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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評考政策 

 1. 目的 

  1.1 讓學生： 

   1.1.1 了解自己在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項。 

   1.1.2 根據教師的回饋，改善學習。 

   1.1.3 知悉將要達成的目標，以及怎樣能做到最好。 

  1.2 讓教師： 

   1.2.1 診斷學生在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項。 

   1.2.2 向學生提供回饋及具體建議，使學生改善學習。 

   1.2.3 檢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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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配合學生的需要和能力，提高學

與教的成效。 

  1.3 讓家長 

   2.3.1 了解子女在學習上的長處和短處。 

   2.3.2 協助子女改善學習。 

   2.3.3 對子女有合理的期望。 

    

 2. 校內評估 

  2.1 進展性評估—日常課堂中的學與教過程 

   2.1.1 透過日常教與學過程的「高展示」元素作觀察、同儕學習、「多

思考」及「多元化活動」作有效的提問及回饋，讓學生能有

所改善或鞏固所學，本校亦鼓勵學生主動學習。 

  2.2 進展性評估—其學習活動 

   2.2.1  多方參與，如：學生自評、同儕互評、教師作評估。  

   2.2.2 不同模式的評估，如專題研習等。 

   2.2.3 著重學習過程和學習進度。 

   2.2.4  共通能力的培養  

    透過各科的學與教過程，在教學策略及活動中提供機會給予

學生主動學習、思考及回答問題、同儕學習的機會，鼓勵學

生培養創意、溝通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老師會留意學生在

課堂的反應，並給口頭評語，老師亦透過習作的批改，給予

學生評語。 

   2.2.5 教師經常給予學生回饋，不但給予分數或等第，而且指出個

別學生的強項和弱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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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6-17 校內評估安排 

1. 評估科目 中文、英文、數學 

2.評估日期 

(上、下學期) 

第一次： 

上學期第 8周 

(17/10/16 – 21/10/16) 

第二次： 

上學期第 20周 

(9/1/17 – 13/1/17) 

第三次： 

下學期第 15周 

(8/5/17 – 12/5/17) 

3. 評估內容 評估重點約 3-5個 

4. 評估時間 每日只評估一科，每科 25-30分鐘，各班同日隨堂進行 

5. 評估前安排 每級評估前一周將收到「評估範圍及時間表」 

6. 分數比重 
50分總分制，每題分額不會超過 4分 

(評估成績不計算在考試成績內) 

7. 補做評估 

安排 

1. 學生若缺席評估，校方不會要求學生進行補做評估。 

2. 若家長要求子女補做評估，請在評估當天或後一個上課天內，

填寫手冊或致電向班主任提出申請。 

3. 補做評估於學生復課首天進行。 

4. 學生補做評估，所得分數不會被調低。 

8. 評估卷存放 
1. 評估卷派發後，學生須作改正及由家長簽閱。 

2. 老師檢查學生改正及簽名後，派回學生存放於該科的文件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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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性評估—校內考試 

 4. 考試政策 

 4.1. 考試時間表 

  4.1.1 全年考試三次。 

  4.1.2 學生手冊上印錄考試時間表。 

  4.1.3 一般在考試前三周派發考試時間表及範圍。 

 4.2 成績優異生及班本學科優異表現獎 

  4.2.1 每次考試的全級首十名獲頒發獎狀。 

  4.2.2 每班中英數常首三名學生均獲頒發獎狀 

4.3 考試積分計算方法 

4.3.1  考試比重： 

考試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合計 

比重 1：1：1 100% 

4.3.2  五、六年級成績以等第顯示成績，對照如下： 

實分 100-86 85-71 70-56 55-30 29-0 

等第 A B C D E 

4.3.3 一至六年級各科積分分配： 

科目 
中 

文 

英 

文 

數 

學 

常 

識 

倫 

宗 

普 

通 

話 

視 

藝 

音 

樂 

體 

育 

總 

計 

科目比重 9 9 9 6 2 --- 3 2 --- 40 

 

4.3.4  中、英文科分卷佔分比例 

分卷 讀本 作文 會話 聆聽 

佔分比例 6 2 1 1 

註：(1) 一至四年級：合格分數：60   

(2) 一至四年級：視藝科以平日指定的作品成績評分 

(3) 五、六年級：合格分數：56 

(4) 五、六年級：視藝及音樂科給分以 5分為單位 
 

5.各科最後的得分以考試積分計算方法計算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倫宗 視藝 音樂 總分 

90/400 90/400 
90/400 60/400 20/400 30/400 20/400 400/400 

中讀 作文 中說 中聽 英讀 英作 英說 英聽 

54 18 9 9 54 18 9 9 90 60 20 30 20 400 
 

中讀 作文 中說 中聽 英讀 英作 英說 英聽 數學 常識 倫宗 視藝 音樂 總分 

22.5/100 22.5/100 22.5/100 15/100 5/100 7.5/100 5/100 100/100 

13.5 4.5 2.25 2.25 13.5 4.5 2.25 2.25 22.5 15 5 7.5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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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有關考試補考安排 

事因 備註 補考安排 成績計算 

事假 

家長必須於考試前以書

面申請及經校方批准，否

則作缺考論 

 

該科成績不作計算 

成績表上不會顯示名次 

 考試結束後首天補考  

 須於考試結束後三個上課天內完

成 
九折計算 

 P.1-5 P.6/P.5 (報分試) 

 不用平行試卷  用平行試卷 

因病 

缺考 

家長須向校方出示有效

的醫生證明，否則作缺考

論 

 

該科成績不作計算 

成績表上不會顯示名次 

 考試結束後首天補考  

 須於考試結束後三個上課天內完

成 

 因特殊情況，校方會酌情就相關申

請作出豁免考試 

九折計算 

(報分試 

不適用) 

P.1-5 P.6/P.5 (報分試) 

 不用平行試卷  用平行試卷 

活動

或 

比賽 

視乎學生能否趕及放學

前，於同日完成試卷 

 同日補考 

 由帶隊老師負責監考，如有需要將

安排額外老師協助 

 視乎人數及時間，作場地安排 

不打折 

作弊

及企

圖 

作弊 

不作補考 不作補考 

該科成績

以五折計

算，並記

小過一次 

其他 

遲到/中途不適 

(監考老師在課室日誌記

下學生離開課室時間，按

情況作出酌情補時) 

1. 學生因特別事故未能依時應考，

可向校方申請於同日提早考試，

分數則照原卷計算。 

2. 校方保留一切補考的酌情權。 

 

 6. 促進學習評估—系統評估數據分析與運用 

  6.1 目的：評估學生在主要學習階段終結時是否達到基本能力，從而在學

與教層面作出跟進與改善。校本系統評估檢討程序 (見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