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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裔語文教師指南 

學生自我評估準則 

序言 

學習祖裔語文的學生們除了要具有学習的热情, 同时也要給自己设定目标. 自動自發而又能掌握自

己進度的學生, 通常會更努力地去學習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因此薩省祖裔語文組織（SOHL)和 薩省教育部 ( Saskatche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共同合作发展了

一系列的学生自我评估表格, 提供全省袓裔語文學校使用. 

使用此一系列的學生自我评估表格, 可以帮助学生,老师和家人們同時看到学生在學習上的努力和

語文進步的程度. 自我评估的目的是要顯示学生們已經“可以做到什么”，而不是“還沒做做到

什么”.  

自我评估 

自我评估有很多好處。它可以帮助学生： 

 思考他们的学习 

 对自己的学习负责 

 为自己设立学习目标 

 对语文学习保持更多的热情 

 意识到他们已经掌握的语文程度 

 识别出语文学习的障碍 

因为這些表格着重於语文的实际運用.“我可以”把所學到的直接運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這樣一來

可以使學生們作自我評估時更為容易些, 並有成就感. 

在老師們提供的講解和指導下, 学生們在作自我評估的過程中才能得到最大的收獲。老师們會依據

学生的年齡和程度作適當的解說。年纪小的学生需要給予多一点的帮助,青少年就可以酙量減少. 

這本教師指南就是為祖裔語文老師提供如何幫助不同年齡的學生作自我評估。  

Commo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 CFR 

薩省所用的学生自我评估是以 CFR为基礎。有關 CFR 詳細内容请參看本教師指南後面的註解。

CFR.  CFR始源於歐洲, 這套系統使用後奠定了欧洲语言在教学、学习和评估的一致性。它已经被翻

译成 30多種语言,包括了一些非欧语系.目前 CFR 在全世界已被廣泛的使用。  

CFR 並不针对某一种特定的语言。“我可以”一詞在大多数语言裡用在描述一种动作、行为或技

能。 举例来说，在每一種语言当中，学生“可以很清楚的去表達如何完成一件事情或使用某些物

品（比如说：怎么烧水）”“可以重新叙述一个在课堂上讀到或听到的简单的故事”“可以在別

人帮助下写出简单的句子”和“可以問事先沒有準備的问题”。CFR 不但描述了学生可以做什么,

同時它可以帮助学生和他们的家人去了解学生的学習進度和他们已经掌握的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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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制－CFR 意识到有的语言学习者具有多種语言的能力。當他們在學習第二，第三语言時并不

会失去他們使用第一语言的能力,而新學的语言也不会和以前学过的语言混淆不分。多语制意味着

每一种语言會使其他的语言更加丰富和增加了跨越文化的理解力丶技能和诀窍。 

祖裔語文自我评估表格-语文能力和语文级别 

语文能力－CFR 把语文教学，学習和评估歸纳为五项技能：听力，会话，口语，阅读和写作. 

SOHL 的自我评估表格同样也归纳成了这五项技能。在图一的表格当中，用小的图片来表示每一项
技能。 

图一：自我评估表格裏的語文技能分類 

听力 

 

 

会话 口語 阅读 写作 

 

语言级别- SOHL 的学生自我评估表格採用了 CFR 第一阶段的七个语言级别。 请看下面

图二的语言级别. 

图二： 自我评估表格裏的语文级别分類 

Pre-A1 A1 (A1.1 + A1.2) A2 (A2.1 + A2.2) B1 (B1.1 + B1.2) 

预备阶段         基础阶段 高级基础阶段      独立学习阶段 

 
SOHL 学生评估表格 

SOHL 为学習祖裔语文的学生准备了 10张表格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学習情况。请看如下表格： 

預幼班(学前班到幼儿园)  

 图表 #1 – Pre A1.1 and A1.1 

初級班 (一到五年级)  

 图表 A1 – A1.1 and A1.2 

 图表 A2 – A2.1 and A2.2 

 图表 B1 – B1.1 and B1.2 

中級班(六到九年级)  

 图表 A1 – A1.1 and A1.2 

 图表 A2 – A2.1 and A2.2 

 图表 B1 – B1.1 and B1.2 

高級／成人班(十到十二年级和成人)  

 图表 A1 – A1.1 and A1.2 

 图表 A2 – A2.1 and A2.2 

 图表 B1 – B1.1 and B1.2 

為学生选择正確的表格－SOHL的自我评估表格總共有 10 张。第一步是为每一个学生

选出最正確的表格。 

由学生的在校年级和祖裔语文的能力來选用一張最適當的表格。 

举例来说，如果学生在校是上三年级： 

第一步：要选择初等教育一系列的表格 

第二步：如果是初学者，要从表格 A1.1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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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如果学生曾經有過祖裔语文学习的些经验，就选择表格 A1.2 或者更高 

第四步：随着时间的累積和学生语言能力的增长，就可以用下一个階段的表格  

以上是以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在校学生做例子。 

 如果学生是在学前班或幼儿园，选择使用预幼班的评估表格 

 如果學生是一到五年级的学生，选择使用初級班的一系列的评估表格 

 如果學生是六到九年级的学生，选择使用中級班的一系列的评估表格 

 如果是在校十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或者成人，选择使用高級／成人班的一系列的评估表格 

请注意中等教育和高等／成人教育的评估非常相似。这是因为语言学習者都是通过相似的途径

来提高语言能力。  

 

自我评估表格的完成 

所有 SOHL的自我评估表格都是以相似的方式组成。它们是從填寫個人資料開始,接著有一系列的

“我可以”的陈述。 

 

学生個人資料－在每张表格的最上方，会看到以下資料： 

 学生姓名 

 学生現在就讀的年级 

 学生参加的祖裔語文学校名字 

 学生所学習的语言 

 学生在學的公立或私立学校的名字 

 学生学校所在的社区 

 学生教育部的学生号码 

表格上方看起来是这样的： 

我的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 我在____ 年级 20__ to 20__學年年度  

          教育部的学生号码 

我参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習______________ 语言    

        (祖裔语文学校的名字)       

我参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___________________ 薩省 老师名字的首字母 日期 

          (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名字)      (城镇或者市区)    

 

填寫表格上方個人資料欄－学生需要一起在课堂上填寫自我评估表格上方的個人資料欄,以確保

資料的完整。如果学生太小不能自己填写表格,可请家长帮忙。 

教育部学生号码－在萨省從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都会有一个学生号码。学生家长可以從学

校那里拿到号码，然後填写在自我评估表格的框格里。     

老师名字的簡簽和日期－请留空白。当自我评估完成後,老师会填写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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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估－在学生個人資料填寫完之後，可以看到一系列“我可以”的陳述和指令。这些陳述和

指令是根据 CFR所建议的听力，会话，口语，阅读和写作等五項所組成。根据学生們要完成這些

指令的选擇, 需要“很多帮助”，“一点帮助” 或者“不需要帮助”來測试學生們在這些項目上

的能力和程度。 

图三： ：在 SOHL 学生自我评估表格中“我可以”的陈述 
 

 

 

阅读 – A2.1 
需要

很多

帮助 

需要

一点

帮助 

不需

要帮

助  

日期 

 

我可以遵循一系列清楚的指令（比如说一个简单的

菜谱，方位）特别是有图表帮助的 

 

    

    

当主题很熟悉的時,我可以理解雜誌文章里的主要

观点（書面的或者电子版的） 

    

    

我可以理解大多数條理清楚的短篇故事并且识别其

中的主要人物 

    

    

我可以理解主题熟悉、文字简单的短文尤其文章裡

有很多字詞我都認得 

    

    

  
 

  
/4 

 

 

口语– A2.2 
需要

很多

帮助 

需要

一点

帮助 

不需

要帮

助 

日期 

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说出大多数的数字（包括年份）

和解說简单的算術 

    

    

    

我可以说出為什么我喜歡或者不喜歡某一本書、一

首歌、一個地方或者活動 

    

    

我可以按照事情發生的顺序, 說出一个我听过的短

篇故事的概要 

    

    

我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来谈論熟悉的地方，历史人物

和事件 

    

    

  
 

  
/4 

 

 
 

 
每一个学生要做自我评估并且在合适的框格里打勾。老师或者学生需要在每一個项目评估完成後

在右边的框格里填上日期。 

以图表 4为例，学生自我评估的浈目是口語“我可以听懂你好和再见也可以听懂别人叫我的名

字。“ 

 第一次进行自我评估的日子是 2014年 11月 4 日。在 2014年 11 月 4 日学生是在“需要一点帮

助”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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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的自我评估是在 2015 年 3月 10 日。在 2015 年 3 月 10 日，学生可以“完全不需要帮

助”的情况下做到  

 

 

初级班 A1.1(两个评估日期 十一月/五 月) 

  

 

听力 – A1.1 

需要

很多

帮助 

需要

一点

帮助 

不需

要帮

助 

日期 

我可以听懂你好和再见，也可以听懂别人叫我的

名字  

 

 

 

2014 年

11月 4

日 

  

 2015 年

5 月 10

日 

我可以识别和理解关于我身边的人和事的一些词

语（老师，课本，椅子） 

    

    

我可以听懂一些有關〝我“的简单问题，比如说   

“你几岁了？”  

    

    

我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比如说：“阖上你的

课本”，“穿上你的外套” 

    

    

我可以指出並分辨不同的颜色 
    

    

  
 

  
/4 

 

 

自我评估的使用频度 – 建议在學期中学生至少进行一次语言能力测试，然后学期末再进行一

次。  

帮助年纪较小的学生－老师可以帮助個別的學生来完成自我评估。每一次要專注在一两个“我

可以”的项目上。举个例子，你可以问学生图片上东西的名字，唱首歌，或者让他们写出自己的

名字。然后学生可以在自我评估表格上合适选项的框格里打勾。 

帮助年纪较大的学生 –年纪较大的学生可以各自独立完成，小组完成或者讓整个班级一起完

成。请看如下完成自我评估的方法。 
 

 整个班级－讓学生們一起阅读“我可以”的陈述。並在合适的语言能力框格里打勾。学生可能

需要时间想一想每项技能的例子。老师可以提醒学生以前曾在班上学过的课题,活动,作業或做

過的學習計劃。 

  小组－学生們可以一边相互大声唸出“我可以”的陈述,一边又可以想想他们都学过些什么。

學生們更可能想要向彼此展示出“我可以”達到的语言技能。  

 个人—在课堂上或帶回家作为家庭作业,學生自己可以獨立完成評估表格。   

家长或者老师可以要求学生們展现每一个“我可以”項目中所描述的技能。 学生可以跟老师分

享他们已经完成的自我评估。如果,作为老师的你, 對某一個項目並不同意学生自己做出的評估,
你可以要求学生解释他们的原因并且再请他们展示自己的语言水平.   

图表四：評詁完成後 SOHL的自我评估表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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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名字的簡簽和日期－在每一个自我评估表格的右上角都会有一个双行的框格。当学生和老师
都检查过自我评估表格之后，老师可以把他／她自己名字的簡簽和日期填写在框格里面以表示老

师已经查閱过表格并且表示同意。   

 

   
 
 

   

老师名字的簡簽 日期 

 
 

在如下的表格当中，学生在 2014年 11月 20 日完成了自我评估表格，所以老师把他／她名字的簡

簽和日期填写在框格里的最上面一行。 

学生在 2015 年 5月 10 日完成了第二次的自我评估。老师把他／她名字的簡簽和日期填写在第二

行。 学生需要多少帮助才能完成 一个特定的語文技能,必须經由老师和学生讨论过後并且双方同

意,老师才可以在表格上簡簽和日期。 

表格 #5:  老师名字的簡簽和日期 
  

J.M. 2014 年 11 月 20 日  

J.M. 2015 年 5 月 10 日  

老师名字的簡簽 日期 

  

確定每個學生的語文程度  

在自我评估中，每一項语文技能（听力，会话，口语，阅读和写作）都是分开來评分的。学生在
这些技能中有不同的强项是很常见的。比如说，一个学生的听力和会话能力很强，但是在其他的
項目就需要帮助。  

在學期末.学生們每一项技能的水平都要經過評估。当他们在不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可以做到超过一
半以上的“我可以”的指示,才算通过。  

例子 #1: 學生如要達到 A1.2 的水平，他們必须在沒有帮助的情況下完成 18个當中的 10个“我可

以”的指示。因为完成的项目已經超过整体水平的一半，這位学生就被確認已達到 A1.2.的水平。  

A1.2 听力 

3/4 

A1.2 会话 

3/4 

A1.2 口语 

2/4 

A1.2 阅读 

1/3 

A1.2 写作 

1/3 

整体水平: A1.2  

10/18 

 

例子#2:  當学生在 B1.1的项目中僅能完成 19 个當中的 8个“我可以”的指示時, 因为完成的项目

少于 B1.1整体水平的一半,所以這位学生的水平僅能停留在次一級的水平 A2.2。     

B1.1 听力 

3/4 

B1.1 会话 

2/4 

B1.1 口语 

1/4 

B1.1 阅读 

1/3 

B1.1 写作 

1/4 

整体水平: A2.2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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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我评估表来提昇学生的学習 

鼓勵学生做自我评估可以提高他們的学習興趣。同時老师也可以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來满足学生

学習的需要。當学生在“不需要”帮助的情況下而能展現出某項特定的语文技能，这就意味着他

已經可以掌握这项语文的能力。    

比如说，学生可以在不需要帮助的情况下“使用简单的句子来描述周边的事物，每天做的事情，

家庭和朋友”,如此就顯示出他们已经能够運用學到的語言來表達自己。但是, 如果学生仍然需要

“一点帮助”或者“很多帮助”，那么就需要更多的练習來帮助学生。课程可以因才施教而重新

調整，讓单个学生或者整个班级一齊來练習以提高他们的语言水平。 

 
家长参与  
 

家长对学生在语文学校的学習進度都很關心。所以学生每年至少做两次的自我评估：一次是在学
期中，另一次是在学期末。 

 学期中评估－在家长会上，这是和家长分享自我评估表格的最好时候。如果不能实现，可以让

学生把自我评估表格带回家给家长看。当家长看完以后，学生应该要把表格带回给语文学校。 

  学期末评估—这又是一个学生家长和老师一起讨论評估結果最合適的时候。然后学生可以把表

格带回家保存起来。 

在一学年当中，学生的自我评估表格会保存在他们的语文档案里面。在這档案裏包括了学生的作

業或者他们在学习语文当中完成的其他工作和自我评估表格。  

 

 

 

参考资料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 是学生自我评估的基础

并附有老师的教学指南。全文請参閱: www.coe.int/lang-CEFR 网站。 

 老師教學手冊請参閱 Teachers Guide to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www.tuttolingue.net/pdf/CFRguide.pdf  

 使用於自我评估表格中“我可以”的陈述, 是摘錄於薩省教育部編定的(CFR)中特定為学習

英语作为另外一种语言的学生所編的教学指南。Saskatche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s Guide 

to Using the Commo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CFR) with Learners of 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 請參閱: www.education.gov.sk.ca/guide-to-using-cfr-with-eal.   

 早期教育自我评估裏的“我可以”的陈述也是採用薩省幼儿教学指导 Saskatchewan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Guide : www.curriculum.gov.sk.ca   

 
 
 
 

http://www.coe.int/lang-CEFR
http://www.tuttolingue.net/pdf/cefguide.pdf
http://www.education.gov.sk.ca/guide-to-using-cfr-with-eal
http://www.curriculum.gov.sk.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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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背景资料 :  Commo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CFR) for Languages 
 
以下资訊摘錄自薩省教育部 2013 年 9 月發表的相關文件 :  A  Guide to using the Commo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CFR) with Learners of 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 (EAL) September 
2013 
 

 
CFR 概述 

 
語文专业级别的定义有時是主觀而不明確的。举例說，一个语言评估者認为“高級階段的初级

者”的水平有時可以被另一个语言评估者認定僅是“中级阶段”。为了解决標準不一致的问题，

CFR 提供了一套國際統一的關于教学，學習和评估的標凖。  

 

CFR 是… CFR 不是… 

 语言参考的工具 

 对教师，语言学习者和家長都很有用 

 呈現出语言繼續成長的方向 

 正面的和投入的 

 適用于不同的级别和主题 

 具有包容性和使用简单 

 EAL 的一个课程 

 一个死板的对照表. 

 特殊主题導向 

 限於特别的年级／年齡 

 僅限于 EAL 的专业人士使用 

 新的纲领 

 文化上傾向於欧洲的语言系统 

 

背景 

薩省所使用的 CFR 是以源始於歐洲的 CEFR 為基礎。经过 30年在教学，学習和评估等领

域的的研究，CEFR 在 2001年第一次正式出版公諸於世。它是甴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集合了语言学家,研究員,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一起合作研發, 精益求精的成果。CEFR

更有“国际货幣”之称，这意味着由於它的正確性和可靠性 CFER 己經成為国际採用的标

准参考文獻。现在它已经被世界上 40多个国家廣泛的使用。在 2010 年 1月，加拿大教育

部長委员会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in Canada（CMEC)建议 CEFR 成為加拿

大语言的参考工具。 

CEFR 將国际通用的语言能力等級分成三大类和六个级别：: 基础(A1, A2), 自主 (B1, B2), 和

精通 (C1, C2). 每一个级别描述了语文進度裏所含括的五个项目：听力，會話，口语，阅读

和写作。 

 薩省使用的 (CFR) 簡称是以 Laurens Vandergrift 於 2006 年發表的研究論文中首字母命

名的：Proposal for a Commo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for 
Canada(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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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FR 国际標凖 

  

 

精通使用者 

C2 可以轻鬆的理解絕大部分听到或者读到的东西。可以從不同的口头或者写作的

资料当中总结信息。可以重複不同的论点和作有條理的叙述。可以很自然的,

非常流利和准确的表达自己。并能区分比较复杂情况里的细小差别 

C1 可以理解廣泛的需求和較长的文字表述,并能识别隐藏的意思。可以非常流利

和自然的表達自己而不需要經過太多的思索。可以使用有效而有彈性的语言來

应对社交，学術和专业上的需求。可以清楚的寫出条理清晰,着重细节而主題

複雜的文章,并能掌握对于語文的格式,連貫性和凝聚性。 

 
 

自主使用者 

B2 可以瞭解以複雜文字來描述的具体和抽象理念中的主要观点,包括在他／她领

域里的专业，技术性的讨论。可以很自然地用相當流利的話和本地人进行互动

并且双方都不會有溝通吃力的感觉。可以写出清楚詳盡而議题廣泛的文章,并

能解释一个議题的主要观点和提供不同選项的优缺点。  

B1 可以理解一般熟悉主题里的主要观点,多半是关于工作,学校,休閑娱乐等。可

以用旅遊地同樣的語言來处理旅游时會发生的大多数的狀况。可以用自己熟悉

或者感兴趣的话题写出简单的，相联系的文章。可以描述经历，事件，梦想，

希望和抱负,并對於自己将來的迭擇和計劃給予一個簡明的原因和解释。  

 
 

基本使用者 

A2 可以理解一些句子,還有和自己直接相关而经常使用的语句（比如说，非常简

单的个人和家庭信息，购物，当地的地理环境，就業）。对于熟悉和日常的事

物可以與人作简单和直接的信息交換。 可以描述简单的关于他／她的背景，

周边的环境和所急需的事物。  

A1 可以理解和使用日常熟悉的用语和非常基本的成語来满足日常对话的需要。可

以介绍自己以及發問和回答有關个人的问題。比如说他／她住在哪里，他／她

認织的人，他／她有的东西。如果其他人可以说得很慢而且清楚, 并願意幫忙

解释,這樣彼此就可以参与互动。 

                                                                        

 CEFR：学习，教学和评估 （p.5)  

                                                                    © Council of Euro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