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飽語文會考新課程中增加校*評攘的理據和意義

張聞給

番話告教育學說

泌的年《中國語文科水平參照等數擴建及武例》韻布後，教宵界引起很大迴響。

這是館為，文件中額增 A頃「史無諧與j 的校本評按 φ 怯語文科為倒， 2007 年中國語文會

考課程將撥出 20% 為校本軒轅，閥混評核輕聽起括:G)日當皇黨黨(佔全科 10%) ; @閱

動({古學科 6%) ;@其他語文活動(佔全科 4%) 。對於這頃新措蘊 9 語文教師多

數持審慎及質鍵態度。不少人擔心這是一現新政策，成功與否還末路過驗證，本質過度

樂觀。其次 7 增加校本評較復會增加教諒的工作量‘為 E前已非常i咒葷的 f教槍l增添章

;菇。還有，會考增加校本評核有機會;學進不公平呂京多便會考{合正持平J 的金漆扭轉遭

到破壞。九此種暉，莫不反映教育界對課程改革與會考改革有不同認識，真空出現互相

。很曉鱗，若不及待分清及緩和有鵲矛盾，課改的將豆豆對極大制肘，得~不

到健康正常的發展。

…、人們認識的會考制度與新課租之闋的矛盾

中學中關語文章fr課程告別02 年起寶路 3 它強調工具性與人文性繞一;關鑰知識、

力、態度並重揖語文章發;提倡自主、合作、接究的學習方式;引λ多元、開放的語文

教科;撐棄細碎分析，注黨積累與感情;拓寬語文學習評蟹的功能、內容、主法、主體

3 這些報改方向與人們琨存對中學會考輯度的認識出現矛盾，具體表琨我:

1. 會考的選拔功能與輯課租面向全體學生的矛膀

我們都如道?自有會考這錯輯度以來，它一直搪負著向大專說校搏儷輸建學生的角

色'[1吉它辦具有的建設功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應該說書在脅的及今後一段頗長時院

內多會考仍會以其作為選投控考試的身份出現。不過會新語文課程強調面向全體學生舍

不放棄每一位學生育不讓每一名學生掉隊。也就是說，學發語文的凹的不在按合出

彼此的高低，在1it激發學習輿盤，引起個性化的感知與體會。競這一點來說，顯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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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認、攏的傳接會考制度典籍課程改革有不協觀的總方。

2. 會考著重詩幸運舉幫結黨與新課程嘗嘗注學生舉腎鐘韓揖矛盾

有人認為，本港舉三位如果捏在 2007年前的中鸝諦文會考中考取好成績，

個多就是黨背站醋的「會等天書 I 0 只要把天書的內容背帶灑瓜爛熟，掌揖廳關試題的題

型和答題技巧， 16'、可搞到功成，金榜題名。說話雖然偏激，但絕非胡吉亂諦，無的放

違反映出在傳統的會考制度中，大眾鷗注 2 孺非學習攝稅。打館或

齡不太，蛤當的 íJlílià山Jt仁啥 2 應付簿撓的會考只手言一錄聽w路運多室主是死背坊懦的天響。

用這德方法至可達W]真是唯一選擇?也是最將結果。可是 3 主芳語文課程更為關校學生的學

過程，鼓輯學生自主、創斬、體驗、實踐地學習。 這就是說，新課程不僅闕，心接生是

及時聽到山頂，更關，心聲他們能發揮自己 ，用更有利於自身的方法闖到山頂

來。顯然，這也是傳統會考制度與新課程改革不一致之處。

3. 會考之總結性捌驗方式與嶄議程強調發展d陸辦模的矛盾

一直以來事會考的tf:\續與存在引起廣泛注意?自為1古典學生的首途林威特聽信

的器、王丹是許多學生、

載本，思。反映出這傭

、教誨的黑色另份?他們…韓磊學生的會三琴聲心仲!中，黨

的總結性和高等IJ客考試給各方頭造成沉重

{的專注意的是，新探親倡議愉快學習，性重減輕學生的身心負搶。攝悄地說，

「氧氣大過積分」。新嘿嘿為此推行一連串彈幣、多元的學習評價改革多 91

、觀察評價、動態評{慶等等蠶姓的、發展a性的評鑽措誨。很自然，這樣的許撰文化

和轉統的會考棋愛顯梅端端不入。

4. 現定考核第話與顯擺種簡援學習榜耗的矛諦

在 2007 年前，會灣的「讀本部分」限定在中悶、中五兩學年內所學習的 26

中，考核範圍離不闊論如篇規定篇目。表面 t ，教、學、考好像都有了依據，而評價的

標單 tß得以明確起來。

不過，自 2002 年趟，中舉語文新課程打罷了現逆簫酷的界限?每問學校可以發行選

定教材，充分體琨出校本特怠。醫於是否應該聽放學智智輯，打破籠文的聽說能乎是另

一倡議題，這幫暫不接聽游論。但是，謂放學智份制?各校自行選定教材是新諜報的標

。說這一點來說，縛競會考艇度只在攪定第目中作出許權蝕與新課程醫放教糊的{船去

/有所提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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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試卷靜昆主進唯一的詩價主體與新課體議議摔蟹主體多元、多富的是乎聽

眾所周知，會考之所以獲得廣j乏認定，在對學技考取基慶等級是

其權威性及獨立性探受各界人士認可，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她在評分方面的 f公佮力」。由

此間育，考評局的評分權力是無人能出其羊子的，只有她才能對學使多年來的學業成就作

出解釋及起f一錯定音j 的作用。

穿新課程積極倡導詳價全體多元化，不僅考評昆是學使學習成績的

、學校嗔導!膏、教飾、家畏~至授學生本人，都釀成為是醫生畢業成

謊言于積主體的一部兮，並且要發揮積觀難合作舟，醫學生作出多元、多艷的詩纜。顯

然，站瑣擴大評價主體的新思，雄是與人們研認識的傳鏡會考幫度有所轎燙的。

一、加入校本評核有助於解決現行會考制度與新課程之間的矛盾

, 2007 年前的會考制度纜是傳統的會考制度。而根據上文的分析，現行或

轉銳的會考制度與新課程之間出現了不少布待磨合之處。解決之道不在提撤銷會考革停

止讓改變爾者都是不場實彈和不彙多責任的做法。事實上，課程改革與中學會考並不對

:搞讓輕改革不是不要會考、不敢。會考，而是我們該以甚麼樣的心態，攝攝實施怎樣

的語文攤棍，以及怎樣有致地實施語文觀韓東雷對會考。

的綜合性、特殊性及機雌性，我們認為，不僅會持要考甚麼教師便教

接聽不借得激勵，即使教師教甚盟員會考就考接麼也經不起理論上推敲。教、考應該是既

有嚴劑、私有聯繁的兩種活動。它們最大的臨別在於:課程大綱確定的課程目標是面向

，它與選援部分考生的中學會考自擦具有根本的不島事時鐘攝制在今後一段

長詩驚肉是故本7 、也是毋;還強行更殺的。站它們緝毒草繫表現在:教與考不能成為需

張皮，立不聽涉，互不往來。從這備意義上議書教學大續最好聽聽貼話考試大擒，貼近

之法在於:增加會考的彈性與靈靈活性，在不損害其患有權威性的大能攝下雪擅量、建度

地放寬及拓展其評價功能、童心、內容、方法、標準、主體. ~. . . .等等。出於這樣的考

慮，筆者認為考評局提出在 2007 年的會考課程中加入20%的校本辦核，是一項甚為穩健

及具有加強教、考聯擊的合理離緒。

雪在會考課程中增揖校本靜棧之後，會考的選接功能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故

住，孺得以漸次出現的雪是喜手續中梅歡聽與程建功能。 多學生可以在中閱、中

，說著日常課業、閱讀活動和其能語文活動等籠廳，向教師醬交一些島己認

為合瀾的作品。而這項播站?只的最科繪、成績的 20% '研以立直沒有聽醫會考原有的選拔

功能。但燼少少的 20% '卻是激勵學生熱愛語文， {足進自主學習的關錯。現實中香港有

一所種籽學校在試驗校本評核時，發現學生比過去表現得更樹轍，間而得出 20可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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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的結論。

3 會考諜報加入校本評核後，將得以實現學習錯果與過程放棄的「結果J ' 
很筒單‘學生當然還要連累考評局的規定;等教師提交有顯 f作業卜皆是學習的姑娘。但

更為重要的書是學生能聽說培養出自主、自立的學習方法。偶如磁上這次提交的作業師

生雙方都不太滿意，指時間或客觀錄件又允許的話多學生娃可以向教師搜出再改呈交作

業的申請。這樣，不但減輕了「一考定終身J 的聽力，還可以讓學生明白到， r錯誤J tl!.可

以是語文學習過程的一部分。最露，耍的是能從鐘誤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在投訴之中

勇敢地站立起來 c 這就夫在學謂的通程。學生在這種，請況下有機會繁發學習過程中培養起

來自強自主持精神、實踐能力、心理素質、行為習慣等等綜合玄質，難道不是更能得欣賞和

倡議嗎?

- ，在會考揀程加入校本詩核後，對學生學習成效的財額不再以…仗，性的是舉結性

耕驗為其極標準?甜頭次突 tH的，是當主要佳話支行較長時期定性與定蠢的觀察。學生可以

中函、中1至兩年內向教掰提交各種形式的報告或作品，自此打職頭一的評價標才啟立和方

式， l'吏戒長記讓袋評價、動態評價、觀察評價等等過去罕罵的方法能冒出頭來。正出於
這餾賦閑，學在在結課程背景中學習質量的J驗收得起多糟方法1J式的機視。所謂

，多-ttt優秀學生叫'事情難道不是比只有單一的評價方法更為符合新課程改革

的精神嗎?

第悶，會考課程加入校本語教擾，更能發揮數材開放的特色。誠如上文所霄，開放

教M是語文新課程的標諒，教材間放復最亮峭的表接說是「可供選擇J 02002 年新課程大

綱所槌誤的 600 篇教材多並不是限定所J底是學生要「照單全校h 而是要讓學生有讓擇地

。如果沒有校本評核 ， i乃然採取統一考試的規格，結果是:全部學生考同樣的。篇

課文，學同樣 600簣課文，學習負鑄必然會很重，甚至比過去更重。因此?語文會考的

構思與授對應該體琨語文課程「共同聲礎j 和 f多樣選擇j 的原則。從這倍意義上講，加入

較本辦接恰好4是[對症下藥J 0 

最後，增加校本評核後有助於提升學生舉習主體的意識。在過去，當考評局渡海學

生學習成績的唯一語種主體時 7 學生的學智主動體是受錯一定程度聽制搗 α 這夫在時誨，

學生i竟有參與評核的設鶴與議會。楓俗f車說， 1盟如評價是一項攏戲的話 9 學生，是沒有資

格魯典的。對楚，學生便有為卦人和被拒之於內外的感覺。可是 T 增加校本靜核意昧著

1會主自詩蟹的主體，不僅考評間能參與雷帽攏戲 3 教育專家、教師、家在這、學生也其儲參

與遊麓的寰格。最特謂之處是學生能搞參聽其中會 f血可以投出自己認為最攝意、最合鍾

的作品。閣成 p 這種講是醫生參與而擴大評價主體的思路，無影中成為學生主教學習、自

主學習源源不錯的動力與泉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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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樣解決校本詩核帶來工作量增加興許髏本公平位醫囂

校本書平較方案告提出以泉，教宵界響起不少質疑與單幫聽音?很容易霞人體會到，

一議教育聽望的實項是多攘的不容路。輯是對教育續誦，雖是封考試評價層萬多

5 

靡能力就會童車來超大多反彈就會產車來起強。西語說: I現窗抵抗觀，缸，也說: I魔鬼班細

中j 。這些說法說明一種即使多麼完美的觀念，在黨行租來仍會有許多地方令人難

以從心所欲。具體到本次在中間捕文會考新課程中增加校本排版的改革要當這項改革化

，許多語文教師都會感到工作章大增和對其評核方式是杏合正有所嚷漿今

成為這項蔚舉擴暢JI接發展的瓶頸 3 有必要在此作…嗤解說及澄清:

無可否認?增110校本主事戰揖都聽…定會扭重數師的工作壤。校本評該是一件

能f9tlJ 的新生事智多任何人對此都不熟悉。如果說，在實行訪期不會增胡教師的主作壘，

自欺欺人的說法。不過，只要尋找出妥善對策?問路最終揖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按解決工作量增加問瓏，最支援想的辦法是在學期開始之時，中文科科目主任集合全

校任敢向中的語文教師告召開…悶:欠學習校本評棋工作坊呵成會議，接受教師對於校本評

核方方間面的提問 c 如果全校任教荷中的語文教師都明了校本許核的理念和實踐買了式會

諾膀大大誠低寶撞時誤工的風轍多註旦大大減輕置不熟悉豆豆還要學校本詩較孺造成的額外工

質古龍校本評核詩還需特別 ?就是懂得「舊瓶裝新?醋iJ 0 1盡管它按照日常課業、

閱續活動和其他語文活動來收集學您的「作業J '名義…t好像和過去所收集的「作業j略有

「風景依稀似去年J 0 校本評核的「作業J和制去學技繳交的作業基本上沒有

兩樣，只不過現時把學生的「作詩是J雄行較具系統的校本評核 9 成為學生會考成續的其中

寸閱組成部分兩己。只要教棘的按照以往的方式向學生岐敢?作業J '然接逐步將之蜂王聖

化、系競{仁和喜事核化。這樣喜不樓望實現了校本語蟹的原意多工作聲增詣的壓力最可以、鐵

至u最小。說到底，工作費增加皆憶錄期內教師要了解華麗是校本評核宿引起的。

現認識與充分掌握的工作。

不過 2 要把校本評核做到科學化、制度化、條理化，…略能反映學生學習成效的

，否則，教師仍然會形成許多不必要的心現負捕。為此，全校高中語文

教師不妨在各個需要進行校本評核的頃目中 7 根據考評為的標潛 3 設計一些含東表格。

?參考筆者租張壽洪博士在校本詩核教師培部i課程體時發ii起來的量表多藉以解法寄于

仕及工作最增加闊題。

餘工作肇增加之好多校本評該是否合乎也成為教師研鸝心的第一鵲議題。教軒華tt之

鍵問是不無道理的。毒草草壁上，作品一個具有選拔意味的香港中學會考，

{康原間就是台正。全正地反映出灣就使用語吉主具的水平和自咯的潛能，反映出考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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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文化素養， ì言是指文會考應該承擔的責任。而令，增指控本評核的確會對「合

平j帶來…諒自衝擊。譯為是:校本詩;樣的詩價方式難免浩點「校本」特色，掰開難怪很多數

師對其詩績是在公平有廣嚷疑。

但是多我們只要從以 F繭摺角度考臘，主主平朗總相信豁然可解。

其一，公于是相對那非絕聲己早有定論 3 世界上沒有最余亭的事孺只有更合平的

事，任{可事情只要在我鶴認識或有能力籠囂內符合合平原其自{更可以接受了。具體到校本詩

按中的閱讀活動的公平性來說，考評局華主畢生閱讀量與閱讀富的其中…環高評兮準則

(5心分)是: r閱讀各類型擒聘會大景而廣泛J 0 據此，公平問題就會出現在 f大棄前

廣泛j這個關節議題上。;不問學校、不時教師對此都會有不同理解，諾貝也是難臥繞一

的。又W~如在閱讀臨報的詩分準則中， r理解準嚨，感受深藹，評論吉之有攘 3 更有獨

到的見解。 J 究竟怎樣才算「杏鑄割的見解J ?也是人吉人殊，莫衷一是。如果我輯記其他

、教師的想法、做法也納入本校校本評核的考露範圈內，這只會館生大量無諧的程

袱以及出瑛爭相弄虛作模的現聾。不過，此說並不等按校本評核不需要客觀評價准則 s

但客觀評鑽準則不是建立在全港所有學校之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校本」之基礎上 c 這就

是校本評核設立的原意。換吉之多校內的高中祿文教訶仍須黯甚盡是「大擺ITíi廣泛卜

f吞聲到的兒解j達成共識 3 共!可確立一個「校本j 皇宮靜償;學則，立史以此為依據，科

、準確雄為本校學生的是麥穗表現作出合理的評價。

其二 s 會考之研以能夠延續至今，最主要是它完全符合公平競爭的原則 c 至於校本

言于該公平不合平?正如上文所吉?議然有值得鸝酌之處。但主義 3 只要我們明白到?校本

評核是;考評昂之專家根據客觀情況轉變頂點訂出來的 s 是能們長年累月、深思熟庸的成

。雖然，建平等於我們不可以艷他們的心血錯品提出公平鞋的質雄。但是多袁說背後

是君子主主於我們對它缺乏認識，或主至于自己的認識荷引起呢?相信提出質鍵的人都不籠抹

煞有權觀可能性。既熱校本評核合干性的興斷是在一數教師的認識和能力範圈之外，我

們又何螃甩手不臂，把這方哥的工作與責任全盤交給考詩昂的專家來承擔哩?而車窗

參考評局自成立以來，雖說也曾出現過 4嫂「許錯分J 的失誤，告畢竟沒有人會讓疑其

維護合平競爭的原點是十年如一目的。關此，我們實在無績為校本詩接的公平間繼而額

得過度把人憂天的。

有道是: r::p壤之行，插授是下。 J校本靜該是一件耕生事騁，人們對其成效有所

，攘攘是不難理解的。但是，誠如請人黨國珍所吉﹒ f自古及令，法無不改，勢無不纜，

舉制無不變擺?風氣無不移易。 J I 改革會考制度是伴隨薪語文課程改革吉吾吾然出現的

自珍全集‘上大學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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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按理論和實踐上來說 T 增加校本喜事鞍是有發婆的。設立，這次會帶改革只是小規

模的要步情算得上是指j于觀進 p 未主法問改動太大吾吾令人難以控摸。只要我們明白增部

校本評核是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位!學生和為了學生一場，這樣才能真正為本揖杖會培

養出才梅兼備的換班人，從而使國家和民族平日實現繁榮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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