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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績模組新功能—評核組別

由 2.0.1.23082013 版本起，用戶可使用評核組別功能。



評核組別(Assessment Group)

功能

 用戶可新增/編輯評核組別，合併計算跨科目／分卷
的積分與名次。

 用戶可列印評核組別的積分與名次於成績表、成績
紀錄表中。



評核組別的級別 (Level of Assessment Group)

評核組別可分為兩種:

1. 科目級別評核組別(Subject level assessment group)

 由科目組成

 用戶只可加入科目於科目級別評核組別內

2. 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Component level assessment 
group)

 由科目分卷組成

 用戶只可加入科目分卷於科目級別評核組別內



評核組別的級別 (Level of Assessmen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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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級別評核組別



評核組別的級別 (Level of Assessmen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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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



先決條件：

 必須已確定學校資料

 考績綱要尚未確定

 評核組別內的科目/科目分卷必須以積分評核

評核組別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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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組別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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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組別內的科目/科目分卷必須以積分評核。



評核組別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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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1. 新增評核組別

2. 編輯評核組別，選擇計算方法

3. 設定評核組別的學期及考績

4. 設定評核組別的科目滿分及比重



新增評核組別



新增評核組別(科目級別)



新增評核組別

 同一級別中的評核組別代碼不能重複使用。

 為區分評核組別代碼及真正科目代碼，評核組別代碼的
第一個字母必定為‘&’。用戶可以輸入兩位字母/數字。
例如：用戶輸入'AB'，該組別代碼便為'&AB‘

 建立評核組別後，其代碼不能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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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組別代碼的第一個字母必定為
‘&’。用戶可以輸入兩位字母/數字。

新增評核組別(科目級別)

選擇評核組別的級別：科目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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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評核組別(科目級別)

必須輸入所有欄位的資料

按[儲存]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級別)

1

2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級別)

不能修改組別代碼，但可修
改評核組別的其他資料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級別)

將修讀以上任何科目／科目分卷的學生納入該評核組別
• 系統計算有修讀評核組別內任何科目／科目分卷的

學生的積分與名次
將修讀以上所有科目／科目分卷的學生納入該評核組別
• 系統計算有修讀評核組別內所有科目／科目分卷的

學生的積分與名次

按[儲存]

選擇計算方法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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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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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輸入欄位資料



何謂跨班別科目組別/分組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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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跨班別科目(如需要)：
用戶可填上組別/分組代碼，以
計算跨班別科目組別名次。



何謂跨班別科目組別/分組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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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全級跨班別科目
組別名次的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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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跨班別科目組別/分組代碼？

於[學校管理]設定跨班別科目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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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評核組別(科目級別)

繼續增新其他科目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級別)

P.24

完成增新科目於評核組別並
成功儲存



評核組別(科目級別)—中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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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級別評核組別「 &G1 中英數」

利用「評核組別」功能，把「中英數」
三科成績合併並排名次。



同一級別中的評核組別代碼不能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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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立小五評核組別「&G1 中英數」



評核組別(科目級別)—組合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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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根據用戶設定的比重，
合併計算有修讀22N、23N或
24N學生的成績及名次。



刪除評核組別(科目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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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評核組別的資料、考績設定及
考績資料將從系統中刪除。



新增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



增新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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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

P.31

1

2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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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

 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必須附屬於科目或科目級別評核
組別

附屬於科目：顯示科目代碼與名稱

附屬於科目級別評核組別：
顯示已建立的科目級別評核組別
代碼與名稱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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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於科目級別評核組別
「&CS 組合科學」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

1

2

學生不可能同時修讀22N組合科學(生
物，化學)與24N組合科學(物理，生物)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

3

4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生物分卷

只適用於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
(Subject Component Level assessment group)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生物分卷

繼續增新其他科目分卷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生物分卷

成功增新 22N 組合科學(生物，化
學) 和 24N 組合科學(物理，生物) 
的生物分卷於評核組別。

生物分卷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物理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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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分卷



編輯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化學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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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分卷



不能刪除評核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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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刪除 「&CS 組合科學」，因它有
附屬的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



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附屬於評核組別:

評核組別 —「組合科學」及其「分卷」

P.43

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 &C1 組合科學(生物)
和&C3組合科學(化學) 皆附屬於科目級別評
核組別 &CS 組合科學。

&CS
&C1
&C3



使用科目代碼— 21N組合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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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高中科目代碼後，如何顯示組合科學總成績
與名次

使用新高中科目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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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修讀 23N 組合科學(化學，物理)
的學生排名次：
基數 = 修讀23N 的學生

建立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C2 組合科學(化學)」
和「&C3 組合科學(物理) 」，為有修讀相同分卷—
化學/物理的學生排名次：
基數 = 修讀相同分卷(化學/物理)的學生

23N

23N-01
23N-02

&C2
&C3
&CS

使用新高中科目代碼後，如何顯示組合科學總成績
與名次

建立 &CS 組合科學計算組合科學總成績與名次:



學校開設兩款組合科學(22N、23N)，需要合併計算其
相同科目分卷的總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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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於&CS



不顯示有附屬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的科目級別
評核組別(組合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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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組別

用戶需修改報告範本，隱藏科目級別評核組別的成績與名次。

不顯示成績與名次:
:



不顯示有附屬分卷級別評核組別的科目級別評核
組別(組合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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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以下指引：
《不顯示科目級別評核組別的積分及名次》



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附屬於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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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建立一個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名為「閱讀與寫作」，
附屬於中國語文科。

 「閱讀與寫作」包括中文科閱讀、作文兩分卷

 選擇「將修讀以上所有科目／科目分卷的學生納入該評核
組別」



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閱讀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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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於科目(080 中國語文)

合併計算中國語文科作文
與閱讀分卷的名次。



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附屬於科目:

評核組別(科目分卷級別)—閱讀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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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閱讀與寫作 附屬於 080中國語文



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應附屬於科目/科目級
別評核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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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必須附屬於科目/科目級別評核
組別：

 合併計算跨科目分卷積分與名次，應選擇附屬於合
適的「科目級別評核組別」

 合併計算同一科目的部分分卷，可選擇附屬於「科
目」



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應附屬於科目/科目級別評
核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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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組別應附屬於科目/科目級別評核組別將影響排名次的基數：

&CA

&CB

&C2、&C3 附屬於評核組別「&CS組合科學」：
「&CS 組合科學」基數 = 修讀22N/23N/24N的人數
「&C2 組合科學(物理)」基數 = 修讀23N/24N 的人數
「&C3 組合科學(化學)」基數 = 修讀22N/23N 的人數

&CS

&C3

&C2

&CA、&CB 附屬於 23N 組合科學(化學，物理)：
&CA、&CB 基數 = 修讀 23N 的人數



評核組別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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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評核組別的資料。

 設定評核組別於各學期與考績的比重。

 設定列印次序 、評核組別滿分、評核組
別內的科目/科目分卷比重、積分／等級
互換表



學期及考績

P.55



輸入評核組別的滿分

科目滿分及比重(年終)

輸入列印次序

選擇等級互換表



科目滿分及比重(年終)

列印次序

 用戶可選擇列印科目級別/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與否。
如用戶不列印評核組別，可設定列印次序為“0”。

 科目級別評核組別與其他科目的列印次序不可相同。

 附屬於同一科目的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它們與科目其

他分卷的列印次序不可相同。

 附屬於同一科目級別評核組別的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

其列印次序不可相同。



P.58

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
附屬於科目：
系統會顯示科目分卷與其
列印次序，供用戶參考。



科目滿分及比重(考績)

考績

 除選擇等級互換表外，需輸入評核組別滿分與科目/科目分卷比重



科目滿分及比重(學期)



確定考績綱要

新增/編輯評核組別後，必須完成以下設定：

 學期及考績

 科目滿分及比重

 名次編排準則

完成設定後，用戶可確定考績綱要。



確定考績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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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檢查是否已完成考績綱要設定：



數據整合(例)—評核組別積分與名次的計算

P.63

目的：
為同時修讀 22S 數學(必修部分)
與 24S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的學生排名次。



數據整合(例)—新高中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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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滿分 評核組別滿分

&G1

評核組別中的科目比重

22S

24S

利用科目滿分、評核組別滿分與比重，計算評核組別考績
的積分。

&G1 成員

&G1 成員



學生 評核組別積分 名次

學生甲 2/3

學生乙 1/3

學生丙 3/3

科目 科目
滿分

組別內
科目
比重

積分

學生甲 學生乙 學生丙 學生丁

22S 數學(必修部分) 200 2 156 174 138 180

24S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100 1 66 - + 沒有
修讀



特殊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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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評核組別資料



匯出評核組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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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評核組別資料



可查閱評核組別成績：

查詢學生成績



列印成績表(系統提供範本)

可列印評核組別資料



如何修改成績表P 以配合評核組別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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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以下指引：

《修改舊有成績表 P 以支援評核組別之步驟》



新增評核組別會否影響總平均分與總分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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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比重不適
用於評核組別

總平均分由各科目積分計算，當中不包括評核組別，以免重複計算科目積分。



新增評核組別會否影響總平均分與總分的計算?

P.74

計算科目積分總和得出
總分(不包括評核組別)

不包括評核組別

評核組別



同時列印評核組別與相關科目

P.75

小提示

為免混淆評核組別與真正的科目/分卷：

 審慎訂定評核組別的名稱

 設定合適的列印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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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高中科目代碼後，如何於成績表顯示數學
科總成績?



怎樣利用「評核組別」功能，為有修讀任何一款數學科目的學
生合併計算積分與名次？

如何為只修讀22S、修讀22S和23S、修讀22S和24S
的學生排名次?

請參考示範短片二



可利用「評核組別」功能，新增兩個科目級別評核組別:

組別一

 科目包括數學(必修部分)和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選擇「將修讀以上所有科目／科目分卷的學生納入該評核組別」

組別二

 科目包括數學(必修部分)和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選擇「將修讀以上所有科目／科目分卷的學生納入該評核組別」

怎樣可利用「評核組別」功能，分別為修讀數學(必修部分)和數學(延
伸部分—單元一)，以及修讀數學(必修部分)和數學(延伸部分—單元
二)的學生，合併計算積分與名次？

如何分別為修讀22S和23S，以及22S和24S的學生
排名次?

請參考示範短片一



如何分別為修讀22S和23S，以及22S和24S的學生
排名次?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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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別為修讀22S和23S，以及22S和24S的學生
排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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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別為修讀22S和23S，以及22S和24S的學生
排名次?

22S

23S

24S

&M2

&MA

&MA 成員1

&MA 成員2

&M2 成員1

&M2 成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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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別為修讀22S和23S，以及22S和24S的學生
排名次?

&MA
&M2

輸入合適的列印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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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以下為學生修讀新高中數學科的情況：

 只修讀數學(必修部分)的學生有50人

 修讀數學(必修部分)和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的學生有60人

 修讀數學(必修部分)和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的學生有40人

有修讀數學(必修部分)的學生共有150人

如何分別為修讀22S和23S，以及22S和24S的學生
排名次?



科目 成績 級別名次

&MA 數學 284 20/60

22S 數學(必修部分) 210 50/150

23S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74 12/60

科目 成績 級別名次

&M2 數學 324 24/40

22S 數學(必修部分) 255 25/150

24S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69 13/40

學生乙成績表 (修讀數學(必修部分)和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

學生丙成績表 (修讀數學(必修部分)和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科目 成績 級別名次

22S 數學(必修部分) 250 30/150

學生甲成績表 (只修讀數學(必修部分)

如何分別為修讀22S和23S，以及22S和24S的學生排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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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免修分卷的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計算名次與否

(不適用於科目級別評核組別)
用戶可指明是否為擁有免修分卷的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
計算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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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免修分卷的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別計算名次與否

 計算名次

科目分卷級別評核組
別—「小一分卷級別」：
包括數學運算能力和英
國語文作文分卷。

該學生免修英國語文作文分卷。

不計算名次
計算名次

不計算名次



P.87

如何計算評核組別的全級跨班別科目組別名次?

以所屬跨班別科目分組
人數為基數



P.88

如何計算評核組別的全級跨班別科目組別名次?

1A跨班別科目分組共有9人



P.89

如何計算評核組別的全級跨班別科目組別名次?

1B、1C跨班別科目分組
共有6人



P.90

如何計算評核組別的全級跨班別科目組別名次?

基數= 9+6=15



P.91

以上只適用於以不同教學語言教授的同一科目，不適用
於評核組別。

合併計算不同科目/分卷的積分與名次，
而這些科目/分卷以不同教學語言教授



P.92

用戶設定評核組別時，需把不同教學語言的科目/分卷加入其中。

合併計算不同科目/分卷的積分與名次，
而這些科目/分卷以不同教學語言教授



P.93

評核組別包含退修科目

「將修讀以上任何或所有
科目/科目分卷的學生納
入該評核組別」選項

計算評核組別的
積分與名次

退修評核組別內某些
科目/科目分卷

任何 

所有 

退修評核組別內所有
科目/科目分卷

任何 

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