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2022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專題講座

小學六年級

參與學校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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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2022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學習範疇 分卷 題數 評估時間

閲讀 6CR1 25 30分鐘

6CR2 25

聆聽 6CL1 15 約20分鐘

寫作 6CW1 2 55分鐘

6CW2 2

小六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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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2022

小六級中文科
閲讀範疇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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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範疇──基本能力分布
基本能力 題數

BR2.1能認讀一般閲讀材料中的常用字 此項已融入其他評估重點中

BR2.2能理解所學詞語 6

BR2.3能理解敘述性和説明性文字的段意及段落關係 6

BR2.4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 3

BR2.5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 13

BR2.6能理解篇章中例證的作用 2

BR2.7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 10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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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範疇──篇章

分卷/篇章
篇章一
記敘文

篇章二
説明文

篇章三
實用文

6CR1

〈小風波〉

〈螞蟻〉 〈香江歷史探究〉

6CR2 〈主教山配水庫〉〈恩健體育協會

秋冬運動課程〉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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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分析
〈小風波〉

第一段
指出「我」回想圓珠筆風波
的起因，並且感到懊悔。

第二段
記述「我」獲得圓珠筆的經
過。

第三段
記述「我」的圓珠筆不見了，
同時認定小儀是偷筆賊。

第四段
指出「我」誤會了小儀，心
裏難受。

第五段
記述「我」跟小儀道歉及化
解誤會的經過。

第六段
總結「我」明白友情的可貴，
友情是需要重視和珍惜。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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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分析
〈螞蟻〉

第一段
指出螞蟻在地球生存已經有
悠久的歷史。

第二段
指出螞蟻品種繁多及各司其
職的特性。

第三段 説明蟻后在族群中的功能。

第四段 説明雄蟻在族群中的功能。

第五段 説明工蟻在族群中的功能。

第六段 説明兵蟻在族群中的功能。

第七段
總結螞蟻能夠存活至今的原
因。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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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分析
〈主教山配水庫〉

第一段 介紹主教山配水庫的背景。

第二段
指出主教山配水庫被列為
「一級歷史建築」，具保
存價值。

第三段
説明主教山配水庫獨特的
建築美。

第四段
指出市民對主教山配水庫
用途的不同意見。

第五段 介紹主教山配水庫的現況。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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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分析
〈香江歷史探究〉

指出香江文化研究中心將舉辦兩
場講座的目的。

介紹第一場講座的內容及安排。

介紹第二場講座的內容及安排。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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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分析
〈恩健體育協會秋冬運動課程〉

介紹秋冬運動課程的舉辦目的及
相關資訊。

介紹秋冬運動課程的內容。

指出恩健體育協會的聯絡方法。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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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參與學生表現
強項 不足

• 在「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
寓意」方面，大部分學生可以
掌握篇章的主要信息，表現理
想。

• 在「能理解篇章中例證的作用」
方面，學生表現理想，他們都
知道作者引用例子的原因。

• 在「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方
面，大部分學生都能夠掌握內
容要點和主要信息，表現理想。

• 在「能理解敘述性和説明
性文字的段意及段落關係」
方面，學生表現略遜於其
他基本能力。

• 「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
事理」方面。學生能理解
篇章內容要點、事件的因
果關係及事情的脈絡發展。
個別題目表現稍遜。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6CR1_Q1 / 6CR2_Q1 備註

•正確答案

•未能按語境找
出適當的詞語

•未能按語境找
出適當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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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示例
BR2.2   能理解所學詞語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學生能根據題目提供的語境，
從篇章找出正確答案。



6CR1_Q12 備註

•正確答案

•忽略了題幹
「勇敢地站出
來擔當責任」
的意思，以致
未能找出正確
答案

•學生不理解這
個四字詞語的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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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示例
BR2.2   能理解所學詞語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學生能掌握詞語的意思，
從篇章找出正確答案。



6CR2_Q11 備註

•正確答案

•未能按語境找
出適當的詞語

•學生不理解
「傳誦千古」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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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示例
BR2.2   能理解所學詞語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學生能根據題目提供的語
境，從篇章找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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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1_Q4 / 6CR2_Q4

題目示例
BR2.3   能理解敘述性文字和説明性文字的段意及段落關係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A 只着眼部分內容，例如「我發現圓珠筆不翼
而飛。我焦急極了」，以致誤選答案。

B 只着眼部分內容，例如「同學都向我們投以
好奇的目光，有些更竊竊私語」，以致誤選
答案。

C 能根據文章對「我」的描寫，包括「焦急極
了……四周搜尋」，「看見小儀……有一支
一模一樣的圓珠筆」，及「質問她……你撒
謊」，知道第三段的主要內容是交代「我」
失去圓珠筆的反應。

D 只着眼部分內容，例如「我焦急極了，連忙
翻看書包和抽屜，四周搜尋」，以致誤選答
案。

不少學生能根據段落，
尋找相關的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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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1_Q17

題目示例
BR2.3   能理解敘述性文字和説明性文字的段意及段落關係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A 只着眼於部分內容，例如「雖然牠(工蟻)的體重
只有0.2至0.5克，卻能搬運比自己重十多倍的東
西」，忽略段落中大部分內容是描述工蟻的工
作，以致誤選答案。

B 只着眼於段落的開首「工蟻在族羣中數量最
多」，忽略段落主要是描述工蟻搬運食物的方
法，以致誤選答案。

C 能理解第五段大部分內容是説明工蟻如何為族
羣尋找食物，找出正確答案。

D 未能理解段落內容並非「表揚」工蟻對族羣的
貢獻，只是直接描述工蟻的任務，以致誤選答
案。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篇
章情節，找出第五段
的段落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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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2_Q18

題目示例
BR2.3   能理解敘述性文字和説明性文字的段意及段落關係

A 未能理解第二段的內容(主教山配水庫被發現及
其歷史價值)，以致誤選答案。

B 未能理解第三段的內容(主教山配水庫的建築特
色)，以致誤選答案。

C 能根據「公眾對它(主教山配水庫)的未來發展，
有不同意見。從保育的角度……從經濟發展的
角度……大眾的需求」，找出正確答案。

D 未能理解第五段的內容(主教山配水庫的現況)，
以致誤選答案。

大部分學生能按提供的
段意，找出相關的段落。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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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1_Q10 / 6CR2_Q10

題目示例
BR2.4  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A 受生活知識影響，只着眼「我」知道錯怪
了小儀並願意向她道歉，誤以為文章重點
就是説知錯能改，以致誤選答案。

B 能理解故事是圍繞「我」因遺失圓珠筆而
誤會好朋友小儀，最後誤會解開，兩人和
好如初，知道文章的內容重點是通過一場
風波帶出友情的可貴。

C 只着眼「我」因為缺乏信任而差點失去好
朋友，誤以為文章重點就是交友的方法，
以致誤選答案。

D 誤解文章是記述一宗偷竊事件，並且只着
眼「我」遺失圓珠筆的原因和經過，忽略
當中「友情」的元素，以致誤選答案。

很多學生能理解篇章內容，找出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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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1_Q20

題目示例
BR2.4  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A 只着眼首段「不管在家中、公園或街道……

發現牠的蹤影……就是螞蟻」，忽略其他段
落內容，以致誤選答案。

B 只着眼第二段對螞蟻數量和品種的描寫，忽
略第三至第六段是説明不同螞蟻的特徵及責
任，以致誤選答案。

C 只着眼對螞蟻外形和特徵的描寫，忽略對螞
蟻職責的説明，以致誤選答案。

D 能根據文章用了大部分內容去説明螞蟻的特
徵及其在族羣中的責任，理解文章主旨是介
紹螞蟻族羣的成員及職責。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篇章內容，找出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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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2_Q20

題目示例
BR2.4  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A 只着眼第一段部分內容，例如「主教山配水庫
其實是儲存食水……地下的大水缸」，以致誤
選答案。

B 只着眼第五段「水務署在配水庫上蓋鋪設……

照明系統」，以致誤選答案。

C 只着眼第一段部分內容，例如「為本港居民儲
存食水……的問題」，以致誤選答案。

D 能綜合全文內容(主教山配水庫的歷史背境、歷
史價值、建築特色、現況等)，找出正確答案。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篇章內容，找出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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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2_Q14

題目示例
BR2.5   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理解篇章的內容要點

A 能根據「因為水務署要進行發展主教山用地的工程，
令配水庫再次出現在人們眼前」，找出正確答案。

B 受「他們……『地下大水缸』上一起晨運」影響，
以為人們在上山晨運時發現配水庫，以致誤選答案。

C 受生活知識或文章第二、三段影響，以為人們在考
察古蹟時發現配水庫，以致誤選答案。

D 受生活知識或文章最後一段影響，以為人們要開發
旅遊景點的情況下發現配水庫，以致誤選答案。

很多學生能理解篇章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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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1_Q19

題目示例
BR2.5   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理解事情的因果關係

A 能理解「細小的螞蟻沒有被滅絕……相信分工合作
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找出正確答案。

B 受「工蟻……為族羣尋找食物」影響，誤以為「足
夠食物」是螞蟻生存至今的原因，以致誤選答案。

C 受生活知識影響，誤以為「適應温暖環境」是螞蟻
沒有被滅絕的原因，以致誤選答案。

D 受「螞蟻被敵人碾碎……強烈的氣味」及「工蟻找
到食物……留下氣味」影響，誤以為「發出不同氣
味」是螞蟻生存至今的原因，以致誤選答案。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
篇章內容，理解事
情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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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1_Q6 / 6CR2_Q6

題目示例
BR2.5   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理解句子的銜接關係

A 能理解「我」的感受「帶着歉疚……回想自己責難
她的情景……開不了口」，找出正確答案。

B 受生活經驗影響，覺得向人道歉是失面子的事情，
以致誤選答案。

C 受「她(小儀)看我一眼，便轉過臉……避開我的目
光」影響，認為「我」開不了口是因為小儀不理睬
「我」，以致誤選答案。

D 受生活經驗影響，認為同學間的閒談阻礙了「我」
向小儀道歉，以致誤選答案。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篇章情節
發展，理解句子的銜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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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1_Q13

題目示例
BR2.6   能理解篇章中例證的作用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A 受「兵蟻……攻擊敵人」影響，忽略統計
內容只限於品種，以致誤選答案。

B 能根據「世界上螞蟻的品種多達一萬一千
多種……可圍繞地球六十八萬圈」，理解
統計資料反映螞蟻家族非常龐大。

C 受「動物世界中，細小的螞蟻沒有被滅
絕……遍佈全球」影響，錯誤理解統計內
容是表現螞蟻的優越性，以致誤選答案。

D 受「牠們(螞蟻)各司其職，分工合作，維
持族羣繁衍不絕」影響，誤以為統計內容
是表現螞蟻適應力強，以致誤選答案。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篇章中舉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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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2_Q15

題目示例
BR2.6   能理解篇章中例證的作用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A 受古物諮詢委員會為主教山配水庫「命
名」和「評級」影響，以為提出主教山
配水庫是「一級歷史建築」的目的是
「介紹古物諮詢委員會的工作」，以致
誤選答案。

B 受生活知識影響，以為提出主教山配水
庫是「一級歷史建築」的目的是「表示
作者了解評級的標準」，以致誤選答案。

C 受生活知識影響，以為提出主教山配水
庫是「一級歷史建築」的目的是「説明
一級歷史建築的定義」，以致誤選答案。

D 能根據「並列為『一級歷史建築』，標
示它(主教山配水庫)具特別重要價值，需
盡力保存」，找出正確答案。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篇章中舉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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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示例
BR2.7   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實用文的內容要點。

A 未能理解「由寧靜的漁村變為……大都
會」與舉辦講座的目的沒有關係，以致
誤選答案。

B 未能理解「香江經歷了百多年的發展」
只是引子，不是舉辦講座的目的，以致
誤選答案。

C 能理解「為了讓市民了解香江社會的變
遷……舉辦兩場講座」，找出正確答案。

D 未能理解「由寧靜的漁村變為中西文化
融合的大都會」是對香江的描述，並非
舉辦講座的目的，以致誤選答案。

6CR1_Q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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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1_Q25

題目示例
BR2.7   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A 受「香江經歷了百多年的發展……大都會」
影響，以為實用文的主旨是「香江社會變
化急速」，以致誤選答案。

B 受講座「小學校舍變變變」內容影響，以
為實用文的主旨是「鼓勵市民研究學校歷
史」，以致誤選答案。

C 受兩場講座內容(今昔的分別)影響，以為
實用文的主旨是「説明香江市民喜歡懷
舊」，以致誤選答案。

D 能根據實用文的內容及表達方式，理解其
主旨是介紹講座的內容和安排。

學生大致能理解實用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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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2_Q21

題目示例
BR2.7   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A 理解文中從未提及「讓參加者推廣不同的
運動」，找到正確答案。

B 未能根據實用文內容(讓參加者……培養做
運動的興趣)知道「培養參加者做運動的興
趣」是課程目的之一，以致誤選答案。

C 未能根據實用文內容(讓參加者……運動的
基礎知識和技能)知道「讓參加者認識運動
的基礎知識」是課程目的之一，以致誤選
答案。

D 未能根據實用文內容(讓參加者認識不同類
型的運動)知道「增加參加者接觸不同運動
的機會」是課程目的之一，以致誤選答案。

很多學生能理解實用文的內容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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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2_Q25

題目示例
BR2.7   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A 只着眼不同的運動課程，忽略其他資訊，
以致誤選答案。

B 能根據實用文的內容，包括課程簡介、
上課日期和時間、報名方法等，理解實
用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紹秋冬運動課程
的資訊」。

C 受「課程目的」影響，誤以為「課程目
的」是協會成立目的，以致誤選答案。

D 未能理解實用文沒有「呼籲小學生參加
指定運動課程」的意圖，以致誤選答案。

學生大致能理解實用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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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範疇 總結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 總的來説，大部分學生在「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
意」、「能理解篇章中例證的作用」和「能理解簡單的
實用文」中表現理想。他們能準確地指找出篇章主旨；
也能掌握篇章中舉例的作用，以及理解實用文的主要信
息。

⚫ 在「能理解所學詞語」、「能理解敘述性和説明性文字
的段意及段落關係」和「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
方面，學生表現良好。他們能明白詞語的意思、能理解
段落大意；也能掌握篇章的內容要點、事件的因果關係
和句子之間的銜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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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範疇 建議

小六中文科
閲讀範疇

⚫ 在理解段落大意方面，學生應注意段落的整體內容，而非
個別字眼或情節。

⚫ 學生應留心內容之間的連接關係，不單止理解字面上文意
思，同時能推想字裏行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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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2022

小六級中文科
寫作範疇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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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基本能力分布
基本能力 題數

BW2.1能正確書寫常用字 2

BW2.2能按寫作提示，擬定內容

BW2.3能夠合理分段

BW2.4能正確運用頓號、專名號、書名號和 感歎號

BW2.5能運用所學詞語

BW2.6能寫結構較複雜的句子

BW2.7能寫日記、周記、便條 2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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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參與學生表現 (實用文)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強項 不足

• 大致能按題目要求，寫出三項
主要信息(便條)

• 大致能按題目要求，記述事情
的經過及感想(日記)

• 大致能寫一則格式正確的便條

• 大致能寫一篇格式正確的日記

• 日記方面，學生的個人感
受未見深刻

• 部分學生在日記的格式上
有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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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題目

分卷 題目

6CW1 今天你因事早退，請你寫一則便條給班長林大文，吿訴
他你早退的原因，請他為你把功課放在校務處，並表達
謝意。

6CW2 今天早上，「三號強風信號」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同時生效。請你寫一篇日記，記述你今天冒着狂風暴雨
上學的經過和感受。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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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評審準則 (便條)

主要信息：

(1) 吿訴林大文「我」早退的原因

(2) 請林大文為「我」把功課放在校務處

(3) 向林大文表達謝意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格式：

(1) 寫出正確的上款─林大文同學

(2) 寫出正確的下款

(3) 寫出正確的日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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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評審準則 (日記)

內容：

(1) 記述一天的事情和感受

(2) 內容必須緊扣「冒着狂風暴雨上學」

(3) 抒發與事件有關的個人感受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格式：

(1) 必須以第一人稱「我」寫作

(2) 必須包括日期、星期、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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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 便條(示例A)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 只能寫出其中一項主要信
息

- 告訴林大文「我」早
退的原因

⚫ 沒有請林大文為「我」把
功課放在校務處

⚫ 沒有向林大文表示謝意

⚫ 格式完整

今天你因事早退，請你寫一則便條給班長林大文，吿訴他你早退的原因，請他為
你把功課放在校務處，並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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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 便條(示例B)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 能寫出其中三項主要信息

- 告訴林大文「我」早
退的原因

- 請林大文為「我」把
功課放在校務處

- 向林大文表示謝意

⚫ 格式不完整

- 欠缺上款

- 錯置下款

今天你因事早退，請你寫一則便條給班長林大文，吿訴他你早退的原因，請他為
你把功課放在校務處，並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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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 便條(示例C)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 能寫出其中三項主要信息

- 告訴林大文「我」早
退的原因

- 請林大文為「我」把
功課放在校務處

- 向林大文表示謝意

⚫ 格式不完整

- 欠缺日期

今天你因事早退，請你寫一則便條給班長林大文，吿訴他你早退的原因，請他為
你把功課放在校務處，並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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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 便條(示例D)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今天你因事早退，請你寫一則便條給班長林大文，吿訴他你早退的原因，請他為
你把功課放在校務處，並表達謝意。

⚫ 能寫出其中三項主要信息

- 告訴林大文「我」早
退的原因

- 請林大文為「我」把
功課放在校務處

- 向林大文表示謝意

⚫ 用語得體

- 有勞、請

⚫ 格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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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 日記(示例A)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 內容跟「冒着狂風暴雨上
學的經過和感受」無關

⚫ 能寫出個人感受

⚫ 格式不完整

- 錯置日期和天氣

- 欠星期

今天早上，「三號強風信號」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時生效。請你寫一
篇日記，記述你今天冒着狂風暴雨上學的經過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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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 日記(示例B)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 能以第一人稱寫作

⚫ 大致能記述「冒着狂風暴
雨上學」這件事情

⚫ 沒有能寫出個人感受

⚫ 格式完整

今天早上，「三號強風信號」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時生效。請你寫一
篇日記，記述你今天冒着狂風暴雨上學的經過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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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 日記(示例C)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 能以第一人稱寫作

⚫ 大致能記述「冒着狂風暴
雨上學」這件事情

⚫ 能寫出個人感受

⚫ 格式不完整

今天早上，「三號強風信號」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時生效。請你寫一
篇日記，記述你今天冒着狂風暴雨上學的經過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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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 日記(示例D)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 能以第一人稱寫作

⚫ 能記述「冒着狂風暴雨上
學的經過和感受」這件事
情

⚫ 能寫出具體而深刻的個人
感受

⚫ 格式完整

今天早上，「三號強風信號」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時生效。請你寫一
篇日記，記述你今天冒着狂風暴雨上學的經過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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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參與學生表現 (短文寫作)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強項 不足

• 學生大致能按題目要求，寫作
一篇切題的文章

• 學生大致能按內容作適當分段，
條理大致清晰，甚少一段到底
的情況

• 學生大致能正確運用句子及書
面字詞寫作

• 大部分學生能正確書寫常用字
詞及適當地運用標點符號

• 較少學生能寫內容豐富、
中心明確的文章

• 較少學生能寫條理清晰，
結構嚴謹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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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題目

分卷 題目

6CW1 「成功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你曾經因為準備充足而獲
得成功。請你寫一篇文章，記述那一次你做足準備的經
歷和感受。(字數不限)

6CW2 請你寫一篇文章，説明在疫情期間，我們如何保持個人
及環境衞生。(字數不限)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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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評審準則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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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 記敘文(示例A)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 內容：

切題。文章先點題，「回想起『我』曾經因

為準備充足而獲得成功」。然後記述「我」

如何準備舞蹈考試，最後領悟「因為有準備

而獲得成功」的道理，整體表現一般。

⚫ 結構：

大致能按內容重點分段，先點題，然後記述

準備過程，最後抒發感受，條理一般。

⚫ 文句：

大致能正確運用句子寫作，文句大致通順。

⚫ 詞語運用：

能運用書面字詞寫作，如「頓時」、「忐忑

不安」。

⚫ 錯別字：

偶有錯別字，如經 (歷)、領唔(悟)。

⚫ 標點符號：

較少誤用標點符號。



50

短文寫作 記敘文(示例A)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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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 記敘文(示例B)

⚫ 內容：

切題。本文能詳細記述一次做足準備的經歷

和感受。先指出「我」要參加填色及繪畫比賽，

然後交代做準備的感受(思想戰爭)和行動經過，

最後抒發情感，整體內容充實。

⚫ 結構：

能按內容重點分段。按時序記述做準備的經

過，末尾抒發感受，並回應首段內容，條理清

晰，結構嚴謹。

⚫ 文句：

大致能正確運用句子寫作，文句通順、達意，

如「只有我和寥寥可數的幾個同學完成了畫

作」、「一時間，人人都手忙腳亂」。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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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 記敘文(示例B)

⚫ 詞語運用：

能運用書面字詞寫作，用詞豐富，如「不以

為然」、「着手」、「驗証」、「馬虎」。

⚫ 錯別字：

能正確書寫常用字詞。

⚫ 標點符號：

較少誤用標點符號。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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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 記敘文(示例B)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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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 説明文(示例A)

⚫ 內容：

本文能夠對應題目要求，從「戴口罩」、「觸

摸物件後要消毒雙手」和「消毒和清潔家居」

三方面，説明怎樣保持個人及環境衞生，惟表

現一般，未見深刻。

⚫ 結構：

大致能夠按「個人衞生」及「環境衞生」兩個

重點分段，條理一般。

⚫ 文句：

大致能正確運用句子寫作，文句大致通順，如

「我們盡量不要觸摸東西」、「除了保持個人

衞生之外，還要保持環境衞生」等。

⚫ 詞語運用：

能運用書面字詞寫作，如「觸摸」、「避免」

等。

⚫ 錯別字：

偶有錯別字，如口睪(罩)、嘴吧(巴)、 (乾)淨。

⚫ 標點符號：

較少誤用標點符號。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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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 説明文(示例A)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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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 説明文(示例B)

⚫ 內容：

切題。本文從三個重點，包括「勤洗手」、

「戴好口罩」和「避免在街上吃東西」説明

我們如何保持個人及環境衞生，每個重點都

有較具體的闡述，內容充實。

⚫ 結構：

能按內容重點分段。先用引言點題，再運用

標示語分段説明重點，最後總結全文，並能

回應引言「避免患上新冠肺炎」，條理清晰，

結構嚴謹。

⚫ 文句：

能正確運用句子寫作，文句大致通順達意，

如「這樣做既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保護別

人」。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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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 説明文(示例B)

⚫ 詞語運用：

能運用書面字詞寫作，如「蔓延」、「奪去

生命」、「過濾」等。

⚫ 錯別字：

錯別字很少，如 (擋)住。

⚫ 標點符號：

能正確使用標點符號。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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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 説明文(示例B)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寫作範疇 總結

• 整體而言，參與GU 2022的小六級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
要求，撰寫一篇實用文及一篇短文，其中以便條和記敘
文的表現較佳。

• 在實用文方面，大部分學生能撰寫格式正確及選材大致
適切的便條或日記，部分學生在格式上偶有疏漏。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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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 總結
⚫ 在短文寫作方面，就內容而言，學生在記敘文的表現大
致良好，他們能根據題目要求，記述自己因為有準備而
令事情成功的經歷和感受；在説明文方面，學生尚能呼
應題旨，如能就論點加以闡述，內容將較充滿豐富。

⚫ 就文章結構而言，學生表現尚可，大致能按內容重點分
段，條理一般。

⚫ 另外，不少學生能正確運用句子及書面字詞寫作，文句
表達大致通順達意，用詞大致恰當。

⚫ 大部分學生能正確書寫常用字和運用標點符號，只是偶
有錯別字及誤用標點符號。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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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 建議
⚫ 學生的作品大都切題，但記敘內容不夠充實，論點闡釋亦
略嫌不足。建議學生平日多觀察周遭的人與事，多閲讀不
同類型的文章，從而擴闊視野，以豐富寫作內容。

小六中文科
寫作範疇



62

GU2022

小六級中文科
聆聽範疇

小六中文科
聆聽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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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範疇──基本能力分布

基本能力 題數

BL2.1能理解話語的內容大要 11

BL2.2能聽出話語中對人物、事件的簡單評價 2

BL2.3能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 2

小六中文科
聆聽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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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參與學生表現

強項 不足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話語內容，

正確回答問題。他們在「能理

解話語的內容大要」、「能聽

出話語中對人物、事件的簡單

評價」和「能理解語段間的銜

接關係」三項基本能力都能掌

握。

• 在掌握話語內容信息方面，

部分學生表現稍遜。

小六中文科
聆聽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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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主題是「生活習慣與健康」，分卷內容安排如下：

• 第一部分是通過叔叔與智樂、詠恩的對話，討論開空調要

注意的地方。

• 第二部分是通過三人的對話，討論如何選擇健康的食物和

飲料。

聆聽內容
小六中文科
聆聽範疇

6CL1

第一部分 生活習慣與健康(一)

第二部分 生活習慣與健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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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示例
BL2.1 能理解話語的內容大要

小六中文科
聆聽範疇

6CL1_Q3

A 以生活經驗作判斷，未能根據話語內容找出答案。

B 以生活認知作判斷，未能根據話語內容找出答案。

C 受智樂説「而且長時間處於温度低的地方，還會令人的新陳代
謝……減慢」影響，以致誤選答案。

D 能從叔叔説「香江大學電機工程系專家的研究指出，把空調的温
度調高，每一度可以節省百分之七至十的用電量」，找出正確答
案。

很多學生能根據話語
內容，掌握叔叔提及
專家研究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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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示例
BL2.2 能聽出話語中對人物、事件的簡單評價

小六中文科
聆聽範疇

6CL1_Q10

A 受詠恩説「我要從今天起，減少喝紙包飲料」影響，以致誤選
答案。

B 以生活經驗作判斷，未能根據話語內容找出答案。

C 能從叔叔説「即使標明『低糖』的紙包飲料都含有糖分……你
別被『低糖』兩個字吸引就去買，喝清水才是最健康呢」，找
出正確答案。

D 受叔叔介紹衞生署網頁資料的影響，以為市面上的「低糖」紙
包飲料符合衞生署要求，以致誤選答案。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話
語內容，知道叔叔對
市面上標明「低糖」
紙包飲料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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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示例
BL2.3 能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

小六中文科
聆聽範疇

6CL1_Q14

A 受智樂説「詠恩，希望你不會半途而廢吧」影響，以致誤選答
案。

B 以為「能量和七種指定標示的營養素……」是智樂説的，以致
誤選答案。

C 能從智樂説「我知道！『食物營養標籤』提供了清楚的資料，
讓我們在買食物之前……然後才決定買哪款食物比較健康」，
找出正確答案。

D 以為「『食物營養標籤』法例是在2010年開始生效的，有關法
例已經超過10年」是智樂説的，以致誤選答案。

大部分學生理解叔叔
讚賞智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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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範疇 總結

⚫ 整體而言，本年度參與的學生在聆聽範疇的表現理想。

⚫ 就「能理解話語的內容大要」、「能聽出話語中對人物、
事件的簡單評價」和「能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三個基
本能力而言，大部分學生都能充分掌握。

小六中文科
聆聽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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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範疇 建議

⚫ 學生平日可聆聽不同類型的話語，例如：電視新聞報道、
電台節目、訪問、演説等。

⚫ 學生宜養成一邊聆聽話語內容，一邊摘記要點的習慣。

小六中文科
聆聽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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