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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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年年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三年級成績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三年級成績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三年級成績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三年級成績 

 

2013年小三級學生在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百分率為 86.6%，比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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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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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目標為本課程中國語文

科學習綱要：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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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閱讀和聆聽範疇的「基本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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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評估涵蓋四個範疇，合共 114題。閱讀設三張分卷，說話設三張分卷，寫作、

聆聽和視聽資訊各設兩張分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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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習範疇的卷別及時限編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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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3CR1 23 

25分鐘 3CR2 23 

3CR3 23 

聆聽 
3CL1 15 

約 20分鐘 
3CL2 15 

寫作 
3CW1 2 

40分鐘 
3CW2 2 

說話* 

3CST1 

3CST2 

3CST3 

6(看圖說故事) 
準備時間：3分鐘 

說話時間：1分鐘 

6(小組交談) 
閒談時間：2分鐘 

交談時間：2分鐘 

視聽資訊* 
3CAV1 13(2段短片) 

約 15分鐘 
3CAV2 13(2段短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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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閱讀評估設三張分卷(3CR1、3CR2、3CR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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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R1 記敘文 2 17 填充、選擇、短答、排序 

實用文 1 6 填充、選擇、短答 

3CR2 記敘文 2 17 填充、選擇、排序 

實用文 1 6 填充、選擇、短答 

3CR3 記敘文 2 17 填充、選擇、排序 

實用文 1 6 填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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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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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3CR1 3CR2 3CR3 

BR1.2 能理解所學詞語 1、2、9、10 1、2、9、10 1、2、8、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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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13、14、15、

16 

3、4、5、6、

7、11、12、

13、14、15、

16 

3、4、5、6、

10、12、13、

14、15、16 
27 

BR1.4 能概略理解篇章中簡

淺的順敘/倒敘事件 
8、17 8、17 7、11、17 4 

BR1.5 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 18、19、20、

21、22、23 

18、19、20、

21、22、23 

18、19、20、

21、22、23 
10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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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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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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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實用文寫

作共設兩道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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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用稿)》、《中國語文課程指引

(小一至小六)(2004)》，並參考《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1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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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短文寫作共設兩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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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W1 邀請卡 1 

短文寫作 1 

3CW2 賀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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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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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選擇 

3CL2 15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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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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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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3CL1 3CL2 

BL1.1 能記憶簡單話語中敘說和

解說的內容 

1、2、3、5、6、7、

9、10、11、12、

13 

1、2、3、4、6、7、

9、10、11 15 

BL1.2 能聽出話語所表達的不同

情感 
8、14、15 8、14、15 5 

BL1.3 能概略理解語段間的銜接

關係 
4 5、12、13 4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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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或 24 名學生)視乎學校三年級的

實際人數而定。 

 

� 說話評估共設三張分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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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意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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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須根據四幅圖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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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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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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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7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說話評估說話評估說話評估說話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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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基本能力 

3CSP01、3CSP02、

3CSP03、3CSP04、

3CSP05、3CSP06 

看圖說故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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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1.6 說話聲音響亮 

3CSG01、3CSG02、

3CSG03、3CSG04、

3CSG05、3CSG06 

小組交談 6 

BS1.2 能就日常生活的話題和別人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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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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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段短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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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卷分卷分卷分卷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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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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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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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閱讀評估設三張分卷，分別是 3CR1，3CR2和 3CR3。本年設有三個閱讀篇章，

分別是〈快樂農莊〉、〈誰的蛋〉和〈河馬〉。〈快樂農莊〉是共同篇章，在三張

分卷均有出現。篇章的安排如下： 

 

卷別 篇章一 篇章二 

3CR1 〈快樂農莊〉 〈誰的蛋〉 

3CR2 〈快樂農莊〉 〈誰的蛋〉 

3CR3 〈快樂農莊〉 〈河馬〉 

 

� 〈快樂農莊〉講述「我」和妹妹到爺爺的

快樂農莊過暑假。文中記述「我」和妹妹種

花的經過和情形。妹妹費盡心機，要「我」

為種子講故事，又要陪她唱歌、跳舞、吹口

琴，逗種子開心，陶冶種子的性情。最後寶

寶「出生」了，妹妹舉行慶祝派對，並邀請

父母到來。妹妹借派對向爸媽表達謝意：「我

要好好謝謝你們，原來照顧寶寶真是不容易

的事啊！」 

 

 

 

 

 
 
 

〈快樂農莊〉插圖 

� 〈誰的蛋〉記述鳥夫婦無意中得到一隻蛋，

並誤以為是自己的孩子，於是盡心盡力孵化

和照顧寶寶的經過。故事結尾點出寶寶不是

鳥夫婦的孩子，牠最終回到鱷魚潭裏去。文

中最後抒發鳥爸爸對照顧別人孩子的感受：

「我們守護了一個珍貴的生命……這不是應

該值得驕傲嗎？」 

 

 

 

 

 

 

 

〈誰的蛋〉插圖 

 

� 〈河馬〉講述一隻年幼的河馬被海嘯捲走，

與家人失散後，被人救往動物園去，因而認

識麻吉伯伯的經過。文中重點描寫小河馬和

麻吉伯伯的友情，結尾抒發小河馬對在動物

園生活的感受，並感激麻吉伯伯的照顧。 

 

 

 

 

 

〈河馬〉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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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尚能理解和運用所學詞語。學生能根據篇章和題目提供的段落範圍，按照

題目的語境，尋找正確答案。在〈快樂農莊〉中，學生能從第三段至第四段中，

找出「害羞」(3CR2第 1題)，也能在第一段至第二段中，正確找出「燦爛」一

詞，並運用到題目的語境中(3CR3第 1題)。現以共同篇章為例，達到基本能力

的學生在詞語題的表現如下： 
 

篇章篇章篇章篇章 卷別及題號卷別及題號卷別及題號卷別及題號 學生示例學生示例學生示例學生示例 

〈快樂農莊〉 

3CR2 

第 1題 

 

3CR3 

第 1題 

 

3CR3 

第 2題 

 

 

�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內容，如複述篇章的

表層信息，找出文中的因果關係，歸納篇

章內容，以及掌握段落大意等。在〈快樂

農莊〉中，學生能整合篇章信息，找出符

合快樂農莊前院的景象(3CR1第 4題)。學

生也能理解文中的因果關係，找出「我」

和妹妹到快樂農莊的原因(3CR1第 3題)和

為什麼妹妹要舉行派對(3CR3第 6題)。在

段落理解方面，學生能掌握「第二段和第

三段」是描述「我」和妹妹照顧種子的情

形(3CR2第 6題)。 

 

 

� 在〈誰的蛋〉中，學生能根據第一段的內容，

抓住關鍵信息，重新整合，找出符合森林情景

的圖畫(3CR1第 11題)。學生能理解第一段的內

容，歸納符合猴子的描述：「他好心地把蛋放回

鳥巢中」和「他嘗試為蛋尋找親生的父母」(3CR1

第 12題)，並能掌握第三段的信息，辨識符合鳥

夫婦的描述：「鳥夫婦找了許多食物給寶寶吃」 

 

 (3CR2第 14題)。學生能了解句與句的銜接關係，正確找出答案，如「為什

麼猴子到森林去」(3CR2 第 12 題)和「為什麼鳥太太感到傷心」(3CR1 第 15

題)。學生也大致能掌握段落大意，知悉記述寶寶成長的經過是「第三段」(3CR1

第 14題)。學生能根據文章內容，提取適合的資料，寫出寶寶的外型和特徵：

膚色、四肢、嘴巴和牙齒(3CR1第 13題和 3CR2第 13題)。現展示學生在 3CR1

第 13題和 3CR2第 13題的表現： 

3CR1第 4題 答案：「B」 

4. 下列哪一幅圖是快樂農莊的景象？ 

3CR1第 11題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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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馬〉中，學生能找出「我」哇哇大

哭是：「因為『我』和家人失散了，感到

十分驚慌」(3CR3 第 12 題)，也能複述文

中的內容，正確填寫麻吉伯伯和「我」的

生活時間表(3CR3 第 14 題)。學生更能整

合信息，推論符合文章的描述：「麻吉伯

伯是有愛心的象龜」(3CR3 第 15 題)，且

能明白段落的重點，知道「第三段」和「第

四段」是描述「我」和麻吉伯伯相處的情

形(3CR3第 13題)。 

 

 

� 學生大致能概略理解篇章的脈絡關係，在〈河馬〉中，學生能根據第二段正確

排列河馬與家人散失的次序(3CR3第 11題)。在〈快樂農莊〉中，學生能按照

整個篇章，把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列起來 (3CR1第 8題)。 

 

實用文 

 

� 今年的實用文以報章作為評估素

材。這篇報道是介紹「繽紛蝴蝶節」

的活動，內容包括主辦單位、活動的

目的、日期、時間、地點和內容等。 

 

 

 

3CR3第 14題 

3CR1第 13題 3CR2第 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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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掌握報章的基本資料，如報

紙的出版日期、新聞類別，並正

確填寫在表格內(3CR1第 23題)。

學生也能理解活動內容要點，知

悉「創意手工藝坊」是讓市民製

作蝴蝶飾物(3CR1第 22題)。現附

以學生在 3CR1 第 23 題的答題示

例，以供參考。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寫作評估設兩張分卷，分別是 3CW1和 3CW2，每張卷設一道實用文寫作題目。

今年的評估安排如下： 
 

卷別 實用文類別 題目 

3CW1 邀請卡 請根據題目寫邀請卡邀請卡邀請卡邀請卡。 

「開心蝴蝶節」在美好郊野公園舉行。請你以文山的

身份，寫一張邀請卡邀請卡邀請卡邀請卡，邀請朋友小光參加。 

3CW2 賀卡 請根據題目寫賀卡賀卡賀卡賀卡。 

家文在「蝴蝶節繪畫比賽」中獲得冠軍。請你以

朋友天明的身份，寫一張賀卡賀卡賀卡賀卡祝賀他，並表示會

以他為學習榜樣。  

3CR1第 2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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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按照題目要求，寫一張邀請卡。在 3CW1的邀請卡中，評估的重點有三

項，現表列如下： 
 

評估項目 評估重點 例子 

主要信息 能寫出邀約信息 「我」想邀請你參加「開心蝴蝶節」。 

相關內容 資料齊備 (日期、時

間、地點) 

「開心蝴蝶節」詳情如下： 

日期：六月二十日 

時間：上午九時正 

地點：美好郊野公園 

格    式 格式完整 (上款、正

文、下款、發卡日期#) 

 

 

 

 

#發卡日期合理即可 

親愛的小光： 

                                    

              正文                  

                                    

                        

文山 

                          18-6-2013 

 

� 達到基本能力的學生能做到上述最少兩項要求，取得三等或以上的成績。有的

學生能寫出邀約信息，並提供所需資料，惟格式有疏漏。有的學生能提供完整

的格式，且相關內容齊備，可是邀約信息含混。有的學生能寫出明確的邀約信

息，格式完整，但在書寫日期、時間、地點方面則有所缺失。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一張賀卡。在 3CW2的賀卡中，評估要求如下： 
 

評估項目 評估重點 例子 

主要信息 能寫出恭賀信息 「我」恭喜你得到「蝴蝶節繪畫比賽」冠

軍。 

相關內容 能寫相關內容 我會以你為學習榜樣，努力畫畫。 

格    式 格式完整 (上款、正

文、下款、發卡日期#) 

 

 

 

 

#發卡日期合理即可 

親愛的家文： 

                                    

              正文                  

                                    

                       

天明 

六月十八日 

 

� 達到基本能力的學生能做到上述最少兩項要求，取得三等或以上的成績。有的

學生能清楚表達恭賀信息，並明確表示會以對方作為學習榜樣，惟格式有疏

漏。有的學生能提供完整的格式，並表示以對方作為學習榜樣，可是欠缺恭賀

信息。有的恭賀信息明確，格式完整，但欠缺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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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 

 

� 今年 3CW1和 3CW2的短文寫作均要求學生記述一次個人的「好表現」，題目

如下： 

 

卷別 短文寫作 題目 

3CW1 記敘文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好的表現，例如測驗成績進步，主

動做家務得到家人的稱讚。請寫一篇文章，記述一次你

有好好好好表現表現表現表現的經歷，把事情的經過經過經過經過和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寫出來。(字

數不限) 

3CW2 記敘文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好的表現，例如默書成績進步，

教弟妹做功課得到家人的稱讚。請寫一篇文章，記述

一次你有好好好好表現表現表現表現的經歷，把事情的經過經過經過經過和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寫出

來。(字數不限) 

 

� 在「內容」方面，學生大致能掌握題目的要求，寫一篇簡單的文章，記述自己

某一次的好表現，惟內容一般。大部分學生會按照例子寫作，如最初自己成績

不好，經過努力後，終於有「好表現」了；或在家中幫忙做家務，如抹窗、掃

地、洗碗等，得到家人的稱讚；又或記述在家中用心教導妹妹做功課，妹妹感

謝「我」，家人也稱讚「我」。部分學生按個人經驗，並發揮想像力，記述一次

「好表現」的經歷，題材各式各樣，內容也切合題旨，例如在海上拯救遇溺者，

在商場扶起跌倒的路人，在車廂讓座予老人家等，惟內容一般。 

 

� 在「結構」方面，學生大致能把內容分段表達。有的學生在第一段點題，概括

自己做過的「好表現」，接着在二、三段交代事情的始末，例如第一段：「每個

人都希望自己有好的表現，而我認為我最好的表現是在二年級的考試……」有

的學生則在首段交代時間、人物、地點，然後在往後數個段落記述得到好表現

的經過，末段總結對有「好表現」的感受和得着，例如：「今天，我在公園遇

到了一個老婆婆」作為文章開首，接着數個段落交代幫助婆婆的經過和情形，

並以「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我幫助了別人」作為結尾。 

 

� 在「文句」和「詞語運用」方面，學生大致能運用所學詞語和寫完整句子，惟

文句和用詞偶有疏漏。現摘錄學生文句表現，以供參考： 
 

卷別 學生例句 

3CW1 -星期天，我和家人一起去美寶沙灘玩耍。 

-考試快到了，我和同學都努力地温習。 

-有一次，媽媽因為要工作，所以沒有做家務。 

-我把桌子抹乾淨，再把椅子抹得晶光閃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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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別 學生例句 

3CW2 -今天，我和媽媽乘巴士到餐廳吃晚餐。 

-那幾天，大家都用心温習，準備總評。 

-我最後把事情告訴爸媽，他們不但高興，還獎勵我呢！ 

-今天，我很開心，因為我幫了別人。 

 

� 在「錯別字」和「標點符號」方面，學生大致能正確書寫常用字和運用標點符

號。在短文寫作中，學生常犯的錯別字大致可分為兩類：(一)同音或近音別字，

如「大家到很開心」(大家都很開心)、「工課」(功課)、「之道」(知道)、「驚牙」

(驚訝)；(二)形近錯字或筆劃疏漏等，如「不」(不禁)、「抶起」(扶起)、「容

昜」(容易)、「發」(派發)等。學生大致能運用句號、逗號、問號、冒號和引

號，惟偶有疏漏。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 聆聽設兩張分卷，分別為 3CL1 和 3CL2，每張分卷分為兩部分。今年的話語

主題是「火星人果果」，第一部分的話語內容在校園展開。果果的父母到地球

開會，順便帶果果到地球，讓果果在開心學校上課。果果在校內認識同學威威，

並且成為朋友。他們的話題包括：火星人的年齡、外貌、地球人近視問題(只

限分卷二)、二人喜愛的動物、地球和火星小孩子的學習方法，以及威威的課

餘活動(只限分卷一)等。第二部分是重疊部分，話語在威威家中發生，內容講

述威威收到果果寄來的禮物，從而展開母子的對話。話題有威威寄圖書給果

果，果果的「火火糖」和「火星花」，還有宇宙壞蛋「魔奇飛賊」，以及威威想

到火星旅行等。 

 

� 學生能理解話語內容，如複述表層信息，概括

內容大意，辨識人物個性等。在話語的第一部

分，題目布置若干誘項，學生能排除人類的小

孩子是「八歲」，小威的外婆是「85 歲」，火星

人的壽命最少是「1000歲」，從而找出果果的年

齡是「100 歲」(3CL1 第 1 題)。話語內容提及

火星人的模樣，當中涉及眼睛、嘴巴、頭髮、 

 

四肢等。在 3CL1 第 3 題中，題目以文字題設計，要求學生找出符合火星人

外貌特徵的描述；在 3CL2 第 4 題中，則以圖畫形式來擬題，要求學生辨識

果果的模樣。無論以文字或圖畫形式評估學生對話語內容的理解程度，學生

都能正確找出「火星人有兩張用途不同的嘴巴」和果果的模樣。此外，話語

提及小威在假日的活動包括到遊樂場玩，到公園騎單車，和家人去沙灘游泳，

到郊外燒烤和參加同學的生日會。題目以否定的形式設計，評估學生能否完 

 

3CL2第 4題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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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掌握話語的表層信息。在 3CL1 第 7 題中，學生都能根據話語內容，找出

不是小威的假日活動。 

 
 

 

 

 

 

    

A B C D E 

 

 

 

� 在話語的第二部分，學生能複述小威送給果果的圖書是《十萬個笑話》和《開

心鬼故事》(3CL2第 9題)，也能掌握「火火糖」的特點是：「味道可口」和「能

補充體力」(3CL1第 10題)。學生能根據話語內容，整合信息，知悉果果是個

「個性友善」和「樂於與人分享」的孩子(3CL1第 11題)。話語內容有一定的

干擾成份，學生能正確提取種植「火星花」的方法：「付出時間和給予愛心」

(3CL1 第 12 題)，也能概括話語信息，選出符合「魔奇飛賊」的描述(3CL1 第

13題)。 

 

� 學生能辨識話語中的不同情感。在話語中，果果聽見學校的鐘聲說：「咦，這

是什麼聲音？」學生能正確找出話語的情感是「疑惑」(3CL1第 8題)。果果寫

信邀請小威到火星旅行，小威的話語是：「媽媽……媽媽……求求您啊！」學

生能明白說話者以「懇求」的語氣來表達(3CL1第 14題)。3CL2第二部分，

小威說：「好啊！我馬上温習，一定拿好成績」，學生能排除各項干擾，正確找

出答案：「高興」(3CL2第 14題)。 

 

� 學生能掌握話語內容的銜接關係。學生能根據話語內容，理解果果留在家中的

原因是「因為有壞人到處捉小孩子」(3CL2第 12題)，並掌握媽媽不答應小威

到火星去的理據：「因為擔心小威在火星的安全」和「因為要視乎小威考試的

表現」(3CL2第 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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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說話評估的整體表現，可參閱「表現良好的小

三學生概說」和「一般評論」。視聽資訊評估則可參閱「一般評論」。 

3CL1第 7題 答案：「A」、「E」 

7. 下列哪兩項不是兩項不是兩項不是兩項不是小威提及的假日活動？(請選擇兩個兩個兩個兩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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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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根據題目寫邀請卡邀請卡邀請卡邀請卡。 

「開心蝴蝶節」在美好郊野公園舉行。請你以文山的身份，寫一張

邀請卡邀請卡邀請卡邀請卡，邀請朋友小光參加。 

 
 

 

邀請卡示例 

 

� 未能寫出邀約目

的 

 

� 資料齊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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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3CW2 請根據題目寫賀卡賀卡賀卡賀卡。 

家文在「蝴蝶節繪畫比賽」中獲得冠軍。請你以朋友天明的身份，寫

一張賀卡賀卡賀卡賀卡祝賀他，並表示會以他為學習榜樣。 

 
 

 
 

賀卡示例 

 

� 能寫出恭賀信息 

 

� 未能寫出相關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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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好的表現，例如測驗成績進步，主動做家務得到

家人的稱讚。請寫一篇文章，記述一次你有好表現好表現好表現好表現的經歷，把事情

的經過經過經過經過和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寫出來。(字數不限) 
  
 

 

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作，

內容一般。全文記述

「我」因媽媽要工作，

於是主動分擔家務的經

過。文中提及雖然做家

務「十分疲勞」，但最後

媽媽稱讚「我」是「好

孩子」，使「我」十分快

樂。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大致能按內容重點分

段： 

第一段：交代背景 

第二段：記述「我」做

家務的情形 

第三段：講述我把家裏

打掃乾淨，媽

媽稱讚「我」

是「好孩子」

的經過 

第四段：寫出「我」的

感受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一般，如「我掃地、

抺(抹)窗、洗衣服，十分

疲勞」。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用詞一般。如「家務」、

「疲勞」、「乾淨」等。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偶有錯別字，如抺(抹)、

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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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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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好的表現，例如默書成績進步，教弟妹做功課得

到家人的稱讚。請寫一篇文章，記述一次你有好表現好表現好表現好表現的經歷，把事

情的經過經過經過經過和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寫出來。(字數不限) 
  
 

 

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切題。文中簡單記述

「我」在百貨公司購物

時，扶起「跌倒了」的

老伯伯，得到他稱讚的

經過。文中也抒發「我」

幫助人的感受：「像生日

一樣那麼高興」，內容一

般。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大致能按內容重點分

段。首段點題，指出好

表現在「上星期」發生。

第二段記述「我」有好

表現的具體情形，末段

表達感受。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一般。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用詞一般。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能正確書寫常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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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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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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理解和運用更多常用詞語。學生除了一般常用的詞語外，也

能掌握四字詞，如題目「聖誕節快到了，百貨公司擺滿_________的貨品，應

有盡有。」學生能在篇章中找出「各式各樣」(3CR1第 1題)。學生也能靈活掌

握詞性的變化，透徹理解該詞語的運用法則。在〈快樂農莊〉中，文本是：「……

他提醒我們種花不是容易的事」，「提醒」屬動詞；在題目的安排上是「考試快

到了，經過老師多次的_______，同學們都努力温習」，這裏的「提醒」則屬名

詞(3CR1 第 2 題)。此外，學生能掌握更多的常用詞，如「輪流」(3CR1 第 10

題)、「舉行」(3CR2第 2題)、「悅耳」(3CR3第 8題)。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仔細閱讀文本，掌握篇章各個細節和要點。〈快樂農莊〉講

述妹妹費盡心機，又唱歌，又跳舞，希望種子早日「出世」。學生能排除各項

干擾，明白妹妹吹口琴的目的是「讓種子認識和欣賞音樂」(3CR1第 6題)。學

生能夠充分掌握第二、三段的內容，找出不符合文章的情景(3CR2第 5題)。學

生能進一步推論文章背後的隱藏信息，理解妹妹說「真是不容易的事」是表示

「通過種花，她明白了父母養育子女的辛勞」(3CR1第 7題)。在〈誰的蛋〉中，

文本沒有明確寫出寶寶是什麼動物，學生需要根據上文下理提供的線索，推敲

寶寶是「鱷魚」(3CR1第 16題)。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準確掌握信息密集的段落要點。在〈誰的蛋〉中，學生能辨

識第四段的內容包括：「敘述寶寶回到鱷魚潭的情形」和「記述鳥先生安慰太

太，並分享照顧寶寶的體會」(3CR2第 15題)。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充分理解故事情節的發展，並正確排列事情的先後次序和內

容重點。在〈誰的蛋〉中，排列的事情牽涉不同角色，包括「寶寶」、「猴子」、

「鱷魚」、「烏龜」和「蛇」，學生能掌握故事的人物，並了解故事情節的進展，

正確排列事件的先後次序(3CR1第 17題)。在〈河馬〉中，學生能理順篇章各

段要點，正確無誤地把內容重點排列出來(3CR3第 17題)。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在實用文中掌握更多的內容細節。學生能夠根據報章內容，

辨識舉辦「繽紛蝴蝶節」的目的(3CR1第 19題)，以及在美好郊野公園舉行的

原因(3CR1第 20題)，報章的主要信息等 (3CR2第 2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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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寫邀請卡，並取得最高等級(四等)的成績。學生能仔細審閱

題目，根據題目要求寫邀請卡。學生能做到信息準確，內容齊備，格式完整三

項要求。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寫賀卡，做到恭賀信息明確，相關內容齊備，格式完整無缺，

取得最高等級(四等)的成績。 

 

� 在主要信息方面，學生能針對題目要求，簡明、扼要地表達關鍵信息。在 3CW1，

學生能寫出邀約目的，表達邀請對方參加「開心蝴蝶節」。在 3CW2，學生也

能按照題目的要求，恭賀對方獲得「蝴蝶節繪畫比賽」冠軍。現節錄表現良好

的學生例句如下： 
 

卷別 類別 例句 學生例句 

3CW1 邀請卡 例句一  

 

3CW1 邀請卡 例句二  

 

 

3CW2 賀卡 例句三  

 

3CW2 賀卡 例句四  

 

 

� 在相關內容方面，學生能按照題目要求，提供完整清晰的資料。在 3CW1中，

能清楚交代日期、時間和地點。在 3CW2中，學生能根據題目指示，明確表達

會以對方作為學習榜樣。現節錄學生在相關內容方面的表現： 
 

卷別 類別 例句 學生例句 

3CW1 邀請卡 例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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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別 類別 例句 學生例句 

3CW1 邀請卡 例句二  

 

 

3CW2 賀卡 例句三  

 

3CW2 賀卡 例句四  

 

 

� 在格式方面，學生能按照題目要求，寫上款、下款和發卡日期。在 3CW1中，

學生能掌握上款為小光，下款是文山，並能自擬發卡日期。在 3CW2中，學生

能仔細閱讀題目，知悉上款是家文，下款是天明，並撰寫發卡日期。 

 

短文 

 

� 表現良好學生的短文寫作內容比較充實、豐富，結構也比較完整、富條理。學

生有的根據題目要求，詳細、具體記述「好表現」的經過和感受，有的則按個

人生活經驗和想像力撰寫文章，內容充實、情感真摯。學生能根據題目提供的

例子，例如上次測驗成績退步了，被家人責罰。為了在快將來臨的測驗中有「好

表現」，於是努力温習，終於得到好成績，獲家人讚賞，也能從中明白：「只要

努力，一定會有好表現」。有的則記述幫助家人做家務，細緻描寫「我」把家

具抹得一塵不染，地板洗得光潔如新。家人看見「我」的「好表現」，大為讚

賞，「我」也感到非常開心。更有學生別出心裁，從「壞表現」翻出「好表現」，

文章詳細記述「我」不小心打破花瓶，經過內心一輪交戰，終於向家人坦白承

認過錯。最後，家人欣賞「我」坦白認錯，一次的「壞表現」最後變成「好表

現」，使「我」明白良好品格的重要性。全文起承轉合安排得當，主題突出，

內容深刻，引發思考。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注意話語內容細節，提取正確信息。話語中果果向全班同學

作自我介紹，他提及父母到地球參加「保護宇宙專家會議」，父母認為地球的

小孩子好學又乖巧，於是順便帶他到地球的開心學校上課。在 3CL1第 2題中，

學生能排除各個誘項，選出符合果果的描述：「果果聽從父母的話，到地球的

學校上課」。在 3CL2第 2題中，學生能理解話語的內容，掌握關鍵信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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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選出果果父母到地球的目的是「出席專家會議」，而非「旅遊觀光」、「到

開心學校學習」和「認識開心學校的老師」。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仔細聆聽話語內容，透徹理解說話者語氣的變化。學生能辨

識媽媽的語氣是「無奈」，而不是「憂慮」(3CL1第 15題)；學生能明白果果的

語氣是「興奮」，而非「羨慕」(3CL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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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設六道題目，每道題目提供四幅圖畫，內容主要圍繞校園生

活、童話故事、保護環境三方面，如「大象報恩」(3SCP06)、「參觀消防局」

(3SCP02)、和「換東西」(3SCP04)等。 

 

� 學生能按圖畫內容，講述完整的故事，條理清晰、連貫性強，故事內容頗豐富。

部分表現良好的學生，在講述故事時，更能加入恰當的情節，具體而有趣地表

述故事的發展脈絡，使故事的內容更有創意。在「參觀消防局」(3SCP02)一題

中，學生能清楚指出同學到消防局參觀的經過和興奮的心情。同時，學生會加

入與消防員的對話，以及參觀後立志將來成為一位傑出消防員的志願等內容，

使故事內容更豐富。 

 

� 學生能在故事中加入自己的體會和心情。在「愛心曲奇」(3SCP03)一題中，學

生會代入角色，闡述自己學習製作曲奇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故事中更

加入導師與同學的對話和商討包裝的方法等情節，最後更以尊重及多關心長者

作結尾，詳細而深刻地闡述整個故事。 

 

小組交談 

 

� 「小組交談」設六道題目，話題主要圍繞學校及個人兩方面，如「食物分享日」

(3CSG01)、「好學生選舉」(3CSG03)和「交通安全」(3CSG04)等。 

 

� 學生能主動地參與小組交談，而且能根據話題清楚而具體地提出意見。部分表

現較佳的學生，更能積極地回應同學的意見及提問，並提出具體的見解，使交

談的內容更見充實。 

 

� 詞語運用方面，大部分的學生都能運用恰當的詞語表情達意，具體而有條理地

表達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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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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根據題目寫邀請卡邀請卡邀請卡邀請卡。 

「開心蝴蝶節」在美好郊野公園舉行。請你以文山的身份，寫一張

邀請卡邀請卡邀請卡邀請卡，邀請朋友小光參加。 

 
 

 

邀請卡示例 

 

� 能寫出邀約目的 

 

� 資料齊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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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實用實用實用文文文文 

 

3CW2 請根據題目寫賀卡賀卡賀卡賀卡。 

家文在「蝴蝶節繪畫比賽」中獲得冠軍。請你以朋友天明的身份，寫

一張賀卡賀卡賀卡賀卡祝賀他，並表示會以他為學習榜樣。 

 
 

 

賀卡示例 

 

� 能寫出恭賀信息 

 

� 能寫出相關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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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好的表現，例如測驗成績進步，主動做家務得到

家人的稱讚。請寫一篇文章，記述一次你有好表現好表現好表現好表現的經歷，把事情

的經過經過經過經過和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寫出來。(字數不限) 
  
 

 

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豐富，中心明確。

文中記述「我」成績差，

被媽媽責罵，警告「我」

如下次成績不佳，就「一

腿踢進房間」，且「不可

以吃晚飯」。 

「我」以此作為切入

點，因害怕「沒飯吃」，

怕「餓死」，於是飛奔回

房間，「準備大日子」的

來臨。考試時「我的心

跳得很快」，營造考試緊

張的氣氛。結果「我」

得到一百分，全班為

「我」鼓掌。 

最後媽媽讚「我」進步，

沒有把「我一腿踢進房

間」，使我感到「甜滋

滋」。作者以「甜滋滋」

為文章畫上句號。全文

生動、活潑，情感自然、

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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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層次分明，首尾呼應。

文章起首以母親不滿

「我」的表現，出言恐

嚇「一腿踢進房間」，最

後因「我」表現好，母

親沒有「一腿踢我進房

間」，結構嚴謹。 

全文佈局周密，由「我」

成績差感到「難過」開

始，至「害怕」媽媽的恐

嚇，到應試時「心跳得

很快」，等待成績公佈時

「心情越來越緊張」， 

及至接過卷子時「心 

突然像停了一下」，進  

而「樂得不知怎樣形

容」，最後心裏「甜滋

滋」，情感層層遞進， 

步步進逼。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通順、流暢。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用詞豐富，如「難過」、

「紅通通」、「破口大

罵」、「差勁」、「害怕」、

「飛奔」、「準備」、「緊

張」、「宣佈」、「激烈」、

「鴉雀無聲」、「甜滋滋」

等。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錯別字很少，如時(始)、

(宣)、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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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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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好的表現，例如默書成績進步，教弟妹做功課得

到家人的稱讚。請寫一篇文章，記述一次你有好表現好表現好表現好表現的經歷，把事

情的經過經過經過經過和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寫出來。(字數不限) 
  
 

 

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能按題目要求寫作文

章。文中記述「我」不

小心打破花瓶，經內心

一輪交戰後，終向母親

承認過錯，最後以媽媽

讚賞「我」的品德――

「誠實」作結。文章充

實、豐富，情感細緻、

動人。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條理清晰，層次分明，

結構完整。文章合共七

個段落，布局得宜。 

文章開首，先點題：「我」

的好表現於「一個多月

前」發生。第二段承接

上文，記述因默書「滿

分」，興奮過度，打破花

瓶的經過。然後筆鋒一

轉，記述母親因花瓶打

破，非常生氣，如「塗

上一層陰影」，「我」猶

豫是否坦白承認一切，

內心反覆交戰的情形。

最後，「我」終向母親承

認過錯，我的「好表現」

就是誠實認錯。全文起

承轉合安排恰宜，主題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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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通順、流暢。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用詞豐富，如「滿意」、

「興奮」、「心愛」、「不

知所措」、「自言自語」、

「浮現」、「束手無策」、

「慈祥」、「寶貴」、「羞

愧」、「珍貴」等。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錯別字很少，如然(言)、

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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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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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理解篇章內容方面，表現良好 

� 達到基本能力的學生整合資料，填寫表格，表現良好。在〈誰的蛋〉中，提及

鳥類和鱷魚在外型和外貌的不同特徵，學生能排除各項干擾，把正確的資料提

取出來，填在表格內(3CR1第 13題和 3CR2第 13題)。在〈河馬〉中，學生也

能根據文本，整理出麻吉伯伯和河馬的生活時間表(3CR3第 14題)。 

 

� 達到基本能力的學生，能夠根據篇章，理解文本的信息，掌握故事的銜接關係。

〈快樂農莊〉中設有三道與因果銜接關係有關的題目，〈誰的蛋〉有兩道題，

〈河馬〉則有一道題，合共六題。達到基本能力的學生能在六道題目中，正確

完成其中的五道題，表現十分理想。現臚列達到基本能力的學生所能回答的題

目如下： 
 

卷別 題號 篇章 題目和答案 

3CR1 3 〈快樂農莊〉 

題目：為什麼「我」和妹妹到快樂農莊？ 

答案：因為我們到那裏過暑假。 

3CR3 6 
題目：為什麼妹妹要舉行派對？ 

答案：因為要慶祝幼苗寶寶長出來。 

3CR1 15 

〈誰的蛋〉 

題目：為什麼鳥太太感到傷心？ 

答案：因為她發現寶寶不是她親生的孩子。 

3CR2 12 
題目：為什麼猴子到森林去？ 

答案：因為他想欣賞大自然的景色。 

3CR3 12 〈河馬〉 
題目：為什麼「我」哇哇大哭？ 

答案：因為「我」和家人失散了，感到十分驚慌。 

 

在篇章方面，學生常犯錯誤說明 

� 部分學生在詞語題中，未能按照篇章和題目提供的範圍，找出合適的詞語，填

寫答案。現以 3CR1第 9題為例，臚列學生常犯錯誤示例： 
 

卷別/題目：3CR1第 9題 備註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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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別/題目：3CR1第 9題 備註 

 語境的條件為「科學

家幾經辛苦」，「弄丟」

與題目內容不配合。 

 未能按語境找出正確

答案。 

 抄寫錯誤，把「發現」

錯寫成「發理」 

 

� 部分學生未能根據篇章提供的線索，找出重要的信息。在〈誰的蛋〉中，文本

沒有明確表明寶寶的身份，需要學生整理和分析文本，推敲寶寶的身份(3CR1

第 16題)。文章第二段描述了寶寶的外貌特徵，如全身「硬皮厚鱗」、「灰灰綠

綠」、「四條短短的腿」、「長長的嘴巴」、「尖尖的牙」；第三段記述寶寶的習性

「不喜歡唱歌」，「喜歡曬太陽」，末段借寶寶之口說出：「我不會飛，但我會游

泳」，以及記述在鱷魚潭中許多鱷魚和寶寶打招呼，從而得知寶寶是「鱷魚」。

部分學生未能善用文本提供的線索，找出正確答案。現臚列學生常犯錯誤示例

如下： 
 

卷別/題目：3CR1第 16題 備註 

 正確答案 

 未能按照文本的線索

找出答案 

 受第一段干擾，未能

找出答案。 

 未能利用第二段的信

息，推敲答案。 

 

 

在實用文方面，學生常犯錯誤說明 

� 學生在實用文中，表現和去年相若。惟小部分學生沒有仔細閱讀文本，也未能

掌握題目要求，偶有失誤。在 3CR1 第 18 題中，要求學生根據報章，找出舉

辦「繽紛蝴蝶節」的機構。小部分學生誤填活動的目的，又或誤寫活動內容，

又或誤寫新聞資料等，現臚列學生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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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別/題目：3CR1第 18題 備註 

 正確答案 

 未能釐清「機構名稱」

和「活動內容」。 

 未能釐清「機構名稱」

和「活動目的」。 

 混淆「機構名稱」和

報章格式。 

 

� 在理解報章中各個細節上，學生仍有進步空間。在 3CR1 第 19 題，學生未能

仔細閱讀文本，常受誘項干擾，未能完全掌握「繽紛蝴蝶節」舉行的目的。部

分學生未能根據文本，純粹以生活經驗來推測，誤選「培養市民愛護大自然的

觀念」，正確答案為「推動觀賞蝴蝶的風氣」。部分學生未能找出「繽紛蝴蝶節」

在美好郊野公園舉辦的原因：「該處地理位置方便，容易到達」和「該處蝴蝶

品種豐富，有利觀蝶」(3CR1第 20題)。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在邀請卡方面，學生表現理想 

� 過半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一張邀請卡，並取得最高等級(四等)的成績，表

現理想。學生能仔細審題，掌握寫作要點，寫一張信息明確，資料齊備，格式

完整的邀請卡。在格式方面，學生知悉上款是小光，下款是文山，也能自擬日

期。在主要信息方面，學生能善用關鍵詞，以簡潔用語，準確、扼要地表達邀

約信息。在相關內容上，學生能按照題目要求，提供日期、時間和地點。學生

在書寫邀請卡方面，表現理想。 

 

在賀卡方面，學生表現不俗 

� 近半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一張賀卡，並取得最高等級(四等)的成績，表現

不俗。學生在書寫賀卡方面，能做到信息明確，內容齊備，格式完整。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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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面，學生能明確恭賀對方獲獎。在相關內容方面，學生能按照題目要求，

清楚表達以對方作為學習榜樣。在格式方面，學生知道上款是家文，下款是

天明，並能自擬日期。 

 

學生常犯錯誤說明 

� 學生常犯的錯誤大概可歸納為三類：信息含混、相關內容不足和格式疏漏。 

(一) 信息含混 

在 3CW1 中，個別學生的邀約信息不明確，如「我下星期參加『開心蝴

蝶節』。如果你想去，就到美好郊野公園。」、「我去開心蝴蝶節，你去不

去？」、「我會去『開心蝴蝶節』，如果你去，就打電話給我。」信息只含

有知會、提問成份，純粹通知對方有某項活動舉行，欠缺明確的「邀約

目的」。 

 

在 3CW2 中，部分學生只表達個人對對方獲獎的感受，例如「我知你在

『蝴蝶節繪畫比賽』得了冠軍，我真為你高興。」，欠缺祝賀成份；部分

只詢問對方獲獎的感受，沒有恭賀對方獲獎，如「聽說你在『蝴蝶節繪

畫比賽』得了冠軍，你開心嗎？」。個別學生錯誤理解題目，在賀卡寫上

「祝你在『蝴蝶節繪畫比賽』取得冠軍」，不但沒有祝賀對方獲獎，反而

預祝對方比賽成功，明顯犯了審題不清的毛病。 

 

(二) 相關內容不足 

在 3CW1中，個別學生或欠日期、或欠時間、或欠地點。少數學生未能完

全掌握時間概念，例如在邀請卡中，着對方在 3 時 61 分於美好郊野公園

集合，又或要求對方 630 分於美好郊野公園門口見面，所提供的時間超

出 24小時或 60分鐘的概念。 

 

在 3CW2 中，部分學生沒有按照題目要求，表達以對方為學習榜樣。只

是表達替對方感到高興，鼓勵對方再接再厲，不要驕傲等。小部分則只

是向對方提問，「你可以教我畫畫嗎？」、「如你有空，可不可以教我畫

畫？」，沒有明確表達以對方作為學習榜樣，信息不明確。 

 

(三) 格式疏漏 

在格式方面，個別學生審題不夠仔細，把上下款人名錯置，又或沒有按

照題目要求，以個人名字作為下款署名，又或錯寫上下款名字。少數學

生忘記寫發卡日期，個別學生的發卡日期欠完整，如「六十八日」，正確

為「六月十八日」。此外，也有學生把發卡日期和下款位置顛倒。常犯錯

誤示例，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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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W1  

常犯錯誤

示例 

   

備註 日期和下款顛倒 以個人名字作署名 欠缺發卡日期 
 

3CW2 

常犯錯誤

示例 

  

備註 把「家文」錯寫「家樂」 把上下款人名顛倒。 

 

在「內容」方面，學生整體表現有進步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一篇切合題旨的文章。學生能掌握題目的主題「好

表現」，或參考題目的例子，或按個人的生活經驗，又或結合想像力，記述一

次「好表現」的經歷。今年「離題」的數量和去年差不多，大約一百名學生中，

有兩、三人離題。惟「不切題」，或「內容空泛」，或「有疏漏」的文章則有所

減少。這顯示學生比從前謹慎，能仔細審閱題目，按題目要求構思寫作大綱，

並撰寫成一篇文章。 

 

� 小部分學生能按題目要求寫作，且內容比較充實。今年在「內容」上能取得四

等或以上成績的學生比去年多，大約每十名學生中即有一名能在「內容」上達

到「切題」且「內容較充實」。這反映學生不但能就熟悉的事物決定內容，而

且能按題目要求，積極構思內容，篩選寫作素材。 

 

在「詞語」、「文句」和「結構」方面，學生整體表現平穩 

� 學生能運用所學詞語串連成句，惟用詞一般。學生的文句大致完整，惟偶有疏

漏。學生能按照內容，分段寫作，條理一般。根據閱卷員報告書，學生用詞比

較簡單，如「開心」、「興奮」、「高興」，略欠豐富、少有變化。偶有學生能靈

活運用疊詞、形容詞、四字詞等，但只屬少數。閱卷員指出學生文句尚可，惟

句與句之間欠連貫性，偶有疏漏。部分學生口語入文，宜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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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錯別字」和「標點符號」方面，學生整體表現不俗 

� 學生在「錯別字」方面，表現比去年進步。大部分學生能正確書寫常用字，惟

偶有錯別字。大部分學生在「能正確書寫常用字」中，取得二等或以上的成績。

學生在短文寫作中，錯別字佔總字數不多於百分之五，即一百字的文章，錯別

字約在五個或以下。 

 

� 學生在「標點符號」方面，表現比去年進步。大部分學生能在「標點符號」中

取得二等或以上的成績。學生大致能運用逗號、句號、問號、冒號和引號，惟

偶有疏漏，如欠關引號，關引號方向顛倒，欠專名號，未有適當使用逗號等。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學生在聆聽範疇中，表現十分理想 

� 在聆聽範疇中，基本能力的要求包括「記憶簡單話語中敘說和解說的內容」、「聽

出話語所表達的不同情感」和「概略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達到基本能力

的學生，都能做到上述三項要求。學生能複述表層信息，理解和簡單概括內容，

辨識人物性格，明白說話者的語氣情感，也能掌握因果銜接關係。在 24 道題

目中，達到基本能力的學生能做到 18 題，表現十分理想。這反映學生能專注

聆聽，能理解話語的內容信息。 

 

 

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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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信息，組織一個內容充實而又完整的故

事，並以日常生活的用語，交代故事的情節和始末。在「分工合作」(3SCP05)

一題中，學生先講述午膳時與同學準備餐具的情況和談天的內容。然後，描述

一位同學不小心把水壺弄翻了，背包及書本都濕透了。其他同學看到這情況，

不但沒有驚惶失措，反而協助同學清理背包及書本，更提出到洗手間拿取清潔

用品，一同清潔地板，老師看到各人能夠互相幫助解決問題，因此感到很高興。

部分學生更能加入更豐富的情節，講述自己就是那位不小心弄翻水壺的同學，

並十分感謝各位同學的幫忙，第二天還帶了糖果回校與同學分享，讓故事的內

容豐富、充實。 

 

學生吐字大致清晰，說話音量適中 

� 大部分學生吐字清晰，發音大致準確。約半數學生在講述故事時說話聲音響

亮，取得最高等級(三等)，表現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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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在「小組交談」中表達意見，與別人交談 

� 大部分學生能就話題展開小組交談，回應別人的意見。有近五成的學生取得四

等以上的成績，表現理想。大部分的學生對話題感興趣，亦能因應話語內容表

達相關意見，把內容進一步延伸及擴充，使交談內容更見充實。惟有小部分學

生交談中只簡單地作出回應。 

 

� 學生大致能運用日常生活的詞語表情達意，條理清晰。 

 

 

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 

 

� 視聽資訊設有兩張分卷，分別為 3CAV1和 3CAV2。每張分卷分為兩個部分，

短片包括：「警察幼犬寄養家庭」、「野生動物大搜查徑」和「體感遊戲幫助中

風病人康復」，現茲列兩張分卷短片的安排如下： 
 

分卷 第一部分短片內容 第二部分短片內容 

3CAV1 警察幼犬寄養家庭 野生動物大搜查徑 

3CAV2 警察幼犬寄養家庭 體感遊戲幫助中風病人康復 

 

� 「警察幼犬寄養家庭」屬於共同題，內容介紹警犬的工作以及講述警察幼犬到

寄養家庭生活的原因，以及訪問其中一個寄養家庭，了解警察幼犬在寄養家庭

的生活情形。題目主要要求學生複述短片的內容，例如找出警犬的職責，尋找

警犬訓練情形的圖片，認識警犬在寄養家庭生活的情形，知悉寄養家庭帶警察

幼犬到什麼地方，明白警察幼犬對寄養家庭帶來的影響，掌握警犬醫療警長探

訪寄養家庭的目的，以及找出申請「警察幼犬寄養家庭」的方法。學生同時需

要根據短片的內容，尋找當中的因果銜接關係，例如警察幼犬到寄養家庭居住

的原因和受訪者把警察幼犬安置在陽台的理由。最後，題目着學生辨識短片的

主題，概括內容重點。 

 

� 「野生動物大搜查徑」是漁農自然護理署建成的自然教育徑。短片說明

漁農自然護理署開闢「野生動物大搜查徑」的目的，介紹動物雕塑的模樣，

並重點講述製作野豬雕塑的過程。短片最後補充「野生動物大搜查徑」的位置

和長度等相關資料，以及鼓勵市民前來參觀。評估題目包括辨識動物雕塑的模

樣，找出製作動物雕塑的材料，掌握使用廢棄物料製作動物雕塑的好處，知悉

野豬雕塑的鬃毛以什麼物料製成。這些題目都是評估學生能否複述和理解短片

的內容。題目要求學生尋找短片中的因果關係，着學生找出漁農自然護理署在

郊外擺放動物雕塑的原因。最後，學生需要辨識短片的主題，概括內容重點。 

 

� 「體感遊戲幫助中風病人康復」是講述香港理工大學運用「體感電視遊戲」的

感應器，設計幫助中風病人康復的電視遊戲程式。短片介紹三款電視遊戲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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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特色，並訪問中風病人對以「體感電視遊戲」作為治療方法的感受。最後，

短片中的教授說明這套程式的特點和好處。表層信息的題目包括：辨識「體感

遊戲康復治療」的目的，尋找「動感抹窗」的背景圖畫，複述「動手吧！廚神」

所製作的食物，辨識符合「踩蟑螂」遊戲的描述，以及找出受訪者認為「體感

遊戲」的好處。最後，題目要求學生概略理解短片的主題，歸納重點。 

 

學生能明白視聽資訊中簡單的信息 

� 學生能明白視聽資訊中簡單的視像信息，表現比去年進步。學生能找出警犬訓

練的情形(3CAV1第 1題)，在五幅圖片中辨認正確的動物雕塑模樣(3CAV1第 8

題)。學生能根據短片內容，知道「動感抹窗」的背景圖畫模樣(3CAV2第 9題)，

以及正確選出「動手吧！廚神」所製作的兩種食物(3CAV2第 10題)。 
 

     

 

 

    

 

 

� 學生大致能理解短片中簡單的內容。大部分學生能根據短片內容，複述警犬的

工作是「偵緝毒品」和「尋找失蹤人士」(3CAV2第 1題)，理解警察幼犬在寄

養家庭居住的原因是「因為可以學習與人類相處和接觸社會」(3CAV1第 2題)，

也能擷取受訪者安置警察幼犬在陽台的原因是「讓牠接觸不同的聲音」(3CAV1

第 3 題)。學生能掌握警犬醫療警長探訪寄養家庭的目的是「補給警察幼犬日

常生活的物品」和「檢查警察幼犬的健康狀況」(3CAV2第 4題)，並能正確選

出申請「警察幼犬寄養家庭」的方法是「到警犬隊網頁下載申請表」(3CAV1

第 6題)。 

 

� 學生能根據「野生動物大搜查徑」的內容，複述動物雕塑主要的材料是「水泥」

(3CAV1 第 10 題)，也能按照短片上下信息，找出漁農自然護理署在郊外擺放

動物雕塑的原因是：「方便市民認識香港常見的野生動物」(3CAV1 第 9 題)。

在「體感遊戲幫助中風病人康復」中，學生能明白「體感遊戲康復治療」的目

的是「為病人提供有系統的康復治療」(3CAV2第 8題)。 

 

 

3CAV1第 1題 答案：「D」、「E」 3CAV1第 8題 答案：「A」、「E」 

3CAV2第 9題 答案：「A」 3CAV2第 10題 答案：「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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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整合信息，掌握短片的內容細節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整合信息，找出短片的內容細節。學生能不受誘項干擾，選

出受訪者曾經帶警察幼犬多利到「沙灘」，而非「寵物診所」、「商廈陽台」和

「地盤」(3CAV2第 3題)。學生同時能夠整合短片信息，排除各個誘項，找出

警察幼犬多利對寄養家庭的影響是：「加強孩子的責任心」(3CAV1 第 5 題)。

在「野生動物大搜查徑」中，學生能仔細觀看短片，清楚掌握內容細節，找出

使用廢棄物料製作動物雕塑的好處是「方便搬運」和「容易安裝」(3CAV1 第

11 題)。在「體感遊戲幫助中風病人康復」中，內容提及「踩蟑螂」的設計特

點、運動量、調校功能等信息，表現良好的學生可以整理信息，剔除各個誘項，

提取答案：「這項遊戲的運動量很高」(3CAV2第 11題)。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辨識短片的主題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概括內容，辨識短片的主題。在「警察幼犬寄養家庭」中，

學生能理解短片主要是「介紹『警察幼犬寄養計畫』的目的和情形」(3CAV1

第 7 題)。在「野生動物大搜查徑」中，學生能知悉短片是「介紹『野生動物

大搜查徑』」(3CAV1第 13題)。在「體感遊戲幫助中風病人康復」中，學生能

明暸短片是「介紹『體感遊戲康復治療』的內容和特色」(3CAV2第 13題)。 

 

 

2011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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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201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佔 86.6%，比 2012年上升

0.5%。 

 

表表表表 6.9   2011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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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86.4 

2012 86.1 

2013 86.6 

 

� 根據小三學生在 2011年至 2013年系統評估的數據，比較他們的表現，為教師提

供資料，改善學與教。詳見表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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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10   2011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3 年年年年中國語文科小三學生表現中國語文科小三學生表現中國語文科小三學生表現中國語文科小三學生表現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11 年年年年 2012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閱讀 � 學生在理解和運用詞語方面，表現略為

遜色。 

 

� 學生在詞語題的表現比去年有顯著進

步。 

� 學生尚能理解和運用所學詞語。 

�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的信息，如複述內

容大要，尋找因果關係，辨識段落要點。 

 

� 學生大致「能理解簡淺敘述性文字的段

意及段落關係」，表現良好。 

�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內容，如複述表層

信息，尋找因果關係，辨識段落大意。

學生在尋找篇章中因果關係方面，表現

理想。 

 

� 學生尚能掌握簡淺敘述性文字的脈絡關

係。 

 

� 學生尚「能概略理解篇章中簡淺的順敘/

倒敘事件」。 

� 學生大致能概略理解篇章的脈絡關係，

排列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 

� 學生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表現比去年

有顯著的進步。 

� 學生在理解實用文方面，表現尚可。大

部分學生能回答基本格式和相關內容上

的問題。 

 

� 學生尚能理解實用文的內容，如報紙的

出版日期、新聞類別、活動內容等。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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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11 年年年年 2012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寫作 � 學生能寫簡單的邀請卡。大部分學生取

得三等或以上成績，表現出色。 

 

� 學生能寫簡單的書信。大部分學生能寫

出主要信息和相關內容，惟在格式上略

有疏漏。 

� 過半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一張邀請

卡，並取得最高等級(四等)的成績，表現

理想。 

 

� 近半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一張賀

卡，並取得最高等級(四等)的成績，表現

不俗。 

 

� 學生在「審題」方面，有明顯的進步。

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作，惟內容一

般。「離題」的文章大幅減少。 

� 大部分學生能在「內容」、「結構」、「文

句」和「詞語運用」方面取得三等的成

績。學生大致能按照題目的要求，選擇

適當的素材，分段鋪排，並運用所學的

詞語和句式，寫一篇簡單的文章。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一篇切合

題旨的文章，並能分成若干段。 

� 學生具有分段意識，能根據內容重點，

把文章分成若干段落。學生在「結構」

方面，表現比去年進步。 

 

� 學生在「文句」和「詞語運用」方面，

比去年略有進步。 

� 在「內容」和「結構」方面，能取得四

等或以上成績的學生，人數顯著減少。 

 

 

� 「文句」和「詞語運用」上能達到「文

句流暢」、「用詞豐富」的學生，也屬少

數。 

� 今年在「內容」上能取得四等或以上成

績的學生比去年多，大約每十名學生中

即有一名能在「內容」上達到「切題」

且「內容較充實」。 

� 學生能運用所學詞語串連成句，惟用詞

一般。學生的文句大致完整，惟偶有疏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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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11 年年年年 2012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寫作 � 學生在「錯別字」方面，表現比去年略

為遜色。在「標點符號」方面，學生表

現持續理想。 

� 學生在「錯別字」方面，表現比去年進

步。絕大部分學生能取得二等或以上成

績。在「標點符號」方面，表現則與去

年相若。 

� 學生在「錯別字」方面，表現比去年進

步。大部分學生能正確書寫常用字，惟

偶有錯別字。 

 

� 學生在「標點符號」方面，表現比去年

進步。大部分學生能在「標點符號」中

取得二等或以上成績。 

 

聆聽 � 學生能專注聆聽，明白話語內容，答題

表現持續理想。 

� 學生「能記憶簡單話語中敘說和解說的

內容」和「能概略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

係」。學生也大致「能聽出話語所表達的

不同情感」。學生在聆聽評估中，表現平

穩。 

 

� 學生能「記憶簡單話語中敘說和解說的

內容」、「聽出話語所表達的不同情感」

和「概略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表現

十分理想。 

說話 � 在看圖說故事方面，大部分學生能根據

圖畫的信息，有系統，有條理，有組織

地講述一個內容豐富而完整的故事，表

現與去年相若。 

� 在看圖說故事方面，學生能根據四幅圖

畫的圖意，運用日常生活的詞語，順序

而有組織地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 

� 在看圖說故事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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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比去年進步。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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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11 年年年年 2012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說話 � 表現良好的學生在講述故事時，更能加

入恰當的情節，使故事的內容更為生動

有趣，而且條理清晰，層次分明。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借助圖畫發揮聯想，

加入恰當的情節，充實故事內容。學生

更能運用說話技巧，生動活潑地講述故

事中主角的心理變化。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把握圖畫中的細節，

發揮豐富的想像力，充實故事內容，內

容富趣味性。當中，有學生更能運用說

話技巧，生動活潑地講述故事中主角的

感受及對故事的體會。 

 

� 過半數學生在講述故事時說話聲音響亮

中，取得最高等級(三等)，表現理想。 

� 過半數學生在講述故事時說話聲音響

亮，取得最高等級(三等)，表現理想。 

� 六成學生在講述故事時說話聲音響亮，

取得最高等級(三等)，表現優異。 

� 大部分學生能就話題與別人交談，明確

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回應別人。學生大致

能運用日常生活的詞語表情達意，今年

取得四等或以上成績的學生與去年相

若。 

� 大部分學生能就話題與別人交談，明確

而具體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回應別人。

學生亦大致能運用日常生活的詞語表情

達意，意思尚算清晰。今年取得四等或

以上成績的學生人數與去年相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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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近五成學生取得

四等或以上成績，表現理想。 

 

視聽資訊 

(閱讀及

聆聽) 

� 學生能複述視聽資訊中簡單的信息，表

現平穩。 

� 大部分學生能明白視聽資訊中簡單的信

息。 

� 學生能明白視聽資訊中簡單的信息，表

現比去年進步。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掌握

短片的內容細節，也能辨識短片主題。 

 

 

 

5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