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 評估設計評估設計評估設計評估設計 

 

制訂評估流程制訂評估流程制訂評估流程制訂評估流程 

 

本章旨在介紹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工作流程以及此評估的發展。評

估內容是根據課程發展處基本能力的文件而擬訂，中國語文科與英國

語文科的基本能力描述包括「讀」、「寫」、「聽」、「說」四個學

習範疇。 

 

制訂評估的流程簡列如下： 

 

擬訂評估藍圖 

� 

擬訂題目 

� 

審閱題目 

� 

審批題目 

� 

全港性系統評估 

 

 

擬訂評估過程擬訂評估過程擬訂評估過程擬訂評估過程 

 

專責小組專責小組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本局按科目及級別為三個科目各自設立一個專責小組，每個小組

由現職教師或校長、大專院校的專業人士，以及課程發展處和考評局

員工組成。本局秘書長委任專上院校的學者為試卷主席。同時，審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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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的成員，無論在擬題經驗、專科知識以及教學經驗方面，均有均

衡數目的人選。 

 

各科的專責小組制訂評估藍圖，以確保題目涵蓋基本能力。評估

的內容須包括不同情境、文體和題型。專責小組亦議定每張評估分卷

的題量和時限。本年度中三級的中、英、數三科各分卷的作答總時限

分別為 140分鐘、95分鐘和 65分鐘。專責小組定期舉行會議，審閱和

批核題目，以確保題目的質量。 

 

每科每級的專責小組複核題目後，把題目組成若干張分卷，各分

卷的題數詳見表 2.1。題數已包括各分卷的重疊題目，以便計算等值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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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a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題題題題數數數數與與與與分數分布分數分布分數分布分數分布 

    

題數(分數) 
科目 

分卷一 分卷二 分卷三 分卷四 總數*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紙筆評估 
     

聆聽 -- -- -- -- -- 

閱讀 -- -- -- -- -- 

寫作 -- -- -- -- -- 

視訊 12(14) 12(14) -- -- 18(20) 

總數 12(14) 12(14) -- -- 18(20) 

說話評估      

看圖說故事 2(21) 2(21) 2(21) 2(21) 8(21) 

小組交談 2(10) 2(10) 2(10) 2(10) 8(10)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紙筆評估      

聆聽 -- -- -- -- -- 

閱讀 -- -- -- -- -- 

寫作 -- -- -- -- -- 

總數 -- -- -- -- -- 

說話評估      

朗讀 2(4) 2(4) 2(4) 2(4) 8(4) 

生活經驗(短答) 2(4) 2(4) 2(4) 2(4) 8(4) 

看圖說話 (短答與音準) 2(6) 2(6) 2(6) 2(6) 8(6)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紙筆評估      

數 -- -- -- -- -- 

度量 -- -- -- -- -- 

圖形與空間 -- -- -- -- -- 

數據處理 -- -- -- -- -- 

總數 -- -- -- -- --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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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b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題題題題數數數數與與與與分數分布分數分布分數分布分數分布 

    

題數(分數) 
科目 

分卷一 分卷二 分卷三 分卷四 總數*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紙筆評估      

聆聽 -- -- -- -- -- 

閱讀 -- -- -- -- -- 

寫作 -- -- -- -- -- 

視訊 13(20) 13(18) -- -- 18(25) 

總數 13(20) 13(18) -- -- 18(25) 

說話評估      

看圖說故事 1(21) 1(21) 1(21) 1(21) 4(21) 

口頭報告 1(21) 1(21) 1(21) 1(21) 4(21) 

小組討論 2(10) 2(10) 2(10) 2(10) 8(10)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紙筆評估      

聆聽 -- -- -- -- -- 

閱讀 -- -- -- -- -- 

寫作 -- -- -- -- -- 

總數 -- -- -- -- -- 

說話評估      

朗讀 2(4) 2(4) 2(4) 2(4) 8(4) 

師生交談 2(7) 2(7) 2(7) 2(7) 8(7) 

口頭報告 2(11) 2(11) 2(11) 2(11) 8(11)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紙筆評估      

數 -- -- -- -- -- 

度量 -- -- -- -- -- 

圖形與空間 -- -- -- -- -- 

數據處理 -- -- -- -- -- 

代數 -- -- -- -- -- 

總數 -- -- -- -- --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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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c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題題題題數數數數與與與與分數分布分數分布分數分布分數分布 

    

題數(分數) 
科目 

分卷一 分卷二 分卷三 分卷四 總數*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紙筆評估      

聆聽 15(17) 15(16) -- -- 23(25) 

閱讀 20(21) 21(21) 21(21) -- 50(51) 

寫作  2(30)  2(30)  2(30) -- 6(30) 

視訊 12(12) -- -- -- 12(12) 

總數 49(80) 38(67) 23(51) -- 91(118) 

說話評估      

個人短講 2(16) 2(16) 2(16) 2(16) 8(16) 

小組討論 2(16) 2(16) 2(16) 2(16) 8(16)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紙筆評估      

聆聽 21(21) 20(20) 20(20) -- 27(27) 

閱讀 25(25) 26(26) 25(25) -- 39(39) 

寫作 1(12) 1(12) 1(12) -- 3(12) 

總數 47(58) 47(59) 46(57) -- 69(78) 

說話評估      

個人短講 2(14) 2(14) 2(14) 2(14) 8(14) 

小組交談 2(6) 2(6) 2(6) 2(6) 8(6)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紙筆評估      

數與代數 20(26) 22(30) 24(33) 22(32) 70(93) 

度量、圖形與空間 23(34) 22(32) 20(29) 22(31) 72(103) 

數據處理 6(9) 5(7) 5(6) 4(5) 17(23) 

總數 49(69) 49(69) 49(68) 48(68) 159(221)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