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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消除操練誘因，取消小三 TSA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問卷調查結果公布
新聞稿 2014 年 1 月 7 日

一、 調查背景
2004 年政府推出「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對象是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考核範圍是
中、英、數三個基礎科目，其目的是「為政府及學校管理層提供全港學校學習範疇水準的資料，
以便政府為有需要的學校提供支援和監察教育政策執行的成效。」當局在推出政策時曾強調：
TSA 不涉及派位，數據只供學校自我評估之用，個別學校的成績不應以排列名次的形式出現，
因此是低風險評估，學生只需以平常心應考，學校也不用擔心和操練。
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教協會 2011 年調查發現，TSA 已經嚴重異化：學校為準備 TSA 補課
的情況相當普遍；操練甚至下移至由小一開始，小學各年級均有購買 TSA 補充練習；TSA 牽制
教學規劃及校內測考模式，學習本末倒置。
教育局遂於 2011 年 11 月公布小六考核新安排，由 2012 開始，將原本每年考核的小六 TSA，
改為與「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Pre-S1）
」隔年交替舉行。教協會認為新安排只是小修小補，
無法根除應試操練，TSA 依然是高風險的「評核怪獸」，特別是小三 TSA 未有作出任何改善，
而操練壓力已下移至小一小二，令整個小學階段都籠罩在過渡的操練之中，完全違背教育精
神。因此教協會在去年底至本年初舉行第二次調查，以了解最新的情況。

二、 調查方法
為跟進 TSA 有關情況，本會向全港小學進行 2014 年 TSA 調查，由「中英數科任教老師」及
「課程發展主任」兩部份問卷組成，詳情如下：
對 象

小學課程發展主任

小學中文／英文／數學科教師

形 式

以學校為單位，每校填寫一份
以教師個人為單位，每位教師填寫一份
對比調查，題目與 2011 年 TSA 調查相同。  向任教科目有TSA考核的教師，了解
目 的
透過了解學校 TSA 補課及購買補充練習
TSA對學校、學生造成的影響，及他
數量等，以評估學校在小一至小六操練
們對TSA的評價。
TSA 的程度有否改變，當中包括 TSA 與  探討TSA與Pre-S1隔年交替進行後，小
Pre-S1 隔年交替進行後，小六 TSA 操練或
六TSA操練或應試壓力有否改善。
應試壓力有否改善。
調查期間
2013年12月中旬至2014年1月初
回 收

88 份

1415 份

三、 調查結果分析
1. TSA遠超學生基本能力，不操不識
無論是小三或小六級別，均有約七成教師認為，學生必須經過操練，才能應付 TSA 考試。這
顯然與 TSA 試卷程度過深、答題要求嚴苛，及試卷內容過多存在密切關係。只有少於兩成教
師認為，TSA 試卷是符合小三和小六學生可應付的程度。換言之，TSA 並非當局聲稱測試學
生的基本能力，而是需要學生額外操練應試技巧和內容，已經到達「不操不識」的程度。

2. TSA操練壓力嚴重超標
調查又要求教師以 0 至 10 分評價 TSA 操練情況(0 分代表沒有操練，10 分代表操練嚴重)，結
果竟有近一成半教師認為，TSA 操練的嚴重程度高達十分滿分！而達 8 分或以上的有五成半
之多，平均分也有 7.5 分，反映在教師心目中，TSA 不但不操不識，而且操練已達非常嚴重
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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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SA習作操練增加，小一有惡化趨勢
透過 2011 與 2014 年的
對比調查，發現小學購
買的 TSA 補充練習數
量明顯增加，每位學生
購買的練習由平均 16
本增至 22.8 本。2011
年逾 9 成學校會在小
三購買 TSA 補充練
習，相比下 2014 年減
至 8 成學校，但兩次調
查均顯示，會為小三學
生購買 TSA 補充練習
的學校，比例仍是各年
級之中最高的。更嚴重
的問題是，操練有下移
趨勢，2011 年及 2014
年對比調查均發現，有
兩至三成學校，會為小
一學生購買中英數
TSA 補充練習，其平均
數量，竟由 2011 年的
1 本躍升至 3.6 本！
4. TSA主導教學和測考
調查以教學的四項指標，包括教學內容、測考模式、功課設計及教學規劃，探討小學生態在
TSA 之下出現的變化。結果顯示，學校教學被 TSA 嚴重扭曲：多達八成半教師認為教學內容
因 TSA 而調整，認為 TSA 主導核內測考模式者也有 7 成，另分別約 6 成教師認為 TSA 主導了
功課設計的模式及整個學年的教學規劃。由此可見，學校為了操練學生達標、熟習 TSA 題型
及答題速度，教學及測考已經嚴重「TSA 化」
，捨本取末。其結果是不考不教，大大收窄教學
內容，扼殺教
與學的樂
趣；同時導致
教學以 TSA
為本，脫離學
生實際水
平，造成學習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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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SA補課，無孔不入
調查指出，75%受訪教師會因 TSA 為學生補
課。而 TSA 補課時間也無孔不入，66%教師
表示，學生要在上課前或下課後為 TSA 補
課，另兩成會選擇學校假期，有 5%甚至連
小息和午膳也不放過為 TSA 補課。在小學整
個學習階段，學生有多少課外活動時間被
TSA 侵佔，有多少學習興趣和潛能被 TSA 磨
滅，對學生全人發展的不利，實在令人擔心。
6. TSA小六隔年考核，減壓力度仍不足
調查顯示，實施「小六隔年考核 TSA」後，
42%教師同意「TSA 操練減少」
，不同意佔
33%，反映新安排對減少小六 TSA 操練的
確有輕微的正面影響，但減壓力度仍未令
人滿意。
我們再比較兩次調查，由於 TSA 與 Pre-S1
隔年交替進行，2013 學年的小六學生，
將毋須應考 TSA，因此購買 TSA 中英數補
充練習的學校，由九成大減至六成左右，
然而學生每周補課時間卻不減反升，由每
周 5.6 節上升至 6.3 節。可是，2013 學年
的小五學生，由於明年升小六後將要考核 TSA，處境便大不相同，購買中英數補充練習的學
校仍維持在 7 成左右，習作購買數量由 3 本增加至 3.9 本，補課節數由 1.4 節增加至 5.2 節。
由此可見，減少 TSA 評核次數確實對減輕壓力效果並不顯著。在目前 TSA 對老師及對學生的
壓力平均評分仍高達 7.6 分及 7.4 分的情況下，當局實應大刀闊斧地減少 TSA 的評核次數。

需應考下年度 TSA

需應考下年度 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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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杜絕惡性比較，停止公布達標率
TSA 數據最大的殺傷力，在於誤用作校內及校外的惡性比較，令考核變為極高風險的存亡指
標。根據我們過去的研究，發現始作俑者是教育局官員，其後部分辦學團體和學校管理層把
壓力轉嫁至教師和學生，而 TSA 的「達標率」
，正好為這種惡性比較提供最方便的工具。調
查顯示，近 7 成教師同意應取消「公布學校及全港各科 TSA 達標率」
，另逾 8 成教師反對以
「TSA 達標率」作為外評的指標。
值得留意的是，分別有逾 6 成教師認為，不應在小三及小六繼續推行 TSA，認為應繼續推行
的只有 10%。反映教師對 TSA 評價相當低。

四、 總結和建議
TSA已經異化成為考試怪獸，影響整個小學階段。原意是「評核促進學習」
，實際結果卻是
「評核控制學習」
，本末倒置，甚至到了「學習只為評核」的地步，其流弊之深遠遠超過昔日
的升中試和學能測驗！
因此，現行TSA制度倘若不變，師生家長均只會繼續受苦，學生被迫成為考試機器，犧牲
學習興趣。TSA由2004年實施至今，學校已經歷了十年虛耗，影響了整整一代的學生，當局必
須立即採取更積極和有效的措施，消除可能導致操練的誘因，還學校正常教學生態：
1. 全面檢討──TSA的流弊不僅出現在小學高年班，不能單由隔年舉辦小六的TSA便能解決問
題。當局必須對TSA所引起的嚴重流弊進行檢討，訂定改革目標，根除TSA的操練誘因，令
小學教育得以從TSA的禁錮中釋放出來。
2. 停止發放達標數據──改變的目標，是把TSA變回真正低風險的評估工具。要達到這個目
標，首要做的是停止向學校發放各科的達標數據，避免人們誤將學校達標率作為比較學校
優劣的指標。
3. 訂定使用守則──訂定《正確使用TSA守則》，清楚闡明TSA作為低風險評估的意義，供官

4.

員及學校使用及嚴格遵行，以免官員濫用評估數據（例如在「外評」中直接採用TSA數據
作為評價學校教學質量的依據）。
小六抽樣進行──如果目的只為了掌握全港學生學習進展的數據，TSA實在沒有必要年年
都做，人人都做。因此我們建議TSA應該每隔一年或兩年才做一次，而且可以採用抽樣形
式進行。這將大大減輕對同學的壓力，也可以節省大量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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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歸基本能力──從速檢視TSA試題的難度和數量，確保評估真正符合學生的基本能力，

6.

只要學生平日學得好，可以無須額外操練也可應付裕如。
取消小三TSA──停止應試操練蔓延至小一甚至幼稚園，避免孩子失去學習興趣，甚至害
怕學習。

所有措施，都必須指向消除不必要的壓力。我們認為應確立以下「成效指標」
，以考查TSA
的操練誘因：
 教育局官員和辦學團體不再以TSA為衡量學校教學成效的指標。
 學校不再為TSA的壓力而進行操練，不再安排額外補課。





教師不再因TSA的壓力而改變教學進度，在校內考試中追趕TSA題型。
家長不再因TSA的壓力而安排不必要的補習。
出版社再沒有誘因出版以TSA為招徠的補充練習。
最終，學生不再因TSA的壓力而終日活在操練的壓力之中。

如果當局最終無法實現上述指標，異化和操練的流弊無法抑止，我們將會從教育的角度出
發，要求當局果斷地取消TSA。
教協會今後將會繼續定期舉行問卷調查，持續監察情況有否改善，並與關心教育的家長、
學者聯手，爭取小學教育最終從TSA異化的魔掌中完全解脫出來。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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