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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起，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採用新的方法——水平參照模式─

匯報評核成績。

根據水平參照，考生的表現等級會以一套水平標準來匯報，而所用的預設等級水平具高

透明度，並且確保每年維持不變。 

在新的成績匯報方法下，各級水平均有詳盡的等級描述，能更明確清晰地反映考生的水

平和表現。以水平參照匯報成績是世界趨勢，使用這種方法匯報成績，有助維持本港考

試資歷的競爭力，並與世界接軌。

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兩科的成績匯報方式與以往截然不同。考生成績將由

沿用多時的常模參照的六個等級(A至F)改為水平參照的五個等級(1至5)；表現低於第1等

級的，將會標示為「未能評級」(U)。其中在第5等級內，成績最佳的考生，可獲「5*」

等級。

水平參照

五個等級均設有一套詳細的等級描述，說明達到有關等級的典型學生具備的能力和表現。

每一個等級亦設有學生的習作樣本，闡明學生達到的水平。

等級描述的資料及學生的習作樣本，均可於考評局網頁瀏覽：www.hkeaa.edu.hk。

對新等級的
理解

表現等級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 閱讀 • 閱讀

• 寫作 • 寫作

• 聆聽 • 聆聽及綜合能力

• 說話 • 說話

• 綜合能力

新的會考成績
通知書及證書

國際認可 新的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的成績，

獲認可為等同於英國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IGCSE)的成績：

香港中學會考等級 5* 5 4 3
IGCSE grades A* A B C

2007年中學會考於8月初放榜，考生獲發新樣式的成

績通知書。成績通知書除了顯示考生科目的整體成績

外，亦展示考生各卷目的成績，詳情如下：



本港認可

考評局提供等級描述及各等級考生的習作樣本以便參考。

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整體等級描述（概要）

等級描述

以下是本港不同機構對會考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水平的要求:

教育局
中六收生積點計算方法如下:

第5*等級 = 5 分

第5等級 = 4 分

第4等級 = 3 分

第3等級 = 2 分

第2等級 = 1 分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要符合高級程度會考報考資格，考生必須在會考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兩科考獲第2等級或

以上的成績。

公務員事務局
由2007年會考放榜當日（即8月8日）起，政府在聘任公務員時，2007年香港中學會考英

國語文及中國語文科第3等級及第2等級的成績，在行政上會分別被視為等同過往會考英

國語文（課程乙）及中國語文科C級及E級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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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讀寫及綜合能力發展充分，具較高的語文駕馭能力。語文理解深入；善用語

言策略。透徹理解書面及口語材料。書面及口語表達流暢。能綜合多元信息，並

結合相關經驗妥善完成工作。

聽說讀寫及綜合能力發展甚佳；語文理解正確，運用恰當；語言策略運用良好。

準確理解書面及口語材料。書面及口語表達通順切題。能綜合多元信息，並結合

相關經驗恰當完成工作。

聽說讀寫能力發展尚佳；語文理解及運用一般。正確理解書面及口語材料。書面

及口語表達大體通順切題。能粗略綜合多元信息，基本完成工作。

聽說讀寫能力初步發展；語文理解及運用可滿足基本需要。能理解書面及口語材

料的大要。能基本表達與問題相關的意念。能引用部分信息，概述相關見解。

略具聽說讀寫能力。能找出書面及口語材料的明顯事實和大意。書面或口語表達

能傳遞零碎意念。複述或概述部分信息，能作粗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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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s a wide range of texts and speech on a range of topics in a variety of 
accents at near-native speed. Can identify attitudes and intentions and take relevant 
notes while listening. 
Expresses a range of ideas well both in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Uses a wide 
vocabulary, accurate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and mainly correct grammar. 
Pronounces English well and can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discussions.

Understands most simple texts and more complex texts on familiar topics. Understands 
speech delivered at moderate speed. Can identify functions of straightforward 
intonation and stress and take notes when information is given clearly.
Expresses most ideas clearly and correctly in both writing and speech. Writes with 
mostly correct grammar and makes few mistakes in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Pronounces familiar words well and can sustain conversations with sympathetic partners.

Understands most of simple texts and some of more complex texts on familiar topics. 
Understands speech on familiar topics when delivered at moderate to slow pace. Can 
identify and record appropriate factual information when given clearly and slowly.
Expresses ideas reasonably clearly both in writing and speech. Basic grammatical 
structures,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mainly correct. Pronounces most familiar words 
accurately and can take part in short conversational exchanges.

Understands factual information in simple texts and slow speech on familiar topics. 
Can record simple, clearly expressed information.
Expresses some simple ideas in writing and speech, with some grammatical accuracy. 
Spelling of familiar words and punctuation mostly correct in writing. Pronounces some 
words accurately and can sustain short conversations on familiar topics.

Understands and locates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simple texts where the vocabulary is 
familiar, and can follow simple written instructions. Understands slow and clear 
speech on familiar topics and can record some simple factual information. 
Expresses some simple ideas on familiar topics in writing and speech with some 
accuracy in basic structures but with limited vocabulary. Can take part in short, 
predictable conversational exchanges if given support. 

HKCEE English Language Subject Descriptors (Summary)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12樓

電話 3628 8860

傳真 3628 8928 

電郵 ce@hkeaa.edu.hk

網址 www.hkeaa.edu.hk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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