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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s of QuestionProcedures of Question--setting in Public setting in Public 

ExaminationsExaminations

Understanding of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objectives

CE & setters identifying 
topics/issu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ety

Drafting questions 
with reference to 
requirements and 

expected response

Setters explaining 
details of the drafted 

questions

Moderators commenting on questions, 

based upon level of difficulty, clarity, 
expected responses, etc.

Preparation of 

marking guidelines

Consensus 

reached

Translation and 

proof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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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LS AssessmentCharacteristics of LS Assessment

評核的特色評核的特色評核的特色評核的特色評核的特色評核的特色評核的特色評核的特色

� Questions require candidates to judge and to 
demonstrate their 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s.

� The questions allow candidates to give answer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will not penalize 
candidates due to their stance.

� Candidates need to use examples / evidence to 

support / analyse their answers. They must show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concepts, and 

organize their answers to present their ideas 

systematically. It emphasizes writ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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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idates have to put forward their own arguments and 
support their own judgments. They have their own 
responses.

� Candidates’ responses can be different, such as:

� Standpoints 立場 and values 價值取態 positions

� Approaches of tackling questions

� Organization of responses

� Use of conceptual knowledge概念知識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 Use of examples or contextual knowledge

� Reliability可靠性 is a major concern. The design of marking 
guidelines is very important to take care of the diversity of 
different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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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 concept & knowledge

Free response: 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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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specific guidelines 
� Consensus at Marker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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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能源何去何從中國能源何去何從中國能源何去何從中國能源何去何從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會議其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會議其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會議其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會議其間，，，，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國國務院總理温温温温家寶家寶家寶家寶

強調強調強調強調在在在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若有可能若有可能若有可能若有可能，，，，應盡量應盡量應盡量應盡量用無污染或低污用無污染或低污用無污染或低污用無污染或低污

染的能源染的能源染的能源染的能源。。。。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依賴煤作為主要能源依賴煤作為主要能源依賴煤作為主要能源依賴煤作為主要能源在污染及開採安全上都帶來不少問題在污染及開採安全上都帶來不少問題在污染及開採安全上都帶來不少問題在污染及開採安全上都帶來不少問題，，，，而而而而

盡量改用再生能源便可以減低污染盡量改用再生能源便可以減低污染盡量改用再生能源便可以減低污染盡量改用再生能源便可以減低污染。。。。

Why was the data 
mentioned by Wen 
and in those meetings?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Referenc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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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參考以參考以參考以參考以上上上上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温温温温家寶總理家寶總理家寶總理家寶總理對對對對中國中國中國中國能源發方向能源發方向能源發方向能源發方向看看看看
法的法的法的法的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有多大有多大有多大有多大？？？？試加以試加以試加以試加以解解解解釋釋釋釋。。。。(10分分分分)

Factors: 
Analytical 

ability

�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 Evaluation and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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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arking GuidelinesDesign of Marking Guidelines

Key Features

Descriptors provide 
criteria and flexibility 
for marking

� Description of 
candidates’
achievement of the 
course outcomes 
(positive description)

� A full range of 
candidate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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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1(b) 考生考生考生考生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 能清楚和直接指出能清楚和直接指出能清楚和直接指出能清楚和直接指出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有多大有多大有多大有多大

� 能清楚並準確解釋目前中國在化石能能清楚並準確解釋目前中國在化石能能清楚並準確解釋目前中國在化石能能清楚並準確解釋目前中國在化石能

源源源源，，，，例如打例如打例如打例如打擊擊擊擊違規開採煤礦違規開採煤礦違規開採煤礦違規開採煤礦，，，，在陸上在陸上在陸上在陸上

及海底發現油田和氣田及海底發現油田和氣田及海底發現油田和氣田及海底發現油田和氣田、、、、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

的發展情況和將來的發展方向的發展情況和將來的發展方向的發展情況和將來的發展方向的發展情況和將來的發展方向，，，，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水力發電水力發電水力發電水力發電、、、、風能和太陽能等風能和太陽能等風能和太陽能等風能和太陽能等

� 能準確解釋影響能源發展方向的三個能準確解釋影響能源發展方向的三個能準確解釋影響能源發展方向的三個能準確解釋影響能源發展方向的三個

主要因素主要因素主要因素主要因素，，，，從而評估朝從而評估朝從而評估朝從而評估朝「「「「低低低低污污污污染染染染、、、、高安高安高安高安
全全全全」」」」這個方向發展的這個方向發展的這個方向發展的這個方向發展的可行性有多大可行性有多大可行性有多大可行性有多大，，，，
例如人口大國例如人口大國例如人口大國例如人口大國、、、、地域資源地域資源地域資源地域資源、、、、安全意識安全意識安全意識安全意識
和成本及技術水平等和成本及技術水平等和成本及技術水平等和成本及技術水平等

� 討論深入討論深入討論深入討論深入、、、、結構嚴謹結構嚴謹結構嚴謹結構嚴謹、、、、表達十分清楚表達十分清楚表達十分清楚表達十分清楚

10-12 分分分分

Direct response to 
question &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Analytical 
ability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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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 社會需求社會需求社會需求社會需求

回
應
社
會
需
求
的
相
關
計
劃

回
應
社
會
需
求
的
相
關
計
劃

回
應
社
會
需
求
的
相
關
計
劃

回
應
社
會
需
求
的
相
關
計
劃

/ 建
議

建
議

建
議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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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相關的基本科學知識加入相關的基本科學知識加入相關的基本科學知識加入相關的基本科學知識
(課程文件沒有直接提及課程文件沒有直接提及課程文件沒有直接提及課程文件沒有直接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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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評論此海報所提倡的自願計劃對社會的價值。

(b) 有人提議應為香港的女性青少年引進一項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

且帶帶帶帶强强强强制性制性制性制性帶帶帶帶强强强强制性制性制性制性的疫苗計劃。討論在決定應否實施

該計劃時，應當考慮那些因素。

要以不同角度考慮要以不同角度考慮要以不同角度考慮要以不同角度考慮，，，，如正如正如正如正 / / / / 反反反反、、、、長期長期長期長期 / / / / 短短短短
期期期期，，，，且要有立場及價值取向且要有立場及價值取向且要有立場及價值取向且要有立場及價值取向

特別標示重要字詞特別標示重要字詞特別標示重要字詞特別標示重要字詞，，，，使學生容易了解題目要求使學生容易了解題目要求使學生容易了解題目要求使學生容易了解題目要求

概念化概念化概念化概念化 / 歸類成一些因素歸類成一些因素歸類成一些因素歸類成一些因素，，，，如資源分配如資源分配如資源分配如資源分配 /公公公公
平平平平、、、、人權人權人權人權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立法立法立法立法、、、、風險風險風險風險、、、、成本效成本效成本效成本效
益益益益，，，，解釋這些因素是甚解釋這些因素是甚解釋這些因素是甚解釋這些因素是甚麽麽麽麽，，，，並引用例子說明並引用例子說明並引用例子說明並引用例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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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評卷參考建議評卷參考 ( a ( a 部份部份))

((((表現最好的考生表現最好的考生表現最好的考生表現最好的考生))))考生能考生能考生能考生能：：：：

符合要求的一個例子符合要求的一個例子符合要求的一個例子符合要求的一個例子 ：：：：

立場立場立場立場：：：：對社會很有價對社會很有價對社會很有價對社會很有價值值值值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 及早預防子宮頸癌及早預防子宮頸癌及早預防子宮頸癌及早預防子宮頸癌 (頭號癌症之一頭號癌症之一頭號癌症之一頭號癌症之一)，，，，保障婦女健康保障婦女健康保障婦女健康保障婦女健康

(短期影響短期影響短期影響短期影響)
� 減少婦女的憂慮減少婦女的憂慮減少婦女的憂慮減少婦女的憂慮 (短期影響短期影響短期影響短期影響)
� 減少公共醫療開支減少公共醫療開支減少公共醫療開支減少公共醫療開支 (考慮成本效益考慮成本效益考慮成本效益考慮成本效益)，，，，減少社會負擔減少社會負擔減少社會負擔減少社會負擔

(長期影響長期影響長期影響長期影響)
� 增加社會生增加社會生增加社會生增加社會生產產產產力力力力 (能及早治療能及早治療能及早治療能及早治療，，，，婦女能投入社會工作婦女能投入社會工作婦女能投入社會工作婦女能投入社會工作)

(長期影響長期影響長期影響長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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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另另另一個也符合要求的例子一個也符合要求的例子一個也符合要求的例子一個也符合要求的例子

立場：對社會價值不大

理由：

� 不是針對適當的對象不是針對適當的對象不是針對適當的對象不是針對適當的對象 (如如如如 25 歲歲歲歲以下青少年以下青少年以下青少年以下青少年)

� 沒有針對問題的源頭沒有針對問題的源頭沒有針對問題的源頭沒有針對問題的源頭，，，，如性濫交問題如性濫交問題如性濫交問題如性濫交問題

� 只是自願性只是自願性只是自願性只是自願性，，，，自願參加的人數可能不多自願參加的人數可能不多自願參加的人數可能不多自願參加的人數可能不多

� 海報的宣傳作用有限海報的宣傳作用有限海報的宣傳作用有限海報的宣傳作用有限

� 參加者沒有能力參加者沒有能力參加者沒有能力參加者沒有能力 /不願意支付檢不願意支付檢不願意支付檢不願意支付檢查查查查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組織方法組織方法組織方法組織方法：：：：第一段先有立場第一段先有立場第一段先有立場第一段先有立場，，，，以後以後以後以後每每每每段解釋一個理由段解釋一個理由段解釋一個理由段解釋一個理由，，，，可可可可

分為短期及長期的影響分為短期及長期的影響分為短期及長期的影響分為短期及長期的影響，，，，最後一段總結最後一段總結最後一段總結最後一段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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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只剛達到標準的考生表現只剛達到標準的考生表現只剛達到標準的考生表現只剛達到標準的考生) ) ) ) 考生能考生能考生能考生能：：：：

表達立場表達立場表達立場表達立場，，，，並提出相關理由並提出相關理由並提出相關理由並提出相關理由，，，，但不能多角度分析問題但不能多角度分析問題但不能多角度分析問題但不能多角度分析問題，，，，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立場立場立場立場：：：：對社會很有價對社會很有價對社會很有價對社會很有價值值值值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只能從個人健康角度分析只能從個人健康角度分析只能從個人健康角度分析只能從個人健康角度分析，，，，沒有考慮公共醫療沒有考慮公共醫療沒有考慮公共醫療沒有考慮公共醫療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社會生社會生社會生社會生產產產產力等因素力等因素力等因素力等因素

立場立場立場立場：：：：對社會價對社會價對社會價對社會價值值值值不大不大不大不大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只能從計劃的自願性只能從計劃的自願性只能從計劃的自願性只能從計劃的自願性、、、、海報的吸引力或參加者海報的吸引力或參加者海報的吸引力或參加者海報的吸引力或參加者

的經濟能力分析的經濟能力分析的經濟能力分析的經濟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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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走走走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 計劃經濟計劃經濟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的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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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中國在中國在中國在2004年將年將年將年將「「「「私有財產權私有財產權私有財產權私有財產權」」」」寫進寫進寫進寫進
憲法憲法憲法憲法，，，，你認為這是否意味中國走向你認為這是否意味中國走向你認為這是否意味中國走向你認為這是否意味中國走向資資資資
本主義本主義本主義本主義的路向的路向的路向的路向？？？？試根據上述資料試根據上述資料試根據上述資料試根據上述資料，，，，闡闡闡闡
釋你的答案釋你的答案釋你的答案釋你的答案。。。。

私有財產權私有財產權私有財產權私有財產權
和和和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資本主義
是甚麼是甚麼是甚麼是甚麼？？？？
它們如何相它們如何相它們如何相它們如何相
關關關關？？？？

憲法憲法憲法憲法是甚麼？它
有何屬性和功能
？憲法與資本主資本主資本主資本主
義義義義的關係何在的關係何在的關係何在的關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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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中國在中國在中國在中國在中國在中國在中國在20042004年將年將年將年將「「「「私有財私有財私有財私有財產產產產權權權權」」」」寫進憲法寫進憲法寫進憲法寫進憲法，，，，你你你你認為認為認為認為年將年將年將年將「「「「私有財私有財私有財私有財產產產產權權權權」」」」寫進憲法寫進憲法寫進憲法寫進憲法，，，，你你你你認為認為認為認為

這是否意味這是否意味這是否意味這是否意味這是否意味這是否意味這是否意味這是否意味中國走向中國走向中國走向中國走向中國走向中國走向中國走向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路向資本主義的路向資本主義的路向資本主義的路向資本主義的路向資本主義的路向資本主義的路向資本主義的路向？？？？試根據上試根據上試根據上試根據上？？？？試根據上試根據上試根據上試根據上

述資料述資料述資料述資料，，，，闡釋闡釋闡釋闡釋你你你你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述資料述資料述資料述資料，，，，闡釋闡釋闡釋闡釋你你你你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

逐漸的逐漸的逐漸的逐漸的、、、、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的改變方向的改變方向的改變方向的改變方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主義主義主義，，，，與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
的異同的異同的異同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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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ing 
Guidelines

Criteria for 
mark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question 

Framework 
for illustration

Ideas and 
suggestions with 
supporting 
rguments

Methods for 
analysis

Reflection on the 
question

Features of Marking GuidelinesFeatures of Marking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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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ing GuidelinesMarking Guidelines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 ImportantImportant

� Clarifying expectations

� Estimation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 demonstration of clear standards

� Achieving objective marking, especially when 

the question is marked by different teachers

� Identifying answers from different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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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arking GuidelinesDesign of Marking Guidelines

� Question specific 

� Level-wise (Progressive)

� Descriptions of what candidates can 
do (mainly positive descriptions)

� Mark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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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arking GuidelinesDesign of Marking Guidelines

� Content standard

Statements describe what students should 

know or be able to do within the content of 

curriculum (knowledge, concepts)

� Process standard

Statements describe generic skills, possible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etc. that 

candidates use to tackle the question

�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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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 Steps ：：：：：：：：

�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 task description 
(knowledge / concepts, skills and value / 
attitude)

� Decide dimensions and levels

� Describe the expected dimensions

� Describe each level in each dimension

� Allocate marks

� Amend it after trial marking for easy and fair 
m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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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