)

B. 創辦人曾在銀行工作 (11.7%)

C. 跟多個國際環保組織合作 (9.6%)

D. 呼籲各國立例禁止市民吃呼籲各國立例禁止市民吃呼籲各國立例禁止市民吃呼籲各國立例禁止市民吃魚翅魚翅魚翅魚翅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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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L1 Q1 (9CL2 Q1)

根據話語節錄，偉明這樣說主要想表達甚麼意思？

A. 責怪嘉惠沒有留意志豪說的話 (8.2%)

B. 懷疑志豪沒有統籌活動的能力 (2.2%)

C. 抱怨嘉惠不體諒幹事的工作繁重 (10.8%)

D. 諷刺志豪以太忙為推搪工作的諷刺志豪以太忙為推搪工作的諷刺志豪以太忙為推搪工作的諷刺志豪以太忙為推搪工作的藉口藉口藉口藉口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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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L2 Q12

為甚麼方先生認為人工繁殖老虎解決不了野生老虎生存
的危機？

因為︰

A. 近二十年野生老虎的數目大減 (20.0%)

B. 人工繁殖老虎需要先進的技術配合 (11.3%)

C. 只有少數人工繁殖的老虎適合放歸野外 (18.1%)

D. 人工繁殖老虎的數目仍未能滿足中藥市場人工繁殖老虎的數目仍未能滿足中藥市場人工繁殖老虎的數目仍未能滿足中藥市場人工繁殖老虎的數目仍未能滿足中藥市場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
(49.7%)

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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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3.1 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和內容和內容和內容和內容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9CL2 Q15

以下哪兩項兩項兩項兩項是老虎之友曾參與的工作？

I. 為老虎棲息地植樹造林

II. 促請各國禁止獵殺野生老虎

III. 在長白山森林繁殖草食動物

IV. 研究把飼養的老虎放歸野外

A. I、II (32.8%)

B. I、、、、IV(34.8%)

C. II、III(17.9%)

D. III、IV(13.9%)

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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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3.1 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和內容和內容和內容和內容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Q4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香港的郵政服
務面對甚麼挑戰？

A. 寄往內寄往內寄往內寄往內地地地地的的的的郵包郵包郵包郵包激增激增激增激增 (72.3%)

B. 寄往內地的書信激增 (2.4%)

C. 貨倉無法存放大量信件 (15.3%)

D. 寄往內地的食品通關需時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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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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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根據圖二顯示，下列哪一項符合近年
郵政署處理郵件的情況？

A.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郵件郵件郵件郵件的數的數的數的數量量量量不斷不斷不斷不斷上上上上升升升升 (87.5%)

B. 處理郵件的數量不斷下降 (3.4%)

C. 1990年比2000年處理郵件的數量
較多 (4.6%)

D. 2010年比2000年處理郵件的數量
較少 (4.0%)

BR3.7/BL3.4 能識別視聽能識別視聽能識別視聽能識別視聽資訊中資訊中資訊中資訊中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



達到良好達到良好達到良好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

Q1

香港開埠初期的郵政服務是怎樣的？

A. 由英軍兼任遞送郵件 (26.9%)

B. 主要依靠軍艦運送郵件 (9.0%)

C. 主主主主要依要依要依要依靠船隻靠船隻靠船隻靠船隻運運運運送送送送郵件郵件郵件郵件 (49.4%)

D. 郵局設於山上方便監察船隻停泊的情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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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7/BL3.4 能識別視聽能識別視聽能識別視聽能識別視聽資訊中資訊中資訊中資訊中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



達到良好達到良好達到良好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

Q2

根據圖一顯示，以下哪一項有關香港四十
年代後期郵政服務的描述是正確的？

A. 新界的郵局最多 (8.0%)

B. 九龍九龍九龍九龍與與與與新界新界新界新界的的的的郵郵郵郵局數目局數目局數目局數目相相相相同同同同 (45.0%)

C. 九龍的郵局數目比香港島多 (17.9%)

D. 深水埗郵局是九龍唯一的郵局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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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7/BL3.4 能識別視聽能識別視聽能識別視聽能識別視聽資訊中資訊中資訊中資訊中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



BR3.7/BL3.4 能識別視聽能識別視聽能識別視聽能識別視聽資訊中資訊中資訊中資訊中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

達到良好達到良好達到良好達到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的中三學生表現

Q9

郵戳可以反映出當時香港哪些社會情況？

I. 經濟活動

II. 健康衛生

III. 航空交通

IV. 教育發展

A. I、、、、II (40.3%)

B. I、III (34.5%)

C. II、IV (17.1%)

D. III、IV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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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2014-2016年中三級全港性系統

紙筆評估學生表現

98



2014-2016年年年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聆聽聆聽聆聽聆聽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BR3.3 能歸納篇章
的內容要點內容要點內容要點內容要點

大多數學生能歸納篇章
內容大意。

BL3.1 能理解話語
的主題和內容要點內容要點內容要點內容要點

學生大致能聽出
話語的內容重點
和主題。部分學
生在歸納說話者
的說話重點方面
，仍須再下苦功
。

BR3.4 能判別篇章
的一般寫作方法寫作方法寫作方法寫作方法

學生大致能判別常見的
寫作手法。

BL3.2 能透過說話
者的語氣語氣語氣語氣，聽出話
語的實際意思

部分學生在分別
話語的實際意思
方面有進步。

BR3.5 能概略理解
淺易文言作品文言作品文言作品文言作品

學生能概略理解文言作
品的內容重點。

部分學生在分析文章主
旨、推斷作者觀點方面
，表現一般。

BL3.3 能概略理解
話語內容的前後關前後關前後關前後關

係係係係

學生大致能掌握
話語的前後關係
。

BR3.6 能概略理解
常見的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學生在理解實用文的主
要信息，表現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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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年年年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

寫作寫作寫作寫作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視聽資訊視聽資訊視聽資訊視聽資訊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實用文寫作實用文寫作實用文寫作實用文寫作

• 大部分學生能寫格式和
內容完整的實用文。

• 部分學生未能因應撰文
身分選取合適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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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

• 小部分學生言之有物，
並嘗試運用不同的寫作
手法，以突顯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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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學生整體表現概說

及示例

抽樣評估：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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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課程重點與基本能課程重點與基本能課程重點與基本能課程重點與基本能力力力力



2016年年年年全港性系統全港性系統全港性系統全港性系統評估說話範疇評估說話範疇評估說話範疇評估說話範疇—個人短講個人短講個人短講個人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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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 表現良好表現良好表現良好表現良好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 學生大致能扣緊學生大致能扣緊學生大致能扣緊學生大致能扣緊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作簡單而作簡單而作簡單而作簡單而
完整的短講完整的短講完整的短講完整的短講

• 部分學生能善用部分學生能善用部分學生能善用部分學生能善用
標示語和關聯詞標示語和關聯詞標示語和關聯詞標示語和關聯詞，，，，
內容條理清晰內容條理清晰內容條理清晰內容條理清晰

• 部分學生能運用部分學生能運用部分學生能運用部分學生能運用
豐富多變的詞彙豐富多變的詞彙豐富多變的詞彙豐富多變的詞彙，，，，
說話清晰自然說話清晰自然說話清晰自然說話清晰自然

• 部分學生的內容部分學生的內容部分學生的內容部分學生的內容
薄弱薄弱薄弱薄弱，，，，未能凸顯未能凸顯未能凸顯未能凸顯
重心重心重心重心

• 例證不足例證不足例證不足例證不足

• 部分學生部分學生部分學生部分學生未能注未能注未能注未能注
意意意意題目中關鍵字題目中關鍵字題目中關鍵字題目中關鍵字
眼眼眼眼

• 部分學生的詞彙部分學生的詞彙部分學生的詞彙部分學生的詞彙
貧乏貧乏貧乏貧乏

• 部分學生的語調部分學生的語調部分學生的語調部分學生的語調
平淡乏味平淡乏味平淡乏味平淡乏味

• 小部分學生說話小部分學生說話小部分學生說話小部分學生說話
聲線微弱聲線微弱聲線微弱聲線微弱，，，，或發或發或發或發
音不準確音不準確音不準確音不準確

• 接近三成學生在接近三成學生在接近三成學生在接近三成學生在
內容方面取得四內容方面取得四內容方面取得四內容方面取得四
等或以上等或以上等或以上等或以上

• 個別學生個別學生個別學生個別學生能援引能援引能援引能援引
恰當的例子恰當的例子恰當的例子恰當的例子，，，，並並並並
拓展內容拓展內容拓展內容拓展內容

• 能善用連接詞和能善用連接詞和能善用連接詞和能善用連接詞和
標示語標示語標示語標示語，，，，使層次使層次使層次使層次
分明分明分明分明

• 運用豐富多變的運用豐富多變的運用豐富多變的運用豐富多變的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成語成語成語成語、、、、古古古古
語或諺語等語或諺語等語或諺語等語或諺語等

• 因應內容變化語因應內容變化語因應內容變化語因應內容變化語
速語氣速語氣速語氣速語氣，，，，說話清說話清說話清說話清
晰響亮晰響亮晰響亮晰響亮，，，，快慢有快慢有快慢有快慢有
致致致致。。。。跟主考員有跟主考員有跟主考員有跟主考員有
眼神接觸眼神接觸眼神接觸眼神接觸

• 整體而言整體而言整體而言整體而言，，，，本年本年本年本年
度學生的表現比度學生的表現比度學生的表現比度學生的表現比
去年有些微進步去年有些微進步去年有些微進步去年有些微進步。。。。
大部分學生的內大部分學生的內大部分學生的內大部分學生的內
容大致切題容大致切題容大致切題容大致切題，，，，離離離離
題情況甚少題情況甚少題情況甚少題情況甚少

• 部分學生的詞彙部分學生的詞彙部分學生的詞彙部分學生的詞彙
貧乏貧乏貧乏貧乏，，，，內容欠豐內容欠豐內容欠豐內容欠豐
富富富富

• 審題方面審題方面審題方面審題方面，，，，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宜加倍注意宜加倍注意宜加倍注意宜加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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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整體表現 表現良好表現良好表現良好表現良好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 表現平穩表現平穩表現平穩表現平穩，，，，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大多積極主動發大多積極主動發大多積極主動發大多積極主動發
言言言言，，，，並能就同學並能就同學並能就同學並能就同學
發言作恰當的回發言作恰當的回發言作恰當的回發言作恰當的回
應應應應

• 大部分學生表達大部分學生表達大部分學生表達大部分學生表達
尚見條理尚見條理尚見條理尚見條理，，，，不發不發不發不發
言者極少言者極少言者極少言者極少

• 部分學生只是輪部分學生只是輪部分學生只是輪部分學生只是輪
流地表達意見流地表達意見流地表達意見流地表達意見，，，，
未能掌握承接同未能掌握承接同未能掌握承接同未能掌握承接同
學發言的技巧學發言的技巧學發言的技巧學發言的技巧

• 部分學生的生活部分學生的生活部分學生的生活部分學生的生活
體驗不足體驗不足體驗不足體驗不足，，，，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運用多角度思考運用多角度思考運用多角度思考運用多角度思考

• 部分學生的論點部分學生的論點部分學生的論點部分學生的論點
欠明確欠明確欠明確欠明確，，，，欠有力欠有力欠有力欠有力
的例證的例證的例證的例證，，，，以致內以致內以致內以致內
容薄弱容薄弱容薄弱容薄弱

• 有些學生常用設有些學生常用設有些學生常用設有些學生常用設
例例例例，，，，少用事例少用事例少用事例少用事例

• 少數學生回應機少數學生回應機少數學生回應機少數學生回應機
械化械化械化械化，，，，如如如如「「「「你同你同你同你同
意你的看法意你的看法意你的看法意你的看法」」」」等等等等
套語套語套語套語

• 接近三成的學生接近三成的學生接近三成的學生接近三成的學生
在內容方面取得在內容方面取得在內容方面取得在內容方面取得
四等或以上四等或以上四等或以上四等或以上

• 留心聆聽留心聆聽留心聆聽留心聆聽，，，，主動主動主動主動
發言發言發言發言，，，，會以眼神會以眼神會以眼神會以眼神
或點頭表示同意或點頭表示同意或點頭表示同意或點頭表示同意。。。。
能掌握時間能掌握時間能掌握時間能掌握時間，，，，討討討討
論氣氛良好論氣氛良好論氣氛良好論氣氛良好

• 能輔以不同的例能輔以不同的例能輔以不同的例能輔以不同的例
子佐證子佐證子佐證子佐證，，，，論據充論據充論據充論據充
足足足足

• 能拓展討論空間能拓展討論空間能拓展討論空間能拓展討論空間，，，，
帶動同學參與討帶動同學參與討帶動同學參與討帶動同學參與討
論論論論

• 本年度學生的表本年度學生的表本年度學生的表本年度學生的表
現比去年略見進現比去年略見進現比去年略見進現比去年略見進
步步步步。。。。學生大致能學生大致能學生大致能學生大致能
積極主動發言積極主動發言積極主動發言積極主動發言，，，，
恰當舉例恰當舉例恰當舉例恰當舉例，，，，並加並加並加並加
以說明以說明以說明以說明，，，，表達尚表達尚表達尚表達尚
見條理見條理見條理見條理，，，，不發言不發言不發言不發言
者極少者極少者極少者極少

• 公式化的回應公式化的回應公式化的回應公式化的回應，，，，
然後不加說明的然後不加說明的然後不加說明的然後不加說明的
情況甚少情況甚少情況甚少情況甚少

• 部分學生在討論部分學生在討論部分學生在討論部分學生在討論
技巧技巧技巧技巧，，，，表達論點表達論點表達論點表達論點、、、、
論據方面論據方面論據方面論據方面，，，，仍有仍有仍有仍有
待改進待改進待改進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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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評估說話評估說話評估說話評估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學生表現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 學生大致能根據短講題目要求表達意見，惟內容未見豐富，學生大致能根據短講題目要求表達意見，惟內容未見豐富，學生大致能根據短講題目要求表達意見，惟內容未見豐富，學生大致能根據短講題目要求表達意見，惟內容未見豐富，
亦欠缺新意。近年離題情況甚少亦欠缺新意。近年離題情況甚少亦欠缺新意。近年離題情況甚少亦欠缺新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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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大部分學生能主動參與小組討論，表達己見，回應同學，惟大部分學生能主動參與小組討論，表達己見，回應同學，惟大部分學生能主動參與小組討論，表達己見，回應同學，惟
內容欠深入闡述；表達論點、論據方面仍有待改進內容欠深入闡述；表達論點、論據方面仍有待改進內容欠深入闡述；表達論點、論據方面仍有待改進內容欠深入闡述；表達論點、論據方面仍有待改進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 部分學生未能善用部分學生未能善用部分學生未能善用部分學生未能善用2分鐘時間組織短講內容，欠缺條理或重複分鐘時間組織短講內容，欠缺條理或重複分鐘時間組織短講內容，欠缺條理或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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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有些學生仍未能善用標示語和關聯詞內容；有些學生仍未能善用標示語和關聯詞內容；有些學生仍未能善用標示語和關聯詞

• 部分學生沒有善用部分學生沒有善用部分學生沒有善用部分學生沒有善用5分鐘準備時間，用作構思、寫大綱，或摘分鐘準備時間，用作構思、寫大綱，或摘分鐘準備時間，用作構思、寫大綱，或摘分鐘準備時間，用作構思、寫大綱，或摘
錄說話要點錄說話要點錄說話要點錄說話要點

用詞用詞用詞用詞 • 部分學生的詞彙貧乏，欠缺生動變化，偶有通俗詞語或夾雜部分學生的詞彙貧乏，欠缺生動變化，偶有通俗詞語或夾雜部分學生的詞彙貧乏，欠缺生動變化，偶有通俗詞語或夾雜部分學生的詞彙貧乏，欠缺生動變化，偶有通俗詞語或夾雜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審題審題審題審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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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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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評估說話評估說話評估說話評估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學生表現

說話說話說話說話

技巧技巧技巧技巧

• 部分學生說話時語調平淡乏味，說話時出現懶音、助語詞或部分學生說話時語調平淡乏味，說話時出現懶音、助語詞或部分學生說話時語調平淡乏味，說話時出現懶音、助語詞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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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禪」；聲量不足「口頭禪」；聲量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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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生在發言時往往先將題目隻字不漏地複述一次部分學生在發言時往往先將題目隻字不漏地複述一次部分學生在發言時往往先將題目隻字不漏地複述一次
• 學生說「我同意你的看法」等套語的情況甚少學生說「我同意你的看法」等套語的情況甚少學生說「我同意你的看法」等套語的情況甚少學生說「我同意你的看法」等套語的情況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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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別學生在討論時跟同學嬉笑，態度欠認真個別學生在討論時跟同學嬉笑，態度欠認真個別學生在討論時跟同學嬉笑，態度欠認真個別學生在討論時跟同學嬉笑，態度欠認真
• 默不作聲的情況極少默不作聲的情況極少默不作聲的情況極少默不作聲的情況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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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例例 子子子子
SI2：：：：政府將舉行環保袋設計比賽政府將舉行環保袋設計比賽政府將舉行環保袋設計比賽政府將舉行環保袋設計比賽，，，，假如你假如你假如你假如你

要參加比賽要參加比賽要參加比賽要參加比賽，，，，你會設計一款怎樣的環你會設計一款怎樣的環你會設計一款怎樣的環你會設計一款怎樣的環
保袋保袋保袋保袋？？？？試從款式試從款式試從款式試從款式、、、、材料材料材料材料、、、、顏色等幾方顏色等幾方顏色等幾方顏色等幾方
面加以說明面加以說明面加以說明面加以說明。。。。

部分學生未能抓住部分學生未能抓住部分學生未能抓住部分學生未能抓住「「「「環保袋環保袋環保袋環保袋」」」」為重心為重心為重心為重心，，，，
以致說話內容欠準確以致說話內容欠準確以致說話內容欠準確以致說話內容欠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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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例例 子子子子

SI6：：：：假如你可以為自己就讀的學校多加假如你可以為自己就讀的學校多加假如你可以為自己就讀的學校多加假如你可以為自己就讀的學校多加

一天假期一天假期一天假期一天假期，，，，你最希望訂在哪一天你最希望訂在哪一天你最希望訂在哪一天你最希望訂在哪一天？？？？

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

敬師日敬師日敬師日敬師日 考試前一天考試前一天考試前一天考試前一天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學生自由發揮學生自由發揮學生自由發揮學生自由發揮))))

學生能從不同方面出發學生能從不同方面出發學生能從不同方面出發學生能從不同方面出發，，，，考慮新增假期訂考慮新增假期訂考慮新增假期訂考慮新增假期訂

在哪一天對師生的影響較少在哪一天對師生的影響較少在哪一天對師生的影響較少在哪一天對師生的影響較少，，，，分析具理據分析具理據分析具理據分析具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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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例例 子子子子

SG3：：：：你認為下列哪一項運動比較你認為下列哪一項運動比較你認為下列哪一項運動比較你認為下列哪一項運動比較能夠提升年青能夠提升年青能夠提升年青能夠提升年青
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對抗逆境能力對抗逆境能力對抗逆境能力對抗逆境能力」」」」？？？？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

長跑長跑長跑長跑 攀石攀石攀石攀石 游冬泳游冬泳游冬泳游冬泳

部分學生對上述運動認識不深部分學生對上述運動認識不深部分學生對上述運動認識不深部分學生對上述運動認識不深，，，，有部分有部分有部分有部分
學生未能思考某種運動跟提升學生未能思考某種運動跟提升學生未能思考某種運動跟提升學生未能思考某種運動跟提升「「「「對抗逆對抗逆對抗逆對抗逆
境能力境能力境能力境能力」」」」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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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例例 子子子子

SG7：：：：如果學校要求學生下學年必須修讀一門如果學校要求學生下學年必須修讀一門如果學校要求學生下學年必須修讀一門如果學校要求學生下學年必須修讀一門
新課程新課程新課程新課程，，，，你認為下列哪一項最切合學生你認為下列哪一項最切合學生你認為下列哪一項最切合學生你認為下列哪一項最切合學生
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的需要？？？？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

零用錢管理課程零用錢管理課程零用錢管理課程零用錢管理課程 時間管理課程時間管理課程時間管理課程時間管理課程 情緒管理課程情緒管理課程情緒管理課程情緒管理課程

學生能從上述三個選項作比較學生能從上述三個選項作比較學生能從上述三個選項作比較學生能從上述三個選項作比較，，，，說明那一項較說明那一項較說明那一項較說明那一項較
切合現時學生的需要切合現時學生的需要切合現時學生的需要切合現時學生的需要，，，，然後提出一些建設性的然後提出一些建設性的然後提出一些建設性的然後提出一些建設性的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並加以闡述和解釋並加以闡述和解釋並加以闡述和解釋並加以闡述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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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及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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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資料在資料在資料在資料在2016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9日日日日

上載上載上載上載於於於於「「「「網上學與教支援網上學與教支援網上學與教支援網上學與教支援」」」」網網網網站站站站: 

http://wlts.edb.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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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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