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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政策 

1 評估目的 

1.1 識別學生的強項和弱項，並提供優質的回饋，給予他們適時的支

援以強化所學。 

1.2 收集學生在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各方面的學習顯證，讓學

生不斷改善學習。 

1.3 協助教師檢視學習目標、教學計畫及教學策略，從而提升教學質

素。 

1.4 讓家長了解子女的長處，考慮如何協助子女學習，並寄予合理的

期望。 

1.5 弘揚個人自律精神，培養學生積極主動的處事態度。 

1.6 各學科遵循學校課程整體目標，檢視並促進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

能力。 

 

 

2 基本方針 

2.1 校內評核的推行是為了配合學校整體課程的發展。 

2.2 平衡兼顧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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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評估方式多元化，同時切合評估目的、學習目標和學習過程，並

能照顧學生的多元學習需要(例如:資優、能力稍遜)，更全面了解

學生的學習情況。 

2.4 評估的頻次，足以讓學校、教師、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同時不

礙學與教。 

2.5 多方參與，發展學生反思、自我改進和評鑑的能力。 

 

3 評估類型 

 
3.1 進展性評估 

 

 檢視學生在日常課堂上的學習表現、學習進度及學生付出的努

力。 

 評估有助教師及時了解教學情況，作出教學檢討及為日後改善

教學做準備。 

 一般的課堂課業、家課、作業、各類工作紙、默書、小測、專

題研習等均屬於進展性評估。 

 持續發展各科技能評估及檢視學生態度價值觀方面的表現。 

 教師可通過觀察學生的課堂表現、學習活動、專題研習的投入

態度及參與度，或收集學生的課業和習作，來檢視學生的學習

進度及表現。 

 進展性評估一般可以分數、等級、或能力指標來顯示學生的達

標情況，並給予學生及時的回饋(包括口頭)來改善其學習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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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期中英數三科均設有「進展性評估」各兩次(包括數學科目

的實作評估)，評估結束後，教師會儘快給予學生回饋(包括在

評估卷上寫下學生需改善的學習建議)。 

   3.2  總結性評估 

 反映學生在整個或某個學習階段及某部分課程所達到的能力

(如期考)，讓家長、持分者、學校及其他機構能辨別學生所達

到的程度。 

 讓學校了解學與教的內容及果效，並對課程設計作出反思和檢

討。 

 除舉辦校內總結性評估外，學生亦同時參與教育局舉辦的不同

階段的總結性評估，如:三、六年級的全港性系統評估及六年

級的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 

     

 

 4 校內評估及考試安排 

    

 

 

 上學期 下學期 
一至四年級 一期中考、一期考    

兩次進展性評估 

一期中考、一期考    

兩次進展性評估 

五年級 一期中考、一期考    

兩次進展性評估 

一期中考、一期考(呈分試)    

兩次進展性評估 

六年級 一期中考(呈分試)、一期考    

兩次進展性評估 

一期中考(呈分試)、一期考    

兩次進展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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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課政策 

1. 目的 

1.1 學生能在輕鬆、愉快及得到滿足感的情況下學習，培養對學科的興

趣。 

1.2 既鞏固課堂學習，激發思考；又能讓學生為新課題作準備，促進自

學。 

1.3 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及問題，繼而尋求解決疑難的方法。 

1.4 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具自律、負責、愛學習等正確的態

度和價值觀。 

1.5 讓教師找出學生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以調整教學計畫及策略，提

供適時回饋，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1.6 評估學生在汲取知識、掌握技能及培養良好態度和正面價值觀等各

方面的表現，有效回饋課堂的規畫及實施。 

1.7 讓家長或監護人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和特質，從而能適時作出支

援。 

1.8 讓家長或監護人了解學校課程的要求，攜手合作，共同幫助學生改

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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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方針 

2.1 每天的家課需包括中文、英文、及數學科。 

2.2 着重能激發學生思考的家課。 

2.3 不着重機械式的抄寫家課。 

2.4 每天家課分量要平均，任教同班的科任老師互相協調學生每天的功

課量，避免一天出現過量的家課。 

2.5 學生做家課時間為約 1 小時 45 分。 

2.6 費時的家課(家課類別有*者)盡量安排在周末或假期時完成。 

2.7 各級各科的家課種類、次數、分量及批改方式必須依照各科的指

引。 

2.8 在學習上有特殊需要的同學，學校會安排家課調適措施及課後家課

支援小組。 

2.9 教師安排家課時，須有充分的指導及說明，以確保學生掌握教師的

要求和明白完成功課的方法。 

2.10 中、英、數科任老師利用導修課指導學生完成部分家課，以減輕

家課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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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科組須就不同的科目特點設計有效益的家課：家課須有明確的目

標、採用不同類型與方式、富趣味性、挑戰性、能提升學生的思

維能力及培養良好的課外閱讀習慣。 

2.12 家課一般以分數、等級或能力指標來顯示學生的學習情況，並給予

學生及時的回饋(包括口頭)來改善其學習效果。 

2.13 班主任(每周)及家長或監護人(每天)須簽閱學生內的家課表。 

2.14 鼓勵學生依時完成家課，若學生經常欠交家課，教師應了解背後的

原因，及盡早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尋求協助，盡力幫助學生克服困

難，以完成家課。 

2.15 家課不應被利用作為懲罰學生的手段。 

2.16 定期檢討家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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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課類別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作    業 Workbook 作  業  作  業  
詞    語 Reading 家課簿 A B C 工作紙 
抄    默 Listening 課本練習 溫習工作紙 
造    句 Grammar  補充練習 *時事資料搜集 
默書簽改 Dictation, 

corrections and 
signature 

課堂工作紙 *假期閱讀報告 

導讀工作紙 Writing Practice 校本工作紙 *十問十答 
喜閱寫意工作紙 Worksheet 家課工作紙 *專題研習 
預習工作紙 Consolidation 

Worksheet 
解難工作紙  

溫習工作紙 Speaking Fun 
Booklet 

數學秘笈  

鞏固工作紙 Notebook 溫習工作紙  
筆記 Revision 

Worksheet 
鞏固工作紙  

語文寶庫 Penmanship *假期工作紙  
*閱讀工作紙 Supplementary 

Exercise 
*網上診斷系統  

*實用文工作紙 *Copy Book *中一學科測驗  
*寫作工作紙 *Pre-secondary 

One Hong Kong 
Attainment Test 

*STAR 網上學生
評估 

 

*隨筆/周記/生
活事件簿 

*STAR Online 
Student 
Assessment 

  

*大    楷 *Newspaper 
Cutting 

  

*假期閱讀報告 Online reading   
*中一學科測驗    
*STAR 網上學生
評估 

   

網上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