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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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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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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評估則在六月二十三日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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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9CR2 21 閱讀 

9CR3 21 

30分鐘 

9CL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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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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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文言文 1 3 

9CR1 

實用文-說明書 1 4 

語體文 2 12 

文言文 1 4 

9CR2 

實用文-演講辭 1 5 

語體文 2 13 

文言文 1 3 

9CR3 

實用文-會議紀錄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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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5、6、7、9、

10、12、13 

1、2、3、8、

9、11、12 

1、2、3、8、

9、10、11 

18*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

法 

8、11 4、5、6、10 4、5、6、13 6*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14、15、16 13、14、15、

16 

14、15、16 10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17、18、19、

20 

17、18、19、

20、21 

17、18、19、

20、2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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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12 2*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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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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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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評估聆聽評估聆聽評估聆聽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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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10、

11、13、14 

2、5、6、9、10、

11、13、14 

13* 

BL3.2 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

出話語的實際意思 

1、8 1、8 3* 

BL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

後關係 

3、4、12 3、4、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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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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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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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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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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年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年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年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生表現生表現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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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理解篇章的表層結構意義，能掌握文章內容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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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題

問「茶葉主要是根據甚麼來分類的」，學生可直接從文章描述「茶葉根據發酵

程度，大致可分為六大類」的說明找到答案。又如 9CR2第 2題（即 9CR3第

2題）問「作者為甚麼堅持丟掉舊鍋」，由於文章多次描寫鍋已穿了洞，學生能

憑文章的描述判別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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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題要求學生綜合全文意思，然後找出文章的總體描述是「先介紹茶葉的歷

史和種類，然後指出喝茶的好處和泡茶的技巧」。又如 9CR1第 10題(即 9CR2

第 9 題)要求學生從文章各處的描述理解作者的感受，歸納一個整體的看法，

指出在現場觀賞煙火匯演使作者「反思人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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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R1第 16題問「艾

子認為是甚麼原因導致兒子不恰當地回答父親」，學生能理解文章中艾子對富

人的批評，然後找出答案。又如 9CR2 第 13 題問「為甚麼范宣在後園挑菜時

大哭起來」，學生不但可從「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這兩句了解事情

因由，也能從上文下理明白故事大概，大致理解文章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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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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評估以貼近生活的素材擬定實用文的題目，包括（9CR1）

的說明書、（9CR2）的演講辭和（9CR3）的會議紀錄。 

 

� 學生能分辨實用文的類別，辨識相關標題，如 9CR1 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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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R2第

18題問「演講辭的主題」，學生必須綜合演講辭的各項重點，並釐清這則演講

辭的主要信息是「培養孩子自信心的方法」。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實用文設有三道題目，分別是啟事（9CW1）、通告（9CW2）及報告（9CW3）。 

 

� 學生能掌握啟事的功能，寫出主要信息，表現不俗。題目要求學生寫一則「找

尋失物」的啟事，並附有失物的圖片。大部分學生均能以正確格式，即列出標

題、署名及日期，在內容方面亦能描述遺失物件的特徵，交代遺失的日期、時

間和地點等資料，並懂得在結尾加上酬謝的內容，小部分學生未能在啟事中提

供聯絡方法，使內容有欠完整。 

 

� 學生大致能書寫通告，惟對於通告格式仍未熟習。題目提供會議紀錄供學生寫

作，學生一般能整理資料，或以點列，或以段落形式把「優秀保安員選舉」的

條件和選舉日期清楚羅列，但部分學生沒有交代選舉的方法或明確的投票地點

等。 

 

� 學生尚能書寫工作報告，惟對於報告內容重點仍未掌握。題目提供活動的統計

圖及檢討會議紀錄供學生寫作，學生一般能抄錄相關資料，列舉「工作報告」

的活動人數和簡單的活動建議，但不少學生未能書寫活動日期或擷取具體的活

動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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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 

 

� 文章寫作共有三題，學生須按題目要求寫一篇文章，字數不限。本評量採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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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理想的___________」（9CW1）、「明天」（9CW2）及「紙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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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題目沒有規定學生創作的文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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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想的＿＿＿」（9CW1）一題，有學生以說明手法，闡述如何能達成理

想。不少學生亦採用描述方式，描述自己理想的事物。又如「紙巾」（9CW3）

一題，部分學生便運用借物抒情手法，抒寫由紙巾引發的各種情感；有學生運

用說明手法，介紹紙巾的各種用途和品牌的特點；也有學生以議論方式，討論

紙巾與環保的問題等。但一般而言，學生較熟習敍述手法寫作，較少運用描寫、

論說或議論手法。如「明天」（9CW2）一題，小部分學生能議論明天與人生未

來的方向，大部分學生只把「明天」作為時間詞使用於故事情節，未能凸顯「明

天」的主題。 

 

� 學生的寫作大致能切題，然表現一般，內容多是千篇一律，有些更拾人牙慧，

抄襲電視或電影的故事，這反映傳媒對學生有很大的影響，而學生的思維亦過

於狹窄。如「紙巾」（9CW3）一題，一些學生便模仿紙巾的電視廣告情節，換

上角色寫作同樣的故事。大部分學生選材適切，能具體敍述內容重點。但因沒

有深化主題，深入的思考或鋪排，學生的文章情節便顯得太過簡單，予人浮光

掠影之感。如「我理想的＿＿＿」（9CW1）一題，不少學生以理想的家居為題，

只是流水帳地交代自己喜歡的家居佈置，而沒有談理想的成因和感受。 

 

� 學生大致能適當地分段寫作。使用記敍手法的學生，大部分能按事情先後交代

情節。小部分學生可運用倒敍法的結構。使用其他寫作手法的學生，條理尚可，

然結構方式較為單一，多按描寫或說明的對象分段，有時甚為隨意。而學生的

文章普遍劃分為三或四段，即首段及末段各一，主要內容只分為一、兩段。一

般學生尚能清楚表達意思，文章條理清晰。 

 

� 學生大致能運用書面語和完整句子寫作，文句基本通順。學生多使用單句，鮮

有複句。詞語運用尚算恰當，偶有錯別字。然學生較少運用修辭手法寫作。 

 

� 學生大致能運用標點符號寫作，較常使用的符號是逗號、句號、問號和感歎號。

有時會出現句子太長，沒有適時的運用逗號；也有出現多句句子連用逗號，沒

有適時的運用句號。其他如破折號或分號等標點符號，可能由於學生不太熟

悉，甚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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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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近年粵劇在香港的發

展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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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題問說話者對「粵劇能提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

的立場， 9CL1第 6題(即 9CL2第 6題）問「淑儀能夠看明白粵劇表演者動作

的原因」，又如 9CL1第 2題（即 9CL2第 2題）問「俊安不喜歡粵劇的原因」

等，這類題目的答案均可直接從話語中找到。 

 

� 學生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如 9CL1第 3題（即 9CL2第 3題）問

「明慧提及陪伴姑母看粵劇的經驗的作用」，第 4題（即 9CL2第 4題）問「明

慧從哪三方面比較粵劇的今昔」；9CL2 第 12 題問「關於粵劇普及化的正確描

述」等，學生必須貫通話語的前言後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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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短片介紹「動物醫生、動物醫生的組織及其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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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題問關於「動物治療」的描述，第

10題問「動物醫生的測試項目」等，這些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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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W1 王大明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約下午四時在香江路的開心

便利店購買飲品時遺失了一個紙袋，內有一些剛從沖曬店

取回的旅遊照片及電腦光碟。試以王大明的名義，撰寫一

則啟事，籲請路人協助找尋失物。 (字數不限 ) 
 

以下是王大明遺失的紙袋式樣：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格式齊備，能列舉失物的資料，如遺失日期時間、遺失地點和失物的特徵，也

能交代聯絡方法。 

� 正文方面，雖內容要點齊備，然首句句子過於冗長，達 61字，而且語意不明，

未能符合最高級別的文句通順要求。 

� 其他大致流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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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閱以下會議紀錄的節錄部分，然後以佳美花園管理處經

理陳偉明的名義，於 2009 年 3 月 24 日撰寫一則通告，通

知佳美花園住戶有關「優秀保安員選舉」活動的詳情，並

呼籲他們踴躍投票。 (字數不限 ) 

 

佳美花園管理處  

2009 年第二次會議紀錄 (節錄 ) 

2.1 優秀保安員選舉  

為表揚工作盡責、待人有禮的保安員，本屋苑將於 2009

年 4 月舉行「優秀保安員選舉」。獲得最高票數的三位保
安員將獲頒發獎狀及五百元現金禮券。是次選舉每戶只
可遞交一張選票，至於選舉活動的安排則由管理處經理
陳偉明負責。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能具體交代活動的名稱和目的，並清楚羅列選舉的資料，如選舉的目的、投票

日期、呼籲住戶踴躍投票，也有說明注意事項。 

� 格式完整，然內容尚有不足，沒有交代具體投票日期、時間和投票方法。 

� 文句大致通順。 

� 偶有錯別字，如：禮卷(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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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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W3 根據下列圖表及對話節錄，以愉快中學社會服務團主席常

大方的名義撰寫該服務團於 2008/2009 年度的工作報告；內

容須包括活動概況活動概況活動概況活動概況及對來年活動的建議對來年活動的建議對來年活動的建議對來年活動的建議。報告須在二零零

九年七月三日呈交活動主任李美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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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社會服務團活動參加人數統計圖  

 

 

(二 )社會服務團幹事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活動檢討會議的對話節錄  

一心︰翻看本年度本會舉辦各項活動的參與人數紀錄，最受同學歡迎的是聯

誼性質的活動。我們可以考慮在下年度多舉辦這類活動。  

 

淑容︰我認同聯誼活動能夠加強同學對我們服務團的歸屬感，但我卻認為我

們應該舉辦多些服務性質的活動，以配合我們服務團的宗旨。  

 

光明︰對。我同意淑容的意見。我們應多辦服務性質的活動，不要只是吃、

喝、玩、樂呢﹗而且我們應鼓勵同學多參與這種活動。另外，有同學

認為我們的活動宣傳不足，所以我建議下年度服務團的幹事會應多加

注意這個問題。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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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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的數據，並因應統計圖和檢

討會議的資料提出來年活動的建議。 

� 內容大致完整，惟欠探訪獨居長者活動的日期。 

� 格式不完整，欠小標題。 

� 文句尚算通順，但文句偶有沙石，也過於冗長，不夠簡潔。 

� 偶有錯別字，如：參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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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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W1 以「我理想的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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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心目中理想的家居。文章大致切題，惟描寫未見深

入細緻，說明也欠具體。 

� 全文分段尚恰當。先點出主題，然後分段描寫睡房、客廳等的陳設，並說明設

計原因，最後作簡單的總結。 

� 文句尚算通順，用詞大致恰當，間有病句，如第一段「房間內有一個大衣櫃，

放我所有的衣服……」末段「……長大後找一份高薪的工作，這樣就可以買起

了。」 

� 偶有錯別字，如「批淮」(准)、「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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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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W2 試以「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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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作者藉「明天」為題，以倒敍手法記述母親病重一事，內容尚切題，但全文沒

有緊扣「明天」的意義。 

� 全文結構平穩，分段恰當，條理大致清楚。 

� 行文尚算流暢，間有沙石，如第一段「……心中不由自主地發出一種辛酸的感

受。」第三段「你媽媽的癌症速度比我們預期中快了三倍……」末段「……由

它大能的手主使一切事情。」 

� 頗多錯別字，如「眼」(眶)、「景」(況)、「沖出」(衝)、「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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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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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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切題，作者以茉莉花香味紙巾、色彩繽紛的紙巾和平凡的紙巾比喻人生，

指出一個有內涵和謙虛的人才值得人尊敬的道理。惟內容單薄，未能就著主題

加以發揮，表達一般。 

� 文章具篇章結構，作者分段記述茉莉花香味紙巾、色彩繽紛的紙巾和平凡的紙

巾的對話，末段藉「紙巾」來說明做人處世之道。 

� 文句尚算通暢，用詞大致準確恰當，偶有沙石。如第一段「人群的對話中也夾

雜着數『紙巾』的對話。」 

� 偶有錯別字，如「女仕」(士)、「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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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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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9CR2第 7題（即 9CR3第 7題）問

關於「文章內容的正確描述」，題目要求學生推敲作者寫作文章背後的深層意

義，因文章沒有直接提及作者為何要記述幫忙家事的老太太不捨得棄鍋一事，

讀者須從故事中描述的背景及人物心理推論出正確的答案。又如 9CR3 第 12

題要求學生根據上文下理，通過對創新精神的理解，綜合創新精神對社會的作

用。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夠正確地回答，顯示學生能夠掌握深層理解文章的能力。 

 

� 學生能判別語體文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如 9CR1 的第 8 題及 9CR3 的第 13

題問「文章採用的寫作方法」；又如 9CR1的第 11題(即 CR2第 10題)及 9CR2

的第 4題(9CR3第 4題)問「某些描述對象採用的寫作方法」，學生須熟悉相關

的寫作手法，並懂得從文章擷取資訊判別所使用的寫作手法。反映良好表現的

學生能運用已有知識，應用於理解文章，能分析一般寫作方法。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學生能寫格式正確，內容完整，簡潔流暢的實用文。表現良好學生能根據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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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事和通告方面，表現良好的學生除了能充分掌握實用文的格式外，在撰寫啟

事和通告時，相較一般學生只懂得鉅細無遺地抄錄題目的材料，沒有篩選材料

及補充相關資料，表現良好的學生懂得補充實用文題目內欠缺的適切資料，使

之成為信息齊備的實用文。如啟事必須具備聯絡失主的方法；而通告必須補充

該選舉的具體投票日期和投票方法等。 

 

� 報告方面，表現良好的學生能適切地擷取題目內的資訊，經消化、整合和拓展，

使之成為完備簡練的報告。如工作報告能詳細紀錄每項活動的日期外，還能結

合題目的資料續寫來年的各項活動建議。 

 

文章寫作 

 

� 學生寫作文章時，能寫意念獨特，內容豐富和情感真摰的文章，尤其是「紙巾」

（9CW3）一題，學生有較多新穎的作品。如有學生扣連紙巾與文章情節發展，

借物抒情，帶出不同的故事。其中一些文章寫母子情感或姊妹相處的故事，感

人至深，也有一些寫溫馨有趣的情節，逗人發笑。又有同學使用說明手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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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紙巾對人類的好處，如帶來方便的生活，為人類節省金錢等。亦如「明天」

（9CW2），有學生以論說手法帶出不要被過去的挫折影響而變得沮喪，人要克

服困難，仰望光明的明天，更認為「每一個明天都值得期待」。 

 

� 學生能寫結構緊密，層次分明的文章。有學生能在敍述主要內容前，先說他事

為主線作鋪墊，並層層緊扣主題描述故事；有學生懂得在文章開始時以反問或

設問手法製造懸念，吸引讀者閱讀；亦有學生先從反面立論，再以演繹法論證

觀點；也有使用說明手法的，懂得運用典故及事例說明等，豐富文章的內容，

加強說服力。 

 

� 學生能寫通順文句，文章用詞變化多端，且詞彙豐富。學生善用複句、成語和

生動的詞藻，無論是敍事抒情，或寫景狀物，或說理議論，均能細緻刻劃，描

述生動，理順而意明，表現頗佳。另一方面，學生也能善用修辭手法表達，如

比喻、反問等，描述恰到好處。 

 

�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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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題目

評量學生在這方面的能力，如 9CL1 第 1及第 8題，9CL2第 1及第 8題，學

生須重聽話語節錄，透過話語內容的前言後語，說話者的態度、口吻，從而判

斷說話者的隱含的意思。 

 

� 學生能回答綜合性的題目，聽出說話者的觀點和評論。如 9CL1第 7題（即 9CL2

第 7題）須綜合該段錄音的內容，組織相關的資料，才能找出粵劇因應時代不

同而改變的這段語錄陳述；又如 9CL1第 15題要求學生判別「俊安對粵劇的看

法」，要求學生釐清說話者的立場和語氣的轉折。 

 

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 

 

個人短講 

� 小部分學生能就題目要求，組織內容豐富，結構完整及主題清晰的短講。個別

學生能根據題目輔以適當的例子加以闡釋；或就題目所提供的圖畫，清楚地表

達自己的看法。也有個別學生的短講內容具創新意念，表現出色。 

 

� 小部分學生能掌握時間，且能從多方面取材，恰當地組織短講內容，詳略得宜，

有條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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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情達意方面，少數學生能因應內容需要變化語速和語氣，用詞準確、生動

而富變化；說話清晰響亮，抑揚頓挫，表現良佳。 

 

小組討論 

� 大部分學生在參與討論時，態度積極，表現認真，且能按題目要求，清楚地抒

發己見。個別學生能多方援引例子佐證，論點、論據清晰明確，內容豐富充實。 

 

� 在討論過程中，大部分學生能細心聆聽同學的發言，並就同學的觀點作出適切

的回應，討論氣氛良好。少數學生具掌握承接話題的技巧，能就同學的觀點，

加以補充闡述，拓展討論空間，提升討論的互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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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題問學生「動物醫生可提供的服務」

時，要求學生綜合有關服務的話語段落，短片的第二段介紹沒有直接總結動物

醫生的服務範圍，只是羅列一些例子，學生在聆聽旁白之餘，要綜合話語的內

容，不受其他旁白的干擾，釐清第二段的內容主次，才能總括出動物醫生可提

供「關心長者服務」的答案。學生能正確回答，反映表現良好的學生不僅有優

良的視聽能力，還能掌握概括話語重心的能力。 

 

� 學生具備深層理解能力。學生在聆聽旁白之餘，也要歸納話語的內容，能聚焦

於問題的中心，從而找出正確答案。如第 6題及第 12題分別要求學生綜合第

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短片的內容回答問題，以評量學生的深層理解能力，學生須

先理解前言後語，再綜合短片畫面提供的信息，方能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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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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明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約下午四時在香江路的開心

便利店購買飲品時遺失了一個紙袋，內有一些剛從沖曬店

取回的旅遊照片及電腦光碟。試以王大明的名義，撰寫一

則啟事，籲請路人協助找尋失物。 (字數不限 ) 

 

以下是王大明遺失的紙袋式樣：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能交代失物的資料，如遺失日期時間、遺失地點和失物的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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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W2 細閱以下會議紀錄的節錄部分，然後以佳美花園管理處經

理陳偉明的名義，於 2009 年 3 月 24 日撰寫一則通告，通

知佳美花園住戶有關「優秀保安員選舉」活動的詳情，並

呼籲他們踴躍投票。 (字數不限 ) 

 

佳美花園管理處  

2009 年第二次會議紀錄 (節錄 ) 

2.1 優秀保安員選舉  

為表揚工作盡責、待人有禮的保安員，本屋苑將於 2009

年 4 月舉行「優秀保安員選舉」。獲得最高票數的三位保
安員將獲頒發獎狀及五百元現金禮券。是次選舉每戶只
可遞交一張選票，至於選舉活動的安排則由管理處經理
陳偉明負責。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能具體交代活動的名稱和目的，並清楚羅列選舉的資料，如投票日期、投票

時間、投票地點或方法、呼籲住戶踴躍投票，也有說明注意事項。 

� 格式完整，包括：標題、結束語、職銜、署名和發出日期。 

� 文句簡潔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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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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下列圖表及對話節錄，以愉快中學社會服務團主席常

大方的名義撰寫該服務團於 2008/2009 年度的工作報告；內

容須包括活動概況活動概況活動概況活動概況及對來年活動的建議對來年活動的建議對來年活動的建議對來年活動的建議。報告須在二零零

九年七月三日呈交活動主任李美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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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社會服務團活動參加人數統計圖 

 

 

(二 )社會服務團幹事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活動檢討會議的對話節錄 

一心︰翻看本年度本會舉辦各項活動的參與人數紀錄，最受同學歡迎的是聯

誼性質的活動。我們可以考慮在下年度多舉辦這類活動。 

 
淑容︰我認同聯誼活動能夠加強同學對我們服務團的歸屬感，但我卻認為我

們應該舉辦多些服務性質的活動，以配合我們服務團的宗旨。 

 
光明︰對。我同意淑容的意見。我們應多辦服務性質的活動，不要只是吃、

喝、玩、樂呢﹗而且我們應鼓勵同學多參與這種活動。另外，有同學

認為我們的活動宣傳不足，所以我建議下年度服務團的幹事會應多加

注意這個問題。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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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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的數據，並因應統計圖和檢

討會議的資料提出來年活動的建議。 

� 格式完備，有明確標題，另設小標題分述活動概況及來年活動的建議，上下款

和日期俱備。 

� 文句通達，語氣恰當，用語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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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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想的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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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充實，緊扣主題。作者通過不同層面的細緻描繪，塑造心目中的樂土，例

子具體明確。 

� 文章分段恰當，結構井然有序，層次分明。 

� 行文流暢，用詞生動而富變化，如「金錢掛帥」、「廢寢忘餐」、「鋌而走險」、「怡

然自得」等。惟偶有病句，如第二段「他們都沒有受到利慾的薰陶而喪失純樸

的本性，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 

� 頗多錯別字，如「失」(喪)、「淳樸」(純)、「融恰」(洽)、「癈枕忘餐」(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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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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想的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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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過官僚、民生、教育和環境四個不同的角度，舉出具體清晰

的例子，闡述心目中理想的中國。 

� 文章結構完整，按不同層面分段說明，條理清楚分明。 

� 文句通順，用詞豐富，如「中飽私囊」、「民怨蔽天」、「為民請命」等。間有錯

用標點符號，如第二段「到底有多少的房屋倒塌(？)是天災造成，(？)」文句

間有沙石，如第五段「曾經有外國遊客說過中國廁所的『味道』在幾公里就能

嗅到。」 

� 錯別字頗多，如「為民拯命」(請)、「路有痛死骨」(凍)、「打却」(劫)、「被例

為」(列)、「聞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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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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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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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就著「明天」一詞，從正、反兩方面分述人們對「明天」的看法，亦能輔

以例子佐證，結尾帶出「明天」是值得期待的樂觀看法。 

� 文章分段恰當而清晰，段與段之間互相緊扣，層次分明。 

� 文句尚流暢通達，用詞準確、恰當，惟間有病句，如第一段「熟(悉)的是我

們知道它的解釋，陌生的是我們永遠不知道明天會是怎樣的一天。」及第五段

「……然而他卻患上了耳聾……」 

� 偶有錯別字，如「熟」(悉)、「博鬥」(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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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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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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以一個青年沒有好好把握現在，以「明日復明日」的態度處事，最終抱憾

終生的故事為主題。文章中心明確，敍事流暢通達。 

� 結構完整，條理清晰，分段恰當。 

� 行文大致通順，用詞恰當，如「嘮叨」、「危機四伏」等。偶有病句，如第一段

「從前，有一個年少的青年，剛從大學畢業。」第二段「時間尚早，找工作而

已，還有很多時間找！」及第五段「……有誰知道我們哪時會死去、受傷，再

沒有『明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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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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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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文中心明確清晰，內容緊扣題目。作者舉出不同例子，說明紙巾為人們帶來

多種的好處。 

� 結構完整，首尾呼應，段落分明。 

� 文句尚流暢、達意，用詞正確，如「燃眉之急」、「汗如雨下」、「雪中送炭」等。 

� 偶有錯別字，如「咳」(嗽)、「」(低)。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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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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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豐富，構想具心思，作者以「紙巾」串連對母親的印象，每次當母親遞上

紙巾時，都會教導作者如何面對人生問題，情節跌宕起伏。文章以母親的說話

作伏筆，帶出哀傷的結局，具感染力。 

� 文章結構完整，條理分明，段落之間銜接自然。 

� 文句大致流暢，偶有沙石，如第三段「就像是示威般響亮的哭聲……」、「她，

只是遞給了我一張紙巾。」及末段「對，除出了自己的，還帶着她的那一份悲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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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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範

疇的表現今年有所進步，而寫作範疇的表現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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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結構意義。學生能通過篇

章的脈絡，大致回答關於表層理解或詢問主要信息的題目。又能找出內容細

節、大致釐清上文下理。因此，學生對於局部而表層的信息，如關於句子及字

詞理解，有不俗的表現。 

 

� 學生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學生通過篇章提供的信息和資料，能按上文下

理，歸納文章的要旨和重點，理解篇章表達的主題和信息重心。 

 

� 學生在辨析實用文類別，理解實用文的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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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遍只能歸納文章局部的內容重

點，並未能指出找出文章各部分或元素之間的聯繫，從而歸納或綜合整篇文章

的內容要旨。 

 

� 學生在理解文章深層結構意義方面，即理解隱含意思又或是全文的內容特點，

偶有良好的表現，然整體仍有待提升。多數學生未能回答提問深層理解的題

目，如分析文章的諷喻、作者隱含的情感，反映學生閱讀時，只著重理解字面

的意思，而忽略咀嚼和推敲字裏行間隱含的意義。如分析文章的主旨，理解作

者的觀點，以及推斷文章意思等這些較高層次的理解能力，須要加強訓練。 

 

文言文理解能力進步，仍須訓練 

� 學生對於篇幅短小，內容簡單又具故事性的文言文，表現有可喜的進步。如遇

文章使用現實生活曾見的熟語或成語，學生對篇章更有不俗理解。故一般的內

容提問或歸納要點有不俗的表現。但對於一些內容稍為複雜或具說理成份的文

言文，學生容易混淆說理的對象，不能理解因果邏輯，因此找不到文章的中心

思想。這反映學生理解文言文的能力仍是停留於理解情節分明和文字淺白的文

言篇章。宜多訓練學生閱讀和理解不同題材的淺易文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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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三類實用文的題幹均附有相關情境的資訊，要求學生因應該類實用文的處境要

求而加上適合的資料，使它成為完整而又能發揮傳達相關信息功能的實用文。

實用文類或因題目資料的輔助及本身篇幅較短，學生多樂於作答，較少空白試

卷。 

 

� 不同的實用文類別，學生均有不同的表現，本年度學生在實用文寫作的整體表

現較以往進步。三種類別的實用文評估，學生在啟事的表現最好，報告的表現

次之，而通告的表現稍遜。雖然通告和報告的表現仍未如理想，比較以往，兩

者的表現已有所進步。 

 

� 格式方面，啟事表現理想，整體比 2008 年進步。學生一般掌握啟事的格式，

如標題的「啟事」二字，錯字及漏填已較少出現。大多數學生有填寫正確的下

款及日期，格式和內容完備的啟事增多。學生大致能撰寫報告的格式，掌握較

去年好，雖然標題仍有錯寫的情況，但小標題、職銜及署名大致正確，完全錯

用格式或不能評級的情況減少。而學生在掌握通告格式方面比往年稍有進步，

部分學生已懂得在撰寫通告標題時加上「通告」二字，大致符合最基本要求，

良好表現者亦有所增加。然而部分學生在撰寫通告格式時仍會出現混亂，因為

這些學生把通告與通知等其他實用文類別混淆，以致出現完全錯用格式的情

況。更有不少學生欠寫結束語，顯示還沒有完全熟習通告的格式。由此可見，

學生仍須重視學習實用文的基本格式。 

 

� 內容方面，學生尚能提取與實用文題目要求的相關資料，但在拓展、綜合及補

充缺漏方面的能力較弱，使實用文失去配合不同語境而傳遞信息的特性。更有

學生沒有經過轉化便鉅細無遺地抄錄資料，並不符合評估的要求。個別的實用

文如啟事表現較好，可能因為啟事篇幅較短，內容要求簡單。然在通告和報告

方面，學生只是抄寫題目的資料，不懂剪裁，沒有加入具體的描述和適當的材

料。如選舉活動通告只重複題幹所列的選舉目的和條件，而沒有交代選舉方

法，具體日期時段和地點。而報告則抄錄活動建議和會議紀錄，而沒有把建議

與其他資料消化和拓展。因此，學生在學習撰寫實用文時，在組織和拓展能力

方面仍須努力。 

 

 

文章寫作 

 

� 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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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因應自己的興趣進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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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內容較廣，結構自由度大，相隨內容，文句可運用不同的手法，詞語運用

彈性亦大。然而，在開放了寫作自由度的同時，立題、立意便顯得尤其重要，

立意更成為了判別寫作高下的關鍵。立意可確立文章中心，據此定下相應的題

目，能突出個人感受、看法或觀點。學生要讓這個中心貫穿始終，組織所有材

料，文章才能顯出其獨特之處。 

 

� 整體而言，學生能切題寫作，然而大多數學生選材狹窄，在內容方面表現一般，

多千篇一律，單薄而乏味，沒有深刻的內容。有些學生更抄襲電視、電影和廣

告的故事，連構想的動力也欠缺。因此不少學生的文章內容空洞，立意不清，

主體不明，使文章沒有說服力，如「我理想的＿＿＿」（CW1）一題只花時間

描寫現實而沒有描述具體理想的要求，以致內容不切題。反映學生不重視構思

立意，而閱卷員亦指出學生選材時未能緊扣主題，又有些學生常識不足，所列

舉的時事或日常生活知識多有錯失，影響文章內容的深度和說服力。學生可多

累積和關心時事資訊及生活常識。 

 

� 只有小部分學生能寫出構思獨到，內容豐富，立意新穎的文章。這類學生能緊

扣主題，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在這基礎上具體闡明自己的觀點和情節，然

後有條不紊地描述。有些更有創新的構想，他們的文章有明確的主題和完整的

結構，豐富而細緻的描述，詞彙和修辭更是豐富多變。 

 

� 寫作手法方面，一般而言，大多數學生使用記敍及抒情手法寫作，較少使用描

寫，以至議論手法。然不論是敍述、議論或描寫等，皆是泛泛而論，沒有層次

和深度，例如在敍述時忽略感情抒發，只是流水帳式記敍；描寫時鮮用修辭手

法修飾事物，也沒有具體的描寫細節；議論時沒有論據，輔以事例或數據，只

是直接地重複論點。因此學生宜多練習描寫及議論等寫作方法。 

 

� 結構方面，學生雖有分段意識，然而段落之間的過渡銜接生硬，主題不明。學

生劃分亦欠詳細的鋪排和組織，結構鬆散，流於隨意。反映學生須加強對文章

結構的認識。 

 

� 有關文句、詞語運用、錯別字和標點方面。學生文句大致通順，然詞匯使用範

圍狹窄，如寫「明天」便有多人引用《明日歌》的「明日復明日」，又受傳媒

影響引用「人生有幾多個十年」的說話。而學生使用口語及「潮語」入文嚴重，

如：「放飛機」、「好掂」、「O 咀」和「屈機」等。學生一般詞語運用恰當，但詞

彙貧乏，用字生硬。而學生書寫錯別字的情況依然普遍，學生的錯別字一般受

同音異字，如：淳（純）樸、聞明（名）等；或受部首偏旁所影響，如：博（搏）

鬥、批淮（准）等。學生的文章一般多使用逗號和句號，有時混淆分號和頓號

的應用，大多數人少用逗號和句號以外的標點，使文章的變化減少。由此可見，

學生平日應多些積累詞彙和學習使用恰當的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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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時有繳交空白卷別的情況，反映部分學生寫作時態度欠認真及寫作意欲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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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學生能透過聆聽話語內容，回答提問表層或

局部信息的題目，這些題目一般聚焦說話者的某段說話內容，其實學生只要細

心聆聽，自能知道答案。 

 

學生分別語氣及摘錄要點的能力尚待訓練 

� 聆聽理解中大部分題目評量學生對整段話語內容的理解能力、前後關係等，說

話者的觀點與看法不會只集中在某一段話語，故學生若只憑短暫的記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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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找出話語敍事的因果關係，歸納

說話者的觀點或看法等，都是以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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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歸納內容要點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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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絕大部分學生能根據題目作簡單、完整的短講，惟部分學生的短講內容空泛薄

弱，欠深度、乏創意；部分學生甚或將說話內容重複，未能援引例子佐證。 

 

� 就審題而言，部分學生未能注意題目中的重點字眼，以致說話內容貧乏，未能

扣緊題目，個別學生甚至出現離題的情況。在看圖說話的題目方面，不少學生

將重點偏重於描述圖畫的內容，而未能表達自己的看法。 

 

� 在表情達意方面，大部分學生說話大致具條理，能運用準確恰當的詞語。小部

分學生未能好好掌握時間，組織有層次的短講。此外，部分學生在遣詞用字上

欠缺生動變化，助語詞頗多，偶有夾雜英文詞彙。 

 

� 少數學生說話聲線微弱，表現緊張，以致影響發揮。個別學生默不作聲，說話

時身體左搖右擺，態度欠認真。 

 

� 部分學生持稿讀出短講內容，未能與主考員有多點眼神接觸，表現欠自信。   
小組討論 

� 大部分學生認真地參與討論，能就話題表明個人立場。部分學生在討論時欠缺

互動交流或回應別人說話，只是輪流地表達己見，甚或重複別人的觀點。較少

學生能就話題拓展討論的空間，或就別人的見解作較深入的闡述。 

 

� 學生雖有個人立場，但欠論據，乏闡述，每每重複別人的見解，表現未如理想。

部分學生缺乏多角度思考，邏輯思維亦較弱，反映學生的識見不足，宜多加訓

練。 

 

� 部分學生未能掌握討論的技巧，未能就題目作深入及多角度的探討。小部分學

生在討論時只簡單地說「我同意你的見解」等，未能作進一步的闡述。 

 
 

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 

 

� 學生在觀看短片後，一般能掌握基本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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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與聆聽相

似，學生有時捕風捉影地聽到某些旁白或響亮的字句便以為是一些問題的答

案，再加上某些視訊畫面的資訊，學生不能兼顧兩者整體地思考答案。反映學

生除了使用聆聽筆錄的方法外，也要留意視訊畫面的提示及指引，綜合資料來

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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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09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生表現比較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生表現比較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生表現比較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生表現比較 

 

� 今年是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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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6.30   2007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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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76.2 

2008 76.5 

2009 76.5 

 

� 2007年至 2009年中三學生在中國語文科各學習範疇的表現，詳見表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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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31   2007 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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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年年年 2008 年年年年 2009 年年年年 

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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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 2008 年比較，學生在閱讀能力方面

有所進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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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回答表層理解性題目的能力不
錯。相比 2008年，有較多學生能回答歸

納性理解的題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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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在判別篇章寫作方法的表現與去
年相若，表現欠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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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因不同考材的文言文所表現的差
異與去年相近。學生在理解淺易文言作

品的表現較去年為佳。 

    
  � 學生能辨識實用文的主要信息，表現和

以往相若。 

� 學生能理解實用文的主要信息，表現比
2008年有明顯進步。 

    
 

7
9

 

  

 
  



 2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07 年年年年 2008 年年年年 2009 年年年年 

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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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寫作仍是各學習範疇中最弱的一環。本
年度學生在寫作各類實用文的表現均

有進步，尤其啟事和報告更為明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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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比去年，學生在書寫啟事，不論格式
和內容要點均有進步，更多學生能寫作

完備的啟事。學生書寫通告的格式仍有

待加強，常混淆通知等其他實用文類別

或欠結束語。更多學生能掌握報告的格

式，但報告的內容表現仍是較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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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平鋪直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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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寫作的表現仍是較遜色的一環。學
生選材狹窄，內容千篇一律。文章雖大
致切題，然立意不清，結構鬆散，沒有
深刻的情感和細緻的觀察，文章以平庸
的居多。只有小部分學生能有新穎的構
想，文章結構完整，有細緻的描述，豐
富的詞彙和修辭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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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文句大致通順，然多用陳腔濫調，
使用口語及「潮語」入文的情況仍然普
遍。學生一般詞語運用恰當，但詞彙貧
乏，用字生硬。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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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07 年年年年 2008 年年年年 2009 年年年年 

聆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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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 2008 年比較，本年度的學生在聆聽

方面的表現較為遜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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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能聽出話語的內容重點和主題，亦

能掌握話語的前後關係。學生大致擁有

聆聽和釐清表層信息、說話者脈絡的能

力，能回答與內容重點相關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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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 2008 年比較，學生在聆聽說話者的

語氣，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方面的表現

略遜。判別語氣的表現較為不穩定，可

能與學生未能注意說話者前後的態度

變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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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07 年年年年 2008 年年年年 2009 年年年年 

說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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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貧乏，欠缺例子說明，未能掌握時

間充分發揮。在看圖說話的題目方面，

學生的表現較遜，多偏重描述圖畫的內

容，而忽略抒發己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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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部分學生能投入、積極參與討論，表

達自己的觀點及回應別人，惟援引例子

及闡述方面，未見理想。小部分學生未

能適切地作出回應，闡述自己的觀點。

個別學生的論點清晰，有明確的論據，

並能就話題拓展討論空間，表現良佳。 

    
視聽資訊 

(閱讀及聆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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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現比去年稍遜。關於短片主題和有關

信息的題目，學生大致能夠回答。學生

遇上同時要兼顧聽覺與視覺的信息，則

表現稍遜。 

    
  � 學生在回答需要運用視覺能力的題目

較前進步。 

� 學生在回答需要運用視覺能力的題

目，表現與去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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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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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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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度由於全港性系統評估時期適值全港小學停課，小學生沒有應考閱讀、寫

作及聆聽的評估，故欠缺這幾個範疇的小三、小六及中三的比較數據及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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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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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 

 備註：#由於 H1N1 人類豬型流感爆發，全港小學停課，教育局取消全港性系統評估，故沒 有基本能力達標率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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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四幅圖畫的圖意，有

組織有條理地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表

現與去年相若。部分學生更能代入故事

中的人物角色，發揮豐富的想像力，生

動活潑地講述故事中主角的心理感受。 

� 題目提供一幅載有許多不同信息的圖

畫，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圖畫的內容，構

思故事內容。不少學生觀察力、想像力

十足，能把握故事中的細節，加以發

揮，使故事內容更為充實、豐富。 

• 學生大多能就題目完成簡單而完整的

短講，惟內容一般，欠缺深度，也不甚

有創意，表現與去年相若。大部分學生

能運用準確恰當的詞話，清楚地表達意

思，條理大致清晰。 

     � 大部分學生對話題感到興趣，能就話題

展開小組交談，並因應別人的說話作出

回應，表達意見。今年取得四等或以上

成績的學生比去年多，表現較去年理

想。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的要求，有條理、

有系統地組織相關內容，以報告的形式

交代事件的始末，內容尚算充實。小部

分學生報告內容未能切題，審題能力有

待改善。 

• 大部分學生能主動參與討論，清楚地表

達個人意見，承接討論和回應別人，整

體表現大致理想。惟部分學生的識見不

足，缺乏多角度思考能力，以致論點和

論據不足，欠精闢的見解。少數學生能

就別人的意見，加以補充或闡釋；個別

學生能引導同學作深入的討論，達到互

動交流的效果，表現突出。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恰當地表

達個人立場和見解，積極參與討論，表

現略勝去年。惟仍有能力稍遜的學生未

能就別人的意見作出回應，或只附和別

人的意見，未有主動參與討論。 

 

    視聽資訊 

(閱讀及聆聽) 

� 學生能掌握視聽資訊中簡單的信息，表

現良好。 

� 學生能明白視聽資訊中的信息，表現理

想。大部分學生能從短片中直接擷取資

料作答，對於理解事件因果關係的題

目，學生表現不俗。 

� 關於短片主題、表層信息的題目，學生

大致能夠回答。學生遇上綜合性或同時

要兼顧聽覺與視覺的信息，則表現稍

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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