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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時間 程序 講者

下午2:15 – 2:20 簡介

下午2:20 – 2:45 介紹GU21之安排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教育評核服務部主管
林玲芝博士

下午2:45 – 3:15 介紹STAR平台相關最新發展
教育局教育基建分部

高級課程主任(評估及支援/數學)
韋美然女士

下午3:15 – 3:25 小休

下午3:25 – 3:40 介紹GU21 STAR 網上版本的運作安排
香港教育城
發展部主管
洪婉玲女士

下午3:40 – 4:05 介紹GU21 之支援及回饋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教育評核服務部主管
林玲芝博士

下午4:05 – 4:15 問答時間



GU21 相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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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背景及安排重點建議
• 鑑於疫情反覆，教育局2021年2月宣布停辦2021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

• 教育局參考去年「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的經驗加以優化安排，委託考評局及教城推

展「善用2021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讓學校能充分善用經整合的2021年系統評估材料，盡早

獲取相對客觀和有質素的數據，了解疫情下學生學習受影響的情況，繼而跟進學生在學習方面的

支援需要

• 考評局把備妥的中、英、數科題目，整合為數套評估材料，同時上載到STAR平台

• 整個安排分兩個部份：使用評估材料 及 學生學習情況問卷調查

• 建議學校採用STAR網上版本評估材料，亦可因應校情採用紙本評估材料

• 建議學校同時參加與大專研究團隊共同進行的學生學習情況問卷調查，獲取個別學校報告了解學

生在疫情下非學業因素與學習情況的關係

• 教育局不會獲得辨識個別學校、教師、家長或/及學生的資料及數據



樣本
學校報告 - 數據分析

題目

正確答案

學校答對率

參與學校整體

答對率

Mathematics

重溫GU20學校獲取表現分析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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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數據分析 ─
學校及所有參與學校

6

中文科閱讀

樣本

重溫GU20學校獲取表現分析回饋

學校 所有參
與學校

6



7

結構

標點符號
詞語運用

文句內容 錯別字

數據分析─學校及所有參與學校

7

中文科寫作

樣本

重溫GU20學校獲取表現分析回饋



English Listening

Overall Performance

SAMPLE

重溫GU20學校獲取的表現分析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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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描述 ─ 所有參與學校

9

Mathematics

New: Overall correct % for 
each dimension in Maths
and presented in a bar chart

樣本

重溫GU20學校獲取的表現分析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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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評估數據

– 語文科全分卷完成(讀、寫、聽分卷)，全面了解學生科目進度

–「適用時段」四天內自選日期，配合統計學收集數據要求，維持數據質素

• 紙筆模式全科評改（中、英文科讀、聽及寫作及數學各分卷）

– GU20只批改寫作

• 持續技術支援

– STAR平台將在五月不同時間設模擬評估，讓教師及學生熟習進行網上評估時的平台運作

– 增加STAR平台技術支援（如教城戶口設定、STAR操作入門等）

–增設網上重温STAR平台相關工作坊/講座

10 GU21安排優化措施



GU21評估材料
及學生學習情況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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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報名，簡捷方便，
亦可傳真“參與回條”
到考評局

12

「善用 2021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安排  

學校參加回條  

 

致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傳真 ： 3628 8190 / 3628 8118 

 

請於 2021 年 5 月 14日或以前將填妥的回條傳真至考評局或經網上版本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SurveyID=72MLl93K）提交。 



無論選擇 STAR
網上模式或紙筆
模式，寫作均須
以紙筆模式完成，
考評局批改

13 GU21評估材料及兩種模式

• 涵蓋小三、小六及中三

級語文科(閱讀、聆聽及

寫作)，以及數學科

• 提供 STAR 網 上 模 式及

紙筆模式供學校選用

• 學校可按校情決定採用

模式及科目



科目 評估範疇 作答時限

年級 範疇 小三 小六 中三

中文 閱讀 25 分鐘 30 分鐘 30 分鐘

聆聽 約 20 分鐘 約 20 分鐘 約 20 分鐘

寫作 40 分鐘 55 分鐘 75 分鐘

英文 Reading 20 minutes 30 minutes 35 minutes

Listening ~20 minutes ~30 minutes ~35 minutes

Writing 10 minutes 20 minutes 40 minutes

數學#
(設中、英版本）

/ 40 分鐘(紙本版)
35 分鐘(STAR)

50 分鐘(紙本版)
45 分鐘(STAR)

65 分鐘(紙本版)
50 分鐘(STAR)

各科各卷作答時限

– 每名學生只須完成一份評估材料
# 由於STAR的評估以網上形式進行，在不影響學生理解評估題目及答案的選擇下，部分評估題目及答案的表達形式或與派發予學
校的紙本版本有所不同，因此時限略有不同。



校本「科目、模式、日期」組合

• 配合學校不同學習及評估需要

• 全科資料數據分析

• 「適用時段」四天內自選日期及校內時段

• 可各班一起進行或於該科課堂進行

•最新後備日安排：

– 小三：6月11日及 6月18日或之前

– 小六：6月21日及 6月25日或之前

– 中三：6月25日及 7月2日或之前

15

級別 自選科目 自選模式 自選各科
舉行日期

小三 中文
英文
數學

STAR網上模式
紙筆模式

□ 2021年6月7日
□ 2021年6月8日
□ 2021年6月9日
□ 2021年6月10日

小六 中文
英文
數學

STAR網上模式
紙筆模式

□ 2021年6月15日
□ 2021年6月16日
□ 2021年6月17日
□ 2021年6月18日

中三 中文
英文
數學

STAR網上模式
紙筆模式

□ 2021年6月21日
□ 2021年6月22日
□ 2021年6月23日
□ 2021年6月24日



最新「後備日安排」適用於以下情況﹕

•使用評估材料適用時段與校內考試日期重叠

•學校因疫情相關原因停課

•突發情況，如恐劣天氣、網絡系統故障等

• 如遇上述情況，學校請留下聯絡資料予考評局，考評局會儘快安

排協助學校參與以獲取學校報告。

16



參與科目?

參與模式?

數學英文中文

STAR 網上版

紙筆版本

CHECKLIST

17 學校如欲於短時間內獲取班別
或學生個人層面回饋，應積極
考慮選擇STAR網上模式
(教育局不會獲得辨識個別學校、教師、
家長或/及學生的資料及數據



18

18



19

19



• 考評局會預先把參與學校資料提供予教城安排學生在中文科聆聽（廣州話及普通話）

及數學科使用相應語言版本（中/英版本）的評估材料

• 於已選當天登入STAR平台，學生按指示完成評估材料

• STAR網上模式中、英文科聆聽增設使用整班/級以中央廣播形式進行，建議學校使用

• 學校如有實際需要，學生於相應「適用時段」在家中完成評估（只限語文科聆聽評估）

• STAR平台自動批改語文科閱讀、聆聽卷及數學科所有評估材料

• 寫作仍須以紙筆模式進行，考評局會到學校收回已完成的評估材料

• 詳細簡易操作在教城稍後環節作補充

20 使用評估材料（STAR網上模式）



21 收取及使用GU21評估材料（紙筆模式）

紙本卷樣本



收取及使用GU21評估材料（紙筆模式）

• 考評局會於相應時段的上一個星期四或五
把紙本版物料送遞學校

• 請學校委任一位統籌老師，方便聯絡

• 網上下載中、英文科聆聽聲帶，建議以全
班/級中央廣播形式進行，方便統一處埋

• 考評局將依據學校在2020年11月上傳的
學生資料，分發數學科使用語言版本的評
估材料送遞學校

• 學校完成評估後，考評局收回答卷批改

• 注意：數學紙本版「梅花間竹」派發安排

• A/C/E班 1卷

• B/D/F班 2卷

22

級別、科目及日期

–中文科聆聽設廣州
話、普通話版本
–NCS讀題支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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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情況問卷調查2021

• 疫情下整體學生的學習情況和效能

• 對象：學校、教師、學生及其家長（學生的參與須得家長同
意，會連家長同意書送達參與學校，學校毋須自行準備家長同意

書）

• 備有網上版問卷（學校及教師）及紙本版（學生及家長）

• 備有中、英版本

• 每問卷需時約15-20分鐘，學生可在家完成「學生問卷」

• 學校通知考評局在6月30日或之前到校收回

• 所得資料絕對保密，不會公布/公開個別學生/學校資料

• 教育局不會獲得可辨識個別學校、教師、家長或學生資料

選取參加級別（建議與使用GU21評
估材料的級別相同，學校報告方能一
同分析學生學習表現及非學業因素 )

填寫各類問卷所需數量

學校問卷及教師問卷設網上版，建議
校長及教師可毋須索取其紙本版。



STAR平台相關最新發展
基本能力 及 整體課程 並重

層層遞進 從低年級起掌握學習進度 規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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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評估資源庫 (STAR) 發展歷程

2017

2018

2020 / 2021

教育局設計題目及資源
教城提供平台管理

(題目設定於基本能力)

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
養統籌委員會建議擴充
及增強STAR平台，配合
日常學與教及評估

STAR 2.0 (10/2020)
STAR 2.1 (4/2021)

 逐步涵蓋整體課程
 擴闊題目種類
 提供學生表現質性化報告

25



STAR 使用量

• 2016年9月起，約 730間中小學超過 340萬 人次曾使用

• 2020/21學年首七個月(即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共 442間中小學曾
使用STAR平台作為教學一部分，約佔 全港學校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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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評估題目庫連結整體課程教學重點及學生學習能力

（2020/21學年(直至4月)新增超過4 000道全新題目，共有超過 59 000 道涵蓋中﹑英﹑數三科小一至中三適用題目）

按校本教學及學生學習進度進行評估
（可自訂班別或特定群組/選擇個別學生派發評估課業）

多元題目類型、電腦批改評估題目

即時評估報告/分析有助了解學生學習情況、檢視教學策略及課堂規劃
（可配合學校其他評估資料使用）

學生個人學習紀錄
（可參照回饋數據，對照個人表現）

網站: https://star.hkedcity.net/zh-hant/ 二維碼:

WLTS提供互動學與教資源

STAR平台特色27

https://star.hkedcity.net/zh-hant/


STAR評估課業舉隅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中國語文第一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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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Key Stage 1

Key Stage 2

29

Key Stage 3

STAR評估課業舉隅



數學
小一

小五

第三學習階段

30

STAR評估課業舉隅



 到目前為止共推出兩輪「預設評估課業」

 2020年2月至6月初

 2020年11月至2021年2月中

 均衡預設題目分布

 已上載249套中國語文、156 套英國語文及154套數學「預設評估課業」

 供教師直接派發予學生或可先按校本需要作出修訂

預設評估課業
在因疫情停課及停止面授課堂期間，按基本能力或整體課程每週提供「預設評估課業」
(第一至第三學習階段)

中國語文科第一學習階段預設課業 英國語文科第二學習階段預設課業 數學科第三學習階段預設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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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至7月將會新增更多

涵蓋整體課程的預設評

估課業，請留意STAR

平台最新消息公佈。

預設評估課業32



閱讀課業
分屏顯示

語文科
開放式題目
及教師評語

支援上下
載附件

中央/班本廣
播形式進行
聆聽課業

支援
說話課業
及錄音功

能

STAR 2.0
STAR 2.1

新增平台功能

33

優化
個人報告

提供題目於
特定時段的
整體層面答

對率



上下分屏

左右分屏

不分屏

分屏顯示語文科閱讀評估課業
(適用於教師及學生版面)

34



(以上截圖顯示
按題目評改版面)
教師可在空格輸入

回饋文字

新增開放式題目及讓教師選擇合適評語或直接輸入評語
(教師版面)

• 教師可於STAR直接載有學生答案的報告(Excel檔)，進一步分析開放式題目，

縮短統整全班/級表現的時間

35

Canned messages 

for teachers’ use 

Other comments can also be added. 

It is easy for teachers to 

give concrete and 

diagnostic feedback



教師可下載或預覽學生
完成課業後上載的附件

教師可提供回饋

36 新增開放式題目及讓教師選擇合適評語或直接輸入評語
(教師版面)



37

學生可點擊題號
檢視老師回饋

37 新增開放式題目及讓教師選擇合適評語或直接輸入評語
(學生版面)



按題號檢視各題答案分析
多項選擇題以圓形圖表達
文字題列答案百分比

分頁“評估分析”顯示整份評估
各學習重點總答對數及答錯數

豐富報告呈現模式 多角度概略診斷學生強項及學習難點

(教師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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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報告了解學生整體學習情況
(教師版面)

39



個別學生表現報告，照顧學習多樣性
(教師版面)

40



41

列舉學生答案、建議
答案及常見錯誤

圖像化學生個人報告
（2021年第三季推出）

DASHBOARD呈現學生個人報告
(學生版面)

41



聆聽課業 ─ 新增以中央/班本廣播模式進行
(教師版面)

42



學生點選錄音功能

語文科說話評估課業─上載語音檔案或直接錄音遞交
(學生版面)

43

按「開始」
及「結束」
便可完成錄

音



學生重聽或/及下載已遞交答案

語文科說話評估課業─重聽已遞交檔案
(學生版面)

44



學生答案

語文科說話評估課業─下載檔案以批改
(教師版面)

45



寫作支援寫作建議

學生亦可下載由教師提供參考附件
(語文科各卷別均適用)

46

Download 

assessment rubric



該題目於特定時段
整體答對率

提供題目於特定時段的整體層面答對率47

• 首階段包括「善用TSA評估材料」安排之題目，亦會陸續擴展至以整體課程

設計的題目



WLTS 特色

• 超過730套因應學生學習難
點設計的教材

• 涵蓋科目：中、英、數
• 種類：學與教活動、材料及
互動練習、遊戲

網站: https://wlts.edb.hkedcity.net/tc/home/index.html 二維碼:48

https://wlts.edb.hkedcity.net/tc/home/index.html


中國語文

第三學習階段-閱讀

第一學習階段-閱讀

第二學習階段-聆聽

49



English 
Language50

Key Stage 1

Key Stage 2

Key Stage 3



數學51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計劃目的
 協助學校使用STAR及配合校本課程或課堂教學的安排
 提升評估素養
 收集數據以驗證STAR整體課程題目的質素

 以良好及具代表性組合的75間網絡學校

 中、英、數三科各有15間小學及15間中學

 活動
 優先試用新設計STAR評估題目 (4 000題 - 2020/21學年)
 優先體驗新增/優化STAR功能
 參與《學校表現報告》分享會 (個別或/及綜合)
 參與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舉辦的題目設計工作坊
 善用數據及數據分析研討會
 結合STAR於課堂學與教研討會 (由大專院校學者主講)
 年終STAR網絡學校計劃全港學校分享會暨下年度計劃資訊日

STAR 網絡學校計劃 (2020/21 學年)52



GU21 - STAR 網上模式

重點流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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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準備就緒

A. 提交回條及參與細節

B. 統籌老師

C. 檢視裝備

D. 帳戶及平台操作

54



「善用2021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安排
學校參加回條

- 進行日期
- 模式：紙本 / 網上
- 科目：中 (聆聽：粵/普)、英、數(中/英)

1A.  提交回條及參與細節55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SurveyID=72MLl93K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SurveyID=72MLl93K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SurveyID=72MLl93K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SurveyID=72MLl93K


「善用2021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安排學校參加回條

- 負責
- 統籌學校參與
- 分享報告予校內相關教師

重要！
重要！
重要！

1B.  統籌老師56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SurveyID=72MLl93K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SurveyID=72MLl93K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SurveyID=72MLl93K


傳送學校提交
的資料

系統根據資料派發
評估材料予學生

57



相應設備（如電腦 / 平板 /學生

的自攜裝置）

課室設備可連接喇叭與電腦用

作中央廣播

WiFi 900無線網絡

1C.  檢視裝備
58



1. 更新教城帳戶：

校本教師帳戶

學生帳戶

2. 初步了解STAR平台運作：

參與教師

參與學生

詳情列於本簡報最後參考資料部份

1D.  帳戶及平台操作

*學校可安排同工報名參與教城定期舉辦的網上工作坊，
或個別申請工作坊

參與工作坊*

• 流程示範

• 實際體驗

模擬評估

• 5月中或以前開始

• 初步了解

• 聆聽卷別中央
廣播模式

• 各種題型

59



帳戶更新

• 學生須以學生帳戶進行評估

• 教師須以校本教師帳戶檢視及跟進評估

重要！
重要！
重要！

傳送學校提交
的資料

系統準確地派發評估卷予
相關學生

60



2 進行STAR網上模式當天的安排

A. 檢視評估卷別

B. 學生進行評估

C. 檢視學生遞交情況

61



2A.  進行STAR網上模式當天的安排 (檢視評估材料)

• STAR系統會按照學校早前選擇進行評估的年級、科目及日期，直接派發

評估材料到學生及教師帳戶

• 評估材料開放時間：上午8:00 至晚上11:00

• 學校可於進行評估當天上午8時正起登入STAR 平台檢視該科目評估材料

*除已安排參與評估的年級及日期外，學生帳戶於GU21期間的上午8時正至下午4

時正將不能進入STAR平台 ，而教師帳戶則不受影響

62



2A.  進行STAR網上模式當天的安排 (檢視評估材料)

• 在登入並選擇需要評估的科目後，選擇「評估材料2021」

63



2A.  進行STAR網上模式當天的安排 (檢視評估材料)

學校請核對派發的評估材料是否正確。如有問題，

請聯絡考評局服務熱線：3628 8181 （小學）/ 3628 8191 （中學）

64



2B. 進行STAR網上模式當天的安排 (學生使用評估材料)

• Step 1: 教師指示學生登入 平台

以教城之
學生帳戶登入

STAR主頁﹕ https://star.hkedcity.net

65



2B. 進行STAR網上模式當天的安排 (學生使用評估材料)

• Step 2: 教師提醒學生選擇即將進行的評估（請留意評估材料名稱），然後學生

於「評估材料2021」中選擇並打開該份評估材料，按「進行評估」可開始作答。

選擇好評估後
按 打開

按進行評估後即可
開始答題

這裡會顯示該評
估的總題數及預

算需要時間

66



注意：語文科聆聽卷別之安排

• 預設安排：錄音檔案以中央廣播模式由教師播放

• 錄音檔的播放功能只會出現於以教師帳戶開啟的評估材料內、並不會出現於學生的評估材料內

• 教師須於聆聽卷按播放功能，配合進行評估場地的廣播設備，播放錄音檔

2B. 進行STAR網上模式當天的安排 (學生使用評估材料)

按「預覽」檢視聆聽
卷別內容

播放錄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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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開啟播放功能後即可
顯示及播放錄音檔案

按關閉播放功能可隱
藏錄音檔案

注意：語文科聆聽卷別之安排

• 自行播放安排：學生可各自於評估材料中開啟播放功能，播放錄音檔案，並完成評估材料

2B. 進行STAR網上模式當天的安排 (學生使用評估材料)
68



2C. 進行STAR網上模式當天的安排 (檢視學生遞交情況)

• 教師可即時檢視學生遞交評估情況之「簡單報告」，以預防如學生錯誤遞交

未完成之評估等的情況

• 包括完成題目數量、學生答案、遞交時間

• 批改結果與題目答對率並不會即時顯示

• 注意：此「簡單報告」將於學校收到正式報告後被取代

按 檢視學生遞交情況
(學生答題後可顯示)

69



• 如發現學生遞交情況異常（如學生未完成但錯誤按下「遞交」鍵），教師

可在進行評估當天，將學生的遞交狀態重設，讓學生可以繼續完成評估，

並通知考評局已作有關安排。

• 注意：此功能只於進行評估當天（至晚上11:00）有效。

2C. 進行STAR網上模式當天的安排 (檢視學生遞交情況)
70

「簡單報告」
版面



2C. 進行STAR網上模式當天的安排 (檢視學生遞交情況)

按 可發還已遞交評
估讓學生繼續完成評估
(只在進行評估當天適用)

71



3  檢視及分享學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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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視及分享學生報告

• 統籌老師於完成評估材料後十個工作天後檢視及分享「學生報告」

• 當統籌老師收到報告時，學生亦可以檢視「個人報告」

按 檢視成績報告

73



3. 檢視及分享學生報告

• 統籌老師可按需要分享報告予校內教師

按 分享

74



聯絡教城安排STAR工作坊

•如何使用STAR平台進行評估

(STEP BY STEP GUIDE)

•實際體驗

75



訂閱教城資訊
76



STAR平台
• 網頁： star.edcity.hk

• 用戶手冊：star.edcity.hk/user-guide

其他查詢
• 熱線： +852 2624 10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8時至下午10時

*公眾假期除外

• 電郵： info@edcity.hk

• 網站： www.edcity.hk

77

https://star.edcity.hk/
https://star.edcity.hk/user-guide
mailto:info@hkedcity.net
http://www.hkedcity.net/


GU21為學校提供的支援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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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學校中就班別、特別群組、個別學生表現分析（只限以STAR網上模式參與）

• 個別學校層面及所有參與學校層面的表現分析

• 個別學校答對率

• 參與學校的整體答對率
量化數據

• 每選項的錯誤答案分析參考

• 以文字描述參與學校的整體表現分析

• 輔以示例解說

質性分析

GU21表現分析 (概覽)79



80 GU21表現分析 (回饋內容及發放時段)



81 GU21表現分析 (回饋內容及發放時段)



82 問卷調查 (回饋內容及發放時段)



性質 形式 舉辦單位 內容 時段/月份

使用評
估材料
及評估
素養相
關

STAR網上模式
模擬安排

教育局、教城及
考評局

「善用2021年系統評估材料」
模擬安排

（適用於STAR網上模式，在模擬安排下，教師可透
過教師戶口登入STAR平台體驗GU21的程序和安排，
包括嘗試在平台上派發材料予學生，讓學生完成模
擬評估材料及遞交答案）

2021年5月

工作坊 教城 STAR平台操作工作坊 2021年5月每星期五
(15:30 – 17:00)

研討及分享會 教育局 STAR網絡學校計劃(20/21)研討及分享會 2021年5-7月

數據
分析

簡介會及工作
坊

考評局 網上題目分析報告系統
（Online Item Analysis -OIA）

2021年5月下旬
（請留意教育局培訓行事曆）

83 研討會、分享會及工作坊



性質 形式 舉辦單位 回饋內容 時段/月份

使用評
估材料
及評估
素養相
關

分享會暨工作坊 教育局及
教城

「促進學習的評估- STAR年度資訊
及更新分享會暨工作坊」

2021年9月至11月

簡介會 教育局 「STAR網絡學校支援計劃2021/22」 2021年9月至11月

主題研討會 考評局 「善用2021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整體學生表現分析

2021年11月

問卷
調查

研討及分享會 大專研究圑隊及
考評局

「善用2021年系統評估材料」
問卷調查

2022年第1季

84 研討會、分享會及工作坊



教育局發出有關「善用2021年系統

評估材料」通函信件

• https://www.edb.gov.hk/tc/cur

riculum-

development/assessment/abo

ut-assessment/assessment-for-

learning.html

• https://star.hkedcity.net/

• https://www.bca.hkeaa.edu.hk/

bcaapps/news/20210426_01_c.

html

參加回條

學校透過考評局網上表格(以下連結

或二維碼)報名參加「善用2021年系

統評估材料」，並選擇參與模式、科

目及日期

• 2021年5月14日截止

•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

eSurvey.aspx?SurveyID=72MLl9

3K

電話查詢

• 一般查詢–考評局服務熱線：

36288181（小學）

36288191（中學）

• STAR平台支援熱線–

教城服務熱線：

26241000

• 有關評估一般政策

教育局助理秘書長楊博文先生

29218943

查詢及備用資料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assessment/about-assessment/assessment-for-learning.html
https://star.hkedcity.net/
https://www.bca.hkeaa.edu.hk/bcaapps/news/20210426_01_c.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assessment/about-assessment/assessment-for-learning.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assessment/about-assessment/assessment-for-learning.html


歡迎就安排提問
期待學校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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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A. 更新教城帳戶

B. 使用模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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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新學生帳戶

1. 於會員系統上載學生資料

2. 移除不適當帳戶

3. 派發帳戶資料給學生

學校管理員

1. 給予帳戶資料

2. 以帳戶登入教城網站，
以確定帳戶運作正常

學生

A. 更新帳戶
88



2. 更新校本教師帳戶

本學年繼續使用

已由學校批准連結學校的
的「個人教師帳戶」

1. 於會員系統上載教師資料：

○ 為加入學校電郵

○ 開設新的教師帳戶

○ 設定帳戶到期日

2. 移除不適當帳戶

學校管理員

向學校索取「校本教師帳戶」

新入職或未有帳戶的教師

A. 更新帳戶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