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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

閱讀素養（reading literacy）的定義

對文本內容的理解 運用 反思及投對文本內容的理解、運用、反思及投
入，以實現個人目標、增進知識、發
展潛能，並投身社會 (OECD, 2009)。

同時強調不同層次的閱讀能力同時強調不同層次的閱讀能力

同時兼顧認知和情意範圍的閱讀素養

強調閱讀對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功能



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

閱讀的文本 (Text)
劃分標準：文本的媒體 (medium)、
格式 (text format) 和類型格式 (text format) 和類型
(text type)

文本的媒體文本的媒體

印刷文本印刷文本

電子文本



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

閱讀的文本

文本的格式
連續文本（continuous texts）連續文本（continuous texts）
非連續文本（non-continuous 
t t ）texts）
混合文本（mixed texts）
多元文本（multiple texts）



(from PISA2009 Assessment Framework, p. 32)



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

閱讀的文本

文本的類型
描述（description）描述（description）
記敍（narration）
說明（exposition）
議論（argumentation）議論（argumentation）
指示（instruction）
交流（ i ）交流（transaction）





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

閱讀的過程（Aspect）
(1) 檢索信息(1) 檢索信息

(2) 理解文本( )

形成概要理解

闡釋文本闡釋文本

(3) 反思及評價( )

反思及評價內容

反思及評價形式反思及評價形式



1 2 3

(from PISA2009 Assessment Framework, p. 35)



(from PISA2009 Assessment Framework, p. 43)



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PISA 對閱讀素養的觀點

閱讀的情景（Situation）
為個人用途而閱讀為個人用途而閱讀

為公共用途而閱讀為公共用途而閱讀

為工作用途而閱讀

為教育用途而閱讀



(from PISA2009 Assessment Framework, p. 26)



PISA2009 閱讀卷的試題形式PISA2009 閱讀卷的試題形式

共30篇閱讀材料，101條閱讀題目，
分佈在7份不同的考卷內。分佈在7份不同的考卷內。

題目類型

選擇題

複雜選擇題複雜選擇題

封閉式回應題封閉式回應題

開放式回應題

簡短回應題簡短回應題





PISA2009 閱讀表現的報告PISA2009 閱讀表現的報告

為方便比較各地學生的表現，OECD會將學

生的分數轉換為標準分，以500為平均分。生的分數轉換為標準分，以500為平均分

PISA2000和PISA2009以閱讀為主要測量項

目 除了總分外 還會提供三個閱讀過程的目，除了總分外，還會提供三個閱讀過程的

標準分數。

為讓各地的教育工作者瞭解學生的具體閱讀

水平，OECD會將學生的分數劃分為幾個等水平，OECD會將學生的分數劃分為幾個等

級，對每個等級的表現作具體描述，

PISA2009從以往的五等擴展至七等水平PISA2009從以往的五等擴展至七等水平。





香港學生在香港學生在 PISA2009PISA2009香港學生在香港學生在 PISA2009PISA2009

的閱讀表現的閱讀表現的閱讀表現的閱讀表現



閱讀測驗的一般結果閱讀測驗的一般結果

PISA2009 
香港學生的香港學生的
閱讀素養綜
合分數為合分數為
533。



閱讀測驗的一般結果閱讀測驗的一般結果

香港在全球排第 4 名，只顯著低於排名
第一的上海。第一的上海。



閱讀測驗的一般結果閱讀測驗的一般結果

香港學生在PISA2009的表現與
PISA2006沒有顯著差異，但比PISA+PISA2006沒有顯著差異 但比PISA+
及PISA2003有明顯的進步。



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

與PISA2006比較，不同能力水平的香港學生在
PISA2009的分數都下跌了，但無明顯差異。

與PISA2003比較所有水平學生都有明顯進步。

與PISA+比較只有能力較高學生有顯著的進步。與PISA+比較只有能力較高學生有顯著的進步



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

與PISA2003比較，香港學生在PISA2009的
高等級人數比例增加了，在低等級的人數比例
減少了。

與PISA+及PISA2006比較，則差異不大。與PISA 及PISA2006比較 則差異不大



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

不同能力水平的香港學生在PISA2009的分數
均較OECD的國際水平為高，但最高分數學生
組別的差距較小。



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

香港學生在高等級的比例較OECD為高，在低
等級的比例較OECD為低，但第六等學生人數
的比例與OECD沒有顯著差異。



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不同能力學生的閱讀表現

單計算在第5、6等水平的學生比例，香港在首
10名國家/地區排名為第8，反映香港尖子學生
的比例較其他高閱讀水平國家／地區為少。



學生在不同閱讀過程的表現學生在不同閱讀過程的表現

香港學生在PISA2009三個不同閱讀過程
的得分均比PISA+為高，但只有理解文本
的分數有顯著的差異。



學生在不同閱讀過程的表現學生在不同閱讀過程的表現

比較香港學生在PISA2009與OECD三個
不同閱讀過程的等級人數比例，香港在所
有閱讀過程的高等級人數比例都比OECD
為多。為多



學生在不同閱讀過程的表現學生在不同閱讀過程的表現



學生在不同閱讀過程的表現學生在不同閱讀過程的表現



學生在不同閱讀過程的表現學生在不同閱讀過程的表現

比較東亞所有地區學生在PISA2009的
表現，香港學生在檢索信息的成績比上表現，香港學生在檢索信息的成績比上
海和南韓為低，只比台北及澳門為高。

香港學生在理解文本的成績比上海和南香港學生在理解文本的成績比上海和南
韓為低，但比其餘地區為高。餘

香港學生在反思和評價的成績只比上海
為低，和南韓無顯著差異，而且比其餘為低，和南韓無顯著差異，而且比其餘
地區為高。



學生在不同類型文本的表現學生在不同類型文本的表現



學生在不同文本類型的表現學生在不同文本類型的表現

香港學生閱讀多元文本的表現最好，
最弱是混合文本；閱讀連續文本的表最弱是混合文本；閱讀連續文本的表
現比非連續文本略高。

香港學生閱讀不同類型文本的表現均
比OECD的國際水平為高。比OECD的國際水平為高。

香港學生在PISA2009閱讀連續文本
的表現與以往幾屆相若，變化不大。



學生在不同閱讀情景的表現學生在不同閱讀情景的表現

香港學生在PISA2009表現最好的工作情景
的文本，其餘依次為教育、個人和公共。餘

比較不同年份的結果，香港學生在閱讀工作
情景文本的表現一直是較好的，其餘類型則情景文本的表現一直是較好的，其餘類型則
各屆的表現不太一致。



不同性別學生的閱讀表現不同性別學生的閱讀表現

在不同能力的組別，女生的閱讀成績均比
男生為高，能力愈低的組別，差異愈大。男生為高 能力愈低的組別 差異愈大



不同性別學生的閱讀表現

在檢索信息和理解文本的層次 性別差異相

不同性別學生的閱讀表現

在檢索信息和理解文本的層次，性別差異相
對較小，能力最高的男女生並無顯著差異。

在反思和評價的層次，性別差異相對較大，
所有能力組別都有顯著的差異。所有能力組別都有顯著的差異



不同性別學生的閱讀表現

在所有文本類型 女生的表現都比男生好

不同性別學生的閱讀表現

在所有文本類型，女生的表現都比男生好，
但非連續文本的性別差異相對較小。



小結小結

香港學生在PISA2009的閱讀表現理想。

比較不同屆別的學生表現，香港學生在2009比較不同屆別的學生表現，香港學生在2009
年的得分比2006年略低，但未達顯著差異，
比2002及2003年則顯著為高比2002及2003年則顯著為高。

香港在高等級學生的比例有增長，但尖子的
比例仍然比其他高閱讀水平的地區為低。

比較PISA+和PISA2009的成績，香港學生的比較PISA+和PISA2009的成績 香港學生的
進步主要集中在中高能力的學生，能力中下
的學生沒有顯著進步。的學生沒有顯著進步。



小結小結
香港學生在PISA2009不同閱讀過程的得
分都比PISA+ 有進步，但只有理解層次分都比PISA+ 有進步 但只有理解層次
達顯著差異。

與亞洲各區的學生比較 香港學生在反與亞洲各區的學生比較，香港學生在反
思及評價的表現較其他地區最有優勢。

香港學生閱讀連續文本、多元文本及工
作情景的文本能力較高。作情景的文本能力較高。

香港女生的閱讀能力較男生為高，最大
的差異在反思評價和閱讀連續文本的差異在反思評價和閱讀連續文本。



香港學生在香港學生在 PISA2009PISA2009香港學生在香港學生在 PISA2009PISA2009

的閱讀習慣、動機、的閱讀習慣、動機、

學習策略與課堂環境學習策略與課堂環境學習策略與課堂環境學習策略與課堂環境



香港學生的閱讀習慣和動機香港學生的閱讀習慣和動機

PISA2009對閱讀投入感（reading 
engagement）的測量engagement）的測量

定義：學生對閱讀的動機性向及行為
特質。

主要的測量指標：閱讀興趣（reading主要的測量指標：閱讀興趣（reading 
enjoyment）、閱讀的多元性（reading 
di it ） 網上閱讀活動（ lidiversity）、網上閱讀活動（on-line 
reading activities）



香港學生的閱讀時間香港學生的閱讀時間

學生在PISA2009的每日閱讀時間比
PISA+上升了，不閱讀的人數比例則明PISA+上升了 不閱讀的人數比例則明
顯減少了。



香港學生的閱讀時間香港學生的閱讀時間

一般來說，學生的閱讀時間愈多，閱讀測
驗的成績便愈高，成績最理想的組別是每驗的成績便愈高 成績最理想的組別是每
天閱讀30分鐘至2小時的組別。



香港學生的閱讀興趣香港學生的閱讀興趣

學生在PISA2009的閱讀興趣比PISA+
有明顯的改善。有明顯的改善



香港學生的閱讀興趣香港學生的閱讀興趣

學生的閱讀興趣與閱讀成績有明顯的正面
關係，閱讀興趣愈高成績愈好。關係 閱讀興趣愈高成績愈好



香港學生閱讀的多元性香港學生閱讀的多元性

在PISA2009香港學生閱讀小說和報紙的比
例比PISA+增加了，相反，閱讀雜誌和漫畫
的比例則減少了。



香港學生閱讀的多元性香港學生閱讀的多元性

有閱讀小說、非小說和報紙的學生的閱讀成
績明顯比無閱讀的學生為高，相反，有閱讀
雜誌和漫畫的學生成績卻比無閱讀的為低。



香港學生的網上閱讀活動

除了參與網上論壇討論和閱讀電郵外 香港

香港學生的網上閱讀活動

除了參與網上論壇討論和閱讀電郵外，香港
學生在大部分的網上閱讀活動都比OECD的
平均人數比例為高。



香港學生的閱讀習慣和動機

在三項閱讀投入感的指標之中 以閱讀興趣

香港學生的閱讀習慣和動機

在三項閱讀投入感的指標之中，以閱讀興趣
與閱讀成績的關係最為正面和密切，閱讀多
元化和較多網上閱讀的學生不一定有好的成
績。



東亞各地學生的比較東亞各地學生的比較



東亞各地學生的比較東亞各地學生的比較

比較東亞地區學生在PISA2009閱讀
動機的問卷結果，香港學生的閱讀動機的問卷結果，香港學生的閱讀
興趣排名第三，只比上海和台北為
低。

香港學生在閱讀多元性排名第三，香港學生在閱讀多元性排名第三，
只比新加坡和台北為低。

香港學生在東亞地區中，網上閱讀
排名第一排名第一。



東亞各地學生的比較東亞各地學生的比較

在三項指標之中 所有地區都以閱讀興趣在三項指標之中，所有地區都以閱讀興趣
指數與閱讀成績的關係最為密切。



閱讀投入感 背景因素及閱讀成績閱讀投入感、背景因素及閱讀成績

多層線性模型的分析結果顯示，在眾多
背景因素之中，對閱讀成績影響最顯著背景因素之中，對閱讀成績影響最顯著
的依次為學校的學生平均社經文化地位、
學生的閱讀興趣 家庭的圖書量 學生學生的閱讀興趣、家庭的圖書量、學生
的性別和教育資源。

在眾多家庭背景因素之中，與學生閱讀
興趣關係最密切的依次為家庭的圖書量興趣關係最密切的依次為家庭的圖書量、
文化資產和教育資源。



香港學生的學習策略香港學生的學習策略

PISA2009對學習策略（learning 
strategies）的測量strategies）的測量

定義：學生按特定目標運用適當策
略閱讀文本的意識和能力。

策略運用 (use of strategies)：測量策略運用 (use of strategies)：測量
學生自我報告採用記憶
(memorization)、引伸 (elaboration) 
及控制 (control) 策略的經常性。及控制 (control) 策略的經常性



香港學生的學習策略香港學生的學習策略

PISA2009對學習策略（learning 
strategies）的測量strategies）的測量

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測量學g
生能否分辨最有效理解和記憶資料
(understanding & remembering(understanding & remembering 
information) 及撮要資料
( i i i f i ) 的策略(summarizing information) 的策略。



香港學生的學習策略香港學生的學習策略

除了記憶策略外，香港學生在PISA2009
的策略運用及後設認知指數大都低於的策略運用及後設認知指數大都低於
OECD的國際水平。



香港學生的學習策略香港學生的學習策略

與PISA+比較，香港學生在PISA2009
的明顯較少採用引伸策略，但增加了採用的明顯較少採用引伸策略 但增加了採用
控制策略。



東亞各地學生的學習策略東亞各地學生的學習策略

除了新加坡外 東亞地區學生的策略運用指除了新加坡外，東亞地區學生的策略運用指
數普遍低於OECD國際水平。

香港學生的記憶策略指數是全東亞區最高的。



東亞各地學生的學習策略東亞各地學生的學習策略

東亞地區學生之中只有香港 澳門和台北的後設東亞地區學生之中只有香港、澳門和台北的後設
認知指數低於OECD國際水平。

香港學生兩項後設認知指數都是東亞區最低的。



學習策略與閱讀成績學習策略與閱讀成績

在五項學習策略指標之中 控制策略 理解和記在五項學習策略指標之中，控制策略、理解和記
憶資料及撮要資料的策略意識與學生的閱讀成績
有正面和密切的關係 但香港在這三項指標的指有正面和密切的關係，但香港在這三項指標的指
數都低於OECD國際水平。



學生對閱讀課堂環境的觀感學生對閱讀課堂環境的觀感

PISA2009對課堂環境的測量

定義：學生對閱讀課在教學和課堂環定義：學生對閱讀課在教學和課堂環
境的觀感。

測量項目：秩序 (disciplinary climate)、
教師激發閱讀參與 (teacher simulation教師激發閱讀參與 (teacher simulation 
for engagement) 及教師運用結構和鷹
架策略 (teachers’ use of structuring and架策略 (teachers  use of structuring and 
scaffolding strategies) 。



學生對閱讀課堂環境的觀感學生對閱讀課堂環境的觀感

除了秩序之外，香港學生在其他兩項課
堂觀感指數都低於OECD國際水平。堂觀感指數都低於OECD國際水平

學生對課堂觀感與他們閱讀成績的關係
不太密切不太密切。



東亞各地學生對課堂的觀感東亞各地學生對課堂的觀感

普遍亞洲區學生的秩序指數都高於OECD國
際水平，但其他兩項指數卻偏低。



課堂觀感與閱讀成績課堂觀感與閱讀成績

秩序指數與學生的閱讀成績有密切和正面的關秩序指數與學生的閱讀成績有密切和正面的關
係，其他兩項指數大致與成績呈正相關，但過
多的教師鼓勵和支持 學生成績較低多的教師鼓勵和支持，學生成績較低。



閱讀動機、策略、課堂觀感與成績閱讀動機、策略、課堂觀感與成績

在學生問卷的眾

多指數之中，與

學生閱讀成績關

係最密切的依次

為：閱讀興趣、

撮要、理解和記撮要 理解和記

憶資料策略的後

設認知、控制策設認知 控制策

略。



閱讀動機、策略、課堂觀感與成績閱讀動機、策略、課堂觀感與成績

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學生的課堂觀感與
閱讀動機和策略的關係較為密切，而非直閱讀動機和策略的關係較為密切 而非直
接影響學生的閱讀成績。

多層線性模型的分析結果顯示 在眾多背多層線性模型的分析結果顯示，在眾多背
景因素之中，對閱讀成績影響最顯著的依
次為學校的社經文化地位、學生的閱讀興
趣、控制策略、後設認知、學生的性別、趣 控制策略 後設認知 學生的性別
家庭的教育資源及課堂的秩序。



小結小結
香港學生在PISA2009閱讀習慣和動機的
問卷結果大致理想。問卷結果大致理想

香港學生在2009年的閱讀時間和閱讀興
趣都比2002年提升了 閱讀類型的變化趣都比2002年提升了，閱讀類型的變化
也有利改善學生的閱讀能力。

香港學生在PISA2009學習策略和課堂觀
感的問卷結果不太理想。感的問卷結果不太理想。

除記憶策略外，香港學生在其他策略的
運用和後設認知能力都低於國際水平運用和後設認知能力都低於國際水平。



小結小結
除秩序外，香港學生對教師在閱讀課的
激發參與與鷹架策略的運用觀感不高。激發參與與鷹架策略的運用觀感不高

在眾多因素之中，香港學生的閱讀興趣、
控制策略和後設認知與閱讀成績的關係控制策略和後設認知與閱讀成績的關係
最為密切。

家庭的圖書量與學生的閱讀興趣關係最
為密切。為密切。

閱讀教學與課堂環境與學生的閱讀動機、
策略運用及後設認知有正面關係策略運用及後設認知有正面關係。



小結小結

PISA的成績 PISA的結果PISA的成績
和排名只是

PISA的結果
對我們有何
意義？結果！ 意義？



PISA 2009的結果對PISA 2009的結果對

課程與教學的啟示



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

值得肯定的是－

香港中學在 年推行教育改革和香港中學在2001年推行教育改革和
中文新課程，學生在PISA2009和中文新課程 學生在 和
PISA2006 的表現可以作為檢視新
課程下學生學習成果的其中一項重課程下學生學習成果的其中一項重
要資料。

香港學生在PISA2009和PISA2006
的閱讀表現明顯比最初兩屆優勝。的閱讀表現明顯比最初兩屆優勝。



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

值得肯定的是－

教改和中文新課程的理念與 PISA 有教改和中文新課程的理念與 PISA 有
不少吻合之處：推廣閱讀風氣、重視
從閱讀中學習的能力、教學和評估強
調不同層次的閱讀能力、綜合卷以生調不同層次的閱讀能力 綜合卷以生
活化文本評估功能性的閱讀能力等。

香港學生在理解文本層次有顯著的進香港學生在理解文本層次有顯著的進
步與新課程強調能力訓練可能有關。



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

值得肯定的是－
香港學生的反思和評價能力在亞洲區學香港學生的反思和評價能力在亞洲區學
生之中較為出色，可能跟新課程加強了
對評價能力的重視有關對評價能力的重視有關。

香港學生閱讀多元文本表現良好，可能香港學生閱讀多元文本表現良好 可能
與綜合卷的模式相似有關。

近年教育改革的方向配合國際的趨勢，近年教育改革的方向配合國際的趨勢，
應是香港學生在 PISA2009 和PISA2006
優秀閱讀表現的其中一個原因優秀閱讀表現的其中一個原因。



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

可作反思的是－

－我們是不是完全接受PISA對閱讀
的觀點？的觀點？

PISA的評估架構有何價值和限制？

吸取了接近十年教改的經驗，如何
結合中西方對閱讀的觀點，進一步結合中西方對閱讀的觀點 進一步
優化現行的中文科課程？



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反思香港學生的閱讀能力

還需努力的是－

－如何保持香港學生的優勢？

－如何落實照顧個別差異的教學？如何落實照顧個別差異的教學？

如何增加尖子的比例？

如何幫助較弱勢的學生？

如何提升男生閱讀連續文本和反如何提升男生閱讀連續文本和反
思的能力？



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

投入閱讀 (Engaged Reading)
是近年閱讀研究的重要方向是近年閱讀研究的重要方向。

同時重視認知、後設認知和動機元同時重視認知 後設認知和動機元
素在閱讀能力發展的重視性。

投入的閱讀者是指能夠有效協調知
識、策略和興趣進行閱讀以達至個識 策略和興趣進行閱讀以達至個
人目標的人 (Guthrie & Wigfield, 
2000)2000)。



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

值得肯定的是－

香港學生在閱讀動機的結果理想香港學生在閱讀動機的結果理想。

華人學生一般有正面的學習態度 + 教華人學生一般有正面的學習態度 教
改重視推廣閱讀的風氣

如何為弱勢學生提供充足的圖書以提如何為弱勢學生提供充足的圖書以提
升這些學生的閱讀興趣？

如何改善中文科的課堂教學以激發學
生在課堂內的投入閱讀？生在課堂內的投入閱讀？



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

還需努力的是－

香港學生在策略的運用和知識方面都香港學生在策略的運用和知識方面都
不太理想。

傳統中文教學沒有策略教學的概念，
學生較依賴記憶的方法，可能用了某學生較依賴記憶的方法，可能用了某
些策略也不自覺。

策略教學是新課程的學習重點之一，
如何在讀文教學中結合策略教學？



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反思動機、策略與教學的關係

還需努力的是－

香港學生對教師在激發學生投入閱讀香港學生對教師在激發學生投入閱讀
和運用鷹架策略的觀感仍有待改善。

傳統中文教學重視課堂秩序多於鼓勵
學生積極參與。學生積極參與。

教師適當的支持和增加學生的參與同
樣重要，如何平衡課堂內教師和學生
的角色，以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能力？的角色 以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能力？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從PISA的結果肯定我

PISA的成績和排名只是結果！

從PISA的結果肯定我
們的學生、教育同工
和家長過往的努力！

從PISA的結果反思我從PISA的結果反思我
們的學生、教育同工
和家長未來應該向甚
麼方向努力？麼方向努力？



連續文本的示例連續文本的示例連續文本的示例連續文本的示例



非非非非
連連連連
續續續續
文文文文
本本
的的
示示
例例例例



混混混混
合合合合
文文文文
本本本本
的的
示示
例例



混混混混
合合合合
文文文文
本本本本
的的
示示
例例



多元文本的示例多元文本的示例多元文本的示例多元文本的示例



檢索信息的題目示例檢索信息的題目示例檢索信息的題目示例檢索信息的題目示例



檢索信息的題目示例檢索信息的題目示例檢索信息的題目示例檢索信息的題目示例



理解的題目示例理解的題目示例理解的題目示例理解的題目示例



理解的題目示例理解的題目示例理解的題目示例理解的題目示例



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



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



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評價及反思的題目示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