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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 

 

2008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三年級成績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三年級成績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三年級成績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三年級成績 

 

2008 年小三級學生在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百分率為 85.4%，比去年上升

0.5%。 

 

小學三年級小學三年級小學三年級小學三年級評估設計評估設計評估設計評估設計 

 

評估範疇評估範疇評估範疇評估範疇及擬題依據及擬題依據及擬題依據及擬題依據 

 

� 中國語文科的評估範疇包括閱讀、寫作、聆聽及說話。題目是根據《中國語
文課程第一學習階段基本能力（第二試用稿）》、《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
要（1990）》、《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目標為本中國語
文學習綱要（1995）》等課程文件擬訂。 

 

評估卷別評估卷別評估卷別評估卷別 

 

� 為了解學生在各學習範疇的能力表現，本科按各學習範疇分為不同的卷別，
重點評估學生在該學習範疇的能力。 

 

� 由於在閱讀和聆聽範疇的「基本能力」中均有「BR1.6/BL1.4 能明白視聽資訊
中簡單的信息」一項，因此另設一卷（視聽資訊）以評估學生在這方面的能力。 

 

� 本評估涵蓋四個範疇，合共 110題。閱讀、說話設四張分卷，寫作、聆聽和視
聽資訊設兩張分卷。紙筆評估的時間合共 85 分鐘，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
張分卷。2008年中國語文科各學習範疇卷別編排如下： 

 

表表表表 6.1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各學習範疇的卷各學習範疇的卷各學習範疇的卷各學習範疇的卷別別別別編排編排編排編排 

 

學習範疇學習範疇學習範疇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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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R1 21 

3CR2 21 

3CR3 21 
閱讀 

3CR4 21 

25分鐘 

3CL1 12 
聆聽 

3CL2 12 
20分鐘 

3CW1 2 
寫作 

3CW2 2 
40分鐘 

8（看圖說故事） 
準備時間：3分鐘 

說話時間：1分鐘 
說話* 

3CST1 

3CST2 

3CST3 

3CST4 8（小組交談） 
閒談時間：2分鐘 

交談時間：2分鐘 

3CAV1 13（3段短片） 
視聽資訊* 

3CAV2 13（3段短片） 
15分鐘 

* 說話和視聽資訊評估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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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式評估方式評估方式評估方式 

 

閱讀範疇 

 

� 閱讀評估設四張分卷（3CR1、3CR2、3CR3、3CR4），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

中一卷。題型包括填充、選擇、短答和排序。 

 

� 評估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的篇章以記敘文為主，主要評估學生對篇章內容的

理解能力。第二部分為實用文，如邀請卡、賀卡和書信，主要評估學生在掌握

格式，理解相關資料或細節和辨識主要信息的能力。 

 

表表表表 6.2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閱閱閱閱讀評估讀評估讀評估讀評估————分卷安排分卷安排分卷安排分卷安排 

 

分卷編號分卷編號分卷編號分卷編號 篇章類型篇章類型篇章類型篇章類型 篇章數目篇章數目篇章數目篇章數目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題型題型題型題型 

記敘文 2 18 填充、選擇、短答、排序 3CR1 

實用文 

（書信） 
1 3 選擇、填充 

記敘文 2 18 填充、選擇、短答、排序 3CR2 

實用文 

（書信） 
1 3 選擇、填充 

記敘文 2 18 填充、選擇、短答、排序 3CR3 

實用文 

（書信） 
1 3 選擇、填充 

記敘文 2 18 填充、選擇、短答、排序 3CR4 

實用文 

（書信）  
1 3 選擇、填充 

 

表表表表 6.3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閱閱閱閱讀評估讀評估讀評估讀評估————各卷各卷各卷各卷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評估重點分布評估重點分布評估重點分布評估重點分布 

 

卷別卷別卷別卷別 /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 

3CR1 3CR2 3CR3 3CR4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BR1.2 能理解所學詞語 1、2、 

10、11 

1、2、10、 

11、12 

1、2、3、 

10、11 

1、2、3、 

10、11 
12 

BR1.3 能理解簡淺敘述性文

字的段意及段落關係 

3、4、5、    

6、7、12、

13、14、

15、16 

3、4、5、 

6、8、13、

14、15、

16、17 

4、5、6、

8、9、12、

13、14、

15、16 

4、5、6、

7、12、

13、14、

15、17 

24 

BR1.4 能概略理解篇章中簡

淺的順敘/倒敘事件 
8、17 7 7、17 8、16 4 

BR1.5 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 19、20、

21 

19、20、

21 

19、20、

21 

19、20、

21 
5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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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別卷別卷別卷別 /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評估重點評估重點評估重點評估重點 

3CR1 3CR2 3CR3 3CR4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 18 -- 18 9 2 

綜合全篇文章內容，找出主題 9 18 -- 18 3 

評價人物性格特點 -- 9 -- -- 1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51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寫作範疇 

 

� 寫作評估設兩張分卷（3CW1、3CW2），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卷。每卷

設實用文和短文兩部分。 

 

� 實用文的特點是信息明確，文字簡明，並有一定的格式。本部分旨在評核學生

能否明確地表達主要信息，相關的資料或細節是否齊備，格式是否完整。評審

準則是根據寫作目的、資料或細節以及格式，劃分為四個等級。 

 

� 短文寫作主要要求學生按提供的情境寫作一篇文章，以記敘文為主。本部分主

要根據《中國語文課程第一學習階段基本能力（第二試用稿）》、《中國語文

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並參考《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等文件，設

定六項評審項目，以評估學生在「內容」、「結構」、「文句」、「詞語運用」、

「錯別字」和「標點符號」的能力。「內容」和「結構」分為五個等級，「文

句」和「詞語運用」分為四個等級，「錯別字」和「標點符號」則分為三個等

級。本年度短文寫作共設兩題。 

 

表表表表 6.4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寫作評估寫作評估寫作評估寫作評估————分卷安排分卷安排分卷安排分卷安排 

 

分卷編號分卷編號分卷編號分卷編號 題目類題目類題目類題目類別別別別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書信 1 3CW1 

短文寫作 1 

書信 1 3CW2 

短文寫作 1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4 

 

 

聆聽範疇 

 

� 聆聽評估設兩張分卷（3CL1、3CL2），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卷。每卷的

話語內容分為兩部分，題型為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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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評估主要評估學生在聆聽理解方面的能力，如記憶話語內容，理解話語間

的銜接關係及聽出說話者所表達的不同情感。 

 

表表表表 6.5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聆聽評估聆聽評估聆聽評估聆聽評估————分卷安排分卷安排分卷安排分卷安排 

 

分卷編號分卷編號分卷編號分卷編號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題型題型題型題型 

3CL1 12 選擇 

3CL2 12 選擇 

 

 

表表表表 6.6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聆聽評估聆聽評估聆聽評估聆聽評估————各卷各卷各卷各卷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評估重點分布評估重點分布評估重點分布評估重點分布 

 

卷別卷別卷別卷別 /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 

3CL1 3CL2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BL1.1 能記憶簡單話語中敘說和

解說的內容 

2、3、5、 

7、8、11 

2、4、5 

7、9、10 
10 

BL1.2 能聽出話語所表達的不同

情感 
6、12 6、12 4 

BL1.3 能概略理解語段間的銜接

關係 
1、4、9、10 1、3、8、11 6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20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說話範疇 

 

� 說話評估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參加人數視乎學校三年級的實際人數而定（12

或 24名學生）。 

 

� 說話評估共設四張分卷，每張分卷包括「看圖說故事」及「小組交談」兩部分。

在「看圖說故事」中，學生須根據四幅圖畫說一個完整的故事。「小組交談」

則以三人為一組，兩名說話能力主考員須根據話題指引，引導學生進行小組交

談。 

 

� 「看圖說故事」旨在評估學生個人的說話能力。學生根據四幅圖畫，說出一個

完整的故事。「看圖說故事」設五項評審準則︰「能清楚講述兒童故事」、「能

順序講述事件的大概」、「能運用日常生活的詞語表情達意」、「能掌握所學

字詞的發音」和「說話聲音響亮」。前三項各分五個等級，後兩項各分三個等

級。學生有三分鐘時間準備，一分鐘時間按圖意講述完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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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交談」旨在評估學生的溝通能力。學生須根據話題，與別人交談，表達

個人的看法，適當時回應別人的說話。「小組交談」以「能就日常生活的話題

和別人交談」和「能運用日常生活的詞語表情達意」兩方面評估學生的說話能

力。兩項評審準則均設五個等級。兩名說話能力主考員先與三名學生閒談兩分

鐘，然後才正式引導學生進行小組交談，交談時限為兩分鐘。 

 

表表表表 6.7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說說說說話評估話評估話評估話評估————分卷安排分卷安排分卷安排分卷安排 

 

題目編號題目編號題目編號題目編號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 

BS1.1 能清楚講述兒童故事 

BS1.3 能順序講述事件的大概 

BS1.4 能運用日常生活的詞語表情達意 

BS1.5 能掌握所學字詞的發音 

3CSP01、3CSP02、

3CSP03、3CSP04、

3CSP05、3CSP06、

3CSP07、3CSP08 

看圖說故事 8 

BS1.6 說話聲音響亮 

BS1.2 能就日常生活的話題和別人交談 
3CSG01、3CSG02、

3CSG03、3CSG04、

3CSG05、3CSG06、

3CSG07、3CSG08 

小組交談 8 

BS1.4 能運用日常生活的詞語表情達意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16  

 

 

視聽資訊評估 

 

� 每所學校最多有 30 名學生參加視聽資訊評估，參加評估的學生均以隨機抽

樣方式選取。 

 

� 視聽資訊評估設兩張分卷（3CAV1、3CAV2），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卷。每

卷設有三段短片，題型為選擇題。 

 

� 視聽資訊評估旨在評估學生在閱讀和聆聽範疇中「BR1.6/BL1.4能明白視聽資

訊中簡單的信息」的能力。 

 

表表表表 6.8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分分分分卷安排卷安排卷安排卷安排 

 

試卷編號試卷編號試卷編號試卷編號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題型題型題型題型 

3CAV1 13 選擇 

3CAV2 13 選擇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19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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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年年年達達達達到到到到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閱閱閱閱讀範疇讀範疇讀範疇讀範疇 

 
篇章 

 

� 學生大致能理解所學的詞語。題目提供不同的語境，學生需要根據篇章，尋找

合適的詞語填空，使句子的意思完整。學生能理解和運用的詞語如「熱鬧」

（3CR1第 1題）、「照顧」（3CR1第 2題）、「訪問」（3CR2第 2題）、

「認真」（3CR3第 1題）和「豐富」（3CR3第 3題）。學生在個別的詞語題

表現略為遜色，如「吸引」（3CR3第 2題）、「欣賞」（3CR2第 12題）、

「理想」（3CR1第 11題）等。 

 

� 學生能夠理解篇章中基本的內容信息。在〈小島知錯了〉中，學生能正確找出

大冬冬和小丁丁兩兄弟的性格特徵（3CR1 第 3 題）。文中兩兄弟爭吵不休，

學生能夠根據吵架的對話內容，辨識大冬冬和小丁丁的模樣（3CR1 第 6 題和

3CR3第 15題）。學生大致能夠從〈小風車與大風車〉文本中，找出基本的資

料，如日期、目的地、交通工具和感受（3CR1 第 13 題和 3CR2 第 14 題）。

在〈重拾自信的美美〉中，學生能夠直接擷取文中明顯的信息，掌握「發光器」

的作用是「引起獵物的注意」（3CR2 第 5 題），也能找出美美擔任司儀的表

現（3CR4第 15題）。學生能夠根據上文下理，找出故事中簡單的因果關係，

美美偷偷地哭的原因是「因為同學取笑她外貌不好看」（3CR2第 3題）。  

 

� 學生大致能掌握篇章的段落大意。為評定學生在這方面的能力，評估卷設有兩

類題型：（1）要求學生根據已概括的段旨寫出相關的段落，（2）以多項選擇

的形式，要求學生辨別正確的段落大意。學生能夠找出「第三段」是介紹風力

發電的好處（3CR4 第 5 題）。又如在〈小島知錯了〉中，學生能夠從多個選

項中辨識正確的段落大意：「海神教訓兩兄弟的情形」（3CR1 第 7 題）。可

是，假如段落包含的信息量較多或較複雜，學生的表現則稍為遜色。如〈小風

車與大風車〉，題目要求學生尋找第一段的段落大意，一般的學生只能找出一

個正確答案，只有小部分能力較強的學生，能概括段落的要點，找出兩個段落

要點：「說明到南丫島的原因」和「記述『我們』在車公廟遊玩的情形」（3CR1

第 12題）。 

 

� 學生尚能理解篇章中事件的順敘關係。學生能掌握〈小島知錯了〉全文的內容

要點次序：首先是描述兩兄弟的性格特徵，然後是記述兩人爭吵的情形，繼而

說明海神不滿兩兄弟的原因，最後講述兩兄弟悔改的表現（3CR1 第 8 題）。

可是，如文本的內容較為豐富（3CR1第 17題），情節較曲折（3CR2第 7題

和 3CR3第 7題），學生則未能正確排列事件的先後次序，表現則略為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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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根據篇章內容，評價人物性格特點。〈重拾自信的美美〉記述美美因被

同學取笑外貌醜陋，缺乏信心擔任戶外學習日的司儀，後來得到魔鬼魚老師的

鼓勵和支持，重拾自信，順利完成任務，獲得同學和老師一致讚賞。文中並沒

有直接描寫魔鬼魚老師的個性，學生卻能從字裏行間，了解人物的個性，知悉

老師不但教學認真，而且態度親切，能夠關心學生，而「賞罰分明」和「嚴肅

內向」則不是老師的特點（3CR2第 9題）。 

 

實用文 

 

� 學生大致理解簡單的實用文。學生能夠找出上款及下款的人物名稱（3CR1

第 20題）。部分學生受其他選項的干擾（如「生日快樂」或「旅途愉快」），

未能為發信人找出合適的祝頌語：「身體健康」（3CR4第 19題）。在理解

基本的內容信息中，學生大致能找出其中一項的基本資料：日期或地點

（3CR3第 20題），表現一般。信中提及花卉展中的「活化石」恐龍杉，只

屬局部的內容，並不是信中的重點，可是部分學生卻錯誤地把局部的信息理

解為主要信息；部分學生則誤把發信人恭賀表哥獲獎，並邀請表哥參賽的內

容錯誤理解為預祝表哥參賽成功。全港只有一半學生能辨析信中的主要信息

為：「邀請姑母和表哥一同參觀今年的花卉展覽」（3CR2第 21題）。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3CW1 和 3CW2 要求學生寫一封簡單的信，情境以圍繞日常生活為主。3CW1

要求學生以王日東身份，寫一封簡單的信給家星表哥，告訴表哥將會參加『全

港小天才表演』，並談談準備的情況。3CW2則要求學生以陳小田的身份，向

表姐美芬寫一封簡單的信，告訴表姐將會參加『全港少年單車比賽』，並談談

準備的情況。評審的要求包括：（1）書信的主要目的（告訴收信人將會參加

「全港小天才表演」/「全港少年單車比賽」），（2）書信的相關內容（寫出

為表演或比賽前所作出的準備），（3）書信的格式（上款、下款、問候語、

正文、祝頌語及發信日期）。 

 

� 小三學生能寫簡單的書信。大部分學生能取得三等或以上的成績，表現不俗。

學生能根據題目的要求，正確地寫出發信人（王日東/陳小田）和收信人（家星

/美芬）的名稱，並附有問候語、祝頌語及發信日期，格式齊備。學生能掌握題

目的要求，明確地寫出發信的目的，如「家星表哥，我將會參加『全港小天才

表演』。」、「表姐美芬，我下個月將會代表學校參加『全港少年單車比賽』，

我真是很高興啊！」學生大致能簡單交代為了參加表演所作出的準備，如購買

表演的用具或比賽的裝備，和同學一起練習天才表演的內容，又例如每天和爸

媽到單車徑練習騎單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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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卷員報告書指出題目切合第一學習階段學生的能力，學生能根據題目寫一封

簡單的信。惟部分學生未能仔細審閱題目，他們只寫出參加表演或比賽前的「心

情」，卻沒有交代參加表演或比賽前的「準備情況」。部分學生誤把書信寫成

邀請卡或賀卡，失分較多。在格式方面，部分小三學生或遺漏問候語，或漏寫

祝頌語，或欠缺發信日期。個別學生審題不清，未有根據題目提供的發信人及

收信人身份和名稱寫作。 

 

 

短文 

 

� 3CW1和 3CW2分別以到美好康樂中心旅行及參觀大自然教育中心為題，要求

學生寫一篇文章，記述當中的經過和感受。題目同時附以圖畫，學生可參考圖

畫內容，並發揮想像力來寫作文章。評審準則包括「內容」、「結構」、「文

句」、「詞語運用」、「錯別字」及「標點符號」六方面。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決定文章的內容。大部分學生在「內容」方面取得三等或

以上的成績。學生能先交代旅行或參觀的背景（如時間、地點、人物），然後

介紹美好康樂中心或大自然教育中心的設施，以及和同學玩耍或參觀的經過。

結尾多表達對這次旅行或參觀的感受。部分學生花較多篇幅記述出發前的情

況，反而記述旅行或參觀的經過不多，內容重點有所偏離。部分學生花大量篇

幅羅列美好康樂中心或大自然教育中心的設施，卻較少記述旅行或參觀的經

過，內容較為平板。學生大致能按照題目要求，記述旅行或參觀的感受，惟欠

具體，如「這是旅行真是很開心。」、「這次參觀真好玩，我想多來一次。」，

並沒有作進一步的闡述。 

 

� 學生大致能按照文章內容分段寫作。大部分學生在「結構」方面取得三等或以

上的成績。學生能夠把文章分成三至四個段落，惟條理一般。根據閱卷員報告

書，學生在首段和尾段結構大致清晰，惟中段是文章的重點，學生未能清楚鋪

排內容的先後次序，條理略為鬆散，句與句之間欠組織和連繫。小部分學生未

能按內容重點分段，個別學生則沒有分段。 

 

� 學生大致能運用完整句子寫作。過半學生在「文句」方面取得三等或以上的成

績。學生大致能以書面語寫作，惟文句一般，偶有疏漏。學生較常使用的句式

包括：「有的……有的……」、「一邊……一邊……」、「因為……所以……」、

「雖然……但是……」等。閱卷員報告書指出，學生寫作時偶有夾雜口語，如

「我哋食咗嘢先，然後就去咗玩。」、「我去咗小食亭買咗好多嘢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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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大致能運用日常詞語寫作。過半學生在「詞語運用」方面取得三等或以上

的成績。大部分學生能運用簡單的詞語寫作，用詞一般。學生常用的動詞如

「去」、「走」、「玩耍」、「吃」；常用的形容詞如「美麗」、「開心」、

「高興」、「依依不捨」；常用的連接詞如「首先」、「然後」、「接着」、

「最後」。閱卷員報告書指出，學生用詞一般，未見突出。部分學生用詞略嫌

重複，小部分學生用詞貧乏。個別學生寫作時中、英夾雜，如「今天天氣 so 

good。」、「Yeah！我哋出發啦！」。 

 

� 學生大致能正確書寫常用字，偶有錯別字。大部分學生在「錯別字」方面取得

二等或以上的成績，學生常犯的錯字如：「埸」（場）、「踼」（踢）、「」

（繩）、「」（達）、「」（球）等；別字則包括：「玩要」（玩耍）、

「繩綱」（繩網）、「依依不拾」（依依不捨）、「忙記」（忘記）、「然侯」

（然後）等。學生多受「音近」或「形近」的字詞影響，部分則對字形部件理

解未夠透徹所致。 

 

� 學生大致能運用標點符號寫作。過半學生在「標點符號」方面取得二等或以上

的成績。根據閱卷員報告書，學生大致能運用逗號、句號、冒號、引號、專名

號和感嘆號，惟偶有疏漏。部分學生未能正確運用省略號，如「我吃了許多東

西，有雞腿和香腸……」。部分學生同時使用「等等」、省略號和句號，如「我

參觀了園圃、中草藥園、榕樹園、溫室等等……。」這種誤用的情況今年較為

顯著，值得教師多加注意。閱卷員指出學生「一逗到底」的情況較過去多。在

「標點符號」方面，今年取最低等級（一等）的學生明顯增加，情況值得關注。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 本年的聆聽評估共設三個主題：（1）專題研習與山火、（2）無籽西瓜與基因

改造食物和（3）郊野公園與海岸公園。三個故事都是通過父親與子女的交談

展開，主題以圍繞校園生活、科普知識和自然常識為主。 

 

� 學生能夠複述話語中的表層信息。在「專題研習與山火」中，大部分學生能夠

根據聆聽的內容，準確找出「鳳凰木」和「松樹」兩種樹木是爸爸未曾提及的

（3CL1 第 3 題）。學生也能聆聽話語中的細節，辨識哥哥參加植樹日的照片

（3CL1 第 5 題）。在「無籽西瓜與基因改造食物」中，爸爸買了一個西瓜回

家。話語中沒有直接指出西瓜的外形特徵，學生必須細心聆聽話語中的細節，

找出小敏一家所吃西瓜的模樣（3CL1 第 7 題）。在「郊野公園與海岸公園」

中，學生能夠記憶爸爸的話語內容，找出最新發展的郊野公園為「龍虎山郊野

公園」（3CL2 第 7 題）。學生能夠記憶簡單話語中敘說和解說的內容，表現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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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夠根據話語內容，辨識人物的不同情感。學生能夠根據節錄的語句，辨

識說話者「驚訝」（3CL1第 6題）、「不滿」（3CL2第 6題）、「尷尬」（3CL2

第 12題）、「不耐煩」（3CL1第 12題）的語氣情感，表現理想。 

 

� 學生能夠根據話語內容，掌握當中的因果銜接關係。學生能夠找出小敏尋找山

火資料的原因：「因為她要完成老師安排的習作」（3CL1 第 1 題）。學生從

爸爸、哥哥和小敏的交談中，知悉導致大欖郊野公園山火的兩項原因：「掃墓

人士燃放孔明燈」和「天氣太乾燥」（3CL2 第 3 題）。學生在「BL1.3 能概

略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中，表現良好。 

 

 

說說說說話話話話範疇範疇範疇範疇和視聽資訊評估和視聽資訊評估和視聽資訊評估和視聽資訊評估 

 

� 說話和視聽資訊評估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在釐定基本能力的水平時，這兩

部分的成績並不包括在內。學生在說話和視聽資訊評估的整體表現，可參閱

「一般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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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達達達到到到到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3CW1 請根據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寫書信。  

請你以王日東的身份，寫一封簡單的信簡單的信簡單的信簡單的信給表哥家星，告訴他
你將會參加「全港小天才表演」，並談談你準備的情況。  

 

 
 

 

書信示例 

 

� 能寫出主要目的 

 

� 能交代準備的情況 

 

� 格式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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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達達達到到到到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3CW2 請根據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寫書信。  

請你以陳小田的身份，寫一封簡單的信簡單的信簡單的信簡單的信給表姐美芬，告訴她
你將會參加「全港少年單車比賽」，並談談你準備的情況。  

 

 

 
 

書信示例 

 

� 能寫出主要目的 

 

� 未能交代準備的

情況 

 

� 格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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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達達達到到到到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 

 

3CW1 
請根據圖畫的提示，寫一篇文章，記述你到美好康樂中心旅行的

經過經過經過經過和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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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切題，內容一般。全文先介

紹中心的設施，然後簡單記

述「我」到繩網陣和遊樂場

玩耍的經過，最後表達個人

的感受。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能按內容重點分段，條理清

晰︰ 

– 第一段：交代中心的設

施。 

– 第二段：記述玩耍的經

過和感受。 

– 第三段：期望再次到

訪。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尚可，偶有疏漏。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用詞尚可，略嫌重複，如「興

奮」出現兩次，「玩耍」出

現三次。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錯別字很少，如「」（繩）。 

 

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 

偶爾誤用標點符號。 

 

 

 
 

 

      

 

  

 

 



31 

達達達達到到到到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基本水平的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 

 

3CW2 請根據圖畫的提示，寫一篇文章，記述你到大自然教育中心參觀的

經過經過經過經過和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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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切題，內容一般。文中能記

述參觀時的經過，如描述中

心裏可愛的小動物，介紹昆

蟲館的昆蟲。文中表達了

「我」對這次參觀的感受。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能按內容重點分段。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能運用完整句子寫作，文句

一般。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用詞一般，如「晴朗」、「可

愛」、「快樂」等。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沒有錯別字。 

 

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 

能正確運用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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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年年年表現良好的表現良好的表現良好的表現良好的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學生概學生概學生概學生概說說說說 

 

閱閱閱閱讀範疇讀範疇讀範疇讀範疇 

 

� 學生能了解故事的情節發展，清楚掌握篇章的脈絡關係。在 3CR1第 17題中，

雖然閱讀材料豐富，學生仍能把「我」參觀南丫風采發電站的先後次序排列起

來。在〈重拾自信的美美〉中，學生能把文中不同角色的活動清楚臚列，顯示

學生充分掌握篇章的內容結構（3CR2第 7題）。在 3CR3第 7題中，題目要求

學生把較曲折的內容情節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重新排列，近四成的學生能重

組故事的經過，表現不俗。 

 

� 學生能推論文字背後的隱含信息。在 3CR2第 8題，文中並沒有直接指出志明

說美美「真了不起」的原因，學生卻從故事的情節中，推論事情的發展，理解

當中的原因是：「她代表學校擔任司儀，表現出色」。又例如 3CR1第 5題，

學生能按上文下理作推論，指出「圓滾滾、雪白雪白的小寶貝」就是「海龜蛋」。 

 

� 學生能綜合全篇文章內容，找出主題或概括篇章中的事理。在 3CR1第 9題中，

學生能為篇章選出最合適的題目：〈小島知錯了〉。在 3CR3 第 18 題中，學

生能辨析篇章主要是記述：「大冬冬和小丁丁吵架的情形和結果」。在 3CR4

第 18 題中，學生能掌握故事的核心，排除干擾，找出最合適的主題是：〈重

拾自信的美美〉。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學生審題仔細，能掌握實用文的寫作要求，寫出簡明扼要的書信。在 3CW1中，

學生需自行擬定「全港小天才表演」的內容，學生創意頗多，如樂器舞蹈、朗

誦歌唱、話劇魔術等，形形式式，各有不同。學生並能根據表演的內容，具體

記述參加表演前的準備情況，如「在家中練習樂器」、「請教老師，進行個別

的練習」、「購買話劇的服裝」等。在 3CW2中，學生多表達為了參加「全港

少年單車比賽」，或進行特訓，或購買新型的單車，或聘請私人教練等，頗見

學生在寫作過程中的心思。學生能準確寫出發信的主要目的和記述參加表演/

比賽前的準備情況，書信內容具體清晰，格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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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 

 

� 學生能審題度意，根據題目要求寫作。學生能選擇合適的材料，並加以篩選或

鋪陳，內容詳略得宜，富於變化，行文條理清晰，結構嚴謹，抒發個人感受也

較為具體、細緻。在 3CW1中，表現良好的學生在記述旅行的經過時，會先交

代中心的環境、設施，然後介紹同學的活動情況，接着重點記述「我」玩耍的

經過，例如和同學一起玩繩網陣時的驚險場面，又或和老師同學一起燒烤的快

樂時光，甚或和同學對壘，來一場足球比賽等。在 3CW2中，表現良好的學生

會較具體地表達參觀的感受，除「開心」、「難忘」外，更會寫出參觀中所學

到的新知識，如認識不同種類的昆蟲和中草藥、學習有機耕種的好處、明白保

護環境的重要性等。學生文句較流暢，用詞也較豐富。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 學生能夠根據話語內容，進一步抓緊相關的細節、重點，加以概括，辨析話語

中主要的脈絡關係。如 3CL1第 9題和第 10題中，學生能夠從密集的話語信息

中，整理當中較複雜的因果關係，找出「不屬於農夫種植方形西瓜的原因」為

「減低成本」，「為什麼種植方形西瓜會遇上困難」是「因為外皮常常破裂」。 

 

� 學生能根據話語內容，抓住話語中的要點，加以綜合整理，辨析隱含在話語背

後的深層信息。在「專題研習與山火」中，爸爸跟小敏和哥哥就大欖郊野公園

山火這個話題展開多方面的討論，話語中並沒有明顯說出「爸爸對大片林木被

燒毀感到痛心」，學生卻能重組語意，找出話語中深層的信息（3CL2第 4題）。

又例如在「無籽西瓜與基因改造食物」中，講述了無籽西瓜和方形西瓜誕生的

經過，內容信息較為豐富，學生需要抓緊語段的要點，並加以分析，才能找出

正確答案：「方形西瓜的外形是人為所造成的」（3CL1第 8題）。 

 

 

說說說說話話話話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看圖說故事 

 

� 「看圖說故事」共設八道題目，每道題目提供四幅圖畫，內容主要圍繞校園和

家庭兩方面，如「看牙醫」（3CSP03）、「新年佈置」（3CSP04）、「感謝

老師」（3CSP06）和「備戰陸運會」（3CSP07）等。 

 

� 學生能按圖畫內容，順序講述完整的故事，條理清晣，有連貫性。學生想像力

豐富，能在故事中加插有趣的情節，使內容更為充實、豐富。如在「看牙醫」

（3CSP03）一題中，學生會同時扮演媽媽和弟弟兩個角色，以對話形式講述

故事，增加故事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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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學生能投入故事中的角色，運用豐富的詞彙表情達意。以「備戰運動會」

（3CSP07）一題為例，學生以「如火箭般跑」形容故事中的主角跑得很快，

比喻生動。 

 
小組交談 
 

� 「小組交談」設八道題目，話題主要圍繞學校及個人兩方面，如「我最希望見

到的人物」（3CSG02）、「遊戲室」（3CSG04）、「向誰說謝謝」（3CSG07）

和「校服款式」（3CSG08）等。 

 

� 學生能參與小組交談，較清楚和主動地根據話題表達意見。 

 

� 部分學生能根據別人的意見，作出適當回應，使交談的內容更為充實。整體而

言，表現良好的學生在交談過程中表現投入，態度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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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表現良好表現良好表現良好的的的的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3CW1 請根據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寫書信。  

請你以王日東的身份，寫一封簡單的信簡單的信簡單的信簡單的信給表哥家星，告訴他
你將會參加「全港小天才表演」，並談談你準備的情況。  

 

 
 

書信示例 

 

� 能寫出主要目的 

 

� 能交代準備的情

況 

 

� 格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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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表現良好表現良好表現良好的的的的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3CW2 請根據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寫書信。  

請你以陳小田的身份，寫一封簡單的信簡單的信簡單的信簡單的信給表姐美芬，告訴她
你將會參加「全港少年單車比賽」，並談談你準備的情況。  

 

 

 
 

書信示例 

 

� 能寫出主要目的 

 

� 能交代準備的情

況 

 

� 格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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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表現良好表現良好表現良好的的的的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 

 

3CW1 請根據圖畫的提示，寫一篇文章，記述你到美好康樂中心旅行的

經過經過經過經過和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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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切題，中心明確，內容充

實、豐富。文中先後記述

不同的事件：打羽毛球、

和同學吃零食、到工藝坊

欣賞工藝品、玩繩網、踢

足球等。內容詳略得宜，

並以自問自答的方式，表

達對這次旅行的感受。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能按內容重點分段，條理

清晰︰ 

– 第一段：介紹中心設

施。 

– 第二段：和同學分組比

賽玩羽毛球。 

– 第三段：中午和同學一

起吃零食。 

– 第四段：欣賞工藝坊的

作品。 

– 第五段：到繩網陣玩，

並重點記述同學小方

的身手。 

– 第六段：重點介紹「我」

踢足球的身手。 

– 第七、八段：記述晚上

燒烤和對這次旅行的

感受。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通順、流暢，文筆活

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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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以「超級腿」形容自己的

球技，以「哈哈」表達對

旅行的感受，用詞活潑、

生動。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偶有錯別字，如「俓」

（徑）、「隨」（誰）、

「」（些）、「樣」（讓）、

「」（冠）、「放」（旅）。 
 

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 

較少誤用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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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表現良好表現良好表現良好的的的的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學生寫作示例——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 

 

3CW2 請根據圖畫的提示，寫一篇文章，記述你到大自然教育中心參觀的

經過經過經過經過和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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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充實、豐富，中心明

確。文中詳細記述「我」

參觀大自然教育中心的經

過和感受，如記述工作人

員介紹昆蟲標本，描述昆

蟲館內各種昆蟲的姿態，

園圃內的蔬果鮮甜味美，

鳥湖中鳥兒高矮肥瘦各自

不同。文中並簡述「我」

參觀中草藥園和到小食亭

買小食。最後，全文以充

實快樂作結，作者希望把

這次經歷與居於外地的爺

爺分享。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能按內容重點分段，詳略

得宜，佈局清晰，條理分

明。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通順、流暢，文筆自

然，一氣呵成。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用詞豐富、準確，如「歡

迎」、「翩翩起舞」、「勤

勞」、「大開眼界」、「滑

溜溜」、「大同小異」、

「相映成趣」、「意猶未

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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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錯別字很少，例如「」

（矮）。 
 

 

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 

偶爾誤用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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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一般一般一般評評評評論論論論 

 

閱閱閱閱讀範疇讀範疇讀範疇讀範疇 

 

學生大致能夠符合基本閱讀能力的要求 

� 學生能專注閱讀，掌握基本字詞解碼的能力，能回答表層信息的問題。學生大

致能符合各個基本能力點的要求，惟在「BR1.4能概略理解篇章中簡淺的順敘

/倒敘事件」這個能力點，多年來學生的表現均略為遜色。 

 

小部分學生的表現超越基本閱讀的能力 

� 表現良好的學生除了能運用瀏覽、掃讀、跳讀等不同的閱讀策略外，還能運用

推理、歸納、綜合等思維能力，回答較深層理解性的問題，表現不俗。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學生能寫簡單的實用文 

� 學生能寫作簡單的實用文，如邀請卡、賀卡和書信。根據多年的數據，學生在

掌握實用文的功能性和格式方面均有良好的表現。學生能針對主要目的、相關

內容（或資料）和格式寫作，表現持續穩定。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作文章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及參考圖畫的內容寫作。本年度的學生在內容方面有顯著

的進步，「離題」或「內容有疏漏」的情況大幅減少。第一學習階段的學生，

能仔細審閱題目，並能根據題目要求，構思文章內容。根據閱卷員報告書，學

生的寫作普遍達到基本要求，可是內容較為簡單，未見詳盡。只有少數學生能

多花心思，發揮想像力，在內容上多花筆墨，使文章內容充實、豐富。 

 

學生在「結構」方面有顯著的進步 

� 學生大致具有分段意識，懂得按文章內容的重點分段。學生一般把文章分成三

至四個段落，條理一般。今年在「結構」方面取得四等或以上成績的學生，較

去年多近一倍，表現理想。「沒有分段」和「未能按內容重點分段」的文章明

顯減少。學生在文章結構方面，持續有所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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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文句」和「詞語運用」方面，略有改進 

� 學生大致能運用完整句子和日常所學的詞語寫作。「文句不通」和「用詞不當」

的文章明顯減少。閱卷員指出，大部分小三學生都能在「文句」和「詞語運用」

方面達到基本要求，即文句簡單，用詞一般，而「文句流暢」、「用詞豐富」

的作品則屬極少數。 

 

學生在「標點符號」方面，表現略為遜色 

� 今年超過一成的學生在「標點符號」方面只獲最低等級（一等），比去年上升

近一倍。學生誤用標點的情況頗多，值得關注。根據閱卷員的報告書，學生誤

用的情況大致有以下三種：（1）「一逗到底」，文句之間不斷重複使用逗號，

只在每段結句才使用句號。（2）未能正確斷句，該停頓的地方沒有停頓，不

該停頓的地方卻誤用標點。例子：「中心有很多東西玩有遊樂場，繩網陣，羽

毛球場。」/「我們到遊樂場玩滑梯，和盪秋千。」（3）誤用省略號，如「我

在園圃看見很多蔬果，有紅蘿蔔、白菜和番茄等等……。」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學生能夠符合基本聆聽能力的要求 

� 學生在聆聽範疇中有顯著的進步。學生能複述話語中簡單的事情和資料，能夠

辨識不同人物的情感，以及概略理解話語中的銜接關係。學生在「BL1.3能概

略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和「BL1.2能聽出話語所表達的不同情感」中，表

現出色。這顯示第一學習階段的學生具有良好的聆聽能力，能夠專注聆聽，記

下話語中表層的信息，聆聽態度良好。 

 

較多學生能理解話語中較深層的信息 

� 部分第一學習階段的學生，他們的聆聽能力不單是複述話語的基本內容，辨識

人物情感，處理簡單的銜接關係，而且能夠整理話語的重點，摒棄話語中的干

擾成分，懂得歸納和綜合，找出當中的深層意義。今年較多學生能夠正確回答

這類的題目，表現不俗。 

 

說說說說話範疇話範疇話範疇話範疇 

 

學生能按照圖畫內容講述故事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四幅圖畫提供的信息，組織一個完整的故事，並以日常生活

的用語，交代故事的始末。如「感謝老師」（3CSP06），學生能夠講述在數

學課時，老師派發練習簿，主角發現自己只有 20 分。經過老師教導後，主角

已大大進步至 70 分。最後，主角為了感謝老師的教導，製作一張心意卡表達

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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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學生未能適當地分配時間，他們花了很多時間講述首兩幅圖畫的內容，以

致未能把整個故事交代清楚。小部分學生未能仔細觀察故事中人物的表情或事

件經過，以致只粗疏地講述故事，內容有疏漏。此外，若干學生用詞重複，如

經常使用「跟住」或「之後」來串連故事情節，略為平板。 

 

學生吐字大致清晰，說話音量適中 

� 大部分學生吐字大致清晰，發音大致準確。半數學生講述故事時說話音量適

中，取得最高等級（三等），表現理想。惟不少學生在講述故事時，音量不穩，

影響表現。 

 

學生在「小組交談」中，表現略為遜色 

� 學生能就話題展開小組交談，回應別人的意見。今年較少學生取得四等或以上

的成績，表現比去年略為遜色。部分學生在交談過程中，未能掌握話題的重點，

表達個人的意見，往往提出無關重要的問題，使交談的內容未見充實。小部分

學生未能回應別人的意見，只簡短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較公式化地回應，如

「我同意你的意見」。 

 

� 學生大致能運用日常生活的詞語表情達意，意思尚算清晰。 

 

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 

 

� 今年視聽資訊評估共設三段短片：〈鸚鵡〉、〈樓宇消防設備〉和〈足毽青少

年訓練計畫〉。題材包含了動物、日常生活和運動三方面的元素。第一部分以

新聞報導的形式，介紹鸚鵡協會成立的目的，指出鸚鵡可愛有趣的行為，表達

愛好者對照顧鸚鵡的心聲以及如何利用鸚鵡身上掉下的羽毛來挽救其他鳥類

的性命。第二部分介紹一般樓宇的消防設備，說明業主或租客對保養樓宇消防

設備的責任。第三部分則介紹足毽運動。短片介紹「青少年訓練計畫」能有系

統地培育本地的年青足毽運動員，並通過訪問香港足毽總會主席，指出有利香

港發展足毽運動的條件，最後以簡介足毽運動員的未來動向作總結。 

 

學生大致能掌握視聽資訊中的表層信息 

� 學生大致能掌握視聽資訊中的表層信息，整體表現一般。學生能根據短片，直

接找出基本的聽覺信息。在〈鸚鵡〉短片中，記者提供了許多有關鸚鵡的信息。

題目問及哪一項符合記者報道的內容，學生能夠辨識答案是：「鸚鵡成長後多

以種子為糧食」（3CAV1 第 2 題）。在〈足毽青少年訓練計畫〉中，題目要

求學生找出不是香港足毽總會「青少年訓練計畫」的內容，大部分學生都從短

片中得知比賽戰術、體能鍛煉和踢毽的基本功都是訓練的重點，而「花式踢毽

的技巧」則不是訓練的內容（3CAV1第 10題）。學生也能夠明白香港足毽總

會主席所指有利發展香港足毽運動的條件是「中國人身手較為敏捷」和「不需

佔用面積大的場地」（3CAV2第 12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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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根據短片，直接找出簡單的視像信息。在〈樓宇消防設備〉短片中，學

生能夠根據畫面提供的信息，直接找出該片提及的其中兩項樓宇消防設備的圖

片（3CAV2 第 6 題，答案：A 和 D）。短片最後部分顯示了有關消防處的兩

項內容，大部分學生都能夠從視像的信息中直接找出答案：「標語」和「電話

熱線」（3CAV1第 9題）。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夠理解較深層的視像和聽覺信息 

� 學生能夠從密集的信息中，掌握當中較複雜的銜接關係。例如在 3CAV1 第 1

題，問及鸚鵡協會成立的原因是什麼，學生必須理解短片中的因果關係，從多

個誘項中，找出正確選項：「讓愛好者分享飼養鸚鵡的心得」。又例如 3CAV1

第 11 題，問題是學員認為足毽「青少年訓練計畫」要求高的原因是什麼，學

生必須理解學員與記者之間的對答，並辨析正確的答案為：「接毽的技巧要熟

練」。 

 

� 學生能夠從密集的畫面影像中，辨析較複雜的視像信息。在〈鸚鵡〉短片中，

不同的時段顯示了鸚鵡不同類型的活動，學生必須細心觀察整個片段，才能找

出不屬於短片中的視像活動（3CAV1第 4題，答案：D）。又例如在〈足毽青

少年訓練計畫〉中，學生必須同時運用視覺和聽覺的官能，方能找出符合網毽

比賽的情況（3CAV2第 11題，答案：C）。 

 

� 學生不單具備複述性理解能力，而且能夠從密集的信息中，概括、歸納信息的

重要部分，擷取較深層的主題。例如 3CAV1 第 5題，〈鸚鵡〉的內容重點是

什麼，一般的學生只能找出其中一個重點，而表現良好的學生則能準確地找出

兩個重點：「指出鸚鵡掉下的羽毛可挽救鳥類的性命」和「講述飼養鸚鵡不是

容易的事」。又例如 3CAV1第 13題，〈足毽青少年訓練計畫〉的內容重點是

什麼，也只有能力較強的學生才能辨析兩個正確答案：「介紹香港足毽總會的

『青少年訓練計畫』」和「講述香港足毽運動的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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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8年中國語文科小三學生表現比較年中國語文科小三學生表現比較年中國語文科小三學生表現比較年中國語文科小三學生表現比較 

 

� 2008年全港性系統評估，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佔 85.41%，較去年上升 0.5%，

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為歷屆最高。 

 

表表表表 6.9   2006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8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小三學生百分率的小三學生百分率的小三學生百分率的小三學生百分率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2006 85.2 

2007 84.9 

2008 85.4 

 

� 根據小三學生在 2006年至 2008年系統評估的數據，比較他們的表現，為教師提

供資料，以改善學與教。詳見表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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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10   2006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8 年中國語文科小年中國語文科小年中國語文科小年中國語文科小三學生表現三學生表現三學生表現三學生表現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06 年年年年 2007 年年年年 2008 年年年年 

� 學生能理解和運用所學的詞語，與 2005

年相比，學生有較顯著的進步。部分題

目要求填寫四字詞語，又或以反問句式

設題，學生均能從篇章中找出答案。 

� 學生能理解和運用所學的詞語，與 2006

年相近。 

 

� 學生大致能理解所學的詞語，在個別的
詞語題表現略為遜色。學生在詞語理解

和運用方面的表現比 2007 年略為遜

色。 

 
� 學生在理解篇章的表層信息方面，表現
與 2005 年相近。大部分學生能夠直接

從篇章中找出關鍵詞或中心句，回答問

題，如活動的目的、人物的心理狀況或

行為表現，以及事件的因果關係等。 

� 學生在理解篇章的表層信息方面，表現
與 2006 年相近。學生能尋找基本的資

料，理解內容大意，掌握文中的銜接關

係。 

� 學生能夠直接擷取文中明顯的信息，尋
找篇章中的基本內容，掌握背景資料

（日期、目的地、交通工具和個人感

受），以及從上文下理，找出故事中簡

單的因果關係。學生在理解篇章表層信

息方面，表現與 2007年相近。 

 
�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的段落大意，表現
與 2005 年相近。對於內容較複雜，情

節變化較多的篇章，學生則未能概括段

旨，表現略為遜色。 

�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的段落大意，表現
與 2006 年相近。對於信息量較為密

集，需要綜合整理段旨的題目，表現略

為遜色。部分學生誤把局部的信息理解

為段落的中心。 

� 學生大致能掌握篇章的段落大意。可是
如段落包含的信息量較多或較複雜，學

生的表現則稍為遜色。 

閱讀 

�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篇章中事件的順敘
關係，表現與 2005 年相近。對於情節

較簡單，故事脈絡較清晰的篇章，學生

掌握得比較好。但是對於情節變化較多

的篇章，學生則未能準確地掌握事件的

脈絡。  

�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的段落大意和順
敘關係，至於掌握倒敘關係，則略為遜

色。 

� 學生尚能理解篇章中事件的順敘關
係。可是，如文本的內容較為豐富，情

節較曲折，學生的表現則未如理想。在

「BR1.4 能概略理解篇章中簡淺的順 

敘/倒敘事件」能力點上，多年來學生

的表現均略為遜色。 

  

4
9

 

 



50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06 年年年年 2007 年年年年 2008 年年年年 

閱讀 � 學生能掌握實用文的格式（祝頌語、日
期），理解相關細節（活動日期、時間、

地點、路線、主辦單位），表現持續理

想。學生大致能理解實用文的主要信

息，表現比 2005年略為遜色。 

� 實用文評核重點包括三方面：格式、相
關資料/內容和主要信息。學生在處理

格式的表現最為理想，如上款、下款、

祝頌語。學生大致能理解相關資料（負

責舉辦活動的機構）和主要信息（發信

目的），表現與 2006年相近。 

� 學生大致理解簡單的實用文。學生能夠
找出上款及下款的人物名稱，也大致能

找出基本資料，惟擷取主要信息方面，

則稍為遜色。部分學生錯誤地把局部的

信息理解為主要信息，部分學生則誤解

了部分的信息內容。今年學生在理解實

用文方面，表現比 2007年略為遜色。 

� 學生能寫實用文如邀請卡、賀卡，表現
良好。 

� 學生能寫邀請卡和賀卡，表現比 2006

年進步。 

� 學生能寫簡單的書信，大部分學生能取
得三等或以上的成績，表現不俗。 

 
� 在三類實用文中，學生書寫邀請卡的表
現最為理想，超過一半學生獲得最高等

級四等的成績。 

� 在實用文中，超過一半學生能取得最高
等級（四等）的成績。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寫
一封簡明扼要的書信，內容重點清晰，

格式完整。 

寫作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作，內容一
般。「離題」的情況比 2005 年略有改

善。可是部分學生仍未能根據題目的要

求來擬定內容重點。與 2005 年相比，

本年較多學生在內容上被評予「不切

題」或「內容空泛」，反映學生在擬定

內容方面，仍有待改進。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作，內容一
般，表現平平。今年，離題的篇章較去

年稍有上升，但情況不算嚴重。學生因

審題不慎導致不切題或內容有疏漏的

情況則時有出現。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決定文章的內
容。大部分學生在「內容」方面取得三

等或以上的成績，「離題」或「內容有

疏漏」的情況大幅減少。第一學習階段

的學生能仔細審閱題目，並能根據題目

要求，構思文章內容，整體表現有顯著

的進步。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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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06 年年年年 2007 年年年年 2008 年年年年 

� 學生在「結構」方面，表現比 2005 年

略有改進。學生已具有分段意識，能夠

把文章分成若干段落，可是部分學生仍

未能按內容重點適當分段。 

� 學生在「結構」方面，今年的表現比
2006 年略有改進。學生大致具有分段

意識，能夠把文章分成若干段落，但條

理一般。 

� 學生大致能按照文章內容分段寫作。今
年較多學生在「結構」方面取得四等或

以上的成績，比 2007 年多近一倍，表

現不俗。「沒有分段」和「未能按內容

重點分段」的文章明顯減少。學生在「結

構」方面，持續有所改進。 

 
� 學生在「文句」和「詞語」方面，表現
與 2005 年相近。學生能運用簡單的詞

語寫作，用詞和文句尚可。可是不少學

生仍受粵方言影響，文章中不時夾雜口

語。 

� 學生在「文句」方面，表現一般，偶有
疏漏。在「詞語」方面，學生大致能運

用日常用語表情達意，表現與 2006 年

相近。 

� 學生大致能運用完整句子和日常所學
的詞語寫作。「文句不通」和「用詞不

當」的文章明顯減少。 

寫作 

� 大部分學生在「錯別字」和「標點符號」
方面，取得二等成績，表現比 2005 年

略為遜色。 

 

� 學生大致能書寫正確的常用字，表現與
2006 年相近。可是在「標點符號」方

面，部分學生未能適當斷句，表現比

2006年略為遜色。 

� 學生大致能正確書寫常用字，偶有錯別
字，表現與 2007 年相近。今年超過一

成的學生在「標點符號」方面只得最低

等級（一等），比 2007年上升近一倍。

學生誤用標點的情況頗多，值得關注。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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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年年份份份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06 年年年年 2007 年年年年 2008 年年年年 

� 大部分學生能記憶話語內容的表層信
息，能概略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和聽

出說話者所表達的不同情感，表現持續

穩定。 

� 學生能掌握聆聽的基本能力，如「記憶
簡單話語中敘說和解說的內容」，「概

略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和「聽出說

話者所表達的不同情感」，表現與 2006

年相近。 

� 學生能夠複述話語中的表層信息，根據
話語內容，辨識人物的不同情感，掌握

當中的因果銜接關係，表現比 2007 年

有顯著進步。 

� 學生在「聽出說話者所表達的不同情
感」中，表現最為理想。很多學生能分

辨話語中人物所表達的各種情感，如驚

奇、興奮、擔心、失望、不耐煩。 

� 學生在「記憶簡單話語中敘說和解說的
內容」中，表現最為理想。學生能夠複

述話語的內容，尋找話語中的細節，理

解話語內容大要。 

� 學生在「BL1.3能概略理解語段間的銜

接關係」和「BL1.2能聽出話語所表達

的不同情感」中，表現出色。 

聆聽 

� 超過一半學生能回答話語內容中較深
層信息的題目，如理解話語的內容大

要，辨識話語內容的重點和按話語內

容，對人物作出評價。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夠理解話語內容中
較深層的信息，如綜合分析話語內容，

理解話語中隱含的信息。 

 

� 部分第一學習階段的學生，他們的聆聽
能力不單是複述話語的基本內容，辨識

人物情感，處理簡單的銜接關係，而且

能夠整理話語的重點，懂得歸納和綜

合，找出當中的深層意義，表現不俗。 

 
� 學生能根據圖畫，順序講述完整的故
事。學生表現比 2005年有所進步。 

 

� 在看圖說故事方面，學生能根據圖畫的
內容，並發揮想像力，講述一個完整的

故事，表現比 2006年略有進步。 

 

� 在看圖說故事方面，學生能根據圖意，
並以日常生活的詞語，順序講述完整的

故事。 

說話 

� 本年較多學生能夠講述內容較充實的
故事，而且故事連貫性強，條理較清

晰。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有條理地講述故
事，內容也較充實。 

� 表現良好的學生不但能有條理地講述
故事，而且能恰當地加插有趣的情節或

對話，使內容更為豐富。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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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06 年年年年 2007 年年年年 2008 年年年年 

� 學生在「掌握所學字詞的發音」方面，
持續進步。取得最高等級三等成績的學

生是三年中最多的一年。學生在「說話

聲音響亮」方面，表現理想。 

 

� 學生在「掌握所學字詞的發音」及「說
話聲音響亮」方面，表現理想，持續進

步。 

 

� 學生在「BS1.5能掌握所學字詞的發音」

方面表現理想，近半數學生取得最高等

級（第三等）的成績。在「BS1.6說話

聲音響亮」方面，學生表現同樣理想，

半數學生取得最高等級（第三等）的成

績，表現與 2007年相若。 

 

說話 

� 學生在小組交談中，表現與 2005 年相

近。大部分學生能夠參與小組交談，並

能運用日常生活的詞語表情達意，意思

尚算清晰。學生能發表個人的意見，並

能因應別人的看法作出回應，達到互

動、交流的效果，表現不俗。 

 

� 大部分學生能夠積極投入參與小組交
談，根據話題表達所思所想，意思尚算

清晰。部分學生的回應流於表面化，內

容欠充實，表現略為遜色。 

 

� 大部分學生能參與小組交談，並根據話
題表達意見，意思尚算清晰。取得四等

或以上成績的學生比 2007 年少，整體

表現略為遜色。 

 

閱讀及聆聽 

（視聽資訊） 

� 學生在視聽資訊評估中，表現與 2005

年相近。學生能夠根據短片內容，理解

表層的視聽信息。接近一半學生能夠根

據短片內容，辨識短片的主要信息，表

現令人滿意。 

 

� 在視聽資訊評估中，學生能直接尋找
「視」和「聽」的表層信息，表現與

2006 年相近。部分學生具有較高的理

解能力，能概括和分析短片中的深層信

息。 

 

� 學生大致能掌握視聽資訊中的表層信
息。他們能根據短片內容，直接找出基

本的聽覺和視像信息，表現與 2007 年

相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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