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國語文課程新路向
學習與評估

岑紹基、羅燕琴、林偉業、鍾嶺崇　編著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www.hkupress.org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1

ISBN 978-988-8083-03-9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10 9 8 7 6 5 4 3 2 1

盈豐國際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序	 周漢光 vii

前言    xi

作者簡介   xiii

第1章 香港中國語文評估新方向  1 
謝錫金

第2章 閱讀評估與學習  21 
羅燕琴

第3章 寫作評估與學習  67 
朱慧玲、岑紹基

第4章 聆聽評估與學習 101 
潘溫文

第5章 說話評估與學習 119 
鍾嶺崇、林偉業

第6章 綜合能力的評估與學習 135
 岑紹基

第7章 香港中學中國語文校本評核的發展、理念與實踐  173
 林偉業

第8章 結語  195
 岑紹基、羅燕琴、林偉業、鍾嶺崇



香港中國語文評估新方向

摘 要

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為香港教育制定了二十一世紀的教育藍圖。香港課程
發展議會提出相應的中國語文教育領域課程改革建議。2007年，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亦因應社會的需要，並配合課程改革的步伐，在評估方面作出了
新的發展方向。本章簡述有關本港中文科課程改革的背景、內容，及有關
評估的新方向。

香港中國語文新課程誕生之背景及課程特色

香港中國語文新課程誕生的背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香港社會性質變化的需求

1997年以前，香港政府把教育當成發展經濟的工具，對教育缺乏長遠的規
劃與設計。九七回歸後，香港政府因應社會的轉變，開始重視教育的發展與規
劃。為了配合社會的發展，政府提出一系列社會改革措施，其中包括：
•	 締造最好的環境，支持創新科技的發展；
•	 改革教育制度，給每一個市民提供更多學習和進修的機會；
•	 進一步開放市場，讓各方面的競爭潛力在市場上充分發展（董建
 華，2000）。

謝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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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型的經濟體系變化急速，但本港原有的教育制度及中國語文課程都未
能配合社會的新發展。因此，面對新挑戰，教育必須變革，特別要擴闊學生的
全球視野，迎接國際教育思想帶來的衝擊（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1999）。

本港是世界性的工商業和金融中心，更是中國對外的國際經貿中心，在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承擔著「協助」與 
「支援」的重要角色。為了配合這些發展，本港學校課程須為學生提供基礎 
的通識教育，增強學生運用兩文（中、英文）和三語（普通話、粵語和英語）的 
能力。

由於香港語文文化背景特殊，因此，中國語文課程應著重培養學生以客觀
的態度學習不同的文化。在學習中國文化的同時，學生須懂得尊重不同民族的
文化，並對世界各國文化持開放與接納的態度。

新經濟政策下競爭力的提升及人力資源的改變

首先是提升香港人力資源的競爭力。由於大量工業北移，香港不少商人都
致力發展服務業及資訊科技業。此外，要在國際市場佔優，就必須改革過時的
課程體系，提升人力資源的競爭力。

其次，踏入二十一世紀，全球邁向一體化，跨國性競爭日益激烈，加上科
技高速發展，產品周期縮短，市場及其他經營環境趨向不穩定；種種不明朗的
因素，促使企業重組，精簡架構，並採取「彈性策略」，力求對市場作出快速的
相應行動。面對這種改變，人力資源也應該有相應的策略配合，舊的長期僱傭
關係已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不定期的、短期的關係逐漸普遍：員工可以
隨著個人的喜好或需要，隨時轉到不同的機構服務，或採用自僱的方式工作。
從個人的層面來看，「勞動力彈性」就是指個人積極學習新技能及自我提升，也
需要跨學科學習，才能適應不同的工種要求（葉景明，2000）。但當前的舊課程
卻不能配合勞動力彈性的新趨勢，因此教育改革是必須的。

第三，從經濟需求人力資源的角度看，語文能力是整個人力資源素質中的
重要部分。一個人的語文能力，不僅影響其自身的學業及事業發展，亦決定了
國民教育水平與人力資源的素質，也直接影響香港發展經濟的能力。因此，社
會的轉變、經濟的發展，促成了本港中國語文新課程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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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國語文課程的改變

教育，是一項面向未來的事業，語文教育亦一樣。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
信息傳播方式的改變，語文課程、教材、資源、模式、評估等亦必須改變，以
作出相應的配合。

香港的語文課程，長期受「重英輕中」意識的影響；另一方面，中國語文課
程本身以範文教學為主，目標模糊，系統欠缺，教學要求不周全，又實施劃一
的語文課程，沒有顧及學生的學習差異，直接影響到教與學的效率；課程重讀
寫，輕聽說，導致學生語文能力偏頗；又強調範文精讀，忽略閱讀面的擴展及
閱讀能力的培養；並未能配合「學會學習，終身學習」的主題。

傳統的教學以教師為本，學生需要適應教育制度。不能適應的學生，將會
被淘汰出局或者被視為失敗者，教育制度給學生或家長帶來很大的苦惱。

此外，考試主導課程，整個學制及學習過程被公開試割裂。小五及小六學
生忙著準備學業能力測驗，缺乏空間發揮潛能，也缺乏學習的動機及興趣。而
中四及中五的學生只顧埋首預備中學會考；中六及中七的學生，亦忙著準備高
級程度會考。

本港學生一般缺乏自學的習慣，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不少學校及家長
著重考試的成績，忽略學生其他方面的潛能，導致學生提不起勁去學習。

由於學校課程的規限，迫使學生的學習局限於少數科目，他們缺乏職業、
組織、服務、體藝各方面的知識。此外，文理科過早分流，阻礙了學生跨學科
的發展，並導致學生過早選擇職業路向。如果香港的社會經濟出現變化，學
生會變得學非所用，未能適應新的經濟轉型；而舊課程過度規範教學及考試內
容，亦未能配合現代社會的需要。

香港高等教育的類型過於狹窄，使到學生過早進入專才教育，而沒有機會
嘗試不同領域的學習經歷。大專教育與持續教育沒有掛鈎，未能培養學生終身
學習的能力（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1999）。

本港學生在傳統的教育制度上已吃了不少苦頭，因此，教育改革的推行，
會為整個社會帶來新的局面。

香港中國語文新課程理念之特色

以學生為主體，以培養思維能力為核心

香港的教育制度近二十年來雖有改變，如1978年全面實施九年免費強迫教
育，替代了以往的精英教育，但長期在以教師為本的理念支配下，語文教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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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填鴨式」、「滿堂灌」的現象嚴重，學生對語文學習會感到索然無味，結果是
能力差異日益增大。

香港中國語文新課程明確指出：「中國語文教育應以學生為主體，為他們提
供全方位的語文學習環境」（課程發展議會，2002），亦主張提供機會讓學生透過
探索和發現去建構新知識。這種「以學生為主體」的新理念，在香港中國語文教
育領域中，清晰地確立了以學生為認識主體與發展主體的地位。因此，語文課
堂教學必須重視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並應完全摒棄從前那種「填鴨式」教法。

教師的地位也應隨著學生學習模式的改變，由「主講」、「主問」變為「主
導」，以協助者的角色，培養學生在知識、能力、智力、情感、興趣等各方面的
成長。以「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信念，致力為學生創設「人人都可以學習和發
展」的空間，建立與時並進、師生共同建構知識的文化。

新課程理念亦強調了「思維能力是語文運用的基礎；強調培養學生具備高
層次思維能力和良好的思維素質」（課程發展議會，2002）；強調語文教育中培養
「獨立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發揮想像和創意」。

新課程提倡以能力導向的「單元教學」，強調每個單元要有清晰的學習目標
和學習重點，在知識技能和態度上的學習要兼顧讀、寫、聽、說四個範疇，並
注重學生的思維訓練，讓他們學會閱讀，學會寫作，學會聆聽和說話，以致有
獨立能力透過閱讀和寫作、聆聽和說話，建構和創造不同領域的知識，以期達
到「學會學習」的教育理想（何敏華，2002）。

語文是思維的載體。新課程強調發展學生思維是主要項目，其中強調「知
識內容」與「學習過程」（包括學習技能和策略，創意與批判思維，後設認知的能
力，溝通技巧等）的融合，以培育新一代成為富於知識、能自決及具有同理心的
學習者（何敏華，2002）。

建立開放式而多元化的新課程

舊的課程注重「範文」，使語文學習流於機械化。新課程理念，強調學
生要擁有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因此，新課程的學習材料以豐富多彩的作品為
主，且強調充分運用學校、家庭、政府和社會的資源，使學生的學習歷程更
為豐富。

新課程與以往最大的分別是，它不再是用指定的範文作教材，而是讓各
校的中文科老師根據學生的程度和需要，自行訂定教材。教材也不僅是文字材
料，可以是音像材料（如幻燈、錄像、錄音、光碟等），或其他文物資料（畫冊、
剪紙、郵票、樂器、服飾、模型、人物雕像、藝術製品等），或實地觀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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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展覽、傳統建築等）。即使只有文字材料，也顯得多姿多彩：古今經典，
實用文字，科普讀物，報章雜誌……均在其中，且強調學生多閱讀，以積累知
識和語言材料。這種開放、多元的語文課程，有利於學生通過語文教育，拓展
視野與胸襟，為終身學習奠定穩固的基礎（課程發展議會，2002）。

新課程的組織更是開放式和多元化。教師可以配合學校的教育目標、文
化、環境、活動、以至大語文環境，根據學生的需要和能力，選擇有利學生的
學習方法─以「讀寫為主」，帶動其他範疇的學習；或以「文體組織學習材料」
進行教學，強化寫作和文體知識的學習；或以「生活內容」作為組織重心，「加強
人際交往」的教育；或以「文化為主」，重點發展民族文化的教育；或以「情意」
為主，重點進行心理人格的教育（課程發展議會，2002）。

正是這種開放式而多元化的新課程理念，才能真正為教師創造充分發揮
教育藝術心思與技巧的領域，為學生創設在學習過程可培養創意、訓練思維
的空間。 

中國語文新課程的理念與舊中學會考的關係

為配合新中國語文課程的發展，多年來沿用的公開考試─「香港中學會
考」的模式，亦須作出相應的變革，以回應社會對人力資源需求的改變。有關高
中「中國語文新課程」的背景、理念及宗旨，現引述如下（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
試及評核局，2007）：

課程理念

中國語文是所有學生修讀的核心領域之一，設立的基本理念是（課程發展議
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	 中文是香港大多數學生的母語，他們自小已從日常生活的語言環境中，積

累了一定的語法。母語是重要的溝通工具，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
學習母語的科目，本科課程要均衡兼顧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要全面提
高學生的語文素養；學習內容包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文學、中華
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自學九個學習範疇，讓學生通過學習祖國語
文，提升語文應用、審美、探究、創新的能力，養成良好的國民素質，認
同國民身份，承傳民族文化（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6	 謝錫金

•	 語文運用是建構知識必須具備的能力。中國語文科為學生學習各門學問打
好語文基礎，使他們學會學習，具備終身學習的能力（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2007）。

•	 課程因應香港的社會、經濟及文化情況而設計，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興
趣、需要和能力，提高他們學習語文的興趣，發掘他們的潛能，為他們的
未來發展作好準備（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整個課程理念，是重視思考，不重盲目記憶內容；希望透過新中國語文
科課程，為香港培育出善於溝通、能獨立思考、具批判精神並富有創意的新一
代。此外，亦希望他們成為未來的棟樑，既能解難，又有審美情趣；能堅守道
德、體認中華文化，樂於終身學習。 

中國語文新課程強調不再有指定的範文作學習材料，課程只是一個構架，
而非詳細的內容。因此，學生的中國語文學習材料，著重以校本為主，校方根
據學生的學習情況，或用出版社課本，或自行編排有關的教學材料，打破了傳
統指定範文的規限。正因為學校與學校之間再沒有共同的範文，故此在進行公
開評估方面，亦建立了新的方向，以考核學生讀寫聽說的表達能力及溝通能力
為主，再沒有評核範文的內容。

學習評估

評估的其中一個目的，對學生而言，是讓學生瞭解自己的學習表現，自我
反思，然後作出改善。此外，評估亦同時能讓家長們瞭解子女的學習進展，作
出適切的協助、輔導和支援，讓子女的學習經歷更豐富、更全面。

評估的結果，對教師和學校而言，可以有助診斷學生在學習上的長處與短
處，向學生提供具實際效益的回饋和建議，使他們知道如何改善學習。此外，
有關的結果也可以讓學校和教師檢視及修訂有關的學習目標、對學生的學習期
望、課程設計及內容、教學策略及活動，以便能配合學生的需要和能力，從而
促進學習，提升學與教的素質（香港課程發展署，2002）。 

另外，由於社會的轉變，對人力資源的要求亦相應提升。因此，公開評
核不單為了促進學習，也「評核考生學習中國語文的成果」（香港中學會考，
2007），實際上亦有「篩選」的作用─為社會甄別不同的人力資源。透過公開
評核的甄別，有些學生會繼續升學，有些學生會投入社會工作，有些學生會接
受培訓，就如教育局指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亦是學生完成中學階段的認可資
歷，以用作繼續升學、就業和接受培訓。」公開評核為本港知識型的社會識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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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不同能力、多元化的人力資源，以便能更有效地運用社會資源，促進本港
社會多元化的發展（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香港公開評核的模式，多年來一直沿用的「香港中學會考」模式—「常模
參照」，但教改推行後，為配合新中國語文課程的發展，亦作出相應的變革，以
回應社會對人力資源需求的改變。中國語文新課程的評估分為下列兩個部分（香
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a）：
1. 公開評核（public assessment）（即是「香港中學會考」，2012年將會轉制為「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佔全科總分百分之八十五。
2. 校本評核（school-based assessment），佔全科總分百分之十五。

「公開評核」屬於總結性評估；「校本評核」（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則
是進展性評估。在公開評核中加入校本評核模式，無疑是一項突破。因為不論
是學生、教師，還是家長，也可透過進展性評估，掌握學生自己學習的情況，
從而作出適當的改進、調節與協助，這不單能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同時能讓
學生在參與公開評核前，作出更好的準備。此外，在公開評核加入進展性評
估，對學生來說，不單能減輕「一試定生死」的考試壓力，也能「確認學生在整個
學習過程中的表現」（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有關公開試的考核範圍，主要根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1年編訂的《中國語
文課程指引（初中及高中）》，考核的內容主要取材自幾方面：文學、中華文化或
品德情意教育，重點要求考生能通過獨立思考，表達個人意見（課程發展議會與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試卷分為五份，包括：
•	 試卷一：閱讀能力
•	 試卷二：寫作能力
•	 試卷三：聆聽能力
•	 試卷四：說話能力
•	 試卷五：綜合能力

至於校本評核，則包括兩項評核活動，包括：
•	 閱讀活動
•	 日常課業及其他語文活動

由於高中中國語文新課程的公開評核於2007年首度推行，有些學校未能適
應新制度。因此，考評局在2007年香港中學會考的中國語文科評核，准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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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由選擇是否參與「校本評核」。若選擇不參與，學生參與公開評核所佔的分
數，會佔全科總分百分之百，因為沒有加入校本評核。

簡單來說，就比較當中個人與小組學習的表現，評估的方法有下列三項︰
1. 以常模參照作評估：以一個有代表性的抽樣樣本去評核個人與小組的 

表現； 
2. 以標準參照作評估：以一個標準去釐定作業的表現；
3. 以水平參照作評估：以一個或多個分數作前設的標準，去決定當中的不同

變項。

不同評核參照的簡介

本港的教育曾推行不同的評估模式，包括曾應用於「目標為本課程」的「標準
參照」，應用於「香港中學會考」的「常模參照」及近年推行的「水平參照」。為了
協助老師理解上述的評估模式，現將有關的評估模式及概念簡述如下： 

「標準參照」（Criterion-referenced）

「標準參照」測驗（criterion-referenced tests）的使用，在於決定「考試的參與
者能做甚麼，知道甚麼，而並不是和別人比較。」（Anastasi, 1988）。「標準參
照」的運作模式，是根據校本課程，訂下有關的教育目標，然後列出多項的達
標項目，用以評核學生的學習成果，和預先訂下的能力表現水平（pre-determined 
performance level），教師可透過「標準參照」，掌握學生的學習表現。

由於「標準參照」的模式能反映課程內容的成效、學生的學習成果，以及學
校的教學表現，因此，教師或教育政策研究者會採用「標準參照」的模式，去評
估學生的學習成果是否能合乎他們所預期的表現。但是，「標準參照」的成效，
需要有大量的研究，找出準確的學生學習成果和表現水平，否則，評核效果不
顯著。

「常模參照」（Norm-referenced）

「常模參照」的設計，是在於找出學生之間的差異（Stiggins, 1994）。透過考
核，以學生的成績作出排列，藉以識別學生能力的高低，學校可因應學生不同



香港中國語文評估新方向	 9

的學習需要，作出適當的調整與協助。此外，社會亦能透過「常模參照」，作出
人力資源的篩選，使社會的資源分配更為有效。

「常模參照」模式的進行方法

在公開評核使用「常模參照」前，有關的參照標準須經嚴謹的檢定。首先，
會先安排一組具代表性的學生（常模組）進行測試，這班學生所得出來的成績，
會成為「對照組」。日後，其他學生在公開試所得的分數，就會與「常模組」學生
的成績作比較。規範測驗是一項精密但很昂貴的過程，因此，製卷者會將有關
的「常模」（norm）持續使用數年。在這幾年所有參與有關公開試的學生，考試所
得的成績，會與原本的常模組進行比較（Bond, 1996）。

本港所採用的「常模參照」模式

本港所採用「常模參照」模式，過程如下：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會選定一批近年在公開考試表現較穩定的學校作為「對照

組」。
•	 「對照組」學校的學生成績進行分析。
•	 鑑定「對照組」學校學生的得分，這些分數會按預定的百分比，成為不同的

等級。
•	 考評局會根據這些「分數線」，為參加考試的所有學生分配等級（教育統籌

局，2006）。

上述過程所得的分數線，就是現行「常模參照」的成績匯報制度。即是，學
生的得分是以A至F級作為等級評分。若學生的表現低於F級的成績，則被評為
「未能評級」（教育統籌局，2006）。

「水平參照」（Standards-referenced）

「水平參照」的特色

「水平參照」的評級共有五個等級，另附「第5**級」為最高級，若學生的表
現低於「第1級」的水平描述，則會被評為「未能評級」（教育統籌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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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平參照」模式內，所預設的等級水平是維持不變的（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2007b）。至於每個等級的人數比例，跟「常模參照」的形式不同，並不

會在每個級別內訂下百分比，規限人數。在「水平參照」的模式中，每個等
級的人數比例，由該年度考生所達到的能力水平決定，有關的比例或升或
降，並沒有預定的百分率。

2. 所預設的等級水平具有一定的透明度（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b）。每個等
級，都有一套文字描述（簡稱「等級描述」），去描述學生語文能力的表現；
並根據該描述，訂定學生所得的等級，「說明達到該等級的學生，應具備的
知識及能力水平」（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b）。

本港採用的「水平參照」模式

「水平參照」的制定過程如下：
過程1. 專家小組會按照課程的目標，通過測試和研究，蒐集各種資料（包括 
 過往有關考試的統計數據及考生參加測試時的答卷）；
過程2. 制訂各等級的描述和示例；
過程3. 具體說明有關水平的要求。（教育統籌局，2006）

「常模參照」與「水平參照」的比較

「常模參照」的測試內容，是用來辨識學生的能力而排列出來的，即由得分
高學生排列至得分低學生（from high achievers to low achievers）（Bond, 1996）。至
於「水平參照」的測試內容，是著重測試內容跟預定的學習結果是否配合，以「能
夠表現課程成效」為主；而「常模參照」的採用，則是以「能夠有效分辨學生能力
高低」為主。

「常模參照」不足之處

不能提供充分的資訊

「常模參照」的模式，主要是考生與考生之間的成績比較，但考生所得出的
考試成績等級，並不能提供充分的資訊，也未能讓外界清楚掌握學生有多少能
力。在學生所得出的成績等級中，只能顯示該生在校內的成績，卻未能確立學
生掌握的知識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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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香港中學會考」的制度下，採用「常模參照」的模式，不單不
能清晰反映學生的語文能力，而且學生所得出的成績等級，亦欠缺具體的
描述（教育統籌局，2006）。 外界亦未能透過「常模參照」， 瞭解考生「達到
哪程度的語文水平」或「實際具備的語文能力」，使到這評核未能達到有效的
作用。

「常模參照」水平釐訂的不穩定性

此外，就本港中國語文科會考所採用的「常模參照」模式而言，「常模參照」
的水平主要採用「對照組」學校學生的表現來釐訂「等級評分」的「分數線」。不過
由於學生每年的水平未必一致，若「對照組」學校的學生成績水平有所改變，用
作「常模」的成績就會相應地有所變化。就以近年的情況為例，因為適齡的學生
人數下降，升中收生制度的改變，會為「對照組」學校帶來「學生差異擴大」的結
果（教育統籌局，2006），故此在「常模」的參考成績中出現了偏差，有關「分數線」
水平的釐訂，亦有可能因為「對照組」學生表現的參差而有所改變調節；有關水
平的釐訂就並不一定能有效地評量學生真正語文能力的水平。

未能促進學生正面學習

Bond（1996）認為，「常模參照」的測驗，只講求考生分數的高低。課程專家
或教育政策研究者都認為，這些測驗只會導致操練學生的情況加劇，其發展方
向與教改背道而馳。

鄭美紅（2002）提出，「常模參照的評估模式」對於學生的學習情況較不理
想。鄭指出，香港的教育制度較偏重常模參照的評估模式，學生之間則較常出
現互相比較的情形。此外，由於學生所得到的成績，只是分數或等級，未能確
切地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果，對學生的學習來說，未能促進有效學習。

至於在公開評核中，「常模參照」最不足之處，在於其評分等級都有一個預
訂的百分比。由於每年參與考核的學生，語文能力各有差異，若以預訂的百分
比來為學生評等，就未能清楚反映每屆考生實際的語文能力，無法為社會拔出
尖子之餘，也使整個考核制度變成一個牢不可破的框框，窒礙了本港考核制度
的發展，甚至窒礙了整個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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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參照」優勝之處

能提供充分的資訊

採用「水平參照」的模式，其等級水平是固定的，亦具有透明度。因此，採
用「水平參照」的模式，不單不容易受其他因素影響其水平的等級，也能比較不
同年份考生的表現，使教育界或社會更易掌握本港學生語文能力的水平，並有
助於策劃未來的語文教育路向。此外，對於外界而言，清晰的等級描述有助於
社會人士瞭解考生的語文能力的水平，亦「有助僱主及大專院校作出甄選的決
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b）。

能促進學生正面學習

採用「水平參照」的模式，所得的成績除所得等級外，亦有固定而清晰的等
級描述，因此，學生的學習不再是盲目地追求分數或等級，反而有目標地去追
求知識，有系統地提升個人的語文能力。對教師來說，他們能把科目學習重點
及預期的學習成果，設定為評核的標準，並更易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水平，
從而作出調整，並能與家長攜手，為學生的學習作出適當的協助與支援，豐富
了學生的學習經歷。

中國語文科「水平參照」模式的闡述

「水平參照」的特色是「能提供充分的資訊」及「能促進學生正面學習」。
綜觀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b）提出的「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分項等

級描述」文件，有些老師對學生所具有的語文能力程度尚未能掌握。因此，本節
以中國語文科「閱讀」能力為例，說明閱讀的水平。

閱讀能力的界定

所謂「閱讀能力」，其實是「讀者能理解及運用語言能力，這些能力既是社會
所需，也是個人重視的。年幼讀者從各類文章中建構意義，透過閱讀學習，參
與社會活動，並享受閱讀的樂趣」（Campbell, Kelly, Mullis, Martin, and Sainsbury, 
2001）。

閱讀是十分複雜的事情，所謂複雜，既與閱讀的過程有關，也與閱讀的結
果有關。從閱讀的過程來說，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需要同步完成許多不同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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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活動，這是複雜之一方面；從閱讀的結果來說，讀者理解文章，就是要
把文章建構成一個多維的心理表達結構（multilevel mental representations），這
是複雜的另一方面（Kintsch, 1988; Oakhill and Garnham, 1988; Daneman, 1991; 
Fletcher, 1994; Graesser, Millis, and Zwaan, 1997; Zwaan and Singer, 2003）。

閱讀理解的能力，根據閱讀的構成過程，可以劃分為五個層次（謝錫金、林
偉業、林裕康、羅嘉怡，2005），包括：

閱讀理解能力層次 描述 闡釋

第一層 能尋找明確的資料 •	 找出與閱讀目標有關的資料 
•	 找尋特定的意念 
•	 找尋字或句的定義 
•	 找出故事的背景（如：時間和地點）
•	 找尋主句或主旨 

第二層 直接推斷 •	 推斷事情的因果 
•	 總結論據的要點 
•	 尋找代名詞與主語的關係 
•	 歸納文章主旨 
•	 形容人物的關係  

第三層 整合並解釋篇章 •	 明白文章的主旨或教訓 
•	 比較及對比文章的資料 
•	 推斷故事的語調 
•	 把文章資料應用在現實生活上，並加以解釋

第四層 仔細閱讀，評價內容、語
言和文章的要點

•	 評估文中的事情，會否在現實生活中發生
•	 形容作者怎樣設計一個出乎意料的結局 
•	 評論文章的資料是否完整或清晰 
•	 解釋形容詞的選擇怎樣影響意義 

第五層 創意閱讀、發揮創意，衍
生新的意念

•	 以文中的內容作為藍本，發表個人獨特的見 
解，並能有理據支持個人的意見

•	 閱讀篇章後，能發揮個人的創造力，進行創 
意寫作

閱讀活動先由字詞語法入手，讀者找出字面的明顯意義，據此推論字面
未明顯透露的隱含內容，藉以連貫、整合全篇，過程中逐漸構成篇章結構和情
境模型，讀者並監察這過程是否順利，或者有否與已有知識發生衝突。若有的
話，讀者須加以思考，並思量如何處理。此外，當讀者掌握篇章結構及情境模
型，並經過思考後，以篇章作為藍本，發揮個人的創造力，進行「創意閱讀」或
「創意寫作」。讀者的閱讀過程，即經過了「字詞」、「推論」、「整合」、「評價」及
「創意閱讀」五個歷程。

明白字面意義是理解的開始，推論就是理解的關鍵，整合就是綜合及解
釋，是理解最重要的環節，監控及評價決定了理解是否有效；至於創意閱讀，
就必須具備上述四項閱讀能力作基礎，再加發展，如圖1.1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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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
   5. 創意閱讀 

  意義理解

 3. 綜合及解釋 4. 監控及評價

篇章格局 1. 字面明顯意義 　2. 推論 情境模型

  字詞認讀和語法解析

  語言

圖1.1：閱讀歷程與結果的關係

閱讀能力的闡述

閱讀能力的建立，包含了讀者對篇章（text）的理解及認知（cognition）能力
的運用。在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閱讀卷的等級描述（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7a）中，因為作整體描述，有些老師未能清晰地從「篇章」及「認知」兩方面瞭
解考生應具備哪些語文能力。因此，本文嘗試從「篇章」及「認知」兩方面，協助
老師瞭解有關閱讀能力五個等級的分析及描述（祝新華，2005），並以〈倒立的老
鼠〉一文為例，詳表1.1：

表1.1︰閱讀能力描述綜合分析表

2007年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閱讀」卷的等級
描述（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a）

謝錫金等（2005）

等級 描述 認知部分 篇章部分

五 準確理解篇章內容；全面或深入地領悟深
層意思；就篇章內容或語文表達提出有說
服力的評價與較有新意的見解

創意閱讀、發揮創意，
衍生新的意念

•	 能融合篇章， 再跳
出篇章，能發揮個人
的創造力，產生創意

四 準確理解篇章內容；基本領悟語句隱含意
義、篇章主旨、作者意圖等深層意思；就篇
章內容或語文表達提出合理的評價與見解

仔細閱讀，評價內容、
語言和文章的要點

•	 能準確理解多個篇  
章，包括現代漢語及 
古代漢語

三 正確理解詞義及篇章內容；初步領悟語句
隱含意義、篇章主旨、作者意圖等深層意
思；就篇章內容或語文表達提出簡略的評
價與見解

整合多個段落，並能解
釋篇章

•	 能理解語段與語段之 
間的關係，也能組合 
多個段落，能掌握整 
個篇章的脈絡及主旨

二 基本理解詞義及句子字面意義；理解篇章
大意；就篇章內容或語文表達提出欠缺清
晰說明的簡單看法

直接推斷 •	 能理解語段及段落的 
內容，甚至深層意義

一 知悉篇內事實及其表面關係；概略理解詞
義（現代詞語、常見文言詞匯）及文句字面
意義

能尋找明確的資料 •	 能理解字詞、文句字 
面意義

等外 不予描述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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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力　第三層 ：綜合並解釋篇章

•	 明白文章的主旨或教訓 
•	 比較及對比文章的資料 
•	 推斷故事的語調 
•	 把文章資料應用在現實生活，並加
以解釋 

例題： 
為甚麼羅伯看見老鼠夾上沒有老鼠
時，會微微一笑?

答案：
他認為的計畫已成功了一半，因為他
刻意戲弄老鼠，使牠們以為他很笨，
然後羅伯再進行下一步計畫。 

＊學生須明白故事情節的發展， 然  
後，再綜合有關細節，並加以推斷  
及作出解釋。

閱讀能力　第一層 ：　
能尋找明確的資料

•	 找出與閱讀目標有關的資料
•	 找尋特定的意念
•	 找尋字或句的定義
•	 找出故事的背景（如：時間
	 和地點）
•	 找尋主句或主旨

例題
問題一：
羅伯把老鼠夾放在哪裏？
答案：
天花板上。

＊（學生只需根據這段原文的字面意義
直接回答問題。）

〈倒立的老鼠〉

從前有一位八十七歲的老人叫羅伯，一生過着和平安靜
的生活，他雖然貧窮但很快樂。
當他發現家裏有老鼠的時候，初時他並未感到十分困

擾，但當那些老鼠開始倍數繁殖的時候，他便開始感到困
擾。牠們不斷繁殖，最後羅伯再不能忍受。
「太過分了！」羅伯說，「實在太過分了！」。於是，他一
拐一拐地走出屋外到路上的商店，買了一些老鼠夾、強力
萬能膠和芝士。
回家後，他把強力萬能膠

塗在老鼠夾的底部，然後黏
到天花板上，再小心地放上
芝士作餌，希望能趕走老鼠。
那天晚上，老鼠離開洞穴，看見

天花板上的老鼠夾，覺得這簡直是
天大的笑話。牠們在地上走來走去、
你碰我、我碰你，並用前爪指着天
花板捧腹大笑。牠們心想，把老鼠
夾放在天花板上實在太愚蠢了。
第二天早上，羅伯下樓，看見

老鼠夾上沒有抓到老鼠，他微微
一笑，沒有作聲。

他拿起椅子，在椅腳的底部塗
上強力萬能膠，把椅子倒懸在天花板
上老鼠夾的旁邊，並把桌子、電視機
和電燈都倒懸在天花板上，他把原來放在
地上的東西都倒轉掛在天花板上，他甚至
連小地毯也放到天花板上。

閱讀能力考核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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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老鼠離開洞穴的時候，仍把昨晚發生的
事拿來開玩笑。可是，當牠們抬頭望向天花板時，笑聲
突然停了下來。
「天啊！」其中一隻老鼠大喊，「看看上面！那裏才是地
面！」
「天啊！」另一隻老鼠嚷着，「我們一定是站在天花板上
了！」
「我開始感到頭暈眼花。」另一隻老鼠說。
「我身上的血全都湧到頭上去了。」又有另一隻老鼠說。
「太可怕了！」一隻長着鬍子的年長老鼠說，「這實在太
可怕了！我們得立即想想辦法。」
「如果繼續倒立，我會暈倒的！」一隻年幼的老鼠大叫。
「我也是啊！」
「我不能再忍受了！」
「快！想想辦法，救救我們吧！」
老鼠開始變得恐慌了。「我知道我們該怎辦，」最年長
的老鼠說道，「我們該倒立，這才正常。」
所有老鼠都聽從年長老鼠的說法，全都倒立起來。過
了一段時間之後，老鼠都因為腦充血而一一暈倒過來。
第二天早上，羅伯發現地上滿是老鼠，他迅速地拾起
牠們，然後統統丟到垃圾籃裏。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當看見這個世界似乎是極度倒亂
時，記得確定自己是腳踏實地。

閱讀能力　第二層：直接推論

•	 推斷事情的因果
•	 總結論據的要點
•	 尋找代名詞與主語的關係
•	 歸納文章主旨
•	 形容人物的關係

—「連繫性推論」的提問，例題：
問題：當羅伯第二天清早下樓的時
候，為甚麼滿地都是老鼠？（選擇下
列正確答案）

A：老鼠倒立太久。
B：羅伯給老鼠太多芝士。
C：老鼠由天花板掉下來。
D：羅伯在地上塗上了漿糊。
正確答案：A

＊ 故事描述過老鼠曾經「全都倒立起
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老鼠都因
為腦充血而一一暈倒過來。」故事最
後記敘到了「第二天早上，羅伯發
現地上滿是老鼠，……掉到垃圾籃
裏。」讀者需要把「倒立」、「暈倒」、
「地上滿是老鼠」等事件以因果關係
連繫起來，否則便弄不懂文章的前
後關係。

閱讀能力　第四層：

•	 評價篇章內容及語言形式
•	 評估文中的事情，會否在現實生活中
發生

•	 形容作者怎樣設計一個出乎意料的
結局

•	 評論文章資料是否完整或清晰
•	 解釋形容詞的選擇怎樣影響意義

例題：
想想羅伯和老鼠在故事中做過的事，試解
釋這故事令人難以相信的原因。

答案：
在故事中老鼠會說話，這是令人難以置信
的，因為老鼠不會像人一般的說話。

＊學生評估文中的事情或人物，在現實生
活中出現的可信性。此外，學生也能形容
作者怎樣設計一個出乎意料的結局，並加
以解釋。

閱讀能力　第五層：創意閱讀（謝錫金，2007）

•	 以文中的內容作為藍本，發表個人見解
•	 發揮創意，衍生新的意念

例題：
你喜歡〈倒立的老鼠〉的結局嗎？若你是作者，你會安排怎樣的結
局？
答案：
不喜歡。我安排的結局是這樣的：
第二天早上，羅伯發現地上滿是老鼠，他於心不忍，把牠們拾起
來，並送到河邊去。當老鼠醒來後，發現河邊的居住環境比羅伯
的家更舒適。從此，牠們再不願意回到羅伯的家，而羅伯亦不再
受到老鼠的騷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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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綜合來說，香港現時的課程改革與教育改革，正能配合中國語文新課程的
長遠發展，我的意見如下：

香港的課程改革，有下列三項值得留意：一、擴闊學習層面：擴闊現時學
科知識的闊度和深度，減少學科的專門性，提供更多不同的核心課程、選修課
程以及其他的學習活動，例如通識科目；二、以學生為主導的學習，提高學生
學習的互動性與主動性，著重培養學生高層次的思維方法；三、讓全部學生能
完成整個中學課程，獲得認可的資格，發揮他們全面的能力及興趣。

另外，香港評估改革方面，可以有減少考試及增加學習時間、擴闊學科評
核範疇的廣度，加入校本課程作評核，增加更多的開放式題目，引入標準參照
的評估模式，加入學生作業專案作評核。

由於社會的轉變，經濟的轉型，各行各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亦有所轉變。
此外，新世代的學習模式，不再受傳統的、機械化的框架所限制，而是活潑
的、多元的，以培養思維為核心。同樣，新世代的評估模式亦因應學習模式的
改變而建立新的方向。香港中國語文科公開試的評估模式，由只強調找出學生
之間的差異、缺乏彈性、未能促進學生積極學習的「常模參照」模式，轉而採用
透明度高、清晰明確、具彈性，且能有效促進學生積極學習的「水平參照」模式。

此外，增加了校本評核，對學生來說，學習就變得更有意義。由於「等級描
述」是新的產物，老師們仍會感到陌生，本書希望透過深入淺出的方式，闡述有
關「水平參照」的理念及由來，希望能讓老師有更深入的認識，進一步提升學與
教的成效。本書的目的在於解釋學術的理念，文章並不代表教育局及考評局的
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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