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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官立中學 

課業及測考評估政策 

 

(一) 課業政策 

1. 課業目的    

1.1 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延展和加強學生的學習。      

1.2 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及認清自己須改善的地方。      

1.3 鞏固課堂學習，讓學生準備好學習新課題。      

1.4 讓教師找出及了解學生在學習上所遇到的困難，以便進一步加強教學，解決學生的疑難。      

1.5 評估學生在汲取知識、掌握技能及培養良好態度和價值觀等方面的表現。      

1.6 讓學校及家長攜手合作，共同尋求方法，幫助學生改進。 

 

2. 課業特點      

1.1 配合學科的目標及學生的需要，具有明確的學習目標。 

1.2 設計多元化，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1.3 有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及發展共通能力。 

1.4 部分課業設基礎題及挑戰題，以照顧學習差異。 

1.5 能把課堂所學與學生的日常生活聯繫起來。 

 
 

3. 課業種類    

1.1 課堂延伸：在家裏完成課堂上未完成的課業 

1.2 並行家課：學生在家裏開始及完成的課業 

1.3 課前準備：上課前在家中所作的準備 

1.4 溫    習：默書、測考前在家中所作的溫習  
 

 

 (二) 測考評估政策 

1. 評估目的    

1.1 讓學生了解自己在學習上的長處和短處，並根據老師及其他評估者的回饋，訂下下一步要 

達成的目標及改善學習方法。 

1.2 讓老師診斷學生在學習上的優點和不足，一方面向學生提供有效的回饋和改善建議；一方 

面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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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 

促進學習及提高學與教的成效。 

1.3 

 

讓家長了解子女在學習上的長處和短處，從而協助子女改善學習，並對子女有合理期望。 

 
 

2. 評估形式    

2.1 進展性評估 

2.1.1 老師在課堂上透過提問、觀察、同儕學習及有效的回饋，鞏固學生所學，從而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及信心。 

2.1.2 配合學習目標和過程，運用多元化的評估方式，例如筆試、堂課、家課、工作紙、 

彙報、專題報告、學習檔案、網上練習、學習反思、同儕互評、默書及小測等從而 

診斷和改善學與教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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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中一至中五級上下學期各設一次統測；中六級全年一次統測。 

2.1.4 除統測外，各科的其他評估模式和數量會因應科本需要而有所不同。 

 

2.2 總結性評估 

中一至中五級上下學期各設一次考試；中六全年一次考試。 

 
 

3. 評分方法    

      3.1     進展性評估包括統測及其他評估模式（如上課表現﹑家課表現﹑實驗表現及自學表現

等），佔總成績 30%，考試佔總成績 70%。 
 

3.2  全年分上下學期，成績均獨立計算，升留級及編班均以全年總平均分為計算。各級評分

詳情如下： 
 
中一至中五級 

(i) 上/下學期各學科在成績表的分數 =  (進展性評估得分 × 30%) + (考試得分 × 70%)  

(ii) 全年總平均分 = 上學期平均分（佔40%）+下學期平均分（佔60%） 
 

中六級 

各學科在成績表的分數 =  (進展性評估得分 × 30%) + (模擬考試得分 × 70%)  
 

3.3 及格分數 

中一至中三級 - 滿分的百分之五十(50%)為及格分數。 

中四至中六級 - 滿分的百分之四十(40%)為及格分數。 
 

 3.4   缺席處理 

缺席統一測驗 

(i) 沒有合理解釋 

   -該缺席科目的測驗分數將被評為零分。 

(ii) 有合理解釋而獲校方接納 

    -考生在該測驗科目中可獲評估成績 

缺席考試 

(i) 沒有合理解釋 

   -該缺席科目的考試分數將被評為零分。 

(ii) 有合理解釋而獲校方接納 

    -考生在該考試科目中可獲評估成績 
(i) 

3.5 異常情況處理 

當測考進行時受到突發事情影響而須立刻中斷該節的考試，受影響科目的分數將根據

以下方法處理： 

 

例：物理卷，1小時完卷。 

(i) 中斷發生在開考後超過一半的測考時間，例如開考後 34 分鐘： 

(a) 評估分數=已作答及取得的分數  × 
34

60
 

(b)  評估分數上限為該科滿分的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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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中斷發生在開考後少於一半的測考時間，例如開考後 20 分鐘，而 (i) 所作 

         的評估不能準確反映該考生的分數。因此，評估分數可由已獲得的平時分或 

         測驗分推算。 

 

3.6 體育、設計與科技、音樂、普通話、家政及初中視覺藝術科評分 

- 體育、設計與科技、音樂、普通話、家政及初中視覺藝術科不設紙筆考試，進展性

評估成績以等級顯示。 
 

3.7 分數準確度 

- 持續評估分及考試分必須準確至整數。(四捨五入) 
 

3.8 各科各級考試滿分額 （見附件） 

  
 

  4. 評估回饋 

    統測周及考試周結束後，科任老師會安排課節跟學生討論試題，並會針對學生的不足，在級 

    會議或共同備課時修訂隨後的教學計劃，讓學生充分掌握所學。 

 

5. 對評估結果/校本評核存疑的處理 

學生若對評估結果有疑問，可在「測驗/試後檢討」課堂上向科任老師提出覆核；學生若對覆

核結果仍存疑，家長須書面向科主任提出上訴。科主任將交予校方處理，如有需要，校方將委

任另一位/一組教師重新評估學生的答卷/校本評核的課業，或要求學生完成一項類似的課業以

作核證。根據調查結果，校方會裁定學生的疑問是否合理，並盡快通知學生及家長議決的結果。

公開考試成績公布後，考生可向考評局提交積分覆核的申請（包括校本評核部分），惟學生不

能就其校本評核成績申請重新評核。 

 

6． 處理遲交校本評核的個案 

     如學生未能準時遞交校本評核課業，將會按照學校的規則施予懲罰。若學生沒有合理的理由       

     缺席或欠交評核課業，該次評核將被評為零分；如果學生有充分理由（例如﹕生病），並提 

     交相關證明（如醫生證明書），學校才考慮容許學生延期完成評核課業或安排學生補做評核 

     課業。 

 

7． 處理非其學生本人製作的校本評核習作 

學生須簽署一份聲明表格，以表示明瞭學術誠信和按規定完成校本評核的重要性。如果學生抄

錄他人的作品，包括互聯網上的資源，而沒有清楚標明所抄錄或引用的資料及註明出處，並把

有關資料視為自己的作品遞交予教師，一經證實抄襲，校方須通知考評局。根據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規則清楚說明，若考生違反考試規則，他們可被罰取消有關科目或全部科目的考試成績，

或被罰扣減分數或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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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評估安排  

8.1 為讀寫困難學生提供特別考試安排 

8.1.1 加時 

(i) 一般筆試可加時25%，或按專家意見增減。 

(ii)在聆聽測試時，安排比一般學生較長的作答時間。 

 

8.1.2 試卷的特別編排 

(i)將整份試卷放大，或將試卷的字體放大，以一般試卷的紙張編印。 

(ii)單面印製試卷。 

 

8.1.3 作答形式的特別安排 

(i)容許學生隔行書寫答案。 

(ii)採用行距較寬的答題紙，讓學生隔行、隔格書寫。 

 

8.2 豁免校內評估 

8.1.1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如因其能力的缺損而無法應考某些科目或某些科目的某些 

      部分，學校會參考專家意見，並由教師、學生及家長在個案會議或個別學習計劃會 

      議中作出豁免的決定。 

8.1.2 若豁免某些科目部分試卷，學校可以按比例推算學生在該科目的總分。若豁免某些 

科目，學校可以按比例推算學生在該次考試的總分。 

 

獲豁免科目中部分試卷的計分方法示例 

中二級學生甲為一普通學生，學生乙為嚴重弱聽學生。學生乙在英文科期考獲學校豁免應考聆

聽及說話兩份試卷。  

 

科目 試卷 滿分 學生甲分數 學生乙分數 

英文 

理解及運用 70 60 60 

英語寫作 50 40 30 

聆聽/默書 50 30 豁免 

說話 30 25 豁免 

總分 200 155 90 

學校會用下列公式計算學生乙所得總分：  

學生在應考試卷所得總分 
×  所有試卷以滿分計的總和 

學生在應考試卷以滿分計的總和 

 

學生乙的英文科得分為：  

90 
×   200 =  15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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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粉嶺官立中學 

各科各級考試滿分額 

 

 

科目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滿分 滿分 滿分 滿分 滿分 滿分 

中國語文 200 200 300 200 200 200 

普通話 A A A --- --- --- 

英國語文 200 200 300 200 200 200 

數學 200 200 300 200 200 200 

通識教育 --- --- --- 200 200 200 

中國歷史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經濟 --- --- --- 100 100 100 

地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歷史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生活與社會 100 100 100 --- --- --- 

旅遊與款待 --- --- --- 100 100 100 

科學 150 150 300 --- --- --- 

生物 --- --- --- 100 100 100 

化學 --- --- --- 100 100 100 

物理 --- --- --- 100 100 100 

商業 --- --- 100 --- ---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 --- 100 100 100 

普通電腦 100 100 100 --- ---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 --- 100 100 100 

設計與科技 A A --- --- --- --- 

設計與應用科技 --- --- --- 100 100 100 

家政 A A --- --- --- --- 

視覺藝術 A A A 100 100 100 

音樂 A A A --- --- --- 

體育 A A A A A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