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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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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中三級學生在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百分率為 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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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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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學生在這方面的能力。 

 

� 評估分為說話評估及紙筆評估，說話評估在四月二十四及二十五日舉行，而紙筆

評估則在六月二十四日舉行。紙筆評估包括閱讀、寫作、聆聽及視聽資訊，各學

習範疇的卷別及時限編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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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範疇學習範疇學習範疇學習範疇    分卷分卷分卷分卷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評估時限評估時限評估時限評估時限    

閱讀 9CR1 24 

30 分鐘  9CR2 24 

 9CR3 24 

聆聽 9CL1 15 
約 20 分鐘 

 9CL2 15 

寫作 9CW1 2 

75 分鐘     9CW2 2 

    9CW3 2 

說話* 
9CSI1- 

9CSI8 
8（個人短講） 

準備時間：5 分鐘 

說話時間：2 分鐘 

 
9CSG1- 

9CSG8 
8（小組討論） 

準備時間：5 分鐘 

討論時間：8 分鐘 

視聽資訊 9CAV 13 約 15 分鐘 

*說話評估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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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式評估方式評估方式評估方式    
 

閱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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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卷主要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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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R1 語體文 2 15 

選擇    

文言文 1 4 

實用文-遊客須知 1 5 

9CR2 語體文 2 15 

文言文 1 4 

實用文-通告 1 5 

9CR3 語體文 2 15 

文言文 1 4 

實用文-演講辭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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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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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R1 9CR2 9CR3 

BR3.1 能認讀一般閱讀材料中的

常用字 
此兩項已融入在其他評估重點中 

-- 

BR3.2 能理解篇章中大部分詞句

的含義 
--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1、2、3、4、

5、6、8、9、

10、12、13、

14、15 

1、2、3、4、

6、7、8、9、

10、12、13、

14、15 

1、2、3、4、

6、7、8、9、

10、11、13、

14 

25*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

法 

7、11 5、11 5、12、15 5*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16、17、18、

19 

16、17、18、

19 

16、17、18、

19 

12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20、21、22、

23、24 

20、21、22、

23、24 

20、21、22、

23、24 

15 

    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題目總數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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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準則旨在評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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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W1 實用文寫作-通告 1 

文章寫作 1 

9CW2 實用文寫作-啟事 1 

文章寫作 1 

9CW3 實用文寫作-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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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9CL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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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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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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L1 9CL2 

BL3.1 能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

容要點 

2、3、7、9、10、11、

12、13、14、15 

2、3、7、9、10、11、

12、13、14、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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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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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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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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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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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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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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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AV 13 選擇 

 

 



 111

 

2013 年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年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年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年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    
 

� 閱讀評估分三部分，分別是語體文、文言文和實用文閱讀理解，以下將就不同文

類，闡述學生的理解能力表現。 

 

語體文 

 

� 語體文部分旨在評估學生閱讀語體文時，能擷取表層資料、辨識主要信息及綜合

理解篇章的能力。而一般認讀常用字和理解篇章字詞含義的能力，已融入基礎理

解能力之中。 

 

� 學生具備基礎閱讀理解能力。即能對文章表層結構意義，字和句的含義有所了解

後，進而理解文章基本的事實和信息。學生閱讀文章時，能了解文章主要的信息，

並直接從文章找出事實或依據，回答複述性理解的問題。如 9CR1 第 8 題問「『綠

囚』是指甚麼？」學生可直接從文章對綠色植物的描述找出「常春藤」這個答案。

又如 9CR1 第 15 題（即 9CR2 第 15 題）問「第4段所說的是甚麼道理？」在文

章第四段已清楚敘述「助人，自助」的意思，學生能理解該段的意思是「助人同

時也助己」。在 9CR2 第 4 題（即 9CR3 第 4 題）問「為甚麼作者認為吃蕃薯『有

違咬菜根的原意』？(第 16 行)」學生可從該段提及菜根味道一般和蕃薯味道甘甜

兩項線索找出「蕃薯美味不合清淡生活的原則」這個答案。 

 

� 部分學生具備歸納篇章的能力。即從文章內容，分析文意關係及篇章結構，擷取

重要信息。學生合併處理篇章各項信息，推敲字裏行間的明言和暗語，找出文章

的主題和作者觀點。如 9CR1 第 14 題(即 9CR2 第 14 題)要求學生綜合上下文意，

回答「為甚麼說捐錢給山區農戶，比不上樂施會的扶貧項目」學生綜合文本而總

結出「受助者不能真正脫貧」的答案。又如 9CR3 第 11 題，作者描寫救火夫投

入救火的認真和投入場面，讓學生從這些描述中，找到作者對那天救火印象特別

深刻的原因。 

 

文言文 
 

� 學生大致理解淺易的文言作品，重點旨在評估學生能理解淺易文言文的能力，並

推論出文章的主要信息。三份閱讀評估卷分別考核三篇不同主題的文言作品。

9CR1 選取劉向《列女傳》，寫梁國婦人欲救兄長的兒子卻誤救自己的兒子，為存

節義，最後自投火海的故事；9CR2 選取干寶《搜神記》，寫桂陽太守李叔堅家有

怪犬，犬常有各種異行的故事；9CR3 選取王士禛《香祖筆記》，描述山神指示老

虎去吃鄧姓樵夫，最後得過路人預先提警，樵夫終殺死老虎的故事。如 9CR1 第

16 題問「當發生火災時，梁國婦人想做甚麼？」學生從「欲取兄子，輒得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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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句，推出婦人本想拯救兄長的兒子的答案。又如 9CR3 第 16 題問「山神如何

回應老虎的請求？」學生可從「神以鄧樵夫許之」一句找出山神是告訴老虎「可

吃姓鄧的樵夫」的答案。 

 

實用文 
 

� 實用文閱讀理解部分旨在評估學生閱讀實用文時，獲取相關資料、辨識主要信息

及掌握格式方面的能力。實用文評估的選材多貼近現實生活，包括遊客須知

（9CR1）、通告（9CR2）和演講辭（9CR3）。 

 

� 學生具備分辨實用文類別的能力，能辨識相關的標題，如 9CR1 第 20 題要求學

生從不同的選項中，選出最適合作愉快動物園一文的標題是「遊客須知」，學生

閱讀該篇實用文，能理解文章的主要信息和分辨它的格式，以找出其所屬的類別。 

 

� 學生具備理解實用文的內容、找出主要信息的能力。一篇實用文包含不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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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宜先理

解實用文的內容，分辨清楚主信息和次信息。例如 9CR2 第 20 題便要求學生綜

合全文，找出最適合這則通告的閱讀對象是「全體工作人員」。而 9CR3 第 21 題

考問演講辭的主要信息，學生必須綜合各項重點，總結這則演講辭的主要信息是

「不應利用失實的網上推銷手法宣傳」。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實用文寫作旨在評估學生撰寫一般的實用文能力。即學生代入題目要求的情境，

撰寫配合語境和功能，內容與格式正確的實用文。實用文寫作評估設有三道題

目，分別是通告（9CW1）、啟事（9CW2）及報告（9CW3）。 

 

� 學生大致能書寫通告。學生一般能整理資料，撰寫一則活動徽章考驗日通告。題

目提供少年軍領袖的對話供學生參考，學生須列寫時間、地點、日期、考章須知

和報名方法等通知隊員，並清楚臚列活動的詳情。惟部分學生沒有撰寫正確的報

名方法是向領袖報名，也有不少學生遺忘補充截止日期的資料。 

 

� 學生能書寫啟事。題目要求學生寫一則募集舊物啟事，並附有資源回收活動機構

幹事的對話內容。學生能掌握啟事的正確格式，即列出標題、職銜署名及日期。

學生能書寫正確的內容，交代募集活動的目的、募集時段、時間和地點等資料，

惟部分學生未能在啟事中提供查詢方法，使內容欠完整。也有學生在擷取資料

時，錯誤抄錄了募集物品及募集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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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大致能書寫調查報告。學生大致能掌握報告的形式，如上呈者、標題、小標

題、職銜及署名日期。題目提供意外發生的示意圖及訓導主任調查事件與學生的

對話紀錄，並附有學校網上論壇供撰寫建議作參考。學生撰寫調查報告，一般能

抄錄相關資料，在調查結果部分列舉意外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主要人物，指出意

外發生的主要原因是兩名學生在走廊奔跑，其中一人坐上扶手滑下而受傷，並提

出兩項具體改善學校安全的建議。但一如以往，不少學生遺漏重要資料的細目，

如在調查結果部分，對意外發生的原因沒有正確報告，而建議部分提出的建議也

不夠具體，致使學生未能在報告題取得較優異的表現。 

 

文章寫作 
 

� 文章寫作共有三道題目，學生須按題目要求寫一篇文章，字數不限。本評估採用

半開放式題目或話題寫作。題目包括︰「起點」（9CW1）、「別人的______」（9CW2）

及「舊書」（9CW3）。而 9CW1 和 9CW3 為話題寫作，9C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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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題目沒有限定學生

創作的文體，學生可自行決定文章的表達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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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自由。 

 

� 學生大致能切題寫作內容一般，結構簡單的文章。學生基本能表情達意，大部分

選材尚算適切，能具體敘述內容重點。但由於學生的情感和表達甚為單一，思維

狹窄，故有不少拾人牙慧，內容千篇一律的作品。如寫「起點」必提及坊間常用

「贏在起跑線上」一句，反映傳媒對學生影響很大。學生也沒有深化主題，欠思

考結構和鋪排，故有些文章情節簡單，有些文章情感膚淺，多泛泛而論之作，內

容主題均欠突出。 

 

� 9CW1「起點」一題，吸引不少學生探討現今父母要求子女贏在起跑線上的現象，

惟部分學生只能提出「輸/贏在起跑線上」一句，未能藉此加以發揮，具體為「起

點」定下深刻的定義。又有學生以運動會作主題，但只在最後一句或最後一段才

回應「起點」這個題目。不過一般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範圍撰文，能確立具體的

文章中心，如人生的起點，跑道上的起點。一小部分學生能藉起點發揮哲理，指

出起點的重要性，或強調過程較起點更為重要。 

 

� 9CW2「別人的________」屬半開放式的題目，大部分學生能按題目要求填上一

個合適的詞語創作。但一小部分學生在訂立題目方面，寫上令人難以理解的題

目，如「別人的失敗不是我給的」、「別人的空氣」等，文章內容千奇百怪。由於

自擬部分不理想，致使文章內容膚淺，有流於一般化的記述。但半開放式題目可

以讓學生有更大的發揮，文章立意及選材一般較多樣，或以故事、或論說、或敘

事抒懷的方式撰寫，故學生表現呈兩極化。有學生較難掌握一題兩個重心，以致

「別人」的部分未能切題，影響表現。如有學生未能緊扣「別人的」，寫「別人

的爸爸」卻全篇重點在寫自己的爸爸。或只以「別人」的物件作引子，下文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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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自己本人的故事或感受。又或有學生側重寫自己，欠缺描述別人的事物。不

過大部分學生均能扣着「別人的」和橫線上的文字書寫，惟內容一般，少數學生

能寫出主題明確的文章。而自擬內容為「忠告」、「鼓勵」的學生為數的也有不少，

一般表現較為理想。 

 

� 9CW3「舊書」這道題目，學生大多能掌握重點，以舊書貫串全文。但部分學生

立意流於俗套，多為記敘文，如「舊書」的自述，與舊書有關的一段往事，或以

舊書說明環保的理念。不少學生以「舊書」作為禮物，然後引申話題，這樣並沒

有談及舊書的獨特意義何在。有學生只在文首文末提及題目，內容與舊書關連不

大，又或只是借題發揮之作，徒具「舊書」二字，卻沒有「舊書」特色。也有扣

題的作品，但內容只是說明「舊書」的定義、功能等，創意欠奉。而且學生對「舊

書」的定義不一，有學生甚至把「舊書」定義為日記、筆記、習作或相簿等等。 

 

� 結構方面，學生大致能按敘述或說明對象的先後交代情節和分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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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尚見

條理，惟因隨想隨寫的分段習慣，較少能有機地建立起凸顯主題的結構。 

 

� 文句字詞及標點方面，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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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簡單。學生尚能清楚表達意思，文章條理清晰。詞

語運用尚算恰當，偶有錯別字，較少運用修辭手法寫作。學生大致能運用標點符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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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當的運用逗號；也有出現通篇逗號，沒有適當的運用句號等情況。其他如破折

號或分號的使用，學生不太熟悉，甚少在文章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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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以介紹動物文學及訪問動

物文學的作家為主題，兩卷的主題相同，共有三節，而第一節錄音的話語片段和

題目兩卷共用。 

 

� 學生能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容要點。聆聽評估通過三至四人的交談錄音，評估學

生掌握話語的因果關係、局部細節、整段話語的內容要點，辨識話語的主要信息

等能力。如 9CL1(9CL2)的第 7 題「幹事會選擇邀請阿黃和林清水的主要原因是

甚麼？」學生可直接從話語中找到「他們的新書受中學生歡迎」的答案。 

 

� 學生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如 9CL2 第 14 題要求選出「林清水認為

《野狗之丘》一書有甚麼意義？」。又如 9CL1(9CL2)的第 4－6 題是判別立場的

題目，學生要找出偉明、淑儀和嘉惠「關於中國擁有動物文學，並且歷史悠久」

的看法，學生必須聆聽和貫通話語的前言後語，才能掌握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

找到說話者獨特的見解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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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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學生在掌握視聽資訊的能力，短片第一節介紹「樹木辦的

工作」，第二節討論「香港的樹木保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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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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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回答第 1 題「根據畫

面資料，下列哪一個部門管理最多的樹木？」學生須從觀看畫面總結出「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的答案。大部分學生能接收短片的信息，如第 9 題「古樹名木冊上

的樹木有多少？」學生聆聽旁白便能得出「1038」這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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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閱以下參考資料，然後以香江少年軍領黃志偉的名義，於 2013

年 3 月 30 日撰寫一則通告，通知各少年軍的隊員有關報名及活

動詳情。(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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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尚算齊備，列出活動日期、活動時間、備考須知和報名方法等。但欠活

動地點和截止日期。 

� 格式大致完整，惟獨標題多「有關」一詞。 

� 文句大致通順，偶有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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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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社區中心將舉辦資源回收活動。請詳閱以下參考資料，試以

幹事黃志偉的名義，撰寫一則啟事。(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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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能具體交代募集啟事的各項內容，清楚羅列各項募集的細目，如：目的、時

間、地點和呼籲等，惟獨欠查詢方法。 

� 格式完整，包括：標題、職銜、署名和發出日期。 

� 文句大致簡潔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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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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下資料，試以香江書院訓導主任黃志偉的名義，撰寫

一分調查報告，於 2013 年 3 月 30 日呈交校長李常中。報告

內容須包括意外事件的始末及兩項改善校園安全的建議。(字

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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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大致完整，能根據資料交代意外發生的始末，惟欠發生意外後的結果。 

� 格式大致完整，包括：上款、標題、職銜署名及發文日期。惟欠撰寫乙項小

標題。 

� 文句尚能清楚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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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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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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尚見充實。作者指出做任何事情都會有「起點」，並以自己學鋼琴的經歷

為例，帶出「萬事起頭難」的道理。 

� 分段大致恰當。先解釋「起點」的含意，然後以個人經驗為例，引出所說明

的道理。 

� 文句大致通順，偶有口語入文的情況，而用詞大致準確。 

� 偶有錯別字，如「鋼琴」誤作「琴」、「放棄」誤作「放」、「添加」誤作

「加」、「剛剛」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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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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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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立意不錯，內容能帶出「別人的鼓勵和支持」的重要性，並舉出若干例子為

證，惜說明欠深入。 

� 結構大致完整，先指出別人的鼓勵和支持，可讓人們走出困境，接着舉例解

釋箇中原由，惟最後以應該報答父母作結，稍覺突兀。 

� 文句大致通順。用詞尚算恰當。 

� 偶有錯別字。如「支持」誤作「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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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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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致切題。內容主要闡述使用舊書的好壞，惟說明欠深入，流於表面。 

� 結構大致完整。文章先說明使用舊書合乎環保原則，同時也可能會產生抄襲

答案等流弊，後面卻轉論賣舊書的注意事項，銜接不太自然。 

� 文句大致通順。用詞尚算恰當。 

� 偶有錯別字。如「連鎖」誤作「鎖」、「凌亂」誤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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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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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現良好學生能回答較深層理解的題目，掌握文意。如 9CR1 第 5 題「作者為

何覺得綠枝條損害了他的自尊心？(第 28 行)」題目要求學生推敲作者背後的

意思，因文章沒有直接提及作者覺得綠枝條損害他自尊的原因，讀者必須從文

章脈絡找出證據，推論出答案是因為綠枝條「拒絕作者照顧它的好意。」又如

9CR1 第 10 題（即 9CR2 第 10 題）「找出作者藉 23歲青年餓死家中的例子來

說明甚麼？」題目要求學生理解段落的重點，找出舉例的用意是說明「幫助別

人要用適當的方法」等。這類題目，表現良好的學生均能正確地回答，顯示學

生掌握較深層理解文章的能力。 

 

� 表現良好學生能判別語體文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掌握寫作技巧一向是學生的

學習難點，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理解文章重點之餘，亦能分辨出作者使用的寫作

技巧。如 9CR3 第 15 題詢問 「本文主要使用甚麼寫作手法？」又如 9CR1 第

11 題（即 9CR2 第 11 題）問作者「第3段主要用了甚麼寫作手法？」學生能

從文章的描述找出答案是「借事抒情」和「舉例論證」，反映表現良好的學生

能運用已有知識理解文章，判別並分析一般的寫作方法。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書寫格式正確，內容完整，行文流暢的實用文。學生能根據

題目提供的資料，組織內容，按題目佈置的語境要求，撰寫語氣得體的實用文。

一般而言，撰寫啟事而表現良好的學生較多，但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在通告和報

告獲得較佳表現。他們具備重整、篩選和拓展材料的能力，使用正確的格式之

餘，補充恰當重要的資料，撰寫精彩恰當的實用文。 

 

� 學生能撰寫符合題目要求的活動徽章考驗日通告。表現較理想的學生能寫具正

確標題及結束語的活動通告，列舉各項活動要點，包括活動徽章考驗日的時間

地點和注意事項，並能列出向領袖報名的正確報名方法，而表現良好的學生能

夠補充活動的截止日期。 

 

� 撰寫啟事而表現良好的學生較多，他們能撰寫內容完備的募集啟事，列舉準確

無誤的活動資料如募集舊物的目的、地點、物品、時段等等。而表現良好的學

生也能補上查詢方法的資料。報告方面，表現良好學生能掌握正確格式，適當

地使用材料，重整和篩選資料，拓展內容，撰寫一篇簡練精確的報告。雖然報

告的資料一般較多，但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列舉齊全的內容細節。如學生能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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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列出意外發生的始末及發生事件的因由，並分辨對話內容及信息，提出改善

校園安全的具體建議。  
文章寫作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發揮想像力，創意甚佳，書寫內容豐富和精彩的佳作。尤其

描述情感時用字細膩，結構方面能做到起承轉合，有條不紊地突出主題和增加

文章的亮點，撰寫一篇結構明晰和感情色彩兼備，言之有物的文章。部分文章

充實而富啟發，引人深思。在文詞運用方面亦多樣化，錯別字較少，且能善用

標點。這些學生在文句、文章佈局、組織等方面的表現，高於平均水平。 

 

� 9CW1「起點」一題，表現良好學生的文章內容貼題，感情真摯，能夠扣緊

題目。有作品以人生的起點或比賽的起點為主旨，一般發揮較好。偶有學生能

引用古今中外的名言警句，豐富其文章內容。還能以「起點」帶出對人生的看

法，並舉出各種生活事例或名人事跡說明事理、引證己說，如列出力克、林書

豪、蘇樺偉等人的事蹟為例子。不少文章內容具有深度，且結構清晰，或做到

每段有中心句與「起點」的主題相呼應。表現良好作品的題材多樣化，學生懂

得把「起點」一詞加以引申，說明好的起點的重要性。或分析特定處境(如學

習運動、學做義工等)的起點。或以「起點」為題創作勵志故事，如以「起點」

為開始，寫出如何奮鬥、遇上挫折也不輕言放棄，到終點不等於終結，乃是另

一個起點，要繼續奮鬥等故事，立意甚高。 

 

� 9CW2「別人的＿＿＿」一題，表現良好學生的文章立意選材非常出色，有創

意和感情細膩。有不少表現良好的學生選擇論說體裁，如以「別人的眼光」或

「別人的批評」作題目，思考如何面對別人的批評，並列寫別人的說話或眼光

如何影響一個人的自尊或自我形象。又或是填上「別人的意見」、「別人的幫助」

等主題，帶出多聽取別人意見，或感謝別人幫助等道理，文章論說理據充分，

並感受深刻。選用記敘手法的學生也有不錯表現，能從「別人的」聯想一些發

人深省的故事，如拾獲別人金錢後報與不報的內心掙扎，喪子婦人遇上迷途小

孩的故事等等。表現良好的作品不單內容豐富，且取材獨特，如以「別人的孩

子是我的宿敵」為題，開首具創意，及後細述此乃父母望子成龍的期望，轉折

自然。又如「別人的背影」，通篇從第三者角度觀察云云眾生的背影、形態，

啟發個人感悟，緊扣題目，並能以自己和別人作強烈對比。 

 

� 9CW3「舊書」一題，舊書學生多寫對購買「舊課本」的看法，由於接觸較多，

往往有較真實的想法及感受。不少表現良好學生選取有說服力的題材，抒發真

切的感受，觀察入微，具感染力，說出「舊書」獨有的吸引力。如借「舊書」

寫人;或以「舊書」推論人生;或比較新舊書之別，帶出人情味、珍惜舊事物的

主題，寓意深刻。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借舊書喻人，以外表殘舊的聖賢書無人欣

賞，比喻懷才不遇的人不受重用，因比喻恰當，令人眼前一亮。學生亦能從舊

書中帶出學習的點滴或舊書店的人情味，感受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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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良好的學生文章結構嚴謹，首尾呼應，層層鋪排，內容具體而富創意。有

學生在敘述主要內容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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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現良好的學生文句通順且變化多端，詞語運用恰當，更有不少詞彙豐富的文

章。行文清楚簡潔，部分作品遣詞造句未見華茂，但清新可喜，反能藏拙。學

生能善用修辭手法表達，如比喻、反問等。優秀的文章用詞合宜，描述恰到好

處。標點運用較佳，學生善用標點符號以表達不同意思。除逗號、句號及問號

外，亦能善用感歎號以加強語氣或表達慨歎，也能運用一般學生較少用的破折

號來陳述句子，整體而言優秀作品的錯別字較少。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 表現良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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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道題目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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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判斷說話者的語氣及其隱含的意思。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綜合語段的內容重點，聽出說話者的觀點和評論。如 9CL1

第 15 題須綜合該段錄音的內容，組織相關的資料，才能找出語段中曾討論關

於「偉明對動物文學有甚麼期望？」的正確答案是「加深對動物的認識」；又

如 9CL1 第 12 題要求學生判別「哪兩項是阿黃認為動物文學興起的原因？」要

求學生釐清說話者的觀點和看法是「現代人生活富庶」和「現代人對生兒育女

觀念改變」兩方面。 

 

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    

 

個人短講 

� 一小部分學生能組織內容充實、重點明晰、層次分明的短講，學生也能援引具

體的例子加以闡述；學生能掌握圖畫中的主要訊息，簡要地說明圖畫所表達的

意思，再清楚表達個人的意見。個別學生的短講內容見深度，能拓展內容，意

念獨特，表現良佳。 

 

� 結構方面，部分學生能善用兩分鐘時間組織短講內容，具簡明扼要的引言和總

結，並能從不同方面取材，使內容更充實。一小部分學生能善用標示語和關聯

詞，使條理清晰，脈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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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部分學生能運用豐富、變化多端的詞彙、成語等表達，並能因應內容需要

變化語速語氣，說話清晰響亮，快慢有致，加上善用眼神和態勢語，予人充滿

自信之感。 

 

小組討論 

� 學生在參與討論時能就話題清楚闡述己見，尊重學生的發言，摘記學生的論

點，態度認真、投入，充分掌握討論時間，整體討論氣氛良好。 

 

� 個別學生能輔以不同的例子佐證，清楚闡明觀點，論據充足。一小部分學生能

概括學生的見解，再作簡單的總結。 

 

� 在討論過程中，學生能細心聆聽學生的意見，以點頭表示同意，摘記討論要點，

勇於發言，並就學生的觀點作出明確適切的回應，掌握承接話題的技巧。少數

學生更能就學生的觀點，加以補充闡述，或拓展討論空間，達至交流互動的理

想效果。 

 

� 部分學生在討論過程中顯示學生之間有默契，表現不俗。少數學生能抓住題目

重心，拓展討論空間，帶動學生參與討論。 

 

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    

 

�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回答綜合性理解的題目。學生不僅須有優秀的視聽能力，也

要有良好的歸納能力，聚焦問題中心，找出正確答案。如第 4 題詢問學生「哪

一項是樹木辦修剪樹木的最主要目的？」要求學生歸納有關修剪樹木段落的資

訊，短片的第一段介紹樹木辦的工作，學生在聆聽旁白之餘，要綜合話語的內

容，釐清重點，才能推斷「減少樹木倒塌的機會」是答案。又如第 6 題要詢問

學生「進行『目測法』時可配合下列哪一項相應的檢查方法？」要求學生綜合

短片畫面提供的信息，以評估閱覽畫面和聆聽旁白的能力，才找出「以塑膠鎚

子作初步檢查」的答案。又如第 10 題詢問「甚麼因素影響皇龍道細葉榕的生

長？」要求學生總結短片畫面提供的信息，結合前言後語，找出「城市發展破

壞生長環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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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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閱以下參考資料，然後以香江少年軍領黃志偉的名義，於 2013

年 3 月 30 日撰寫一則通告，通知各少年軍的隊員有關報名及活

動詳情。(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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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完備，能交代活動的正確資料，如活動名稱、目的、活動地點、報名方法、 

 備考須知和截止日期 。 

� 格式齊備，有明確的標題、結束語、職銜、署名及發出日期。 

� 文句簡潔流暢，清楚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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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社區中心將舉辦資源回收活動。請詳閱以下參考資料，試以

幹事黃志偉的名義，撰寫一則啟事。(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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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完整，能具體交代募集活動的各項內容，清楚羅列各項募集的細目，如：

目的、時段、地點、物品和呼籲等。 

� 格式完整，包括：標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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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下資料，試以香江書院訓導主任黃志偉的名義，撰寫

一分調查報告，於 2013 年 3 月 30 日呈交校長李常中。報告

內容須包括意外事件的始末及兩項改善校園安全的建議。(字

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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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正確。能擷取資料的重點，匯報意外發生的前因後果。清楚展示事件發

生的地點、時間和人物，能因應對話節錄指出意外發生的始末，並能作出具

體細緻的建議。 

� 格式完整，有明確標題，另設小標題調查結果及來年活動建議，上款、下款

及發文日期俱全。 

� 文句通達流暢，用詞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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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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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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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內容具新意，作者以自述的方式，記及開設書店的原由，並藉由一名女生前

來看書的經歷，突出書店名為「起點」的含意。 

� 層次分明，先描述書店內的陳設，然後解釋書店的名字來由，接着以女生光

顧後重新振作為例，點出書店能為別人帶來希望。 

� 文句通順，用詞準確，如「片言隻語」、「嶄新」等。 

� 偶有錯別字，如「遺忘」誤作「遺」、「羞澀」誤作「澀」。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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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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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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文章意念完整，主題明確。文章能緊扣主題，並以豐富的例子作對比，證明

人生的起點雖然不盡相同，但是成功的關鍵在於人們是否刻苦奮進。論點明

晰，論證亦完整。 

� 結構嚴謹，層次分明。先以兩個例子說明起點不同雖會影響人生，然後再以

兩個例子帶出刻苦奮鬥才是取得成功的要訣，打破「贏在起跑線」的迷思。 

� 文句通順，用詞恰當，如「閱歷」、「邁進」、「天賦」。 

� 偶有錯別字，如「影嚮」（響）、「優勢」誤作「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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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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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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能緊扣題目，作者以自身經歷為例子，凸顯自己的愛好不一定要與別人

相同的看法。 

� 結構完整，先交代自己的愛好與常人不同，接着詳述自己嘗試投入主流的失

敗經歷，最後領悟到與其隨波逐流，不如用心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 

� 文句通順，用詞大致恰當。 

� 偶有錯別字，如「模彷」（仿）、「暮求」（務）。「卡通」誤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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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    

     
9CW2 試以「別人的_______________」為題，寫一篇文章。 

    (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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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意念完整，主題明確。文章能緊扣主題，作者以個人的經歷為事例，說

明「別人的忠告和意見」，是邁向成功的重要元素。論點明晰，論證亦完整。 

� 結構嚴謹，層次分明。先以古語為引子，指出別人的忠告是自己的一面鏡子，

然後以作者一次做小組報告的經歷為引證，具體地帶出虛心聆聽方能走向成

功的觀點。 

� 文句通順，用詞恰當。用詞準確，如「我行我素」、「一塌糊塗」、「懊悔不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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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文章寫作    

 

9CW3 試以「舊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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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充實。作者藉着童年到舊書店買書的經歷，說明舊書的特有「味道」，

凸顯舊書蘊藏的人情味，感受深刻。 

� 分段恰當。作者先交代光顧舊書店的原因，接着記述買舊書的回憶，引出舊

書的特點，最後以懷念已結業的舊書店作結，引發思考。 

� 文句通順，用詞準確，如「縱橫交錯」、「式微」等。 

� 偶有錯別字，如「陜小」（狹）、「染了」誤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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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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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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明確。作者運用對比手法，記述自己如何對舊書改觀，而透

過舊書售賣活動，又體會到濃厚的人情味。 

� 結構嚴謹，層次分明。作者以買賣舊書的對話為引子，回想自己小學時嫌棄

舊書殘破不堪，而在中學的舊書售賣活動裏，終於發現舊書的好處，並感受

到前輩的濃情美意。 

� 文句通順，用詞尚恰當。用詞生動傳神。如「不寒而慄」、「豪邁」等 

� 偶有錯別字。「熙來攘往」誤作「熙來往」、「迴蕩」誤作「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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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論一般評論一般評論一般評論    
 

� 在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各個學習範疇中，仍以聆聽範疇表現較佳。本年度

閱讀範疇的表現略有進步，寫作範疇表現一般，而視訊範疇表現稍遜。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 

 

語體文理解能力略有進步 

 

� 學生具備基礎閱讀理解能力，即理解篇章的表層結構意義，能從字、詞、句的

含義，掌握文章的內容和信息。學生大致能回答關於表層理解或提問主要信息

的題目，能找出內容細節，釐清上文下理。本年度學生對於局部表層信息的題

目及段落信息的理解，均有可喜的進步。 

 

� 學生大致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回答與主要信息相關的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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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歸納語體文內容要點的能力尚可，而歸納文章局部的內

容重點的能力則較佳。至於整合文章各部分之間的聯繫，從而歸納或綜合整篇

文章的內容主題方面能力仍有待加強。學生可多閱讀不同體裁的文章，嘗試撮

取文章的要旨。 

 

� 學生在理解文章較深層意義方面，即推論文章埋伏的線索，以理解隱含的意思

又或是抽取特定的信息，表現一般。只有一小部分學生能回答較深層次理解的

題目，如分析文章的諷喻、作者隱含的情感。大部分學生閱讀時，只重理解個

別字詞的意思，而忽略咀嚼和推敲字裏行間隱藏的含意，不能理解文章的弦外

之音。如抽取主要信息，概括作者用心，以及推敲上下文關係等理解能力，均

有待加強。本年度學生在判別文章的寫作手法方面略有進步，較多學生能分辨

正確的寫作手法。若要提昇閱讀理解的層次，學生可學習使用各種閱讀策略，

多分析及多綜合不同類型的作品，將有助更深入理解文章。 

 

文言文理解能力仍須努力 

 

� 本年度學生在理解文言篇章的表現一般。對於短小故事性強的文言文解讀信心

較強，學生大致可以透過關鍵詞，推測上下文意。若文章出現日常可見的熟語

或成語，學生一般理解甚佳，故能回答詢問內容大要的題目。如 CR3 第 18 題 

問「故事的結局怎麼樣？」學生一般能找出「殺掉老虎並打碎山神像」的答案。

但面對說理較多的文言文，尤其是需要概括文章重心，推敲說理的前因後果，

如 CR1 第 19 題問「梁國婦人最重視甚麼？」學生較難從故事結果推出「道德

操守」這答案。以上所述，反映學生對文言文的字詞理解能力尚可，但在理解

段意和內容歸納仍有待改善。要提昇文言文理解能力，學生可多閱讀文言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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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以掌握文言文的特徵，如常用的句型或一字多義等，多閱覽不同類別的

文言篇章。        

    

實用文理解能力表現一般 

 

� 閱讀理解的實用文種類較多樣化，重視生活和實際的應用。學生如具備基礎閱

讀理解能力，能回答一般的實用文理解問題。學生在辨析實用文類別，掌握實

用文的主題和信息方面，表現尚可，如 9CR1 遊客須知，大致能將信息轉化於

生活應用之中。惟對於資訊含量較多或提問轉化較多的題目，如 9CR3 演講辭，

學生表現仍待改進。要增加閱讀理解實用文的能力，學生平日可多留意及觀察

日常生活的實用文主題，加強自己對不同情境的理解和識見。 

    

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寫作範疇    

 

實用文 

 

� 實用文的題幹附有相關情境的資料，要求學生因應實用文的實際情況，進行整

合、補漏和拓展的工作，使它成為格式完整而又能傳達信息的實用文篇章。由

於三種實用文的體例各異，要求各別，一般學生表現的差異甚大。本年度三種

類別的實用文以啟事表現最好，通告次之，報告最弱。由於學生比以往更能掌

握實用文的格式，再加上擬題設計盡量拉近不同文類對學生能力的要求，故從

評估結果顯示，不予評級的學生數量持續減少。但由於學生整合及抽取信息以

回答情境要求的能力較遜，故部分學生未能撰寫完全正確內容，以及能補充重

要資料，要達至優良表現仍需努力。                                                      

    

格式方面格式方面格式方面格式方面    

    

� 學生在掌握通告格式上仍須努力。相比去年，較多學生不能掌握完整正確的通

告格式，因部分錯誤的格式而失分的情況增加，如學生雖懂得在撰寫通告標題

時加上「通告」二字，但欠寫或錯寫結束語。由此反映學生大致掌握通告的基

本格式，但仍須重視學習通告的完整格式。至於完全混淆其他實用文格式的情

況卻有所減少，如多加了「敬啟者」的啟首語而混淆書信體的情況減少，故本

年度不能評級的通告持續減少。 

 

� 學生一般能掌握啟事的格式，大多數學生能填寫正確的下款及日期。學生把啟

事和其他的實用文類完全混淆的情況已較少出現，如通告或書信，即在文首多

加了「敬啟者」等啟首語或「此致」等結束語，因而出現不予評級的情況持續

減少。惟學生在書寫正確的標題即「啟事」二字，仍偶有寫錯字及漏填的情況，

使啟事的格式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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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大致掌握報告的格式。學生對標題、小標題、職銜和署名等主要的報告格

式的掌握有所進步。惟仍有部分學生在標題或小標題上加上了標點符號或不恰

當的詞語，反映書寫正確標題的概念有待加強，故此對報告完整格式的掌握仍

須改善。而本年度學生減少了混淆不同類別的實用文或報告，如考察報告或建

議書，故不能評級報告的情況持續減少。   

 

內容方面內容方面內容方面內容方面    

    

� 學生大致能按題目要求，提取相關必要的資料，並因應不同語境使用不同的語

氣來撰寫實用文。然在綜合、補充缺漏和拓展方面的能力仍須加強，否則所寫

實用文便失去因應不同語境而傳遞信息的特性。三類實用文以啟事的內容最為

短小，由於內容相對簡單直接，學生一般較易掌握。而報告的資料較多，要求

學生細心閱讀，抽取相關資料作報告。偶有不經轉化鉅細無遺地抄錄資料，或

審題有誤，錯用語氣寫作的實用文，故撰寫實用文時宜須審慎。 

 

� 學生能書寫通告的內容要點。關於活動徽章考驗日的目的、時段、地點及報名

方法等，學生大致能臚列清楚。惟不少學生不能補充報名的截止日期，使內容

有所缺失。學生偶有書寫錯誤的語氣，如加入「謝謝」和「大家好」等語，更

甚者以對話的語氣撰寫通告，未符合實用文文體要求，學生宜多加留意。 

 

� 啟事內容方面，大部分學生能注意審題和轉化內容，能撰寫適合題目要求的募

集啟事。題目要求學生能補充募集活動的查詢方法，因為有不少學生遺漏此

項，故優等卷減少。一小部分學生沒有小心審題，只是鉅細無遺地抄錄資料，

並不符合評估的要求。本年度，誤用其他實用文體裁書寫啟事的情況大大減

少，學生在啟事的表現不俗。 

 

� 報告內容一般有較多的資料要整理，撰寫內容常有疏漏。本年度要求學生撰寫

調查結果，並附有發生意外的示意圖，學生大致能抄寫資料，指出事件發生的

經過、事因和結果。惟有部分學生對資料不加剪裁，沒有指出意外發生的因由

是兩個學生在走廊追逐，反而附和了陳大成的供詞，沒有指出何堅是因為兩人

追逐而墮樓。至於撰寫改善校園安全的建議，部分學生能提出具體及建設性的

改善校園安全建議，並表達個人的觀點和看法。也有部分學生只是重複學校論

壇的發言，沒有具體針對要點。故學生可注意重整資料和拓寫資料的能力。 

 

文章寫作 

 

� 本評估一直以來採用半開放式題目及話題寫作，目的是打破文體限制，讓學生

選擇不同的表達方式寫作，以發揮自己的優勢。學生可隨自己的興趣寫作，內

容較廣，結構自由度大。然而，在開放了寫作自由度的同時，審題、立意便顯

得尤其重要，立意幾乎成了判別寫作高下的關鍵。立意可確立文章中心，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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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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率所有材料，文章才能顯出其獨特之處。 

 

� 學生大致能切題創作，以書面語撰寫內容淺易、結構簡單的文章。但因選材單

調和狹窄，未能突出主題，或主旨不明，故優秀的作品欠奉，泛泛而談者眾，

多是內容膚淺，一般的記述，沒有深刻的細節，且多千篇一律。如寫「起點」， 

有不少學生使用「贏／輸在起跑線上」一句。又或是舉例不夠深度，常出現龜

兔比賽作為論述，帶出不在乎「起點」和快慢，在乎過程的重要性。「舊書」

也有不少學生以收拾時找到一本舊書為故事的引子。反映學生不重視構思立

意，或選材時未能緊扣主題。內容空泛，說不到「起點」的意義特徵，有些甚

至只是借題發揮，未能由「起點」扣連到深層的聯想與感悟，感情表達亦流於

表面。以上所述，反映學生宜多注意審題立意。要改善這方面，平時多觀察事

物，記下感悟，寫作時學習使用腦圖或寫作大綱，均有助培養立意的能力。另

一方面，多閱讀或背誦佳作的輸入和多練筆以訓練輸出，是提昇寫作能力的不

二法門。 

 

� 9CW1「起點」是三道題目中學生發揮最為理想的。學生較能切題寫作，表現

尚可，偶有佳作。不少學生以徑賽作為寫作材料，但內容一般，描寫沒有集中

在「起點」上，多言終點或過程，多加敘述賽事進行期間的細節，使詳略失宜。

又有學生未能扣緊「起點」一詞，只在首尾就「起點」略作呼應。有描寫學

習的「起點」，卻未能由此引伸深層的聯想與感悟，感情表達亦較流於表面。

但也有部分學生更能從多角度指出過分強調「贏在起跑線上」，逼迫子女學習

所造成負面影響，並附有充分的理據支持。亦有學生舉出不少例子指出輸在起

跑線上也能成功，如海倫凱勒、呂宇俊、蘇樺偉、龍懷騫等，古今中外人物皆

有，表現令人驚喜。 

 

� 9CW2「別人的＿＿＿」一題，學生表現較為參差，有非常具創意的主題，也

有不少離題的作品。由於填空題需要學生填上自己的題目，有學生未能駕馭兩

方面，容易出現顧此失彼情況，又或是未能填上適當的字眼，胡亂完成文章或

是離題萬丈。學生未能清楚表達，常將自己的經歷或感受混為一談。像未能有

意識地扣緊「別人的____」角度加以發揮，只就自己填空的事物大書特書，焦

點偏差，未能配合「別人的」的題旨。偏離主題的學生多流於敘述個人事件，

容易把「別人的」寫成「自己的」。例如題目是「別人的父親」，內容卻寫「自

己的父親」; 「別人的禮物」寫成「自己的禮物」，均見審題粗疏。也有部分

表現優異的學生能就題目加以發揮，甚或反省自己。如以「別人的成就」、「別

人的長處」作反省，總結人生經驗，並適當援引例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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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W3「舊書」一題，學生表現較為平穩，水平亦接近，離題或優良作品數量

也不太多，偶有佳作。「舊書」對學生來說是常有機會接觸的事物，增加學生

發揮的空間，故學生能以詠物抒情、敘事抒情等方法寫作。但部分學生嘗試以

舊書為主題創作故事，卻弄巧反拙，被故事人物牽引，忽略了呼應「舊書」的

要點。最常見的是整篇文章只在談贈送舊書的人物跟自己的往事，但往事卻跟

舊書沒有必然關係。又或喜以發現舊書、描寫舊書相關的人事物為題材，勾起

往事，再抒發感情，使用記事抒情手法。有學生寫二手舊書，並從環保角度看

使用舊書的好處，但甚少能細述一本內容歷久常新的舊書及其內容，這或許與

部分學生並沒有閱讀習慣有關。如以記事形式寫作，但未有留意扣緊「舊書」

二字，只在開首及結尾時輕輕帶過「舊書」，主體部分則與「舊書」無太大關

係。更甚的是一小部分學生錯誤理解「舊書」的意思，將日記當作舊書，或將

「金庸」、「瓊瑤」等作品視作舊書。然而也有一些表現優良的文章則能別出心

裁，如用「舊書」承傳表現上一代對下一代的期望及兩代之間的親情為主題，

或從舊書買賣中，表達學姐學妹的關愛之情，又或從舊書中感受之前擁有者的

閱書心得及彼此同行之微妙感情，立意新穎，感情真摯。 

 

� 寫作手法上，採用記敘手法的學生佔大多數，惟學生普遍能記事，不能抒情。

記敘抒情內容大多失衡，花大部分篇幅敘事，抒情卻草草幾筆了事，使文章內

容流於單薄。以「舊書」一題為例，不少學生採用說明手法，一小部分嘗試夾

敘夾議，只有極少數學生以描寫手法寫作。然不論敘述、說明或議論，學生多

遷就內容隨意書寫，較少注意使用不同的寫作手法，可配合獨特的結構和修辭

技巧。如說明時沒有採用任何說明技巧，像分類說明、比較說明等，描寫沒有

具體細節，記敘欠抒情，議論沒有論據等等。學生宜加強寫作手法的訓練，平

日除辨識外，要多加運用，因為只有應用才真正掌握各種寫作手法。 

 

� 結構方面，學生雖有分段意識，然而段落之間銜接生硬，主題不明。有些文章

架構尚可，但分段欠清晰。如撰寫「舊書」一文，學生本擬只記一件往事或抒

情，但為湊夠字數，一段一主題，使全文有多個主題，極不集中，結構散亂。

整體而言，學生撰文以一線貫穿的前進式，或三段式最為常見。一般學生的文

章結構欠缺詳細的鋪排和組織，結構鬆散多見，流於隨意。有些文章立意不錯，

可惜結構不太完整或詳略安排不當，如首、尾段只略提了「起點」，正文內卻

敘事離題，通篇詳略失宜。學生應加強對文章結構的認識才能有所改進。只有

小部分學生能寫構思獨到，內容豐富，立意新穎的文章。這類學生能緊扣主題，

由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有條不紊地具體闡明自己的觀點和情節。 

 

� 文句少修飾，大致流暢，用字尚算穩妥。但部分學生文句流於累贅，沙石甚多，

也有語病或夾雜口語的情況。整體而言，詞語運用較生硬、或欠準確，又或用

詞貧乏。錯別字問題略有改善，表現比往年略有改善。惟本年度學生的同音別

字較多，如: 狹小寫作「陝」、遺忘寫作「望」、 快捷寫作「節」和翌日寫作

「翼」等等 。此外，愈來愈多學生的字體潦草，字體筆畫欠清晰，難以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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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生正確運用標點符號能力一般，一逗到底的情況常見。而且標點符號

的書寫也甚馬虎，逗號像頓號，句號像英式句號。一小部分學生能善用適當標

點， 提昇文章的水平和感染力。因此，不論修辭用句、錯別字或標點，學生

應多加注意書寫正確的字體，並積累更多詞彙，應用不同種類的標點符號於寫

作中。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表層聆聽能力不俗 

 

� 學生的表層聆聽能力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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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題目多聚焦於說話者的某個語段，學生只要細心聆聽，

摘記要點，便可找到答案。 

 

摘錄要點能力平穩 

 

� 聆聽評估不少題目要求學生對整段話語內容的理解、前後語意、說話敘事的因

果關係，歸納說話者的觀點或看法等，學生在回答這些綜合理解的題目時，不

能只憑偶爾聽到與該題目相關的字眼作為答案的依據。因為說話者的語氣和觀

點不會只集中在某一段話語，要回答這類較複雜的題目，學生須整理聆聽筆

記，因此學生平日須多加練習筆錄要點，只善於筆錄要點，便有助提昇聆聽能

力。 

 

分別語氣的能力仍須努力 

 

� 本年度，學生在聆聽語氣和理解話語背後的意思方面略為遜色，反映學生在這

方面仍須努力練習。 

 

 

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    

 
個人短講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表達意見，結構大致完整，惟學生多只能用約一

分半鐘的時間表述，未能充份運用時間。學生大致能表達個人見解，惟內容流

於表面，闡述角度狹隘，也未能凸顯重心，欠缺新穎意念；部分學生的短講內

容貧乏，欠缺例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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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審題而言，部分學生表現較遜，未能注意題目中的關鍵字眼，例如

C9T13SI1：「你認為下列哪一項生活習慣最能有效達到環保的目的？請說明原

因。減少使用電器、節約用水、減少購物」學生應就題目中的三個選項作比較，

選出一個認為最能有效達到環保目的的項目，再加以說明，惟學生未能掌握題

目中的「最」字，沒有比較的意識，以致說話內容未能扣緊題目。如 C9T13SI2：

「假如你要競選班會主席，試簡述兩個自己適合擔任的條件，並舉例加以說

明。」部分學生講述一連串自覺符合當班會主席的條件，但欠缺舉例說明。在

看圖說話的題目方面，部分學生未能掌握圖畫中主要信息，如 C9T13SI3，學

生只能道出沉迷電子產品會對健康構成影響，卻未能指出涉及的社會現象：家

人之間欠缺溝通，關係疏離，表現未如理想。 

 

� 大部分學生在表達方面尚算清晰、具條理，小部分學生沒有摘錄說話要點的習

慣，隨說隨想，也沒有善用標示語和關聯詞，以致結構鬆散。部分學生欠缺組

織，以致內容詳略不當。在遣詞用字方面大致恰當，但欠缺生動和變化。部分

學生的詞彙貧乏，偶有通俗詞語或夾雜英語詞彙。 

 

� 部分學生未能掌握說話技巧，語調平淡，欠缺變化；部分學生往往在發言時，

先將題目一字不漏地複述一次。小部分學生在短講時手持講稿，有如唸書般把

內容唸出來，與主考員欠缺眼神接觸，表現欠自信。 

 

� 少數學生說話聲線微弱，或說話時出現懶音，以致主考員未能聽清楚其內容。

少數學生說話時不斷搖動身體，忽略儀態。個別學生在主考員多番鼓勵下，仍

然默不作聲，態度欠認真。 

 

小組討論 

 

� 大部分學生樂於發言，主動參與討論，能就討論話題闡述己見，對別人的說話

作出恰當的回應，整體表現較個人短講為佳。部分學生在討論時只是輪流地表

達意見，自說自話，未能做到回應交流的效果，甚至重複自己或別人的觀點，

欠缺新的論點和例證，內容薄弱。 

 

� 部分學生對社會時事和生活體驗不足，思考角度狹窄，亦欠深度，以致討論內

容貧乏，流於表面，拓展能力稍遜，缺乏新意，老師在平日訓練時宜多加注意，

提醒學生多閱讀，多留意身邊人和事。在討論時，部分學生重複別人的見解，

或複述個人觀點，論點空泛，欠有力的論據，表現未如理想。 

 

� 部分學生欠缺討論的技巧，未能掌握承接學生的發言，繼而作適當回應的方

法。小部分學生的回應太公式化，常用「我贊成」、「我同意你的看法」等語句，

但之後卻就另一個論點發表意見。個別學生的坐姿不雅，甚或不斷搖動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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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學生在討論時默不作聲，甚或在學生誠邀下才勉強回應一兩句，態度欠認

真。 

 

 

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視聽資訊評估    

 

� 本年度視聽資訊評估表現比以往稍遜。學生在觀看短片後，大致能掌握短片的

主要信息，回答表層理解的題目。惟兼顧視覺和聆覺的理解力，學生在本卷的

表現一般，因學生須注意觀看短片之餘，兼要摘錄重點。至於回答綜合性理解

片段的題目，或必須同時注意畫面及旁白的題目，亦須要改進。因學生易捕風

捉影，受某些旁白或響亮的字詞干擾，誤選答案，如再加上視訊畫面的信息，

更不能整體地思考。要改善這方面的能力，除了學習聆聽筆錄的方法外，也要

加強快速並細緻瀏覽視訊畫面的能力，以掌握正確的信息回答提問。 

 

 

 

2011 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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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是第八次舉行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百

分率為 77.1%。  
表表表表 6.30         2011 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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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76.7 

2012 76.9 

2013 77.1 

 

� 2011 年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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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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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年年年    2012 年年年年    2013 年年年年    

閱讀 � 學生整體閱讀能力表現稍勝去年。 � 與 2011 年比較，學生在閱讀能力表現稍

遜。 

� 閱讀能力表現較去年進步。 

    
 � 學生大致掌握表層理解能力，回答這類

問題表現穩定。學生在回答歸納性理解

的題目的表現較比去年進步。 

� 學生回答表層理解性題目的能力表現

平穩。然在回答歸納性理解的題目的表

現則未如理想。 

� 學生的基礎閱讀理解能力持續進步，能

掌握文章表面的內容和信息。然有關歸

納性理解的題目，差強人意，表現仍須

努力。 

    
 � 學生在判別篇章寫作方法的表現較以

往理想。 

� 學生在判別篇章寫作方法的表現一般。 � 學生在判別篇章寫作方法的表現比去

年略有進步。 

    
 � 學生大致理解淺易文言作品，能推敲簡

單的文言詞句。在綜合的文言段落理解

上，仍須努力。 

� 學生尚能理解淺易文言作品，但對不同

考材，學生的表現差異很大。 

� 學生理解各類淺易文言作品的能力一

般，有待改善。 

    
 � 學生理解實用文的整體表現較 2010 年

有所進步。 

� 學生能理解實用文的主要信息，表現與

2011 年相若。 

� 學生大致能理解實用文的主要信息，表

現較去年略好。 

    
 

1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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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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寫作是一種輸出的過程，一般是各評估

範疇中最弱的一環。本年度學生在通告

撰寫的表現，比過去有明顯進步。 

� 寫作仍是各學習範疇中最弱的一環。本

年度學生在寫作各實用文的表現均有進

步，尤其表現在通告方面最為明顯。 

� 寫作一般為各學習範疇中最弱的一環。 

本年度學生在實用文的表現整體持續進

步，惟各項實用文的優良表現作品為數

不多。 

    
 � 學生大致能撰寫格式完整，內容要點齊

備的實用文。學生掌握通告和報告的格

式上有所進步，減少混淆不同實用文類

別，然在整合資料，選用恰當的語氣撰

寫實用文章方面，仍須努力。 

� 學生在書寫通告方面，不論格式和內容

要點均有進步，部分學生能撰寫完備的

通告。學生大致熟悉啟事的要求，在格

式和內容的表現均可。學生掌握報告格

式方面稍有進步，但對內容資料整理較

弱。仍須注意混淆其他文類格式的情

況，特別是書信體。 

� 學生大致能掌握通告的格式和內容要

點，大致能撰寫通告。學生熟悉啟事的

要求，能寫格式和內容完整的啟事。學

生大致掌握報告格式，惟整理及撮寫內

容資料的能力仍有待加強。其他如混淆

各類實用文格式的情況，比去年略為減

少。 

    
 � 學生大致能以書面語書寫內容淺白，結

構簡單的文章。學生鮮有立意新穎又見

解獨到的文章，多為題材狹窄，單線結

構的三段式文章。學生亦未能充分運用

不同的寫作手法和修辭技巧，只有少數

學生懂得用心鋪陳，細意營造文章。 

 

 

� 文章寫作的表現仍是較遜色的一環。學

生能以書面語創作大致切題但內容簡

單的文章。一般學生選材狹窄，內容千

篇一律。有些則立意不清，結構鬆散，

沒有深刻的情感和細緻的觀察，故較多

平庸的文章。只有一小部分學生能有獨

特構想，並將之撰寫成結構嚴謹，描寫

生動而詞彙優美的文章。  

 

� 學生能掌握規範的書面語創作，撰寫內

容淺易，結構簡單的文章。不少學生審

題立意不清，內容平板，鮮有新意，故

多平庸的文章。偶有學生能言之有物，

嘗試不同的寫作方法，佈局謀篇，如引

用所學，鋪陳例子及證據，令文章更具

說服力。  

 

 

 

 

1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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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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文句大致通順，能書寫恰當的詞
語。惟詞彙貧乏，多見錯別字，不少學
生書寫半繁半簡的字體，也有錯誤運用
標點符號。 

� 學生文句大致通順，然多用陳腔濫調。
學生一般錯字頗多。而詞語運用恰當，
但詞彙貧乏，用字生硬。部分學生字體
過於潦草，難以辨識。 

 

� 學生文句大致通順，但詞彙貧乏。本年

度的錯別字和錯用標點情況略為改

善。惟同音別字及字體潦草的情況仍有

待改善。 

 

聆聽 � 學生在聆聽評估表現平穩。 � 與 2011 年比較，本年度的學生在聆聽

方面的表現略有進步。 

 

� 學生大致具備不俗的聆聽要點能力，惟

整體表現比去年略為退步。 

    
 � 學生能聽出語段的主題和內容要點，在

掌握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方面有平穩

進步。然而在綜合內容要點的題目，表

現一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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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聆聽和理清

表層信息、說話者脈絡方面有所進步，

能回答與內容重點相關的問題。 

 

� 學生大致能聽出話語的內容重點和主

題，並掌握話語的前後關係。在處理表

層信息、掌握說話者語言脈絡方面表現

平穩。 

 

    
 � 學生在聆聽語氣和聽出說話者隱含意

思的表現比去年稍遜，小部分學生能理

解說話者真正要表達的意思。 

� 與 2011 年比較，學生在聆聽說話者的

語氣，辨析話語的實際意思方面的表現

相若，部分學生能判別說話者實際的意

思。 

 

� 學生大致能聽出說話者的語氣，分別話

語的實際意思方面的表現一般，小部分

學生能判別說話者隱含的意思。 

 

     

 

1
7

2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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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的短講大致符合題目的要求，內容

簡單完整，清楚達意，表現不俗。惟部

分學生未能就自己的觀點加以引伸，缺

乏例證，內容欠豐富。在看圖說話的題

目方面，大部分學生能掌握圖旨，簡單

地描述圖畫並抒發己見。少數學生側重

描述圖意，欠缺表達自己的見解。 

� 大部分學生能因應題目要求，組織內容

簡單，結構完整的短講，惟部分學生的

內容流於表面，欠缺深刻，未能就自己

的觀點加以延伸，缺乏有力的例子佐

證。在看圖說話的題目方面，大部分學

生能掌握圖旨，簡單地描述圖畫並抒述

己見。只是少數學生忽略描述圖意，只

顧表達自己的看法或只偏重表達己

見，忽略描述圖意。 

� 本年度的學生在短講方面的表現與去

年相若。學生大多能按題目要求，組織

內容，能簡單完整地表述清楚。然部分

學生的內容流於表面，欠缺深度，未能

就自己的觀點加以延伸，缺乏例證，以

致內容薄弱。學生在短講時仍流於泛泛

而談，欠缺新意。在看圖說話的題目方

面，大部分學生能掌握圖旨，簡單地描

述圖畫並闡述己見；惟部分學生未能掌

握圖畫中的主要信息，只能道出圖畫的

表層意思。 

 

 
 � 普遍學生勇於發言，投入討論，表達個

人見解及回應同學的發言，惟論據薄

弱，欠缺深入的闡述及多角度思考。部

分學生的回應能力較弱，鋪敘的能力也

嫌不足。小部分學生只顧重複自己的觀

點，甚或簡單地說「我同意」、「我不同

意你的看法」等語句。個別學生的論點

明確，有豐富的論據，並能就話題擴展 

� 學生大多投入及認真地參與討論，能表

達個人意見及回應別人。惟內容未見豐

富，欠缺多角度思考。也缺乏充份的論

據和深入的闡述。一小部分學生只顧重

複自己或別人的觀點，甚或公式化地說

「我贊成」、「我同意你的看法」等，討

論技巧仍有待改善。個別學生的論點清

晰明確，有充足的論據，並能就話題擴 

� 整體而言，學生於小組討論方面表現平

穩。學生大致樂於發言，投入參與討

論，表達個人見解及回應同學的發言，

態度認真，惟內容未見豐富，欠缺深入

的闡述、有力的論據及多角度的思考。

部分學生的回應能力稍遜，鋪陳的能力

不足。近年，仍有小部分學生只顧重複

自己或別人的觀點，甚或公式化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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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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空間，引導同學參與討論，表現良
佳。 

展討論空間，帶動同學參與討論，表現

良佳。 

「我贊成」、「我同意你的看法」等語

句，討論技巧仍有待改善。個別學生的

論點清晰明確，有充足的論據，並能就

話題拓展討論空間，引導同學參與討

論，表現突出。 
 

    

  � 審題方面，部分未能注意題目中的關鍵

字眼，以致說話內容未能緊題目。 
 

� 部分學生的說話欠缺組織，以致內容散
亂，影響表現。在審題方面，部分學生
欠謹慎，未能注意題目中的關鍵字眼，
以致說話內容未能扣緊題目。 
 

視聽資訊 

(閱讀及聆

聽) 

� 學生在視訊表現持續進步。學生能掌握

理解短片的主要信息，回答有關提問。

學生大致能回答綜合性的問題，表現平

穩。兼具聽視兩種能力的題目，學生表

現略勝去年。 

 

� 學生在視訊表現較 2011 年明顯進步。

學生對於短片主題和相關信息的題目

多能夠回答，而且大致能回答綜合性的

問題，表現略勝去年。 

 

� 學生在視聽資訊評估的表現稍遜。學生

對於短片主題和相關信息的題目大致

能夠回答，然回答綜合性的問題，表現

卻遜於去年。 

     
 � 學生回答單純使用視覺能力的題目表

現稍勝去年。 

� 學生能掌握回答視覺能力題目的方

法，表現較理想。 

� 學生回答單純使用視覺能力的題目表

現比去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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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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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有助調校教學計畫，制訂策略，

達到促進學生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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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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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小三 82.7 84.7 85.2 84.9 85.4 # 85.9 86.4 86.1 86.6 

小六 -- 75.8 76.5 76.7 76.4 # 77.0 77.2 ^ 78.1 

中三 -- -- 75.6 76.2 76.5 76.5 76.8 76.7 76.9 77.1 

#由於人類豬型流感肆虐，全港小學停課，教育局取消全港性系統評估，故沒有達標率數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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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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33   2013 年年年年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小三小三小三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    

閱讀 � 學生尚能理解和運用所學詞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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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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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在填詞成句及詞語理解兩種不同

的題型中，整體表現理想。 

 

�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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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能理解篇章中例證的作用。不少學

生能理解事理和例子的關係，及例子在

篇章中的作用。 

 

� 學生能理解簡單的實用文，大致已掌握

書信及日記的文體及功用。 

� 學生具備表層理解能力，即理解主要事

實和資料較過往理想。學生閱讀文章

時，能理解文章明顯的意念，並從文中

找到依據，回答複述性或表面句意的問

題。 

 

� 部分學生能回答綜合性理解題目，判別

篇章寫作技巧，亦比以往進步。然較高

層的理解能力的則仍待改善。 

 

� 學生理解淺易文言作品的能力稍遜，根

據字詞句推敲上下文意，找出文章的重

心。惟部分學生對理解較複雜故事的前

因後果仍感困難。 

 

� 學生大致能掌握理解常用的實用文，學

生表現比往年略有進步，能掌握實用文

內容和判別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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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    

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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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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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大致能正確書寫常用字，惟偶有錯

別字。 

 

 

� 學生已掌握日記、周記的功能和格式。

學生大多能按時序組織相關資料，敘述

事件的始末，且能抒發感受，表現不

俗。 

 

� 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擬定內容寫

作。在記敘文方面，學生大致能組織相

關內容，交代事件的始末，惟敘事不夠

完整，感受未見深刻。在說明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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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說理不夠深入，內容欠

充實。 

 

� 學生大致能按內容重點適當分段，掌握

分段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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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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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大致能運用句子表情達意，但詞彙

變化較少，偶有用詞不準確的情況出

現，而且用語單一。 

� 學生能撰寫格式大致完整，內容重點齊

備的實用文。學生整體掌握實用文格式

的能力持續提昇，惟在審題、處理及整

合細節資料，選用恰當的語氣撰寫實用

文章方面，仍須努力。 

 

� 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選用適合自己主

題的寫作方法，以書面語撰寫內容淺

白，結構簡單的文章。學生鮮有撰寫主

題創新和見解獨到的文章，大部分文章

主題狹窄，結構簡單。部分學生能嘗試

運用不同的寫作方法創作。然大多數學

生不能充分運用不同的修辭技巧，只有

少數懂得用心鋪陳，經營文章。  

 

� 學生文句大致通順，但詞彙貧乏。本年

度的錯別字和錯用標點情況略為改

善。惟同音別字及字體潦草的情況仍有

待改善。 

 

 

1
7

7
 

 



 178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    

寫作 � 學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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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大致能正確書寫常用字，表現與

2011 年相近。學生大致能使用標點符

號寫作。部分學生未能掌握省略號的

功用及斷句的技巧，錯誤使用逗號。 

 

 

聆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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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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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能掌握聆聽語段的主題和內容要

點，對於話語內容前後關係的提問表現

平穩。在綜合內容的題目上則表現一

般。 

 

� 學生在聆聽語氣和聽出語話者隱含意

思的表現比去年稍遜，只有部分學生能

理解說話者真正要表達的意思。 

 

說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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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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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遍學生能按題目要求，完成簡單完

整，且能清楚達意的短講，惟內容一

般，流於表面，欠缺創意和深入的闡

述。學生大多能運用恰當的詞話，把內

容有條理地鋪陳，惟詞彙欠缺生動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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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小三小三小三小三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    

說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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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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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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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部分學生能投入參與討論，樂於發

言，積極地表達自己的見解、承接同學

的話題和回應同學，整體表現尚算理

想。惟部分學生對社會時事、生活常識

欠缺認識，思考角度狹隘，以致論點不

足，欠缺有力的論據，討論未見深入，

老師宜多加留意。少數學生只是簡略地

表達自己的觀點，自說自話或附和別人

的意見，未能作深入的闡述。個別能力

較佳的學生能拓展討論空間，引導同學

參與討論，把互動交流的效果發揮得淋

漓盡致。 

 
 

視聽資訊 

(閱讀及聆

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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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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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生大致能概括視聽資訊

的內容，找出短片的主要內容和傳達的

信息。 

� 視聽資訊的表現比去年稍遜。學生大致

能掌握理解短片的主要信息，回答有關

考問。學生回答綜合性理解問題的能力

一般。 

 

� 兼具聽覺和視覺兩種能力的題目，學生

表現比去年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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