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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學三年級成績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學三年級成績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學三年級成績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學三年級成績 

 

2008年中三級學生在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百分率為 76.5%。 

 

中學三年級評估設計中學三年級評估設計中學三年級評估設計中學三年級評估設計 

 

評估範疇及擬題依據評估範疇及擬題依據評估範疇及擬題依據評估範疇及擬題依據    

 

� 中國語文科的評估範疇包括閱讀、寫作、聆聽及說話，題目依據《中國語文課

程第三學習階段基本能力（第一試用稿）》及參照《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

點（試用本）（2001）》、《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指引（2002）》

等課程文件擬訂。 

 

評估卷別評估卷別評估卷別評估卷別 

 

� 本科按不同學習範疇的特性，設獨立卷別，重點評量學生在該學習範疇的能

力，惟由於在閱讀和聆聽範疇的「基本能力」中均列述了「能識別視聽資訊中

主要的信息」一項，因此本評估另設一卷以評量學生在這方面的能力。 

 

� 評估分為說話評估及紙筆評估，說話評估在四月二十二及二十三日舉行，而紙

筆評估則在六月二十四日舉行。紙筆評估包括閱讀、寫作、聆聽及視聽資訊，

各學習範疇的卷別及時限編排如下： 

 

表表表表 6.21   中三各學習範疇的卷別編排中三各學習範疇的卷別編排中三各學習範疇的卷別編排中三各學習範疇的卷別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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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R1 23 

9CR2 22 閱讀 

9CR3 22 

30分鐘 

9CL1 14 
聆聽 

9CL2 15 
約 20分鐘 

9CW1 2 

9CW2 2 寫作 

9CW3 2 

75分鐘 

9CSI1- 

9CSI8 
8（個人短講） 

準備時間：5分鐘 

說話時間：2分鐘 
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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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約 15分鐘 

* 說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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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閱讀評估設有三張分卷(9CR1、9CR2、9CR3)，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卷。 

 

� 各卷主要評量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分為三部分，共三類閱讀材料。第一類是

語體文，共兩篇文章。第二類為文言文，第三類為實用文。 

 

表表表表 6.22   中三閱讀評估中三閱讀評估中三閱讀評估中三閱讀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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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體文 2 14 

文言文 1 5 

9CR1 

實用文-廣告 1 4 

語體文 2 14 

文言文 1 5 

9CR2 

實用文-工作報告 1 3 

語體文 2 14 

文言文 1 4 

9CR3 

實用文-投訴信 1 4 

選擇 

 

表表表表 6.23   中三閱讀評估中三閱讀評估中三閱讀評估中三閱讀評估—各卷基本能力各卷基本能力各卷基本能力各卷基本能力/評估重點分布評估重點分布評估重點分布評估重點分布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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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R1 9CR2 9CR3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BR3.1 能認讀一般閱讀材料中的

常用字 

-- 

BR3.2 能理解篇章中大部分詞句

的含義 

此兩項已融入在其他評估重點中 

--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1、3、4、5、

9、10、12、

13 

1、3、4、5、

10、11、12、

13 

1、2、4、5、

8、10、11、

12、13 

17*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

法 

7、8、11、

14 

7、8、14 3、7、14 7*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15、16、17、

18、19 

15、16、17、

18、19 

15、16、17、

18 

14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20、21、22、

23 

20、21、22 19、20、21、

2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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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R1 9CR2 9CR3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理解內容的深層意義 2、6 2、6、9 6、9 4*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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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 

 

� 寫作評估設有三張分卷(9CW1、9CW2、9CW3)，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卷，

每卷分為兩部分：實用文寫作和文章寫作。 

 

� 實用文寫作要求學生按提供的材料及指示寫作一篇實用文，評審準則旨在評量

學生在表達信息或相關內容及掌握正確格式方面的能力表現，評審準則劃分為

四個等級。 

 

� 文章寫作採用開放式話題寫作，由學生自行決定選擇以甚麼表達方式寫作，字

數不限。評審準則項目包括：內容、結構、文句、詞語運用、錯別字和標點符

號。「內容」、「結構」、「文句」和「詞語運用」劃分為五個等級，「錯別字」和

「標點符號」則分為三個等級。 

 

表表表表 6.24   中三寫作評估中三寫作評估中三寫作評估中三寫作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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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類別題目類別題目類別題目類別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實用文寫作-啟事 1 9CW1 

文章寫作 1 

實用文寫作-通告 1 9CW2 

文章寫作 1 

實用文寫作-報告 1 9CW3 

文章寫作 1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6 

 

 

聆聽範疇 

 

� 聆聽評估設有兩張分卷(9CL1、9CL2)，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卷。話語內容

分為兩部分，題型為選擇題。 

 

表表表表 6.25   中三聆聽評估中三聆聽評估中三聆聽評估中三聆聽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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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L1 14 

9CL2 15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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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26 中三聆聽評估中三聆聽評估中三聆聽評估中三聆聽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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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L1 9CL2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BL3.1 能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

容要點 

2、4、8、9、11、

12、13 

2、4、9、12、13、

14 

11* 

BL3.2 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

出話語的實際意思 

1、7 1、7 3* 

BL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

前後關係 

3、5、10 3、5、8、10、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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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L1 9CL2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能綜合話語內容 6、14 6、15 3*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23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說話範疇 

 

� 說話評估分兩天，上、下午四個分節進行，學校被安排在其中一個分節參與評

估，每個評估分節的「個人短講」及「小組討論」題目不同。 

 

� 評估是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參與人數 12或 24名不等，視乎該校中三級實際

人數而定。評估分為「個人短講」和「小組討論」兩部分，每名學生只須參與

其中一部分。 

 

� 「個人短講」的準備時間為五分鐘，學生須於五分鐘後依題目指示，以兩分鐘

時間完成短講。「小組討論」的準備時間也是五分鐘，而討論時間則為八分鐘。 

 

� 「個人短講」和「小組討論」的評審準則項目相同，包括「內容」、「條理」、「表

情達意」及「語速和語氣」，其中「內容」和「表情達意」分五個等級，而「條

理」及「語速和語氣」則分為三個等級。 

 

表表表表 6.27   中三說話評估中三說話評估中三說話評估中三說話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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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數量題目數量題目數量題目數量 

9CSI 1、9CSI 2、9CSI 3、9CSI 4、 

9CSI 5、9CSI 6、9CSI 7、9CSI 8 
個人短講 8 

9CSG 1、9CSG 2、9CSG 3、9CSG 4、

9CSG 5、9CSG 6、9CSG 7、9CSG 8 
小組討論 8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16 



 100 

表表表表 6.28   中三說話評估中三說話評估中三說話評估中三說話評估—評審重點評審重點評審重點評審重點 

 

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 評審準則項目評審準則項目評審準則項目評審準則項目 

BS3.1 能按講題要求，確定說話內容，作簡單而清楚

的短講 
內容 

BS3.2 對話和討論時，能抓住別人說話要點，並作出

簡單回應 
內容 

BS3.3 說話能圍繞主題，大致有條理 條理 

BS3.4 表情達意用語大致恰當 表情達意 

BS3.5 說話的速度和語氣大致恰當 語速和語氣 

 

 

視聽資訊評估 

 

� 由於在閱讀和聆聽範疇中設有「能識別視聽資訊中主要的信息」一項，故此部

分另設一卷(9CAV)以作評量。 

 

表表表表 6.29   中三視聽資訊評估中三視聽資訊評估中三視聽資訊評估中三視聽資訊評估—卷別安排卷別安排卷別安排卷別安排 

 

試卷編號試卷編號試卷編號試卷編號 題目數量題目數量題目數量題目數量 題型題型題型題型 

9CAV 13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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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年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年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年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 

 

� 閱讀評估分三部分，分別是語體文、文言文和實用文閱讀理解，以下將就不同

文類，陳述學生的理解能力表現。 

 

語體文 

 

� 學生具備複述性理解能力，即能明白文章內容表面的意思，亦能掌握文章的信

息。在回答這類問題時，學生可直接從文中找出相關信息，如 9CR1第 4題（即

9CR2第 4題）問「作者在文章開始及結尾提及小鐵箱的目的」，學生可從作者

在文章中描述阿劉替人理髮時的情況找到答案。又如 9CR1第 9題問「作者將

照鏡子比作甚麼」，由於文章多處地方均提及「照鏡子」和「缺點」的關係，

學生可直接從文中找到相關的描述而找到答案。 

 

� 學生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所謂歸納能力，是指把分散在篇章中的材料或信

息，加以合併和歸類，這些材料或信息的合併和歸類，可以是內容要點，也可

以是作者的觀點。學生必須先理解篇章內容，然後才能作歸納工夫。如 9CR1

第 5題（即 9CR2第 5題）要求學生根據上文下理，綜合全文，找出這篇文章

是「作者藉理髮表達對阿劉的想念」。又如 9CR2第 10題(即 9CR3第 10題)要

求學生指出「哪一項不適合形容剪紙藝術」，也是要求學生理解全文後再歸納

出重點。 

 

文言文 

 

� 學生能概略理解淺易的文言作品。三份評估卷中分別載有三篇題材不同的文言

作品，評估重點旨在評核學生理解文言文內容的能力，如 9CR2第 16題問「路

人想用甚麼方法報答老翁」，學生即使不能理解全篇文章的一字一詞；也能讀

懂故事大概，理解文章的內容，所以這道題目的答對率也頗高。又如 9CR3第

18題問「哪一項適合形容文中的兒子」，學生也能理解文章對兒子的描述，然

後知道兒子是一個驕傲自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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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 

 

� 實用文部分旨在評量學生閱讀實用文時，獲取相關資料、辨識主要信息及掌握

格式方面的能力。本次評估選用了三類貼近學生生活的實用文材料，包括廣告

（9CR1）、工作報告（9CR2）和投訴信（9CR3）。 

 

� 學生能分辨實用文的類別，辨識相關標題，如 9CR2 第 20 題要求學生從不同

的選項中，選出符合該實用文的標題，回答這道題目，學生須因應該實用文的

內容，然後找出能概括實用文內容的相關描述及辨識它的類別。 

 

� 學生能理解實用文的內容，識別實用文的主要信息。一篇實用文載有不少信

息，有些是主要的信息，有些是次要信息，而有些則是不大重要的描述。學生

須理解實用文的內容，方能辨清哪些是主信息，哪些是次信息，例如 9CR1第

23題問「廣告的主要目的」，學生必須從廣告繁瑣資訊中找出這則廣告主要推

銷甚麼；又例如 9CR3第 22題問「投訴信中主要投訴的事項」，由於投訴人在

信中反映了對其他事項的意見，故學生必須能分辨哪些是這封信主要投訴的事

項，而哪些則是投訴人順道在信中反映的意見。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實用文設有三題題目，分別是啟事（9CW1）、通告（9CW2）及報告（9CW3）。 

 

� 學生大致能書寫啟事。題目提供插圖要求學生寫一則「徵求首日封啟事」，大

部分學生均能以正確格式（標題、署名及日期俱備）書寫，在內容方面亦能交

代首日封的資料，並懂得在結尾加上酬謝的內容，只有部分學生未能在啟事中

提供聯絡方法，致內容欠完整。 

 

� 學生大致能書寫通告。題目以對話形式提供活動的資料供學生寫作，學生一般

能整理資料，或以點列，或以段落形式把活動的日期、時間和地點清楚羅列，

但部分學生欠缺交代活動的報名詳情，如報名方法、截止報名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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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 

 

� 文章寫作共有三題，採用半開放式題目或話題寫作，打破一向命題寫作及文體

寫作的規範。題目包括：「珍貴的___________」（9CW1）、「收穫」（9CW2）及

「襪子」（9CW3）。前者要求學生填寫適當文字於橫線上，補充成完整題目，

屬半開放式題目；後二者為話題寫作。 

 

� 題目沒有規定學生以甚麼文體創作，學生可自行決定以哪種寫作手法表達——

或記述自己、他人的經歷，或發表議論，或說明事理，或記述、抒情兼而有之

等。如在 9CW3「襪子」一題，部分學生便運用了記敘手法，敘述親人為自己

縫補破襪子的情況，亦有學生運用說明手法介紹襪子的起源和發展經過等。 

  

� 學生大致能寫切題的文章，但文章的內容欠缺新意，多是老掉牙的故事，交代

情節方面亦點到即止，欠深入。大部分學生喜用敘述手法，而較少運用論說或

議論方式來表達內容主題。 

 

� 學生大致能以分段形式表達內容。學生普遍把文章劃分為三或四段——引子及

結段各一，其餘的一或兩段便是主要內容。一般學生尚能清楚表達意思，文章

大致見條理。 

 

� 學生大致能運用完整的句子寫作，文句基本通順。學生多以單句寫作，運用詞

語大致恰當，偶有錯別字。 

 

� 學生大致能運用標點符號寫作，學生較常用逗號、句號、問號和感歎號，鮮有

運用其他標點符號來表達不同意思。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 聆聽評估有兩張分卷，分別是 9CL1 和 9CL2，內容圍繞網絡語言和日常學習

的關係，兩卷第一段錄音的內容和題目相同。 

 

� 學生能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容要點。聆聽評估通過二至三人的交談錄音，評量

學生掌握話語的因果關係、局部細節、整段話語的內容要點，和辨識話語的主

要信息等能力。如 9CL1第 2題（即 9CL2第 2題）問「調查的主要目的」，第

4題（即 9CL2第 4題）問「黃同學喜歡使用網絡語言的原因」，又如 9CL1第

9題問「哪兩項是周博士給予教師的建議」等，這類題目的答案均可直接從話

語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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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如 9CL1第 5題（即 9CL2第 5題）問

「周博士對網絡語言的看法」，第 10題問「周博士引用上海的例子是要說明甚

麼」；9CL2 第 11 題問「周博士以『蓋高樓大廈』來說明甚麼」等，學生須貫

通說話者的前言後語，才能掌握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 

 

 

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 

 

� 視聽資訊評估旨在評量學生在掌握視聽資訊的能力，學生須結合視覺與聽覺來

回答題目，不能只靠聆聽旁白來掌握信息。 

 

� 短片講述「保護文物和經濟發展的關係」，題目的評核重點分為兩類：一類是

測量學生理解內容、掌握信息的能力；另一類則是識別主要信息的能力。 

 

� 大部分學生能接收短片的表面信息，如第 1題問「短片介紹香港哪類富有中國

傳統特色的建築物」，亦如第 5 題問「余太太對居所不滿意的地方」等，這些

題目均可直接從短片中擷取信息。 

 

 

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 

 

� 在釐定基本能力的水平時，說話評估的成績並不包括在內。學生在說話評估的

整體表現，可參閱「一般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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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9CW1 林雪芬打算購買一套已售罄多時的首日封送給祖父作為生日禮

物，爸爸建議她在報章上刋登啟事。試以林雪芬的名義撰寫這

則啟事。(字數不限) 

 

以下是首日封的圖樣：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能列寫首日封的資料，如主題、發行地點、發行年份，亦能交代聯絡方法。 

� 格式不完整，多寫了「此致香港市民」，不適用於啟事。 

� 文句大致通順，惟欠簡潔，用詞尚算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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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9CW2 根據以下對話，以愉快中學學生會主席常寬的名義，在 2008

年 6 月 16 日撰寫一則通告。這則通告將會張貼在學生會的布

告欄，通知同學有關活動的詳情。(字數不限) 

 

常 寬： 一心，你一向都很喜歡音樂，聽說你近來更嘗試作曲，

那你一定有興趣參加這個活動。 

 

梁一心： 甚麼活動？ 

 

常 寬： 學生會將舉辦「流行音樂作曲編曲基礎訓練班」，邀請

了著名的音樂創作人兼校友魏文達先生擔任訓練班的

導師。這個活動為對流行音樂創作有興趣的同學提供基

本訓練，學校將會津貼部分費用，同學只須繳付四百元

學費便可。 

 

梁一心： 嗯！聽起來蠻吸引，我很想參加。訓練班在何時舉行？  

 

常 寬： 在暑假期間，不過名額只有二十個，以先到先得的形式

報名呢！ 

 

梁一心： 那我得馬上報名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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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尚能交代大部分的活動資料，如名稱、目的、導師、費用、名額及報名方法，

惟交代活動的資料欠詳盡，如未能提供活動的確實日期、時間、地點和截止報

名日期。 

� 格式完整。 

� 文句大致通順。 

� 偶有錯別字，如「道師」(導師)、「勇躍」(踴躍)、「」(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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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9CW3 根據以下報刊資料，以青年教育培訓協會總幹事常寬的名義，

撰寫一份名為「香港青少年上網情況」的調查報告給協會主席

陳義先生。報告內容須包括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及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注意事項：  

1. 請在報告開首(第 3 頁)的橫線上填寫適當的文字。  

2. 報告的「前言」部分已提供給你。  

3. 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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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能根據資料交代調查結果及寫出具體的建議。 

� 格式不完整，欠寫下款(職銜、署名)和日期。 

� 文句尚算通順。 

� 偶有錯別字，如「自已」(己)、「舉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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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  

 
 

9CW1 以「珍貴的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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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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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作者能圍繞主題發揮，指出兒時的回憶是最珍貴的。文章大致切題，惟說明

原因方面欠具體。 

� 全文分段大致恰當。先點出主題，然後分段交代原因，最後作簡單的總結。 

� 文句尚算通順，用詞大致恰當，間有病句，如第三段「……只會默默的、留

在腦海裏面，而且永遠是每個人最珍貴。」第四段「但你們試想想傷痛的記憶

背後永遠有開心的記憶，而不失敗過的人是不會成長的……」偶有錯別字，如

「其妙」(奇)、「流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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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達到達到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  

 
 

9CW2 試以「收穫」為題，寫一篇文章。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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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文章大致切題，作者先點出大部分人認為擁有很多金錢就是「收穫」，然後指

出自己對「收穫」的看法，就是擁有無形的財寶──好朋友和家庭，惟只是輕

描淡寫，沒有深入敘述。 

� 文章具篇章結構，作者分段說明自己及別人對收穫的看法，惟結尾草草收筆，

予人「頭重尾輕」之感。 

� 文句尚通順，偶有沙石，如第一段「我今天收穫到很珍貴的東西讓我很開心。

我撿到了錢？收穫就撿到很多錢？錢並不是萬能的！」第五段「我有一個家，

讓我可以休息的地方，我很無助和絕望時……」偶有錯別字，如「不意之財」

(義)、「拖離」(脫)、「不擇手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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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  

 
9CW3 試以「襪子」為題，寫一篇文章。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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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作者通過記述母親親手為自己編織襪子一事，表達對母親的愛和感激之情，

並且帶出自己將母親的愛延續至下一代。 

� 全文結構平穩，分段恰當，條理尚算清晰。 

� 行文尚算流暢，間有沙石，文句中多出現「啦」字，如第二段「……看見別

人都回家去，心裏都酸溜溜啦。」第四段「那一年，媽媽病了，而且也挺嚴重

啦。」末段「……除了我是媽的女兒，還是一個男孩的媽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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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概說年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概說年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概說年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概說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 

 

� 學生能回答評量深層理解能力的題目。9CR1第 6題（即 9CR2第 6題）問「作

者在文中主要抒發了甚麼情懷」，文章沒有明言作者通過阿劉替人理髮的情況

想表達甚麼，學生須通過作者描述傳統理髮的情景，然後推斷作者想藉阿劉來

帶出緬懷往昔生活點滴的重點。亦如 9CR2第 9題（即 9CR3第 9題）要求學

生讀懂文章提及剪紙的主題和「諧音」的關係。又如 9CR3第 6題問「文章帶

出的信息是甚麼」等，這些題目均不可從文章中直接找出答案，學生須經分析

判斷才能回答。 

 

� 學生能判別語體文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如 9CR1第 7題及第 8題(即 9CR2第

7題及第 8題)，9CR2第 14題(即 9CR3第 14題)及 9CR3第 3及第 7題均問「文

章採用了甚麼寫作方法」，學生須從不同的選項中辨識文章的寫作手法。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 學生能寫格式正確，內容完整，簡潔流暢的實用文。學生能根據題目提供的資

料，加以整理組織，寫出符合題目要求，語氣得體的實用文。三題實用文寫作，

除 9CW3報告外，其餘兩題均要求學生在題目提供材料的基礎上，補上相關而

適切的資料，使之成為信息齊備的實用文，但一般學生只懂得鉅細無遺地抄錄

提供的材料，而不懂篩選材料及補充相關資料，例如啟事必須具備聯絡方法；

而通告必須補充該活動的報名方法和詳情等。然而，表現良好的學生卻懂得在

撰寫這些實用文時補充相關信息，而不會只是抄錄題目所提供的材料。 

 

� 學生大致能書寫報告。學生能根據題目提供的材料而列寫調查的結果，並能因

應調查結果續寫建議。 

 

� 學生寫作文章時，能寫意念獨特，內容豐富的文章，尤其是 9CW3「襪子」一

題，有學生以說明的方式，介紹襪子的功用和貢獻；也有學生借一雙襪子道出

感情真摯的故事。亦如 9CW2「收穫」，學生以記敘手法寫出一個完整故事，

最後隱含「付出和收穫」的關係；亦有學生以論說手法帶出收穫的意義和個人

對收穫的看法。 

 

� 學生能寫結構緊密，層次分明的文章。小部分學生能在敘述故事時運用「起、

承、轉、合」的方法，帶出一個完整的故事；有學生懂得在文章開始時製造懸

念，吸引讀者閱讀下去；亦有部分學生在使用說明手法時，懂得運用數據說明、

事例說明等，豐富文章的內容，加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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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寫文句通順，用詞變化多端，詞彙豐富的文章，無論是敘事抒情，或寫

景狀物，或說理議論，均能刻劃入微，描述生動，理順而意明，表現頗佳，學

生亦能善用修辭手法表達，描述恰到好處。 

 

� 學生能善用標點符號以輔助表達不同意思，除常用的逗號、句號及問號外，亦

能善用感歎號以加強語氣或表達慨歎，也能運用普遍學生較少用的破折號來陳

述句子。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 學生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兩個聆聽錄音共有三題題目

評量學生在這方面的能力，如 9CL1 第 1及第 7題，9CL2第 1及第 7題，學

生須重聽話語節錄，透過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加上說話者的語氣、口吻，從

而判斷說話者的實際意思。 

 

� 學生能回答評量綜合理解能力的題目，如 9CL1第 6題（即 9CL2第 6題）須

綜合該段錄音的內容才能找出周博士和黃同學在同一課題上的相同看法；又如

9CL1第 14題要求學生指出該段話語的主題。 

 

� 學生能回答深層理解的題目，如 9CL2第 15題學生須先聽懂該段話語的內容，

然後才能回答這些涉及評價理解的題目。 

 

 

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 

 

個人短講 

 

� 小部分學生能按題目要求，組織內容充實、主題明確的短講。學生也能按題意

援引適當的例子加以闡釋說明，或就圖畫所表達的信息，具體地表達自己的看

法和感受。小部分學生的短講內容具創新意念，表現理想。 

 

� 小部分學生能掌握時間鋪排短講內容，詳略得當，且能善用關聯詞銜接內容，

條理清晰，層次分明。 

 

�  小部分學生能運用準確恰當的詞語表情達意，詞彙豐富、生動多變，並能因應

內容需要，配合不同的語氣，說話快慢有致、清晰流暢，聲線響亮，表現充滿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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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 

 

� 學生能就話題清楚表達個人意見及立場，態度投入、認真，討論氣氛良好。少

數學生能輔以具體例子佐證，清晰闡明觀點，內容豐富，論據充分。 

 

� 學生能積極參與討論，細心聆聽別人的意見，並就別人的看法作出適切的回

應，掌握承接話題的技巧。小部分學生更能就別人的觀點，加以補充延伸，甚

或擴展討論空間，達到交流互動的效果，表現良佳。 

 

 

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 

 

� 小部分學生能回答綜合理解的題目，如第 7題問「唐樓」的特色，學生須綜合

該部分短片的內容才能回答這道題目；又如第 13 題問「短片主要帶出甚麼信

息」，亦要求學生就短片的內容歸納主題。 

 

� 小部分學生具備深層理解的能力；如第 11題，問短片中馬先生的「言外之意」，

只有少數學生能理解「保護文物和經濟發展之間相輔相成」的深層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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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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9CW1 林雪芬打算購買一套已售罄多時的首日封送給祖父作為生日禮

物，爸爸建議她在報章上刋登啟事。試以林雪芬的名義撰寫這

則啟事。(字數不限) 

 

以下是首日封的圖樣：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能交代首日封的資料，如主題、發行地點、發行年份，也能交代聯絡方法。 

� 格式齊備，有明確的標題、署名及發出日期。 

� 文句簡潔流暢，清楚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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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表現良好的中三表現良好的中三表現良好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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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W2 根據以下對話，以愉快中學學生會主席常寬的名義，在 2008

年 6 月 16 日撰寫一則通告。這則通告將會張貼在學生會的布

告欄，通知同學有關活動的詳情。(字數不限) 

 

常 寬： 一心，你一向都很喜歡音樂，聽說你近來更嘗試作曲，

那你一定有興趣參加這個活動。 

 

梁一心： 甚麼活動？ 

 

常 寬： 學生會將舉辦「流行音樂作曲編曲基礎訓練班」，邀請

了著名的音樂創作人兼校友魏文達先生擔任訓練班的

導師。這個活動為對流行音樂創作有興趣的同學提供基

本訓練，學校將會津貼部分費用，同學只須繳付四百元

學費便可。 

 

梁一心： 嗯！聽起來蠻吸引，我很想參加。訓練班在何時舉行？  

 

常 寬： 在暑假期間，不過名額只有二十個，以先到先得的形式

報名呢！ 

 

梁一心： 那我得馬上報名才是！  

 



 123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能具體交代活動的名稱和目的，並清楚羅列活動的資料，如日期、時間、地

點、導師、費用、名額、報名方法及截止報名日期。 

� 格式完整。 

� 文句簡潔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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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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9CW3 根據以下報刊資料，以青年教育培訓協會總幹事常寬的名義，

撰寫一份名為「香港青少年上網情況」的調查報告給協會主席

陳義先生。報告內容須包括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及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注意事項：  

1. 請在報告開首(第 3 頁)的橫線上填寫適當的文字。  

2. 報告的「前言」部分已提供給你。  

3. 字數不限。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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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能因應題目的要求，根據提供的資料列出調查結果的數據，並因應調查結果

提出明確的建議。 

� 格式正確，具明確標題，另設小標題分述調查結果及建議，下款和日期俱備。 

� 文句通順，用詞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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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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  

 
  

9CW1 以「珍貴的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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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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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文章中心明確，作者先道出自己最珍貴的東西就是童年時外婆贈送的不倒

翁，然後憶述外婆如何藉不倒翁鼓勵自己，最後抒發對已離世的外婆的懷念之

情。敘事流暢通達，感情真摯動人。 

� 文章結構完整，條理分明，段與段之間銜接自然。 

� 文句尚通順，用詞恰當，如「堅毅不屈」、「不要氣餒」、「嚎啕大哭」、「歷歷

在目」等。偶有錯別字，如「滑」(稽)、「那番語」(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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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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  

 
  

9CW1 以「珍貴的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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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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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豐富，作者以「貓有九條命但人卻不能」點題，然後通過不同的角度闡

述生命珍貴的地方。全文主線清晰，例子具體明確。 

� 文章分段恰當，銜接暢順自然，層次分明。 

� 行文尚流暢，句式多變，善用排比句，如第九段「生命珍貴在母親十月懷胎

的辛苦；生命珍貴在於得來不易；生命珍貴在於它能改變現在、創造將來；生

命更珍貴在它只得一次的機會。」第十段「它是否美麗，在於你是否真的有下

過苦功，真的善用生命；它是否精彩，在於你是否有為它填上顏色。」惟偶有

病句，如第一段「它是值得我們珍惜和寶貴的。」間有錯別字，如「一但」(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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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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  

 
 

9CW2 試以「收穫」為題，寫一篇文章。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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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全文敘事清晰，內容緊扣主題。作者通過記述一次暑假下田種菜的經歷，讓

他變得成熟，更讓他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 

� 文章按不同的時序，分段記述作者下田種菜的經歷。結構完整，分段恰當自

然。 

� 文句尚流暢，用詞恰當準確，如「老當益壯」、「熱燙燙」、「神態自若」、「娘

娘腔」等。頗多錯別字，如「滂汑大雨」(沱)、「聲再道」(怨聲載道) 、「驕

生慣養」(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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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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  

 
 

9CW2 試以「收穫」為題，寫一篇文章。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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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文章主題明確，內容充實。作者先道出收穫不一定是物質的回報，在做事的

過程中得到樂趣也是一種「收穫」，並舉出《釣勝於魚》中的老教授及愛因斯

坦的例子佐證，然後說明收穫並非必然的，更以自身的經歷來帶出道理：此事

讓他領悟到掌握溫習的技巧也是一種「收穫」，末段以「讓我們接受挑戰，才

會得到比成功更大的收穫」作結。 

� 結構完整，條理分明，分段恰當。 

� 文句大致流暢，偶有沙石，如第一段「然而，『收穫』是否一定是得到物質，

並不是樂趣呢？」第五段「今年，我也不例外，我在考試的前夕，也不斷地做

練習，我也用心地溫習每一課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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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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  

 
9CW3 試以「襪子」為題，寫一篇文章。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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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故事完整，情感真摯，內容緊扣主題。作者藉記述外婆為自己縫補破爛的襪

子一事，讓他/她學會珍惜，不浪費的道理。 

� 結構方面，分段恰當自然，首尾呼應，突出文章中心。 

� 行文尚流暢，偶有病句，如第三段「從小到大，穿過襪子無數雙……」第四

段「脫掉鞋子一看，腳址(趾)那裏爛了好大個洞……」頗多錯別字，如「乎略」

(忽)、「垃圾筒」(桶)、「堅辛」(艱)、「難到」(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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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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  

 
9CW3 試以「襪子」為題，寫一篇文章。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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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文意清晰，作者先簡單帶出襪子的由來，然後介紹不同國家、不同種類的襪

子的特色及功能。 

� 文章分段恰當自然，說明時井然有序。 

� 文句大致通順，偶有沙石，如第三段「古時的法國國王和歐洲人，把絲質的

絲綢製成長筒狀的絲襪，以令自己的腳好看一點。」第四段「……這種襪子能

減低跑步時運動員的風阻，令運動員跑得更快。」錯寫俗語，如「絲襪遮三醜」。

頗多錯別字，如「款色」(式)、「材質」(料)、「布科」(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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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論一般評論一般評論一般評論 

 

� 在各學習範疇：閱讀、寫作、聆聽、說話中，以聆聽範疇的表現較佳，而寫作

範疇的表現則稍遜。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 

 

表層理解能力頗佳 

� 學生具備複述性理解能力，即學生能理解篇章的表面意思。學生能通過篇章的

內容，回答關於表層理解或詢問主信息的題目，例如找出內容重點、辨識因果

等。 

 

� 學生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通過篇章不同的細節描述，學生能按上文下理，

綜合篇章的要點，讀懂篇章的主題。 

 

� 學生在理解實用文的內容和掌握實用文的資料和信息方面，整體表現不俗。 

 

深層理解能力稍遜 

� 學生雖具備歸納語體文內容要點的能力，然而學生普遍只能歸納小部分內容的

重點，題目一旦要求學生指出文章的深層意義，學生的表現則顯得稍弱。 

 

� 學生的深層理解能力，有待提升。學生未能回答提問深層理解的題目，如分析

文章的主旨、推斷作者的情感，反映學生閱讀時，只著重理解字面的意思，而

忽略細嚼字裏行間隱含的意義。 

 

文言文理解能力尚待訓練 

� 學生對於提問內容大意的題目，表現尚可，但對於一些內容稍複雜的文言文，

學生仍顯得力有不逮。另遇著提問歸納內容要點的題目時，學生的表現亦稍

遜，反映學生理解文言文的能力只是一般，而且只限於篇幅短小，內容簡單的

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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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三類實用文的設題方式均是提供部分資料，而要求學生因應該類實用文的要求

而相應地加上確切而適合的資料，使之成為完整而又能發揮功能、傳達相關信

息的實用文。 

 

� 學生的表現因應不同的實用文類別而有所差異，三類實用文中以報告的表現最

為遜色，而啟事和通告的表現相對地較佳。 

 

� 內容方面，大部分學生未能篩選提供的材料，只是鉅細無遺地抄錄資料，致實

用文冗長累贅，失卻實用文應有的特性。例如學生在書寫啟事時，過於交代徵

求首日封的因由而忽略交代聯絡方法；或書寫通告時，重在抄錄活動的資料，

而遺忘列出活動的報名日期及方法。由此可見，學生仍未能真正掌握書寫實用

文時，傳達信息的要求。 

 

� 大部分學生仍未能掌握實用文的格式，尤其是報告。學生一般多欠缺標題，或

標題欠明確，或有學生不懂得在報告中加入小標題、欠敬呈對象等，反映學生

在掌握有關實用文格式方面的能力，尚待改進。 

 

文章寫作 

 

� 評卷員報告書指出半開放式及話題寫作題目設計新穎，打破文體限制，讓學生

選擇不同的表達方法，充分發揮自己的寫作優勢。文章寫作採用了半開放式及

話題題目，擴闊了學生的寫作空間，增加了學生寫作的自由度，以及降低了審

題的難度，學生可因應自己寫作的長處，選擇寫甚麼內容，運用甚麼方法表達

心中所思所想。然而，在開放了寫作自由度的同時，立意、確定文章的中心便

顯得尤其重要，立意更成為了判別寫作高下的關鍵。立意，確立文章中心，突

出個人感受、看法或觀點顯得相形重要，要讓這個中心貫穿始終，統帥所有材

料，文章才能顯出其獨特之處。 

 

� 大部分學生在內容方面的表現一般，文章的內容平平無奇，欠缺新意。大部分

學生多用記敘及抒情手法創作故事，鮮用描寫，使用論說或議論手法更屬罕見。 

 

� 只有小部分的學生能寫出取材新穎，內容充實的文章。這類學生的文章特點多

是意念獨特，立意清晰，文章有明確主線，結構完整，且多用修辭，詞彙豐富，

描述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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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結構方面，大部分學生有分段意識，然而段落之間的過渡銜接則欠暢順，致

文章組織鬆散。而在描述能力方面，一般學生無論是敘述、或議論、或描寫等，

多點到即止，未能深入刻劃細節，例如在敘述時如流水帳式交代事情，描寫時

鮮用修辭手法修飾、形容事物，議論時亦不懂援引例子加以說明、佐證等，可

見學生在寫作技巧方面的表現稍遜，尚須琢磨訓練。 

 

� 學生書寫錯別字的情況依然普遍，學生的錯別字或受同音異字、或受部首偏旁

所影響，亦有部分學生使用網絡語言入文，如「很火」、「很潮」等，致影響文

章的表達能力。 

 

其他 

 

� 部分學生寫作時態度欠認真及寫作意欲甚低，如繳交空白卷別，小部分學生甚

至寧願花時間重複抄寫文字或題目，也不願意寫作。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學生具備良好的表層理解能力 

� 學生的表層理解能力不俗。大部分學生能回答問及表層或局部信息的題目，這

些題目一般提問該人物的某段話語內容要點，學生只要細心聆聽，自能知道答

案。 

 

學生摘錄要點的能力尚待訓練 

� 聆聽理解中大部分題目均以評量學生對整段話語內容的理解能力、前後關係

等，說話者的觀點與看法亦非全部集中在某一段話語，故學生若只憑憶記，而

不善於筆錄要點，將無法回答較複雜的題目。事實上，從學生答題的模式中得

知大部分學生在回答一些綜合理解的題目時，如找出話語主題，歸納說話者的

觀點或看法等，都是以聽到與該題目相關的字眼作為選擇答案的依據，而非真

正從聆聽話語，綜合內容要點作答，如要訓練學生具備良好的聆聽能力，教師

宜教授學生筆錄要點的方法，以及多提醒學生聆聽整段話語，顧及前言後語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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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 

 

個人短講 

 

� 學生大多能按題目作簡單而完整的短講，惟部分學生的短講內容貧乏，論據薄

弱，亦未能善用例證作支持。 

 

� 在內容方面，大部分學生尚能根據題目要求完成短講，但部分學生的短講內容

缺乏重心，東拼西湊，甚或不斷重複內容要點。就審題而言，部分學生未能緊

扣題目重點加以發揮，極少數學生審題欠準確，以致離題，影響表現。部分學

生在掌握圖畫的主要信息方面欠理想，只是將圖畫的內容講述一遍，未能抒述

己見。 

 

� 大部分學生在表達時大致清晰，有條理，在遣詞用字方面尚算準確恰當，然而

部分學生的用詞貧乏，偶見通俗詞語。 

 

� 少數學生表現緊張，缺乏自信，說話聲線微弱。 

 

小組討論 

 

� 大部分學生能主動參與討論，能就討論話題表達個人意見和對別人的說話作出

適切的回應，態度有禮、認真。但部分學生在回應別人說話方面表現較遜，未

能闡明己見，論據亦不足。少數學生能拓展討論話題，引導別人參與討論。 

 

� 部分學生對社會時事和生活知識的認識不足，多角度思考、邏輯思維方面亦較

弱，每多重複別人的見解，或複述個人觀點。 

 

� 小部分學生未能掌握討論的技巧，在討論時只顧發表個人的意見，欠缺溝通與

交流，亦有個別學生在討論時欠投入或因害羞緣故，只簡單回應別人，影響表

現。 

 

 

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 

 

� 學生能在觀看短片後，掌握信息，然後回答表層理解的題目，然而，若題目涉

及一些綜合性理解的題目，學生答題的表現則未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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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08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生表現比較生表現比較生表現比較生表現比較 

 

� 今年是第三次舉行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達到基本水平的百分率為

76.5%，比去年上升 0.3%。 

 

表表表表 6.30   2006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08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百分率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百分率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百分率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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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 

2007 76.2 

2008 76.5 

 

� 2006年至 2008年中三學生在中國語文科各學習範疇的表現，詳見表 6.31。



 1 

表表表表 6.31   2006 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08 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生表現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生表現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生表現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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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 學生的複述性理解能力頗佳，惟學生在
歸納篇章內容要點方面的能力只是一

般，尤其是當題目要求學生綜合全篇內

容要點時，一般學生的表現稍遜。 

� 與 2006 年比較，學生在閱讀能力方面

有顯著進步。 

� 學生的整體表現和 2007年相若。 

    
 � 學生在判別篇章的寫作方法表現遜色。 � 學生在回答提問複述性理解的題目，表

現仍然不俗，相對於 2006 年，本年度

有較多學生能回答歸納性理解的題目。 

� 學生在回答表層理解的題目的表現和
2007年相若，但在回答歸納性理解的題

目時，表現則較去年遜色。 

    
 � 學生普遍能理解淺易文言作品的內

容，但如題目評量學生的歸納性理解能

力，學生的表現則差強人意。 

� 學生判別篇章寫作方法的表現較 2006

年為佳，反映教師能因應學生去年的表

現而在教學上作出相應調適。 

� 學生在判別篇章寫作方法時，表現欠
佳。 

    
 � 學生能辨識實用文的主要信息，掌握資

料等。 

� 學生在理解淺易文言作品和理解實用
文的表現和 2006 年相若，沒有大幅度

的進展。 

� 學生在理解淺易文言作品的能力因應考
材而有不同的表現。如考材的故事性

強，學生的答題表現則較佳。 

    
   � 學生能辨識實用文的主要信息，表現和

以往相若。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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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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 � 在眾多學習範疇中，寫作是學生表現得
最弱的一個環節。 

� 寫作仍然是各學習範疇中較弱的一環。 � 寫作雖然仍是各學習範疇中最弱的一
環，但本年度學生在寫作啟事和通告兩

類實用文，卻有顯著進步。 

    
 � 實用文方面，對於熟悉的實用文，如請

假信，學生大多能依正確格式書寫；但

對於較少接觸的啟事及通告，學生的表

現則略遜一籌。 

� 跟 2006 年比較，學生在書寫啟事方面

有少許進步，尤其是格式方面，較少學

生在結尾加祝頌語。可是在書寫通告方

面，表現和 2006 年相若，仍有不少學

生以書信的形式書寫通告。 

� 學生能根據題目提供的資料，寫作具備
實用功能及傳意的實用文，特別是在格

式方面，學生大多能以正確格式書寫這

兩類實用文，與以往比較，較少學生以

書信形式來書寫。 

    
 � 由於採用了開放式的題目，學生可按自

己擅長的寫作方法表達，自定主題發

揮，但大部分學生的文章內容平平無

奇，缺乏新意，結構雖見條理，但文句

和詞語運用則欠缺變化。 

� 文章寫作整體表現和去年相若，大部分
學生的文章內容一般，鮮有題材新穎、

意念獨特的佳作，學生亦不懂深化情

節，使文章給人有浮光掠影的感覺。 

� 文章寫作的表現仍是較遜色，學生文章
的內容貧乏，情節簡單，欠缺新意；文

章雖見條理，但欠缺技巧鋪排，致大多

是平鋪直敘，平平無奇，只有少數學生

懂得運用技巧，如首尾呼應，製造懸念

為文章布局。 

    
 � 學生多以口語入文，使用網絡語言的情

況亦頗普遍。 

� 學生的文句尚通順，但詞彙貧乏，以口
語入文和廣泛使用網絡語言的情況仍

然普遍。 

� 學生能書寫恰當詞語，但詞彙欠缺變
化，以口語入文或使用網絡語言的情況

依然普遍。 

     

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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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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 � 學生能聽懂話語的內容要點和辨識主
題，題目要是問及內容細節，學生的表

現頗佳，惟學生在回答綜合性理解的題

目時，表現則略為遜色。 

� 跟 2006 年一樣，學生在聆聽方面的表

現良好。 

� 與 2007 年比較，本年度的學生在聆聽

方面的表現略遜。 

    
 � 學生能掌握話語的前後關係，大部分學

生能聽懂說話者的舉例說明，補充觀點

等內容重點。 

� 學生能聽出話語的內容和主題，亦能掌
握話語的前後關係；大部分學生能貫通

說話者的前言後語，能聽懂說話者的舉

例及補充說明等要點。 

� 學生能聽出話語的內容重點和主題，亦
能掌握話語的前後關係，只要題目圍繞

內容，無論是細節或表層理解，學生均

能作答。 

    
 � 學生未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出話語

的實際意思，也許由於平日的聆聽訓練

多集中於內容理解的層面，較少關注這

方面的能力。 

� 學生在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方面，有明
顯的進步，表現較 2006年為佳。 

� 本年度的學生在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
方面的能力較去年遜色，大部分的學生

未能分辨說話者的語氣，理解話語真正

要表達的意思。 

     

1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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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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 � 學生能按題目完成個人短講，尚能清楚
表達，但內容薄弱，亦忽略組織內容，

致敘述內容時「頭重尾輕」，影響表現。 

� 學生能夠按題目作簡單而完整的短
講，惟在看圖述說所見所感的表現較

弱。不過，學生的表現比 2006年進步，

在各項評分中，取得最高等級的學生比

率皆有提升。 

� 學生大多能根據題目要求，完成簡單而
清楚的短講，惟部分學生的說話內容薄

弱，欠缺重心，詞彙貧乏；在理解圖畫

的主要信息方面欠理想，未能掌握圖畫

的要旨。 

    
 � 學生尚能積極參與討論，表達個人意見

和立場，小部分學生能在論述個人觀點

時，輔以精闢論據，表現不俗。 

� 大部分學生能積極參與討論，並能清楚
述說個人意見和理據，少數學生能深入

補充或闡述，個別學生尚能拓展話題。

學生的表現比 2006 年進步，在各項評

分中，取得最高等級的學生比率，皆有

提升。 

� 大部分學生能主動參與討論，清楚表達
個人見解和回應別人的意見，惟部分學

生的論據不足，表現較遜。小部分學生

能擴展討論空間，並引導別人參與討

論，表現理想。 

    
視聽資訊 

(閱讀及聆聽) 

� 學生能識別短片的主要信息和理解內
容，但題目要是要求學生運用視覺擷取

資料或信息而作答，學生的表現則欠

佳。 

� 表現和去年相若，學生能回答提問內容
或辨識信息的題目，但對於那些需要運

用或結合視覺回答的題目，學生的表現

則稍遜。 

� 學生在回答有關短片信息和資訊的題

目，表現不俗，只是在回答綜合性理解

的題目時，表現稍遜。 

    
   � 學生在回答需要運用視覺能力的題目

較前進步。 

     

1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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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中國語文科小三年中國語文科小三年中國語文科小三年中國語文科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 

 

� 中三級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佔 76.5%，而小三及小六學生的達標比率分別為

85.4%及 76.4%。 

 

� 藉著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數據分析，我們可找出各級學生在本科各學習範疇的能

力表現（表 6.32）。這些表現一方面可反映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的語文能力發

展狀況；另一方面亦能讓教師從較宏觀的角度審視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的強弱

項，使教師對學生的整體學習概況有較全面的理解，從而有助調適教學計畫，

制訂策略，達到促進學生學習的目的。 

 

表表表表 6.32   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中國語文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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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小三 82.7 84.7 85.2 84.9 85.4 

小六 -- 75.8 76.5 76.7 76.4 

中三 -- -- 75.6 76.2 76.5 

 

 



 

表表表表 6.33   2008 年年年年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 

閱讀 � 學生能回答篇章和實用文中表層的信
息，如詞語、段落大要、內容資料等。

第一學習階段的學生能專注閱讀和具

有基本字詞解碼的能力。 

� 在閱讀範疇中，學生在理解所學的詞語
及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方面，表

現不俗；學生大致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

的事理，從篇章中擷取相關資料，判斷

事件的原因。然而，學生在能理解篇章

中例證的作用及理解敘述性和說明性

文字的段意及段落關係方面，表現則稍

遜。 

� 學生具備複述性理解能力，大部分學生
能回答問及文章內容的重點和細節的

題目，除此之外，學生亦能回答歸納性

理解的題目。只有極少數學生具備深層

理解的能力。 

    
 � 學生在「BR1.4能概略理解篇章中簡淺

的順敘/倒敘事件」中，多年來表現均

略為遜色。 

� 學生大致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大部分
學生理解便條的寫作目的，也能掌握主

要信息。但學生在周記及賀卡的表現則

稍遜。 

� 學生能理解淺易文言文的內容，如文言
文篇章的故事性強，而題目又是圍繞內

容大要的話，學生一般表現不俗。 

    
   � 學生能理解實用文的主要信息和掌握

實用文傳意的功能。 

     

1
4

9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 

寫作 � 學生能寫簡單的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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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在寫便條方面的表現比 2007 年

佳，但在周記方面的表現則稍遜。 

� 學生能寫格式正確，內容簡單的實用
文，尤其是啟事和通告。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作。今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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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的審題能力有顯著的提升。 

� 學生能以正確的格式書寫便條，信息扼
要、明確。在周記方面，不少學生未能

緊扣題旨，選擇適切的材料重點記事，

致使記事蕪雜，中心欠明確；部分學生

未能掌握周記敘事的時序，致使條理不

清。有部分學生未能掌握周記的格式，

準確列出七天的日期，或混淆日記與周

記的格式。 

� 學生能寫結構簡單，文句通順的文章，
學生亦能運用不同的寫作方法，如敘

述、說明、描述、抒情等來表達文章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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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分段」或

「未能按內容重點分段」的文章明顯減

少。 

� 學生大致能按內容重點寫作，表現與
2007年相近。在記敘文方面，學生能按

題目要求敘述事件的始末，選材適切。

在說明文方面，學生大致能篩選合適的

材料，寫一篇說明文。但所舉具體的例

子不足，內容一般。 

� 大部分學生多以敘述手法寫作文章，只
有少數學生選擇以議論或論說手法寫

作。 

    
 � 學生大致能運用完整句子和日常所學的

詞語寫作，惟偶有疏漏。「文句不通」和

「用詞不當」的文章明顯減少。學生一

般能用簡單的句子和詞語寫作，「文句流

暢」或「用詞豐富」的作品屬極少數。 

� 學生大致能按內容重點適當分段，掌握
分段技巧，尤以在記敘文的表現比較好。 

� 學生能按內容重點分段，惟段落之間的
銜接與過渡則多欠順暢。 

    

1
5

0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 

寫作 � 學生大致能正確書寫常用字，偶有錯別
字，表現一般。 

� 學生大致能運用單句及複句寫作，文句
大致通順、達意。學生大致能運用常用

的書面字詞寫作，但用詞一般。 

 

    
 � 學生大致能運用標點符號寫作，偶有疏

漏。在「標點符號」方面，今年取得最
低等級(一等)的學生明顯增加，情況值
得關注。 

� 學生大致能正確書寫常用字，但偶有錯
別字。學生大致能運用標點符號寫作，
不少學生不正確使用逗號、引號和感嘆
號。 

 

    
聆聽 � 學生在聆聽範疇表現良好，他們能複述

話語中簡單的事情或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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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能掌握內容要點，從話語內容中擷
取重要信息。 

� 學生能聽懂話語的內容和前後關係，部
分學生亦能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夠整理話語的重

點，懂得歸納和綜合，找出當中的深層
意義，表現不俗。 

� 學生能掌握語段間的發展，明白事件的
原因，以及辨識事件的因果關係。 

� 學生亦能聽懂不同說話者在同一議題
之下的不同立場。 

    
  � 小部分學生能概括話語內容，理清不同

說話者對事件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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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 

說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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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故事始末。部分學生更能在故

事中加插有趣的情節或對話，使故事內

容更充實、豐富。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圖畫內容，講述一個
完整的故事。學生多能根據畫面的含

意、中心及不同的人物，構思故事的內

容。 

� 學生能按題目要求，完成簡單而完整的
短講，惟內容一般，缺乏創新意念。大

多數學生能運用準確恰當的詞語，表情

達意大致清楚、有條理。 

    
 � 大部分學生能就話題與別人展開交

談，但小部分學生只簡短地表達意見或

較公式化地回應別人。另表現良好的學

生能主動發言，並根據別人的意見作出

適當的回應。綜合而言，學生在小組交

談方面的表現略比 2007年遜色。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的要求，以報告的
形式交代事件的始末。部分學生在引言

部分很長，而總結部分卻草草了事，致

使報告內容詳略不均，結構欠完整。 

� 學生大多能主動參與討論，並能就題目
表達個人立場和回應別人意見；惟部分

學生對社會時事和生活知識的認識不

足，邏輯思維亦較弱，以致論點及論據

不足。小部分學生能就別人的觀點，加

以補充延伸或闡釋，個別學生更能拓展

討論空間，發揮交流互動的效果。 

    
  � 在討論過程中，學生積極闡述個人的見

解或提出一些建議，惟不少學生未能就

別人的意見作出回應，承接其他組員討

論的內容，欠互動性，討論氣氛不足。

另外，部分學生未能列舉具體的理由來

闡釋自己的看法。 

 

    視聽資訊 

(閱讀及聆聽) 

� 學生大致能掌握視聽資訊中的表層信
息，表現一般。 

� 學生能掌握視聽資訊中的信息，對於一
些從短片中直接擷取資料或理解事件

因果關係的題目，學生表現不俗。但學

生對於須結合視覺信息及聆聽信息的

題目，表現則未如理想。 

� 學生能理解短片的內容、細節和帶出的
信息，但綜合性理解能力則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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