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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A初中階段學生學習進展測評
講座內容

2

概論 羅冠中教授 (創辦人，首席測評師）

時間表及行政安排 劉偉康博士（測評師）

英文測評簡介 劉啟彬老師（學科專家：英文）

數學測評簡介 馬健慶老師（學科專家：數學）

測評報告介紹 羅冠中教授

問與答(Q&A)環節



JSA目標3

診斷性測評 (Diagnostic Assessment)
 找出學生的學習困難

 確定困難的原因

 提供解決方案

 進行補救教學



設計思想4

 提供初中主科中、英、數的專業測評；

 讓校方及老師進一步了解學生於全港之學業水平；

 在後三年的學習中查漏補缺；

 為中四選科提供參考:使學生的學習能力得到有效

的發揮；

 展望3年後的文憑試成績。



初中階段學生學習進展測評（JSA）

成績報告5

學校綜合成績報告

學生個人成績報告



特色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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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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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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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7

4. 學生及家長能掌握學習發展優勢及展望
將來的DSE成績



時間表及行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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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9

9月中旬前

10月中旬

12月初或之前

12月中旬

費用: 測評報告發放前收取

將由學校代收, 轉交評核國際（香港）
費用: 測評報告發放前收取

將由學校代收, 轉交評核國際（香港）

測評地點： 學校

日期及時間： 10月12日-24日(商討決定)

監考安排： 學校負責監考，

評核國際（香港）員工現場協助

試卷印製： 評核國際（香港）

測評改卷： 評核國際（香港）

成績報告發放時間：12月份中旬

測評報名(9月12日,早鳥優惠為8月21日)



報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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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由學校報名,報名表已連同宣傳小冊子寄交
(亦可從評核國際（香港）網頁下載)

http://www.assessint.com

報名方式:
由學校報名,報名表已連同宣傳小冊子寄交
(亦可從評核國際（香港）網頁下載)

http://www.assessint.com

報名後:
1) 雙方商討測評日期
2) 評核國際（香港）提供Excel表用作填寫學生資料
3) 評核國際（香港）提供家長回條範本(供參考或使用)
4) 學校交回Excel學生資料表

報名後:
1) 雙方商討測評日期
2) 評核國際（香港）提供Excel表用作填寫學生資料
3) 評核國際（香港）提供家長回條範本(供參考或使用)
4) 學校交回Excel學生資料表



收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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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標準:

例子:
估算測評人數: 英文:150人,數學: 150人
估算購買報告人數: 英文:105人,數學: 103人

實際測評人數: 英文:130人,數學: 120人
實際購買報告人數: 英文:110人,數學: 90人

實際收費: (110+90)HK$140 
= HK$28,000

例子:
估算測評人數: 英文:150人,數學: 150人
估算購買報告人數: 英文:105人,數學: 103人

實際測評人數: 英文:130人,數學: 120人
實際購買報告人數: 英文:110人,數學: 90人

實際收費: (110+90)HK$140 
= HK$28,000

學校報告： 全免 （正價:$2000）

學生參加: 免費

學生個人報告: 每人每科港幣$140（正價:$200）

早鳥報名： 每人每科港幣$98（8月21日或之前）



英文測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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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ssessment13



English Assessment
Reading

Level General Vocabulary Syntactic Textual

1 Scan text to 
locate 
information

Use strategies to 
work out the 
meaning of the 
unknown words

Use 
grammatical 
knowledge

Connection 
between 
ideas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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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ssessment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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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ssessment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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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ssessment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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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ssessment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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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ssessment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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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ssessment
Language form and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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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ssessment
Language form and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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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ssessment
Language form and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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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測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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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測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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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涵蓋三個範疇︰

1. 數與代數

•算術、代數

2. 度量、圖形與空間

•幾何、坐標幾何、三角學

3. 數據處理

•統計應用、概率

數學測評
測評內容



26 數學測評
測評架構

分部 題型 分數

甲部 多項選擇題 40分

乙部 短題目 30分

丙部 長題目 40分



27 數學測評
分數細目表

範疇

難度

總分

淺 中 深

數與代數 16% 12% 12% 40%

度量、圖形與空間 16% 12% 12% 40%

數據處理 8% 6% 6% 20%

全卷 40% 30% 30% 100%



28 數學測評
分數細目表

1. 全卷 41 題，總分 110 分。

2. 提供中文或英文版本試卷。

3. 全部題目均須作答。

4. 包括不同題型和深淺程度的題目。

5. 作答時限為 65 分鐘。

6. 學生可使用計算機。



29 數學測評

甲部︰多項選擇題

 20 題
 40分(每題 2 分)
 每題均有 4 個選項

 只可選擇一個正確答案



30 數學測評

乙部︰短題目

 15 題
 30分(每題 2 分)
 每題只要求簡短答案

 沒有步驟或方法分數



31 數學測評

丙部︰長題目

 6 題
 40分 (包括一題佔10分的綜合題)
 每題要求步驟、方法及答案

 步驟、方法及答案給予部分分數



測評報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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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報告33

學校綜合成績報告

學生個人成績報告



學校綜合成績報告
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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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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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學生學習謹慎度（Modified Caution 

Index，MCI）分析；

(7) 全校在各學習範疇的強弱分析。

全港對比

成績預測

整體表現



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成績預測35



學習謹慎度
（Modified Caution Index, M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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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類學生

B 類學生

C 類學生 D 類學生



全校在各學習範疇的強弱分析37



學生個人成績報告
報告內容

38

(1) 學生個人成績；

(2) 學生個人在各學習範疇上的成績；

成績表現

比較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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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進展測評（JSA）學生個人成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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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進展測評（JSA）學生個人成績報告40



學習進展測評（JSA）學生個人成績報告
41



學習進展測評（JSA）學生個人成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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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問與答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