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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學學學六年級成績六年級成績六年級成績六年級成績 

 
2013 年小六級學生在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百分率為 78.1%，學生整體表
現比 2011年略有進步。 

 

小學六年級評估設計小學六年級評估設計小學六年級評估設計小學六年級評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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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是根據《中國語文
課程第二學習階段基本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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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目標為本中國語文學習綱
要（1995）》等課程文件擬訂。 

 

評估卷別評估卷別評估卷別評估卷別 

 

� 為了解學生在各學習範疇的能力表現，本科按各學習範疇劃分不同的卷別，重
點評估學生在相關學習範疇的能力。由於閱讀和聆聽範疇的基本能力均設有
「能明白視聽資訊中的信息」這一項，因此另設一卷（視聽資訊）以評估學生
這方面的能力。 

 

� 評估涵蓋四個範疇，合共 128題。閱讀設三張分卷，寫作設四張分卷，聆聽、
視聽資訊設兩張分卷，說話設三張分卷。紙筆評估的時間合共 115分鐘，在閱
讀、聆聽、寫作範疇，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張分卷。2013年小六級中國語
文科各學習範疇卷別編排如下： 

 表表表表 6.11   小六各學習範疇的卷別編排小六各學習範疇的卷別編排小六各學習範疇的卷別編排小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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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6CR1 25 

35分鐘 6CR2 25 

6CR3 25 聆聽 
6CL1 20 約 25分鐘 
6CL2 20 寫作 

6CW1 2 

55分鐘 
6CW2 2 

6CW3 2 

6CW4 2 說話* 

6CST1 

6CST2 

6CST3 

3（看圖說故事） 
準備時間：3分鐘 說話時間：1分鐘 

3（口頭報告） 
準備時間：3分鐘 報告時間：1分鐘 

6（小組討論） 
準備時間：1分鐘 討論時間：3分鐘 視聽資訊* 

6CAV1 14（2段短片） 約 20分鐘 
6CAV2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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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R1、6CR2、6CR3)，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卷。題
型包括選擇題、填充題、短答題。 

 

� 閱讀評估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的篇章以記敘文和說明文為主，主要評估學生
理解詞語、段落大意、內容重點、辨析例證等能力。第二部分為實用文，如便
條、周記、書信、賀卡、邀請卡等，主要評估學生理解實用文的能力。 

 

表表表表 6.12   小六閱讀評估小六閱讀評估小六閱讀評估小六閱讀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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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R1 記敘文、說明文 2 20 選擇、填充、短答 

日記 1 5 選擇、短答 

6CR2 記敘文、說明文 2 20 選擇、填充、短答 

日記 1 5 選擇、填充、短答 

6CR3 記敘文、說明文 2 20 選擇、填充、短答 

書信 1 5 選擇、填充、短答 

 

表表表表 6.13   小六閱讀評估小六閱讀評估小六閱讀評估小六閱讀評估—各卷基本能力各卷基本能力各卷基本能力各卷基本能力/評估重點評估重點評估重點評估重點分布分布分布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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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R1 6CR2 6CR3 

BR2.2 能理解所學詞語 1、2、12、13、

21 

1、2、12、13、

21 

1、2、12、13、

21、22 

16 

BR2.3 能理解敘述性和說明

性文字的段意及段落

關係 

3、4、8、14、

18、19 

4、6、8、9、

14、15、16 

5、7、9、14、

19、24 

15 

BR2.4 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

件的寓意 

11、20 11、20 11、20 4 

BR2.5 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

的事理 

5、6、7、10、

15、17 

3、5、7、10、

17、18 

4、6、8、10、

15、16、17、

18 

16 

BR2.6 能理解篇章中例證的

作用 
9、16 19 3 4 

BR2.7 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 22、23、24、

25 

22、23、24、

25 

23、25 
6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61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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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 

 

� 寫作評估設四張分卷(6CW1、6CW2、6CW3、6CW4)，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

一卷。每卷設實用文和短文寫作兩部分。 

 

� 實用文的特點是信息明確，文字簡明，並有一定的格式。實用文寫作旨在評估

學生能否明確地表達主要信息和掌握格式的能力。評審準則是根據寫作目的、

內容和格式，劃分為四個等級。 

 

� 短文寫作共設 4題，主要要求學生按提供的情境寫作文章，以記敘文、說明文

為主。評審準則是根據《中國語文課程第二學習階段基本能力(第二試用稿)》、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並參考《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等

文件，設定六項評審項目，以評估學生在「內容」、「結構」、「文句」、「詞

語運用」、「錯別字」和「標點符號」的能力。「內容」和「結構」劃分為五

個等級；「文句」和「詞語運用」劃分為四個等級；「錯別字」和「標點符號」

則分為三個等級。 

 

表表表表 6.14   小六寫作評估小六寫作評估小六寫作評估小六寫作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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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W1 日記 1 

短文寫作(說明文)  1 

6CW2 周記 1 

短文寫作(記敘文) 1 

6CW3 日記 1 

短文寫作(說明文)  1 

6CW4 周記 1 

短文寫作(記敘文) 1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6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聆聽範疇 

 

� 聆聽評估設兩張分卷(6CL1、6CL2)，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卷。每卷分為兩

部分，內容以對話為主，全部題目為選擇題。 

 

� 聆聽評估主要評估學生在聆聽理解的能力，如理解話語內容大要，理解話語間

的銜接關係和聽懂說話者對人物、事件所作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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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15   小六聆聽評估小六聆聽評估小六聆聽評估小六聆聽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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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L1 20 選擇 

6CL2 20 選擇 

 

表表表表 6.16   小六聆聽評估小六聆聽評估小六聆聽評估小六聆聽評估—各卷基本能力分各卷基本能力分各卷基本能力分各卷基本能力分布布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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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L1 6CL2 

BL2.1 能理解話語的內容大要 3、4、8、10、

11、13、15、

17、20 

1、5、8、9、

11、13、14、

17、19、20 

14 

BL2.2 能聽出話語中對人物、事件的  簡

單評價 

5、7、9、14、

16、19 

3、6、10、15、

16、18 

8 

BL2.3 能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 1、2、6、12、

18 

2、4、7、12 7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29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說話範疇 

 

� 說話評估是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學生參加評估。每所學校參加評估的人數是以

該學校六年級的學生人數而定(12或 24名學生)。 

 

� 說話評估共設三張分卷，每張分卷包括個人短講和小組討論兩部分。個人短講

設有「看圖說故事」和「口頭報告」，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題。「小組討

論」以三名學生為一組，學生須根據題目要求，進行討論。 

 

� 「看圖說故事」旨在評估學生在故事內容、順序、運用詞語、發音和音量五方

面的能力。學生就提供的一幅圖畫，構思一個完整的故事。學生有三分鐘時間

準備，一分鐘時間按圖意講述完整故事。 

 

� 「口頭報告」旨在評估學生在報告內容、條理、運用詞語、發音和音量五方面

的能力。學生就題目提供的情境，作簡單的口頭報告。學生有三分鐘時間準備，

一分鐘時間按題目要求報告事件。 

 

� 「小組討論」旨在評估學生與別人討論和運用詞語兩方面的能力，話題主要是

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相關的。小組討論以三名學生為一組，每名學生有一分鐘時

間準備，討論時限為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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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評估是由一位校外和一位校內的說話能力主考員負責評審。主考員依據評

審準則，按學生的表現評級。個人短講部分(看圖說故事和口頭報告)設五項評

審準則︰「能清楚講述不同類型的故事和作簡短的口頭報告」、「能完整地順

序講述事件」、「能運用略有變化的詞語表情達意」、「能掌握所學字詞的發

音」、「音量運用適當」，前三項各分五個等級，後兩項各分三個等級。小組

討論部分設兩項評審準則：「能就日常生活的話題和別人討論」、「能運用略

有變化的詞語表情達意」，這兩項各分五個等級。 

 

表表表表 6.17   小六說話評估小六說話評估小六說話評估小六說話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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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SY1 

6CSY2 

6CSY3 

看圖說故事 

6 

BS2.1 能清楚講述不同類型的故事和作

簡短的口頭報告 

BS2.3 能完整地順序講述事件 

6CSP1 

6CSP2 

6CSP3 

口頭報告 

BS2.4 能運用略有變化的詞語表情達意 

BS2.5 能掌握所學字詞的發音 

BS2.6 音量運用適當 

6CSG1 

6CSG2 

6CSG3 

6CSG4 

6CSG5 

6CSG6 

小組討論 6 

BS2.2 能就日常生活的話題和別人討論 

BS2.4 能運用略有變化的詞語表情達意 

 

視聽資訊評估 

 

� 視聽資訊評估是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學生參加評估。每所學校參加評估的學生

人數為 30人。 

 

� 視聽資訊評估設有兩張分卷 (6CAV1、6CAV2)，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卷。每

卷設有兩段短片，分別有 14及 15道題目，全部題目為選擇題。 

 

視聽資訊評估旨在評估學生在閱讀和聆聽範疇中「能明白視聽資訊中的信息」   

 

表表表表 6.18   小六視聽資訊評估小六視聽資訊評估小六視聽資訊評估小六視聽資訊評估—分卷安排分卷安排分卷安排分卷安排 

 

試卷編號試卷編號試卷編號試卷編號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題型題型題型題型 

6CAV1         14 選擇 

6CAV2 15 選擇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20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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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表現年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表現年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表現年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表現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 

 

� 閱讀評估分為兩部分，分別是篇章理解(記敘文、說明文)和實用文理解。 

 

篇章 

 

� 學生能理解和運用所學的詞語。本年度以填詞成句和詞語理解兩種不同的

題型，測試學生理解和運用所學詞語的能力。本年度考核的詞語包括「證

據」、「疏遠」、「忽視」、「抑制」、「擾人」、「呼喚」、「粗糙」、

「反覆」、「灰燼」、「履行」、「關懷」、「妥善」、「密切」、「擴

散」、「着迷」、「愛不釋手」。 

 

� 在填詞成句方面，學生大多能按題目要求，從篇章中找出正確的詞語填在

句子中。達到基本能力的學生，能回答以下的問題： 

卷別及題號 題目 答案 

6CR1 Q1 外婆家被偷竊，警察逮捕了一名嫌疑犯。及後，由於

__________不足，警方未能成功提出起訴。 

證據 

6CR2 Q1 弟弟昨天晚上做惡夢，不停地大聲__________媽媽，  

結果我們都被他吵醒了。 

呼喚 

6CR2 Q12 表哥剛剛獲得了校際大提琴比賽小學組冠軍，他告訴

我只要不怕辛苦，每天不斷地__________練習，總有

一天會成功的。 

反覆 

6CR2 Q21 離開母校之後，我一定會盡力__________對師長許下

的承諾，努力求知，珍惜每一個學習機會。 

履行 

 

� 在詞語理解方面，學生能按題目要求，從篇章中找出正確的詞語，反映學

生不但能掌握篇章中詞語的意義，也能從上文下理推敲詞義，表現不俗。

達到基本能力的學生，能回答以下的問題： 

卷別及題號 題目 答案 

6CR1 Q2 文中哪一個詞語形容男女同學的關係不親密、有距

離？ 

疏遠 

6CR1 Q13 文中哪一個詞語描述癌細胞的生長受到控制？ 抑制 

6CR2 Q2 文中哪一個詞語形容作者做的生日卡片不細緻？ 粗糙 

6CR3 Q2 文中哪一個詞語形容母親要求作者恰當地保存黑色

小箱子？ 

妥善 

6CR3 Q13 文中哪一個詞語描述蛇毒隨着血液流到全身？ 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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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理解敘述性和說明性文字的段意和段落關係。在概括段意方面，學生大

致能根據內容發展，抓住要點，概括出段落的中心。如在〈被冷落的友愛〉一

文中，學生能掌握作者在第二段列舉與小芊的生活事例，以及後來彼此關係疏

遠的轉變，概括出第二段主要是記述作者和小芊以前的關係很好，後來卻變化

了(6CR1第 4題)。與此同時，學生能理解文章各段內容，把握段落在篇章的作

用。如在〈牙刷〉一文，題目要求學生從篇章中找出提到古人清潔牙齒的方法

的段落(6CR2第 16題)，而〈生日卡片〉一文，則要求學生找出哪些段落曾提

到母親很珍惜作者送給她的生日卡片(6CR2 第 9 題)。大部分學生都能從篇章

中，找出正確的答案，反映學生在理解段落關係的題目，表現不俗。學生能掌

握段與段之間的關係，從第一及第三段的線索，找出第三段是記述男女同學關

係轉差的原因(6CR1第 8題)。 

 

� 學生大致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學生大致能掌握篇章的脈絡，聯繫文章

各部分，理清事件的因果關係。如在〈被冷落的友愛〉一文，學生能從上文下

理概括出小芊把橡皮遞給作者時，作者會躊躇不定的原因是害怕成為同學談論

的對象(6CR1 第 7 題)。而在 6CR2 第 18 題，學生能理解句子間的銜接關係，

找出促使人類改變刷牙習慣的兩個原因，表現理想。另外，大部分學生能以準

確的文字，寫出作者被同學取笑的具體事件(6CR1第 6題)；寫出作者認為母親

不太喜歡她的兩個原因(6CR2第 5題)；寫出兩類蛇毒為神經毒和血循毒(6CR1

第 15 題)，反映學生已具備複述性的理解能力。不少學生能根據作者對母親收

藏生日卡片的描述，找出母親珍藏卡片是由於它載滿了作者對母親的心意

(6CR2第 7題)，反映學生大致能掌握文章的脈絡發展，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

理。 

 

�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學生大致能概括文章內容，從作者敘

述他跟小芊的情誼由濃轉淡的過程，找出作者是想通過文章感嘆自己沒有好好

維護一段難得的友誼(6CR1第 11題)；大部分學生能根據文章對毒蛇的詳細說

明，找出篇章的寫作目的(6CR1第 20題)，這反映學生已大致能概括文章內容，

掌握作者傳達的信息。 

 

� 學生能理解篇章中例證的作用。不少學生能根據故事發展，辨識作者舉出他和

小芊之間發生的事，目的是要說明作者因為害怕成為同學的話柄而冷落了小芊

(6CR1 第 9 題)，反映學生能掌握事理和例子的關係。此外，學生在 6CR1 第

16題的表現理想，他們能掌握句子的脈絡，根據作者對蛇毒的描述，判斷作者

引用蛇毒比氰化鉀厲害 50 倍的例子，目的是要說明蛇毒的毒性很強。 

 

實用文 

 

� 在辨識實用文的文體方面，表現理想。大部分學生能根據篇章內容辨識實用文

類別(6CR1第 22題及 6CR3第 23題)，反映學生已掌握書信及日記的文體。 



 67

 

� 學生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學生在日記方面的表現不俗，學生大致能理解事件

發生的經過及變化，推敲作者在日記傳遞的信息(6CR2第 23及 24題)，反映學

生能抓住要點，理解兩則日記的記事重點。而在書信方面，不少學生能概括書

信的內容，找出家傑寫信的目的是要感激志樂在探索營中對他的指導(6CR3第

25題)，反映學生大都能掌握書信的功能和傳遞的信息。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實用文寫作設有兩題，分別是日記(6CW1、6CW3)和周記(6CW2、6CW4)。 

 

� 學生能寫日記。題目要求學生寫一篇日記，記述在上課的時候，蟑螂突然從窗

口飛進了教室後發生的事情和感受。在擬定內容方面，學生能組織相關資料，

重點記述事件發生的經過，選材適切。不少學生能交代蟑螂飛進教室後的混亂

情況。不過，部分文章只集中記事，忽略了記述對事件的感受和體會。 

 

� 在格式方面，大部分學生能正確寫出日期、星期  及天氣情況，只有小部分學

生錯誤把日期及星期  位置倒轉或是漏寫了星期  ，反映不少學生已掌握日

記的格式要求。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一篇周記。本年度要求學生寫一篇周記，記述叔叔

因到日本旅遊而把小狗寄養在你家，期間發生的事情和感受。在組織及選材方

面，學生大多能選取相關的素材，按時序記述小狗寄養在家的情況，但內容略

嫌平淡，只簡單交代與小狗相處時的輕鬆愉快心情。 

 

� 學生大致能掌握周記的格式。不少學生能寫出一周的日期，但部分學生未能準

確列出七天的日期，或是混淆日記的格式。根據閱卷員報告，常見錯誤多是日

期多於或少於七天，或是以「今天」、「這天」交代事件的發生日期，記事時

出現時序混亂的情況。 

 

短文 

 

� 短文寫作共有四題，學生須按題目要求寫一篇文章，以記敘文(6CW2、6CW4)

和說明文(6CW1、6CW3)為主，字數不限。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擬定寫作內容，選材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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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6CW1的短文寫作，題目要求學生說明怎樣紓緩壓力，以保持身心健康。

文章內容大致切題，學生多能列舉兩至三個紓緩壓力的方法，例如：做運

動、聽音樂、看書、看喜劇、跟家人聊天或傾訴、睡覺、吃巧克力。不少

學生更能就提出的方法羅列簡單的例子，但未有作比較深入的解釋，闡明

事理，內容一般。 

 

� 6CW2 的寫作重點是記述一次因無心之失而得罪了好朋友的經歷和感受。

學生大致能組織相關內容，記述一次得罪好朋友而使友誼破裂的經歷，選

材多以「說錯話」和「不小心弄壞了朋友的東西」為主，文章內容一般，

體會、感受未見深刻。 

 

� 在 6CW3 的短文寫作，題目要求學生寫一篇文章說明親親大自然的好處。

學生大致能按題目要求，簡單說明親近大自然的好處。學生多通過到大自

然或郊外遊玩，簡單說明箇中的好處，例如：減輕壓力、增加對大自然的

認識、家人一起郊遊可增進感情、到郊外能呼吸清新空氣、到郊外運動能

促進身體健康。惟內容點到即止，說理不足，未有就提出的好處詳加說明。 

 

� 6CW4 題目要求學生寫一篇文章，記述一次因為貪玩而自食其果的經過和感

受。學生大致能交代一次自食其果的經歷和感受，但情節未見豐富，只簡

單概述事情的始末，敘事不夠具體，少有交代事件的細節，且多以後悔的

心情簡單交代不愉快的經歷，情感刻劃不夠細緻，內容平淡。 

 

� 學生大致能按內容重點適當地分段，文章結構大致完整。在記敘文方面，

學生一般都把文章分為三段，按時序交代事件的起因、經過及結果，文章

脈絡尚算清楚；在說明文方面，學生多以「首先」、「其次」、「最後」

或「總括來說」等標示語串聯文章各段落，依次說明事理，文章結構大致

完整，條理尚算分明。 

 

� 學生大致能運用句子表情達意，文句大致通順、達意。在文句表達方面，

學生大致能寫單句及複句，但偶有疏漏。與此同時，學生大致能運用遞進、

因果、條件關係複句，交代意思比較複雜的內容，例如：「做運動不僅可

以使我們身體健康，還可以令我們的心情舒暢，真是一舉兩得」、「雖然

壓力太大會影響我們的情緒，但適當的壓力也可以變成動力」。 

 

� 學生大致能運用第二學習階段的字詞寫作。在詞語運用方面，學生大多能

運用詞語表情達意，但詞彙變化較少，偶有用詞不準確的情況。學生在表

達個人情感時，用語單一，喜以簡單的詞語或詞組表達感受，未能通過不

同的詞彙，細緻表達較複雜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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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大致能正確書寫常用字。惟根據閱卷員報告，學生寫錯別字的情況也

屢見不鮮，學生常犯的毛病多是筆劃錯漏、字形相近而誤或音同義近而誤。 

 

� 學生大致能運用標點符號寫作，掌握逗號、頓號、問號、專名號和感嘆號

的用法。部分學生仍未能掌握斷句的技巧，如在一段中只用逗號分隔句意，

甚或不懂使用句號斷句，句子冗長且意思不明確，影響文句表達效果。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 聆聽設有兩張分卷，分別為 6CL1和 6CL2。第一篇聆聽的話語內容是講述

不同人物對自行車代步的看法，以及香港推行自行車代步的情況。第二篇

聆聽的話語內容主要圍繞簡約生活，介紹簡約生活的好處及談談怎樣培養

簡約生活的習慣。 

 

� 學生能理解話語的內容大要。學生能聽懂話語內容，擷取資料。大部分學

生能掌握話語的表層信息，從話語中找出爺爺認為自行車的優點是輕巧和

易於存放(6CL2第 1題)，可見學生能聽懂話語內容，抓住話語的要點和關

鍵內容，表現理想。學生能從人物對事物的敘述，概括出話語內容的重心

和要點，如 6CL1 第 4 題，題目要求學生根據說話者的一番話，簡單概括

出內容要點，學生能找出爸爸是從環保角度說明自行車是十分值得推廣

的。學生又能把握話語要點，概括出媽媽是從教育及道路網絡兩方面，說

明加拿大自行車政策十分成功(6CL1第 8題)。另外，不少學生能掌握話語

的脈絡，抓住說話者的語氣，判斷話語的含意。學生能根據爺爺說話的內

容和語氣，找出爺爺其實是十分享受騎自行車的樂趣的(6CL1 第 13 題)。

在綜合話語內容方面，學生能把相關的資料整合，從說話者對自行車代步

(6CL1第 11題)及對簡約生活的不同看法(6CL1第 20題)，找出話語的中心

和主要內容。 

 

� 學生能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學生在 6CL1 第 1 題、第 2 題及第 6 題表

現不俗，學生能聽懂話語內容，根據語段間的發展和呼應關係，判斷事件

的原因。不少學生能理清不同說話者對志成經常買球鞋的看法，找出志成

經常買球鞋的真正原因是他擔心被同學取笑，反映學生大致能掌握話語的

因果關係，明白事件的始末。 

 

� 學生能聽出話語中人物對事件的簡單評價。學生能把爺爺對自行車代步的

看法，以及他的朋友以自行車代步時遇到的問題加以整合，找出爺爺認為

政府應解決自行車停車位不足的問題(6CL1第 5題)。另外，不少學生能整

合不同說話者的觀點，找出當中的共通點，從而辨識出坐車比步行舒適是

美儀和志成的共同看法(6CL1第 16題)。學生在 6CL2第 18題的表現理想，



 70

學生能從話語內容中，辨識美儀說話時的語氣，並結合她對潮流的看法，找

出美儀認為年青人不應該盲目追趕潮流。學生在以上題目的表現不俗，反映學

生大都能聽懂說話者的對事件的看法和立場。 

 

 

說話範疇和視聽資訊評估說話範疇和視聽資訊評估說話範疇和視聽資訊評估說話範疇和視聽資訊評估 

 

� 說話和視聽資訊評估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在釐定水平時，這兩部分的成

績不包括在內。學生在說話和視聽資訊的整體表現，可參閱「一般評論」。 

 

 

 

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6CW1/6CW3 今天上課的時候，一隻蟑螂突然從窗口飛進了教室。請你寫一篇日

記，把今天發生的事情和感受寫出來。 

 

 

 

示例 

 

� 選材恰當，大致能記述蟑

螂飛進教室後的情況及

寫出個人感受。 

 

� 格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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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6CW2/6CW4 這星期叔叔一家人到日本旅遊，於是把小狗寄養在你家。請你寫一

篇周記，記述這一星期在你家發生的事情和感受。 

 

 

 

示例 

 

� 能組織相關內容，記述叔

叔的小狗寄養在「我」家

的情況。 

 

� 能寫出個人感受。 

 

� 格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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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 

 

6CW1 同學除了要應付沉重的學業之外，又要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來自我

增值，壓力不小。請你寫一篇文章，說明我們怎樣紓緩壓力，保持

身心健康。(字數不限) 

 

 

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切合題旨，從戶外活動、和

家人談話、做運動三方面列

出三種紓緩壓力的方法，但

內容簡單，沒有就提出的方

法作深入說明。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大致能按內容重點適當分

段。全文共分五段，首段引

入下文，再分述內容，並以

標示語串聯各段，末段簡單

總結全文，條理一般。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大致通順、達意，但文

句有疏漏。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大致能運用書面字詞寫

作，用詞一般。如：「專心」、

「譬如」、「保持」、「多

不聲(勝)數」。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大致能書寫常用字。 

 

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    

大致能運用標點符號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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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 

 
6CW2 你因為無心之失而得罪了好朋友，破壞了彼此的友誼。請你寫一篇

文章，記述那一次的經歷和感受。(字數不限) 

 

 

 

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切題，能記述「我」得罪了

朋友，而引致友誼破裂的經

過，並抒發感受。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大致能按事件的先後次序

分段，條理尚算分明。首段

點題，第二段前半部分記述

作者與小青感情深厚，及

後，再敘述無心之失的經

過，末段以個人對事件體會

作結，回應主題。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一般，大致通順、達

意。 

「我的好朋友是小青，她為

人很好，也十分有禮貌

(的)。」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大致能運用書面字詞寫作， 

如：「深厚」、「打算」、

「了解」。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很少錯別字，不多於全篇文

章字數 1%。  

 

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 

大致能運用標點符號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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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 

 
6CW3 不少人喜歡到大自然遊玩，享受郊遊之樂。請你寫一篇文章，說明

親親大自然的好處。(字數不限) 

 

 

 

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切合題旨，能說明親親大自

然的好處，但內容一般。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大致能按內容重點分段。全

文共分六段，首兩段作引

子，然後分段簡單說明親親

大自然的好處，末段以寥寥

數字總結全文，條理一般，

脈絡欠清楚。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尚能運用句子寫作，但文句

偶有疏漏。 

「在郊遊時，可以細心留

意，可能會發現一些在市區

罕見的蝴蝶和雀鳥。」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能運用書面字詞寫作。如

「心廣(曠)神怡」、「煩惱」 

「罕見」、「身心舒暢」、

「增廣見聞」。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很少錯別字，約佔全篇文章

字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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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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 

 
6CW4 你曾因為貪玩而自食其果，請你寫一篇文章，記述那一件事情的經

過和感受。(字數不限) 

 

 

 

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切題，能按題目要求記述一

件因貪玩而自食其果的事。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大致能按內容重點分段，條

理尚算分明。全文共分四

段，首段點題，然後根據事

件發生的先後次序記述偷

偷踏單車的經過，末段以自

食其果作結。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一般，句子偶有疏漏。 

「小時候，我常常看到哥哥

在公園裏享受着踏單車的

樂趣時，我便會嚷着爸爸教

我踏單車。可是，他就只會

說我年紀(小)，容易發生意

外。」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大致能運用書面字詞寫

作，如「好動」、「樂趣」、

「嚷着」、「看管」、「轉

移」。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偶有錯別字，約佔全篇文章

字數 2%。 

 

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    

大致能運用標點符號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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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概說年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概說年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概說年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概說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 

 

� 學生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學生能理解文章內容，概括出作者想通

過母親收藏生日卡片一事，表達她一直忽略了母親對她的愛和指出自己對母

親的關心太少(6CR2第 11題)，反映學生已掌握作者的思路和表達的情感。 

  

� 學生能理解敘述性和說明性文字的段意和段落關係。學生能理解句與句之間

的關係和脈絡，把說明事物的內容聯繫，概括出段落的中心大意。在〈毒蛇

漫談〉一文中，學生通過作者對於蛇毒的詳細說明，並連繫上下兩段的意思，

概括出第二段的內容主要是解釋毒蛇能置人於死地的原因 (6CR1 第 14 題)。

另外，學生能掌握段落的中心句，並從作者細說原始牙刷的由來，辨識第四

段主要是講述原始牙刷的起源(6CR2第 15題)。 

 

� 學生能理解內容細節，掌握較深層的信息。學生能理解和聯繫文章各部分及

段落之間的關係，從而找出作者捫心自問「我這樣做究竟是為了什麼」的原

因(6CR1第 10題)。作者在篇章前半部分，早已埋下伏筆，交代了他和小芊一

直友好的關係，以及他心裏不認同其他同學對男女生不能成為好友的立場，

學生能掌握篇章脈絡，從內容細節理清事件的因果關係，明白這句話的真正

含意。另外，學生能根據作者敘事的脈絡發展，總結出作者是以生日卡片作

為貫穿全文的線索，借物件以交代她和母親的關係(6CR2第 10題)。由此看來，

學生已能掌握篇章的要點，理解較深層的信息。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學生能寫周記及日記，格式完整。以下是表現良好的學生在日記和周記的表現

概述： 

 

� 在日記方面，學生已掌握日記的格式要求，在恰當的位置正確列出日期、     

星期  及天氣情況。在選材及內容剪裁方面，學生能選取富趣味性的事情入

文，具體地從各人的反應、神情、心理等方面，細緻描述蟑螂飛進教室後的情

形，當中不乏內容活潑生動、富創意，主題鮮明的作品。學生能運用倒敘手法

記事，或在日記的開首留下伏筆，通過人物的行動，蟑螂的行蹤，營造課室混

亂氣氛，部分作品最後還鋪排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局。部分學生善用對比、映

襯手法，突出各個人物處理蟑螂的不同手法。此外，學生對事件有深入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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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個人對事件的體會、反思和悟出的道理娓娓道來，如保護生態環境、反思

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遇到突發事情應冷靜處理等。 

 

� 在周記方面，題目要求學生寫一篇周記，記述叔叔把小狗寄養在你家的情況和

感受。學生不但掌握周記的格式，且能重點記述和小狗的生活點滴或淘氣事。

選材方面，學生多通過描述和小狗相處一周的特別經歷，或通過一些微細的事

情與小狗建立起深厚的情誼，例如最初不喜歡小狗，後來卻因相處久了而愛上

牠，最後捨不得叔叔把牠帶走，情感流露真摯，感受貫穿全文，體會深刻。學

生除了敘事具體，也會隨着事情的發展而抒發不同的體會，引申對事件的反

思，如深深體會飼養寵物的困難、對小狗的觀感改變等。 

 

短文 

 

� 學生能寫內容充實的說理文章，且善用具體例子闡釋個人的觀點。如 6CW1，

學生在構思內容和選材上獨具匠心，從生理、心理、動態、靜態、戶外、戶內

的層面，具體說明各種紓解壓力的方法，並以日常生活事例、專家意見、研究

結果、統計數字作深入說明，理據充足，內容充實；不少學生加入個人的經歷，

詳細說明怎樣紓解壓力及點明這些方法的好處，加強文章的說服力。又如

6CW3，學生能從健康、心靈、家人關係等層面，清楚說明親親大自然的好處。

不少學生以個人的經歷和體會來說明多到郊外的好處，小部分學生利用對比手

法，比較大自然的舒泰和充滿廢氣的都市生活，突出兩者之間的優劣，加強說

理效果。 

 

� 學生作品內容豐富，敘事細膩，情節有起伏。學生能緊扣主題，篩選合適的材

料入文，佈局細緻，內容情節鋪排見心思。如 6CW2，學生多能緊扣「無心之

失」這個主題，由無心犯錯的緣起，到得罪好友的經過，以及人物角色的心理

描述和反應，都能一一交代，把自己的無心之失引起的後果和誤會，或與好友

從此決裂的場面，刻劃得淋漓盡致，情感真摯動人，當中的愧疚之情，滲透於

字裏行間。不少學生還以倒敘方式開展下文，同時靈活使用對話，突顯了人物

的性格特徵，令情節更生動。又如 6CW4，學生多能詳述一次因貪玩而自食其

果的起因、經過和結果，敘事具體、細緻，並能抒發深刻的感受，或細述對事

件的深切體會、反思或感悟。 

 

� 學生能寫結構完整，條理分明的文章。學生不但已掌握正確的分段技巧，且懂

得以不同的寫作技巧鋪陳內容，以倒敘的方法陳述事件，或以分點說明的手法

闡釋重點，且能適當運用標示語組織段落，文章結構緊密，層層推展，條理分

明。不少敘事文章更能清楚交代事情的起、承、轉、合，達致首尾呼應的效果。 

 

� 學生能活用不同的句式寫作，文句通順、達意，句式多變。學生懂得運用反問

句、設問句加強文意的表達，如「難道我要鄙視那些比我遜色的人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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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學生善用長短句，增強文章的說服力，如「壓力，人人都有。但如果我們能

找方法紓緩壓力，所有的難題也會迎刃而解，壓力便會一掃而空。」學生能運

用豐富的詞語表情達意，用詞準確。不少學生適當運用四字詞或多字熟語來表

達較複雜的意思，言簡意賅，豐富了文章色彩。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 學生能理解話語內容，概括要點。學生不但能理解說話者表達的信息，還能概

括話語內容，結合事理的共同特點，找出媽媽舉出荷蘭和美國的例子，主要目

的是要說明其他國家的自行車設施十分完善(6CL1 第 3 題)；又如(6CL1 第 17

題)，林博士在與同學的對話中，提出了他對電視和衣服的看法，學生除了能

聽懂說話者的語氣和立場，還能辨識話語內容的含意，找出林博士提出這些例

子是要說明現代人的消費模式改變了，這反映學生已掌握邊聽邊思考的能力。 

 

� 學生能聽出話語中人物對事件的簡單評價。學生能抓住話語的關鍵句，從

說話者對事件的看法，辨識他對事件的評價。如 6CL1第 7 題，學生須抓住

爸爸指出「自行車和其他車輛共用車道是十分危險的」和「現在市區沒有設

置自行車專道」這兩項關鍵內容，辨識爸爸對香港自行車專道的評價：認為

應在市區設置自行車專道。 

 

 

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  

 

看圖說故事 

 

• 學生能根據圖畫的主要信息，講述完整的故事，內容豐富而生動，結構井然有

序，脈絡清晰。部分學生一人扮演不同角色，以不同的說話語調，生動活潑地

演繹「樂園一角」、「營地活動」和「課室用膳」的故事情節。學生能按情境

變化，調節說話內容和表達方式，並能因應內容而變化語氣和語速，技巧純熟。 

 

• 學生能做到首尾呼應，先總述後分說，或以反問句作引子，引起下文，部分學

生以反問句作為故事的結局，增加懸念，使故事更有條理。學生能運用豐富的

詞彙，且善用關聯詞組織故事。學生吐字清晰，發音準確，說話聲音適中，表

現是歷年最好的。 

 

口頭報告 

 

• 取得五等的學生在口頭報告的表現較以往出色，條理清晰、簡潔流暢。學生又

能圍繞話題中心，交代「受欺騙而感到不愉快」的經歷，或「遇到挫折仍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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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與家人外出用膳」的經過，並抒發感受，內容充實，重點明確，組織

緊密。 

 

• 學生吐字清晰，發音準確，說話聲音響亮，充滿自信，表現是歷年最好的。學

生能運用豐富而多變化、準確且恰當的詞語表情達意，表現理想。 

 

小組討論 

 

� 取得良好表現的學生人數較以往多。學生能積極參與小組討論，圍繞主題，有

條理地表達己見，闡述明確，立場清晰。又能承接同學的意見，作出適切的回

應，討論氣氛熱烈。部分學生更能按同學的觀點，加以補充說明，拓展討論空

間。在詞語運用方面，學生用語準確，表現不俗。 

 

� 部分學生提出新穎獨特的見解，立場明確，理由充分，例如題目 6CSG2「孩子

不夠獨立，過分依賴他人」、6CSG3「應不應該學習書法」和 6CSG5「學校應

該提供宿舍給學生居住」，學生能恰當地引用例子，緊扣題目，舉一反三，值

得欣賞。而在題目 6CSG1「與校長會面」中，學生能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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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6CW1/6CW3 今天上課的時候，一隻蟑螂突然從窗口飛進了教室。請你寫一篇日

記，把今天發生的事情和感受寫出來。 

 

 

 

 
 

示例 

 

� 選材適切，能具體生動地

記述蟑螂飛進教室後的

情況，並寫出深刻的感

受。 

 

� 格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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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實用文 

 

6CW2/6CW4 這星期叔叔一家人到日本旅遊，於是把小狗寄養在你家。請你寫一

篇周記，記述這一星期在你家發生的事情和感受。 

 

 

 
 

示例 

 

� 選材適切，能具體生動地

記述這一周與小狗相處

的情況，並能抒發深刻的

感受和體會。 

 

� 格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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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 

 
6CW1 同學除了要應付沉重的學業之外，又要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來自我增

值，壓力不小。請你寫一篇文章，說明我們怎樣紓緩壓力，保持身心

健康。(字數不限) 

 

 

 
 

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切合題旨，內容豐富，具說

服力，能舉出例子說明紓緩

壓力的方法。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全文分為五段，層次分明，

結構完整。首段以提問引起

討論，其後三段，分別從「適

量的娛樂或運動」、「足夠

的睡眠和休息」、「溝通和

傾訴」三方面說明事理，標

示語運用得宜，末段以提醒

各人要趕快付諸行動作總

結，條理清楚。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通順、達意，且能運用

不同句式寫作。 

「究竟如何紓緩壓力、維持

身心健康呢？」 

「勞逸結合不但有助紓緩

壓力，更能提高學習效率。」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能運用書面字詞寫作，用詞

豐富。如：「提升」、「娛

樂」、「譬如」、「勞逸結

合」、「效率」、「不僅」、

「作息」、「(籍)藉此」、

「溝通」、「傾訴」、「一

舉兩得」、「身心舒暢」。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很少錯別字，不多於全篇字

數 1%。 

 

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 

較少誤用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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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 

 
6CW2 你因為無心之失而得罪了好朋友，破壞了彼此的友誼。請你寫一篇文

章，記述那一次的經歷和感受。(字數不限) 

 

 

 

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豐富，選材得宜。開首

先總述「我」因無心之失而

與好友小美的關係破裂，然

後憶述「我」無意間向別人

透露小美的成績，導致她憤

然與「我」絕交的經過，最

終只能痛恨自己沒有慎

言。全文情節合理，鋪排得

宜。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全文共分五段，結構完整。

首段點明題旨，交代與好友

的關係，然後按時序記述得

罪朋友的經過，最後以個人

感受作結，段與段之間過渡

得宜，結構緊密。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通順、達意，且能運用

不同句式寫作。如： 

「我知道自己每一科都成

績良好時，高興極了，可是

小美卻顯得悶悶不樂。」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能運用書面字詞寫作，用詞

豐富。如：「形影不離」、

「悶悶不樂」、「叮囑」、

「爽快」、「駟馬難追」、

「三思」、「事到如今」。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很少錯別字，不多於全篇文

章字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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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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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 

 
6CW3 不少人喜歡到大自然遊玩，享受郊遊之樂。請你寫一篇文章，說明親

親大自然的好處。(字數不限) 

 

 

 
 

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切合題旨，通過紓緩壓力、
增進感情和增廣見聞三方
面，具體說明親親大自然的
好處。內容豐富，鋪排得
宜。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能按內容重點適當分段，段
意明確，條理清晰。全文共
分六段，首段引入下文，然
後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分述
觀點，再以個人經驗為佐
證，段與段之間過渡自然，
銜接得宜。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大致通順、達意。如： 

「書本的知識有很多都是
關於大自然的，但何不實地
考察一下呢？」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能運用書面字詞寫作，用詞
豐富、準確。如：「仰望」、
「放鬆」、「宏偉」、「景
象」、「一望無際」、「樹
蔭」、「溝通」、「讚嘆」、
「實地」、「考察」、「數
之不盡」、「弄巧反拙」、
「眼前」。 

 

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錯別字 

很少錯別字，不多於全篇文
章字數 1%。 

 

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標點符號 

較少誤用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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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寫作示例——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短文寫作 

 
6CW4 你曾因為貪玩而自食其果，請你寫一篇文章，記述那一件事情的經過

和感受。(字數不限) 

 

 

 
 

短文示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切合題旨，內容豐富。文章

具體記述「我」戲弄姐姐的

經過，及後再交代「我」也

被地上的膠水黏着，跟姐姐

一樣動彈不得，最後要由爸

爸拯救。全文敘事具體，情

節鋪排得宜，體會深刻。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全文共分六段，段意明確，

脈絡清晰。首段點明題旨，

再以倒敘手法詳述事件的

始末，末段以個人體會作

結。文章首尾呼應，結構緊

密，層次分明。 
 

文句文句文句文句 

文句通順、達意，句式多

變。如： 

「當我在想着玩甚麼遊

戲，突然想起一個念頭    

捉弄姐姐。」 

「我十分後悔，雖然我平安

無事，但令我明白箇中的道

理：玩要適可而止，不可太

過分。」 
 

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詞語運用 

能運用書面字詞寫作，用詞

豐富。如：「扔下」、「疑

惑」、「得意洋洋」、「驚

惶失措」、「動彈不得」、

「小心翼翼」、 「箇中」、

「適可而止」、「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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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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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論一般評論一般評論一般評論 

 

本年，第二學習階段學生在中國語文科閱讀、寫作及說話範疇，表現平穩；而

在聆聽範疇的表現不俗，比 2011年進步不少。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 

 

學生在閱讀理解範疇表現平穩，比 2011 年有輕微進步。在閱讀範疇六項基本

能力中，學生在「能理解所學詞語」、「能理解敘述性和說明性文字的段意及

段落關係」、「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及「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的

表現，都略有進步，而在「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能理解篇章中例

證的作用」兩項基本能力，表現則與 2011年相近。 

 

學生在理解和運用詞語方面，表現理想 

� 學生能理解和運用所學的詞語，表現比 2011 年進步。學生在填詞成句和詞

語理解兩類的題型，均表現不俗。大部分學生能按題目要求，從篇章找出

正確的詞語，反映學生不但能掌握篇章中詞語的意義，也能從上文下理推

敲詞義。惟小部分學生在運用詞語方面，沒有注意句意是否通順、完整，

或是未能掌握詞句之間的搭配，在篇章中找出一個錯誤詞語填寫在句子

中，具體例子如下： 

卷別 /

題號 

題目 答案 常見錯誤

答案 

6CR2 

Q12 

表哥剛剛獲得了大提琴比賽小學組冠軍，他

告 訴 我 只 要 不 怕 辛 苦 ， 每 天 不 斷 地

__________練習，總有一天會成功的。 

反覆 嘗試 

保持 

改良 

6CR1 

Q12 

政府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不能__________

保育生態環境。 

忽視 制約 

或缺 

損失 

 

學生在理解段意及段落關係方面，表現不俗 

� 學生在理解敘述性和說明性文字的段意和段落關係方面，表現比 2011年進步。

2011年學生在理解段意及段落關係方面，表現一般，本年學生在這項能力的表

現，比 2011 年有進步。本年數據顯示，不少學生能辨識文章各段的內容，把

握段落在篇章的作用，抓住段落的中心；或能掌握段落的關鍵句子，概括段落

主題。學生以往把局部信息誤作為段落大意或混淆其他段意的毛病，已見改善。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 

�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掌握篇章的脈絡發展及要點，理解作

者通過篇章傳達的信息。如學生能多留意文章的開頭、結尾，把握篇章的關鍵

句、各段落在篇章中的作用，以及人物的心理情感的描寫，便能找出作者通過

內容寄托或蘊含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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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致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表現平穩 

� 今年在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方面，學生表現與 2011 相若。學生大致能理

解文章的表層信息，掌握篇章的脈絡和作者的思路發展，明白文章表達的思想

內容及事實。要提升概括事理的能力，學生不僅要理解字面的表層意思，掌握

句與句之間的關係，也要結合事件與作者的思想情感，才能理解篇章中較深層

的意思和領會文章闡釋的事理。 

 

學生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 

� 是次評估以日記及書信兩類實用文作為評估素材，評量學生在理解簡單實用文

的能力。本年，學生在以上兩類實用文體的整體表現不俗，成績相若。 

 

� 在辨識實用文的文體方面，表現理想。大部分學生能根據篇章內容辨識實用文

類別，反映學生已掌握書信及日記的文體。學生大致能根據日記中內容，理解

日記的記事重點。在書信方面，不少學生能概括書信的內容，掌握書信的功能

和傳遞的信息。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學生在實用文寫作方面，表現平穩 

� 在實用文方面，是次評估利用日記及周記兩類文體，評量學生是否已掌握實用

文的功能及格式。本年，學生在兩種文體的整體表現與 2011年相近。 

 

� 在格式方面，大部分學生已能掌握日記和周記的格式，比 2011 年進步。在日

記方面，不少學生能正確列出日期、星期  和天氣情況，只有少數學生錯誤把

日期及星期  位置倒轉或三組資料中欠缺了星期  。在周記格式方面，取得一

等成績的學生人數逐步減少，可見學生混淆日記格式或未能以周記形式書寫的

情況，已有改善。學生常犯錯誤多是日期少於或多於七天，或是記事時出現時

序混亂的情況，以致影響文意。 

 

� 根據閱卷員報告，學生在選材、敘事能力方面，表現不俗。在日記方面，學生

大多能按時序組織相關資料，重點記述事件的經過，不少學生能交代蟑螂飛進

教室後的混亂情況和描述不同人物的反應，如同學們看見蟑螂大聲尖叫、四散

躲避；以及教師、校工處理蟑螂的方法：「班主任拿起了報紙便趁機大力拍下

去」、「校工用腳大力踩下去，蟑螂便一命嗚呼了」。部分文章內容有趣、生

動，惟感受未見深刻，未能因應突如其來的事件，抒發內心的感受或體會，大

都重於記事，但個人體會及想法則着墨不多，喜以害怕、驚慌、不開心、不知

所措等詞語簡單交代對事件的感受。至於能力稍遜的學生，大多敘事過於簡

單、粗疏，點到即止，如交代蟑螂飛進教室後，大家十分驚慌，最後簡單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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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同學消滅蟑螂的經過，未有就事件抒發個人感受，且多以難忘的一天作

結，未能把事件和情感聯繫，影響表現。 

 

� 在周記方面，學生大多能選取相關的素材，按時序記述小狗寄養在家的情況。

題材多圍繞怎樣照顧小狗，與小狗玩耍、洗澡、散步，以至描述小狗的行為表

現等。不少學生能寫出和小狗相處的經過，敘事尚算完整，但內容略嫌平淡，

沒有就事件表達深刻的感受或詳述和小狗彼此之間的情誼，只簡單交代與小狗

相處時的輕鬆愉快心情，或在末段交代叔叔接回小狗時的不捨之情，情感抒發

欠深刻。部分能力稍遜的學生，內容不是過於簡單，便是以流水帳式記事，把

每天與小狗相處的情況如數家珍記錄下來，記事蕪雜，中心欠明確，失卻了周

記的功能。 

 

� 日記和周記都是以記錄個人經歷、體會和觀察為主。在日常生活中所思所感的

事情很多，學生應抓住一些特別的事和深刻的體會加以發揮，突出文章的主題

部分，把當中的點滴和領會作重點記述，才能發揮文體的功能。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擬定內容寫作 

� 在記敘文方面，學生表現比 2011 年略為遜色。根據閱卷員報告，學生在兩題

記敘文的表現相若。學生大致能組織相關內容，交代事件的始末，惟敘事不夠

完整，未能合理鋪排情節，突出主題中心。學生在情感的表達上亦未見深刻，

只以簡單的詞彙概略交代內心感受，影響情意的表達，文章內容平淡。另外，

部分學生在文章中加入了大量的對話，惟對話太多，干擾文意，且未能與

敘事內容銜接，使文章流於冗贅，影響文章的脈絡發展。另外，小部分學

生審題不清，選材不當，部分學生未能明確交代事件是否因「無心之失」

引起，只交代得罪好朋友的經過，或沒有緊扣「自食其果」鋪排內容，錯

誤以一件不愉快的事為寫作重心，內容偏離主線，以致提綱不清，影響表

現。要做到敘事具體，情感深刻細膩，首先敘事要突出主題，內容鋪排和

敘事詳略亦須多加留意；其次，要把敘事和抒發情感處理好，一件印象深

刻的事總會跟情感有莫大的關係，如敘述之事詳略得宜，但抒發之情淺薄，

文章便會變得淡而無味，缺乏色彩。 

 

� 在說明文方面，學生表現比 2011 年略有進步。學生大致能篩選合適材料，寫

一篇說明事理的文章。學生大多從個人的生活例子提出建議，列舉兩至三個紓

緩壓力的方法，或通過到大自然遊玩，簡單說明箇中的好處，惟學生未有

作進一步解釋，闡明事理，只列出簡單例子，以致說理不夠深入，內容欠

充實。表現良好的學生懂得在文章中適當加入專家意見、研究結果的例子為

佐證，加強文章的說服力。另外，部分能力稍遜的學生，審題有誤，如 6CW1，

學生只詳述壓力的來源或現時學生面對什麼壓力，通篇沒有提及紓緩壓力

的方法，致使內容不切題或內容空泛。要把說理文章寫好，學生需要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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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複雜的關係，通過分類、舉例及比較等方法把要說明的道理作有系統的陳

述。 

 

學生大致能按內容重點分段 

� 學生大致能按內容重點適當分段，掌握分段技巧，尤以說明文的篇章結構表現

比較好。在記敘文方面，大部分學生首段點明題意，然後順序記述事件的

經過，最後以感受總結全文。部分文章段與段之間的銜接不穩，或段意不

明確，以致文章脈絡欠分明。學生應根據事件的轉折把中心段再細分，使

段意中心更明確，條理更清楚。在說明文的篇章結構方面，不少學生都掌

握說明文的寫作方法，在結構、條理方面，表現不俗。今年學生懂得以標

示語串聯文章各段落，依次說明事理，文章結構大致完整，條理尚算分明。 

 

學生大致能運用句子表情達意 

� 學生大致能運用句子表情達意，句意尚算清晰。學生大致能運用遞進、因果、

條件關係複句，但部分句子結構不完整。學生未有考慮句子各個組成的部分

是否齊全，以致文句欠通順。部分學生誤用關聯詞，以致句子意思矛盾，反映

部分學生仍未掌握運用關聯詞的技巧。小部分學生文句夾雜口語，影響文意表

達。  

 

學生未能正確運用逗號及省略號 

� 根據閱卷員報告，部分學生未掌握省略號的功用，在同一句子中加入數個省略

號，以交代語意未完或不作詳細說明的意思，根本沒有考慮句子的語氣、結構

及停頓，以致語意與標點不符。另外，部分學生未能掌握斷句的技巧，「一

逗到底」的情況屢見不鮮，在段落完結時才使用句號斷句。 

 

學生大致能正確書寫常用字 

� 在寫作評估中，學生大致能書寫常用字，但錯別字的情況亦屢見不鮮。根據閱

卷員報告，學生常犯的毛病多以音近而誤、形近而誤及筆劃錯漏為主。在識字

教學中，宜強調字詞的正確寫法，提醒學生寫字時除了要緊記一個字的組成部

件外，還須注意各細節部分。下面臚列了本年寫作評估中常見的錯別字，以供

參考： 

 ―  音近而誤： 

「淘惹」(陶冶)、「小氣」(小器)、「仲要」(重要)、「已後」(以後)、

「故及」(顧及)、「抵擴」(抵抗)、「應為」(認為)、「在次」(再次)、

「作適」(作息)、「故然」(固然)、「忙記」(忘記)、「建意」(建議)、

「令外」(另外)、「總知」(總之) 、「煩腦」(煩惱) 、「讚成」(贊成)、

「類形」(類型)、 「收獲」(收穫)、「作幣」(作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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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近而誤： 

「不仿」(不妨)、「跘倒」(絆倒)、「孝試」(考試)、「道謙」(道歉)、

「 署 假 」 ( 暑 假 ) 、 「 怎 檥 」 ( 怎 樣 ) 、 「 時 侯 」 ( 時 候 ) 、                   

「總捨而言」(總括而言)、「喜觀」(喜歡)、「鬼鬼崇崇」(鬼鬼祟祟)、

「不繼」 (不斷)、「開郎」(開朗) 、「彼累」(疲累)等。 

 ―  筆畫錯漏： 

「」(紓)、「」(壓)、「」(踢)、「」(卻)、「」(初)、「」

(嚴)、「」(業)、「」(昨)、「筯」(筋)、「」(宣)、「訢」(訴)、

「」(備)、「」(釋)、「」(從)、「」(飲)、「」(尋)、「」

(聊)、「」(興)、「」(聽)、「」(倦)、「」(幫)、「」(增) 、

「」(鋼)等。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學生在聆聽理解能力方面，表現比 2011 年進步 

� 本年數據顯示，在中國語文科四個學習範疇之中，聆聽範疇表現較佳。學生在

「能理解話語的內容大要」、「能聽出話語中對人物、事件的簡單評價」和「能

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三項基本能力，表現不俗，皆比 2011 年優勝，整體

而言，小六學生已具備第二學習階段的聆聽理解能力。 

 

� 本年數據顯示，學生在聆聽理解能力方面，表現持續進步，實屬可喜現象。

要有良好的聆聽能力，學生除了要建立良好的聆聽習慣之外，還要運用恰

當的聆聽策略   邊聽邊摘記要點、邊聽邊思考。學生不但要理解話語的表層

意義，也要掌握話語的發展，逐步理清說話者的思路和語氣，把握話語中心和

要點。對於一些比較複雜的話語內容，學生宜把內容重新組織、分析，聯繫話

語各部分，亦要抓住關鍵話語，才能理解說話者的意願，判別話語的深層意義。 

 

 

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 

 

學生能就圖畫的內容講述完整的故事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圖畫提供的信息，組織內容豐富，結構完整，有條不紊地講

述故事，表現理想。學生大致能運用準確、恰當的詞語表情達意。絕大部分學

生能掌握字詞的發音和說話的音量，取得最高等級三等成績的學生是歷年來最

多的。 

 

� 大部分學生能把看圖說故事中的圖像信息重新整合，善用連接詞或時間詞，使

脈絡發展銜接得更流暢。部分表現稍遜的學生偏向描述圖片內容，而忽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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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未能構思一個完整故事。部分學生只提及表層信息，未能根據圖畫內容

加以發揮，表現有待改善。 

 

學生能作簡短的口頭報告 

� 絕大部分學生能從生活經驗中選取適切的材料，組織相關內容，把事件的經過

報告出來。學生已相當掌握口頭報告的技巧，中心明確，條理清晰地報告事件

的始末。在詞語運用方面，學生的表現較以往好，大致能運用日常生活的詞語

表情達意，意思準確。 

 

� 小部分學生未能好好掌握時間，側重報告的引子和總結，未能就事件作較詳細

的敘述。部分學生沒有對事件抒發感受，結構欠完整。 

 

學生能就日常生活話題和別人討論 

� 學生大致能根據話題進行討論，積極投入，表達自己的見解，組織較以往有條

理。對於組員的意見，能作出適切的回應，互動氣氛良好。惟部分學生未能組

織說話內容，表述時內容重複和欠缺條理，令組員難於理解。 
 

� 部分能力稍遜的學生未能提出充分理由，支持自己的說法。也有部分學生未能

拓展話題，令說話內容流於空洞。更有部分學生不和組員溝通交流，只是自說

自話。此外，部分學生詞彙貧乏，欠缺變化。 

 

 

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 

 

學生能明白視聽資訊中的信息 

� 本年視聽資訊評估共設兩張分卷，由三段不同的短片組成。第一段短片主要講

述學生參加「深谷還珠」科學比賽的歷程；第二段短片介紹科學館展品「煙圈」

的誕生過程；第三段短片則講述香港科學館舉辦專題展覽會的目的和過程。 

 

� 視聽資訊評估是結合了閱讀和聆聽範疇的綜合性評估，學生須從兩種不同的媒

介接收信息，通過辨認和聯繫，對信息進行處理和組合，從而理解短片傳遞的

信息，以回答問題。本年整體學生在「能明白視聽資訊中的信息」一項能力中，

表現比 2011年略為進步。 

 

� 對於一些要求學生須結合視覺及聆聽信息的題目，本年學生表現理想。如

6CAV2第 13題，題目要求學生通過短片內容，找出哪兩道學生製作的橋樑能

成功通過「深谷還珠」比賽。不少學生觀察入微，能細心觀看比賽過程，結合

旁白的描述，辨識 A、B兩道橋樑能成功通過比賽，反映學生在接收和理解視

聽資訊的材料時，能運用兩種感官接收短片當中傳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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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 學生能明白視聽資訊中的信息，對於一些擷取表層信息的題目，表現理想。學

生大都能從信息中擷取相關資料作答，反映學生憶記能力不俗。如 6CAV1 第

2題，要求學生找出香港仔工業學校的學生是從哪兩方面考慮把橋的支柱設計

為三角形，學生只要留心聽兩位同學的描述，便能找出答案。又如 6CAV1 第

8題，由於短片已直接交代了「深谷還珠」比賽的主要目的，學生只須專注地

觀看，便能在短片中擷取資料作答。 

 

� 學生大都能組織相關資料，理解事件的原因。如 6CAV1第 6題，學生能從劉

劭鋒老師對同學的評價，找出他認為學生不斷經歷失敗反而是一件好事，是因

為這樣可以培養學生鍥而不捨的精神，反映學生能辨識事件的因果關係，表現

不俗。 

  

� 學生能組合視聽資料，概括內容。如 6CAV1 第 4題，要求學生辨識哪些是安

柱中學同學的討論內容，學生能把相同性質的資料聯繫，找出他們的討論內容

主要是關於物料特性和設計構思。又如 6CAV1第 5題，學生大致能抓住說話

者的要點，並整合載於不同部分的資料，篩選出在製作橋樑的過程中同學遇到

的問題。 

 

� 學生大致能概括視聽資訊的主要信息。學生大致能組織和整合不同的信息，找

出短片的主要內容和傳達的信息，如 6CAV1第 9題和第 14題，題目要求學生

找出短片的主要內容，學生大致能理解短片內容，概括要點。學生除了憶記短

片內容，還須運用邊看邊記要點的策略，摘錄一些關鍵信息，然後綜合影像內

容及聆聽得來的信息，概括出短片傳達的信息。部分學生只記得零碎片段，誤

把局部信息當作是短片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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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3年中國語文科小六學生表現比較年中國語文科小六學生表現比較年中國語文科小六學生表現比較年中國語文科小六學生表現比較 

 

� 今年小學六年級學生達到基本水平的百分率為 78.1%，比 2011年上升了 0.9 %。 

 

表表表表 6.19   2010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3 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百分率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百分率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百分率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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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77.0 

2011 77.2 

2013 78.1 

^ 2012年小六全港性系統評估暫停舉行。由於此評估是學校以自願形式參與，而

非全港小六學生參與的全港性系統評估，故此報告不會有全港數據。 

 

 

� 2010年至 2013年小六學生在中國語文科各學習範疇的表現，詳見表 6.20。 

 



 

表表表表 6.20   2010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3 年中國語文科小六學生表現年中國語文科小六學生表現年中國語文科小六學生表現年中國語文科小六學生表現*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10 年年年年 2011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閱讀 � 學生能理解和運用所學的詞語。學生在
填詞成句及詞語理解兩種不同的題型

中，表現不俗，反映學生能明白篇章中

詞語的意義，及懂得從上文下理推敲詞

義。 

 

� 學生在填詞成句及詞語理解兩種不同
的題型中，表現不俗，尤以在詞語理解

方面，表現比 2010 年佳，反映學生不

但能掌握篇章中詞語的意義，也能從上

文下理推敲詞義。 

� 學生能理解和運用所學的詞語，表現理
想。學生在填詞成句和詞語理解兩類的

題型，表現相若。大部分學生能掌握篇

章中詞語的意義，也能從上文下理推敲

詞義。 

� 學生大致能理解敘述性和說明性文字
的段意和段落關係。學生大致能理解文

章各段的內容，把握各段的中心，辨識

段意；或能根據作者敘事的脈絡，掌握

各段在全文的作用。 

 

� 學生大致能理解文章各段的內容，抓住
段落的要點，概括段落主題；或能掌握

段落的關鍵句子，準確地概括出段落的

中心，表現與 2010年相近。 

� 學生在理解敘述性和說明性文字的段
意和段落關係方面，表現比 2011 年進

步。不少學生能辨識文章各段的內容，

把握段落在篇章的作用；或能掌握段落

的關鍵句子，概括段落主題。 

� 學生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意，整
體表現不俗。學生能概括出作者的寫作

目的，或理解作者通過文章所傳達的信

息。 

�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
意，表現一般。學生大致能概括出文章

內容，找出作者的寫作目的。 

�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中具體事件的寓
意，掌握篇章的脈絡發展及要點，理解

作者通過篇章傳達的信息。 

� 學生大致能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
理，理解事件的因果關係，也能聯繫文

章各部分，根據線索掌握事件的表層信

息。 

 

� 學生在「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方
面，整體表現比 2010 年進步了。學生

大都能掌握篇章的脈絡，聯繫文章各部

分，理清事件的因果關係。 

 

� 學生在理解作者概括出來的事理方
面，表現與 2011 年相近。學生大致能

理解文章的表層信息，掌握篇章的脈絡

和作者的思路發展，明白文章表達的思

想內容及事實。 

 
*2012年小六全港性系統評估暫停舉行。由於此評估是學校以自願形式參與，而非全港小六學生參與的全港性系統評估，故此報告不會有全港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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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10 年年年年 2011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閱讀 � 學生在理解篇章中例證的作用方面，表
現未如理想。學生未能從上文下理，辨

識作者說明的事理與例子的關係，或未

能掌握文章的脈絡，理解作者引用的例

子在篇章中的作用。 

 

� 學生在理解篇章中例證的作用方面，表
現比 2010 年略有進步。學生大致能掌

握文章的脈絡，理解作者說明的事理與

例子的關係，以及例子在篇章中的作

用。 

 

� 學生能理解篇章中例證的作用。不少學
生能掌握句子的脈絡，理解作者說明的

事理與例子的關係，以及例子在篇章中

的作用。 

 

� 學生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學生在便
條、邀請卡及周記三類實用文體的表現

不俗。不少學生能掌握便條傳遞的信

息，從而辨識其寫作目的和功能。大部

分學生能概括周記的內容，掌握事件的

重點。在邀請卡方面，大部分學生能掌

握邀請卡的功能和傳遞的信息。 

 

� 學生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學生在便條
及賀卡的表現比較理想，邀請卡則稍

遜。不少學生能掌握便條傳遞的信息，

從而辨識其寫作目的。學生能以簡單的

文字交代便條的主要目的，反映學生大

致能掌握便條所傳遞的信息和功能。在

賀卡方面，學生大致能辨識賀卡的功能

和傳遞的信息。 

 

� 學生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大部分學生
能根據篇章內容辨識實用文類別，反映

學生已掌握書信及日記的文體。學生大

致能根據日記內容，理解日記的記事重

點。在書信方面，不少學生能概括書信

的內容，掌握書信的功能和傳遞的信

息。 

 

寫作 

 

 

 

 

 

 

 

 

 

� 學生在日記和周記的表現與 2007 及

2008年相近。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選取相關的
素材寫日記和周記。不少學生未能有系

統地組織相關資料，擷取有意義的事情

寫作。 

 

 

� 學生在日記和周記的表現比 2010 年進

步，尤以日記表現較理想。 

 

� 學生已掌握日記和周記的功能。學生大
多能按時序組織相關資料，敘述事件的

始末，且能就事件的發展簡單交代當時

的心情和感受。學生開始懂得把事件與

情感聯繫，把事件的重點和簡單的體會

記錄下來。 

� 學生在日記和周記兩種文體的整體表
現與 2011年相近。 

  

� 學生大致能寫日記和周記。在選材、敘
事能力方面，學生表現不俗。學生大多

能按時序組織相關資料，重點記敘述事

件的經過，但個人感受和體會，則着墨

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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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10 年年年年 2011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寫作 

 

 

 

 

 

 

 

 

 

 

 

 

 

 

 

 

 

 

 

 

 

 

 

 

� 部分學生未能掌握日記和周記的格
式。小部分學生沒有在適當的地方寫上

日期資料；部分學生未能準確列出一周

(七天)的日期，或是記事時出現時序混

亂的情況，以致未能清楚交代事件發生

的日子或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 
 

� 大部分學生已掌握周記和日記的格
式。但部分學生在寫周記時，未能準確

列出七天的日期，或是混淆日記的格

式，常見錯誤是日期多於或少於七天，

或是記事時出現時序混亂的情況。 

� 在格式方面，大部分學生已掌握日記和
周記的格式。部分學生錯誤把日記的日

期及星期  位置倒轉，或是周記的日期

少於或多於七天，或是記事時出現時序

混亂的情況。 

 

� 學生大致能按內容重點寫作。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擬定內容寫
作。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擬定內容寫
作，表現與 2011年相近。 

� 在記敘文方面，不少學生能交代事件的
原因、經過及結果，但敘事過於簡單、

粗疏，對情感的流露，着墨不多，內容

一般。部分學生在敘事時插入了人物對

話，但對話過於冗長，或內容欠缺重

心，偏離了文章的中心，影響文章的脈

絡發展。 
 

� 在記敘文方面，學生表現與 2010 年相

近。學生大致能組織相關內容寫作，文

章骨幹清楚，大多能交代事情的起因、

經過和結果，惟內容平淡，情節欠起

伏，未能就個人的感受作細緻描述，影

響情感的表達。 

� 在記敘文方面，學生表現比 2011 年略

為遜色。學生大致能組織相關內容，交

代事件的始末，惟敘事不夠完整，未能

合理鋪排情節，感受未見深刻，只概略

交代內心感受，文章內容平淡。部分學

生在文章中加入了大量的對話，干擾文

意，影響文章的脈絡發展。 

� 在說明文方面，學生表現稍遜。學生大
致能選取相關的材料，寫一篇說明文，

但沒有就提出的看法加以闡釋，或附以

具體的例子說明，內容未見充實。 

� 在說明文方面，整體學生表現勝於去
年。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的要求，以不

同的分類方法說明事理，且能舉出簡單

而具體的生活例子，但沒有就提出的看

法加以闡釋，內容未見充實。部分學生

懂得引用專家意見、研究報告、統計數

字或著名運動員的例子佐證，加強文章

的說服力。 

� 在說明文方面，學生表現比 2011 年略

有進步。學生大致能篩選合適材料，寫

一篇說明事理的文章，且多從個人的生

活例子提出具體建議，惟未有作進一步

解釋，闡明事理，只列出簡單例子，以

致說理不夠深入，內容欠充實。 

1
0

0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10 年年年年 2011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寫作 

 

� 學生大致能按內容重點適當分段，整體
表現一般。學生在記敘文的篇章結構表

現比說明文好。 

 

� 在記敘文方面，不少學生以起因、經過
及結果，把文章分為三段至四段，文章

結構大致完整。但敘事部分冗長，未能

根據事件的轉折把中心段再細分。 

 

 

� 學生大致能按內容重點適當分段，表現
比 2010年略有進步。 

 

 

� 在記敘文方面，部分學生於文章開首以
小段形式作引子，點明題意，然後順序

記述事件的經過，最後以感受總結全

文。部分學生未能根據重點，把事情的

經過再細緻分段，以致敘事部分冗長。 

 

� 學生大致能按內容重點適當分段，掌握
分段技巧，尤以說明文的篇章結構表現

比較好。 

 

� 在記敘文方面，大部分學生首段點明題
旨，然後順序記述事件的經過，最後以

感受總結全文。部分文章段與段之間的

銜接不穩，或段意不明確，以致文章脈

絡欠分明。 

 

� 在說明文方面，大部分學生都把文章分
為引言、正文及總結三個部分，並多從

正反兩方面說明事理，但條理一般。 

 

 

 

� 學生大致能運用句子表情達意，文句大
致通順、達意。在文句表達方面，部分

學生誤用關聯詞或混淆條件、因果及轉

折關係複句的用法，致使句子未能符合

漢語語法的要求。 

� 在說明文的篇章結構方面，學生表現比
2010 年進步。不論在結構、脈絡，以

及條理方面，學生都懂得以說明文的寫

作方法處理，使文章的段落和層次更為

明確。 

 

� 學生大致能運用句子表情達意，文句大
致通順、達意。在文句表達方面，學生

大致能正確運用並列、因果、假設等複

句寫作。部分學生會運用設問句或反問

句增強文章的說服力。部分學生文句夾

雜口語，或句子結構欠完整，影響文

意。 

 

� 在說明文方面，不少學生都掌握說明文
的寫作方法，在結構、條理方面，表現

不俗。今年學生懂得運用標示語串聯文

章各段落，依次說明事理，文章結構大

致完整，條理尚算分明。 

 

� 學生大致能運用句子表情達意，文句大
致通順、達意。學生大致能運用遞進、

因果、條件關係複句寫作，部分學生句

子結構欠完整，文句有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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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10 年年年年 2011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寫作 

 

 

� 學生大致能運用常用的書面字詞表
情達意。大部分學生用詞簡單，鮮以

多變化的字詞寫作。部分學生用詞不

準確，以致句意不明。 

� 學生大致能運用常用的書面字詞表
情達意。學生用詞單一，鮮以多變化

的字詞表情達意。部分學生以相同的

詞語或詞組表達不同的情感。學生偶

有用詞不準確，誤用近義詞或詞語搭

配錯誤。 

� 學生大致能運用第二學習階段的字
詞寫作。學生大多能運用詞語表情達

意，但詞彙變化較少，偶有用詞不準

確的情況出現。學生在表達個人情感

的用語單一，喜以簡單的詞語或詞組

表達感受。 

� 學生大致能正確書寫常用字，整體表
現不俗，但錯別字的情況偶有出現。 

 

 

 

� 學生大致能運用標點符號寫作，大部
分學生掌握逗號、頓號、問號、專名

號、冒號的用法。部分學生未能正確

使用感嘆號，在反問句後寫上感嘆

號，混淆問號和感嘆號的作用。另

外，部分學生未能掌握斷句的技巧，

錯誤使用逗號，影響文意。 

� 學生大致能正確書寫常用字，但錯別
字的情況偶有出現。學生常犯的毛病

多以音近而誤、形近而誤及筆劃錯漏

為主。 

 

� 學生大致能運用標點符號寫作。學生
多錯誤使用逗號及省略號。部分學生

沒有考慮句子的語氣、結構、停頓，

便在文章的首段最後一句以省略號

作完結，以致語意與標點不符。部分

學生未能掌握斷句的技巧，錯誤使用

逗號，或是混淆頓號與逗號的功能。 

 

� 學生大致能正確書寫常用字，表現與
2011年相近。錯別字的情況，偶有出

現。學生常犯的毛病多以音近而誤、

形近而誤及筆劃錯漏為主。 

 

� 學生大致能運用標點符號寫作。部分
學生未掌握省略號的功用，在同一句

子中加入數個省略號，以交代語意未

完或不作詳細說明的意思。部分學生

未能掌握斷句的技巧，「一逗到底」

的情況屢見不鮮。 

 

1
0

2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10 年年年年 2011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聆聽 � 學生大致已具備第二學習階段的聆聽
能力。在「能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

及「能理解話語的內容大要」兩項能力

方面，學生表現與 2008 年相近；而在

「能聽出話語中對人物、事件的簡單評

價」一項基本能力，學生的表現比 2008

年進步。 

 

� 整體來說，學生大致已具備第二學習階
段的聆聽理解能力。在「能理解話語的

內容大要」和「能聽出話語中對人物、

事件的簡單評價」兩項能力，學生表現

與去年相近；而「能理解語段間的銜接

關係」是三項基本能力中，表現稍遜的

一項。 

 

� 學生在「能理解話語的內容大要」、「能
聽出話語中對人物、事件的簡單評價」

和「能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三項基

本能力，皆比 2011年優勝，表現不俗。

整體而言，學生已具備第二學習階段的

聆聽理解能力。 

 

� 學生大致能理解話語的內容大要，掌握
表層信息。 

 

 

 

� 學生大致能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大
部分學生能理解語段間的發展和呼應

關係，且能聯繫和整合相關的資料，辨

識事件的原因。 

� 學生大致能理解話語的內容大要。大部
分學生能聽懂話語內容，抓住關鍵內

容，概括要點。 

 

 

� 學生在理解語段間銜接關係的能力，表
現比 2010 年稍遜。部分學生能掌握話

語的發展，根據說話者的思路，理清事

件的關係。 

 

� 學生能理解話語的內容大要。學生能聽
懂話語內容，擷取資料。大部分學生能

掌握話語的表層信息，抓住話語的要點

和關鍵內容，表現理想。 

 

� 學生能理解語段間的銜接關係。學生能
聽懂話語內容，根據語段間的發展和呼

應關係，判斷事件的原因。 

 

� 部分學生能辨識說話者的語氣，並結合
人物對事件的看法，從而找出正確答

案，反映學生能聽懂話語細節，辨識不

同說話者對事件的看法和簡單評價。 

� 在「能聽出話語中對人物、事件的簡單
評價」方面，連續兩年有不俗的表現。

學生已能逐步掌握說話者的思路和語

氣，理解話語的中心，從而辨識不同說

話者對事件的看法和簡單評價。 

 

� 在「能聽出話語中對人物、事件的簡單
評價」方面，學生表現比 2011年進步。

學生能聽懂話語內容，辨識說話者對事

件的看法和簡單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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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10 年年年年 2011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說話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圖畫的含意、中心及
不同的故事人物，構思一個內容完整的

故事。部分學生亦能結合個人生活經

驗，並投入故事人物角色之中，仔細刻

劃故事人物的內心感受，表現良好。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圖畫內容，講述內容
充實、富連貫性的故事，表現不俗，離

題的情況較少。本年度學生在看圖說故

事中的表現略勝 2010 年，在內容鋪

排、情節設計和詞語運用上，皆有進

步。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圖畫提供的信息，講
述一個內容豐富，結構完整的故事，表

現理想。本年學生在掌握字詞的發音和

說話的音量兩方面，表現是歷年最好

的。 

� 大部分學生能按題目要求，組織相關資
料，並按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以報告

的形式交代事件的始末，條理尚算清

晰，內容亦算充實。本年學生在口頭報

告的表現比 2009 年佳，顯示大部分學

生對口頭報告的技巧已有不錯的掌握。 

� 大部分學生能按題目要求選取適切的
材料，把事件的經過有條理地報告出

來。本年度學生在口頭報告中的表現略

勝 2010 年，學生能恰當地組織內容。

在詞語運用方面，更漸趨準確、豐富。 

� 絕大部分學生能針對題目的重點作口
頭報告，選材適切，內容充實，條理分

明。本年學生在口頭報告中的表現較以

往出色，學生在詞語運用方面更見顯著

的進步。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與組員進
行討論。本年度學生在小組討論中表現

比 2009 年佳，學生大多能表達個人意

見，且能列舉具體例子作為佐證，充分

發揮說理的技巧。 

� 大部分學生能因應話題內容，表達個人
意見，態度認真，組員之間的討論氣氛

良好。本年度學生在小組討論中的表現

比 2010 年佳，學生能積極參與討論，

對別人的見解作適當的回應，部分學生

能引用具體的例子闡明論點。 

� 大部分學生能就提供的話題，主動表達
己見，表明立場，又能因應組員的意

見，作出適當的回應，互動性強。本年

學生在小組討論中的表現比以往好，取

得良好表現的學生人數是最多的，討論

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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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2010 年年年年 2011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視聽資訊 

(閱讀及聆聽) 

� 學生能掌握視聽資訊中的信息，表現不
俗。對於一些能從短片直接擷取資料作

答的題目，學生表現尤為理想。不少學

生能組織相關的資料，判斷事件的原

因。 

 

� 學生大致能理解短片的內容，組織和整
理不同的信息，找出短片的主題和中

心。 

� 本年度整體學生在「能明白視聽資訊中
的信息」一項能力中，表現與去年相

近。學生對於一些擷取表層信息及辨識

事件的因果關係的題目，表現理想。 

 

 

� 對於一些要求學生須結合視覺及聆聽
信息的題目，學生表現理想。 

 

 

� 對於一些須篩選視聽資料作答的題
目，學生表現與 2010 年相近。學生大

致能組織和整合不同的信息，找出短片

的主要內容和傳達的信息。 

� 學生在「能明白視聽資訊中的信息」一
項能力中，表現比 2011 年略為進步。

學生對於一些擷取表層信息或結合視

聽資料的題目，表現理想。 

 

 

� 學生能簡單組合視聽資料，概括內容。
不少學生能組織相關的資料，判斷事件

的原因。 

 

� 學生大致能概括視聽資訊的內容，找出
短片傳達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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