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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階段
學生學習進展測評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 Assessment (JSA)

自從香港的教育改革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代原來的中學會考及高級程度
會考，從中一到中六，就再沒有一個有參照及診斷功能的考試。學生從中
一到中六的學習，成了一個暗箱。老師們憑各自努力引領學生在文憑試中
取得好成績。但由於參照的缺失，無法了解本校學生與校外學生的差異，也
難以對學生的學習差異有一個切實的、有測評結果支持的診斷。
有鑒於此，為更好地為前線老師提供有用的支持，測評國際（香港）團隊設
計及開發了“初中階段學生學習進展測評”工具。

快速導覽
如果您想瞭解測評國際(香港)，
請瀏覽網頁：www.assess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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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測評服務

網上學習及測評系統

BOline School為集合題庫
、線上評測、智能分析及
系統性學習進度報告的應
用平台。目前，來自全港
近 170 所中小學校的近 
20,000 名學生註冊並參與
了 BOnLine School 應用
平台項目的先導計劃。如
有興趣參與，可登入
https://school.bonline.com.
hk/teacher-registration 
或與我們聯絡。

中一入學前階段
學生學習進展測評

 (Pre-S1 System Assessment)

該評核工具正在研發階
段。計劃在小學五年級下
學期施測。測評針對小學
階段學與教的特點，同樣
採用水平參照報告設計，
目的是將小學階段與中學
階段學生學習進展測評貫
通，提供學生從小學到中
學的學習能力及智力發展
的縱向發展圖(vert ical 
development map)。測評
科目為中文、英文及數學。

其他年級學生學習
進展測評

在上述測評完全實施以
後，測評國際（香港）還
計劃繼續開發為其他年級
學生使用的測評配套，使
不同年級的學生，都能對
自己的學習情況有更加適
時的掌握，老師也能根據
測試提供的分析報告及數
據，更好的調整教學，使
每一個學生都能盡量發揮
長處，盡快的克服短板，
取得優異的成績。

2



研發團隊簡介

國際著名測評學家羅冠中教授於 1995 年取得 Murdoch University 的數學心
理學博士學位。曾於本地測評機構任職多年，作為測評技術及研究總監，
帶領團隊負責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標準參照成績報告 (Standard referenced 
reporting, SRR) 的設計及開發。在加入本地測評機構前，羅教授於中國內
地、新加坡及澳洲多所大學擔任教授及客座教授等學術職位。
羅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開發用於成就及態度測量的多種心理測量模型及
參數估計演算法。此外，出版之刊物亦獲國際推崇，而羅教授帶領開發╱
共同開發的測試數據分析及處理的電腦程式更得到全球教育行業若干主要
考試機構及學術研究人員廣泛使用。

學科專家：數學

馬健慶 先生

馬先生為資深數學學科老師及測
評專家。曾在本地測評機構任職
多年，負責TSA數學科的測評工
作。對中三及其它年級的數學測
評有豐富的經驗。

羅冠中教授
首席測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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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評師，數據分析專家

常蕤 博士

常博士為資深數據分析專家。曾
本地測評機構任職多年，負責大規
模考試及評核的數據分析工作。

學科專家：英文

劉啟彬 先生

劉先生為資深英文學科老師及測
評專家。曾擔任香港教育局國際
質素保證主任，負責英文科的督
學工作。並在有關機構負責英文
教材編撰。對中三及其它年級的
英文測評有全面的掌握。

劉博士於長春藤聯盟的康奈爾大學取得工程碩士、香港科技大學取得博士學
位。曾於芝加哥的世界頂尖工程公司工作多年，具備美國專業工程師資歷。
劉博士曾於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工作多年，於國際性會議及講座發
表研究成果。他在數學、物理及大數據、人工智能方面有著豐富經驗。

劉偉康博士
測評師

4



5

初中階段
學生學習進展測評(JSA)簡介

初中階段學生學習進展測評(Junior Secondary Student Assessment, JSA)
是由國際著名測評學家羅冠中教授率領的評核國際（香港）團隊研發的一
套獨家評核工具。目標是為有需要的辦學團體提供中三學生對初中主科中
、英、數的專業測評，而所得出的報告能有效地讓校方及老師進一步了解
學生於全港之學業水平，並據此在後三年的學習中查漏補缺，使學生的學
習能力得到有效的發揮，為文憑試 DSE 打下堅實的基礎。

JSA 的優點在於﹕
① 運用現代測評技術，專業及科學地評估學習表現。

② 評估內容緊貼學校的教學安排及課程進度。

③ 試卷難度與題目區分度適中，比中三 TSA 更能準確測出學生的強弱項。

④ 採用標準參照報告學生成績，與 DSE 的水平參照報告模式接軌。評定等級為 1  
 (最低級) 到 5 (最高級)。不設5* 及5**, 但報告學生在第五級中的百分位。

⑤ 學生及家長能掌握學習發展優勢及預測將來的 DSE 成績。為選科參考及精確分 
 析為往後 DSE 作好準備。

⑥ 老師早於DSE之前三年了解整體及個別學生程度，方便因材施教及製定教學方向。

⑦ 學校可按學生及家長意願靈活安排發送成績。參加學校會收到全校的總報告。  
 有需要的家長可收到學生的個人報告。

⑧ 校方自行決定資料及數據發放對象或形式，避免承受不必要的評論或壓力。

年級

JSA測評

DSE

相
對

學
科

能
力

等級

S.3 S.4 S.5 S.6

1
2
3

4
5



學校報告內容
① 全校平均成績及與全港平均成績的對比；
② 全校在各學習範疇上平均成績及與全港平均成      
　 績的對比；
③ 全校在各題上平均分及與全港平均分的對比；
④ 全校在三年後的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成績預測；
⑤ 全校在各學習範疇裡三年後的香港中學文憑試
　 的成績預測；
⑥ 全校學生修正謹慎度(Modified Caution Index, 
　 MCI)分析；及
⑦ 全校在各學習範疇的強弱分析。

學生報告內容
① 學生個人成績；
② 學生個人在各學習範疇上的成績；
③ 學生個人在各題上的答題細節，估算表現及錯
　 誤原因分析；
④ 學生在各題上的表現與題目難度比較；
⑤ 學生在各學習範疇的強弱分析；
⑥ 學生在各學習範疇與其他考生表現的比較分析；
⑦ 學生表現雷達圖。

① 運用現代測評技術，專業及科學地評估學習表現。

② 評估內容緊貼學校的教學安排及課程進度。

③ 試卷難度與題目區分度適中，比中三 TSA 更能準確測出學生的強弱項。

④ 採用標準參照報告學生成績，與 DSE 的水平參照報告模式接軌。評定等級為 1  
 (最低級) 到 5 (最高級)。不設5* 及5**, 但報告學生在第五級中的百分位。

⑤ 學生及家長能掌握學習發展優勢及預測將來的 DSE 成績。為選科參考及精確分 
 析為往後 DSE 作好準備。

⑥ 老師早於DSE之前三年了解整體及個別學生程度，方便因材施教及製定教學方向。

⑦ 學校可按學生及家長意願靈活安排發送成績。參加學校會收到全校的總報告。  
 有需要的家長可收到學生的個人報告。

⑧ 校方自行決定資料及數據發放對象或形式，避免承受不必要的評論或壓力。

報名日期：9月12日前經由學校報名
(8月21日前報名可獲額外早鳥優惠)
評測日期：10月12日至23日 
報告發放日期：12月中旬

第一階段
英文 數學

評測日期：每年10月中旬

第二階段 (2021年以後)
中文數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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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ssessment

The English Assessment includes three papers and there is no break 
between each paper. A comprehensive school report which 
summarize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ssessments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school. Each participating student can opt to receive 
his/her assessment report with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In addition, instead of merely telling them which level they belong to, 
they will be given detailed descriptors explaining their performance. 
This helps them / the school to identify their language needs.

The details of these three papers a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s:

Reading

30 minutes 20 minutes

Grading

Question 
Format

Time
Allowed

30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choose from four
items)

1 writing task
(approximately 120 
words)

General
Vocabulary
Syntactic
Textual

Level 1 to 5, an overall assessment level and an 
assessment level for each competency. 

Grammatical
Organisational
Textual
Syntactic

20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choose from four
items)

Assessment
Competency

Writing Language Form 
and Meaning

30 minutes

Lexical 
Cohesive 
Morphological
Synta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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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hematics Assessment has one paper with three sections. The 
total number of questions is 41, and the time allowed is 65 minutes. A 
comprehensive school report which summarize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ssessments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school. Each 
participating student can opt to receive his/her assessment report with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s. Either English or Chinese version of 
assessment papers will be provided.

The details of the three sections a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s:

Section A
(40 points)

20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2 points each)
Each question in this section has four items. 
Students should choose only one answer.

Section B
(30 points)

15 Short Questions (2 points each)

Each question in this section requires short 
answer(s). No mark for steps or methods.

Section A
(40 points)

5 Long Questions(6 points each) and
1 Comprehensive Challenge Question (10 points)
Each question in this section requires steps, methods 
and answers. Partial marks may be given for steps, 
methods, or answers. 

Number and Algebra

Arithmetic
Algebra

Measures, Shape and Space

Geometry
Coordinate Geometry
Trigonometry

Data Handling

Statistics
Probability

Assessment Strands and Topics

Level 1 to 5, an overall assessment level and an assessment level
for each competency

Grading Criteria

Mathematics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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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評估只包含一份試卷，分為三個部分。問題總數為41題，作答時
間為65分鐘。 將向學校提供一份綜合的學校報告，其中總結了定量和
定性評估。 每個參與的學生更可選擇收取個人評估報告，其中包含個
性化的建議。 試卷語言提供中文或英文版本選擇。

數學評估試卷三個部分的詳細信息總結如下：

甲部 (佔40分) 20 條多項選擇題 (每題2分)
本節中的每條問題都有四個項目。學生只能選擇一
個答案。

乙部 (佔30分) 15條短題目 (每題2分)
本節中的每條問題要求簡短答案。沒有步驟或方法
分數。

丙部 (佔40分) 5條長題目(每題6分)，另一條綜合挑戰題目(10分)
本節中的每條問題要求步驟、方法及答案。 
步驟、方法或答案將給予部分分數。

數與代數

算術
代數

度量、圖形與空間

幾何
坐標幾何
三角學

數據處理

統計應用
概率

評估範疇和主題

等級 1至 5，總體評估水平及提供每種能力的評估水平

成績等級

數學測評



測試報告的發放及使用
測試及評卷工作完成後，學校報告將直接發送到
學校，由學校決定學校報告的使用。學生的個人
報告，將直接發送到學生家長。

與中三TSA評估的比較
初中階段學生學習進展測評(JSA)與中三全港性系
統評估(TSA)同樣採用標準參照設計，因此年與年
之間的成績可以直接比較。但是，中三TSA評估的
目的是學生的基本能力(Basic Competency)，採
用的題目都比較淺易，不能很好地將學生的水平區
分開來。JSA 提供教與學的不同水平的全面覆蓋，
設計了有良好區分度的測試階梯。同時採用香港中
學文憑試(DSE)的評級方法，所以對群體而言，能
比較好地預測學生將來在 DSE 的表現。

此外，中三 TSA 評估沒有學生個人成績報告而JSA 
可向有需要的學生家長提供學生的個人成績報告。

等級水平的釐定與保持
初中階段學生學習進展測評 (JSA) 的能力水平將
在2020年第一次釐定。 以後每年將以同一標準
來評定考生的能力水平 (1至5級)。這樣，學生年
與年的水平可以直接比較，從而了解不同年份之
間學生的水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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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我們
電話：         (+852) 3903 1747
傳真：         (+852) 3150 6178
電郵：         info@assessint.com
網址：         www.assessint.com
郵寄地址：香港荃灣青山道388號中染大廈12樓01-03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