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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 students do NAPLAN?
學生為什麼要參加NAPLAN？

What does
NAPLAN assess?
NAPLAN
考核什麼？

NAPLAN 是一項全國性的識字和算術考核，在每年
is a national literacy and numeracy
NAPLAN
5月
assessment that students in Years 3, 5, 7 and 9 sit in
由3、5、7
和
9
年級的學生參加。它是所有澳洲學生都要
May each year. It is the only national assessment all
做的唯一的全國性考核。
Australian students do.

NAPLAN 考核學生通過常規學校課程學習的識字和算術
assesses literacy and numeracy skills that
NAPLAN
students are learning through their regular school
技能。
curriculum.

As students progress through their school years, it’s
隨著學生在學習階段的進步，檢查他們在閱讀、寫作和算
important to check how well they are learning the
術等基本技能方面的學習情況是很重要的。
essential skills of reading, writing and numeracy.
NAPLAN
NAPLAN 考核學生通過學校課程學習的識字和算術技
assesses the literacy and numeracy skills that
能，並讓家長/照顧者瞭解他們的孩子如何按照國家標準
students are learning through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allows parents/carers to see how their child is progressing
和逐步取得進步。
against national standards and over time.
NAPLAN 只是學校評估和報告過程的一個方面。它不能
NAPLAN is just one aspect of a school’s assessment
取代教師對學生表現的持續評估，但它可以為教師提供有
and reporting process. It doesn’t replace ongoing
關學生進步的更多資訊。
assessments made by teachers about student
performance, but it can provide teachers wit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students’ progress.
NAPLAN
還向學校、教育主管部門和政府提供有關教育
方案如何運作以及澳洲年輕人是否在識字和算術方面取得
NAPLAN also provides schools, education authorities
重要教育成績的信息。
and governments with information about how education
programs are working and whether young Australians
are achieving important educational
outcomes 考試
in literacy
你的孩子將在網上進行
NAPLAN
and numeracy.
學校正在從基於書面的考核過渡到基於計算機的考核。
Your child will do
the
NAPLANNAPLAN 考
大多數學校的學生將在
2022
年在網上完成
tests online
試。所有3年級學生將繼續書面完成寫作考核。
Schools
are transitioning
from paper-based to
網上
NAPLAN
考試提供更精確的結果，並且使學生更投
computer-based assessments. Most schools will
入。主要的好處之一是它是量身定制（或適應性）的考
complete NAPLAN tests online in 2022. All Year 3
試，即考試中的問題可能會根據學生的回答而增加或減少
students will continue to complete the writing
難度。
assessment on paper.
Online NAPLAN tests provide more precise results
量身定制的考試可以考核更廣泛的學生能力並更準確地衡
and are more engagingNAPLAN
for students.
One of the main
量學生的成績。學生的
總成績取決於他們正確
benefits is tailored (or adaptive) testing, where the test
回答的問題的數量和復雜性。如果你的孩子發現考試問題
presents questions which may be more or less difficult
具有挑戰性，也不必擔心；他們可能正在更複雜的考核路
depending on a student’s responses.
徑上參加考試。
Tailored testing allows a wider range of student abilities
to be assessed and measures student achievement
more precisely. A student’s overall NAPLAN result is
based on both the number and complexity of questions
they answer correctly. Your child should not be
concerned if they find questions challenging; they may
be taking a more complex test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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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加寫作、閱讀、語言習慣（拼寫、語法和標點符
Students sit assessments in writing, reading, conventions
of language (spelling, grammar and punctuation) and
號）和計算能力的考核。考核問題與澳洲課程相關的內
numeracy. Questions assess content linked to the
容：英語和數學。
Australian Curriculum: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所有政府和非政府教育機構都為
NAPLAN
考試材料的開
All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education
發作出了貢獻。
authoriti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PLAN test materials.
如需瞭解有關 NAPLAN 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nap.edu.au
To find out more about NAPLAN, visit nap.edu.au

參加 NAPLAN
Participation in NAPLAN

NAPLAN 適合所有人。ACARA 支持包容性考試，以便所
NAPLAN is for everyone. ACARA supports inclusive
有學生都可以參與國家考核項目。
testing so all student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
針對具有不同功能能力和需求的殘疾學生，可以進行調
Adjustments are available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整。
who have diverse functional abilities and needs.
學校應與家長/照顧者和學生合作，根據具體情況，確定
Schools should work with parents/carers and students to
個別殘疾學生參加
NAPLANbasis,
所需的合理調整。調整應反
identify, on a case-by-case
reasonable adjustments
映出通常為課堂考核提供的支持。
required for individua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to access
NAPLAN. Adjustments should reflect the support normally
provided for classroom assessments.
為了幫助做出知情決定，你可以參考NAPLAN公共示範網
站、協助殘疾學生參加NAPLAN的學校指南，或我們的一
To help inform these decisions, you may consult the
系列視頻，其中家長/照顧者、教師和學生分享他們參與
NAPLAN public demonstration site, the Guide for
調整過的NAPLAN的經驗。
schools to assist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to access
NAPLAN, or our series of videos where parents/car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are their experience of using
在特殊情況下，有嚴重限制其參與考核能力的殘疾學生，
NAPLAN adjustments.
或剛到澳洲的非英語背景學生，可以獲得正式豁免。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a student with a disability
你的學校校長和你當地的考試管理機構可以為你提供更多
that severely limits their capac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關於为殘疾學生調整或獲得正式豁免所需流程的資訊。
assessment, or a student who has recently arrived in
Australia and has a non-English speaking background,
may be granted a formal exemption.
Your school principal and your local test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can give you more information on adjustment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or the process required to
gain a formal exemption.

如果我的孩子在 NAPLAN 日缺席怎麼辦？

如何報告我孩子的成績？

在可能的情況下，學校可能會安排在考試時缺席的個別學
生在學校考試期間的另一個時間完成錯過了的考試。

每個學生的成績都顯示在每項考核的全國成績量表上。如
果學生達到國家最低標準的成績，則表明該學生已經展示
了充分參與該年級的學習所需的基本識字和算術技能。

我能做些什麼來支持我的孩子？
學生不需要為NAPLAN而學習。
你可以支持你的孩子，讓他們放心，NAPLAN是他們學校
課程的一部分，並提醒他們只需做到最好。
ACARA不建議為NAPLAN做過多準備，也不建議使用輔
導機構的服務。
讓學生熟悉NAPLAN和對其解釋是有用的，可以幫助學生
理解和適應考試的形式。教師會確保學生熟悉考試中的問
題類型，並提供適當的支持和指導。
請訪問 nap.edu.au/online-assessment/publicdemonstration-site 查看网上 NAPLAN 考核中的問題類型
和可用工具

你孩子的學校會在今年下半年提供一份NAPLAN個人學
生報告。如果你沒有收到報告，你應該聯繫你孩子的學
校。

如何使用NAPLAN成績？
•

學生和家長/照顧者可以使用個人成績與教師討論進
展狀況。

•

教師使用成績來識別需要更大挑戰或額外支持的學生。

•

學校利用成績來確定其優勢和需要改進的領域，以改
善教學計畫，並制定有關識字和算術的目標。

•

教育系統使用成績來審查提供給學校的方案和支持。

•

社區可以在myschool.edu.au網站上看到有關學校長
期表現的資訊

NAPLAN 時間表

我在哪裡可以獲得更多資訊？

NAPLAN 網上考試期為 9 天。這是為了適應可能擁有較
少設備的學校的需要。

有關 NAPLAN 的更多資訊：
聯繫你孩子的學校

NAPLAN網上考試期從 2022年5 月 10 日星期二開始，到
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結束。考試必須在考試期內儘
快安排，優先安排在第一周進行。

•
•

通過 nap.edu.au/TAA 聯繫你當地的考試管理機構

•

訪問 nap.edu.au

下表詳細說明了 NAPLAN網上考試安排要求。

考試

要瞭解 ACARA 如何處理有關 NAPLAN 的個人信息，
請訪問 nap.edu.au/naplan/privacy

時間安排要求
•
•

3 年級學生書面進行寫作考試（僅限第 1 天）
5 年級的寫作必須從第1天開始（學校必須優先安排完成第1天
和第2天的寫作）

寫作
•

7 年級和 9 年級的寫作必須從第 2 天開始（學校必須優先安排

•

了確保網上學校能夠在9天的考試期內完成NAPLAN考試，7年

考試描述

3年級：40 分鐘
5年級：42 分鐘
7年級：42 分鐘
9年級：42 分鐘

向學生提供“寫作刺激”（有時稱為“提
示”—一個想法或主題），並要求他們以
特定形式（敘事或說服性寫作）進行寫作

3年級：45 分鐘
5年級：50 分鐘
7年級：65 分鐘
9年級：65 分鐘

學生閱讀一系列信息性、想像性和說服性
的文章，然後回答相關問題

完成第 2 天和第 3 天的寫作）
級和9年級的學生可以在第1天開始閱讀考试；但是，寫作考试

閱讀

持續時間

必須在第2天開始
•

要在語言習慣考試之前完成

•

要在閱讀考試之後完成

3年級：45 分鐘
5年級：45 分鐘
7年級：45 分鐘
9年級：45 分鐘

考核拼寫、語法和標點符號

•

要在語言習慣考試之後完成

3年級：45 分鐘
5年級：50 分鐘
7年級：65 分鐘
9年級：65 分鐘

考核數字和代數，測量和幾何，以及統計
和概率

語言習慣

算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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