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憑憑憑憑憑憑憑憑憑憑憑憑 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科


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 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 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議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22001111年年年年年年年年1100月月月月月月月月2222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間間間間間間間間：：：：：：：：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午午午午午午午午99時時時時時時時時3300分分分分分分分分至至至至至至至至1111時時時時時時時時3300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點點點點點點點點：：：：：：：： 寶寶寶寶寶寶寶寶血血血血血血血血會會會會會會會會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智智智智智智智智英英英英英英英英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書書書書書書書書院院院院院院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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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校校本本本本評評評評核核核核

精精精精簡簡簡簡建建建建議議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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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背背背景景景景
 

․各各各各科科科科施施施施行行行行校校校校本本本本評評評評核核核核，，，，教教教教師師師師和和和和學學學學生生生生感感感感到到到到
壓壓壓壓力力力力 

․減減減減輕輕輕輕教教教教師師師師與與與與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的的的的工工工工作作作作量量量量 

․適適適適時時時時回回回回應應應應教教教教師師師師的的的的意意意意見見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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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原原則則則則
 

․保保保保留留留留校校校校本本本本評評評評核核核核的的的的精精精精神神神神 

․不不不不影影影影響響響響課課課課程程程程的的的的學學學學與與與與教教教教 

․必必必必修修修修部部部部分分分分與與與與選選選選修修修修部部部部分分分分的的的的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不不不不變變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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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時時間間間間表表表表 

․向向向向學學學學校校校校領領領領導導導導人人人人說說說說明明明明精精精精簡簡簡簡校校校校本本本本評評評評核核核核安安安安排排排排 

․於於於於教教教教師師師師會會會會議議議議收收收收集集集集教教教教師師師師意意意意見見見見 

․諮諮諮諮詢詢詢詢教教教教師師師師 

․若若若若建建建建議議議議獲獲獲獲得得得得通通通通過過過過，，，，將將將將於於於於2012年年年年初初初初正正正正式式式式通通通通知知知知
學學學學校校校校 

․2014年年年年香香香香港港港港中中中中學學學學文文文文憑憑憑憑考考考考試試試試施施施施行行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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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評評評核核核核大大大大綱綱綱綱


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比比比比重重重重 評評評評核核核核形形形形式式式式 考考考考試試試試時時時時間間間間

公公公公開開開開
考考考考試試試試

卷卷卷卷一一一一 文文文文學學學學創創創創作作作作

卷卷卷卷二二二二 文文文文學學學學賞賞賞賞析析析析

22% 

43%

筆筆筆筆試試試試
筆筆筆筆試試試試 

3小小小小時時時時 
3小小小小時時時時

校校校校本本本本
評評評評核核核核 

必必必必修修修修部部部部分分分分：：：：

創創創創作作作作練練練練習習習習

課課課課外外外外閱閱閱閱讀讀讀讀

9% 

6%

（（（（呈呈呈呈交交交交6個個個個分分分分數數數數）））） 

4個個個個分分分分數數數數 

2個個個個分分分分數數數數 

選選選選修修修修部部部部分分分分（（（（3個個個個單單單單元元元元））））：：：：

日日日日常常常常學學學學習習習習表表表表現現現現

單單單單元元元元終終終終結結結結表表表表現現現現

20%
（（（（每每每每個個個個單單單單元元元元呈呈呈呈交交交交2個個個個分分分分數數數數
，，，，共共共共6個個個個分分分分數數數數））））

日日日日常常常常學學學學習習習習表表表表現現現現及及及及

單單單單元元元元終終終終結結結結表表表表現現現現各各各各1個個個個分分分分數數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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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精精精簡簡簡簡建建建建議議議議
 

•必必必必修修修修部部部部分分分分創創創創作作作作練練練練習習習習呈呈呈呈交交交交的的的的分分分分數數數數由由由由4個個個個減減減減至至至至3個個個個。。。。
 

•選選選選修修修修部部部部分分分分選選選選修修修修單單單單元元元元呈呈呈呈交交交交的的的的分分分分數數數數由由由由6個個個個減減減減至至至至2個個個個 

•每每每每個個個個單單單單元元元元呈呈呈呈交交交交1個個個個分分分分數數數數，，，，包包包包括括括括日日日日常常常常學學學學習習習習表表表表現現現現與與與與單單單單
元元元元終終終終結結結結表表表表現現現現 

•校校校校本本本本評評評評核核核核佔佔佔佔全全全全科科科科總總總總分分分分的的的的比比比比重重重重由由由由35%減減減減至至至至30%，，，，
其其其其中中中中選選選選修修修修部部部部分分分分的的的的比比比比重重重重減減減減至至至至15% 

•公公公公開開開開考考考考試試試試佔佔佔佔全全全全科科科科總總總總分分分分的的的的比比比比重重重重由由由由65%增增增增至至至至70%，，，，
其其其其中中中中試試試試卷卷卷卷一一一一佔佔佔佔25%，，，，試試試試卷卷卷卷二二二二佔佔佔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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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呈呈呈交交交交分分分分數數數數概概概概覽覽覽覽


評評評評核核核核項項項項目目目目 比比比比重重重重 呈呈呈呈交交交交分分分分數數數數 呈呈呈呈交交交交學學學學年年年年

2 中中中中五五五五 

必必必必修修修修

創創創創作作作作練練練練習習習習 9%
1 中中中中六六六六 

1 中中中中五五五五 
課課課課外外外外閱閱閱閱讀讀讀讀 6%

1 中中中中六六六六 

選選選選修修修修
選選選選修修修修單單單單元元元元1

15%
1 

1

中中中中五五五五 

中中中中六六六六選選選選修修修修單單單單元元元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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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校校 本本本本 評評評評 核核核核


要要要要 求求求求 與與與與 準準準準 則則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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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宗宗宗旨旨旨旨
 

․提提提提高高高高評評評評核核核核的的的的信信信信度度度度 

․全全全全面面面面評評評評核核核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的的的的學學學學習習習習表表表表現現現現 

․促促促促進進進進日日日日常常常常的的的的學學學學與與與與教教教教 

․體體體體現現現現課課課課程程程程宗宗宗宗旨旨旨旨

10



必必必必修修修修部部部部分分分分：：：：創創創創作作作作練練練練習習習習
 
․在在在在散散散散文文文文、、、、詩詩詩詩歌歌歌歌、、、、小小小小說說說說、、、、戲戲戲戲劇劇劇劇四四四四類類類類文文文文體體體體中中中中，，，，最最最最少少少少
選選選選擇擇擇擇兩兩兩兩類類類類 

․形形形形式式式式及及及及字字字字數數數數並並並並無無無無限限限限制制制制 

․為為為為方方方方便便便便品品品品第第第第高高高高下下下下，，，，宜宜宜宜指指指指定定定定題題題題目目目目或或或或文文文文類類類類 

․不不不不接接接接受受受受小小小小組組組組形形形形式式式式習習習習作作作作 

․按按按按評評評評核核核核準準準準則則則則評評評評分分分分，，，，須須須須注注注注意意意意：：：： 

․最最最最高高高高10分分分分，，，，最最最最低低低低0分分分分
 

․按按按按九九九九等等等等，，，，0分分分分只只只只適適適適用用用用於於於於作作作作弊弊弊弊或或或或欠欠欠欠交交交交
 

․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佔佔佔佔50%，，，，技技技技巧巧巧巧佔佔佔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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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部分必修部分必修部分必修部分：：：：課外閱讀課外閱讀課外閱讀課外閱讀
․ 在指定的散文在指定的散文在指定的散文在指定的散文、、、、詩歌詩歌詩歌詩歌、、、、小說小說小說小說、、、、戲劇四類書籍中戲劇四類書籍中戲劇四類書籍中戲劇四類書籍中，，，，最最最最
少選讀兩類少選讀兩類少選讀兩類少選讀兩類

․ 須以文字為主須以文字為主須以文字為主須以文字為主，，，，不接受口頭報告不接受口頭報告不接受口頭報告不接受口頭報告

․ 可採用小組形式可採用小組形式可採用小組形式可採用小組形式，，，，但須為個別同學評分但須為個別同學評分但須為個別同學評分但須為個別同學評分

․ 形式可自由設計形式可自由設計形式可自由設計形式可自由設計

․ 每本書每本書每本書每本書籍籍籍籍只有一個閱讀成績只有一個閱讀成績只有一個閱讀成績只有一個閱讀成績

․ 按評核準則按評核準則按評核準則按評核準則評分評分評分評分，，，，須注意須注意須注意須注意：：：：

․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10分分分分，，，，最低最低最低最低0分分分分

․ 0分只適用於作弊或欠交分只適用於作弊或欠交分只適用於作弊或欠交分只適用於作弊或欠交

․ 「「「「理解程度理解程度理解程度理解程度」」」」佔佔佔佔40%，，，，「「「「回應深度回應深度回應深度回應深度」」」」佔佔佔佔40%，「，「，「，「表達效表達效表達效表達效
果果果果」」」」佔佔佔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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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選修部分選修部分選修部分：：：：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

․在課程建議的選修單元或學校自擬單元中在課程建議的選修單元或學校自擬單元中在課程建議的選修單元或學校自擬單元中在課程建議的選修單元或學校自擬單元中，，，，選選選選
修至少三個修至少三個修至少三個修至少三個，，，，最多只容許一個自擬單元最多只容許一個自擬單元最多只容許一個自擬單元最多只容許一個自擬單元

․課業形式及數量由教師自行決定課業形式及數量由教師自行決定課業形式及數量由教師自行決定課業形式及數量由教師自行決定

․可以文字或非文字形式可以文字或非文字形式可以文字或非文字形式可以文字或非文字形式；；；；個人或小組形式個人或小組形式個人或小組形式個人或小組形式

․由由由由「「「「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及及及及「「「「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組成組成組成組成

․不應機械地仿照公開試的形式進行不應機械地仿照公開試的形式進行不應機械地仿照公開試的形式進行不應機械地仿照公開試的形式進行

․評核學生的評核學生的評核學生的評核學生的「「「「賞析與評論賞析與評論賞析與評論賞析與評論」」」」和和和和/或或或或「「「「創作創作創作創作」」」」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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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選修部分選修部分選修部分：：：：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
․按評核準則按評核準則按評核準則按評核準則評分評分評分評分，，，，須注意須注意須注意須注意：：：：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10分分分分，，，，最低最低最低最低0分分分分

․「「「「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和和和和「「「「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佔分比重佔分比重佔分比重佔分比重，，，，可可可可
選擇下表任何一個組合選擇下表任何一個組合選擇下表任何一個組合選擇下表任何一個組合：：：：

60%40%3

40%60%2

50%50%1

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組合組合組合組合組合組合組合組合

․就就就就「「「「賞析與評論賞析與評論賞析與評論賞析與評論」」」」和和和和/或或或或「「「「創作創作創作創作」」」」評分評分評分評分

․按按按按上上上上、、、、中中中中、、、、下下下下品評分品評分品評分品評分

․因應校內情況靈活運用因應校內情況靈活運用因應校內情況靈活運用因應校內情況靈活運用「「「「評核準則評核準則評核準則評核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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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設計課業設計課業設計課業設計

․以以以以「「「「賞析與評論賞析與評論賞析與評論賞析與評論」」」」及及及及「「「「創作創作創作創作」」」」為主為主為主為主，「，「，「，「文學知文學知文學知文學知
識識識識」」」」為輔為輔為輔為輔

․必修部分與選修部分須建立內在關聯必修部分與選修部分須建立內在關聯必修部分與選修部分須建立內在關聯必修部分與選修部分須建立內在關聯

․為日常學與教的一部分為日常學與教的一部分為日常學與教的一部分為日常學與教的一部分

․形式可多樣化形式可多樣化形式可多樣化形式可多樣化

․如不同學生須完成不同課業如不同學生須完成不同課業如不同學生須完成不同課業如不同學生須完成不同課業，，，，須確保採用不同須確保採用不同須確保採用不同須確保採用不同
課業的要求及水平相若課業的要求及水平相若課業的要求及水平相若課業的要求及水平相若

․因應學生所能付出的合理時間設計因應學生所能付出的合理時間設計因應學生所能付出的合理時間設計因應學生所能付出的合理時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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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保存課業保存課業保存課業保存

․學生應妥善保存課業評核記錄學生應妥善保存課業評核記錄學生應妥善保存課業評核記錄學生應妥善保存課業評核記錄，，，，直至公開評核直至公開評核直至公開評核直至公開評核
過程結束過程結束過程結束過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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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評核校本評核校本評核校本評核課業及活動記錄課業及活動記錄課業及活動記錄課業及活動記錄

․校本評核分校本評核分校本評核分校本評核分數數數數及相關的評核記及相關的評核記及相關的評核記及相關的評核記錄錄錄錄

․處處處處理理理理特殊情況或特殊情況或特殊情況或特殊情況或異異異異常個案的記常個案的記常個案的記常個案的記錄錄錄錄

․為便於保存為便於保存為便於保存為便於保存，，，，建議用電子檔保留課業建議用電子檔保留課業建議用電子檔保留課業建議用電子檔保留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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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中六中六中六轉校生轉校生轉校生轉校生、、、、重讀生重讀生重讀生重讀生的評核要求的評核要求的評核要求的評核要求

․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2013-2014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轉校生轉校生轉校生轉校生：：：：

․從另一所學校完成中五課程後轉至現時的學校修從另一所學校完成中五課程後轉至現時的學校修從另一所學校完成中五課程後轉至現時的學校修從另一所學校完成中五課程後轉至現時的學校修讀讀讀讀
中中中中六六六六，，，，屬首次應考文憑考試的學生屬首次應考文憑考試的學生屬首次應考文憑考試的學生屬首次應考文憑考試的學生

․由其他學校轉由其他學校轉由其他學校轉由其他學校轉來來來來修修修修讀讀讀讀中五的學生中五的學生中五的學生中五的學生，，，，不不不不作轉校生作轉校生作轉校生作轉校生論論論論

․重重重重讀讀讀讀生生生生：：：：

․以往曾經以往曾經以往曾經以往曾經參參參參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且於本學且於本學且於本學且於本學年年年年入入入入讀讀讀讀
學校中學校中學校中學校中六年六年六年六年級級級級，，，，並以學校考生身分重新應考的學生並以學校考生身分重新應考的學生並以學校考生身分重新應考的學生並以學校考生身分重新應考的學生

․評核要求評核要求評核要求評核要求：：：：
․只須提交中只須提交中只須提交中只須提交中六六六六學學學學年年年年校本評核分校本評核分校本評核分校本評核分數數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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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呈呈呈 交交交交 分分分分 數數數數 及及及及

提提提提 交交交交 課課課課 業業業業 樣樣樣樣 本本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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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交分數呈交分數呈交分數呈交分數及及及及提交提交提交提交課業樣本課業樣本課業樣本課業樣本

（（（（按精簡建議按精簡建議按精簡建議按精簡建議））））

呈呈呈呈分數量分數量分數量分數量

2次練習次練習次練習次練習1個分數個分數個分數個分數2個分數個分數個分數個分數創作練習創作練習創作練習創作練習

1個分數個分數個分數個分數

1個分數個分數個分數個分數

中六中六中六中六
（（（（12月月月月---- 3月月月月））））

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 3

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 2

1個個個個單元單元單元單元1個分數個分數個分數個分數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 1

選選選選
修修修修

毋須提交毋須提交毋須提交毋須提交1個分數個分數個分數個分數課外閱讀課外閱讀課外閱讀課外閱讀

必必必必
修修修修

中六中六中六中六
提交課業樣本提交課業樣本提交課業樣本提交課業樣本
（（（（12月月月月---- 3月月月月））））

中五中五中五中五
（（（（ 4月月月月-7月月月月））））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於中五學年介紹具體安排於中五學年介紹具體安排於中五學年介紹具體安排於中五學年介紹具體安排



20

為何要抽取學生課業樣本為何要抽取學生課業樣本為何要抽取學生課業樣本為何要抽取學生課業樣本﹖﹖﹖﹖

․校本評核的質量保證校本評核的質量保證校本評核的質量保證校本評核的質量保證

․作為校本調分作為校本調分作為校本調分作為校本調分的輔助的輔助的輔助的輔助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為學校提供回饋為學校提供回饋為學校提供回饋為學校提供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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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呈交哪些學生課業樣本要呈交哪些學生課業樣本要呈交哪些學生課業樣本要呈交哪些學生課業樣本 ﹖﹖﹖﹖

․必修部分必修部分必修部分必修部分：：：：

․ 2次次次次創作練習創作練習創作練習創作練習

․毋須毋須毋須毋須提交課外閱讀提交課外閱讀提交課外閱讀提交課外閱讀

․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 1個選修單元的課業樣本個選修單元的課業樣本個選修單元的課業樣本個選修單元的課業樣本

․只須提交用作呈分的課業只須提交用作呈分的課業只須提交用作呈分的課業只須提交用作呈分的課業，，，，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日常學習表現」」」」
和和和和「「「「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單元終結表現」」」」的課業的課業的課業的課業

․提交的課業樣本須以文字為媒體提交的課業樣本須以文字為媒體提交的課業樣本須以文字為媒體提交的課業樣本須以文字為媒體；；；；亦可接受個別樣亦可接受個別樣亦可接受個別樣亦可接受個別樣
本中包含非文字的元素本中包含非文字的元素本中包含非文字的元素本中包含非文字的元素

․若學校決定以非文字形式的課業若學校決定以非文字形式的課業若學校決定以非文字形式的課業若學校決定以非文字形式的課業，，，，如口頭報告如口頭報告如口頭報告如口頭報告，，，，作作作作
為為為為提交提交提交提交的樣本的樣本的樣本的樣本，，，，學校便須錄影該評估過程學校便須錄影該評估過程學校便須錄影該評估過程學校便須錄影該評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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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抽取學生課業樣本如何抽取學生課業樣本如何抽取學生課業樣本如何抽取學生課業樣本﹖﹖﹖﹖

․考評局把每所學校的學生按其校本評核成績分考評局把每所學校的學生按其校本評核成績分考評局把每所學校的學生按其校本評核成績分考評局把每所學校的學生按其校本評核成績分
成成成成6組組組組，，，，每組隨機抽取每組隨機抽取每組隨機抽取每組隨機抽取1名學生名學生名學生名學生

․約在中六約在中六約在中六約在中六呈呈呈呈交分數後交分數後交分數後交分數後((((2013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2014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
提提提提交樣本交樣本交樣本交樣本

․若指定提交樣本的學生遺失課業若指定提交樣本的學生遺失課業若指定提交樣本的學生遺失課業若指定提交樣本的學生遺失課業，，，，考評局可作考評局可作考評局可作考評局可作
彈性安排彈性安排彈性安排彈性安排。。。。學校可申請提交與該指定學生成績學校可申請提交與該指定學生成績學校可申請提交與該指定學生成績學校可申請提交與該指定學生成績
相近的另一名學生的課業相近的另一名學生的課業相近的另一名學生的課業相近的另一名學生的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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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交課業樣本如何提交課業樣本如何提交課業樣本如何提交課業樣本﹖﹖﹖﹖

․稍後公布提交樣本的方法稍後公布提交樣本的方法稍後公布提交樣本的方法稍後公布提交樣本的方法

․在提交樣本時在提交樣本時在提交樣本時在提交樣本時，，，，學校須附學校須附學校須附學校須附「「「「評核計劃簡表評核計劃簡表評核計劃簡表評核計劃簡表」」」」，，，，
讓考試局及分區統籌員瞭解樣本的評核重點及讓考試局及分區統籌員瞭解樣本的評核重點及讓考試局及分區統籌員瞭解樣本的評核重點及讓考試局及分區統籌員瞭解樣本的評核重點及
準則準則準則準則

․分區統籌員不會到校分區統籌員不會到校分區統籌員不會到校分區統籌員不會到校檢視檢視檢視檢視樣本樣本樣本樣本，，，，樣本由學校提樣本由學校提樣本由學校提樣本由學校提
交考評局交考評局交考評局交考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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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校校 本本本本 評評評評 核核核核

分分分分 數數數數 調調調調 整整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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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調整分數為何要調整分數為何要調整分數為何要調整分數 ????

․ 校內教師最能判斷所任教學生的表現校內教師最能判斷所任教學生的表現校內教師最能判斷所任教學生的表現校內教師最能判斷所任教學生的表現，，，，但但但但對對對對
學校間的評分學校間的評分學校間的評分學校間的評分寬緊尺度未穩寬緊尺度未穩寬緊尺度未穩寬緊尺度未穩妥妥妥妥掌握掌握掌握掌握

․ 學校可能在評分時出現過學校可能在評分時出現過學校可能在評分時出現過學校可能在評分時出現過寬寬寬寬、、、、過過過過緊緊緊緊或或或或未未未未能能能能拉拉拉拉
闊闊闊闊學生的評分分布學生的評分分布學生的評分分布學生的評分分布

․ 透透透透過過過過標標標標準化的評分準化的評分準化的評分準化的評分尺度尺度尺度尺度，，，，以確保學校間評分以確保學校間評分以確保學校間評分以確保學校間評分
的公平性的公平性的公平性的公平性



26

分數調整方法和原則分數調整方法和原則分數調整方法和原則分數調整方法和原則

․以以以以統計方法統計方法統計方法統計方法調調調調整整整整

․在學校的在學校的在學校的在學校的基礎上基礎上基礎上基礎上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以學以學以學以學校校校校的公開考試成績為參照的公開考試成績為參照的公開考試成績為參照的公開考試成績為參照，，，，調調調調整整整整學生的校學生的校學生的校學生的校
本評核平本評核平本評核平本評核平均均均均成績及其分布成績及其分布成績及其分布成績及其分布

․學生的校本評核分數學生的校本評核分數學生的校本評核分數學生的校本評核分數寬緊寬緊寬緊寬緊或或或或有改變有改變有改變有改變，，，，但學校所但學校所但學校所但學校所
評定的學生評定的學生評定的學生評定的學生次次次次第則第則第則第則維持維持維持維持不不不不變變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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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分布調整前分布調整前分布調整前分布 ((((例例例例))))

0000

5555

10101010

15151515

20202020

25252525

1111分分分分 2222分分分分 3333分分分分 4444分分分分 5555分分分分 6666分分分分 7777分分分分 8888分分分分 9999分分分分 10101010分分分分

甲校人數分布甲校人數分布甲校人數分布甲校人數分布 乙校人數分布乙校人數分布乙校人數分布乙校人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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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分布調整後分布調整後分布調整後分布 ((((例例例例))))

((((兩校在公開考試的成績相若兩校在公開考試的成績相若兩校在公開考試的成績相若兩校在公開考試的成績相若，，，，才可比較才可比較才可比較才可比較))))

0000

5555

10101010

15151515

20202020

25252525

1111分分分分 2222分分分分 3333分分分分 4444分分分分 5555分分分分 6666分分分分 7777分分分分 8888分分分分 9999分分分分 10101010分分分分

甲校人數分布甲校人數分布甲校人數分布甲校人數分布 乙校人數分布乙校人數分布乙校人數分布乙校人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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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須注意的地方教師須注意的地方教師須注意的地方教師須注意的地方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之之之之間的評分間的評分間的評分間的評分標標標標準準準準趨趨趨趨於一於一於一於一致致致致

․分數分布應分數分布應分數分布應分數分布應盡盡盡盡量量量量拉闊拉闊拉闊拉闊，，，，以以以以反映反映反映反映學生能力學生能力學生能力學生能力差距差距差距差距，，，，
標標標標準準準準差差差差((((SD))))不宜不宜不宜不宜太窄太窄太窄太窄

․若以若以若以若以1至至至至10分區分不同能力的學生分區分不同能力的學生分區分不同能力的學生分區分不同能力的學生，，，，只用只用只用只用2或或或或3個個個個
相相相相連連連連的分的分的分的分域域域域為為為為太窄太窄太窄太窄；；；；用到用到用到用到6個或以個或以個或以個或以上上上上分分分分域域域域則則則則較較較較理理理理
想想想想

․分分分分距未足距未足距未足距未足，，，，不能不能不能不能顯示顯示顯示顯示學生能力的學生能力的學生能力的學生能力的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未未未未能能能能發發發發
揮揮揮揮校本評核的作用校本評核的作用校本評核的作用校本評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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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校校 本本本本 評評評評 核核核核 支支支支 援援援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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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統籌員分區統籌員分區統籌員分區統籌員
․共共共共分分分分11110區區區區，，，，每區設一每區設一每區設一每區設一位位位位分區統籌員分區統籌員分區統籌員分區統籌員

․角色角色角色角色與與與與職責職責職責職責：：：：

․保持學校與考評局良好溝通保持學校與考評局良好溝通保持學校與考評局良好溝通保持學校與考評局良好溝通

․提供有關校本評核的支援提供有關校本評核的支援提供有關校本評核的支援提供有關校本評核的支援

․解答校本評核的疑問解答校本評核的疑問解答校本評核的疑問解答校本評核的疑問

․轉達個別學校處理校本評核的困難轉達個別學校處理校本評核的困難轉達個別學校處理校本評核的困難轉達個別學校處理校本評核的困難

․召開及主持分區校本評核會議召開及主持分區校本評核會議召開及主持分區校本評核會議召開及主持分區校本評核會議

․檢視檢視檢視檢視區內學校所提交的學生習作樣本及相關記區內學校所提交的學生習作樣本及相關記區內學校所提交的學生習作樣本及相關記區內學校所提交的學生習作樣本及相關記
錄錄錄錄，，，，提供回饋提供回饋提供回饋提供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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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於於於於2012及及及及2013年年年年暑假暑假暑假暑假期間開期間開期間開期間開辦辦辦辦

․約約約約在在在在6、、、、7月月月月通通通通知學校知學校知學校知學校



33

相關網址相關網址相關網址相關網址

․2014年校本評核教師年校本評核教師年校本評核教師年校本評核教師手冊手冊手冊手冊（（（（2012年年年年初上載網頁初上載網頁初上載網頁初上載網頁））））

․常常常常見問見問見問見問題題題題

․教師會議簡教師會議簡教師會議簡教師會議簡報報報報

http://www.hkeaa.edu.hk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中學文中學文中學文中學文憑憑憑憑����

校本評核校本評核校本評核校本評核����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中學文中學文中學文中學文憑憑憑憑校本評核校本評核校本評核校本評核����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科目科目科目科目����中中中中國國國國文學文學文學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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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