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14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國語文科


校本評核教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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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月19日及26日
時間：9：30—12：15
地點：銘賢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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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校本評核監督及分區統籌員
9：30 – 9：50
 

• 總結2012-13年校本評核施行的情況 

• 校本評核中六呈分系統9：50 – 10：15
 

• 校本評核要求與準則 

• 中六呈分及提交課業樣本安排10：15 – 11：00
 
• 有關處理學生抄襲行為的安排 

• 答問時間11：00 – 11：20
 

• 中場休息11：20 – 11：30
 

• 分區討論及交流(課室)11：30 – 12：15
 

時間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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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

中國語文科


校本評核施行情況總結


校本評核監督

郭耀豐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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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及分區統籌員工作 

• 舉行校本評核教師會議，共有兩次。 

• 分區統籌員支援區內學校： 
• 舉行分區會議。 

• 通過電話、電郵、面談。 

• 舉行檢視學校課業研討會，並檢視學校提交課業。 

• 舉辦選修單元評核設計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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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施行情況
 

•	 大部分學校的評分與預期範圍的評分差距不大。 

•	 必修部分已見成熟。 

•	 選修部分相當暢順，部分學校的選修設計、課業評估，表
現優異。 

•	 大部分學校開設3至4個單元。 

•	 「新聞與報道」、「文化專題探討」、「名著及改篇影視
作品」和「小說與文化」等較受歡迎。 

•	 不少學校開設自擬單元，如「文言篇章賞析」、「演講辭
與辯論」、「口語才藝」、「說話與生活」。 

•	 發現學生的課業內容抄襲他人作品，嚴重違規，已取消其
成績。考評局亦跟進處理，訂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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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校課業情況（理想） 
•	 學校課業數量大致適中，日常學習表現1-3份，單元終結表現1
份。 

•	 課業設計能夠配合教學目標。 

•	 課業配合必修部分的能力訓練，如閱讀、說話。 

•	 能夠照顧學習能力差異，教師擬2-3題讓學生選答，或擬設多
元化題型讓不同能力學生均可發揮。 

•	 小組形式的課業，學生能各展所長。如：學生分組完成一份特
刊，內容有報道、特寫、人物專訪、新聞評論。 

•	 評分具甄別能力，評分準則具體清晰，學生成績排序恰當。 

•	 部分學校設「同儕互評」，有助促進學習；又有利用「評分量
表」，令校內教師的評分更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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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校課業情況（改善）
 

•	 課業難度與學生能力不配合。 

•	 「日常學習表現」課業數量較多，或較零碎，焦點未夠清晰。 

•	 部分坊間的課業設計未能配合學生的能力和興趣。 

•	 分域較窄。 

•	 部分評分準則不夠具體。 

•	 部分評核準則不大恰當：如創意設計的評分不宜側重設計是否
美觀。 

•	 課業評分準則宜配合單元學習目標，如：新聞報道宜注意新聞
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小說創作宜注意小說的特色。 

• 小組形式的課業宜注意學生分工，每個學生須有獨立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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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	 學校應有校本評核手冊，令校本評核「有本可依，有法
可循」，手冊應公告家長、老師、學生。 

•	 學校老師緊密合作

規劃<選修單元與必修部分互相結合> →
評估<評改樣本> →給分 →排序 

•	 老師對評核應有共同做法，包括佔分比例、評估活動、
評估重點、評估準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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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	 保存學生習作，尤其上、中、下有代表性的習作，既
供考評局抽樣之用，亦可供老師及學生參考。 

•	 掃描課業的工作，可交助理代做。 

•	 參加研討會和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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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	 學校可以利用選修單元，增加學生學習興趣，發揮教師專長。 

•	 必修與選修相輔相成。 

•	 儲存樣本，方便教師評分和學生成績排序。 

•	 學校可以嘗試自擬單元，如文化、口語才藝、文言文、劇曲
賞析等。 

•	 統籌員與各校教師緊密合作，目標一致──發揮語文教師的
專業精神，做好評核工作，給予學生恰當的語文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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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要求和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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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國語文科


校本評核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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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佔全科20%


分部內容 佔分比重 呈分數量

必修部分：
閱讀活動 

6% 1

選修部分： 
2個單元 

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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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部分：閱讀活動
 

• 呈交 1 個分數，滿分為20分。 

• 分數須由以下兩部分組成，比重各半，包括：
 

• 閱讀紀錄1份 (10分滿分) 

• 口頭匯報 1次／閱讀報告 1份 (10分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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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活動 閱讀紀錄


教師可參考考評局以下所提供的評分準則，為閱讀紀錄
評分。 

評核重點 等級 給分
廣度： 
 讀物類型 
 閱讀數量

深度： 
 對讀物的理解和分析 
 讀後的感受、評價和見解

上品 8-10

中品 4-7

下品 1-3

欠交作業或作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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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活動 閱讀紀錄

下面所列的等級準則，僅供參考。教師評分時，宜因應校內情況，靈活訂定適用
的評核準則。 

•	 上品

廣度： 廣泛閱讀各類型讀物。

深度： 理解準確，感受深刻，評論言之有據，更有獨到的見解。 

•	 中品

廣度： 閱讀不同類型的讀物。

深度： 領悟讀物的深層意思，評論明確清晰。 

•	 下品

廣度： 閱讀類型不多。

深度： 基本掌握讀物的主題，個人見解不多，或觀點欠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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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活動 閱讀紀錄


註： 

1.	 學校可因應學生所能付出的合理時間，訂定
閱讀類型與數量的要求。 

2.	 教師就每名學生至少兩學年閱讀的質、量與
紀錄的內容、技巧，參考上述評核準則總評
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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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活動 閱讀匯報


教師可參考考評局以下所提供的評分準則，為閱讀匯報
評分。 

評核重點 等級 給分

內容： 
 對讀物的理解和分析 
 讀後的感受、評價和見解

技巧： 
 表達方式和技巧的運用

上品 8-10

中品 4-7

下品 1-3

欠交作業或作弊 0

19 



閱讀活動 閱讀匯報

下面所列的等級準則，僅供參考。教師評分時，宜因應校內情況，靈活訂
定適用的評核準則。 

•	 上品

內容： 理解準確，感受深刻，評論言之有據，更有獨到的見解。

技巧： 能靈活運用適當的技巧，表達流暢，予人印象深刻。 

•	 中品

內容： 領悟作品的深層意思，評論明確清晰。

技巧： 能嘗試運用不同的技巧，表達清晰。 

•	 下品

內容： 基本掌握作品的主題，個人見解不多，或觀點欠明晰。

技巧： 尚能達意，惟欠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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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2 個單元
 

•	 每單元呈交 1 個分數，即共呈交2個分數。 

•	 分數須由「日常學習表現」及「單元終結表現」兩

部分組成。 

•	 從以下三個佔分比重的組合選取其一：

組合 日常學習表現 單元終結表現 

1 50% 50% 

2 60% 40% 
3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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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課業評核
 

• 以「內容」及「技巧」評核學生的知識和能力。 
• 教師須就每名學生的表現個別評分。 
• 最高10分，最低0分，分數必須為整數。 
• 按三級九品評分，作為評定學生等級的參考。

評核重點 等級 給分 

• 內容： 
• 主題及內容 
• 學習材料及相關資料的理解和分析 
• 有關學習內容的比較、鑑賞、評價和反思 
• 感受、見解和意念 
• 技巧： 
• 蒐集及整理相關資料 
• 表達方式和技巧的運用 
• 結構和組織

上品 8-10

中品 4-7

下品 1-3

欠交作業或作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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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校生及重讀生的評核要求
 

•	 轉校生指從另一所學校完成中五課程後轉至現時的

學校修讀中六，屬首次應考文憑考試的學生。 

•	 重讀生指以往曾經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且於本

學年入讀學校中六年級。 

•	 重讀中六時須重新接受評核，並完成相關的校本評核要求。 

•	 以往在公開考試所取得的校本評核成績不會被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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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校生及重讀生的評核要求
 

•	 只須提交中六學年校本評核分數，有關分數將按中國
語文科校本評核的佔分比重調整至20%，並計算入全
科成績內。 

•	 必修部分 (6%) 
•	 閱讀活動：呈交1個分數，包括閱讀紀錄1份及
閱讀匯報（文字或口頭匯報）。 

•	 選修單元：(14%) 
•	 呈交1 個選修單元的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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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校生及重讀生的評核要求
 

•	 如個別學校已於中五完成2個呈分選修單元的評核，
須為中六轉校生及重讀生補回中六呈分單元
（1個單元）評估課業。 

•	 學校可彈性處理課業形式和數量，但須注意課業的要
求及水平與之前的安排相若，做到公平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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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	 由其他學校轉來修讀中五的學生，不作轉校生論。他
們須與其他中五學生一樣，完成校本評核的所有要求。 

•	 如個別學校已於中四開設選修單元，須為轉來修讀中
五的學生補回中四的單元評估課業。 

•	 學校可彈性處理課業形式和數量，但須注意課業的要
求及水平與之前的安排相若，做到公平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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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保存
 

•	 學生應妥善保存課業評核記錄，直至公開評核過
程結束。 

•	 學校應保存以下各項記錄，直至考試周期完結 : 
•	 校本評核的行政記錄 

•	 校本評核分數及相關的評核記錄 

•	 處理特殊情況或異常個案的記錄 

•	 為便於保存，建議用電子檔保留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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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呈分及提交課業樣本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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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呈分安排


評核項目 滿分 呈分數量

必修 閱讀活動 20 1

選修
選修單元1  10  1

選修單元2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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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課業樣本
 

•	 必修部分： 

•	 無須提交課業樣本 

•	 選修單元： 

•	 學校只須在2個呈分選修單元中提交1個單元
的課業作樣本。 

•	 考評局把每所學校的學生按其校本評核成績
分成6組，每組隨機抽取1名學生。 

•	 學校為該6名學生提交1個單元的全部呈分課
業作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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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樣本形式
 

•	 只須提交呈分的課業作樣本，當中須包括「日常學習
表現」和「單元終結表現」的課業。 

•	 提交的課業樣本以文字媒體為主；亦可接受個別樣本
中包含非文字的元素。 

•	 考評局並無規定學校必須錄影評估活動的過程。 

•	 若學校決定以非文字形式的課業，如口頭報告，作為
呈交得分的樣本，學校便須錄影該評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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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文憑考試提交課業樣本 

•	 在2014年1月23日-2月20日期間 (中六) 呈交分數並
提交樣本。 

•	 若指定提交樣本的學生遺失課業，學校可申請提交
另一名學生的課業。 

•	 在提交樣本時，學校須附上評核計劃簡表及評分準
則，讓考試局及分區統籌員瞭解課業樣本的評核重
點及準則。 

•	 評核計劃簡表可於以下網頁下載： 

•	 考評局網頁  校本評核  香港中學文憑校本評核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下載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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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文憑考試提交課業樣本
 
• 網上提交（詳見另一簡報） 

• 上載課業到網上系統示例：

（1個檔案）

學生習作 教師文件
「日常學習表現」課業1

「日常學習表現」課業2 考生1

「單元終結表現」課業1 

考生6

（共有6個檔案）

評核計劃簡表

「日常學習表現」課業1評分準則

「日常學習表現」課業2評分準則

「單元終結表現」課業1評分準則

（以上文件為1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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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分數調整

及


分數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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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分數的目的
 

•	 校內教師最能判斷所任教學生的表現，但對學校間
的評分寬緊尺度未必穩妥掌握； 

•	 學校可能在評分時出現過寬、過緊或未能拉闊學生
的評分分布； 

•	 透過統一的調分機制，以確保學校間評分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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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法和原則 
•	 統計方法為主，輔以專家意見。 

•	 以「學校」作為調分的單位。 

•	 以學生的中國語文科全科公開考試成績為參照，輔
以檢視學生習作樣本的結果。 

•	 調整學生的校本評核平均成績及其分布。 

•	 學生的校本評核分數寬緊或有改變，但學校所評定
的學生次第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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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匯報
 

• 校本評核包括各種語文能力。 

• 校本評核成績與卷五綜合能力一併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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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須注意的地方
 

•	 分數分布應盡量拉闊，以反映學生能力差
距，標準差(SD)不宜太窄。 

•	 若以1至10分區分不同能力的學生，只用2
或3個相連的分域為太窄；用到6個或以上
分域則較理想。 

•	 分距未足，不能顯示學生能力的差異。 

•	 未能發揮校本評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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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處理學生抄襲行為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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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學校開設3至4個單元。 
	•.大部分學校開設3至4個單元。 

	•.「新聞與報道」、「文化專題探討」、「名著及改篇影視作品」和「小說與文化」等較受歡迎。 
	•.「新聞與報道」、「文化專題探討」、「名著及改篇影視作品」和「小說與文化」等較受歡迎。 

	•.不少學校開設自擬單元，如「文言篇章賞析」、「演講辭與辯論」、「口語才藝」、「說話與生活」。 
	•.不少學校開設自擬單元，如「文言篇章賞析」、「演講辭與辯論」、「口語才藝」、「說話與生活」。 

	•.發現學生的課業內容抄襲他人作品，嚴重違規，已取消其成績。考評局亦跟進處理，訂立規則。 
	•.發現學生的課業內容抄襲他人作品，嚴重違規，已取消其成績。考評局亦跟進處理，訂立規則。 


	檢視學校課業情況（理想） 
	•.學校課業數量大致適中，日常學習表現1-3份，單元終結表現1份。 
	•.學校課業數量大致適中，日常學習表現1-3份，單元終結表現1份。 
	•.學校課業數量大致適中，日常學習表現1-3份，單元終結表現1份。 

	•.課業設計能夠配合教學目標。 
	•.課業設計能夠配合教學目標。 

	•.課業配合必修部分的能力訓練，如閱讀、說話。 
	•.課業配合必修部分的能力訓練，如閱讀、說話。 

	•.能夠照顧學習能力差異，教師擬2-3題讓學生選答，或擬設多元化題型讓不同能力學生均可發揮。 
	•.能夠照顧學習能力差異，教師擬2-3題讓學生選答，或擬設多元化題型讓不同能力學生均可發揮。 

	•.小組形式的課業，學生能各展所長。如：學生分組完成一份特刊，內容有報道、特寫、人物專訪、新聞評論。 
	•.小組形式的課業，學生能各展所長。如：學生分組完成一份特刊，內容有報道、特寫、人物專訪、新聞評論。 

	•.評分具甄別能力，評分準則具體清晰，學生成績排序恰當。 
	•.評分具甄別能力，評分準則具體清晰，學生成績排序恰當。 

	•.部分學校設「同儕互評」，有助促進學習；又有利用「評分量表」，令校內教師的評分更為一致。 
	•.部分學校設「同儕互評」，有助促進學習；又有利用「評分量表」，令校內教師的評分更為一致。 
	Figure



	7 
	7 

	檢視學校課業情況（改善）. 
	•.課業難度與學生能力不配合。 
	•.課業難度與學生能力不配合。 
	•.課業難度與學生能力不配合。 

	•.「日常學習表現」課業數量較多，或較零碎，焦點未夠清晰。 
	•.「日常學習表現」課業數量較多，或較零碎，焦點未夠清晰。 

	•.部分坊間的課業設計未能配合學生的能力和興趣。 
	•.部分坊間的課業設計未能配合學生的能力和興趣。 

	•.分域較窄。 
	•.分域較窄。 

	•.部分評分準則不夠具體。 
	•.部分評分準則不夠具體。 

	•.部分評核準則不大恰當：如創意設計的評分不宜側重設計是否美觀。 
	•.部分評核準則不大恰當：如創意設計的評分不宜側重設計是否美觀。 

	•.課業評分準則宜配合單元學習目標，如：新聞報道宜注意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小說創作宜注意小說的特色。 
	•.課業評分準則宜配合單元學習目標，如：新聞報道宜注意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小說創作宜注意小說的特色。 

	•小組形式的課業宜注意學生分工，每個學生須有獨立評核。 
	•小組形式的課業宜注意學生分工，每個學生須有獨立評核。 
	Figure



	8 
	8 

	經驗分享. 
	•.學校應有校本評核手冊，令校本評核「有本可依，有法可循」，手冊應公告家長、老師、學生。 
	•.學校應有校本評核手冊，令校本評核「有本可依，有法可循」，手冊應公告家長、老師、學生。 
	•.學校應有校本評核手冊，令校本評核「有本可依，有法可循」，手冊應公告家長、老師、學生。 

	•.學校老師緊密合作規劃<選修單元與必修部分互相結合> →評估<評改樣本> →給分 →排序 
	•.學校老師緊密合作規劃<選修單元與必修部分互相結合> →評估<評改樣本> →給分 →排序 

	•.老師對評核應有共同做法，包括佔分比例、評估活動、評估重點、評估準則等。 
	•.老師對評核應有共同做法，包括佔分比例、評估活動、評估重點、評估準則等。 


	Figure
	經驗分享. 
	•.保存學生習作，尤其上、中、下有代表性的習作，既供考評局抽樣之用，亦可供老師及學生參考。 
	•.保存學生習作，尤其上、中、下有代表性的習作，既供考評局抽樣之用，亦可供老師及學生參考。 
	•.保存學生習作，尤其上、中、下有代表性的習作，既供考評局抽樣之用，亦可供老師及學生參考。 

	•.掃描課業的工作，可交助理代做。 
	•.掃描課業的工作，可交助理代做。 

	•.參加研討會和分享會。 
	•.參加研討會和分享會。 


	Figure
	小結. 
	•.學校可以利用選修單元，增加學生學習興趣，發揮教師專長。 
	•.學校可以利用選修單元，增加學生學習興趣，發揮教師專長。 
	•.學校可以利用選修單元，增加學生學習興趣，發揮教師專長。 

	•.必修與選修相輔相成。 
	•.必修與選修相輔相成。 

	•.儲存樣本，方便教師評分和學生成績排序。 
	•.儲存樣本，方便教師評分和學生成績排序。 

	•.學校可以嘗試自擬單元，如文化、口語才藝、文言文、劇曲賞析等。 
	•.學校可以嘗試自擬單元，如文化、口語才藝、文言文、劇曲賞析等。 

	•.統籌員與各校教師緊密合作，目標一致──發揮語文教師的專業精神，做好評核工作，給予學生恰當的語文評核。 
	•.統籌員與各校教師緊密合作，目標一致──發揮語文教師的專業精神，做好評核工作，給予學生恰當的語文評核。 


	Figure
	11. 

	校本評核要求和準則.
	校本評核要求和準則.
	Figure
	2014年中國語文科.校本評核手冊. 
	2014年中國語文科.校本評核手冊. 

	Figure
	校本評核：佔全科20%.
	分部內容佔分比重呈分數量必修部分：閱讀活動 6% 1選修部分： 2個單元 14% 2 
	Figure
	必修部分：閱讀活動. 
	•呈交 1 個分數，滿分為20分。 
	•呈交 1 個分數，滿分為20分。 
	•呈交 1 個分數，滿分為20分。 

	•分數須由以下兩部分組成，比重各半，包括：. 
	•分數須由以下兩部分組成，比重各半，包括：. 

	•閱讀紀錄1份 (10分滿分) 
	•閱讀紀錄1份 (10分滿分) 

	•口頭匯報 1次／閱讀報告 1份 (10分滿分) 
	•口頭匯報 1次／閱讀報告 1份 (10分滿分) 


	Figure
	閱讀活動閱讀紀錄.
	教師可參考考評局以下所提供的評分準則，為閱讀紀錄評分。 
	評核重點
	評核重點
	評核重點
	等級
	給分

	廣度： 讀物類型 閱讀數量深度： 對讀物的理解和分析 讀後的感受、評價和見解
	廣度： 讀物類型 閱讀數量深度： 對讀物的理解和分析 讀後的感受、評價和見解
	上品 
	8-10

	中品 
	中品 
	4-7

	下品 
	下品 
	1-3

	欠交作業或作弊 
	欠交作業或作弊 
	0


	Figure
	閱讀活動閱讀紀錄.
	下面所列的等級準則，僅供參考。教師評分時，宜因應校內情況，靈活訂定適用的評核準則。 
	•.上品廣度：廣泛閱讀各類型讀物。深度：理解準確，感受深刻，評論言之有據，更有獨到的見解。 
	•.上品廣度：廣泛閱讀各類型讀物。深度：理解準確，感受深刻，評論言之有據，更有獨到的見解。 
	•.上品廣度：廣泛閱讀各類型讀物。深度：理解準確，感受深刻，評論言之有據，更有獨到的見解。 

	•.中品廣度：閱讀不同類型的讀物。深度：領悟讀物的深層意思，評論明確清晰。 
	•.中品廣度：閱讀不同類型的讀物。深度：領悟讀物的深層意思，評論明確清晰。 

	•.下品廣度：閱讀類型不多。深度：基本掌握讀物的主題，個人見解不多，或觀點欠明晰。 
	•.下品廣度：閱讀類型不多。深度：基本掌握讀物的主題，個人見解不多，或觀點欠明晰。 


	Figure
	閱讀活動閱讀紀錄.
	閱讀活動閱讀紀錄.
	註： 
	1..
	1..
	1..
	學校可因應學生所能付出的合理時間，訂定閱讀類型與數量的要求。 

	2..
	2..
	教師就每名學生至少兩學年閱讀的質、量與紀錄的內容、技巧，參考上述評核準則總評分一次。 


	Figure
	閱讀活動閱讀匯報.
	教師可參考考評局以下所提供的評分準則，為閱讀匯報評分。 
	評核重點
	評核重點
	評核重點
	等級
	給分

	內容： 對讀物的理解和分析 讀後的感受、評價和見解技巧： 表達方式和技巧的運用
	內容： 對讀物的理解和分析 讀後的感受、評價和見解技巧： 表達方式和技巧的運用
	上品 
	8-10

	中品 
	中品 
	4-7

	下品 
	下品 
	1-3

	欠交作業或作弊 
	欠交作業或作弊 
	0


	Figure
	閱讀活動閱讀匯報.
	下面所列的等級準則，僅供參考。教師評分時，宜因應校內情況，靈活訂定適用的評核準則。 
	•.上品內容：理解準確，感受深刻，評論言之有據，更有獨到的見解。技巧：能靈活運用適當的技巧，表達流暢，予人印象深刻。 
	•.上品內容：理解準確，感受深刻，評論言之有據，更有獨到的見解。技巧：能靈活運用適當的技巧，表達流暢，予人印象深刻。 
	•.上品內容：理解準確，感受深刻，評論言之有據，更有獨到的見解。技巧：能靈活運用適當的技巧，表達流暢，予人印象深刻。 

	•.中品內容：領悟作品的深層意思，評論明確清晰。技巧：能嘗試運用不同的技巧，表達清晰。 
	•.中品內容：領悟作品的深層意思，評論明確清晰。技巧：能嘗試運用不同的技巧，表達清晰。 

	•.下品內容：基本掌握作品的主題，個人見解不多，或觀點欠明晰。技巧：尚能達意，惟欠技巧。 
	•.下品內容：基本掌握作品的主題，個人見解不多，或觀點欠明晰。技巧：尚能達意，惟欠技巧。 


	Figure
	選修部分：2 個單元. 
	•.每單元呈交 1 個分數，即共呈交2個分數。 
	•.每單元呈交 1 個分數，即共呈交2個分數。 
	•.每單元呈交 1 個分數，即共呈交2個分數。 

	•.分數須由「日常學習表現」及「單元終結表現」兩部分組成。 
	•.分數須由「日常學習表現」及「單元終結表現」兩部分組成。 

	•.從以下三個佔分比重的組合選取其一：
	•.從以下三個佔分比重的組合選取其一：


	組合
	組合
	組合
	日常學習表現
	單元終結表現 

	1 
	1 
	50% 
	50% 

	2 
	2 
	60% 
	40% 

	3 
	3 
	40% 
	60% 


	Figure
	選修部分：課業評核. 
	•以「內容」及「技巧」評核學生的知識和能力。 
	•以「內容」及「技巧」評核學生的知識和能力。 
	•以「內容」及「技巧」評核學生的知識和能力。 

	•教師須就每名學生的表現個別評分。 
	•教師須就每名學生的表現個別評分。 

	•最高10分，最低0分，分數必須為整數。 
	•最高10分，最低0分，分數必須為整數。 

	•按三級九品評分，作為評定學生等級的參考。
	•按三級九品評分，作為評定學生等級的參考。


	評核重點等級給分 •內容： •主題及內容 •學習材料及相關資料的理解和分析 •有關學習內容的比較、鑑賞、評價和反思 •感受、見解和意念 •技巧： •蒐集及整理相關資料 •表達方式和技巧的運用 •結構和組織上品 8-10中品 4-7下品 1-3欠交作業或作弊 0 
	轉校生及重讀生的評核要求. 
	•.轉校生指從另一所學校完成中五課程後轉至現時的學校修讀中六，屬首次應考文憑考試的學生。 
	•.轉校生指從另一所學校完成中五課程後轉至現時的學校修讀中六，屬首次應考文憑考試的學生。 
	•.轉校生指從另一所學校完成中五課程後轉至現時的學校修讀中六，屬首次應考文憑考試的學生。 

	•.重讀生指以往曾經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且於本學年入讀學校中六年級。 
	•.重讀生指以往曾經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且於本學年入讀學校中六年級。 
	•.重讀生指以往曾經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且於本學年入讀學校中六年級。 

	•.重讀中六時須重新接受評核，並完成相關的校本評核要求。 
	•.重讀中六時須重新接受評核，並完成相關的校本評核要求。 
	•.重讀中六時須重新接受評核，並完成相關的校本評核要求。 

	•.以往在公開考試所取得的校本評核成績不會被計算。 
	•.以往在公開考試所取得的校本評核成績不會被計算。 




	Figure
	轉校生及重讀生的評核要求. 
	•.只須提交中六學年校本評核分數，有關分數將按中國語文科校本評核的佔分比重調整至20%，並計算入全科成績內。 
	•.只須提交中六學年校本評核分數，有關分數將按中國語文科校本評核的佔分比重調整至20%，並計算入全科成績內。 
	•.只須提交中六學年校本評核分數，有關分數將按中國語文科校本評核的佔分比重調整至20%，並計算入全科成績內。 

	•.必修部分 (6%) 
	•.必修部分 (6%) 
	•.必修部分 (6%) 

	•.閱讀活動：呈交1個分數，包括閱讀紀錄1份及閱讀匯報（文字或口頭匯報）。 

	•.選修單元：(14%) 
	•.選修單元：(14%) 


	•.呈交1 個選修單元的分數。 
	Figure
	轉校生及重讀生的評核要求. 
	•.如個別學校已於中五完成2個呈分選修單元的評核，須為中六轉校生及重讀生補回中六呈分單元（1個單元）評估課業。 
	•.如個別學校已於中五完成2個呈分選修單元的評核，須為中六轉校生及重讀生補回中六呈分單元（1個單元）評估課業。 
	•.如個別學校已於中五完成2個呈分選修單元的評核，須為中六轉校生及重讀生補回中六呈分單元（1個單元）評估課業。 

	•.學校可彈性處理課業形式和數量，但須注意課業的要求及水平與之前的安排相若，做到公平有效。 
	•.學校可彈性處理課業形式和數量，但須注意課業的要求及水平與之前的安排相若，做到公平有效。 


	Figure
	補充說明. 
	•.由其他學校轉來修讀中五的學生，不作轉校生論。他們須與其他中五學生一樣，完成校本評核的所有要求。 
	•.由其他學校轉來修讀中五的學生，不作轉校生論。他們須與其他中五學生一樣，完成校本評核的所有要求。 
	•.由其他學校轉來修讀中五的學生，不作轉校生論。他們須與其他中五學生一樣，完成校本評核的所有要求。 

	•.如個別學校已於中四開設選修單元，須為轉來修讀中五的學生補回中四的單元評估課業。 
	•.如個別學校已於中四開設選修單元，須為轉來修讀中五的學生補回中四的單元評估課業。 

	•.學校可彈性處理課業形式和數量，但須注意課業的要求及水平與之前的安排相若，做到公平有效。 
	•.學校可彈性處理課業形式和數量，但須注意課業的要求及水平與之前的安排相若，做到公平有效。 


	Figure
	課業保存. 
	•.學生應妥善保存課業評核記錄，直至公開評核過程結束。 
	•.學生應妥善保存課業評核記錄，直至公開評核過程結束。 
	•.學生應妥善保存課業評核記錄，直至公開評核過程結束。 

	•.學校應保存以下各項記錄，直至考試周期完結 : 
	•.學校應保存以下各項記錄，直至考試周期完結 : 
	•.學校應保存以下各項記錄，直至考試周期完結 : 

	•.校本評核的行政記錄 
	•.校本評核的行政記錄 
	•.校本評核的行政記錄 

	•.校本評核分數及相關的評核記錄 
	•.校本評核分數及相關的評核記錄 

	•.處理特殊情況或異常個案的記錄 
	•.處理特殊情況或異常個案的記錄 



	•.為便於保存，建議用電子檔保留課業。 
	•.為便於保存，建議用電子檔保留課業。 


	Figure
	中六呈分及提交課業樣本安排. 
	Figure
	中六呈分安排.
	Table
	TR
	評核項目
	滿分
	呈分數量

	必修
	必修
	閱讀活動 
	20 
	1

	選修
	選修
	選修單元1 
	10 
	1

	選修單元2 
	選修單元2 
	10 
	1 


	Figure
	提交課業樣本. 
	•.必修部分： 
	•.必修部分： 
	•.必修部分： 
	•.必修部分： 

	•.無須提交課業樣本 

	•.選修單元： 
	•.選修單元： 
	•.選修單元： 

	•.學校只須在2個呈分選修單元中提交1個單元的課業作樣本。 
	•.學校只須在2個呈分選修單元中提交1個單元的課業作樣本。 
	•.學校只須在2個呈分選修單元中提交1個單元的課業作樣本。 

	•.考評局把每所學校的學生按其校本評核成績分成6組，每組隨機抽取1名學生。 
	•.考評局把每所學校的學生按其校本評核成績分成6組，每組隨機抽取1名學生。 

	•.學校為該6名學生提交1個單元的全部呈分課業作樣本。
	•.學校為該6名學生提交1個單元的全部呈分課業作樣本。




	Figure
	課業樣本形式. 
	•.只須提交呈分的課業作樣本，當中須包括「日常學習表現」和「單元終結表現」的課業。 
	•.只須提交呈分的課業作樣本，當中須包括「日常學習表現」和「單元終結表現」的課業。 
	•.只須提交呈分的課業作樣本，當中須包括「日常學習表現」和「單元終結表現」的課業。 

	•.提交的課業樣本以文字媒體為主；亦可接受個別樣本中包含非文字的元素。 
	•.提交的課業樣本以文字媒體為主；亦可接受個別樣本中包含非文字的元素。 

	•.考評局並無規定學校必須錄影評估活動的過程。 
	•.考評局並無規定學校必須錄影評估活動的過程。 

	•.若學校決定以非文字形式的課業，如口頭報告，作為呈交得分的樣本，學校便須錄影該評估過程。 
	•.若學校決定以非文字形式的課業，如口頭報告，作為呈交得分的樣本，學校便須錄影該評估過程。 


	Figure
	2014年文憑考試提交課業樣本 
	•.在2014年1月23日-2月20日期間 (中六)呈交分數並提交樣本。 
	•.在2014年1月23日-2月20日期間 (中六)呈交分數並提交樣本。 
	•.在2014年1月23日-2月20日期間 (中六)呈交分數並提交樣本。 

	•.若指定提交樣本的學生遺失課業，學校可申請提交另一名學生的課業。 
	•.若指定提交樣本的學生遺失課業，學校可申請提交另一名學生的課業。 

	•.在提交樣本時，學校須附上評核計劃簡表及評分準則，讓考試局及分區統籌員瞭解課業樣本的評核重點及準則。 
	•.在提交樣本時，學校須附上評核計劃簡表及評分準則，讓考試局及分區統籌員瞭解課業樣本的評核重點及準則。 

	•.評核計劃簡表可於以下網頁下載： 
	•.評核計劃簡表可於以下網頁下載： 

	•.考評局網頁 校本評核 香港中學文憑校本評核 
	•.考評局網頁 校本評核 香港中學文憑校本評核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下載表格 
	Figure
	2014年文憑考試提交課業樣本. 
	•網上提交（詳見另一簡報） 
	•網上提交（詳見另一簡報） 
	•網上提交（詳見另一簡報） 

	•上載課業到網上系統示例：
	•上載課業到網上系統示例：


	（1個檔案）學生習作教師文件「日常學習表現」課業1「日常學習表現」課業2 考生1「單元終結表現」課業1 考生6（共有6個檔案）評核計劃簡表「日常學習表現」課業1評分準則「日常學習表現」課業2評分準則「單元終結表現」課業1評分準則（以上文件為1個檔案） 
	33. 
	Figure
	34. 
	校本評核分數調整.及.分數匯報. 
	Figure
	調整分數的目的. 
	•.校內教師最能判斷所任教學生的表現，但對學校間的評分寬緊尺度未必穩妥掌握； 
	•.校內教師最能判斷所任教學生的表現，但對學校間的評分寬緊尺度未必穩妥掌握； 
	•.校內教師最能判斷所任教學生的表現，但對學校間的評分寬緊尺度未必穩妥掌握； 

	•.學校可能在評分時出現過寬、過緊或未能拉闊學生的評分分布； 
	•.學校可能在評分時出現過寬、過緊或未能拉闊學生的評分分布； 

	•.透過統一的調分機制，以確保學校間評分的公平性。 
	•.透過統一的調分機制，以確保學校間評分的公平性。 


	Figure
	Figure
	調整方法和原則 
	•.統計方法為主，輔以專家意見。 
	•.統計方法為主，輔以專家意見。 
	•.統計方法為主，輔以專家意見。 

	•.以「學校」作為調分的單位。 
	•.以「學校」作為調分的單位。 

	•.以學生的中國語文科全科公開考試成績為參照，輔以檢視學生習作樣本的結果。 
	•.以學生的中國語文科全科公開考試成績為參照，輔以檢視學生習作樣本的結果。 

	•.調整學生的校本評核平均成績及其分布。 
	•.調整學生的校本評核平均成績及其分布。 

	•.學生的校本評核分數寬緊或有改變，但學校所評定
	•.學生的校本評核分數寬緊或有改變，但學校所評定


	的學生次第則維持不變。. 
	分數匯報. 
	•校本評核包括各種語文能力。 
	•校本評核包括各種語文能力。 
	•校本評核包括各種語文能力。 

	•校本評核成績與卷五綜合能力一併匯報。. 
	•校本評核成績與卷五綜合能力一併匯報。. 


	Figure
	教師須注意的地方. 
	•.分數分布應盡量拉闊，以反映學生能力差距，標準差(SD)不宜太窄。 
	•.分數分布應盡量拉闊，以反映學生能力差距，標準差(SD)不宜太窄。 
	•.分數分布應盡量拉闊，以反映學生能力差距，標準差(SD)不宜太窄。 

	•.若以1至10分區分不同能力的學生，只用2或3個相連的分域為太窄；用到6個或以上分域則較理想。 
	•.若以1至10分區分不同能力的學生，只用2或3個相連的分域為太窄；用到6個或以上分域則較理想。 

	•.分距未足，不能顯示學生能力的差異。 
	•.分距未足，不能顯示學生能力的差異。 

	•.未能發揮校本評核的作用。 
	•.未能發揮校本評核的作用。 


	Figure
	有關處理學生抄襲行為的安排. 
	有關處理學生抄襲行為的安排. 

	Fig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