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價教育質素或了解

學生所達到的水平

對學習的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 作為學習的評估

評估是課程、學與教及回饋循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要作用是蒐集學生學習表現的顯證，

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展、強弱項和學習難點，從而調整學與教規劃和策略，促進學生學習。就評

估的功用而言，可分為「對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of learning)、「促進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和「作為學習的評估」 ( Assessment as learning)。

評估的規劃與實施

有效地向相關持份者（如家

長）解釋學生的評估表現

培養學生積極參與不同類型

的評估活動的態度和能力，

並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善用評估所得的資料，

為學生提供有效回饋；

調整學與教規劃和策略

按學習重點、預期成果，

以及學生的學習表現和需

要，布置適切的評估重點

因應不同的評估重點，採用

合適的評估活動，判斷及闡

釋學生學習顯證

評估方式多元化，讓學生

從多方面展現不同的語文

能力與態度

教師的
評估素養

學校應持續提升教師的評估素養，讓他們具備相關的知識和能力，包括能按學習目標布置合適

的評估活動，運用多元化的評估方式，給予學生優質的回饋，以及善用評估資料反思學與教成

效，以回饋課程規劃、學與教策略，令評估發揮正面和積極作用，促進學與教效能。

小學中國語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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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認識

自己的強項和弱項，更積極

連繫學習與評估，從而發展

自主學習的能力

讓教師認識學生在學習上

的強項和弱項，並幫助他

們不斷改進；同時亦要就

學生所需調適課程、改善

教學



能否配合課程目標，因應學習重點、

預期成果、學生表現和需要，擬訂評

估重點？

評估重點是否具體明確、容易操作，

不過於零碎？

評估方式及比重是否適切？評估時間、

頻次及記錄方式是否恰當？

評估計劃

多元化評估

評估重點是否配合學習需要？

評估活動是否適切，能針對不同評估

重點，準確反映學生的學習表現？

評估準則是否客觀、要求合理和一致？

判斷表現、作出評價

評估後，能否依據評估重點與

客觀的評估準則，判斷學生的

學習表現，並作出評價？

跟進

教師：能否運用評估所得資料，調

整課程規劃、修訂教學內容和策略，

並擬定跟進活動？

學生：可否根據評估的回饋資料，

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展和表現，反思

學習，作出改善？

回饋學與教

是否能善用評估資料，了解

學生的學習進展、強弱項和

需要，及時給予學生回饋；

並修訂教學策略？

檢視校本評估策略與措施

教師可因應校本需要，選取不同的切

入點，審視校本評估的發展和成效，

然後訂定跟進計劃，逐步優化校內評

估策略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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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評估須與學與教緊密結合，並應以促進學生學習為主要目的。教師在日常教學中宜配

合課程目標、學生學習需要及發展，善用校內和校外評估資料，檢視校本評估的規劃與實

施，以及調整、改善學與教策略，完善校本課程發展，促進本科學與教成效。就評估的常

見迷思，舉隅如下：

全港性系統評估只評估學生的基本能

力，未能完全涵蓋本科課程，故難以

全面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果。校內評估

應結合學生日常學習和需要，透過多

元化的評估模式，讓不同能力的學生

均有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

閱讀卷應配合單元或評估重點，以

及學生的學習進展和需要而設題。

評估內容應避免聚焦於如修辭辨識

等語文基礎知識的題目，否則即使

學生取得高分數，也不足以反映他

們的閱讀理解能力。

教師須檢視評估所得的資料，了解

學生的表現，並要反思教學成效；

因應學生的學習難點或優點，給予

即時的指導或回饋，以及調整隨後

的學與教內容和策略，以助提高學

生的學習效能。

校內評估應參考

全港性系統評估

來擬卷嗎？

若閱讀卷只設置數篇

閱讀理解，學生難以

溫習，要加設詞語運

用、句子續寫、修辭

辨識等題目，學生方

能取得好成績。

如何令評估後的回饋

和跟進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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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不同的評估活動，教師

須擬訂客觀、清晰和合理的

評估準則，判斷和詮釋學生

的學習表現，使能有效回饋

學與教。

評估學生語文學習的整體表現，內

容以聽說讀寫等能力為主，亦須涵

蓋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等學

習範疇。

須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和進展，具體明確，容

易理解及操作，不應太

細碎，亦無需與學習重

點一一對應。

各學習範疇的評估

項目比重須合理，

不宜過於偏重某種

語文基礎知識題目

或評估形式。

教師宜因應不同的評估

重點，選用和設計適切

的評估活動，全面蒐集

學習顯證，以了解學生

的學習進度和成效。

評估
範圍

評估
準則

評估
重點

評估
比重

評估
方式

擬設校內
評估計劃

評估既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果，亦重視他們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了解他們發展的需要。教師

應充分利用進展性評估，適時給予具體、有針對性的文字或口頭改善建議；尤其是鼓勵性的

評價，增強學生的自信心，讓他們體驗成功的喜悅，對學習產生正面激勵的作用。

優質的回饋

扣緊學習重點

提供具體
適切的資料

正面、鼓勵性

有針對性

讓教師可以優

化教學，完善

課程規劃，促

進學生的學習

讓學生反思

及改善學習

讓家長知道子女

的學習表現，適

時跟進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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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規劃與實施的詳細內容，請參閱《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頁49-58。



善用評估資料
回饋學與教

以下是兩所小學在中國語文科實施的學習評估措施和特色，供語文教師參考和借鏡。

在學與教過程中，恆常的課堂觀察、提問、課

業及測考等策略都是教師用以了解學生學習的

重要途徑。學校應善用評估資料，就學生的學

習表現，調適課堂學與教、課業設計和課程規

劃，以促進學與教成效。

因應學生表現，調適課堂學與教

根據日常課業、觀察和上學期考試，教師

發現小五學生歸納文章主旨有困難，表現

不理想；

針對學生表現，教師即時調整下學期的學

習單元，加強學生歸納主旨的學習；

調整單元教學內容和策略:

- 下學期初，教師在單元「看得見的奇跡」

  中，增設學習重點「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

  概括段意及主旨」，並配合學生學習，選

  取合適的閱讀材料；

- 修訂閱讀課業內容和設計，透過提問、示

  範、小組討論、課業練習等，逐步引導學

  生運用細讀全文、圈關鍵詞句，刪除次要

  內容，把性質、類型相似的事物歸類等策

  略，概括文章段意及主旨；並由教師適時

  回饋和總結，深化學生對歸納文章主旨的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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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示例一



布置單元評估重點及活動:

檢討跟進活動成效:

- 完成單元後，教師檢討教學，肯定布置的

  跟進活動和課業，有效針對學生的歸納主

  旨問題，改善學習表現；

- 教師在隨後的單元中改變學與教策略，以

  及活動設計，進一步加強學生歸納主旨的

  學習。

學期結束時，教師就小五級課程的整體檢

視，建議下年度小五上學期單元，要優化

歸納段意和主旨的學習，以及課業設計，

提高學生的學習效能；並把「提升學生歸

納主旨能力」作為下學年中文科教學的關

注點，從低年級開始在日常課堂提問、課

業中增加歸納主旨的活動，多讓學生嘗試

分析、概括文章內容要點，逐步提高學生

歸納主旨的能力。

運用評估資料回饋課程規劃

- 在單元評估中，教師設定明確的評估重點

  和相應題目，了解學生對歸納文章主旨的

  掌握；

- 評估資料顯示，大部分學生能歸納文章主

  旨；有能力稍遜學生表示，過往遇上這類

  題目會放棄不做，現在會運用所學的閱讀

  策略嘗試作答；

- 教師因應學生的學習表現，給予正面的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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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多元化
評估促進學生
自主學習

學校善用多元化評估設計，蒐集學生學習顯證，並有機結合學習和評估活

動，讓學生更積極地連繫學習與評估，培養自主學習能力。過程中，學生

會認識學習目標，參考評估準則以自我監察，又透過教師或同學的回饋，

反思學習的內容及策略、調節學習方法及學習目標。

多元化評估設計

教師訂定明確的評估重點，布置多元化、富趣味的

評估課業，全面評估學生的語文學習表現，包括討

論及匯報、話劇、網上評估、創意閱讀報告(立體/

電子閱讀報告)、製作電子故事書等。

教師更別具心思，設計「夏日語文手記」，讓小一

至小五學生在暑假期間研習不同課題。評估內容與

生活及語文學習緊扣，如訪問家長、學習格言、正

字追蹤等，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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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多元化
評估促進學生
自主學習

學校示例二



善用電子評估

學校善用電子平台、應用程式及網上資源布置評估，檢視及分析學生表現，加強即時回饋，

促進學與教效能。

運用STAR評估數據回饋學與教

設置全級課業
分析學生表現報告

(全班/個別)

回饋與跟進(全班)

即時解說

針對學習難點，調適教學內容

運用促進學習評估資源庫網上

學與教支援(WLTS)的資源

回饋與跟進(個人)

個別輔導，並以相關評估重

點的課業鞏固學習

教師又運用不同的線上評估工具，一方面提升互動及增加學習趣味，另一方面了解學與教

效能。教師透過系統匯出報告，分析學習成效，適時作出跟進和支援；又摘取報告重點以

電郵傳送予家長，讓他們了解子女的學習表現。

積極推動「作為學習的評估」

學校銳意配合課程發展趨勢，積極推動「作為學習

的評估」。例如在小二說話活動中，教師引導學生

認識學習目標後，讓學生按學習要求，運用應用程

式錄下說話內容，然後參考評估準則，自評說話表

現，並自我修正，最後呈交最滿意的錄音檔。

另一活動中，學生運用應用程式及互聯網，欣賞同班

同學的朗誦片段，相互觀摩，自評及互評，並根據評

估準則投選朗誦表現最佳的同學。

鳴謝學校示例提供：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嘉諾撒聖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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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

自理

自評

自強

有效管理學習成果

藉自己及他人的評價檢視自

己的學習過程、表現及成果

加強自我認知，反思及調整

學習方法

了解自己的強弱及學習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