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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各國為保證青少 接受教育的質素，均會採用評估工具，以各自的

模式搜集學生的學習進度數據，以便調整教育 策，確保學生在不同學習

階段 到基本能力水 香港亦不例外，自 2004 推動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每 評估就讀小 小六及中 的學生，了解其中 英 數 科的

基本能力水 是否 全港水 有關數據除了對 府的教育 極具參

考價值，亦有利學校及老師了解學生的能力及強弱 ，調整教學策略，協

助學生有效學習，提升能力水 及學習 趣，因 本會認為全港性系統評

估的本意值得肯定，亦應持之以恆  

 

小 基本能力評估 (BCA) ，即從前的 TSA，近期引起社會討論，本

會對 非常關注，理解早 的評估題目及報告實有可完善的地方，但經過

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 全面檢討及諮詢教育界各持份者

意見後，包括改良試題設計 優化學校報告 強 業支援措 ，以及

入收集學生學習態度及動機問卷調查，BCA 已作出適當調整，相信能提升

學 教 評的整體效能，針對評估結果對症 藥，收窄學生的學習差異，

保障其有一個更 實的學科學習基礎，更容易適應升學的學習要求 本會

支持 府推行 BCA，相信能為新一屆特區 府提供客觀參考數據，以便檢

討成效 本會就 BCA 進行深入討論後，提出以 意見  

 

1 支持推動小三基本能力評估  

小學及中學課程 展需要配合學生的學習進程， 能事半 倍，讓

學生的學習成效提高 有意見認為小 學生 紀太小，可待小六 接受

基本能力評估 本會對 意見有所保留，因為 府 學校及老師沒有客

觀數據了解學生的學習進程，任何課程 展的調整也會脫 現實，學校

及老師亦 以針對學生的需要作出教學調適 再者，學生在完成6 的

小學學習階段後，學習差異已然形成，即使小六進行評估， 現一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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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基本能力未 全港水 ，學生 升讀中學，其學習滯後問題 以

在小學彌補，有關學生面對中學更艱深的課程，其學習信心及動機 受

打擊，亦 以跟 中學的程度，而中學亦須面對學生學習差異問題  

 

本會支持 府 小 小六及中 進行基本能力評估，可更早知悉

學生面對的學習問題 學習滯後多久及多少等，讓學校及老師儘快作出

糾 ，有足夠時間協助學習進度滯後的學生追 全港學生的水  

 

  學生 級越低學習差異越少，本會認為小 基本能力評估有其存在

價值及重要性，支持 府在全港小學推動小 基本能力評估，讓 府

學校及老師掌握學生的學習數據，定期檢討教學策略及方法，讓學生在

小學及中學的學習更 利，有助培養高質素的人 ，維持香港的競爭力  

 

2 持續完善試題、分析細節及相關配套   

基本能力評估的試題改良後，題目以課本為基礎，更符合評估學生

基本能力的需要，各持份者的反應 面 本會支持考評局持續完善BCA

的試題，並提供詳細的資料分析報告，例如列出每 題目所評估的基本

能力 相應學習重點；每題答案選 的背 分析或學生答錯的原因等，

為學校及老師提供更具參考價值的反饋，了解學生的學習需要及強弱

，讓老師以 業角度作出教學改善及提供 業支援，協助學生 到基

本能力水  

 

基本能力評估報告亦反映教學效能的客觀數據，讓學校了解老師的

教學表現，以便提供適當協助及支援 本會建議教育局 強老師培訓，

讓老師掌握如何運用評估分析數據，持續完善教學，避免錯誤解讀分析

數據，影響教學或過份操練學生  

 

3 持續優化學生評估資源庫 (STAR) 

學生評估資源庫 (STAR)讓學校老師持續評估學生的能力，有助完善

教學，本會支持優化學生評估資源庫 (STAR)，提升資源庫的 能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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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包括增 互動及回應 便利老師使用等，鼓勵學校老師善用資源庫  

 

4 加強向公眾推廣基本能力評估的理念  

為讓公眾 深了解改良後的基本能力評估的效用，應制定全面的公

關策略，傳播清 的訊息，讓不同持份者明 有關評估的理念 目的及

其對學校的好處，而並非用作篩選學生 教育局亦應 強 辦學團體及

學校溝通，讓其明 評估數據及資料只供教育局及學校參考，用作檢討

課程 學 教的效能等，重建教育局 學校間的互信，共同以學生利益

為重，積極推動基本能力評估  

 

5 儘快研究採用資訊科技輔助評估分析和回饋  

為 強學校及相關持份者對基本能力評估的信心，本會建議儘快研

究一套高度加密的資訊科技系統，輔助基本能力評估的分析和回饋，而

有關分析數據及資料在第 方審核確認後， 分別 給教育局及相關

學校 (詳細的分析數據及資料 回饋每所學校，而整體分析數據及資料

則交教育局參考，以減低學校對相關資料去向的疑慮 )  

 

結語︰  

本會支持 府在全港小學推行小 基本能力評估，並作出以 建議︰  

 

1. 持續完善試題 分析細節及相關配套，以 為教師提供適當培訓  

2. 持續優化學生評估資源庫 (STAR) 

3. 強向公眾推廣基本能力評估的理念  

4. 儘快研究一套高度 密的資訊科技系統輔助評估分析和回饋  

 

外，有見中 英文的語法差異頗大，會 亦有建議教育局長遠可作研

究，把小 的基本能力評估推 小四 行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