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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研究是探討了中國語文科在進行中學文憑試校本評核的困難及前線

的教育工作者如何處理相關的困難。當中發現校本評核的進行時間、教師

擔任了評核者角色甚至是評核方式都為教師帶來不同的困難，所以本研究

探討了語文教師如何處理上述難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三位中國語文科教師，在經由他們同意下進行了

質性訪談。經整合及分析資料後，發現當中一些的困難是他們未能解決的，

而這些困難都會令他們感到壓力，而他們需要有不同的方法甚至與他科作

協調才能解決相關問題。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教授第二組別的教師，所以受訪教師表達的

困難及解決方法未必能夠在所有學校都反映出來。而研究的受訪教師在表

達了他們的困難後都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法，因此建議教授公開試班別的

教師可以參考本研究以解決相關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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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研究背景 

校本評核是香港考試制度一部分，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1)的《認

識「校本評核」》，校本評核這考試制度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在 1978 年首次

推行，在 201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代了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作公開試，校

本評核亦隨之推廣至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3:1)的

指引「校本評核是指在日常學與教過程中，由學校任課教師來評核學生的

表現。」由於教師需要兼任教與評兩個角色，按推斷教師的工作量及面對

的困難亦會因而增加，本研究希望透過與前線教師的對話，了解校本評核

對中國語文科教師有什麼影響，並研究前線教師如何處理這些困難。 

 

1.2)研究問題 

（一） 中國語文科推行中學文憑試校本評核面對甚麼困難？ 

（二） 中國語文科教師如何處理這些困難？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有三：第一，校本評核作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其中一個評估

方法，其重要性是值得研究；第二，語文老師一直擁有頗多的工作量，加上了校

本評核，語文老師的負擔必然上升，故此本研究希望可以直接與語文老師對話以

研究他們面對的困難；第三，研究希望可以了解不同老師在面對困難時的解決方

法，在一系列的面談對話後可以歸納出一些方案，讓中國語文科老師有更多方法

應對有關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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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所探討的是中國語文科教師在面對中學文憑校本評核的難處及處理

方法，所以文獻探討包括以下四個範疇。第一是有關評核概念的探討，第二是

有關香港中學文憑校本評核的內容和目的，這部分亦會簡述中國語文科的評核內

容，第三是學者對推行校本評核困難的研究，第四是學者對中文科推行校本評核

的困難的研究。 

 

2.1 有關評核概念的探討 

評估可以分為「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of Learning )及「對學習的評

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兩個主要概念，兩者的目的、模式及對教師的要求

不一。 

 

顏明仁(2009) 、廖佩莉(2010)、王良和(2010)等學者指出「對學習的評估」

是傳統的評估方法，當中以測考筆試蒐集學生表現，用以問責或篩選學生的用途，

「對學習的評估」是把評估、學習和教學割裂，評估只是用以量度學生水平的工

具，教師在這評估的角色是在教學後才為學生進行評估，由於這種評估用以總結

學生學會多少，故亦稱為「總結性評估」。香港普遍性考試如中學文憑試就是屬

於這種評核模式 (Biggs,1995;Morris, 1996) 。 

 

羅耀珍(2008) 、唐秀玲(2010)、顏明仁(2011)對「促進學習的評估」有以下

見解，學者們指出「促進學習的評估」是在教學過程中監察學生的學習，用來診

斷學生的學習成果，而得到的評估數據是讓教師作分析並調整學生的學習，而學

生亦可以參與評估活動，這種活動是日常教學和學習的過程，能促進學生的思考

和學習，由於這種評估是學與教的發展和調校，故亦稱為「進展性評估」。 

 

譚彩鳳(2009)認為校本評核是結合了總結性及進展性的特質，她有此定義是

因為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5)的指引，校本評核是照顧不同學習者的需要，

透過教師持續評估，了解學生的學業進程，然後給予回饋學習，以提升學習成效，

這是校本評核「進展性評估」的部分；而由於校本評核是計算到中國文憑試成績

的其中一部份，故此有著總結性及進展性的特質。校本評核的特質，使教師要面

對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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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學文憑校本評核 

2.2.1 校本評核的目的 

鄭雅儀(2013) 、譚彩鳳(2009) 、蔡筱坤(2010)的研究指出校本評核是用以評

核學生一些在筆試未能體現的技能，例如匯報能力、收集資料的能力等等，為了

令此等筆試未能體現的能力得以評估，香港三三四學制提出了以校本評核補足及

改革評核模式。而根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簡介》提及校本評核的理念，

由於公開考試未能全面地反映學生的能力，所以施行此評核計劃就是要「將評核

範圍擴展至不易透過公開考試反映的學習成果」，可見校本評核是的功用是為了

令筆試評核政策更完善的一個補足，用以更全面地評估學生的能力。 

 

2.2.2 中國語文科的校本評核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科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4》指出有關香港中

國語文科的校本評核內容分為必修及選修兩個部分，在必修部分主要是以閱讀活

動進行，其中包括(一)「閱讀紀錄」，當中用以「記錄其(學生)平時閱讀的心得，

任何中文書籍、報刊、雜誌，都可作為閱讀材料」；(二) 「閱讀匯報」，當中要求

學生繳交一份文字報告或進行口頭匯報，而當中的評分者都是授課教師。至於選

修部分中，學生須要在課程建議的選修單元或學校自擬單元中，選修二至四個單

元。 

 

自擬課程須要根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校本評核教師手冊(2015:6)的

課程宗旨，在這部分是有兩個評核準則，分別是「日常學習表現」及「單元終結

表現」，當中的評核準則是校本的，因為「『日常學習表現』及『單元終結表現』

的評核形式不限，為體現校本評核的精神，課業不應機械地仿照公開考試的形式

進行」，各校會有不同的要求校本評核形式。 

 

校本評核的內容是各校根據學生的能力而自擬的，所以沒有特定的標準，不

過考評局對校本評核是有一些特定要求的，根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2013 年 10

月修訂版)2014 中國語文校本評核教師手冊》，教師需在課程開始前向學生說明校

本評核的要求和規則，當中最為重要的有六點，分別是「課業的要求和評核準則」；

「評核的時間表和重要的期限」；「學術誠信和按規定完成校本評核的重要性」；

「在校本評核習作中引用及註明資料出處的方法」；「學校施行校本評核的規則及

程序」；「保存記錄的要求」，考評局認為只是符合以上幾個基本要求即可，其他

的進行過程及要求都可由學校自行調整。在校本評核這部分，由於考評局給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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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自由度予學校，教師需要按特定要求設計校本的評估準則，這對於教師是很大

的挑戰，有關教師在校本評核面對的困難的研究將於下一範疇探討。 

 

2.3 中學文憑校本評核的困難的研究 

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1)資料顯示，1978 年的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是第一

年引入校本評核，當時化學科是第一科引入此種評核的科目，校本評核陸續擴展

至不同科目，直至 2007 年中國語文科在香港中學會考亦引入了這種評核方式，

201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代了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作公開試，校本評核亦隨之

推廣至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1)的《認識「校本評核」》，

雖然多年來在校本評核經過不同的形式進行，不過其宗旨是同樣，都是「在日常

學與教過程中，由學校任課教師評核學生的表現」(頁 5)。 

 

在這些年有不同的學者對校本評核有著不同的研究，雖然他們的研究並非全

都指向中國語文科，不過正如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1)所提及，「不同科目的校

本評核模式或有不同，但均為學與教過程中不可或缺的一部分」(頁 7)，當中各

科面對的困難亦有相似之處，所以對本研究探討中國語文科推行中學文憑校本評

核面對甚麼困難亦有啟示。 

 

鄭雅儀、何上沛、林智中(2013)、廖先(2013) 、譚彩鳳(2008) 、處乃桂(2002)，

等學者對校本評核的實踐困難進行研究，他們的研究結果可歸納到校本評核實踐

上有四個主要困難。第一是評核作業的可信性，在互聯網發展下，學生可以輕易

得到有關學科的所有資訊，很多學生都承認他們曾經下載學科作業，這增加了學

生剽竊(Plagiarism)的可能性，令教師評估學生能力的真確度更有困難。第二是校

本評核大大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由於校本評核是計算入中學文憑考試中的成績，

所以教師和學生在繳交作業前反覆進行修改，在過程中，教師不停給予回饋又要

兼任評核員的角色，所以為教師帶來很大的壓力。第三是為了令校本評核更公平，

這亦是校本評核面對的很大挑戰，由於校本評核沒有特定的評核準則，所以不同

學校的評核準則也不同，而且正如上一論點所提及，教師會不停給予回饋而學生

在繳交作業前反覆進行修改，反覆改善可以令一份本來只有 11 分(滿分 30 分)的

作業最後得到 25 分(Baker2001)，這會失去了校本評核的原意，成為了只是幫助

學生提升中學文憑試成績的工具。第四是教師認為得不到足夠的支援，其中包括

硬件及軟件上的配搭，在硬件上的不足例如是校方沒有給予足夠的資金購買閱讀

材料、錄音配套等，而在軟件方面是教師認為自己未接受足夠的培訓，他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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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當評核員的角色，故此令教師的壓力大增。 

 

2.4 中文科推行校本評核的困難 

校本評核 2007 年於中文科推行，在短短七年的時間，鮮有見到有學者對中

文科推行校本評核的困難作出直接研究。不過，學者會有相近的研究並亦會以校

本評核作例子，例如學者特別針對中國語文科實踐「進展性評估」的困難進行了

研究，正如學者所提出，校本評核屬於「進展性評估」，故亦可借鑒。 

 

廖佩莉(2011)，提出中國語文科教師在進展性評估的困難，「教師必須有效

制訂整體的評估規畫，進行多元化和進展性評估，提供回饋，促進學習。值得關

注的是，教師對傳統教學和評估的信念如果不改變，那麽是較難實踐「促進學習

的評估」的理念。」(頁 50)由於傳統的讀寫聽說「總結性評估」概念對中國語文

科教師根深柢固，所以「進展性評估」這概念令很多教師須要重新了解，令中國

語文教師須要更多時間定立「進展性評估」的評估模式及教師的定位亦需有所改

變，廖佩莉提出「語文教師的角色應由評估學生學習表現的執行者轉變為強調評

估是為促進學生學習的探索者。」(頁 49)以上提及在中文科在進展性評估上的困

難同樣是校本評核的難處。 

 

除了學者的研究，中文科推行校本評核的困難也呈現於現實，有線寬頻

(2013)，報導了在 2013 年 中文科校本評核發生歷來最嚴重的集體違規個案，當

年有二十三位來自同一第一組別的學生進行了集體抄襲，最後二十三位學生的中

文科成績都被取消。根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簡介》(2013)，由於考試

局不會每份評估都查閱，每間學校只會抽六份來查核，所以教師必須兼顧學生校

本評核的誠信問題，這對於教師而言是更困難的工作。 

 

從以上的文獻回顧中，能夠了解進行中學文憑校本評核面對的困難，在新的

校本評核實施後，有關中國語文科校本評核的研究不多，故此本研究希望可以直

接與中國語文科教師對話，以更了解中國語文科教師在校本評核面對的難處及他

們如何處理這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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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3.1 研究方法論 

本研究希望可以知道前線的語文教師在實踐校本評核時面對困難的，所以使

用了質性研究，因為「質性研究是一種避免數量、重視社會事實的詮釋」(潘淑

滿（2003）。而本研究採用了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就是以獨特的個人深入探

討以了解問題的癥結，因為不同的前線教師面對不同的學生，教師們的教學背景

及在校角色不同，所以本研究希望了解不同教師的情況，並找出適切的方法解決

問題。本研究以訪談法(Interviewing)來收集教師意見，透過深度訪談教授高中的

中文科教師，以更了解中國語文科教師在校本評核面對的難處及他們如何處理這

些困難。 

 

3.2 資料蒐集 

本研究希望可以了解不同老師的困難，例如中文科主任以及中文科老師所面

對的困難有所不同；另外，學生的能力亦會影響教師的工作量及困難，在得到不

同的資料後，會嘗試作對比，以了解不同崗位的教師面對著什麼困難。所以在與

學校協商時，本人向學校提出與中文科主任以及中文科老師作訪談，另外亦會分

別向教授精英班的教師及教授中文科較弱的教師作訪談，如此便能更了解面對不

同情況的教師的困難，本研究與三位來自一所第二組別學校的教育工作者作訪談，

以得到不同層面的資料，選取第二組別的學校，原因是希望知道在學生學業水平

中等的學校任教的教師，他們面對的困難是怎樣的。參與研究教師的背景資料將

列於下圖。 

 

研究對象 性別 職位 授教公開試年資 

陳主任 女 中文科主任 18 年 

李校長 女 校長 

(前中文科主任) 

12 年 

黃老師 男 中文科老師 6 年 

 

 

進行訪談前，筆者先編列訪談大綱(附件一)，所有對話內容均已錄音，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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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筆錄重點及寫下札記，盡量避免遺漏原始資料。每位教師進行一次訪談，時間

大約是四十五分鐘至一小時。 

3.3 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是採用了張芬芬(2010)的分析方法，首先，本研究將訪談

所得的內容產生了文字資料，即是將訪談編輯成逐字稿，以作之後幾個階段分析

的文本。及後本人將所得的文本「概念化」，就是把所得到的資料「編碼」(coding)，

以提取所需資料。編碼後將資料歸納並整理成圖表，圖表是經過整理而具有條理

的東西，當中採用了「不斷比較法」，比較三位受訪者面對的困難及解決方式的

異同之處，最後歸納出中國語文科推行中學文憑校本評核面對甚麼困難，及如何

處理這些困難。 

 

 

以下的列表是各項工作的時間表： 

 

二零一四年九月 閱讀文獻 

二零一四年十月 完成文獻探討部分及設計訪談大綱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與學校教師進行深度訪談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與學校教師進行深度訪談 

二零一五年一月 整理資料 

二零一五年二月 分析資料 

二零一五年三月 分析資料，報告撰寫 

二零一五年四月 報告撰寫 

二零一五年五月 報告繳交 

3.4 研究道德問題 

本人讓受訪教師先了解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及有關資料，邀請教師簽署研究同

意書(附件二)，以確認教師同意協助研究。另外，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只會用作

學術研究及報告，當中的資料會保密及不會外洩，本研究需要與教師進行訪談，

當中不會提及受訪者所屬學校的名稱，而受訪者亦只會以化名代之，以保障相關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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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及分析 

4.1 推行中學文憑試校本評核面對的困難 

4.1.1 設定評核進行時間的困難 

研究發現教師認為設定校本評核實施時間是他們面對的最大困難，當中可歸

納兩個主要原因：第一，評核屬於持續性評估，所以需要佔用學生比較長的時間，

故此會影響了教師的正常教學時間，受訪教師表示校本評核是需時的評估方式，

而公開試的課程亦是很多，所以令教師設定評核進行時間出現了困難。 

 

「所謂的 SBA即是要促進學習，所以是恒常的功課，學生要不停面對 SBA，

考試局是有指引過只有中五後才可以開始選修單元，不過真的沒有辦法，中

六一定要開始做 past paper ，如果中六還要繼續處理選修單元是不智的。」

(李校長) 

 

 

一些學校為了使教學時間更有彈性而忽視考評局提出「校本評核建議在中五

開始」的建議，在中四學年就開始教授校本選修課程，從而令學生在中六有更多

時間做有關公開試的練習。 

 

「有一些學校都會集中中五，因為中六就是應付五卷的考試嘛！即是兩年半

的時間收窄到一年半，甚或一年，其實時間是完全不足夠的。」(陳主任) 

 

 

「在來年中國語文科又會重新有範文，即是要教授的課文更有規範，在短短

的兩年半，必須要好好善用每一個假期，即使要與學生不停進行補課。」(李

校長) 

 
第二，由於推行校本評核這模式的評估並不只是中國語文科，而其他科別亦

要大量時間處理校本評核，所以教師們需要大量時間與他科作協調，當中由於受

訪教師表示與他科的協調是困難的，因為各科都爭取在長假期進行校本評核，所

以受訪教師表示即使有協商，都會出現重疊的情況。 

 

「各科(實行的時間)都很集中，不過亦有科本的限制，搜集了全部校本評核

科目的施行時段，盡量協調，但是無論怎樣協調，都是會有重疊的」(陳主

任) 

 

「學生不可能在同時間市處理所以科別的 SBA，例如在這個聖誕中文科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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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英文科便不會在這段時間設置功課」(黃老師) 

 

4.1.2 難以處理學生抄襲問題 

研究發現教師對處理學生功課出現困難，在校本評核中有「閱讀紀錄」的部

分，當中學生需要繳交大量的閱讀報告，教師表示難以仔細檢查所有的閱讀報告，

另外由於校本評核中的部分課業是在家中完成，並非如公開試般要在指定場所進

行，所以如果學生在閱讀報告中抄襲了書背或評論，教師都難以發現，受訪教師

甚至表示此問題暫時是未有解決方法，只可以信任學生不會抄襲，以及在口頭上

警告學生抄襲的嚴重性。 

 

「閱讀報告是怎樣給分的呢？最主要就是量。視乎你有交過幾多份功課，交

得愈多就當然愈高分……老師怎去知道學生事實是有沒有看過這本書呢？

老師怎知道學生是否抄書皮的呢？老師沒可能讀過所有的書。」(李校長) 

 

「抄襲的問題。因為學生交文的量很多。我們要確保學生的功課不是抄

襲……因為閱讀報告的量太多了，我們根本很難逐本逐本去跟進，所以我們

根本不知道他們有冇有在網上的書評抄襲。」(黃老師) 

 

4.1.3 教師批改課業的標準備受質疑 

 

研究發現由於校本評核的分數是佔了公開試的兩成，所以不論學校及考評局

都對教師的專業有要求，兩者皆期望教師們能夠以統一的標準評改學生課業，然

而中國語文科的課業都沒有標準答案，例如在作文的批閱，某些教師會比較欣賞

抒情的文章；某些教師則認為文章的實用性比較重要，由於中國語文科的批改存

在主觀成份，所以教師們都認為與其他教師統一評改標準是一個挑戰。 

 

「我校的團隊有 12個人，基本有 11個人會教高中的，而單單是這 11個人

拉(標準)也已經不易……(在公開試評改試卷)我們都要跟官方的一把尺。好，

沒問題，因為我們都是用統一的間距或者統一的判斷去處理全港那一條的卷，

但是學校又從何有這麼專業呢？」(陳主任) 

 

「最大的挑戰是作為評核者的角色，我們要有統一的評分標準，因為老師們

都明白一分或兩分的上落對學生的整體成績會有一定的影響。」(黃老師) 

 

「我們是采用 double marking 的方法，我和另一位老師所給予的分數是相

差了 4-6分，這其實是很大的差異，所以我們又要不斷調整老師團中間的差

異，這對於老師而言會帶來一定的困難。」(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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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國語文科教師處理困難的方法 

研究發現校本評核為教師帶來不同方面的困難，而學校及教師團隊都會有不

同的應對方法，當中部分是針對科本面對的困難，例如是為了解決時間的問題，

又或者是為了針對提升教師的專業水準，令教師團隊能夠拉近評分標準；然而，

受訪教師亦表達並非所有校本評核衍生的問題都能解決，例如教師均表示學生抄

襲問題嚴重，而他們卻未方法解決，所以他們亦表示苦惱。 

 

4.2.1 各科目協調進行校本評核的時間 

 

除了中國語文科外，其他科目都要進行校本評核，而不同的科目都需要大量

時間進行校本評核，所以教師們均認為與他科作協調是很重要的一個程序，中文

科教師或科主任會在每年的學期前會與其他科的教師或科主任協調在哪段時間

進行校本評核，以避免學生需要在同一時期進行多個學科的校本評核。 

 

「善用長假期，但長假期實在有限嘛！聖誕啦！農曆年啦！復活節啦！但是，

科目都不只三個，而且要進展性嘛！每一科都不只是一個長假期完成，所以

又要妥協那一科用那一個假期。」(陳主任) 

 

「學校每年八月搜集了全部校本評核科目的施行時段，盡量協調…」(陳主

任) 

 

「……中文科主任與其他科主任商討，因為學生不可能在同時間市處理所以

科別的 SBA……例如在這個聖誕中文科要用時，英文科便不會在這段時間設

置功課。」(黃老師) 

 

4.2.2 調整教師批改的課業 

 

由於校本評核是佔了公開試百分之二十的分數，所以考評局及學校都要求教

師有統一的批改課業標準。當中，教師會透過討論卷別的批改標準，以調整各自

的批改標準，希望令教師們除去各自的主觀意見。 

 

「每一份練習都要坐低一起討論如何給予分數，而當中如何一致評分，就是

靠參與老師對於評估的掌握程度。」(陳主任) 

 

「我們會買卷，很多學校都會買卷，學生 5**也好 5*也好，甚或是一般成績

的，我們都會買回來分析……一定要有中位數、有上下高低，要有明顯的距

離……我們會用那些卷討論大家的評分準則。」(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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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開會，因為我們只可以透過開會令老師的距離拉近，我們都相信老師

的專業，所以沒有特別的為老師有什麼的培訓班，不過我們會抽取在班中的

最佳及最差學生作比對，然後賞試調整各位老師的評分標準」(黃老師) 

 

受訪教師表示除了在校內與其他教師討論批改標準外，他們都會盡量到官方

或教師團體舉辦的座談會交換意見並了解其他學校如何處理有關困難，而考評局

亦會給予意見校方，例如該校的校本評核的分數比公開試的高很多的話，考評局

便會向學校提出相關意見，希望校方能夠調整，這些都是官方或教師團體能協助

教師提升專業和令到教師能夠有更統一的評分標準的方法。 

 

「最主要是開會，例如科主任也好，甚至前線的老師，都盡量把握機會去聽，

去觀察其他學校如何處理」(陳主任) 

 

「每年，考評局會寄一封信給學校，然後評估學校老師評分標準與公開試的

落差是否很大……(如果我們的表現是落差很大)學校便會在下一年的調整

做更多，例如科主任會抽查更多次課業。」(黃老師) 

 

4.2.3 未能處理學生抄襲問題 

 

受訪教師在接受訪談時都表示學生在進行校本評核時出現了抄襲問題，然而

由於評核的地點不如公開試般是在指定地點，而且由於評核的範疇很廣泛，並非

如公開試般只是筆試，所以一些報告繳交教師都沒法知道學生有沒有抄襲，抄襲

問題在閱讀報告出現最多，因為教師沒法閱讀過所有網上書評及所有書的簡介，

所以即使學生抄襲了不同的資料，教師都沒有方法處理。 

 

「老師怎去知道學生事實是有沒有看過這本書呢？老師怎知道學生是否抄

書皮的呢？老師沒可能讀過所有的書……而如果老師真的走漏眼，而恰好考

評局又是抽了那份作檢查，又如何呢？所以這是一個成果不顯著，但是老師

又是花很多功夫的項目。」(李校長) 

 

「因為閱讀報告的量太多了，我們根本很難逐本逐本去跟進……我們不知

道學生有冇有抄寫書序，又不知道他們有冇有在網上的書評抄襲，在這情況

下，有時老師只可以得過且過。」(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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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啟示及建議 

5.1 研究的啟示及討論 

5.1.1 教師在實施校本評核時所面對的困難 

在與三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後，本研究發現中國語文科在推行校本評核有

著科本及時間性的問題，而受訪者表示需要處理的困難類別相近，當中包括對設

定評估進行時間的困難、難以處理學生抄襲的問題、課業批改標準一致等都是受

訪者提出推行校本評核的困難，以下將討論出現以上困難的原因。 

 

受訪者都認為配合各科時間及選擇適當的時段進行校本評核是最大的困難。

當中因為校本評核是有著「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of Learning )的特性，

就是「在教學過程中監察學生的學習，而得到的評估數據是讓教師作分析並調整

學生的學習」(羅耀珍 2008)，由於教師需要不停調整學生的學習以及長期觀察學

生的進度，所以這種進展性的評估是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亦是受訪者提出推行校

本評核是會影響教授公開試課程的原因。 

 

受訪者在訪談期間均表示校本評核的評估模式會有抄襲的情況，而當中教師

團隊亦未有解決的方法。因為校本評核中的部分課頁是在家中完成，並非如公開

試般要在指定場所進行，鄭雅儀、何上沛、林智中(2013)提出「在互聯網發展下，

學生可以輕易得到有關學科的所有資訊，很多學生都承認他們曾經下載學科作業，

這增加了學生剽竊(Plagiarism)的可能性」，而受訪者指出網上的書評有很多，教

師沒有可能將網上的資料或是將學生提交的書本都讀過，所以他們即使知道有抄

襲的問題卻沒有實際的方案可以解決。學生在進行校本評核會抄襲是因為校本評

核佔了公開試成績的兩成分數，所以學生為了提高考試成績便會有抄襲的行為了，

校本評估除了是「促進學習的評估」外，亦帶有「對學習的評估」的特性，當中

是量度學生水平的工具(顏明仁 2009)，所以一些學生為了盡量提高自己的成績，

便做成了抄襲資料的情況，而這情況在第一組別學生(有線寬頻(2013))及受訪教

師授教的第二組別學校都有出現，可見其影響性。 

 

由於校本評核佔了公開考試兩成的分數，所以校方和考評局都要求教師團隊

在批改校本評核時持有統一的標準，然而受訪者表示要實踐這要求是有難度的，

第一，在校教師在批改校本評核的課業前毋須如批改公開試的教師般先接受一系

列的訓練，所以會出現了教師團隊批改標準不一致的情況；第二，評估模式存有

主觀態度令評估成績結果可能帶有教師個人立場與態度而並非全然客觀，做成校

本評核沒法客觀反映學生能力的情況。因為根據考評局的指引，課業是「形式不

限，為體現校本評核的精神，課業不應機械地仿照公開考試的形式進行」，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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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評核沒有特定答案，例如如果課業是以話劇表達書本內容，當中評分可以有不

同的準則，並非如公開試般白紙黑字地有著評分準則，所以教師在評改課業時跟

隨的指引都比較含糊。 

5.1.2 教師團隊教育信念的重要 

在與三位受訪者進行訪談後，發現前線教師都面對著不同的困難，本

研究在綜合了三位受訪者的建議及前人的文獻後，發現了教師團隊的信念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教師團隊能夠有相同的信念，互補不足便能將

校本評核帶來的困難減輕。 

 

受訪者均表示設定校本評核的進行時間是最困難的事，因為「促進學

習的評估」是一個須要大量時間進行的評估模式，而且由於進行的科目不

只是中國語文科，所以受訪者認為要選擇適當的進行時是存在很大的困難。

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指出如果在開課前與他科作好協調，時間的問題可以盡

量解決，因為校本評核的課業大多是需要大量時間完成，所以不同科目都

希望能在假期完成，令學生有更多時間準備及進行，所以在開課前互相協

調是可以避免令到同一個假期學生要完成多個課業，這個協調不是只是方

便中國語文科就可以，而是需要不同學科的教師都要有「為學生提供最佳

學習」(Berry 2008）這信念才可以盡量將問題的影響性減到最低。 

 

研究發現受訪者都認為設定統一標準及教師在評分時有著同一尺度是

一件困難的事，受訪者陳主任表示要令到教師團隊都有一致的標準是需要

長久的時間，因為在教師評核的過程中，教師需要不停地調整自己的標準，

如果批改是太過寬鬆或太過嚴格就要再作調整，這是要教師都有「良善及

優化教學」(廖佩莉 2012)的信念，教師要理解自己的弱點然後更改之，這

是「教學相長」的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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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5.2.1 提升教師及學生對校本評核理念的認識 

校本評核有著崇高的理想，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簡介》中

表達了校本評核希望「把學與教及評估結合起來」並在評核當中「提高學

生的學習興趣與信心」，如果教師和學生都能對校本評核的理念有更多的認

識，將會更有助校本評核的推行。 

首先，考評局對學生有以下的建議「校本評核是日常學與教的一部分；

從校本評核過程及教師給予的回饋，學習到一些或未能於公開考試反映的

能力和知識」，讓學生了解到校本評核是學與教的一部分，讓他們以學習的

出發而非只是看重校本評核所佔的兩成分數，讓他們知道抄襲對學習是無

助的，所以學生接受校本評核的理念就可以令他們減少抄襲了，而由於校

本評核是希望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可以透過不同而有趣的評核方式

令學生對學習更有興趣，如此學生便會不認為評估只是沈悶而單調，從而

激發他們自我學習的精神了(廖佩莉 2009)。 

其次，教師亦要放下傳統教學和評估的信念(廖佩莉 2011)，定立「進

展性評估」的評估模式及教師的定位可以令進行校本評核更順暢，因為教

師要理解校本評核是進展性的，而不能只著重公開試的兩成分數，如此，

便能做到教學並長的理想了。 

 

5.2.2 針對抄襲問題的建議 

在與三位受訪者進行訪談時，他們都表達校本評核並非如公開試般有

特定的考試場地，而學生大都在家中準備及完成課業的，在這個過程中，

教師便很發現學生的課業有抄襲成份與否，而當中尤以閱讀報告的抄襲問

題最為嚴重，因為學生能在網上不同的地方找到不同的書評，在四處剪貼

下，教師是很難發現學生是抄襲與否，除了提升學生對校本評核的認識令

他們知道抄襲對學習於事無補外，前線亦可以有以下措施以減低抄襲問題

的影響：其一，引入大學檢查學生剽竊的軟件，大學為了防止學生作出剽

竊，都會有一些電腦軟件檢查學生功課的相似度，如果在中學也有相關措

施，可以將抄襲的數量減低 (國立台灣大學(2012)) 。 

 

其二，是教師可以設定乎學生選擇書本的範圍，校本評核在閱讀範疇

的目的是「提升學生閱讀興趣」，教師可以選擇一些可以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及比較有趣的書籍，如此既可擴闊學生的閱讀範圍，又可以確保教師是閱

讀過該書籍，令到學生即使抄襲書背的介紹，教師亦能發現，希望將抄襲

的影響減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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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對日後有關學術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前線教師在進行評核時面對著不同程度的難處，當中包括

了科本的、與他科協調上的、時間上的，受訪的教育工作者表示某些難題

是他們未能解決的，例如抄襲問題等，在此首先建議將來學術上可以研究

更多針對中學生學術剽竊的研究文章以協助中學教師更明白可以如何處理

相關難題，因為大部分有關學術剽竊的研究文章都是針對大學，在一些技

術上或實踐上是中學教師未能仿傚的，所以為中學教師設計有效的解決剽

竊問題方法是很有研究價值的；其次，本研究所提取的資料只是第二組別

的受訪教師，所以反映的未必能在所有學校識用，故此亦建議將來有相關

評估及校本評核的研究文章可以針對其他組別的學校以作比對是否不同組

別的學生都是面對相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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