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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政策_家長版 

 

定義： 

評估是通過搜集學生學習過程和學習成果的佐證，作為審視課程成效、提升教學

質素和瞭解學生學習情況的參考。 

 

目的： 

 透過評估，教師及學校可 

 診斷學生在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項 

 向學生提供有效益的回饋和具體建議，讓他們知道如何改善學習 

 檢視及修訂有關的學習目標、對學生的期望、課程設計及內容、教

學策略及活動等，使更能配合學生的需要和能力，從而促進學生學

習，提高學與教的成效。  

 審視課程成效和提升教學質素。 

 

 透過評估，讓學生可   

 了解學習目標，以及個人的學習進展情況。 

 了解個人在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項。 

 找出個人的學習需要和改善學習的方法，並逐步做到自主學習。  

 

 透過評估，讓家長可   

 了解子女在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項。 

 考慮如何透過學校合作，改善子女的學習 

 對子女有合理的期望 

 

評估政策基本方針： 

1. 校內評估的推行是為配合校本整體課程發展，校方設定不同學習階段下學生

應有的學習表現，並按其設計適切的評估方式，並以此評核學生表現 

 



2 

 

測考安排： 

 測考 

上

學

期 

第一次(T1A1) 小二至小五測驗、小六呈分試 

第二次(T1A2) 小二至小五期考、小六測驗 

下

學

期 

第三次(T2A1) 小一至小五測驗、小六呈分試 

第四次(T2A2) 小一至小四期考、小五呈分試、小六測驗 

 小一上學期取消「測驗」及「考試」 

 中文、英文、數學以「進展性/總結性評估」取代 

 常識科只作生活技能評估，生活技能評估將按教學進度隨單元進

行，並不限於進展性評估或總結性評估時段內進行 

 小一至小六促進學習的評估(英文：QUIZ)安排 

 每學期兩次，不作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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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科考核內容﹕ 

科目 範疇 測驗 考試/呈分試 內容 

中文 

聆聽  / 10% P1-6  聆聽 

默書 / 10% 
除 P5 及 P6 呈分試默書外，其餘考試以默書平時分

代替 (詳見本節第 11 項) 

說話  / 10% 
P1-3  講故事、小組交談 

P4-6  講故事 / 短講、小組討論 

閱讀及語

文知識  
100% 40% P1-6  閱讀 / 理解文章 + 語文知識 

寫作  / 30% 
P1-2  造句 / 續句 / 看圖造句 

P3-6  短文 / 實用文 / 命題作文 

English 

Listening / 
10% 

 

P1-6  2-3 parts 

P1-2  phonics  

Dictation  / 10% 

除 P5 及 P6 呈分試默書外，其餘考試以默書平時分

代替 (詳見本節第 11 項) 

P5、P6  sentences and paragraphs 

Speaking  / 10% 

P1-3  spontaneous language, reading aloud, 

      picture description, personal experience 

P4-6  reading aloud, T-P interaction, presentation 

Reading & 

Writing 
100% 70% 

P1-6  reading comprehension, G.E., grammar 

      extended/free writing/picture writing 

數學 

  P1 數、度量、圖形空間 

100% 100% P2-4 數、度量、圖形空間、數據處理 

  P5-6 數、度量、圖形空間、代數、數據處理 

常識 
 

100% 100% 
P1-6 測考卷 (測考包括 10%生活技能平時分，測考

卷分額為 90%，詳見第 4 頁) 

聖經 / 
P1-2 課堂表現及聖經科活動冊，以等第 A、B、C 顯示 

P3-6 課堂表現，以等第 A、B、C 顯示 

視覺藝術 / 創作 
P1-4 日常習作平均分，以 A 至 E 等第顯示 

P5-6 呈分試呈一份考試作品，另參考平日習作表現 

音樂  / 

歌唱 P1-2 (50%) P3-4 (50%) P5-6 (40%) 

樂器演奏 P1-2 (50%) P3-4 (50%) P5-6 (30%) 

聆聽及樂理   P5-6 (30%) 

體育 / 

體能與技巧 P1-P4 (90%) P5-P6 (70%) 

態度 P1-P4 (10%) P5-P6 (10%) 

運動知識  P5-P6 (20%)紙筆評估 

電腦 / 
課堂表現 

P1-6  以等第 A、B、C 等顯示 
指定習作 

普通話 / 

說話及朗讀 P1-3 (55%)       P4-6 (55%) 

語音知識 P1-3 (5%)        P4-6 (10%) 

聆聽 P1-3 (40%)       P4-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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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科生活技能平時分安排 

 T1A1 T1A2 T2A1 T2A2 

小一 
見第3項內容 

測驗100% 生活技能評估10% 

期考90% 

小二 測驗100% 生活技能評估10% 

期考90% 

測驗100% 生活技能評估10% 

期考90% 

小三 測驗 100% 生活技能評估10% 

期考90% 

測驗 100% 生活技能評估10% 

期考90% 

小四 測驗 100% 生活技能評估10% 

期考90% 

測驗 100% 生活技能評估10% 

期考90% 

小五 測驗 100% 生活技能評估10% 

期考90% 

生活技能評估10% 

測驗90% 

呈分試100% 

小六 呈分試100% 生活技能評估10% 

測驗90% 

呈分試100% 生活技能評估10% 

測驗90% 

 

 

 

**有關評估的行政事宜，請參考《家長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