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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教育統籌局(教統局)於2005年發表報告書1，公布三年高中學制將於2009年9月在中

四級實施，並提出以一個富彈性、連貫及多元化的高中課程配合，以照顧學生的不同興

趣、需要和能力。作為高中課程文件系列之一，本課程及評估指引是建基於高中教育目

標，以及2000年以來有關課程和評估改革的其他官方文件，包括《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2002)和《高中課程指引》(2007)。請一併閱覽所有相關文件，以便了解高中與基礎教

育的連繫，並掌握有效的學習、教學與評估。 

 

本課程及評估指引闡明本科課程的理念和宗旨，並在各章節論述課程架構、課程

規畫、學與教、評估，以及學與教資源的運用。課程、教學與評估必須互相配合，這是

高中課程的一項重要概念。學習與施教策略是課程不可分割的部分，能促進學會學習及

全人發展；而評估亦不僅是判斷學生表現的工具，更能發揮改善學習的效用。讀者宜通

觀全局，閱覽整本課程及評估指引，以便了解上述三個重要元素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 

 

課程及評估指引由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聯合編訂。課程發

展議會是一個諮詢組織，就幼稚園至高中階段的學校課程發展事宜，向香港特別行政區

政府提供意見。議會成員包括校長、在職教師、家長、僱主、大專院校學者、相關界別

或團體的專業人士、考評局的代表、職業訓練局的代表，以及教統局的人員。考評局則

是一個獨立的法定機構，負責舉辦公開評核，包括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委員會成員分別

來自中學、高等院校、政府部門及工商專業界。 

 

教統局建議中學採用本課程及評估指引。考評局會根據學科課程而設計及進行各

項評核工作，並將印發手冊，提供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試規則及有關學科公開評核的

架構和模式。 

 

課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亦會就實施情況、學生在公開評核的表現，以及學生與社

會不斷轉變的需求，對學科課程作出定期檢視。若對本課程及評估指引有任何意見和建

議，請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3樓1324室 
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通識教育 / 跨課程學習）收 

 
傳真：2573 5299 
電郵：ccdols_ccs@emb.gov.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該報告書名為《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來的行動方案》，下稱「334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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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論 

本章旨在說明通識教育科作為三年制高中課程核心科目的背景、理念和宗旨，並闡述本

科與初中課程、高等教育以及就業出路等方面如何銜接。 

1.1 背景 

334 報告書（教育統籌局，2005）指出通識教育科將會成為三年制高中課程的核心科目，

並與其他三年制高中課程的科目一樣進行公開評核。在諮詢初期，公眾非常關注通識教

育科在三年制高中課程的定位和設計。本指引提供的課程與評估架構，是經過持續的諮

詢，聽取不同的持份者（包括教育界和公眾人士）的意見之後而制定的。社會人士對通

識教育科課程與評估架構的理念和課程宗旨已取得共識；公眾亦大力支持通識教育科作

為三年制高中課程中的核心科目，以改變高中課程偏重學科的情況。 

通識教育科旨在透過探究各類議題以擴闊學生的知識基礎，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觸覺。本

科所選取的單元內容主題，對學生個人、社會和世界均具有重要意義，也能幫助學生聯

繫不同範疇的知識，擴闊視野。通識教育科的學習經歷可幫助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並

且有信心面對未來的挑戰。 

探究式學習是設計高中通識教育科的關鍵。本港自二十世紀七十年代開始，已在這一方

面有很好的課程發展經驗。學校除了在 1992 年實施高級補充程度的通識教育科外，在

公民教育和思維技能等科的跨課程連繫方面，也積累了很多寶貴的實踐經驗。在 2003
年開設的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和科學與科技科（中四至中五）1，更進一步為在

三年制高中課程中推行通識教育科積累了更多的教學經驗，並提供了豐富的資源。 

本科課程及評估架構的設計，嘗試融合現代對知識和學習過程的理念；在參考外國的思

維技能訓練、生命教育、價值教育和公民教育等跨學科課程的同時，也兼顧有關課程如

何適應本港的環境。本科的學術水平也已與海外中學教育的同等課程掛鈎。 

高中通識教育科的設立，是回應香港社會的需要，為高中學生提供跨學科的學習機會。

本科應與其他高中學科互相補足，以維持卓越的學術水平，擴闊視野，並使學生的學習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教育統籌委員會在 2000 年提出「提供一個寬闊的高中課程，讓學生有機會獲得涵蓋各個學習領域的經

歷，建立一個廣博的知識基礎，及加強從不同角度分析問題的能力。」為回應上述建議，課程發展議

會開設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特別為著重理科或科技科的學生提供在「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

習領域」的學習經歷；同時也為著重文科的學生開設了科學與科技科（中四至中五），提供在「科學教

育學習領域」和「科技教育學習領域」的學習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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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實生活具備更緊密的聯繫。通識教育科切合本港課程的實況，旨在實現高中教育的

總體學習宗旨。 

通識教育科佔三年制高中課程的總課時不少於百分之十。學校可靈活訂定課時，使本科

的學與教，能與其他課程的規畫，例如語文教學、德育及公民教育等互相配合。 

1.2 課程理念 

通識教育科讓學生探討的課題，涉及不同處境下的人類境況，藉此幫助學生理解現今世

界的狀況及其多元化特質。本科旨在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聯繫各科的知識，能從多角

度研習不同的課題，從而建構與他們所身處的現今世界直接相關的個人知識。本科的獨

特性在於培養學生的獨立學習能力和跨學科思考技能。通識教育科協助達到《改革高中

及高等教育學制 – 對未來的投資》（教育統籌局 2004，頁 8）中提出的高中課程宗旨，

該課程宗旨特別重視培養學生： 

● 具備廣闊的知識基礎，理解當今影響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 
● 成為有識見、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 
●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立思考的人； 
● 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資訊科技及其他技能。 
 
本科配合其他核心科目和選修科目，使學校課程在廣度和深度之間取得平衡。 

 

圖 1.1 通識教育科與三年制高中課程 

學生修讀通識教育科時，需

要應用從其他學科所獲取的

知識和角度來探究當代的議

題，目的是讓學生有機會：

通識教育科

的議題 

 
X1 

英國

語文 

 
數學 

中國

語文 

其他學

習經歷

 
X2 

 
X3 

● 聯繫不同學科的知識和概念

● 擴展看事物的角度，有關角

度超越單一的學科 
● 探討當代議題，而有關議題

未能被某單一學科所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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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的學習，以基礎教育八個學習領域的知識為基礎，各個單元的修習則需要掌握新的

知識和事實作為研習的依據。在探究各單元的內容時，教師應鼓勵學生運用從不同的學

科所獲得的知識和角度，來豐富本科的學習，並聯繫各科的知識。 

通識教育科旨在培養學生的獨立思考能力、正面的價值觀與積極的態度、社會觸覺和適

應能力，為將來升學、就業和擁有充實的生活作好準備。 

1.3 科目性質 

通識教育科的設計以學生為本，旨在幫助學生認識自己，並了解與別人、物質世界和環

境的關係。本科的目的不在於使學生成為各學術領域的專家，而在於幫助學生在社會、

國家和世界成為有識見、理性和負責任的公民。 

高中通識教育科的性質，有別於大學的通才教育或通識教育。本科的課程組織切合本港

課程的實況，以求達到高中教育的學習宗旨。本科不需與「人文精神」或「古典主義」

等意識形態互相聯繫。本科採納一個大眾普遍接受的觀點：認同所有高中學生均能透過

適合年齡組別各種學與教的活動，建構和增長知識。 

因為通識教育科的範圍涵蓋當代的議題，所以除了教師提供的資料和有關的學與教材料

之外，媒體也是重要的學習資料來源。學生須學會審慎地評估在媒體中出現的資料、現

象及信息，明辨事實、意見與偏見。從媒體中嚴謹地選取材料供學生討論，可以幫助學

生學習以確實的證據和相關的資料來立論，而免於無知和偏見。 

通識教育科採用議題探究的學與教方法，鼓勵學生獨立學習以追求知識，並對新的事物

持開放的態度。透過探究與本課程主題相關的議題，學生可學習找出不同主題和學科之

間的聯繫，以及了解知識的複雜內涵和組織。教師可採用發展性的模式，以不同的學與

教策略，幫助學生較全面地了解議題，掌握相關事實，分析問題的核心，進而可以持平

的觀點作出合理的判斷。根據高級補充程度通識教育科的經驗，本科知識內容會佔科目

涵蓋範圍／探究學習的百分之五十至六十，以便幫助學生充分理解主題和議題的背景和

性質。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度也是通識教育科的重要目標之一。通識教育科同樣注重

德育及公民教育在不同學習階段所強調的各項核心價值（即：堅毅、尊重他人、富責任

感、具有國民身份認同感和愛國心）；也培養學生尊重別人的價值觀，幫助他們從不同

的角度思考問題，並作出合情合理的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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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課程宗旨 

高中通識教育科旨在幫助學生： 

(a) 加深對自身、社會、國家、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的理解； 

(b) 對不同情境中（例如文化、社會、經濟、政治及科技）經常出現的當代議題作多

角度思考； 

(c) 成為獨立思考者，能夠適應個人和社會環境的不斷轉變情況而建構知識； 

(d) 培養與終身學習有關的能力，包括批判性思考能力、創造力、解決問題能力、溝

通能力和運用資訊科技能力； 

(e) 在多元社會中欣賞和尊重不同的文化和觀點，並學習處理相互衝突的價值觀； 

(f) 建立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度，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識和

負責任的公民。 

 

1.5 學習成果 

預期學生透過本科的學習，能夠： 

(a) 探究與自身、社會、國家、人類世界及物質環境有影響的當代議題，從而發展建

構知識的能力，以達到： 

i. 了解在不同的挑戰和機遇下，青少年的個人成長過程和人際關係； 

ii. 評鑑香港生活中有關個人、社群和政府的權利和義務的不同方面； 

iii. 評估改革開放對現代中國和中華文化的發展的影響； 

iv. 認識全球化具有多項向度及和對人類有不同的影響，以及人們對全球化也

有不同回應； 

v. 了解人們如何理解公共衛生的議題，並根據相關的科學知識和證據作出決

定； 

vi. 分析在有關能源資源及可持續發展方面，科學與科技如何與環境產生互

動； 

(b) 了解個人、社會、國家和全球議題的相互關聯，以及自然環境與社會的互相倚賴，

並據此評估人類關注的不同議題； 

(c) 反思自己的多元身份、價值系統和世界觀的發展，尤其是有關個人經歷、社會文

化境況，以及科學、科技和全球化發展所帶來的各種影響； 

(d) 識別對個人和社會議題的不同意見背後的價值取向，並在個人和社會層面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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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問題上，運用批判性思考能力、創造力，和從多角度考慮作出判斷和決定； 

(e) 清楚表達自己的論據，並以尊重證據、開放和寬容的態度來看待其他人所持的意

見和價值觀； 

(f) 發展探究式學習的能力，包括自我管理能力、解決問題能力、溝通能力、資訊處

理能力、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能力； 

(g) 自發地進行自主學習，包括訂立目標、制訂和執行計畫、解決問題、分析數據、

作出結論、匯報以及評鑑等過程； 

(h) 顯示對本身所屬文化、其他文化以及理解普世性價值的欣賞，並願意成為盡責認

真的公民。 

 

1.6 與基礎教育及專上教育的銜接 

通識教育科課程的設計，建基於學生在基礎教育的學習，並且透過探究現代世界的重要

主題，幫助學生擴闊知識面，加深對事物的理解，建立獨立思考及聯繫各科知識的能力。 

各單元的設計考慮到學生已有的相關學習經歷，並將之清楚列明；各單元的「說明」部

分列出學生在處理各主題和議題時所需要的知識範圍，並提供可以考慮的角度和方向，

以便使學與教可以達到通識教育科的學習目標。 

推行專題研習是基礎教育改革的四個關鍵項目之一。專題研習可以幫助學生達到「學會

學習」的目標，讓他們能掌握在不同範圍進行探究時所需要的各種技能。事實上，香港

的學生早在小學常識科的學習過程中，已有跨學科的探究式學習經歷；香港基礎教育學

校課程採用開放及靈活的課程架構，也使跨學科學習成為學生學習經歷的一部分，培養

學生的共通能力，幫助他們聯繫不同的學科知識。這些發展都為高中通識教育科的推

行，奠下良好的基礎。 

透過研習通識教育科，學生可探索不同的進修途徑和就業出路。通識教育科所培養的智

能和多角度思維，對學生修讀大專程度的不同課程皆有裨益。此外，本科也幫助學生為

投入工作的環境作好準備。本科培養的公民素養、社會觸覺和具識見的決策能力，將幫

助學生在面對瞬息萬變的工作環境和具挑戰性的職業發展時，能有效地學習和作出明智

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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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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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架構 

通識教育科課程架構設定學生在高中階段須掌握的重要知識、技能、價值觀和態度。學

校和教師在規畫校本課程和設計適切的學、教、評活動時，須以課程架構作依據。 

2.1 課程設計原則 

本課程根據 334 報告書（教育統籌局，2005）第三章所列的建議，發展出以下的設計原

則： 

(a) 建基於學生在基礎教育應有的知識、技能、價值觀和態度、學習經歷。在進入高

中教育之前，八個學習領域及五種基要的學習經歷，為學生在通識教育科的學習

提供了必需的知識基礎和能力。 

(b) 透過研習不同情境的議題，令學生有機會綜合及應用過往的學習所得，並能繼續

擴闊及深化知識基礎。課程的設計讓學生超越對事實和現象的理解，進行深入的

探究和反思。 

(c) 理論學習和應用學習兼備。本科讓學生接觸到的角度和概念，對理解人類關注的

議題甚為重要；也強調培養學生將所習得的角度和概念，轉移及應用於理解新議

題的能力。 

(d) 對於探究進程、具體地討論議題、選擇課程材料，本課程架構容許足夠的彈性，

以照顧學生的多元化學習和確保本科的學習經驗與學生相關；也容許學生在獨立

專題探究部分選擇適合自己的興趣和志向的課題進行探究。 

(e) 透過採用議題探究模式和提供自主學習經驗，幫助學生發展獨立地終身學習的能

力。 

(f) 靈活的課程組織及學習進程，適合具有不同特徵的學校和不同需要的學生。 

(g) 通識教育科所培養的知識、能力、價值觀和態度，有助學生選取各種出路，為將

來的升學、接受培訓或就業作準備。 

(h) 本課程在三年制高中課程中的定位，是其他核心科目、選修科目、應用學習及其

他學習經歷的重要聯繫。 

 

2.2 整體架構 

通識教育科的課程由「自我與個人成長」、「社會與文化」及「科學、科技與環境」這三

個學習範圍組成，涵蓋了人類的處境和當代世界的重要關注點。這三個範圍為探討相關

的議題提供平台，讓學生了解不同概念之間的關聯，從而更清晰地理解現今世界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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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與個人成長」集中處理與學生個人層面相關的議題，旨在讓學生加深對自己的認

識，培養積極面對人生的態度。「社會與文化」則集中處理在社會和文化的處境，人類

所面對的境況，讓學生探討本地、國家和世界的社會與文化發展。「科學、科技與環境」

主要探討物質世界、科技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讓學生理解科技和人類活動對環境所

帶來的影響。 

圖 2.1 簡列通識教育科的課程架構： 

學習範圍 獨立專題探究 

自我與個人成長 

●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社會與文化 

● 單元二：今日香港 

● 單元三：現代中國 

● 單元四：全球化 

科學、科技與環境 

● 單元五：公共衛生 

● 單元六：能源科技與環境 

學生須運用從三個學習範圍所

獲取的知識和角度，並推展至

新的議題或情境，來進行一項

獨立專題探究。下列的建議主

題，可用於幫助學生發展自己

的獨立專題探究題目： 

● 傳媒 

● 教育 

● 宗教 

● 體育運動 

● 藝術 

● 資訊及通訊科技 

圖 2.1 通識教育科的課程架構 

 

2.3 學習範圍之間的聯繫 

如前所述，本科三個學習範圍並非三個獨立的知識領域，也不是自成一體的學科。圖

2.2 展示了這三個學習範圍之間的聯繫。在適當的情況下，學生宜儘量將從一個學習範

圍所獲得的領悟及角度，應用於另外兩個學習範圍的研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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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與個人成長   社會與文化 

個人的成長包含社化的過程，個人不能抽離身處的社會、文化、歷史的背景來認

識自己和確定身份。社會的今日面貌，反映不同界別中社會成員的生活形態；社

會將來的發展，也取決於社會成員在不同議題上的取向。而隨著人與人、地區與

地區之間的交往日趨頻繁和網絡化，個人所作的抉擇，往往影響本地及本地以外

的社區，甚至全球社會。 

自我與個人成長   科學、科技與環境 

科學與科技的知識能幫助個人理解生活上的各種問題，從而作出有識見的決定，

並明白自己對社會、世界和環境的責任。科學和科技的發展，一方面幫助人們探

求物質世界和改善生活素質；另一方面，卻又影響了人們的生活和溝通方式，甚

至思考的模式。如何在個人生活中善用科學與科技，是現代人關注的問題之一。 

社會與文化   科學、科技與環境 

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加快了社會發展的步伐，拉近了地區之間的距離，也為文化

的交流和發展帶來了新的刺激。要維持現代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同時考慮科

學、科技和環境的因素。隨著社會問題的日趨複雜，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必須配合

時代的轉變；但是，新的科技也會為社會和環境帶來新的挑戰和問題。 

圖 2.2 各學習範圍之間的聯繫 

「獨立專題探究」進一步幫助學生整合從三個學習範圍所習得的知識，透過對感興趣的

議題進行探究，認識現今世界的複雜性，從而發展批判性思考技能和作出具識見的決

定，面對未來。本科並非要為學生提供一套固有的知識，教師不宜採用灌輸的教學方法。 

總括來說，通識教育科課程架構的設計，旨在讓高中學生享有「融會貫通」的教育，透

過三個學習範圍來擴闊知識基礎，提升社會認知水平，並加深對個人、社會、國家、大

自然及人類世界的多方面理解。通過探討各個議題及進行「獨立專題探究」，學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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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繫不同學科的知識，理解各方面的觀點以及建構個人知識。本科的各種學習經驗，有

助培養學生成為有識見和富責任感的公民，並且具備獨立的思考能力。 

2.4 單元的基本設計 

課程的每個單元圍繞一個與學習範圍相關的中心概念而設計，並且訂立若干與學生生活

相關的主題。相關主題包括一些對學生和社會都重要的議題，而且適宜高中階段的學生

研習。這些議題涉及不同的價值觀，也因此是具有持久性的（例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

育的優先次序、個人選擇與集體利益之間的調協）。 

各主題之下設有建議的「探究問題」，為經常出現的當代議題提供可採取的探索途徑，

同時也指示有關探究應有的寬度與深度。在處理範疇廣闊、具持久性的議題時，教師可

就建議的探究問題選取各種具體的、時事性的議題，與學生進行研習。例如，在討論關

於藥物的專營權問題時，教師可幫助學生檢視隱藏於議題背後長久存在的價值矛盾，例

如，經濟利益的追求與法律考慮之間的張力。 

每一主題下的「說明」部分，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理解相關的內容及對某些議題建議一

些探究的角度和方向，以供考慮。教師可靈活運用說明的內容，按學生的興趣和能力，

引導學生進行探究。為本科而設的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www.ls.hkedcity.net），也

為教師和學生提供相關的資料。 

在課程開始推行的階段，「說明」可以幫助教師掌握課程的寬廣度；但是，「說明」的內

容將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不斷作出更新和修訂。 

六個單元的主題和主要探討問題詳列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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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範圍：自我與個人成長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自我了解 個人在青少年期會面對哪些挑戰與機遇？ 

2. 人際關係 哪些人際關係的因素，能幫助青少年反省和為過渡至

成年階段作好準備？ 

 
學習範圍：社會與文化 

單元二：今日香港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生活素質 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 

2. 法治和社會政治參與 香港居民如何參與社會及政治事務？就法治精神而

言，香港居民如何行使權利和履行義務？ 

3. 身份和身份認同 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是怎樣形成的？ 

 

單元三：現代中國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中國的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甚麼

影響？ 

家庭觀念的演變，展示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有甚麼關

係？ 
2.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在何等程度上，傳統習俗與中國人的現代社會是相容

的？ 

 

單元四：全球化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全球化帶來的影響與回應 為甚麼世界各地的人對全球化帶來的機遇與挑戰有不

同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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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範圍：科學、科技與環境 

單元五：公共衛生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對公共衛生的理解 人們對疾病和公共衛生的理解如何受不同因素影響？

2. 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科學與科技在何等程度上可以促進公共衛生的發展？

 

單元六：能源科技與環境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能源科技的影響 能源科技如何與環境問題相關？ 

2.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為何成為當代的重要議題？其出現與科學

及科技的發展又有何關係？ 

 

以下是課程的詳細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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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學習範圍：自我與個人成長 

 
簡介 

每人的人生歷程都會遇上各項成長的挑戰，例如：身份的發展、由青少年過渡至成人階

段擔當不斷增多的角色等。社會上充滿各種挑戰與機遇的情境，可能會影響青少年的自

我了解和人際關係。 

在學生成長期間，他們須識別各種與個人成長有關的生理、情緒及社群因素。此外，學

生也須重視自尊和自我管理能力的培養，以面對成長中的恐懼。學生也應學習在家庭和

學校等不同的情境中有效地與人溝通，培養各種社交技巧。青少年也可藉著社區參與的

機會來加強應付逆境的能力。以上種種經歷皆能協助學生積極面對人生，建立同理心，

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裝備自己來應付挑戰。 

目標 

透過本學習範圍的學習經歷，學生應能： 

(a) 了解各項影響個人發展、人際關係、價值觀和信念的因素； 

(b) 透過客觀評估青少年的發展，培養對自我的了解； 

(c) 覺察到生活技能對於面對青少年期的挑戰與機遇的重要性和掌握這些技能所涉

及的複雜性； 

(d) 認識在不同人際關係中的身份認同、角色和關係轉變； 

(e) 反思個人在家庭、同儕和其他社群中的人際關係； 

(f) 體會社區參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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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緒論 

在青少年成長並邁向成年階段的過程中，生理、心理及群性發展上會經歷不少轉變，而

這些轉變可能會影響青少年的自尊。同時，處身於日新月異的社會，青少年須面對頗多

成長的挑戰與機遇。在此階段，他們渴望尋求可以實現的身份和角色，向家人要求獨立

自主，以及擴闊與朋輩的圈子和促進與社區的關係。青少年與成人之間，特別是家中的

長輩，可能會產生磨擦及衝突。因此，踏入青少年期後，學生需要在不同處境中學習和

體驗，繼而反思個人價值觀，促進較理想的個人成長及增進人際關係，以準備過渡至成

年階段。 

透過基礎教育，學生對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已有基本的認識。本單元將集中分析與個人

層面相關的議題，當中包含具爭議性的觀點和價值取向，藉此讓學生加深對自我的了

解，並體會自我管理能力的重要性。再者，透過探討有關人際關係的議題，並應用於家

庭、同儕和社會的實況中，讓學生可反省自己與人溝通的方式和建立健康的人際關係的

重要性。 

基礎教育的相關學習經歷 

透過基礎教育對「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的有關課題學習，學生應有以下的學

習經歷： 

（A） 主題 1：自我了解 

影響個人發展的因素包括：隨青春期而來的生理、情緒和社群發展的轉變及處理這些轉

變的方法；個人的獨特之處；兩性間的共通及相異處；個人身份認同及自尊；自我形象

及自我意識；個人的長處及短處；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理；金錢運

用；處理壓力和挫折感；處理感情的經驗；面對陌生處境的策略；在挑戰的環境下作出

決定等。 

（B） 主題 2：人際關係 

影響對性的態度、人際關係、價值觀和信念的因素；身份認同和社會認許；個人在家庭

及其他社群中的角色、權利及義務；友儕群體及它的影響；性別角色與關係；與異性的

關係；從眾與獨立；在日常生活中化解衝突的簡單技巧；增進人際關係和社交技巧；尊

重與自己有不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人；在社區內與人溝通及和睦相處；參與社會事務

的重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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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架構 

主題 1：自我了解 

探討問題 相關價值觀和態度 

個人在青少年期會面對哪些挑戰與機遇？ 

 青少年的自尊受甚麼因素影響？它與青少年的行為和對

未來的期望如何相關？ 
 為甚麼青少年被賦予某些權利和責任？ 
 有哪些流行而顯著的趨勢會對時下香港青少年構成挑戰

和機遇？他們如何回應這些趨勢？ 
 傳媒所傳遞的信息和價值觀，對青少年有甚麼影響？ 
 對於青少年把握機遇和應付挑戰，如逆境或重大轉變，各

項生活技能為何重要？為甚麼有些青少年易於掌握生活

技能，但有些卻感困難？ 
 

善於應變、責任感、自

尊、自我反省、理性、

自律、獨立自主 

說明 

下列說明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認識相關的議題，並建議處理議題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

向。 

● 自尊、青少年行為和對未來的期望的相關性 
- 認識在青少年期的成長挑戰，如生理變化、情緒波動與群性發展的需要以及相

應的處理方法 
- 影響自尊的因素，如性別差異、外貌、家人的支持、朋輩的接納、社經地位、

文化因素 
- 比較不同社經背景、學業成績或父母養育子女方式的青少年的自尊、行為和抱

負 
- 接受個人的局限和發展個人潛能 
- 客觀而準確的自我概念的重要性 

● 青少年擁有的權利和責任 
- 在不同情境中，只有青少年才能擁有的權利和責任，例如某年齡以下的人士才

能享有普及教育、青少年犯罪後所承受的懲罰與其他組別人士不同 
- 對青少年的獨特期望（如青少年須建立個人價值觀）和壓力（如在服飾、外貌、

語言、與約會行為等方面從眾） 
- 討論為何部分香港人贊同給予青少年更多權利和責任，其他香港人卻不同意 

● 現時與香港青少年相關的趨勢 
- 了解相關的時下趨勢，如消費行為、濫用藥物、廣泛的課外活動、網上活動、

社區參與等，並分析其成因和模式 
- 分析這些對香港青少年構成挑戰與機遇的趨勢的特徵 
- 香港青少年面對這些趨勢時普遍採用的處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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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各項生活技能來把握機遇和應付挑戰 
- 討論青少年的成長如何因掌握或缺乏各項生活技能（如訂立目標、化解衝突、

建立關係）而受影響 
- 不同生活技能對青少年成長的重要性，如 

 時間和財政管理 － 達到獨立自主、理性和自律 
 應付逆境 － 建立積極的人生觀 

- 妨礙掌握各項生活技能的因素，如青少年不切實際的期望，以及協助青少年掌

握生活技能的途徑和重要他人 
- 關於掌握生活技能的自我反省，例如了解個人的不足之處；透過日常生活中的

觀察和實踐來學習各種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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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人際關係 

探討問題 相關價值觀和態度 

哪些人際關係的因素，能幫助青少年反省和為過渡至成年階段

作好準備？ 

 香港青少年常處身於哪些重要的人際關係？這些關係有

甚麼獨特和共同的特徵？ 
 在不同的關係中，青少年如何建立身份和理解角色？ 
 為甚麼青少年與家人、師長、朋輩和約會對象的關係會有

轉變？ 
 香港青少年怎樣反省人際間的衝突和與人建立關係？ 
 現代社會的人際溝通方式如何影響青少年與他人的關

係？ 
 甚麼因素促使香港青少年參與社區事務？ 

 

合作、性別平等、移

情、誠信、自我反省、

堅持自我、尊重自己、

尊重別人、社會和諧、

責任感、互相依賴 

說明 

下列說明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認識相關的議題，並建議處理議題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

向。 

● 香港青少年常處身的人際關係 
- 一般香港青少年常處身於不同類型的人際關係中，包括正規群體（如學校會社）

和非正規群體（如朋輩） 
- 這些關係的獨有特徵和共同特徵，如性別定型觀念及行為、朋輩群體壓力 

● 在不同關係中建立身份和理解角色 
- 影響青少年在不同關係中建立身份的因素，如性別定型、朋輩影響、父母管教

方式、種族淵源 
- 在不同關係中青少年的角色期望和行為 

● 青少年與家人、師長、朋輩和約會對象的關係的轉變，如 
- 青少年對獨立自主的渴求、從眾壓力、被社會接納的需要 
- 在價值觀和人生哲學上，香港青少年與其父母之間的分歧及縮窄代溝的方法 
- 朋輩互動較緊密、兄弟姊妹間的競爭減少、師生聯繫較密切 
- 探討傳媒透過廣告、明星及在電影與電視肥皂劇中描繪的生活方式等所發揮的

影響 
- 通訊科技如何改變青少年的溝通方式和人際關係 
- 分析約會行為模式的轉變（如在公共場所表現親密），並探討現時趨勢是否可

取和會否影響親密關係的持續性 

● 反思人際間的衝突 
- 顯露的人際衝突的成因和後果（如父母與子女的衝突、兄弟姊妹間的競爭） 
- 一般青少年處理衝突的策略及其有效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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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各種衝突實例和減少衝突帶來傷害的方法 
- 採取積極的態度來面對衝突，並在避免及化解衝突與維護個人誠信及信念之間

取得平衡 

● 與人建立關係 
- 建立和維繫關係的技巧，例如了解彼此的需要、特權和責任，在群體中繼續生

存的策略 
- 在不愉快處境中（如被人杯葛）的自衛機能 
- 社會和諧與個人自由之間的權衡問題 
- 在不同關係中，建立歸屬感、尊重自己和尊重別人的重要性 

● 香港青少年參與社區事務 
- 影響青少年參與社區事務的因素，如歸屬感、身份認同、責任感、利他主義、

自我實現 
- 分析香港青少年嘗試在社區事務上的互相聯繫的方法，如社區中心的義務工

作、在使用公共設施時為他人設想 
 



 

 19

2.6 學習範圍：社會與文化 

簡介 

文化是社會成員共同創造和共享的生活方式，普遍呈現在整個社會的各個領域和層面。

社會由人構成，不同的社會環境，會產生不同的文化；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是息息

相關的。 

回歸後的香港，一方面在原有的經濟基礎和生活方式上繼續發展成為國際都會；另一方

面則努力摸索作為中國的特別行政區的新角色。與此同時，國家自改革開放以後，在新

千禧將面對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特別是在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以後，更不能在全球化

的趨勢和影響以外獨善其身。崛起的中國經濟、傳統的中華文化，都與世界的發展互相

影響。身處於這一動態時空的香港學生，須發展出探討和反思自身文化的觸覺以及跨越

地域的世界觀。 

本學習範圍包括「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和「全球化」三個單元。由於三個單元的關

注重點不同，因此學習進程和深度也有分別。「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涵蓋學生身

處的環境；而「全球化」是一個在不同層面及維度具爭議性的概念，學生需要認識其概

念本身的含義和相關的爭議，進而探究全球化趨勢產生的影響及其所引發出來的不同回

應。 

目標 

透過本學習範圍的學習經歷，學生應能： 

(a) 了解身處的社會、國家和世界所面對的重要議題； 

(b) 評估與社會及文化不同方面相關的素質、現象、轉變、趨勢及影響； 

(c) 處理社會議題及問題時，應用批判性思考能力和從多角度考慮作出決定及判斷； 

(d) 識別不同社會、不同國家和世界之間的依存關係，以及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 

(e) 欣賞不同社會及文化背景的人所持的觀點與價值觀； 

(f) 反思自己作為社會、國家及世界的公民的多重身份的認同、責任及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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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單元二：今日香港 

緒論 

香港是以華裔為主體的社會，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經濟上，香港已發展為國際金

融商貿中心，躋身世界大都會之列。在 1997 年前，香港經歷英國人的管治和現代化的

過程，中西文化的交融形成了香港獨特的文化和社會風氣；回歸後，香港在「一國兩制」

下面對新的機遇與挑戰，公眾的生活和社會發展出現新的面貌。 

基礎教育的學習經歷，已使學生對香港的社會大背景有一定的認識。本單元的學習，將

進一步探討備受關注的議題，例如引人注目的香港生活素質、行使權利和履行義務與法

治精神的關係、社會政治參與，以及對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 

基礎教育的相關學習經歷 

透過基礎教育對「單元二：今日香港」有關課題的學習，學生應有以下的學習經歷： 

（A） 主題 1：生活素質 

香港社會的需要和問題；香港的經濟發展歷史和現況；政府的功能和所提供的服務；香

港的自然和人文特徵（例如地勢、氣候、人口）；消費者的權利和義務；現今本地的環

境議題等。 

（B） 主題 2：法治和社會政治參與 

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的發展歷史和現況；中央和香港特別行政區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與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對香港居民的重要性；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律的根源；香港

特別行政區的管治；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的功能及其與香港居民的關係；香港居民的身

份、權利和義務；香港居民在社會和政治事務上的參與等。 

（C） 主題 3：身份和身份認同 

個人在不同社群中的身份和角色；作為香港居民及中國公民的身份認同；對本地、國家

及世界的認知和關注；在相互依存的世界出現的世界公民身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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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架構 

主題 1：生活素質 

探討問題 相關價值觀和態度 

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 

 香港居民對不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有甚麼不同看

法？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哪些被視為最急切

的需要？甚麼人可作出相關的決定？為甚麼？ 
 不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甚麼貢

獻？有甚麼障礙？在沒有清除障礙的情況下，哪些群體最

受影響？ 
 

尊重素質及卓越；可持

續性；理性；敏感；關

懷 

說明 

下列說明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認識相關的議題，並建議處理議題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

向。 
 

● 衡量生活素質的角度，可根據客觀數據或主觀判斷，例如 
- 經濟（例如失業率、人均本地居民生產總值、實質工資、貧富差距） 
- 社會（例如醫療保健水平、教育機會和水平、平等機會） 
- 文化（例如多元性、承傳） 
- 政治（例如人權與法治、新聞自由、政府表現） 
- 環境（例如污染程度、環境保育的發展） 

 
● 市民就生活素質的意見，可因應個人、群體和政府在短期和長期獲得的利益和付出

的代價作出變動 
 
● 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的障礙，例如可動用的資源、科技水平、社會凝聚力、對社會

公義的觀點、區域及國際因素 
 
● 就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的緩急輕重的決定，可因應不同因素而變動 

- 不同人士／階層／利益群體的組合 
 大多數相對於少數 
 敢言相對於沉默 
 積極相對於被動 
 資源充裕相對於資源匱乏 

- 判斷其急切性：對個人、群體和公眾利益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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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法治和社會政治參與 

探討問題 相關價值觀和態度 

香港居民如何參與社會及政治事務？就法治精神而言，香港居

民如何行使權利和履行義務？ 

 香港居民對社會及政治事務的參與程度和形式受甚麼因

素影響？他們的參與有甚麼意義？為甚麼他們會有不同

的訴求？有關訴求帶來甚麼影響？ 

 法治精神如何保障香港居民的權利和推動他們履行義

務？ 

 政府怎樣回應不同群體的訴求？政府的回應對香港的管

治、維護法治精神和提升公民參與社會及政治事務有甚麼

影響？為甚麼？ 
 

尊重法治；樂於參與；

人權與責任；民主；正

義 

說明 

下列說明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認識相關的議題，並建議處理議題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

向。 

● 參與社會及政治事務 
- 影響參與程度和形式的因素，例如 

 預期的代價與成效 
 社會結構方面，例如社會凝聚力和歸屬感；種族、性別、社會階層、年齡

等的差異 
 政治方面，例如在不同層面的選舉中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政府公信力、

政治文化 
 教育方面，例如教育水平、課程 
 傳媒方面，例如新聞和資訊的流通程度和可信性、新聞和資訊自由度、傳

媒對事件的介入程度及立場 
- 對個人、個別群體、政府和社會整體的不同意義和影響 

● 法治精神與權利和義務 
- 法治精神與守法的關係，例如 

 守法是否等同於尊重和維護法治精神 
 如何處理個別法典或法律條文與法治精神的衝突 
 誰該負起尊重和維護法治精神的承擔責任 

- 從不同的方向審視法治精神的意義和實踐程度，例如法律面前人人平等；司法

獨立；公平、公開的審訊及上訴權利；法律對個人權利的保障；法律對政府權

力的限制 
- 法治精神在保障權利和推動義務的履行方面的功能和限制，例如保障少數人的

權利；制約專斷的權力；推動社會公義；維護自由、公開和穩定的社會；不同

利益的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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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與不同利益群體的訴求 
- 不同特徵、背景和理想以及掌握不同資源的人士、組織和利益群體的訴求，例

如參政團體、非政府組織、弱勢社群、專業團體、工商界、中產階級、不同性

別、族裔、宗教的人士 
- 不同訴求的優次 
- 制度化和非制度化的回應以及回應的速度、相關性和有效性 
- 相關回應對政府管治的影響，例如資源分配的優次決定、政府與香港居民的關

係、政府的認受性、執行政策的有效性和效率 
- 相關回應對維護法治精神和提升公民參與社會及政治事務的影響，例如 

 對法治精神的理解、關注和擁護程度 
 參與的機會、程度、模式和相關的策略 
 公民意識和對本港歸屬感的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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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3：身份和身份認同 

探討問題 相關價值觀和態度 

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是怎樣形成的？ 

 香港居民在何等程度上視自己為本地市民、國家公民和世

界公民？他們的身份認同是如何形成的？在日常生活

中，他們如何受到對自己身份認同的影響？ 
 香港居民的本地、國家和世界不同層次的多元化身份之間

有甚麼關係？ 
 不同的社群，如新來港人士、新界原居民和少數族裔，他

們怎樣發展身份認同？ 
 對香港居民來說，多元化身份有甚麼意義？為甚麼？ 

 

歸屬感；多元化；開

放；個人獨特性；互相

依賴 

說明 

下列說明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認識相關的議題，並建議處理議題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

向。 

● 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的特徵 
- 香港居民身份認同的多元性特徵（例如全球化和不同文化的影響、居民的流動） 
- 香港居民的多元成分，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永久性居民中，包括

中國公民和非中國籍的人等 
- 香港居民對本地的歸屬感及認同、國民身份認同和世界公民身份之間的關係

（例如在一些涉及本地、國家和世界利益的議題上，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香

港居民如何回應本地、國家和世界的一些引致感同身受或需要互相扶持的事

件） 

● 影響歸屬感及身份認同的因素，可包括：歷史發展；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

方面的發展程度、社教化的不同媒介、傳統文化、普及文化、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

推動、教育 

● 身份認同與歸屬感的體現，可包括下列各項： 
- 對本地（例如區旗、區徽）和國家的象徵（例如國旗、國徽、國歌）以及國家

歷史事件、文化、山川河嶽的感受與反應 
- 對涉及本地、國家和世界的重大事件的感受與回應 
- 對本地、國家和世界事務的參與和貢獻 
- 對國際比賽的反應（例如運動、音樂、電影） 
- 在不同有關身份認同的問卷調查中的回應和反思 
- 對社群的象徵或涉及社群的重大事件的感受與回應 
- 對社群的參與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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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身份的社會意義，可包括以下各項： 

- 文化的反思和創新 
- 社會多樣性和多元的聲音 
- 自由度和適應能力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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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單元三：現代中國 

緒論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年建立。建國初期，政府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推行不同

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規畫與建設；但在 1966 年至 1976 年期間的「文化大革命」，國

家和人民經歷了嚴重的破壞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結束，國家要重建社會和經濟。1978
年底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確立了推行改革開放的路

向；通過改革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中國逐步確立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道路。 

在國家推行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的中華文化自然產生轉變，其中有些消失了，有些則

仍然是中國境內各民族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源遠流長，其內容大致可從

物質（如建築、名勝古蹟）、制度（如民俗、禮儀）和精神（如哲學、倫理道德）這三

方面來了解。三者環環相扣，展現中華文化豐富而多元的面貌。此外，文化是變動不居

的，所以中華文化亦將繼續發生變化。本單元的學習，將會透過改革開放影響文物保育

的角度，幫助學生認識和探討中華文化在物質方面的內容；透過探究傳統家庭觀念和習

俗與現代生活的關係，幫助學生深入了解中華文化中的精神和制度內容以及中華文化如

何受社會轉變所影響。 

在基礎教育的階段，學生對國家的內政和外交以及中華文化的發展已有一定的理解。在

本單元，學生會進一步探討現時的機遇與挑戰以及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的互動關係。 

基礎教育的相關學習經歷 

透過基礎教育對「單元三：現代中國」有關課題的學習，學生應有以下的學習經歷： 

（A） 主題 1：中國的改革開放 

國家近百年發展的主要歷史時期和重要歷史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和外交概況；

國家憲法的重要性；重要的政府組織；國家的地方及區域特徵及其主要自然和人文形貌

的特定分佈形態的成因和影響；國家的經濟和環境議題等。 

（B） 主題 2：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主要特徵；國家內相同和不同的地域、文化、種族及宗教的人在傳統

風俗習慣上的異同；不同的文化如何適應轉變中的環境；文化遺產的保存和保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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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架構 

主題 1：中國的改革開放 

探討問題 相關價值觀和態度 

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甚麼影響？ 

 人民如何理解生活水平和模式的轉變？ 
 中國作為一個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和文物

保育在何等程度上是可行的？當中有甚麼挑戰和機遇？ 
 參與國際事務怎樣影響國家的整體發展？ 
 中央人民政府怎樣回應改革開放帶來的影響？ 
 在何等程度上，改革開放影響了國家的綜合國力？ 

 

團結一致；愛國心；可

持續性；人權與責任；

關懷；正義 

說明 

下列說明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認識相關的議題，並建議處理議題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

向。 
 

● 改革開放的一些重點，例如農村改革、鄉鎮企業的發展、三農問題（農業、農村、

農民）、城市化、城市改革、民工問題、國企改革、民營企業的角色、國家加入世

界貿易組織 

● 生活水平和模式的指標和相關的轉變和回應 
- 生活水平的主要指標，可包括經濟、教育、健康等方面 
- 不同的生活水平和模式，例如鄉鎮和城市在發展上的差異、地域之間如內陸與

沿海和南北東西等在發展上的差異、不同社會階層和利益群體之間的差異 
- 中央人民政府的回應，例如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有關社會保障、醫療、教育、

戶口等政策的轉變；區域發展規畫 
- 不同背景的個人的回應，以及不同群體和組織的回應，例如城鄉移民、民工潮、

對孩子的培育、消費行為的轉變 

● 邁向可持續發展的國家，如 
- 國家發展的方向和定位 
- 政府政策和法規的制定和實施 
- 政府的干預與市場機制 
- 科學與科技的貢獻與限制 
- 團體和公眾的範式轉移和參與 

● 改革開放和環境與文物保育的關係 
- 改革開放對環境與文物保育帶來的挑戰，例如經濟發展考慮相對於其他考慮、

個別利益考慮相對於整體利益考慮、對應的政府政策和法規及其實施情況、公

民素質 
- 改革開放對環境與文物保育帶來的機遇，例如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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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行環境和文物保育的原因（例如生態環境的考慮、文化承傳的考慮、經濟考

慮、政治考慮、社會發展的考慮）、資源上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和模式的轉

變、教育和宣傳的影響 

● 參與國際事務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影響，如 
- 國家在政府間和非政府間的國際機構和會議的參與和角色，以及就國際條約簽

訂和實施，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影響，例如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京都議定書》

（1997）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的簽訂和履約 
- 國家與其他主要國家和地區的雙邊和多邊關係，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影響 
- 國家在地區事務和問題上擔當的角色和影響力方面的整體發展 

● 政府管治的不同面向和改革開放帶來的影響，例如資源分配的優次決定、政府職能

和辦事效率、政策和法規的制定和實施、內部的監管、資訊管理和透明度、回應市

民和社會團體、組織的需要、政府的認受性、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中央人民政府與

地方人民政府的關係 

● 中央人民政府回應改革開放的例子 
- 面對不同對象的社會政策，例如社會保障、醫療、教育 
- 法制建設 
- 民主政治建設 
- 與國際標準接軌的立法和政策 

● 綜合國力的衡量 
- 經濟、軍事、科學與科技、資源、政府管治、外交、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指標 
- 量化和不能量化的標準 
- 改革開放中，各方面的實力和影響力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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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探討問題 相關價值觀和態度 

家庭觀念的演變，展示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有甚麼關係？ 

 傳統家庭觀念在現代生活中受到甚麼衝擊？ 
 在何等程度上傳統家庭觀念能在中國人的現代生活中延

續？為甚麼？ 
 
在何等程度上，傳統習俗與中國人的現代社會是相容的？ 

 為甚麼部分傳統習俗能夠在中國人的現代社會中延續和

發展下去？為甚麼部分不能？ 
 在何等程度上，傳統習俗對中國人的現代社會具有意義？

 

文化及文明承傳；尊重

不同的生活方式、信仰

及見解；多元化；敏

感；欣賞 

說明 

下列說明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認識相關的議題，並建議處理議題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

向。 
 

● 傳統的家庭觀念的特性和功能 
- 傳統家庭主義的特性，例如強調父子關係、重視宗族名聲、宗族的形成、提倡

祭祖、家產共有 
- 傳統家庭的功能，例如經濟、宗族繁衍、社教化、保護、地位繼承、福利、閑

暇、宗教 

● 傳統家庭觀念在現代生活中受到的衝擊，例如個人主義相對於集體主義、平權主義

相對於權威主義、物質主義相對於精神主義、社教化漸被非家庭因素所取代、消費

和閑暇多於生產和分配 

● 傳統家庭模式在現代生活中的一些轉變，例如成員之間漸趨疏離；組織鬆散；分享

餘閑重於分擔生產；感情支援重於地位繼承；溝通／分工協作重於權威性的地位；

社化功能減弱；獨身、遲婚、低生育率；流動性增加；地區性差異較大；婚姻、道

德及倫理觀念薄弱 

● 傳統家庭觀念的延續性，例如成員之間互相照顧的精神；情感支援；養兒防老的觀

念；倫理關係的差序格局；兩代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財產／地位的繼承；教育功

能；男性為軸心——性別角色、重夫居的習俗 

● 部分傳統習俗繼續保留和發展的因素，例如商業和市場價值、適應能力、社教化和

道德價值、身份認同、情感因素、文化價值、心理因素、政府的文化政策以及社區

／文化團體的訴求 

● 傳統習俗與現代生活之間可能存在的一些矛盾／衝突，例如迷信相對於科學、形式

主義相對於實用主義、保守性相對於潮流性、精神相對於物質、羣性相對於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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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地位相對於平等 

● 對傳統習俗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的不同觀點，例如文化資本的累積、文化的融和與

「創造性轉化」、集體回憶及文化的凝聚力、社教化、本土教育和社區歷史的素材、

身份認同、文化和文物的保育與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樣性、文化產業的開發、為地方

化／本土文化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時發揮中和或平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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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單元四：全球化 

緒論 

「全球化」雖已成為時髦的流行語，但又是一個甚具爭議的、趨向繼續發展的概念，甚

至有人高舉「反全球化」的旗幟。無可置疑，實質和虛擬的跨境活動正日趨頻繁，地域

的距離再不能限制人們之間的交流和相互影響。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全球化已有密切的關

係。他們可以利用電子媒介即時目睹各項國際大事；可以消費不少風行全球的品牌和經

濟產品；也可以穿梭於電子世界。內地的改革開放、作為一個國際金融和物流中心的香

港，同樣面對全球化帶來的機遇與挑戰。可是，世界不同地方的人對於全球化的經歷各

有不同，其差異存在於國與國之間，也存在於國家之內。 

透過基礎教育的學習經歷，學生對全球的背景和發展已有基本的認識。在本單元，他們

將會認識全球化這一具爭議的概念和相關的發展趨勢，並探討和分析全球化的影響和不

同人、不同群體對此的回應，特別是香港和內地對全球化的回應。 

基礎教育的相關學習經歷 

透過基礎教育對「單元四：全球化」有關課題的學習，學生應有以下的學習經歷： 

主題：全球化帶來的影響與回應 

科學與科技如何改變世界各地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往方式與關係；人們交換貨物及服務

的重要性；人們在地球上聯繫的方法；地理環境及社會情況對世界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影

響；全球體系內不同文化群體的互相推動方式及其發展；國際時事；東西方的接觸；國

際紛爭及危機；國際合作及為和平作出的努力；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工業遷移；人口分

佈及問題；資源與發展；發展與互相依賴；二十世紀戰爭的原因和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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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架構 

主題：全球化帶來的影響與回應 

探討問題 相關價值觀和態度 

為甚麼世界各地的人對全球化帶來的機遇與挑戰有不同的回

應？ 

 全球化對人類來說是祝福還是詛咒？ 
 全球化有甚麼特徵和發展趨勢？ 
 全球化為各國帶來利益抑或只是有利於已發展國家或者

是國際性資金對發展中國家進行剝削？ 
 全球化使文化和價值觀趨向單一抑或多元？帶來相互排

拒還是融和、演進？ 
 全球化的擴散是促進國際間的了解，抑或加劇了種族、宗

教、文化和政治實體之間的衝突？ 
 全球化在不同國家之間或在一個國家內所產生的影響是

相同抑或相異？ 
 世界各地的人怎樣回應全球化？為甚麼？ 
 內地和香港的社會應怎樣面對全球化帶來的機遇與挑

戰？為甚麼？ 
 

互相依賴；正義；合

作 ； 文 化 及 文 明 承

傳；多元化；善於應

變；開放；移情；樂

於參與；守望相助 

說明 

下列說明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認識相關的議題，並建議處理議題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

向。 

● 對全球化的不同看法，例如視為機遇、視為威脅、不視為重要議題 

● 全球化的論述，例如壓縮中的空間、時間和消失中的疆界；資金、人口、貨品、影

像和意念的快速全球流動；處於不同地域的文化和社會之間有更廣泛的接觸和交

流；縱橫交錯的跨世界聯繫網絡；促使全球網絡運作的正式和非正式制度性安排的

出現 

● 全球化趨勢的體現 
- 經濟特徵，例如世界市場力量和國際間的競爭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程度；各國經

濟體系的互相依賴和融合的程度；貿易、投資和資金流動管制的撤銷幅度；勞

動過程、勞動市場、產品和消費模式具備的彈性 
- 文化特徵，例如「全球文化」是否存在、文化與地域的紐帶的轉變、不同地區

文化產物的混合、文化單一化與文化多樣化的張力 
- 政治特徵，例如跨境犯罪和污染等超越個別國家政府控制範圍的全球議題；個

別政府、政府間的國際機構、非政府機構、跨國企業和機構等的互動；全球或

跨國規條的制訂和實施及其涵蓋範圍；國際舞台是否為公平競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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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的影響 
- 經濟方面，例如財富的創造與（重新）分配；接觸和使用國際的資金、市場、

科技和產品的機會；就業和失業；經濟體系之間的互相依賴和融合 
- 文化和價值觀的單一化或多樣化，例如個別文化體系在音樂、衣著、飲食習慣、

語言、思想、文化價值等方面的傳播及對其他文化的支配程度；西方以外地區

的人根據本土的情況，對外來文化的詮釋和進行本土化的可能性；西方以外地

區內的文化交流的程度，以及西方以外地區的文化傳入西方世界的程度；漸漸

消失的文化相對於新類型文化 
- 促進了解抑或加劇衝突，例如國家在全球化的環境下角色的轉變；全球化是導

致主要的全球性衝突的原因或促成因素；政府之間和跨國政治互動網絡的制度

化及其有效性；新冒起的權力中心和全球公民社會 
- 在一個國家之內或國與國之間，影響全球化的散佈和均一性的不同因素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接觸和使用 
 資金和人口流動的限制／不受限制 
 接受不同的文化和價值觀的程度 
 一個國家內或國與國之間處於不同起步點的人，例如不同性別、年齡、宗

教、種族等的人；具有不同資金、企業家能力、教育及技能的人；有／沒

有機會接觸和使用資訊及相關科技的人；穿梭世界各地的人；窮人及文

盲；非技術勞工；原住民 

● 對全球化的不同反應，例如以全球角度思考，但以本地角度行事；以本地角度思考，

但以全球角度行事；從全球角度思考及行事；從本地角度思考及行事；反全球化；

自給自足 

● 內地與香港的社會如何面對全球化 
- 對現況的看法 
- 對未來的看法 
- 可行和可取的方向／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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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學習範圍：科學、科技與環境 

簡介 

人們確實需要了解大自然及自己周圍的環境，並為人類的未來，就所遇到的實際問題提

出解決方案。科學與科技的進步大大改善了人們的生活，也漸漸被認為是解決難題的良

方，但也同時引發了其他嚴重的問題，其中不少為人們的生活帶來負面影響，特別是在

健康和環境方面。 

本學習範圍由兩個相關的探討單元組成。單元五是公共衛生，將探討疾病散播與健康問

題及其影響因素，以及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主要健康議題及其成因；幫助學生認識科學

與科技在處理有關難題上的角色；讓學生探究在維持良好的公共衛生及在處理公共衛生

可能出現的危機上，個人和社會所擔當的角色。 

單元六是能源科技與環境，將分析人們怎樣使用能源，並且討論能源的使用怎樣對人們

的生活和環境產生重大的影響，以及能源科技的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幫助學生理

解能源的使用對社會及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讓學生意識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如何影響人

們的生活。 

目標 

透過本學習範圍的學習經歷，學生應能： 

(a) 了解科學與科技對公共衛生和環境的影響，以及當中的含意； 

(b) 應用科學、科技與環境的知識，處理影響現代社會的議題； 

(c) 培養科學化、批判性、富創造性和獨立的思考能力，以建構知識及解決問題； 

(d) 培養對有關科學、科技與環境範疇的意念和觀點的理解能力和溝通能力； 

(e) 覺察有關科學、科技與環境的社會、文化和道德議題，並能在這些議題上作出判

斷和有識見的決定； 

(f) 尊重大自然及一切生物，並成為致力保護社會及環境的負責任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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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單元五：公共衛生 

緒論 

公共衛生是備受大眾關注的課題。新傳染病的爆發為人們帶來真實的威脅。公共衛生不

僅與健康和生活方式有關，也同時涉及公共資源的投放。對公共衛生和疾病的理解，既

受益於科學與科技的發展而得以加深，也受不同的文化因素所影響。生物科技和醫學的

發展改善了對疾病的診斷、防治和控制方式，也引起有關經濟上、道德上和法理上的關

注，例如新藥物的專利議題及經濟效益、基因篩選的道德考慮、胚胎幹細胞研究的規管

等。 

本單元培養學生透過不同的角度，包括考慮科學、歷史、道德、社會文化等因素，審視

有關公共衛生的議題的能力；探討生物科技和醫學的發展對疾病防治的影響以及因而衍

生的各種道德、社會、文化問題，從而增強他們作出有識見決定的能力。 

基礎教育的相關學習經歷 

透過基礎教育對「單元五：公共衛生」有關課題的學習，學生應有以下的學習經歷：  

（A） 主題 1：對公共衛生的理解 

身體主要部分、系統和主要功能；影響個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及如何保持健康；健康生活

包括個人衛生、均衡飲食、適量運動及休息的健康生活方式；濫用物質的成因及影響；

香港普遍的疾病，其成因和預防；個人操守所引起的正及／或反面後果；社區健康的重

要性等。 

（B） 主題 2：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細胞的結構與功能；人類的繁殖過程；利用感覺器官察覺環境；利用科學概念解釋現象

及實驗證據的重要性；不同文化下使用科技的分別；科學的局限及科學知識的演進本

質；有關愛滋病及癌症教育的本地議題；科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以有限資源面對整體

社區的需要；文化是運用科學與科技的考慮因素；一些國際組織的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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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架構 

主題 1：對公共衛生的理解 

探討問題 相關價值觀和態度 

人們對疾病和公共衛生的理解如何受不同因素影響？ 

 以往人類如何理解疾病的成因？有關理解是否符合科學精

神？ 
 人們對健康的理解怎樣受經濟、社會等因素影響？ 
 科學與科技的發展怎樣影響人類對公共衛生的理解？ 
 處於不同文化下，健康資訊、社會期望及個人信念和價值

觀，如何影響人們對公共衛生的理解？ 
 

重視他人建議；尊重

證據；尊重不同的生

活方式、信仰及見

解；文化承傳 

說明 

下列說明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認識相關的議題，並建議處理議題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

向。 

● 大規模疾病蔓延事件（如黑死病、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沙士）、後天免疫力

缺乏症（愛滋病））對疾病和公共衛生的理解造成的影響及引起的回應，如 
- 公眾對衛生的警覺性 
- 公眾對國際協作預防傳染病的關注 
- 運用和調配資源，用以預防及控制疾病 
 

● 科學知識的演進對人類理解疾病和公共衛生的影響，如 
- 不同文化對疾病成因及預防方法的感知 
- 病菌論作為傳染病的成因的一種解釋 
- 明白免疫系統的功能，認識身體抵抗力的重要性 
- 近代對傳染病的觀點：了解宿主、微生物及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 
- 對精神健康、慢性病及生活模式病的理解，提高人們認識生活模式對健康的重

要性 
 

● 現代科技對人類理解疾病和公共衛生的影響，如 
- 診斷和治療工具的發明 
- 相關的知識和理論的發展 
- 中西醫學理論在解釋疾病成因及獲取醫學知識方面的異同 
- 伴隨現代科技發展的問題和危機 

 
● 健康觀念的改變，如 

- 科學與科技的影響 
- 宗教的影響 
- 不同文化的健康觀念 
- 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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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人們對健康和公共衛生議題的觀點和作出有識見決定的因素，如 
- 社會和個人的背景 
- 制度因素（如政府的角色、社區健康服務、醫療融資）和文化背景 
- 公共衛生資訊是否容易取得及明白 
- 風險與得益 
- 科學證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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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探討問題 相關價值觀和態度 

科學與科技在何等程度上可以促進公共衛生的發展？ 

● 科學與科技能否為預防和控制疾病提供新的解決方法？ 
● 在公共衛生的範疇，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如何受不同因素影

響及引發哪些議題？科學和科技研究的成果如何受到尊

重和保護？ 

● 社會各界、政府及國際組織在維持及推動公共衛生方面會

面對甚麼挑戰？ 
 

人類整體福祉；人權與

責任；合作；道德考慮

說明 

下列說明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認識相關的議題，並建議處理議題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

向。 
 
● 科學與科技在醫學研究和發展（如新疫苗和抗生素的研發）的貢獻，如 

- 建基於科學方法的成效測試 
- 客觀、有效和可信的量度方法 
- 準確及高效的測量儀器 

 
● 促使醫療科技發展的因素，如財政收益、政治原因、生活素質及社會發展 
 
● 科學與科技發展引發的議題，如 

- 藥物的專利權 
- 生物科技發展的規管和道德考慮 
- 醫療技術和知識的轉移 

 
● 個人的權利與責任，如在公眾地方要有良好習慣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不同持份

者對公共衛生服務的訴求和影響 
 
● 公共衛生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如 

- 用於公共衛生服務的資源及資源分配情況 
- 文化、制度及經濟等因素對生活模式的影響 
- 教育對公共衛生的影響 

 
● 國際或跨境的合作，如 

- 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

功能和角色 
- 跨境通報機制 
- 各國在傳染病研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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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單元六：能源科技與環境 

緒論 

能源科技在提高能源使用效率的同時，也令能源使用加劇；而人們對能源的依賴，影響

了科學和科技的發展方向。這種互動亦影響著社會的發展：能源的使用對環境造成影

響；環境的改變亦影響了人們對使用能源的觀念。因此，能源的使用、社會的發展、科

學與科技的發展，三者相互依賴，並對生態系統的平衡和生活環境帶來挑戰。可持續性

也因此成為處理環境發展議題的重要目標。 

本單元將透過不同角度，考慮科學、科技、環境、歷史、社會和文化等資料，幫助學生

審視與能源科技和環境相關的議題，體會其中相附相依的複雜關係，明瞭科學與科技對

人們生活的影響，從而使學生對其他生物產生同理心、愛護環境、意識到可持續發展對

社會、國家和世界的重要，成為負責任的世界公民。 

基礎教育的相關學習經歷 

透過基礎教育對「單元六：能源科技與環境」有關課題的學習，學生應有以下的學習經

歷： 

（A） 主題 1：能源科技的影響 

能量的形式、能量的轉換、電的產生及能源；空氣的成分、自然界中二氧化碳與氧的平

衡；空氣污染、酸雨、全球增溫及溫室效應；發展核電的利弊；科學與科技在不同文化

中產生的影響；火藥的發明等。 

（B） 主題 2：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個人在環境保護所擔當的角色；吸煙和污濁空氣對人們呼吸系統的影響；水的供應、處

理、節約及污染；棄置金屬和塑膠所帶來的環境問題；生物與環境的互相依賴性；資源

的規畫及管理概念；使用有限資源的選擇及其代價；利用科學知識來解釋及闡明熟悉現

象；發展中國家和較發達國家的發展和互相依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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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架構 

主題 1：能源科技的影響 

探討問題 相關價值觀和態度 

能源科技如何與環境問題相關？ 

 能源科技的發展怎樣影響能源的開發和使用？ 
 能源科技的發展在甚麽程度上引起或解決環境的問題？ 

 環境的轉變對能源科技的發展有何啟示？ 

 能源問題怎樣影響國際關係，以及國家和社會的發展？ 
 

人類整體福祉；尊重證

據；互相依賴 

說明 

下列說明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認識相關的議題，並建議處理議題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

向。 
 
● 以往和現今推動人類使用能源的原因，如生存、農業、工業和運輸等 
 
● 可再生能源和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及影響，如 

- 兩者的使用及發展情况，其優點、限制及對環境的影響 

- 轉用可再生能源的原因及可行性議題 

 
● 能源科技對能源的開發和使用的影響，如提高效率、增加生產、降低成本、促進社

會發展及導致環境轉變 
 
● 現時使用能源的情況及其對個人生活、社會發展、經濟和環境的影響 
 
● 使用能源所產生的污染物對環境的影響，如 

- 臭氧層損耗 
- 全球暖化 
- 酸雨 
 

● 環境污染及生態失衡，對能源科技發展的影響，如能源開發的發展方向、改善效率

及控制對環境的污染 
 
● 維持生態系統平衡所涉及的要素及其重要性，如大自然中，不同的營養素循環對降

解污染物和復修資源的功用 

 
● 因使用能源引發的環境災難，及不同國家的處理方法和所帶來的影響 
 
● 能源的規畫、管理及規管對能源使用及環境的影響 
 
● 不可再生能源的分佈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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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2：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探討問題 相關價值觀和態度 

可持續發展為何成為當代的重要議題？其出現與科學及科技

的發展又有何關係？ 

 科學與科技可以如何配合可持續發展？有何限制？ 

 人們的生活方式及社會發展怎樣影響環境和能源的使

用？ 

 社會大眾、不同的團體和政府，可以為可持續發展的未來

作甚麼回應？ 
 

負責任；對生命及非生

命世界的關愛；人類整

體福祉；持續性；簡樸

說明 

下列說明旨在幫助教師和學生認識相關的議題，並建議處理議題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

向。 
 
● 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和原則，如 

- 聯合國對可持續發展的理解 
 可持續發展涉及的三個向度：環境、經濟和社會 
 三個向度的動態平衡 
 相關的價值原則：和平與平等、保育等 
 跨代的考慮 

- 其他組織的看法 
 
● 影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與科技因素，如 

- 科學與科技的發展 
- 對能源的龐大需求 
- 生活環境和設備 
- 對科學研究的資源投放 

 

● 推行可持繼發展的限制，如 

- 自然定律的限制 

- 技術的限制 

- 資源的限制 

- 道德的考慮 

- 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影響 

 
● 影響環境的因素 

- 個人生活模式，如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影響 

- 生活素質的要求 

- 地域和文化 

- 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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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生活素質、經濟與社會發展及環境保育之間的平衡 
 

● 對環境議題的不同觀點，如 
- 以人類為中心的觀點 
- 以環境為中心的觀點 
- 人與環境互動的觀點 

 
● 香港或其他地區推行可持續發展的情況及經驗，如 

- 香港的城市發展 
- 內地的城市發展 
- 日本提倡以單車代步 
- 哥斯達黎加的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的平衡 

 
● 在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育方面，不同持份者，如教育界，商界和非政府組織的

角色和責任 

● 國際合作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議題，如 

- 不同國家使用能源的模式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 不同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進展和國際間的努力 
- 推行可持續發展會否導致國家之間出現張力 

- 面對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威脅下，國際高峰會或國際合作的角色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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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獨立專題探究 

作為通識教育科不可缺少的一部分，獨立專題探究讓學生透過以下的途徑實現課程的宗

旨： 

(a) 提供機會讓學生學習成為自主的學習者，並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b) 提升學生的能力，以聯繫、整合及應用從三個範圍學習獲得的知識、角度和能力； 

(c) 透過對議題和問題的探究性研究，幫助學生發展高階思考能力和溝通能力； 

(d) 拓寬學生的視野和照顧不同學生的興趣和性向。 

 

2.8.1  目標 

在獨立專題探究獲得的學習經驗，可幫助學生： 

(a) 為自己的學習訂立目標、擬訂計畫、落實計畫和解決問題； 

(b) 反思和評估學習的進度； 

(c) 在探究的過程中，採用合適的方法收集數據、證據和各種資料； 

(d) 分析和評鑑資料以建構知識、為現實生活的議題提出解決方法，以及作出決定； 

(e) 了解現實生活議題的複雜性及其跨學習領域的性質，以及識別在理解議題時須採

取多種角度； 

(f) 採用合適的方法和媒體，清晰地與人溝通、闡述及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念； 

(g) 成為一個具學習動機和負責任的學習者。 

 

2.8.2  性質 

自主學習經歷 

獨立專題探究是一個自主學習的經歷，讓學生承擔學習的主要責任。在獨立專題探究

中，學生是「獨立」和「自主」的，也就是說，學生在參考各種文獻和徵詢不同的意見

後，須為自己訂立探究題目、確定探究的範圍、方法和採用適合表達探究結果和成果的

形式。學生須主動提出問題、尋找答案和評估探究的過程，也須為履行自己的計畫和決

定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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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促進學生學習 

教師擔當著促導學生學習的重要角色，幫助他們成為獨立的學習者。作為學習的促導

者，教師須因應不同的探究階段和不同學生的需要，改變支援的形式和程度；也須擔當

資源提供者，幫助學生聯繫不同科目的概念；在幫助學生進行獨立專題探究時，須尊重

學生的選擇和決定，並給予學生思考和想像的空間。 

獨立專題探究中的小組學習 

在進行獨立專題探究的過程中，學生並不一定需要各自分開研習。相反，教師應多鼓勵

和引導學生之間的互相協作和交流。雖然每位學生都需要負責自己的專題探究，但是他

們仍可以從分享彼此的見解、經驗、成果、甚至錯誤之中得益。事實上，教師宜在獨立

專題探究學習過程的不同階段，適當地引入小組學習。 
 
 

小組學習活動幫助學生進行獨立專題探究的例子 

● 分組討論可以幫助學生就一共同主題或問題，構想相關的意念，並深化理解；

學生可以討論中涉及的不同議題為基礎，發展自己的獨立專題探究。 
● 學生可分工合作以蒐集彼此共用的資料和資源。探究的題目如果互有相關，

更可以小組形式進行實地考察或訪問，搜集資料。 
● 個別學生可就以小組形式進行的社區服務經驗，來製訂自己的學習計畫。 
● 學生可向組員匯報自己的獨立專題探究的計畫、進度和成果，並聽取他們的

意見和回饋。 

 
 
然而，獨立專題探究必須包含個人探討的成分，從而可以為學生提供自主學習和評核個

別學生的學習成果的機會。 
 
通識教育科課程不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獨立專題探究是通識教育科不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三個學習範圍內的六個單元提供基礎

和情境，讓學生訂定自己的獨立專題探究的題目。在進行獨立專題探究時，學生應引用

他們在學習範圍中所學，把相關的知識、不同角度及各種技巧，應用來探討六個單元中

沒有直接涉及的一項當代議題。通過自主學習的過程，學生可聯繫本科的各個單元、其

他科目，以及他們在高中階段所經歷的整體學習機會；學習在真實的議題和問題上，應

用本科所學習對事物的理解和觀點，並且將之引申到新的情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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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學生所選的題目 

聯繫學習範圍並擴闊到新的議題 

學生為獨立專題探究選擇的題目，須與在學習範圍的學習有所聯繫，也須擴闊到六個單

元的學習內容沒有直接述及的新問題、議題或情境上。簡言之，學生所選的題目須與一

個或多個學習範圍有聯繫，並延伸到新的主題或議題，從而可以透過獨立專題探究的學

習機會，聯繫、應用和擴闊他們在通識教育科的所學。 
 
 

與學習範圍有聯繫的獨立專題探究題目舉隅 

就課程中的三個學習範圍，獨立專題探究的題目可有不同的焦點。學生的探究範

圍，可以是對某一學習範圍內的相關課題的深入研究（例如「傳媒中的暴力信息

對人際溝通模式的影響」），也可以是對某一跨學習範圍的課題的全面檢視（例如

「香港人對體育運動的參與及其對個人和公共衛生的影響」）。 

 
 
探究主題 

以下建議的主題，適用於聯繫、應用和擴闊學生在六個單元所學到的概念。設立有關主

題的目的，並非要局限學生選擇題目的範圍，而是提供建議和範例；另一方面，也可以

成為學生分組的依歸，從而可以發揮小組學習的優勢。 

下列為建議的主題： 

 傳媒 
 教育 
 宗教 
 體育運動 
 藝術 
 資訊及通訊科技 

 

上述建議依據的準則是，有關主題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引發多角度觀察和擴闊知識的可能性 
 聯繫三個學習範圍的可能性 
 訂立有趣和學生可處理的題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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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的多角度性質 

雖然有些建議的主題跟三年制高中課程的選修科目名稱相似，但是兩者的性質和取向則

有所不同。探究主題須聯繫三個學習範圍的情境來詮釋，並應與當代議題相關。進行獨

立專題探究時，學生須從不同的學習領域所包含的多角度來處理有關議題，研習的方式

須與該專門領域的學者或專家有所不同。 
 
 

通識教育科獨立專題探究與其他科目研習的分別 

對巴赫的音樂形式和風格進行技術性分析研究，雖然看起來與藝術的探究主題相

關，但是卻不會被接納為獨立專題探究的題目；除非該研究能以某些方法將巴赫

的音樂與人類世界或環境的當代重要議題聯繫起來。 

 
 
有關各探究主題的闡述，請參閱第 115 頁附錄一。該附錄除了對各主題作出簡單介紹

之外，也在各主題下列舉一些與當代議題和現象有關的探究問題。列出探究問題的目

的，在於描述進行探究的可能範圍和方向，而不是為獨立專題探究建議應選擇的題目。

學生可以由有關建議的探究問題開始思考，並在教師的指引和輔導下逐步訂定自己的獨

立專題探究的題目、研究範圍及採用的研習方法。 

為甚麼要提供建議主題？ 

建議這些主題的原因之一，是讓個別學生在進行研習時，能更有效地與其他同學

彼此協作和互相學習。假如同組學生的獨立專題探究的題目之間沒有共同的主

題，教師在提供支援時將面對較大的困難。 

但是，在獨立專題探究的學與教過程中，並不一定要將學生按探究主題分組，也

不應視此為必然或最佳的組織方法。教師須因應學生的特徵和獨立專題探究學習

的不同階段，調整學與教策略。 

建議的主題也為本科的資源開發和教師專業發展等支援措施提供重點。參與指導

獨立專題探究的教師人數眾多，而他們在有關方面的工作經驗必然有所參差，因

此，在這方面提供足夠的支援措施，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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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主題以外的題目 

建議的主題是「非強制性」的。學生的獨立專題探究題目毋須受限於所建議的探究主題。

學校可提供其他主題，幫助學生發展和訂定自己的獨立專題探究題目。教師也可採用不

同的策略，協助學生選取和訂立自己的獨立專題探究題目。只要有關的題目與一個或多

個學習範圍相關，並延伸到六個單元沒有直接探討的當代議題上，便可接受；即使學生

選訂的題目與上述多於一個的探究主題相關，或與建議的探究主題完全無關係，也是可

以接受的。 

 
 

尋求社區中不同機構的支援 

在香港，很多不同的機構都舉辦學習獎勵計畫、聯校專題研習比賽等活動，以促

進學生對不同觀念的觸覺和理解；其中很多活動可以成為通識教育科的學生進行

獨立專題探究的主題。部分機構具有主辦師資培訓課程和製作學與教材料的經

驗，可以配合通識教育科課程的生活技能和專題研習，協助教師組織相關學習活

動。同樣，學校可探求非政府組織等的其他機構提供協助的可能性。 

 
 
2.8.4  說明 

獨立專題探究屬階段性學習過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a)      第一階段  

 選擇探究範圍／主題  
 搜集背景資料 
 確立專題探究題目 
 訂立探究工作計畫及進度表 

(b)        第二階段  

 蒐集數據／各類型資料 
 組織數據／各類型資料 

(c)        第三階段  

 分析數據／資料 

 審視不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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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報探究結果、因應回饋作出修訂  

 撰寫探究報告、運用合適的方法展示研習成果 
 

學生於獨立專題探究的表現，包括他們所提交的最後報告或成果，將於學習過程的各階

段接受評核。學生可採用不同的方法和形式來演示研習結果，並輔以他們在學習過程中

的紀錄和反思。有關獨立專題探究的評核方法，將會在第五章詳細解說。 
 
2.8.5  課時 

獨立專題探究的建議課時為 90 小時。教師須靈活地安排時間以 

 協助學生以三個學習範圍為背景，發展對探究主題的理解； 
 協助學生決定探究的課題、範圍及焦點； 
 幫助學生掌握獨立專題探究的技巧； 
 監察學生的進展； 
 組織活動以支援學生的獨立專題探究，例如參觀、實地考察活動、講座等； 
 促進學生之間的交流和協作式學習，分擔困難、分享進展，以及匯報和展示成果。 

 

除了以上註明的課時外，學生也須另外用自己的時間來進行獨立專題探究。 

2.9 時間分配 

高中通識教育科的總課時大約為 270 小時，六個單元的課時大約為 180 小時，而獨立專

題探究建議佔 90 小時，以便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來構思意念和學習運用各種共通能

力。教師可在學生探究的過程中給予指導。 
 
下表列出建議的整體時間分配： 

學習範圍 單元 獨立專題探究 

自我與個人成長 

社會與文化 

科學、科技與環境 

全部六個單元 

佔 180 小時 
90 小時 

 
總數：三年高中課程合共 270 小時 



 

 49

第三章 課程規畫 

本章就第二章所介紹的課程架構，列述有關原則，以協助學校與教師因應學生需要、興

趣和能力，以及學校實際情況，從而發展出一個靈活而均衡的課程。 

3.1 主導原則 

高中通識教育科的課程，在課程規畫方面預留了彈性和創意的空間。為了向學生提供豐

富和多樣化的學習經歷，學校應發展均衡而連貫的校本課程，並強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的主導角色。學校和教師在規畫和發展本身的高中通識教育科課程時，應考慮以下的主

要原則： 

(a) 學生從基礎教育八個學習領域習得的已有知識，和他們在探究式學習和自主學習

方面的經歷，是修讀高中通識教育科的基石，在規畫本科課程時應予以適當考慮。 

(b) 通識教育科是整體三年制高中課程不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應該與學生在整體課

程其他部分的學習經歷有意義地聯繫起來。 

(c) 以提供均衡和連貫的學習經歷為目的，幫助學生擴闊知識基礎、發展共通能力，

以及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度。 

(d) 鼓勵獨立學習，幫助學生發展學會學習的能力。 

(e) 照顧學生的不同需要、興趣、能力及學習風格。 
(f) 評估的設計是學與教過程不可或缺的部分。 
 
3.2 學習進程 

三個學習範圍共設六個單元。每單元的設計，都建基於學生在香港學校課程的基礎教育

階段中已有的學習經歷。各單元緊密相連，一個單元中的議題，可與其他單元的議題互

相關聯。雖然修讀任何單元，都毋須先修其他單元，但是學生對某個單元的學習所得，

可以使其他單元的探究內容更加充實。 

教師一方面應鼓勵學生主動並經常留意各項議題的最新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中六

（或者包括中五）預留部分時間，用以複習於較早年級研習過的單元內容。因為在三年

的學習過程中，隨著學生認知能力的發展及成熟程度的提升，重溫研習過的單元，可以

提供機會讓學生以不同的眼光和更廣闊的角度來重新檢視其中的議題，同時為三個學習

範圍中的各單元建立聯繫，以及對各單元不同議題的新近發展有所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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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可考慮從每個學習範圍中各選一些議題，讓學生在中四研習。這樣，既可幫助學生

盡早具備有關三個學習範圍的知識和角度，並準備為將要研讀的不同單元建構彼此之間

的關聯，也可為學生開始構思獨立專題探究奠定均衡的基礎。 

學校也可在三年之中靈活調配獨立專題探究的課時，以配合本科的整體課程規畫。學校

若安排不同或者額外教師處理學生的獨立專題探究，則須在課時的安排上兼顧時間表的

編排問題。 

事實上，進行獨立專題探究所需的能力，通常可以透過配合單元的情境學習而獲得。因

此，並不一定需要將研習單元和進行獨立專題探究兩者的課時截然分開，特別是在中

四，獨立專題探究尚處於預備階段的時候。透過對單元中的議題進行探究，學生可以學

習如何提出問題和如何優化問題。學生也可以在學習各單元的情境中，透過檢視其他人

的研究方法和結果，或者自己進行一些小規模的研究，對研究和調查獲得一些認識。 

因此，本科的課程架構並未為各單元在三年之內的學習編訂固定的先後次序，也未為獨

立專題探究的推行指定一套刻板的時間安排。校本課程的組織，可因應教師的專長、學

生的特徵和學校的其他情況，靈活採用不同的進程和時間安排。 

事實上，能照顧學校的不同處境和學生各種需要的方案甚多。例如，學校可調動每年教

授單元的次序；或考慮將本科於每周／循環周的課時分成兩段，讓學生在兩位教師的指

導下同時修讀兩個單元。學校在規畫學習進程時，不一定要將各單元完整地連續不斷處

理。有些或甚至所有單元，可以「分拆」為不同部分，並於不同的年級按不同的情況考

慮而施教。教師可抽取每個單元的部分內容，分別於中四學年及中五學年的上半部分讓

學生研習，從而令學生在決定獨立專題探究的題目之前，對課程內容有全方位的接觸。

當各單元的探究問題或主題是包含相同或類近的概念時，可以在同一學期或一學年之

內，一併或前後緊接地供學生探究。部分對中四級學生感興趣的議題，可以在中四學年

探究；而與中六級學生的生活相關的議題，則可以在中六學年研習。教師也可調整獨立

專題探究，以分佈於三年的課時之內。學生若在初中的專題研習中獲得良好的經歷，可

能較為容易開展獨立專題探究，需要的課時可以相對較少。規畫通識教育科學習進程的

原則，以及可供參考的例子，將於本科的專業發展課程中進一步展示，並利用通識教育

科網上資源平台與各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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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課程規畫策略 

在規畫如何實施高中通識教育科課程時，學校可盡量利用本科靈活而開放的課程設計，

並考慮採用下列的課程規畫策略。 

3.3.1  課程詮釋 

本科的課程主要是以一些探討的問題來展現。教師在詮釋課程時，須轉化這些探討問

題，成為議題探究的學與教過程；當中教師應協助學生理解本課程與他們日常生活經驗

的關係。由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舉辦的高中通識教育科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其中一個

核心部分「課程詮釋」，會就設計單元、主題或跨單元主題的議題探究的教案，提出建

議。 

從課程文件到議題探究的教案 

一位於沙田循道衛理中學任教高級補充程度通識教育科的經驗教師，採取以下的

步驟，訂定課程各單元的教案： 

● 小心研習課程所訂定的探討問題，識別問題中隱含的主要概念；同時，適切

地考慮學生的已有知識和興趣，以及教師可運用的時間 
● 詳細列出主要概念間的相互關係 
● 擬訂涉及這些主要概念的議題 
● 為各項議題設計較為仔細的探討問題 
● 為一連串的課堂擬訂教案，當中包括涉及知識、技能和態度的學習目標、學

與教活動、延伸活動和課業等，並同時考慮評核的設計 
 
詳情請參閱第 121 頁附錄二，有關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個人成長」單元

的其中一個課題的教學設計樣本。 

 
 
3.3.2  初中課程與高中課程的銜接 

與其他高中科目一樣，高中通識教育科的課程設計，建基於學生基礎教育階段在八個學

習領域的均衡學習經歷。學校應按《學會學習》（2001）、《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和各

《學習領域課程指引》（2002）的建議，檢視本身的初中的課程，以確保學生在不同學

科能獲得堅實的基礎知識，並在共通能力、價值觀和態度方面均有良好的發展。各單元

的起首部分（本課程指引第 14、20、26、31、35 及 39 頁）均列明該單元在「基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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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相關學習經歷」，是教師的重要參考。高中通識教育科教師宜多與初中的教師溝通，

以對學生在不同範疇的學習成果作出正確的估量。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2002)推行四個關鍵項目，包括從閱讀中學習、德育及公民教育、

專題研習和運用資訊科技進行互動學習，藉以培養學生的共通能力，以及促進他們自主

學習。這些關鍵項目可為學生將來學習高中通識教育科課程奠定堅實的基礎。 

在初中推行跨學科／學習領域的專題研習 

跨學習領域的專題研習是培養高階思維能力和多元智能的有效方法，因此已被不

少中學採用，作為初中主要課程改革策略之一。學校為此成立專責委員會或工作

小組，並分配足夠的課時（如安排課堂進行專題研習工作坊）。在初中成功推行專

題研習，有利於裝備學生進行高中通識教育科的獨立專題探究。 

（請參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2002）系列中的 3C《專題研習》小冊子，並可

瀏覽教育統籌局的網頁 http://cd1.emb.hkedcity.net/cd/projectlearning/index.html ，

以獲得更多有關專題研習的資料。） 

 
 
通識教育科的目標之一，是鼓勵學生識別不同議題背後的價值取向，發展並運用批判性

思考能力及創造力，以及從多角度思考作出判斷。初中課程可引入各種配合這目標的學

與教策略，例如辯論、角色扮演和分組討論，讓學生發揮探索精神，培養他們的思辨能

力。 

為學生分組討論作準備 

分組討論是通識教育科教師經常應用的學與教活動。不過，分組討論要有成效，

必須先讓學生具備一些技能，例如須幫助學生學會如何帶領分組討論、記錄討論

重點和各種細微的小組溝通能力。學校可透過初中不同學科的協作和分工來讓學

生掌握有關技巧，使學生能善用高中通識教育科課堂中的分組討論和小組活動時

間。同儕學習和團隊協作是重要的終身學習技巧。請參閱第 122 頁附錄三，關於

教師採用不同策略來準備學生進行分組討論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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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學校須利用靈活的初中課程組織，為學生提供均衡的學習經歷至為重要；另一

方面，學校卻並不需要以相應的初中「通識教育科」，作為實行高中通識教育科的預備

措施。學校若為騰出課時推行初中「通識教育科」，而將各學習領域（如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科技教育等）中，對學生知識基礎甚為重要的必需學習內容作出刪削，則是

不智的做法。 

3.3.3  照顧學生差異 

為了幫助所有學生達到本課程的學習宗旨，教師可根據學生能力的差異而提供不同程度

的支援和指引。 

照顧學生能力的差異 

在嘗試了解個別議題的背景時，學習能力較高的學生可能只需要教師稍加指引，

便可以整理好重要的事實和資料；學習能力較弱的學生則可能需要教師提供較多

的資料，才可以自行展開探究。 

教師可按學生的能力和需要而調適學習活動。例如對部分學生來說，進行獨立研

究是一項較高難度的挑戰；在這情況下，教師可以利用規模較小、難度較低的課

業，逐步建立學生的能力和信心。不過，大部分學生都需要具挑戰性的課業來提

高學習動機和發揮潛能。 

 
 
為通識教育科設計的課程規畫應包括不同種類的學習活動，以配合不同學習風格的學生

的需要，培養不同的能力。 

照顧學生學習風格的差異 

有些學生可以較為有效地透過聆聽和閱讀來學習，有些則需要透過親身體驗才能

夠有較佳的學習成效。但是大部分學生需要多元化的學習模式，才能發展不同的

能力，維持學習興趣，以及進行反思。教師應採用各種學習資源，例如文本和視

聽材料等，以照顧學習者的不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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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間的差異可以轉化為彼此學習的良好機會。教師安排分組學習活動時，可善用這

些差異，讓具備不同能力的學生擔當不同角色和作出不同貢獻。 
 
 

學生差異帶來的學習機會 

不同長處的學生 

讓擁有不同長處的學生合作共同完成課業，並在過程中互相學習。舉例來說，在

分組討論中，領導能力較強的學生可擔當召集人；語文能力較佳者可負責總結和

匯報討論結果；勇於發言的組員則應就著討論課題多發表意見；分析能力較高的

學生應多觀察、多評論。在初期，討論活動中的角色分配，應貼近學生的專長和

意向；當熟習了討論形式的學習過程後，他們便可輪流擔當不同的角色；而與此

同時，發展學生的長處之餘，留意改善學生的弱點亦十分重要。 

 

不同背景的學生 

來自不同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可以分享彼此的觀點和經驗。例如在內地出生或與

內地親人有緊密聯繫的學生，可以與其他同學分享一些與國家近年發展相關的個

人經歷。此外，教師也可邀請家庭背景不同的學生描述其經驗和見解，好讓學生

更全面地探討香港的生活素質。請參閱第 124 頁附錄四有關天主教南華中學教師

的分享。 

 

選修不同科目的學生 

選修不同科目的學生可以互相分享學習所得。舉例來說，修讀歷史科或中國歷史

科的學生，可幫助其他同學明白現代中國的歷史發展或是世界貿易組織的歷史背

景；修讀生物科或化學科的學生，可以負責蒐集有關疾病的資料，並向同學匯報，

使大家在討論與健康相關的議題時有更豐富的內容。 

 
 
3.3.4  鼓勵自主學習 

教師應幫助學生培養自主學習的能力和習慣，例如盡早幫助學生掌握處理資訊的能力

（例如在互聯網上搜尋資料），以便在以後的學習中可以應用。（請參閱《基礎教育課程

指引》（2002）系列中的 3D《運用資訊科技進行互動學習》小冊子，並可瀏覽教育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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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網頁 http://www.emb.gov.hk/index.aspx?nodeid=2400&langno=2 ，以獲得更多有關

如何運用資訊科技進行互動學習的資料。） 

透過「從閱讀中學習」這個策略，可幫助學生自行拓闊知識面和角度，而無須教師在旁

指導或使用額外課時。教師可為每個單元設定一份書目，以鼓勵學生閱讀；也可設立讀

書會或不同的獎勵計畫來推動學生閱讀。在這一方面，通識教育科的教師與學校圖書館

主任和語文科教師可以有很多協作的空間。（請參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2002）系列

中 的 3B 《 從 閱 讀 中 學 習 》 小 冊 子 ， 並 可 瀏 覽 教 育 統 籌 局 的 網 頁 
http://www.emb.gov.hk/index.aspx?nodeid=2398&langno=2 ，以獲得更多有關從閱讀中學

習的資料。） 

3.3.5  運用突發議題或重大生活事件，設計跨單元課題研習 

通識教育科提供大量機會讓學生探究身邊事物和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所以，時事的

最新資訊可以多加採用。教師在規畫課程時，宜預留空間與學生討論一些突發的議題或

重大的生活事件，從而把通識教育科與日常生活聯繫起來。（請參閱《基礎教育課程指

引》（2002）系列中的 3A《德育及公民教育》小冊子，並可瀏覽教育統籌局的網頁 
http://www.emb.gov.hk/index.aspx?nodeid=2397&langno=2，以獲得更多有關透過生活事

件方式推行德育及公民教育的資料。） 

有關突發議題或生活事件往往可以將三個學習範圍內的不同單元的主題和探討問題聯

繫起來。教師可以利用這些跨單元的課題，將課程內建議的探討問題重組，以幫助學生

認識各單元之間的聯繫，以及理解本科的跨學科、多角度的特性。第 126 頁附錄五為

此類教學設計的例子。 

因此，教師不必按本課程指引中各單元所列的問題的建議次序一一處理。各單元內所建

議的次序，只是眾多可行探究的進路之一。不過，為確保已涵蓋各學習範圍的學習重點，

教師須謹慎的審視課程。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的「課程詮釋」部分，幫助教師運用本科開

放及靈活的中央課程架構來發展通識教育科的校本課程。 

3.3.6  與其他學習經歷和全方位學習機會的聯繫 

三年制高中課程把百分之十五至三十五的整體課時分配作「其他學習經歷」，其中包括

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以及藝術及體育活動。這些學習經歷除

了可以達到本身的既定目的外，也可以豐富學生在通識教育科的研習。例如在獨立專題

探究中，學生可透過學校安排的藝術活動（例如參觀香港藝術博物館），獲得與有關「藝

術」的主題相關的獨立專題探究的意念和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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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的經歷可豐富和擴闊學生的學習。例如透過參與社會服務，學生可親身獲得

有關社區某些層面的知識，並刺激他們反思自己對社會所須承擔的責任；安排學生到本

港的鄰近地區考察，可讓他們從比較角度研習本港的議題。（請參閱《基礎教育課程指

引》（2002）系列中的 6《全方位學習 – 切身體驗 • 豐富學習》小冊子，並可瀏覽教育

統籌局的網頁 http://www.em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3110，以獲得更多相

關資料。） 

學生探討香港經濟問題時的反思 

沙田循道衛理中學的中四級學生在深水埗和跑馬地進行綜合人文科1的實地考

察，以探討香港財富不均的情況。他們驚訝於兩區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極大。其

中一位學生有感而發：「一直以來，我認為香港是國際金融中心，因此與不少國家

的人民比較，香港人應較富裕。可是，當我看見很多深水埗居民生活在窘迫境況

中，我感到很詫異。我曾訪問一位老婆婆，她居住在一幢細小而破爛的舊樓角落，

每天的收入少於一元，卻要每月繳付三十元租金；這情境讓我深深地體會香港的

貧富懸殊問題。」 

另一位學生也回應：「這次考察令我眼界大開；我無法想像在這細小的香港中，兩

區居民的生活水平會有這麼大的差距。多次的探訪，加深了我對香港的認識，同

時擴闊了我的視野，不再受我的住處所局限。」 

 
 
3.3.7  跨課程協作 

教師可探討跨課程協作的可能性，從而體現通識教育科在課程中的聯繫作用。例如語文

科教師和通識教育科教師可合辦每年的班際辯論比賽，前者專注學生的溝通能力，後者

幫助學生發掘有關議題和論點。通識教育科教師也可與數學科教師協作，設計一些活動

來培養學生在統計方面的素養。通識教育科教師可與中國歷史科教師商討兩科的教學進

度，協調學生有關當代中國課題的研習。本科教師也可與學校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聯合

舉辦活動，促進學生對香港社會的了解，並提升他們的公民意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是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領域內的跨學科科目，為在該學習領域內只

修讀一個學科的學生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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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與英國語文科（中四至中五）的協作 

培正中學有二十位學生，選修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這

些學生的校內學業成績優異，並以綜合人文科作為自己於 2005 年報考的第十科中

學會考科目。每週共有三課節的綜合人文科，由一位綜合人文科教師與另一位英

文科教師進行協作教學。英文科教師也為該組學生每週教授七個英文課節。和許

多英文科教師一樣，這位英文科教師常常運用報章及雜誌內容來教授語文技巧；

不過，為著這一班學生，他會特別選取與綜合人文科各單元相關的資料，還會調

適與綜合人文科有關的學習資源，以增進學生的閱讀能力。與此同時，為了鞏固

學生在綜合人文科的學習和提升他們的寫作技巧，教師會要求學生採用不同的寫

作風格來完成綜合人文科的作業，並透過討論綜合人文科的相關議題，讓學生發

表及交流意見，鍛練說話及聆聽能力。 

這位英文科教師對於綜合人文科與英國語文課程的協作有正面的評價：「綜合人文

科與高中英國語文課程相輔相成。大部分英文科的課時都應用於培訓語文技巧，

而綜合人文科則能提供讓學生接觸更多社會及時事議題的平台。此外，學生的讀

寫能力會因綜合人文科所提供的大量閱讀和寫作的機會而進步不少。」教師也非

常滿意學生於該次綜合人文科中學會考的考試成績。 

中國語文科（中四至中五）於 2005 年引入開放而靈活的課程架構，學校可考慮在

綜合人文科和中國語文科推行類似以上形式的跨課程協作。事實上，有些學校已

經實行這類協作模式。高中通識教育科與兩科語文課程採用類似的協作方式，可

以使語文及通識教育兩方面的學習受益。 

 
 
3.3.8  全校參與模式的通識教育科課程規畫 

如前所述，通識教育科與校內其他校務計畫多有關聯。德育及公民教育、環境教育、性

教育、全方位學習、服務學習、傳媒教育、生命教育、健康教育等，均有助加強學習通

識教育科的議題。採用全校參與模式，協調和聯繫不同的校務計畫，可以使學生從中獲

益。 

通識教育科與其他校內活動的聯繫 

學校可邀請知名人士在早會或週會講授關於通識教育科的議題，也可安排在班主

任課探討與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相關的議題。另外，學校可將單元一的議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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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輔導組活動聯繫起來；並且可以在暑期或長假期舉辦活動來促進通識教育

科一些單元的探究學習，如往外地考察、露營等。 

 
 
要達成各個校務計畫與通識教育科學與教的協調，需要通識教育科科組與校內不同科

組、課程領導、副校長、校長之間的緊密合作。這當然不是說所有的學校課程計畫都須

以通識教育科為焦點，但是如果學生能體會不同活動之間的聯繫，並從中學習，那麼通

識教育科的學習時間便不用受三年 270 小時的規限了。 

3.3.9  學習與評估的結合 

評估是學與教過程中不可缺少的部分，除了是學生成績的指標外，還可以為學生提供更

多學習機會。通識教育科的學習課業應包括學生學習的評估，並為改善學與教提供回饋。 

以獨立專題探究為例，作為一項學習課業，獨立專題探究可讓學生發展不同能力和建構

知識；同時，整個學習活動也是一個評估過程。在過程中，教師監察學生的進度和研究

的發展方向。此外，學生可以透過教師提供的持續回饋，對自己的學習過程有更深入的

了解；學生有時也可從同輩處得到回饋。 

3.4 課程統籌 

良好的課程統籌能使學校進行有效的課程規畫，有助課程順利的推行和處理將來的轉

變。以下是良好的課程統籌須考慮的方面： 

3.4.1  了解課程、學生的需要和學校現況 

課程領導和教師須對本科的課程理念、目標和架構了解透徹，對學生的需要和學校現況

各方面充分掌握。要成功推行通識教育科課程，除了學校願景與本科宗旨之間的配合，

還須考慮學校和學生的優勢和需要。 

一同面對挑戰 

三位年青教師，在一間學生能力稍遜、有學習困難和學習動機欠主動的學校分別

任教地理、中國歷史和商業科。當被委派任教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時，對

於學生能否應付這個開放而靈活的課程，他們充滿疑慮。他們本身教學經驗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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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也成為他們的另一疑慮。 

為了應付挑戰，這三位教師定期在放學後會面，一同備課及分享學科的知識。他

們為學生的成就歡欣（即使多數只是很小的成就），也分擔彼此的挫敗感。他們積

極參加研討會、工作坊和綜合人文科教師網絡活動，以向其他學校的綜合人文科

教師學習；主動與課程發展處的課程發展主任協作，來為學生調適課程和發展學

與教策略。他們的努力沒有白費，學生對綜合人文科的學習興趣增加了，在溝通

和寫作技巧，發展多角度思維和分析性思維等方面也有進步。 

 
 

在時間規限內規畫課程 

通識教育科的單元採用開放的課程架構，容易造成涵蓋面很廣的印象。要在有限

的課時內幫助學生掌握重要的議題和理解單元，對很多教師來說都是個挑戰。任

教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的教師也面對相類似的情況。綜合人文科在 2003 年

實施，也是採用了與通識教育科相類似的課程設計。 

在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任教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的一位教師，分享他

如何在有限的課時內，因應學生的需要，處理似乎很廣闊的單元範圍。 

1. 單元的校本規畫 

在規畫單元的學與教時，他會考慮學生的需要、興趣和能力，而相應地將課程內

容重新組織。以下是他採取的一般步驟： 

a. 整理並找出各建議探討問題之間的相互關係 

b. 識別與單元相關的概念 

c. 將探討問題綜合及重組成為較簡單的流程 

d. 選擇一系列合適的議題，讓學生進行探究 

 

經過這種規畫過程，學習重點更清晰，議題探討的過程更順暢，課時的運用也更

有效益。 

 
2. 建基於學生已有的知識 

他認為在與學生討論新議題之前，如能先設計一些簡單的學習活動來檢視學生的

已有知識，效用很大。教師掌握了學生本身對議題的認識程度，在開展討論時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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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有焦點，也避免了浪費時間在他們已經知道的事情上。此外，如果學生能把已

有知識聯繫到學習經歷上，他們的學習動機、信心和興趣都會增強。 

 

3. 強化學生的能力 

他認為，學生若能熟練掌握共通能力，可以使學習更有效率和效能。因此，他刻

意把能力的教授嵌入議題的討論過程之中，以幫助學生在經歷單元中不同議題

時，可以真正的學會學習。當學生具備了更多能力後，便能學得更快及更有效能。 

 
 
3.4.2  組織和架構 

學校須成立課程規畫委員會為高中通識教育科課程的校本實施進行課程規畫。成員應包

括課程統籌和通識教育科教師。如有需要，也應加入其他科目的教師以協調跨學科的學

習。 

校長在推行新科目方面的角色 

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科學與科技科（中四至中五），與通識教育科有很多

共通的地方。對大多數教師來說，這些科目都是新生事物。校長可以協助綜合人

文科／科學與科技科／通識教育科的科主任有效地展開工作。一位中學校長反思

自己在學校推行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的角色，請參閱第 131 頁的附錄六。 

 
 
3.4.3  課程規畫 

本科的課程架構讓學校可以靈活地處理課程內各部分的先後次序及其組織。在進行整體

課程規畫時，教師須根據本科目標、學生需要和興趣，來決定各單元的範圍和重點。教

師也須就以下各方面作出決定：教學活動的安排、評估策略、支援探究式學習的資源選

材和設計、時間表，以及支援學生在獨立專題探究進行自主學習的措施和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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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分鐘與三十五分鐘 

為了提升學與教的素質，自 2002 年起，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推行了「新上課時

間表」，其中包括以下的變動： 

 
● 每日上課節數由九課節減少為六課節； 
● 每課節時間由四十分鐘增加至五十五分鐘，而在夏令上課時間表則每課節由

三十五分鐘增加至五十分鐘； 
● 由「六日循環周」改為「七日循環周」，以增加總上課堂數。 

 
採用新上課時間表的好處如下： 

● 節省因課堂之間往返特別室及課室間的轉接時間。每天上課的總時數雖然沒

有改變，實際的教學時間卻增加了。 
● 有助提升教學的質和量：因為每節課的時間延長了十五分鐘，教師有較多課

時運用不同的策略，包括：運用資訊科技、辯論、分組討論和不同的互動課

堂活動，藉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鞏固學生的課堂學習。 
● 加強學生的專注力：學生每天學習的科目減少了，可以更專注學習。 
● 教師有更大的備課空間：由於每天的課節、科目及班級減少了，教師有更多

空間來備課和改善教學活動的設計，學生也因而得到更大的學習效益。 

 
 
3.4.4  加強專業發展 

通識教育科作為三年制高中課程的核心科目，並且由三個學習範圍和獨立專題探究組

成，推行時會涉及校內為數不少的教師，其中所具備的專長也各不同。在考慮編配教師

任教合適的學習範圍或獨立專題探究時，學校須考慮教師的興趣和專長。有鑑於本科科

組由不同學術背景的教師組成，因此也有需要促進教師間的意見分享。有關教師的專業

發展的優次，應按教師在科組中負責的崗位和任教的部分而安排。設定共同備課節和鼓

勵同儕觀課，可培養正面的教師學習文化和團隊精神；成立通識教育科學習小組或舉辦

校內教師發展工作坊，則可提升通識教育科教師和其他教師之間的專業交流。 

一位通識教育科主任的經驗分享 

通識教育科主任與其他科目的科主任面對的挑戰頗為不同。通識教育科教師大都

不是本科的「科目專家」，他們往往也另外任教自己主修的科目。通識教育科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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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因此較其他科目的教師需要更多的協作和專業發展；而且，部分教師在開始任

教通識教育科時，並非出於自己的意願。 

一位通識教育科／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科主任的經驗，或會對這議題有所

啟迪。請參閱第 132 頁附錄七。 

 
 
3.4.5  發展學與教資源 

本科學與教的成功，有頼運用合適和適時更新的不同類型資源；所以教師須共同努力建

立本科的學與教資源庫。學與教資源庫可包括用以支援學生自主學習的材料。網上資源

庫能提供涵蓋面廣泛、形式和風格各異，和代表不同觀點的學習資源，這些資源對本科

的學與教有更大幫助。教育統籌局會在這方面提供有用的資源，例如通識教育科網上資

源平台；而其他機構，例如高等教育院校、非政府組織、社會服務組織及商業機構、學

者和專業人士等所提供的資源，都可利用來支援本科的學與教。 
 
 

圖書館主任在建立教學資源方面的角色 

距離推行高中通識教育科仍有一段時間，顯理中學的圖書館主任已開始著手準備

蒐集資源以支援通識教育科的學與教。在此之先，她覺得自己有需要對通識教育

科的理念、科目的性質和課程架構有所認識，因此，她參加了與本科有關的研討

會和工作坊。及後，她取得了校方的財政支持，開始循以下途徑為本科建立資源

庫： 

1. 搜尋並檢視不同機構製作的學與教資源，並把有關資源分類為教師及學生的

參考資料。 

2. 了解到通識教育科聯繫不同科目的知識和角度，因此，其他科目的參考資料，

也可能適用於本科。於是，她重新檢視圖書館的館藏，並重新編訂分類。 

3. 擴大期刊和雜誌的館藏，以提供更多與通識教育科相關的議題的最新文章和

評論。 

4. 諮詢將來負責任教通識教育科教師的意見，制訂學與教資源的購置清單。她

也鼓勵同事，如果發現市面上有合適的教材，可向她提出購置建議。 

5. 訂閱網上報章等網上資源及搜尋相關的網站，並作出分類，方便資料的檢索

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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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期望到 2008 年的時候，基本的館藏已經準備就緒，並在新課程實施後，能在

此基礎上繼續發展其他資源。 

 
 
3.4.6  處理轉變 

為了讓本課程可以持續發展，學校須監察本課程的進度和評估學與教的效能。通識教育

科科組可進行行動研究或自評，以定期檢討本科的學與教。這些研究活動可為教師能提

供寶貴的數據，以提升和完善本科的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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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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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與教 

本章就通識教育科課程之有效學與教提供指引和建議。本部分應與《高中課程指引》

（2007）第三冊一併閱讀，以便了解以下有關高中課程學與教的建議。 

4.1 知識與學習 

4.1.1  知識的觀念 

在知識型社會裏，知識以不同形式存在於各種情境中。一方面，各種學科的既有知識能

幫助人們加深對現今世界的了解；另一方面，知識是靈動多變的、可以按情境理解、具

多學科性質，並由個人和社群建構而成。因此，學習者可以透過聆聽授課、閱讀及模仿

等活動汲取知識，也可以從自我反思及體驗中學習，或是通過與其他人的互動、協作和

對話建構知識。 

通識教育科在三年制高中課程中擔當重要的角色，例如協助學生聯繫不同學科和形式的

知識、與他人共同學習並互相學習、培養他們「學會學習」的能力。學生從不同學科的

知識、個人經驗，以及自己與人文世界及物質環境的互動而建構意義；並且通過探討當

代議題，將以上聯繫起來。教師面對的挑戰，在於所採取的教學法，須配合知識靈動多

變的性質，並且促進學生發展終身學習的能力。 

4.1.2  透過議題探究建構知識 

通識教育科的知識建構過程，涉及課程的三個組成部分的元素，即知識、共通能力及價

值觀和態度。 

知識內容的定位 

通識教育科不否定各學科知識和事實的重要性；事實上，得自各學科的「內容」知識，

包含了事實、概念與觀點，有助深入理解通識教育科所涉及的複雜議題，也成為進一步

汲取資訊和建構新知識的基礎。因此，學生汲取的知識，可以與議題探究學習的知識建

構過程，和通識教育科的其他學習模式，有意義地聯繫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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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解深刻的講課 

一位修讀高級補充程度通識教育科的學生分享一次參加講座的愉快經驗： 

「因著中國語文及文化科老師的推介，我參加了一位著名學者的講座，題目是當

代中國社會環境下的孝道。原以為講座會是相當沉悶的，我卻出乎意外地聽得津

津有味。這位講者學識淵博，準備充足，提出了很多深入的見解。我從講座中汲

取了一些重要的概念與觀點，能聯繫起人際關係單元的不同學習經歷。」 

 
 
通識教育科的每個單元涉及若干關鍵的概念。這些源自不同的學科、甚至是跨學科的關

鍵概念，是重要的「建設框架」（參閱第 81 頁的第 4.4.1 節），讓教師用於支援學生

的探究過程，或探究活動後的綜合解說（參閱第 83 頁第 4.4.2 節）。 

教師直接傳授、學生搜尋和閱讀文獻，均為汲取知識及事實的有效快捷方法；自我建構

及人際互動，則有助加深對有關議題的理解，建立整全觀點。 

汲取知識的不同途徑 

以下是從訪問而得，數位修讀高級補充程度通識教育科的學生的意見： 

搜尋更多資料 

● 「如果我們只是單單聽課，學習便流於被動……如果要求我們進行專題研

習，便會推動我們搜尋更多資料……在搜尋和組織資料的過程中，我們對題

目已經能深入了解。」 

雙向的交流 

● 「老師講及某件時事，會引起我的興趣去找尋更多有關的資料。我會翻查報

章、瀏覽互聯網，以取得更多資料及觀點。這樣，我便能與老師進行雙向的

交流，而非僅僅被動地接收講授的內容。」 

原來的訪問片段上載於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請登入 www.ls.hkedcity.net，選

擇語言，然後點選「教學策略」，再點選「教學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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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能力和思維工具的定位 

學生透過八個學習領域，和基礎教育的整體學習經歷，發展高階思維能力。通識教育科

為學生提供繼續綜合應用共通能力的情境，在學習與施教的過程中幫助學生建構知識。 

發展學生的共通能力，可以採取不同的進路，視乎學生的發展階段及個別課堂的目標而

定。教師可在直接傳授的過程中，利用思維工具（例如：腦圖、各種思維模式），促進

學生的思考；或者就個別單元或議題，設計讓學生應用共通能力的課業（例如：解難課

業、創作過程等），以發展學生的能力。在某些情況下，教師可以將某種能力再細分爲

次級能力，並在相同或不同的情境中，讓學生逐一練習直至能掌握該種能力；在另一些

情況下，教師則可以採納整全性的觀點，將各種能力的發展視為提升整體能力的過程。 

發展共通能力的不同方法 

一位高級補充程度通識教育科教師，舉例說明如何在通識教育科培養學生的共通

能力。 

● 運用資訊科技能力：學生有很多機會從網站搜尋資料、在網上論壇內交流意

見及利用簡報軟件發表意見。 

● 研習能力：在探討議題時，學生學習從不同渠道搜尋資料、並且加以消化和

組織。學生也需要監察自己的進度，並作出相關的決定。 

● 協作與溝通能力：學生參與不同的活動，例如分組討論、辯論及角色扮演等。 

● 創造力：通識教育科能兼容不同的意念及觀點，這樣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創造

力。 

● 解難能力：學生學習就不同的政府諮詢文件作出回應。他們需要了解相關的

議題，並提出切實可行的建議。 

 
 
價值觀及價值教育的定位 

通識教育科幫助學生實現全人發展，成爲具識見、負責任的公民的教育目標。通識教育

科選取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的課程內容，涉及多樣化而相抵的價值觀，從而協助學生理

解人類的重要關注。學生除了要明辨和理解其他人的意見和價值觀外，也須建立自身的

價值體系，作為反思、判斷和決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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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向學生傳授價值觀，往往不能達到預期目標。較理想的教學法，應協助學生分辨觀

點背後的價值觀，透過價值澄清與反思，加強情意的發展，使學生有作出選擇的能力。 

教師中立位置的爭議 

教師應否對學生的價值判斷發揮具主導的影響，是極富爭議的議題。有人認為在

課堂討論爭議性議題時，教師應站於中立的位置，即應避免透露自己在該議題的

立場，以免其「權威性」觀點影響了學生的判斷。此外，也有人不同意教師採取

完全中立的立場，認爲在討論過程的某一點，教師應清楚表明自己的立場，然後

公開接受學生提出的挑戰。 

儘管如此，對於教師可以成為良好的楷模，在建立正面的價值觀和態度方面，可

以為學生帶來正面影響的這一點上，相信無人存疑。教師能有尊重多元、包容差

異的表現，可使學生學習尊重他人的行為，並內化為自身的價值觀。教師亦可從

親身經歷，分享自己如何致力為社會謀福祉的正面價值觀，例如在求學時期參與

社區服務如何塑造自己對人生和職業的態度。 

 
 
4.2 主導原則 

以下爲通識教育科有效學與教的主導原則。 

● 建基現有優勢：學生和教師的長處和獨特之處，都應認同和珍惜。觀察香港的課

堂，不難發現其中很多優點，皆屬於華人學生（例如：強調以努力取得學術上的

成就及學生追求成就的原動力來自社會認同）及教師（例如：強調學術性科目及

道德責任）具備的特徵。 

● 掌握已有知識和經驗：學習活動應按學生的已有知識和經驗來籌畫。教師可能要

在研習單元或議題之前，採取不同策略以探求學生的已有知識和經驗。 

● 理解學習目標：每項學習活動的設計，應具備清晰的學習目標，使教師和學生都

可以理解。學與教的布置也應具備彈性，以應不時之需，並鼓勵學生建構個人知

識，及為未可預計的學習成果留有學習的空間。 

● 促進理解的教學：教學法的選取旨在讓學生能以其所知，靈活應變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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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獨立學習的教學：培養學生的共通能力、反思及批判思考的能力，應透過配

合課程內容的適切環境而設計學習活動。教師應鼓勵學生負起學習的責任。學生

應能清楚說出自己所學和未學的內容，以及提出改善學習的措施。 

● 促進學習動機：學習的效能繫於學生的學習動機。教師應使用適當的策略，提高

學生的學習興趣。 

● 有效運用資源：利用多樣化教學資源協助學習。 

● 務求學生盡量參與：在進行學習課業時，務求所有學生投入參與及專注於學習。 

● 協調評估和學與教：回饋與評估應視爲學與教不可或缺的部分。 

● 照顧學習多元化：學生的特點及能力各有不同，教師應運用各種適當的策略，照

顧學習多元化。例如建立學習社群，使具備不同才能的學生可以彼此支援學習。 

4.3 取向與策略 

通識教育科採納議題探究模式，並且以該模式為選擇課程內容和教學法的取向。通識教

育科的學與教，以探究一系列經常出現的當代議題為中心。教師應幫助學生理解這些議

題的多變、複雜和具爭議性的本質。在探究議題的過程中，學生可引入自己的個人經驗，

並接觸一手資料。學生應學習從多角度審視議題和資料以及評鑑不同的觀點。 

通識教育科的議題探究模式，與直接傳授的教學法相輔相成。事實上，本科需要應用的

教學策略十分多元化，並且涵蓋直接傳授以至探究式的取向。本章以下部分將對議題探

究模式加以闡釋，也會討論如何選取合適的策略，以配合本科不同的學與教目標。下文

各例子所作出的建議，並非教授有關課題的唯一策略。多樣化的教學策略，可照顧不同

學習風格和能力的學生的不同需要；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個學習過程，也可以讓

學生達到多重的學習目標。 

4.3.1  議題探究及多角度思維 

圖 4.1 說明本科在進行議題探究時涉及的不同過程以及這些過程怎樣有助培養學生的多

角度思維能力。按照定義，一個議題會涉及不同價值觀和利益的觀點（即圖中第 II 部

分）。如果對相關的事實和現象的理解不足，或者欠缺合適的概念作出分析，便不可能

對不同的立場作出持平的評鑑（第 I 部分）。探究議題不應止於勾畫出分歧和了解爭

論；教師應引導學生按理據作出判斷，以求改善社會福祉（第 III 部分），或聯繫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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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度作出最合適的或持平的決定，而並非單單抱持負面的「批判」態度。 

此外，議題探究的目的，不在於以抽離式的發展對議題的理解，而在於作出實用性的判

斷。任何實用性判斷的素質，取決於在何種程度上考慮到事實本身，以及不同人士如何

詮釋對事實的實際意義和它的重要性。此外，在議題探究的部分過程中，學生可以透過

選取相應的行動以驗證自己的判斷，並評估該等行動對他們自己和他人產生的後果，由

此引發他們修訂自身的判斷。簡而言之，學生是透過雙重的步驟來建構本身的實用知

識，包括對議題的理解以及對這種理解的行動驗證。 

過程 與培養多角度思維的關係 

( I ) 
掌握事實、 
理解現象、 
澄清概念 

● 資料的不同來源 
● 採集資料的不同方法 
● 不同的詮釋及解釋 
● 不同的關連 
● …… 

( II ) 
明白有關的分歧和衝突 

● 不同的價值觀 
● 不同的利益 
● 不同的信念 
● …… 

( III ) 
進行反思、作出評鑑、判斷、 

探求出路、付諸實踐 

● 考慮多方面的論據 
● 權衡正反兩方的觀點 
● 提出理據和解釋 
● 作出行動、評鑑和接納結果 
● 修訂立場 
● …… 

圖 4.1 議題探究的過程與培養多角度思維的關係 

 
圖 4.1 強調透過議題探究的過程培養多角度思維。學習者不單能從不同界別人士的背景

和價值觀，明辨他們所持的「主觀」看法及意見；他們也會細心地評鑑和詮釋「客觀」

的資料和知識。在構建對議題的概念時，學習者需要考慮正、反面論據的重要性，並留

意所選立場的限制和其他可能的選擇。 

上圖的三個部分，在探究過程中並非互不相關，也不是直線演進的步驟，而是互相交織

和彼此回饋的。當學習者搜集更多與議題有關的資料時，新的矛盾和爭議便會出現；當

學習者嘗試處理不同衝突時，可能需要更多資料，新的概念可能會因此出現；當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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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學習過程和評估探究的結果時，新的議題和問題可能會産生，因而需要搜集和分析

更多資料。因此，經歷了整個探究過程後，學習者產生的問題可能比答案還多；不過，

對有關議題的理解，也更為豐富和深入。 

4.3.2  有系統地研習議題 

圖 4.2 有系統地勾畫了其中與學生研究議題時經常採用的一種方法。方向圈箭咀顯示探

究議題時的邏輯進程。反饋圈箭咀顯示當探究過程中某一步驟未盡完善時，便須返回先

前的步驟。右列為學與教策略的例子，當中涉及探究和直接傳授取向的交替運用。這個

例子的優點在於以學生積極參與發掘本身的意念為起點，而非先由教師輸入新資料。這

將有助促進學生對探究而產生的擁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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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探究的步驟  學與教策略的例子  

 [1] 決定議題  腦力激盪、使用新聞剪報  

 ⇑   ↓    

 [2] 考慮議題所涉及的範圍  小組協作、全班討論、協商  

 ⇑   ↓   

 [3] 搜集及輸入資料  講課、參觀、搜集資料  

 ⇑   ↓   

 [4] 組織資料  腦圖、撰寫日誌、小組匯報  

 ⇑   ↓   

 [5] 分析資料  
分組討論、組際回饋、 

專題研習 
 

 ⇑   ↓   

 [6] 審查可能產生的結果  角色扮演、模擬、訪問  

 ⇑   ↓   

 [7] 評估每一可能產生的結果  全班討論、辯論、調查  

 ⇑   ↓   

 
[8] 對可以實行的結果， 

作出判斷／決策 
 

撰寫文章、訂定服務社區 
的行動計畫、總結報告 

 

 ⇑   ↓   

 
[9] 制訂計畫 

以重新審視判斷／決定  個人反思、分組討論  

方向圈→ 

回饋圈 ⇒ 

圖 4.2 有系統地研習議題的例子 

以上進路並非議題探究過程的唯一模式。因應議題的不同性質，所涉及的步驟、選取的

策略及施行的先後次序，都可能有相當多變化。正因為在探究的過程中，數據和資料會

不斷湧現，學習者會面對新的問題，並需要根據新資料所反映的情況而運用不同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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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選取合適的策略：配合目標 

在選取學與教策略時，教師應考慮探究的階段，以及學生的已有知識、學習風格和能力。

不同的學與教活動，例如直接傳授、探究活動、互動活動等，皆可供適當地運用，以配

合每堂課的重點和學生的需要。選取合適的策略的主要原則，便是「配合目標」。 

通識教育科要達到的教學目的非常廣泛，因此沒有單一的教學法能滿足課程的全部要

求。圖 4.3 是三年制高中課程採用的學與教的基本架構，顯示了可用於配合不同目標的

教學策略；其中的各個教學策略是一個延續的排列，其與圖中 A 至 E 點相關的說明例

子，會於本章餘下部分作出解說。 

 

學習是 
成果 過程 共同建構 

學習社群  

 
 

有意義的學習 
怎樣學？ 
（教學及評估） 

 
 

共通能力 

 
 

學甚麼？ 
（課程） 知識內容 

(來源、理解、 
結構及性質) 

 

 

 

 

教學是 
直接傳授 探究 共同建構 

由 A、B、C、D 及 E 所代表的教學例子，分別載於第 74、75、77、80 及 141 頁。

圖 4.3 學與教的取向 

香港的課堂，在學與教的實踐上有很多現已存在的優勢，教師應建基於這些優勢，擴闊

自己熟悉的教學策略，及根據不同的情境和目的，適切地運用出來。須注意的是：教師

不應不作選擇地為採用新的策略而放棄其原來行之有效的策略。 

請登入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瀏覽有關高級補充程度的通識教育科、綜合人文科（中

四至中五）和科學與科技科（中四至中五）的學與教示例。（教師可登入以下網址：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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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s.hkedcity.net，選擇語言、點選「教學策略」，再點選「教學示例」。） 

教師的直接傳授 

如前所述，通識教育科雖然強調議題探究，但並不否定直接傳授的重要性。倚仗使用直

接傳授的方法來傳達概念或事實，可以是一種具備效率和效能的方法，讓學生汲取所需

的知識內容和一些程序性技巧。事實上，很多國際研究指出，全班授課的施教方式對亞

裔學生的學習和成績有正面的影響。假如學生能投入教師的講授內容，簡短的講授能使

學生在短時間內了解議題的背景、相關的理論和事實等，好的錄像節目，能以詳細的研

究和生動的表達方式，傳遞強而有力的信息和豐富多采的資訊。在學生探究議題之前，

兩者皆可用來支援通識教育科的探究活動。其他直接傳授的例子，包括教師示範某些技

巧及向學生指定閱讀書目。 

教師亦可利用直接傳授作為回饋學生學習的方式，糾正學生在討論或探究式學習過程中

對事實和概念的誤解，或照顧個別學習者的問題和需要。直接傳授也可與師生間的討論

或學生的分組討論交替施行。教師可以透過協作行動研究，找出最適合自己學生的選擇。 

在直接傳授的過程中，課堂的互動基本上是由教師主導的，對課堂的目標、內容、組織、

步伐和方向，可以有較多的控制。不過，教師須鼓勵學生對課堂內容提出問題，並且在

適當的地方進行討論，以提升思維能力。教師必須在通識教育科的課堂預留足夠的空

間，進行以討論爲主導的探究活動。 

有效運用直接傳授 

一位任教通識教育科的資深教師，在教授「人際關係」的單元時，選擇用了部分

課時來講解艾瑞克森（Erik Erikson）有關人類發展的八個階段的理論。艾氏理論

所提供的觀點，有助理解身份形成和身份擴散等概念。採用直接傳授來講解理論

的原因如下： 

● 準確：就如艾氏理論的複雜內容，較好的做法，是由教師向學生介紹理論的

概要，使學生掌握該理論的主要元素，避免產生錯誤的理解和演繹。這對於

往後須援引這些理論而進行的議題探究，尤為重要。 

● 通達：艾氏原來的著作的讀者對象並非中學生，因此，學生也較難理解。通

過直接傳授，教師能將該理論的內容轉化至學生可以明白的水平。 

● 有效率：運用直接傳授，學生能在短時間內，掌握複雜的艾氏理論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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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該教師在直接傳授的同時，也輔以討論活動和課業，以確定學生

對理論的理解及具備應用理論於議題探究上的能力。 

此個案是第 73 頁圖 4.3 內 A 點的例子。 

 
 
學生的探究 

教師應擔當學習促導者的角色，盡量製造機會，讓學生在透過搜集資料、尋找不同的看

法、探索價值觀的差異時，實踐學會學習的能力。在教師的鼓勵和指導下（例如透過建

議資料來源，提出問題以協助收集資料），學生應主動開展與課程相關而規模不同的獨

立探究。 

除了獨立專題探究的課程要求外，教師也可就不同主題或單元，安排學生進行較小型的

探究課業。通過這些課業，培養出學生自主學習的能力和取向，並且建構與各單元相關、

個人化和配合情境的知識。 

網上探究回饋的意外發現 

聖公會陳融中學一位任教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的教師，描述教授「當代中

國的發展」單元的經驗。教師先向學生講解該單元的一些背景資料，然後要求學

生就自己感興趣的議題擬訂一個問題，張貼於「新華網」（由新華社主持的綜合網

站）上，並向教師呈交收到的回覆。教師希望藉此檢視學生對單元的初步理解和

興趣範圍。這項活動結果帶來不少意外的收穫。 

內地網民的踴躍回應和長篇的回覆，令學生感到詫異。雖然每位同學所得資料的

合用程度不一，但都能從中學到不少東西。教師藉此機會與同學探討，怎樣設定

問題才能徵得有用的資料，以及處理從互聯網所得資料的技巧。 

事實上，這些網上回覆為學生往後的學習提供了良好的基礎。學生對於研習自己

獲取的材料，有很強烈的擁有感，並會殷切地閱讀並與同學分享這些材料。通過

與內地網民的交流，學生的視野得以擴闊。他們改變了對內地居民的看法，發現

很多內地人都是博學和開通的，與媒體的描述有相當差距。 

教師認為此活動從時間和成本兩方面看都甚具效益，因為它有助學生發展擬訂問

題、搜尋和選擇資料等寶貴的能力。他會考慮在教授其他單元時再進行類似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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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此個案是第 73 頁圖 4.3 內 B 點的例子。 

 
 
教師經常採用一些促進學生協作和互相學習的策略，使學生透過協作達到單靠自己所不

能達到的成果。分組討論和角色扮演是其中兩種課堂互動和對話中最常用的策略。 

當學生投入分組討論時，透過積極地組織自己的意見，並向同儕表達學習從其他人的角

度來看事物，並接受別人的挑戰。教師可採用不同措施以提升分組討論的成效，例如清

晰界定小組要達成的課業範疇、提供適當的討論材料及在小組中指派特定的角色（例如

主持人、記錄員、觀察員）。分組討論的成效，也在於學生是否掌握溝通技巧和尊重他

人。（參閱第 52 頁關於分組討論的課程規畫的部分。） 

角色扮演是引導學生了解具爭議性的議題的有效策略。對於這些議題，不同人士持有不

同的利益和觀點。學生透過扮演與自己經歷有異的角色，能擴充對他人的理解。他們有

機會體驗受影響的各方人士的感受、情緒和回應，從而學會感同身受地理解他人的觀點

和價值觀；而學生在討論和辯論過程中考慮相抵觸的意見，能以比較的角度加深對議題

的理解。 

第 133 和 134 頁的附錄八及附錄九，分別描述了高級補充程度通識教育科的角色扮演

活動，以及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的分組討論活動的示例。 

如能適當運用分組討論和角色扮演等策略，將更為配合學習知識建構過程的理念。這些

策略所強調的，正是知識並不是某種待人發掘的現存實體，而是透過協作和分享而共同

建構的理解。這種理解會因應小組成員的經驗和見解，以及討論和角色扮演的情境而得

到不同的結果。通過這些交流活動，學生也可以學到重要的人際溝通技巧。 

為了有效地促進學生的探究，教師可以進行一些教學活動，讓學生將已有的知識和相關

的經驗，聯繫所探索的議題。一個簡短的腦力激盪環節，足以讓學生表達對議題的初步

意見和概念。在探究完畢後，教師可讓學生以概念圖來表達對題目的認識，從而了解學

生的進度。 

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www.ls.hkedcity.net），提供了議題探究的其他有效的學與教

策略。教師應要運用專業判斷、選擇和進行適當的策略組合，以激發學生成爲自主學習

者，並且支援學生的知識建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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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及課業 

在各種學習活動中，學生已接觸到許多與學習議題或主題相關的意見、概念、原則和問

題等。但是學生仍要反思和組織所學的事物，以至對探究的議題，建立一套連貫的理解。

教師可以安排一些延伸活動或課業，譬如撰寫概要或報告，使學生將學習經歷連結起

來，建立個人的觀點。第 135 頁的附錄十，附有一幅由學生繪製的概念圖，概括了綜

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其中一個課題的內容。 

細心規畫的課業 

一位任教於聖公會陳融中學的教師，以撰寫報章評論作為學生的課業，讓他們有

機會將所學知識應用於生活情境中，並提高學生寫作的興趣。教師計畫在學年分

以下階段實行這項措施，引導學生達到以下目標： 

第一階段 – 學生須按自己感興趣的課題選取新聞一則，撰寫評論，篇幅不限； 

第二階段 – 學生須選取與所學單元相關的新聞一則，撰寫評論，篇幅不限； 

第三階段 – 學生須選取與所學單元相關的新聞一則，並將所學的知識，應用於評

論所選擇的議題。教師會提供更多有關撰寫評論文章的指引，以改善學生的寫作

技巧。 

此個案是第 73 頁圖 4.3 內 C 點的例子。 

 
 
4.3.4  從閱讀中學習 

學校課程的目標之一，是培養學生的獨立閱讀習慣。課程發展議會（2001）建議「從閱

讀中學習」納入四個關鍵項目之一，目的是幫助學生培養獨立學習的能力，將學習領域

及跨學習領域的學習付諸應用。「從閱讀中學習」的能力，可以提升終身學習和全人發

展的整體能力。具體來說，「從閱讀中學習」對於通識教育科有以下重要性： 

● 讓學生透過對閱讀材料的理解和建構意義，發展思維能力。 
● 培養學生對不同的意見、想法、價值觀和文化抱持開放的態度。 
● 豐富學生的知識和拓闊他們對生命的理解，以幫助他們面對人生的挑戰。 
 

「從閱讀中學習」在校內的有效實施，有賴校長、課程領導、圖書館主任和不同科任教

師的共同努力。第三章第 62 頁的例子，描述了圖書館主任為協助學校推行高中通識教

育科而作的準備內容。請參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系列（課程發展議會，2002）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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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冊子 3B《從閱讀中學習》，以進一步了解如何在學校課程實施「從閱讀中學習」。 

通識教育科作為聯繫高中學習經歷的跨學科科目，提供了鼓勵學生閱讀的理想平台。教

師應鼓勵學生，通過廣泛閱讀書籍、期刊、報章、網上材料等，探索不同的知識領域，

認識時事。教師可透過不同方法促進「從閱讀中學習」，包括：設計以閱讀為主要部分

的課堂、給予學生機會來運用不同的閱讀策略、提供相關的閱讀材料、個人跟學生分享

良好讀物，以及身體力行成為飽覽群書的學習者以作學生的模範。 

4.3.5  課堂以外的學習 

教師應為學生創造在真實情境中學習的機會，這種體驗學習可以幫助學生達到某些單從

課堂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宗旨。全方位學習的經歷對通識教育科來說尤爲重要，因爲本

科研習的正是現今社會人們真正關注的課題。 

博物館、圖書館、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都可能為通識教育科課程提供學

習的材料；此外，也有一些組織願以不同的方式支援學生學習本科，例如提供最新的資

料、製作課程資源、提供服務學習的機會，以及組織講座和參觀等。 

事實上，社區內到處都是學習的機會。在教師的指示和引導下，學生可透過觀察、調查、

面談和各種形式的實地考察來探索社區。學校也可利用本身的優勢和網絡，安排跨境的

交流計畫或探訪，以擴闊學生的視野。第 136 頁附錄十一的示例，描述內地考察團的

活動，如何聯繫到高級補充程度通識教育科「今日中國」單元及專題研習。 

4.3.6  照顧學習多元化 

學習多元化存在於每間課室。第三章已就如何選擇學習目的、組織內容和議題，來照顧

學生的不同需要，以及如何轉化班中的差異成為有利的條件，列出了一些課程規畫方面

的建議。 

照顧能力稍遜的學生 

在照顧能力稍遜的學生的教育需要時，教師應留意學生的全人需要，而不是只集中在他

們的學習問題上。教師也應對這些學生可能達到的學習成果，抱持合理的期望。要幫助

這些學生取得最大的學習效能和進步，關鍵是增強他們的信心和提升他們的自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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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改進學習 

一位任教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的教師描述他在照顧學生學習需要的經驗。

他的學生大多欠缺學習動機，並有讀寫障礙等學習困難。他認為以下的策略可以

有效改進學生的學習和動機。 

● 在學生開始學習本科前，教師嘗試識別學生的強項和弱點及學習問題的成

因，從而採取適當的策略，協助每位學生學習。 

● 調適課程規畫以配合學生的教育需要。 

● 將大部分課時用於在活動爲本的學習，如分組討論、角色扮演和模擬遊戲

等；設計多元化的活動和教學方法，讓學生邊做邊學，保持興致。 

● 調適或重寫材料，以適合學生的閱讀能力。 

● 使用多媒體和互動式學習材料，以提供豐富的知覺刺激和鼓勵學生積極參

與。例如，使用流行曲和近期的本地電視節目，與學生開展關於「本地意識

及身份認同」的討論。 

● 安排一些小型和簡單的課業，並允許學生以非文字形式（如錄像帶、圖畫）

呈交。 

● 設計包括不同難度試題的測驗卷和考試卷，避免學生因評估造成沮喪，並提

高他們內在的學習動機。 

● 鼓勵學生重視自己不同方面的成就；即使學生在學術方面未達優異成績，教

師也對他們的表現予以肯定。 

 
 
提升能力較高學生的學習 

對能力或潛質較高的學生，教師應該因應他們的學習需要，提供難度較高的學習情境，

以進一步發展他們的能力。教師須為這些學生設計「充實」的課程，以確保學習內容與

他們的已有知識沒有重疊，並且提供更多延伸學習或獨立研習的機會（例如就學生有濃

厚興趣的某一特定主題進行延伸專題研習）。學生也可嘗試較高要求的課業，以掌握較

具挑戰性的學習重點，而教師須對這些任務予以足夠的關注。最後，教師可把能力較高

的學生安排在同一小組，並完成特別設計而較具挑戰性的課業或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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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較高學生的特別角色 

一位在某所以英語教學的女校任教通識教育科的教師認為，對於能力較高的學

生，學校應提供機會發揮學生的優點。這位教師會識別在不同方面表現卓越的學

生，鼓勵她們在小組學習活動中擔當特別的角色。她策略性地將學生分成小組，

每組包括不同能力的成員，使同學互相幫助，達到共同目標。 

在進行互動學習活動時，溝通能力較好的組員，會發揮主動的角色，包括激勵其

他同學參與、給組員以即時回饋、匯報小組的成果。教師可鼓勵協作能力較強的

組員帶領分組討論、激發小組成員參與並且協調討論，以達到結論。批判性思考

能力較強的組員，則負責處理組員提供材料的真確性、制訂合理的論據；同時，

她們也會質疑組內提出的論點，並評論同學的意見。 

透過在同儕學習中所擔任的特別角色，能力較強的學生會因應本身的潛能，肩負

較艱巨和富挑戰性的責任；這些同學的參與也使其他能力稍遜的組員得益。此外，

這些學生在課堂內成功促進小組合作和互動，也能提升其個人及社交能力。 

此個案是第 73 頁圖 4.3 內 D 點的例子。 

 
 
照顧有情緒問題的學生 

學生的情緒狀況會對他們的學習造成影響。對於照顧個別學生的情緒問題，可能需要協

調學校和家庭在個人層面作出共同支援，從學生較個人的層面來處理。通識教育科的課

程，爲學生提供很多反思個人成長和身份認同的機會。「自我和個人成長」學習範疇與

學生在這些方面的生活經歷關係尤其密切，並可對學生的情緒和社交發展，帶來正面的

影響。 

教師可利用較抽離的媒介，例如詩、戲劇或電影，引出討論的議題，以此間接地幫助學

生探索自己的情緒問題。在討論某些議題時，應小心避免觸發學生的強烈情緒反應。一

般來說，在通識教育科課堂上，不應以班上成員的私人問題為討論話題，而教師也應幫

助學生保障自己的私隱和尊重他人的私隱。不論何時，任何關於個人家庭背景、性別、

外表、傷殘以及任何方面的表現的歧視性評論，都應避免。 

如果教師認爲適合，可安排「自我及個人成長」學習範疇，於學期的較後階段進行，讓

學生彼此有較深入的認識和發展互信的同儕關係之後，才探討個人方面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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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教導有情緒問題學生的建議 

一位任教於佛教志蓮中學的教師，分享了她為一向有情緒困擾和行為異常問題的

學生教授「自我及個人成長」的經驗。她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營造積極、穩定和溫

暖的學習環境，使學生建立信心和友誼。她訂立了一些課堂的行為守則，指導學

生如何適當地表達情緒，並且在日常的課堂互動中切實遵行。她也亦聆聽學生的

問題，特別是那些有嚴重情緒困擾和自我傷害跡象的學生。她與學生傾談他們的

關注，並識別他們的學習問題。 

在班上討論個人成長和人際關係的議題時，教師會設計反思活動，讓學生有機會

談論他們自己的經驗。她提醒學生要尊重別人的私隱和保守秘密。她讓學生預早

知悉往後的課堂進度，讓他們對可能感到困窘的討論議題作好心理準備，考慮會

否分享個人意見或感受。 

她又建議，倘若教師察覺到學生有情緒困擾或自我傷害的行為的徵兆，應給予適

當的個別輔導或作出轉介的安排。 

 
 
4.4 互動 

4.4.1  學生和教師的角色和互動 

在進行探究時，學習者承擔學習的主要責任。但是，學生的經驗、知識和技能有限，他

們在開展學習旅途時，可能會遇到障礙。一般來說，教師需要提供鷹架予學生來促進學

習。他們應協助學生將較具挑戰性的課業，拆細爲一些學生處理得來的「組件」，並提

示學生可行的方向和方法。總體而言，學習始終是學生的責任，而教師的責任是幫助學

生達到他們的學習目標。隨著學習者的能力增強，教師的輔助應該逐漸減退，以便將學

習的控制權，逐步轉移到學生身上。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在探究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

會由促導者變成學習社群中的平等參與者。這樣，學生便能以獨立思維建立個人的信

念，而不是訴諸教師的權威性觀點。 



 

 82

學生沉默，「拔河」開始 

以下是很多課堂常見的情況。教師提出一個開放式的問題，期望學生運用高階思

維，並以自己的說話表達意見，以便作進一步的課堂討論。學生都垂著頭，逃避

教師的目光，不發一言。 

教師於是提供更多資料，並且更詳細地詮釋問題。爲了取得回應，教師重組問題

的字眼以降低要求──可是學生沉默依舊。 

教師於是再重新組織問題的字眼，提供更多的細節和詮釋──可是依舊沒有回

應。這個循環繼續，直到教師最後將問題降級成為一個低層次而有既定答案的封

閉性問題。終於，一隻手舉起了，學生說出事實性的答案、或僅僅回答「是」或

「不是」──討論結束。 

約翰‧埃利奧特教授（Prof. John Elliott）是從事教育研究和教師培訓的資深學者，

他將這種情況稱之爲是學生和教師之間的「拔河」。這種情況最常發生在習慣於傳

授式施教方式的學生之間。這種傳授方式不要求學生獨立思考，也不用承擔答錯

問題的風險。當教師試圖轉移至互動的施教方式時，學生便產生抗拒，並以沉默

來回應。面對這些情況，有些教師對班上死寂的情況較難容忍，便會妥協。於是

學生贏了「拔河」，教師則重回到傳授式的施教方式上去。 

埃利奧特教授勸告教師應堅持鼓勵學生的回應。有時是學生需要更多時間去組織

答案，但有時他們的沉默則是純粹出於習慣了以往的學與教模式。如果教師確信

學生有能力理解問題並且作出回應，就值得多花時間靜待答案。當學生意識到他

們必須承擔參與討論的責任時，他們便會開始嘗試作答。 

上述的情況也說明了良好的提問技巧的需要性。教師應對重組問題的不同方法有

所認識，而不應因此而降低問題的要求。在修訂問題的時候，教師應緊記提出問

題的基本目的，並非從學生中求取正確答案，而是啓發他們的思考，鼓勵他們參

與討論。 

 
 
博學的教師當然能令學生受益，但通識教育科教師並不需要、也不可能對課程的所有議

題都有深入的認識。按照前文所述，通識教育科的教師擔當促導者、資料提供者、顧問

和學習評估者等多重角色。他們提供資料來源以支援探究，又於適當時候介入學生的探

究過程，刺激和啟發他們的思維。他們豐富討論的內容，而不會支配討論的方向。 

研究文獻顯示：在各種改進學習成果的可行措施中，以教師回饋所產生的效果最大。教

師的讚賞和鼓勵，可以強化學生的良好學習成果。教師的提示或建議，有助學生找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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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弱點和改進學習表現。具體、有建設性、對事不對人的回饋，對學生來說最爲受用。

當學生收回習作時，往往熱切期望獲得教師對其強項和弱點的評論，而並不只是希望單

單得到一個分數。 

教師的優質回饋 

聖安當女書院的一位教師，分享在協助學生進行科學與科技科（中四至中五）的

獨立專題研習的經驗，談到如何因應學生的強項和弱點給予即時回饋，並藉此激

發學生進一步學習。詳情請參閱第 137 頁的附錄十二。 

 
 
4.4.2  活動後的綜合解說 

學生在通識教育科進行多樣化的學習活動，和接觸多種學習材料來建構知識。從個別的

活動中，學生可以獲得對事物的識見和新的意念，但是這些識見和意念未必很有系統，

當中甚至包含看似矛盾的價值觀或毫無關連的事實和概念，因而需要運用適當的角度和

框架來加以整理，以建構真正的知識和理解；否則學生只會感到混亂。在學習活動後加

插適當的綜合解說，有助學生認清意義、新觀點及概念之間的聯繫，鞏固所學，並對開

展下一步的學習抱有清晰的目標。 

活動後的綜合解說，可以是透過簡短的討論與學生反思活動的過程，和綜合各人意見；

也可以是與全班一起建構有關主題的概念圖。（請參閱第 135 頁的附錄十，由學生繪

製的概念圖。）教師也可以布置「為學習而評估」的課業作為活動後綜合解說，讓學生

為學習經歷建構意義，例如要求學生撰寫反思文章，能有助教師評估學生在綜合和了解

新知識方面的能力。 

以下是教師進行活動後綜合解說的一些建議： 

● 適時的活動後，綜合解說是很重要的。如果學習活動之後，能即時進行綜合解說，

產生混亂和誤解的機會便會減少。 
● 活動後綜合解說應編排於教學計畫之內，並須預留足夠課時（請參閱第三章有關

時間表的討論，「五十五分鐘與三十五分鐘」）。 
● 進行綜合解說時，教師應該盡量引述學生在活動中的貢獻。 
● 教師的綜合解說應為學生提供關鍵概念和重要觀點，或是有助學生理解和組織他

們的學習經驗的簡單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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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鞏固原有的學習經歷外，活動後綜合解說的另一目的，是為學生對課題進行

更深入的探討或為下一項學習活動做好準備。 

善用活動後綜合解說以引導議題探究 

一位在聖安當女書院任教科學與科技科（中四至中五）的教師，在課堂上與同學

探討「瘦身」的健康議題。課堂的目的，是就該議題發展學生批判性地評鑑資料

和數據的能力。教師設計了數項學習活動，並在各活動之間加入活動後綜合解說

作為補充。詳情請參閱第 138 頁的附錄十三。 

 
 
4.5 學習社群 

通識教育科的學生和教師，可共同參與建立本科的學習社群。學習社群的成員可能在許

多方面上各有不同，例如學習風格和能力等；他們擔當不同的角色和分擔工作，包括尋

找資料和進行調查研究。在共同追求社群的共同學習宗旨的同時，成員也可以各自發展

所長。 

4.5.1  共同建構知識 

除了帶領營造分享的文化和接納的氣氛外，教師作為學習社群的成員，也與學生一起學

習，共同建構知識。教師也須鼓勵同儕學習和小組活動。學生將教師和同學視爲學習夥

伴。學生在探究議題的對話中，彼此交流意見，甚至分享感受。透過討論、辯論和其他

協作課業，學生之間產生互動，並學會欣賞和評鑑他人的觀點，卻不一定需要達到共識。 

4.5.2  發展學習社群內每個學生的潛能 

教師應設計多元化的學與教活動，讓學生以各種方式參與學習社群。為了充分發揮學生

的潛能，學與教的活動應該妥善組織，以鼓勵學生超越共同的知識基礎，以自己的方式

來探究議題，從而建構新的意見和觀點。 

4.5.3  按獨立專題探究的組別建立學習社群 

正如第二章所建議，教師應安排小組學習的機會來協助學生進行獨立專題探究。雖然每

位學生的研究課題各有不同，但是仍然可以進行小組學習，讓他們可以透過分享共同主

題的資料和意見、一起進行腦力激盪、評論彼此的計畫、研究方法和進度等來互相幫助。

教師可安排活動，讓學生彼此倚靠、共同協作來完成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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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資訊與通訊科技和學習社群 

互聯網提供了非常有效的途徑來促進師生間的互動和建立學習社群。事實上，許多香港

青少年非常熟悉運用電子郵件、網上即時信息、網上日誌（「博客」）等來進行溝通和

建立網絡。在通識教育科中，利用這些科技來建立和聯繫學習社群的前景是非常樂觀

的。可是，科技本身並不會促成學習社群的誕生。教師和學生需要有共同的目標和一同

作出貢獻，才能使彼此互動達到社群的學習宗旨。第 139 頁的附錄十四描述如何利用

電子手帳促進課堂外學習社群的建立。 

有關學習社群的更多例子，請分別參閱第 140 和 141 頁的附錄十五和十六。 

4.6 獨立專題探究的學與教 

獨立專題探究是通識教育科不可或缺的一部分（見第 43 頁第 2.8 節），其設計旨在提

供一種自主學習的經歷，讓學生負起學習的主要責任，並發揮自我管理能力，以進行一

自訂主題的探究研習，而教師和同學則是學習的合作伙伴。除了建議用作進行獨立專題

探究的學與教活動的九十小時課時外，學生也需於課堂時間以外進行這項探究。 

下文將討論進行獨立專題探究的一些重要關注。如欲取得更詳細的建議和更多例子，請

參閱第 147 頁的參考文獻和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www.ls.hkedcity.net）。資源平

台更備有一份「通識之友」名單，載列可以提供支援通識教育科（包括獨立專題探究）

學與教和課程資源的機構名稱。 

4.6.1  建基於已有經驗 

香港的高中學生對學習進行獨立專題探究並非完全陌生。專題研習已經在基礎教育課程

推行，作為一種「有效的學與教策略，除了協助學生發展共通能力外，也提供機會，讓

他們整合及應用各學習領域或跨學習領域的知識」。（見《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

能‧發揮所長》第 3C 分冊《專題研習》（課程發展議會，2002）。）學生在小學或初中

學習階段早已獲得個人或小組專題研習的經驗。他們大多已掌握研習的技巧，如訂立主

題、搜尋資訊、搜集數據、分析數據、口頭演示、編撰總結報告或製作成品等。他們甚

或已經歷不同模式的專題研習，如科本或跨科專題研習。教師應嘗試了解學生已有的專

題研習經歷和他們的自主學習能力。雖然學生在低年級時所學的專題研習技巧較為簡

單，但仍能為學生奠定良好基礎，以便進行高中的獨立專題探究。 

有 關 在 學 校 課 程 推 行 專 題 研 習 的 更 多 建 議 和 參 考 ， 請 參 閱 課 程 發 展 處 網 頁

（cd1.emb.hkedcity.net/cd/projectlearni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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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擬訂探究題目和範圍 

學生有很大的自由度和眾多的選擇，來為獨立專題探究擬訂課題和範圍，只要所選的題

目能聯繫三個學習範疇，並能延伸至六個學習單元沒有直接涵蓋的新情境和主題以及具

時代性便可。這種開放的要求，讓學生得以選取適合自己能力和興趣的主題；但要在廣

闊無涯的可能研習範圍和眾多方向中，選取恰當而可行的題目，並把獨立專題探究轉化

為有意義的自主學習經歷，對學生來說，是相當大的挑戰。本文件所建議的探究主題，

可以作為學生開始衡量自己的題目時的一些可行建議（請參閱第 115 頁附錄一）。 

誰的選擇？ 

香港五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念中學在數年前開始推行專題研習，當時教師讓學生

自由選擇研習題目。於是很多學生便按自己的興趣來選題，卻往往沒有考慮到題

目是否切合實際和自己的能力是否足夠。像鬼神、占卜和星座這類題目，雖然很

受學生歡迎，可是在學生開始進行研習後，很快便發現這類題目在驗證數據和探

討議題方面都有問題，不少學生最終甚至不能完成他們的研習專題。 

數年後，教師決定為學生設定一些範疇廣闊的主題，這些主題都是跟學生的生活

和所居住的社區相關的。學生可以在這些主題之內，選擇一個自己處理得來的題

目。這些和學生生活息息相關的主題，讓學生在研習的過程中得到更大的擁有感，

及有更大的信心去探索相關的議題。據教師觀察，有了這些主題的指引，學生對

專題研習有更大的投入感，也更有動力嘗試不同的方法來了解和探索他們感興趣

的議題。 

 
 
學生應在敲定獨立專題探究的題目前，透過不同的方法，在所選的主題方面擴闊自己的

視野，例如參觀相關的機構、出席講座或文化活動，並作廣泛閱讀。學生對主題的接觸

愈多，對選取合適的探究題目便愈有洞見。學生也可主動地引進自己的生活經驗，使成

為獨立專題探究中的重要元素。例如，活躍於學校田徑隊的學生，可考慮以「體育運動」

為獨立專題探究的探究主題，並以不同的方法，把自己的運動員經驗聯繫至相關的研究

中。 

教師也可鼓勵學生考慮以較陌生的主題來作為獨立專題探究的題目，並透過探索該主

題，培養對探究的擁有感。教師可以使用不同的策略，引發學生關注所探究的主題，並

加深他們對主題的理解，然後鼓勵他們主動參與討論，並引導他們設定一些可行而又具

挑戰性的探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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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舊生的習作 

一些富經驗的教師建議：學校可提供前幾屆學生的習作，讓現屆學生參考，以訂

立探究主題和決定獨立專題探究的範圍，並選取適切的研習方法及演示方式。教

師把過往學生的習作妥善保存，並於學校圖書館建立通識教育科檔案庫，放置其

中；假如這些習作是以數碼形式儲存，更可在學校的內聯網建立檔案庫，以便學

生隨時瀏覽。這些習作可為學生提供一些概念，幫助他們訂立研習題目、運用不

同的研究方法和形式，以至了解所要求的水平和範圍等。有一位教師更提及自己

曾以互聯網連結相關的參考網頁，補充學校檔案的資料，以提供更多與主題相關

的資訊。為使檔案庫保存合用的資料，教師每年都會加入新的習作，移除過時的

作品，也會經常更新連結的參考網頁。 

 
 
學生在訂立探究主題時，應考慮其重要性。換言之，學生應先評鑑預期的探究成果，來

支持所選題目的是否合理。舉例而言，「我最喜愛的體育運動」難以成為有意義的探究

主題；因主題本身太個人化，對其他人也沒有參考價值。這個主題也難以聯繫不同的學

習範疇。「體育運動與香港青少年自我形象的建立」會是一個較佳的選擇。這個主題提

供了較大空間，讓學生探索社會上不同人士的意見、不同學科的角度、不同情境和時代

的現象和趨勢等。此外，更能在較廣闊的關注面上建構重要的成果和洞見。學生的目標

應著眼於自己產生新的見解和洞見，而非單單提供新的數據和資料去驗證已有的主張和

意見。教師也應指導學生把獨立專題探究專注於探索當代的議題和真實的情境，以配合

通識教育科課程的宗旨。 

訂立探究主題的第二個考慮因素是能否取得可靠的資料來源。對香港的一般中學生來

說，有些主題是較難取得資料的，尤其是一手數據。舉例而言，學生若以「一位中國太

空人的一生」為研習課題，由於難以訪問具相關經驗的人物，便很可能只根據二手資料

進行研究。因此教師應強調學生在決定獨立專題探究的題目前，要初步探究有沒有可能

取得適用的相關資料。 

專題研習的基礎 

聖公會諸聖中學一位教師提供了一些方法，幫助學生釐清對高級補充程度通識教

育科專題研習題目的理解。教師請每位學生就所選的研習題目提交一幅腦圖。要

建構這幅腦圖，學生須探索一些與題目有關的基本知識和概念。這樣，教師便能

對學生所選的題目有初步的了解。此外，教師也要求學生就所選的主題提交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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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有十個項目的參考目錄。這樣可確保學生在開始進行專題研習時，至少已取

得相當的資料，可作為日後撰寫研究文獻的基礎。 

 
 
第三個考慮因素是學生能否應付得來。學生應就研習的範圍和要求，考慮能力、金錢和

時間等方面的資源問題。舉例而言，「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可能是一個太寬廣的題

目，學生未必有足夠的時間和金錢參觀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並就有關的主題作深入

而有意義的研習。對這個地區的發展感興趣的學生，研習的題目範圍必須更為收窄，例

如把範圍縮窄至珠三角某城市的某地區、一些社會或經濟現象或是某一類別人士等。 

題目以外 

為幫助學生檢視研習題目的可行性，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一位教師設計了一份

表格，協助學生制訂研習題目和大綱。學生在限期屆滿時提交這份表格。 

學生填寫表格時，須列出研習題目、子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所搜集數據的

類型。教師就表格給予評語，幫助學生改進獨立專題探究的設計。有時，在教師

的協助下，學生或許意識到研習題目過於狹窄，未能包含多個角度，而所能引伸

的子題和概念也很少。有時，學生或許意識到建議採用的研究方法未能搜集得到

所需類型的數據而獲得。因此，表格的作用不僅可引導學生有系統地評估研習的

題目，還制訂了可行的研究計畫。 

 
 
作為三年制高中課程的核心科目，通識教育科必須照顧學生的學習差異，特別是當學生

進行獨立專題探究的時候。以下討論是關於學生在訂立獨立專題探究的題目時經常遇到

的困難以及一些建議的解決方法。 

有些學生可能用上大堆字眼來形容與研習題目相關的概念，但卻未能把相關與不相關的

概念分辨出來。學生可能會列出多個不同指向的子題，令研究的重點變得模糊。在這種

情況下，他們便需要教師的指引去明確表達他們真正的研究興趣。透過提問，教師可引

導學生縮窄他們的選擇範圍，選取與研習題目相關的子題。之後，教師也可幫助學生區

別相關的重要概念與不相關的概念。 

有時，學生會提出範圍太過狹窄的研習題目。教師可鼓勵學生提出更多選擇。倘若學生

對所選的主題缺乏相關的知識，他們便難以想出其他建議。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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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選項供他們選擇。這時，學生通常都能察覺到早前的設計有不足之處，繼而整理出

一個更佳的研習題目和大綱。 

4.6.3  在單元學習的情境發展專題研習能力 

任何能力都是在情境當中發展的。自主學習所需的能力，就好像其他共通能力一樣，是

可以不同的情境之間遷移使用的。換句話說，技能的培養是不可能沒有情境配合的。要

提昇學習效能和善用時間，最理想的做法，是以三個學習範疇內各單元的學與教為情

境，來培養學生獨立專題探究所需的能力。因此，獨立專題探究所佔的九十小時課時，

不一定要與單元學習的課時分開。 

在單元的學與教中引入研究工具 

沙田循道衛理中學一位教師建議：可以在教授某一單元的知識時，引入教授一些

專題研習所需的技巧，如研究工具的選取和應用。舉例而言，學生在學習「個人

成長」時，可以讓他們學習擬訂問卷的技巧，所以教師設計了一個利用問卷搜集

某議題不同意見的學習活動。教師強調：把研究工具真實地應用於所學的課題時，

學生可以更好地掌握有關的能力，並注意到不同研究工具在搜集不同類型數據時

的優點和缺點。這樣可以幫助學生選取和應用適當的研究工具，以進行獨立專題

探究。 

 
 
4.6.4  選擇方法與預期熟練程度 

應幫助學生掌握一些搜集及分析數據的方法，以配合他們為獨立專題探究而選擇的各類

主題及情境。教師應向學生概括介紹各類方法，包括量性（如問卷調查、統計等）及質

性（如訪問、觀察等）兩大系統。然而，教師應按照學生的程度，協助他們達到掌握這

些方法及工具的合適水平。例如，教師對高中學生在統計學方面的知識要求，應以他們

在數學課程所學習的內容為標準。 

常用的研究工具──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是學生進行專題研習最常用的工具，學生可以從一群受訪者取得一手數

據。由於問卷設計者可以限定受訪者的答案選擇，因此數據的整理及分析相對會

較為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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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問卷調查與其他研究工具一樣，也有其局限。例如，調查的信度及效

度均受著抽樣方法及受訪者數目的影響；而問題的撰寫方式也會影響調查結果。

此外，每條問題所提供的答案選擇也會偏向於問卷設計者個人的觀點。上述各種

缺陷，在學生專題研習的情況下會加倍明顯。學生或會因缺乏途徑或資源而未能

妥善抽樣，又或者分析能力不足，以致未能妥善設計問卷或分析調查數據。他們

往往在進行獨立專題探究的後期才察覺這問題，而遞交報告的限期卻已迫在眉睫。 

因此，必須讓學生認識問卷調查的局限，並著他們小心處理問卷結果。此外，應

鼓勵學生按情況考慮不同的方法，並為同一課題套取不同類型的數據。這有助學

生從不同角度觀察問題，同時也可印證不同方法所取得的結果。可考慮利用各類

訪問和實地考察等質性方法，令研究設計更加全面和獲取更豐富的數據。 

 
 
4.6.5  分析數據 

學生從基礎教育的專題研習獲得經驗，並由此掌握了不同形式數據的基本處理技巧，包

括從統計數字作出推論以及總結訪問的各種觀點。學生應進一步鞏固這些技巧，學習利

用搜集所得的一手數據來建構知識。 

深入鑽研數據 

有些時候，學生成功搜集了大量數據，卻未能善加利用，而只停留於表面地描述

出數據的趨勢或模式。為了不想「浪費」數據，教師往往不能自已地把自己對數

據的詮釋告知學生，但此舉有違獨立專題探究鼓勵學生自主學習的目的。較合適

的做法是引導學生探討其他分析架構，讓數據展現更豐富的含義，成為學生自己

的研究發現。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一位教師分享了一個個案。某學生將數據按性別的向度分類，

加以分析，然後呈交。教師發現這種單一向度的分析，並未能窮盡這些數據可能

展示的含義，因此提議該名學生可以嘗試從不同向度進行分析，並舉出「年齡」

作為例子。學生把數據分析架構擴闊後，結果能夠從同一組的數據中建構出更豐

富的含義。 

在以上例子，教師在協助學生善用數據的過程中，並沒有以自己對數據的詮釋來

取代學生的努力；相反，教師建議例子或提出引導性問題，藉此鼓勵學生更深入

的鑽研數據，讓他們自行發現新的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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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多樣化的演示模式 

學生無須單靠文字媒體來記錄或表達他們的獨立專題探究。他們可在獨立專題探究報告

中結合不同的演示形式清楚表達自己的意念。例如，圖表與曲線圖均是有效的工具，有

助把量性數據的趨勢與模式形象化地現在讀者眼前。圖像演示方式，如概念圖等，有助

解釋各種抽象概念或實體（如人物及組織）的相互關係。 

此外，學生可放棄傳統的研究報告方式，改用其他形式來演示他們的獨立專題探究最終

成果，模型製作正是其中一項例子。由於數碼媒體與互聯網技術日趨普及，今天的學生

已能輕鬆地製作影音短片和網頁等。多樣化的演示模式能配合學生不同的需要、取向及

能力，並讓學生有培養創造力的空間。 

教師可讓學生接觸不同的媒體演示方式，或提供適當的訓練，以鼓勵學生探討各種形式

及媒體。可是，教師應提醒學生，形式的選擇是以傳遞知識內容為基本目標，所以不應

把精力用在花巧的包裝及沒意義的影音效果上。畢竟學習過程的素質及成果才是最重要

的。 

4.6.7  培養學生的獨立性 

獨立專題探究提供機會讓學生學習如何規畫及管理自己的學習。可是，年青人的獨立做

事能力畢竟有待培養。在大多數情況下，能力最高的學生仍須徵詢教師的意見；能力較

次的學生則需要教師較深入的指導。 

考慮到香港中學課堂的情況，要輔導及監控個別學生進行獨立專題探究，教師在時間方

面的負擔會很重。教師可考慮採取其他培養學生獨立能力的策略，與個別輔導的工作相

輔相成。例如，教師可替全班同學制訂一個清晰的獨立專題探究工作時間表，就不同工

作階段訂出幾個「檢查點」，利用這些共同的「檢查點」把個別學生的計畫進度調校至

一致。這樣，教師便可以利用全班課堂時段來處理學生的共同問題，或透過評改學生於

不同階段所呈交的文稿來與學生溝通；於是，教師與個別學生面談時，便可以集中解決

他的特別需要和問題。 

讓學生持續工作 

學習動機低的學生，也許缺乏耐性及毅力。要他們完成規模較大或時間較長的工

作，通常都會有困難。 

一位通識教育科資深教師建議：如要幫助這類學生完成獨立研究，教師可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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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為多項小規模課業，讓學生在一段時間內逐項完成。這些小規模的課業一

般都有明確的重點和較易處理，因此學生會更願意投入工作 

有些時候，碰到甚麼也不願做的學生，教師可尋求家長的支持，以便更好處理該

學生的學習行為。 

 
 
教師應協助學生為自己的獨立專題探究的進度承擔主要責任，並且不可期望教師替他們

完成習作。教師也須留意指導學生和替學生做習作，兩者之間是有明顯的分別；否則，

教師將發覺只是在評估自己的習作。 

教師作為評估者及促導者的雙重角色 

在獨立專題探究中，教師擔當著促導者的角色，為學生提供適當的指引。教師不

應嚴格限制學生選擇探究的方向，或替學生決定報告的結構及形式，造成過份干

預。教師的原意是協助學生進行研究，結果卻可能是褫奪了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

妨礙學生培養創造力。此外，這種過份監管的做法也違背了獨立專題探究的其中

一項目標，那就是鼓勵學生獨立學習。 

因此，教師應在促導者及評估者兩個角色之間求取平衡。透過定期監察學習過程、

探查學生的想法和提出建設性回饋，教師能促進學生完成課業。在一般情況下，

教師應協助學生反思及評估自己的作品，並作出個人判斷。教師應持有清晰的評

估準則以及在整個評估過程中保持公正，這是十分重要的。教師也可適當地運用

同儕學習及同儕評估的策略，讓學生能互相提供建設性的回饋及支持。 

當教師發覺學生採取的方向出現問題，並最終會導致一無所獲時，則可向學生提

出與程序有關的問題，例如要求他們提出證據來支持他們的結論，從而引導學生

納回正軌。這樣，學生得以清楚所面對的問題，並可自行制訂解決方法和作出決

定。 

 
 
由於獨立專題探究同時屬本科校本評核的要求，構成學生公開評核最終成績的一部分，

因此公眾非常關注學生呈交獨立專題探究的真確性議題。在評估學生習作時，教師需要

在獨立專題探究中辨別屬於學生自己製作的內容及原創部分。要做到這一點，便應留意

學生是親自為他們的研究搜集相關的資料，並在教師的持續監督下建立自己的觀點。舉

例來說，教師可安排口頭演示的課節，讓學生回應同學及教師就他們的原創報告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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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和挑戰。此舉除可顯示學生的成果是否確實來自他們的努力外，也讓學生有機會

從教師的有效回饋及同儕的評論中獲益，藉以改善他們的獨立專題探究的素質。 

請參閱第五章有關獨立專題探究校本評核的安排。隨著三年制高中學制的臨近，香港考

試及評核局將會公布更多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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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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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評 估 

本章旨在說明評估在通識教育科課程之學與教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評估的主導原

則，並闡述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的重要性。此外，本章亦會提供通識教育科課程的

校內評估與公開評核部分的詳細說明，並闡述如何製訂和維持等級水平，以及如何根據

等級水平匯報學生的成績。有關評估的一般指引可參閱《高中課程指引》（2007）。 

5.1 評估的角色 

評估是蒐集學生學習表現顯證的工作，是課堂教學一個重要且不可或缺的部分，能達成

不同的功用，供各使用者參考。 

首先，就教學成效的大小和學生在學習方面的能力強弱，向學生、教師、學校和家長提

供回饋。 

其次，為學校、學校體系、政府、大專院校及僱主提供信息，以便各持份者能監察成績

水平，有助他們作出遴選決定。 

評估最重要的作用是促進學習及監察學生的學習進度。不過，於高中期間，評核在協助

頒發證書和遴選方面的功能較為顯著；換言之，由於評核結果常被用來作出影響個人出

路的重要抉擇，這使評核無可避免地具有高風險的性質。 

香港中學文憑為完成中學課程的學生提供一項通用的資歷，以便學生升讀大學、就業、

進修和接受培訓。該文憑綜述學生在四個核心科目（包括通識教育科）和各個選修科目，

包括學術科目和新的應用學習課程的表現。此外，學生的其他表現，必須一併參照「學

生學習概覽」內所列的有關資訊。 

5.2 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 

評估可按其兩個主要目的分為「促進學習的評估」和「對學習的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是要為學與教蒐集回饋，並運用這些回饋幫助教師相應調校教學策

略，令學習更有效。這種評估因為是關乎學與教的發展和調校，故被稱為「進展性評估」。

進展性評估是需要經常進行的，一般來說，這種評估關注的是較小的學習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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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的評估」是要評定學生的學習進展。這種評估因為總結了學生學會了多少，故

被稱為「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通常是在經過一段較長學習時間之後進行的（例如

在學年終結時，或在完成一個學習階段之後），所評估的是較大的學習面。 

事實上，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之間並沒有鮮明的分野，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同一項評估

可以同時達到進展性和總結性的目的。教師如欲進一步了解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可參

閱《高中課程指引》。 

進展性評估和持續性評估也是有分別的。前者透過正式和非正式地評估學生表現，提供

回饋，以改善學與教；而後者則是持續評估學生的學業，但可能並不提供有助改善學與

教的回饋，例如累積每星期的課堂測驗成績而沒有給予學生具建設性的回饋，這既不是

良好的進展性評估，也不是有意義的總結性評估。 

就教育理念而言，進展性評估理應更受關注，並給予高於總結性評估的地位；但過往學

校傾向側重後者。由於研究顯證指出進展性評估有助完善教學決策，並能提供回饋改進

學習，因此，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學會學習⎯⎯課程發展路向》（課程發展議會，2001）

認為評估措施須作出改變，學校宜給予進展性評估應有的重視，並將促進學習的評估視

為課堂教學不可或缺的部分。 

另一方面，公開評核（包括校公開考試和經調整的校本評核）的首要目的是對學生的學

習進行總結性評估。學生宜在一個低風險的環境下接觸校本評核的作業，從中練習和體

驗，以期在沒有壓力下學習（即作為進展性評估的用途）；另一方面，為了評定分數、

總結學習，學生其後須完成類似的作業，作為公開評核的一部分（即作為總結性評估的

用途）。 

校內評估和公開評核也有一定的區別。校內評估是指三年高中教育期間，教師和學校採

用的評估措施，是學與教過程的一部分。相對來說，「公開評核」是為各校學生舉辦的

評核，是評核過程的一環。就香港中學文憑而言，它是指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舉辦和監

督的公開考試和經調整的校本評核。總的來說，校內評估應較著重進展性評估，而公開

評核則較側重總結性評估。雖然如此，兩者也並不是簡單二分法的關係。將校本評核包

括在公開評核內，就是嘗試在香港中學文憑中，增加進展性評估或促進學習的評估成分。 

5.3 評估目標 

下表分述通識教育科的評估目標及與之相配合的學習成果（參見 1.5 節），其中部分評

估目標可兼適用於校內和公開考試的評核，也有個別目標只適用於其中一類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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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學習成果和評估目標 

學習成果  評估目標  
 

學 生 須 表 現 下 列 能 力 ﹕  

(a) 探究與自身、社會、國家、人類世界

及物質環境有影響的當代議題，從而

發展建構知識的能力（詳見 1.5 節(i) – 
(vi)） 

(i) 對科目的主要意念、概念和詞彙有充分

認識； 
(ii) 在探究議題時，透過掌握資料作概念性

的觀察； 
(iii) 在研習當代議題時能應用相關的知識

和概念； 

(b) 了解個人、社會、國家和全球議題的

相互關聯，以及自然環境與社會的互

相倚賴，並據此評估人類關注的不同

議題 

(iv) 指出並分析個人、社會、國家、全球和

環境等範疇的相互關聯和依頼； 

(c) 反思自己的多元身份、價值系統和世

界觀的發展，尤其是有關個人經歷、

社會文化境況，以及科學、科技和全

球化發展所帶來的各種影響 

(v) 認知個人和社會價值觀對分析人類所

關注的當代議題的影響； 
(vi) 從個人經歷、社會、環境和科技的接

觸，提出深入的論證； 

(d) 識別對個人和社會議題的不同意見背

後的價值取向，並在個人和社會層面

的議題和問題上，運用批判性思考能

力、創造力，和從多角度考慮作出判

斷和決定 

(vii) 辨 識 事 實 資 料 中 所 闡 明 和 隱 含 的 觀

點、態度和價值觀； 
(viii)運用多角度、創造力和恰當的思考方法

來分析議題（包括其中的道德和社會含

意）、解決問題、作出明智的判決和提

出結論和建議； 
(ix) 從不同角度來詮釋資料； 

(e) 清楚表達自己的論據，並以尊重證

據、開放和寬容的態度來看待其他人

所持的意見和價值觀 

(x) 在處理不同議題時，能考慮和評論不同

的觀點； 

(f) 發展探究式學習的能力，包括自我管

理能力、解決問題能力、溝通能力、

資訊處理能力、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能力 

(xi) 在探究學習過程的不同階段中，在時

間、資源和實踐探究目標方面能發揮自

我管理和反思的能力； 
(xii) 能清楚和準確地以簡明、合乎邏輯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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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自發地進行自主學習，包括訂立目

標、制訂和執行計畫、解決問題、分

析數據、作出結論、匯報以及評鑑等

過程 

系統的方式來表達； 
(xiii)搜集、處理、分析數據和作出結論，以

促進達到探究的目標； 

(h) 顯示對本身所屬文化、其他文化以及

理解普世性價值的欣賞，並願意成為

盡責認真的公民 

(xiv) 展 示 對 不 同 文 化 及 普 世 性 價 值 的 理

解、認識和體會； 
(xv) 在處理不同議題時展示能設身處地、了

解他人立場的態度。 

 
5.4 校內評估 

本部分闡述各項主導原則，作為學校設計通識教育科校內評估及一般評估措施的依據；

其中有部分是適用於校內評估及公開評核的通則。 

5.4.1  主導原則 

校內評估應配合課程規畫、教學進度、學生能力及學校情況。蒐集到的資料，將有助推

動、促進及監察學生的學習，並能協助教師發掘更多方法，推動有效的學與教。 

(a) 配合學習重點 

宜採用各種評估措施，全面評估學生在各學習重點的表現，從而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詳

見 5.4.2.節）。教師應在共同商討各範疇所佔的比重，並取得共識的同時，讓學生亦知道

各種評估目的及評估準則，使他們能全面了解預期學習所達到的表現。 

(b) 照顧不同學生能力的差異 

宜採用不同難度、模式多元化的評估措施，照顧不同性向和能力的學生；確保能力較強

的學生可以盡展潛能，而能力稍遜的學生也可受到鼓舞，保持對學習的興趣和繼續追求

成功。 

(c) 跟進學習進度 

由於校內評估並不是一次性的運作，學校宜採取更多能跟進學生學習進度的措施（例

如：學習歷程檔案）。這類評估措施，能讓學生循序漸進，逐步訂定個人可遞增的學習

目標，並調適自己的步伐，可以為學習帶來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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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給予適時的回饋與鼓勵 

教師應採用不同的方法，給予學生適時的回饋與鼓勵，例如在課堂活動中作出有建設性

的口頭評論，以及在批改習作時給予書面評語。這些方法除了協助學生找出自己的強項

和弱點之外，更能促使學生保持學習的動力。 

(e) 配合個別學校的情況 

若學習的內容或過程能配合學生熟悉的情境，學習會變得更有意思。因此，設計評核課

業時，宜配合學校的情況，例如地理位置、與社區的關係、學校使命等。 

(f) 配合學生的學習進度 

校內的評核課業設計，應配合學生的學習進度。這將有助學生清除學習的障礙，以免日

積月累下來，影響他們的學習。某些基本概念及技能是學生繼續發展學習的基礎，教師

更應謹慎地處理。 

(g) 鼓勵同儕互評和學生自評 

教師除了給予學生回饋外，更應提供為學生學習進行同儕互評和學生自評的機會。前者

能鼓勵學生互相學習；後者能促進學生的自我反思，這對學生的終身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h) 適當運用評估資料以提供回饋 

校內評估提供豐富的資料，讓教師能在學生的學習上給予持續而有針對性的回饋。 

5.4.2   校內評估措施 

通識教育科應採用適合本科的一系列評估措施（表 5.2 所列的項目為部分例子），幫助

學生達到各項學習成果。但是，教師須留意這些措施應是學與教的組成部分，而非外加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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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與各學習成果有關的評估措施 

學習成果 評估措施例子 1 

(a) 探究與自身、社會、國家、人類世界

及物質環境有影響的當代議題，從而

發展建構知識的能力（詳見 1.5 節(i) – 
(vi)） 

在學生就所關注的議題進行討論/觀看錄

像/研習剪報之後，要求學生先以口頭匯報

形式作出歸納（教師可利用問題來輔助學

生），隨後再遞交文字報告（在測驗的情況

下，則只涉及文字總結的形式）。 

(b) 了解個人、社會、國家和全球議題的

相互關聯，以及自然環境與社會的互

相倚賴，並據此評估人類關注的不同

議題 

要求同學製作腦圖以表達對議題的理解、

就某主題從個人及全球角度進行辯論、就

人類關注的時事題目撰寫個人的反思。 

(c) 反思自己的多元身份、價值系統和世

界觀的發展，尤其是有關個人經歷、

社會文化境況，以及科學、科技和全

球化發展所帶來的各種影響 

學生就他們在正規課堂所接觸的價值觀，

反思自己的個人經歷（校內或校外），並以

文字或繪畫方式記錄在學習日誌上。 

(d) 識別對個人和社會議題的不同意見背

後的價值取向，並在個人和社會層面

的議題和問題上，運用批判性思考能

力、創造力，和從多角度考慮作出判

斷和決定 

學生分組閱讀就某一議題持有不同觀點的

文章，討論某一角色所抱持的立場，並估

計其他角色在該議題的立場；繼而每組分

配一個角色，開展角色扮演活動。 

(e) 清楚表達自己的論據，並以尊重證

據、開放和寬容的態度來看待其他人

所持的意見和價值觀 

在學生對某熱門時事課題作分組討論前，

先行閱讀/觀看媒體的有關報道，找出當中

的事實與意見；然後向組員陳述自己的立

場。其他組員則按照開放和容忍這兩項事

先解釋的準則，來評估組員的表現。聽取

完各人的意見後，每位同學須寫下自己對

該課題的立場，提出論據，並在討論的過

程中修訂自己的論據。 

(f) 發展探究式學習的能力，包括自我管

理能力、解決問題能力、溝通能力、

資訊處理能力、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能力 

在進行獨立專題探究時，教師讓學生知悉

相關的學習目標和不同能力等級的描述，

從而幫助學生培養相關能力，並在不同階

段向他們提供意見。學生在整個獨立專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進行評估活動後，教師應給予學生能理解的口頭或書面回饋，以幫助他們達到各項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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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自發地進行自主學習，包括訂立目

標、制訂和執行計畫、解決問題、分

析數據、作出結論、匯報以及評鑑等

過程 

探究過程中，須記錄自己所達到的能力等

級，以確保朝向所設計的目標邁進。 

(h) 顯示對本身所屬文化、其他文化以及

理解普世性價值的欣賞，並願意成為

盡責認真的公民 

開展獨立專題探究時，教師可以從學生在

校外的參觀活動、接觸校外人士和走進社

區進行訪問和搜集資料的活動、參與校內

群體時的行為等表現，來評估學生的情意

素質。 

 
 
5.5 公開評核 

5.5.1  主導原則 

以下概述公開評核的主導原則，供教師參考。 

(a) 配合課程 

香港中學文憑所評估和考核的成果，應與三年制高中課程的宗旨、學習重點及預期學習

成果相符。為了提高公開評核的效度，評核程序應顧及各項重要的學習成果，而非只著

重較容易以筆試來評核的範疇。 

(b) 公平、客觀及可靠 

評核方式必須公平，不應對某些組別的學生造成不利。公平評核的一項特徵是客觀，並

由一個公正和受公眾監察的獨立考評機構所規管。此外，公平也表示評核能可靠地量度

各學生在指定科目的表現；即學生如重複接受評核，所獲的成績結果應當非常相近。在

評改通識教育科的試卷時，每一道考題都附有一份以能力為本的詳細評分準則供評卷

用。每一閱卷員只評改一道考題，而每道考題將由兩名閱卷員評改。 

(c) 包容性 

現時的香港高級程度會考是為少數精英學生而設計。這些精英學生中的大部分人都期望

升讀大學；而新的評核及考試，其設計則應能配合全體學生的性向及能力。這種包容性

會在筆試中所設定的題目和為筆試及校本評核而設的評分準則中反映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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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水平參照 

新制度會採用「水平參照」模式，即把學生的表現跟一些預訂的水平比對。該些預訂的

水平說明了達到某等級的學生的知識與能力所及。 

(e) 資料豐富 

新的資歷和相關的評核及考試制度應為不同人士提供有用的資訊。首先，它應向學生就

其表現，並向教師及學校就教學素質，提供回饋。其次，它將學生的表現與有關的等級

水平相配，令家長、大專院校、僱主和公眾了解學生的知識水平和能力所及。第三，它

須有助作出公平和合理的遴選決定。 

5.5.2  評核設計 

下表 5.3 列出本科的評核設計，但這設計會因應意見回饋和學生的進一步需要而不斷改

進。評核的詳情將刊載於其他補充文件中，特別是有關考試年度的「考試規則及評核大

綱」。 

表 5.3 評核設計 

部分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資料回應題 

卷二   延伸回應題 
50% 
30% 

2 小時 
1 小時 15 分鐘 

校本評核 獨立專題探究 20%  

 

 

5.5.3  公開考試 

正如上文強調，本科在學與教上所採用的探究模式，會反映在筆試考卷的設計中。筆試

題目的形式並非意味要求學生指出某些正確答案。相反，探究模式的採用，正好說明大

部分的議題均是複雜的，以致不易提出簡單的解決辦法。 

雖然，在理解某一議題而作出判斷之前，必須認識有關知識和事實；但是，本科考試的

重點不在於事實性資料的累積－事實上，設計考卷時也會盡力避免要求背誦詳細事實的

試題。因此，考試的重點將會放在評估學生的理解和展示思考方法的能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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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應能在考試中表現下列能力（括號內的數字為 5.3 節內相關的評估目標）： 

● 展示對重要意念、概念和辭彙有良好的理解，使能對問題提出具識見的回應； (i) 
● 從當代的議題中辨識一些概念和/或應用某些概念來分析當代的議題，並能恰當地

引用例子/提出證據來支持其論據； (ii) 及 (iii) 
● 了解某些主題/概念與個別領域，如自身、社會、國家、人類世界及環境等的關係，

或該些主題/概念怎樣可以同時展現在不同領域之中； (iv) 
● 為分析議題時所持的價值觀提出理據； (v) 
● 識別當代議題中不同觀點背後的價值觀，並分辨事實、意見和價值判斷； (v) 及 

(vii) 
● 從個人經歷、社會、環境和科技的接觸，提出深入論證； (vi) 
● 從有關爭議性議題的資料中，識別矛盾和吊詭之處，並帶出所涉及的道德和社會含

義，並從不同角度分析議題，以達到結論； (vii)、(viii)及(ix) 
● 能提出合理的建議和適切的解決辦法； (viii) 
● 持開放和容忍的態度看不同的觀點，特別是非主流而有理據支持的觀點； (x) 
● 作出回應以展示對考試題目要求的恰當了解； (xii) 
● 清楚和準確地以簡明、合乎邏輯和具系統的手法表達； (xii) 
● 有效地利用數據來作描述、解釋和推論； (xiii) 及 
● 基於有力理據而作出判斷 (xiii) 
 
上述能力在日後將按不同的評分等級而組織，而每一道題目包含能力等級的數目和內容

都會因題目而異。雖然上述所有能力不會在個別題目或單一考卷中全部反映出來，但是

從整體來看，大部分或全部能力將會在兩份考卷中反映出來。大多數題目都附有針對該

試題的核心評卷準則來評估考生所能達到的水平。新設計的試題和評卷準則一方面令評

卷的過程更加標準化，另一方面也維持了本科試題不要求標準答案的開放性特質。 

在探討具爭議性的議題時，往往會帶出不同的立場和出現價值衝突的情況。在考試中，

不會因為考生答案的觀點/隱含的價值觀與閱卷員不同而引致分數扣減。閱卷員的評分

是基於所建立論據的素質，而非背後的價值觀。 

公開考試採用不同類型的試題來評核學生各種技巧和能力的表現。卷一和卷二分別設有

資料回應題和延伸回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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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資料回應題 

資料回應題旨在評核考生在識別、應用和分析資料等方面的能力。考題中的資料有助釐

訂議題範疇和反映議題的複雜或爭議的本質。與此同時，這類考題的設計形式，也反映

本科課程的跨學科和多角度的學習本質。 

卷二 延伸回應題 

延伸回應題提供更廣泛的層面，讓學生展示所學的各種高階能力，例如深入剖析自己的

經歷，展現創意思維和以有系統的方法來表達等。 

通識教育科著重對不同議題進行評鑑和討論，用作客觀測試的多項選擇題並不適用。 

當本科的課程內容和學習成果的制訂完成後，樣本試卷（附以題目為本的評卷準則）將

發送予學校參考，以說明考試的形式和水平。 

5.5.4  校本評核 

公開評核中的校本評核，是指在學校進行、由教師為自己所任教的學生評分的評核。對

於通識教育科來說，校本評核的主要理念是要提高整體評核的效度，並將評核延伸至涵

蓋下列評估目標，其中大部分目標是筆試難以評估的（括號內的數字為 5.3 節內的評估

目標）。 

● 訂立目標、計畫、執行計畫及解難； (xi) 
● 發展探索精神和獨立思考能力； (ii) 及 (viii) 
● 理解某議題對社會，國家及/或世界帶來的影響； (i) 
● 理解社會、國家及全球在面對爭逐的需求時發生甚麼轉變； (ii) 
● 應用多角度的分析能力來探究議題； (viii) 及 (ix) 
● 以具識見的方式提出可行的解決方法和可能後果； (iii) 及 (viii) 
● 了解如何利用假設與聚焦性問題來協助探究議題； (xi) 
● 反思及評鑑學習進程； (xi) 
● 表達見解與意念； (xii) 及 
● 展示自發能力 (xi) 
 
在通識教育科推行校本評核還有其他原因。其一是減少對考試成績的過分依賴，因為考

試成績間或未能可靠地反映考生的真正能力。根據學生在較長時段內的表現，並由認識

學生的科任教師進行評核，可以提供較為可靠的評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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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原因是要為學生、教師和學校員工帶來正面的「倒流效應」。在通識教育科中，

校本評核要求學生參與有意義的活動，從而深入評核他們的表現，其實也可激發他們的

學習動機。對於任教本科的教師來說，校本評核可以強化課程的宗旨和優良的教學實

踐，並為評估學生──這種教師一向會經常進行的活動──提供系統架構和深化意義。 

獨立專題探究是通識教育科所採納的校本評核模式。學生須在以研究為主的獨立專題探

究中展示不同的能力，例如解難、資料搜集、分析和傳意。每一學生應透過閱讀、研究

及其個人經驗，在獨立專題探究報告中展示一定份量與本學科相關的題材。為此，學生

須進行一份探究為本的研習。研究報告的主體部分可以是文字或非文字形式。非文字形

式報告須附上一篇短文，說明該報告的主要意念和同學對報告內容的反思。 

獨立專題探究是具焦點的探究，它為學生提供按自己的興趣獨立探究議題的難得機會，

學生可在研究報告中表達自己的見解、意念、研究結果、提出評鑑及作個人反思。 

學生應該建立一個學習歷程檔案，在研究過程中把有關演繹、分析、反思、心得和撰寫

報告的各階段的資料記錄於歷程檔案的文件夾內，以展示整個探究過程。 

教師應為學生提供指引，諸如採用適當的探究方法、演繹及評估研究結果、選取適當的

表達形式等。學生則須在指定期限內遞交研究建議、確定題目範圍、修訂題目、參考相

關資料及設定研究方案等。 

教師須確保學生提交的研究報告是學生自己的作品。教師的工作包括﹕ 

● 在不同階段定期與學生會面； 
● 分配課堂時間讓學生進行研究報告工作； 
● 檢視建議書、資料和定稿 
 
為確保學生能有系統地進行獨立專題探究，整個工作進度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為準備

階段。學生在這一階段擬定研究報告題目，訂立目標，考慮選取適當的探究方法、決定

表達形式、擬訂研究方案及搜集其他同學對其研究方案的意見。第二階段主要是資料搜

集和整理。第三階段是完成習作，當中包括分析及評估資料，為探究結果作出總結，以

及反思探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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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獨立專題探究的三個階段 

階 段 課  業 

第一階段 專題探究建議書 

第二階段 資料搜集 

第三階段 習作 

 
校本評核並非課程的外加部分。實施校本評核的要求，將會照顧到學生不同程度的能

力，並避免不必要地增加教師和學生的工作量。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稍後會向教師提供校

本評核的要求和實施的詳細資訊以及評核課業的樣本。 

5.5.5  成績水平與匯報 

香港中學文憑會採用水平參照模式匯報評核結果，也就是說，按有關科目的變量或刻度

上的臨界分數而訂定水平標準，然後參照這套水平標準來匯報考生表現的等級。水平參

照涉及匯報成績的方法，但並不影響教師或評卷員對學生習作的評分。圖 5.1 展示一個

科目水平標準的訂定過程。 

 

 
 
 
 
 
圖 5.1 按科目的變量或刻度上的臨界分數訂定表現等級  

 
 

香港中學文憑會以五個臨界分數來訂定五個表現等級（1 至 5），第 5 級為最高等級。表

現低於第 1 級的起始臨界分數會標示為「未能評級」（U）。 

各等級將附有一套等級描述指標，用以說明該等級的典型學生的能力所及。製訂這些描

述指標的原則，是描述該等級的典型考生能夠做到甚麼，而非不能做到甚麼；換言之，

描述須正面而非負面地說明考生的表現。這些描述指標只是「平均而言」的表現，未必

能準確地應用於個別考生。考生在某一科目的各方面可能表現參差，跨越兩個或以上的

變量/刻度 

5 3 2 1 U 4 

臨界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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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各等級的學生習作樣本可以用來闡明預期學生達到的水平。一併使用這些樣本與

等級描述指標，有助釐清各等級的預期水平。 

在訂定香港中學文憑第 4 級和第 5 級的等級水平時，將會參照現時香港高級程度會考 A 
至 D 級的水平。不過，這是要確保各等級的水平，在不同年分維持不變，而非保持各

等級分佈的百分比。事實上，等級分佈百分比會因學生的整體表現不同而有所改變。參

照以往 A 至 D 級的水平來設定第 4 級和第 5 級的水平，其重要性在於確保跟以往的

評核措施有一定程度的延續性，以便大專院校進行遴選工作，以及維持國際認可性。 

頒予考生的整體等級將由校外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的成績組成。通識教育科會用統計方

法調整校本評核的成績，以調控學校間在校本評核評分準則上的差異，但會維持學校對

學生的評級排序。 

為了維持現時公開評核的區別能力供遴選之用，在獲取第 5 級水平的考生中，表現最優

異的考生成績將以「**」標示，隨後表現較佳的考生成績則以「*」標示。香港中學文

憑將會記錄考生考獲的等級。發給考生的成績報告表，也會提供各等級的描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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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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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學與教資源 

本章旨在說明選擇和善用學與教資源對促進學生學習的重要性。為支援學生的學習，學

校須甄選、調適和在適當時候發展相關資源。 

為協助學校實施三年制高中課程，教育統籌局會繼續向學校提供額外資源，並讓學校有

更大彈性，按不同的需要調撥資源。學校請不時參閱教統局發出有關的最新通告。 

6.1 學與教資源的目的及作用 

學與教的資源旨在為學生提供學習經歷方面的基礎。學習資源不僅是指教統局及其他機

構製作的教科書、作業、視聽教材等資料，還包括不同類型的網絡學習材料、資訊科技

軟件以及互聯網、傳媒、自然環境、人力資源和圖書館等的學習材料。以上各種資料都

可善加利用，以協助學生學習，拓闊學生的學習經歷，切合不同的學習需要。有效運用

合適的學與教資源，可以幫助學生鞏固已有的知識、延伸學習、自行建構知識、製訂學

習策略、培養所需的共通能力和反省個人的價值觀和態度。教師也可善用各種學習資

源，提供知識建構的鷹架，幫助學生超越知識的疆界，進而學會學習。 

通識教育科採用議題探究的學習過程，學與教資源在當中有兩方面的重要性。首先，學

與教資源為恆常及當前所討論的議題提供相關的背景資料和基本知識。雖然資源本身不

應局限學與教的發展方向、範圍和層次深度，但卻可以補充學生的已有知識和校本學習

經歷，為未來的探究和討論奠定穩固的基礎。 

其次，學與教資源可以帶出議題在變化發展中的不同價值觀、利益、觀點、意見、爭議

等。各式各樣的資料可以幫助學生知悉和欣賞文化和社會的多元性、社會不同類別人士

的組合，包括多數派與少數派、得益者與受損者等。 

學與教資源不必全由教師甄選和發展，學生應有能力主動搜尋、建議和選取學習資源。

由於不同社經文化背景的學生對議題可能擁有不同的見解，他們會選取不同的學習資

料。他們的建議可以提供不同視角，補充教師對資料的選取。 

源自實際生活的學與教資源，無可避免地包含各種意識形態、世界觀、價值觀、視角及

範式，不宜視為必須溫習和強記的資料和事實，而應該是分析、評鑑和批判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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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高中通識教育科所研習的當前持續討論的議題仍處於不斷發展和轉變的過程中，因

此，相關的學與教資源不應只源自教科書。這些議題各具爭議性，學生須自行探索不同

的資料，研習時才不致被少數視角所局限。 

6.2 主導原則 

教師在運用學與教資源時，應注意以下各項原則： 

學與教資源須能 

● 配合課程宗旨，並包含課程所必須學習的元素； 
● 引發學生的興趣，讓他們能積極投入學習課業，並能誘發高層次思維； 
● 顧及學生已有的知識和經驗，而所選取的資料應提供獲取知識的渠道和學習鷹

架，以助學習進程； 
● 按照學生的個別差異，提供不同深淺程度的學習活動以及不同形式的學習經歷； 
● 透過具有增潤或延伸性質的課堂內外學習活動，鼓勵獨立學習； 
● 運用高水準的文字表達方式； 
● 有效和準確地表達資訊和意念； 
● 促進討論和延伸探究； 
● 在成本、時間和能力等方面，使教師的教學準備和學生的學習可以負擔得起。 
 

6.3 通識教育科常用資源 

6.3.1  教統局提供的學與教資源 

為協助學校面對課程的轉變，教育統籌局已在網址 www.emb.gov.hk/cr/tc 建立課程資源

目錄，透過中央一站式的服務，向學校提供由教育統籌局及其他機構編製的學與教資源

和適用的參考資料，以備取用。教師可從該課程資源目錄進入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

台，也可直接登入以下網址：www.ls.hkedcity.net。該資源平台由教統局和香港教育城

合作開發，為教師持續提供本科的學與教資源。 

有關資源平台將會為教師提供以下各項正在籌畫及發展當中的學與教資源： 
 

 相關概念：此為六個單元內主要概念的例子，並會附上內容說明； 
 教材套：這些教材套是議題為本的學與教材料的例子，內容包括：教學計畫、相關

教學素材、思考工具、習作、延伸學習材料； 
 資源庫：可按資源的性質分類而進行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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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語詞彙表：網上中英對照詞典，包括本科學與教常用概念、詞彙及詞組的簡短解

說； 
 其他項目，例如：文章選讀、各獨立專題探究建議主題的基本資料等 

 
上述將要推出的網上資源平台的學與教資源並不具權威性，也並非包舉無遺。對本科的

新教師來說，平台可作為一個方便的起步點，以取得釐清了版權限制的材料，有助起動

教學實踐。至於本科有經驗的教師，平台上的相關資料也可供選取、修訂、分析、評鑑

和批判。此外，平台並非強制使用的。 

6.3.2  文本資源 

書籍、期刊、報告、文件等文本資源都是通識教育科重要的學與教資源。不論是本地的，

或是全球的官方文件或報告，對研習當前持續討論的議題來說，都是重要的資料來源，

可以提供有關本地社會以至全球最新發展的各項資訊。但是，官方的觀點應與來自非政

府組織、民間團體和獨立人士的觀點互相衡量。教師和學生更可善用學術書籍和期刊，

以深化分析。不過，任何權威性的專業意見均應被視為分析某一議題的眾多角度之一，

而並非最後的定論。 

6.3.3  互聯網與科技 

大量湧現的資訊已促使學與教方法不斷更新，而互聯網也已成為一種龐大的資源庫，為

社會大眾提供了一種方便的學習工具，令教育工作者不再是學科知識的唯一源頭。策略

地運用科技能加強學生的參與，使資訊更易獲取。科技是達到目標的方法，而非目標本

身。「講台上的智者」(sage on the stage) 這種教學模式將被「旁邊的嚮導」(guide on the 
side) 這一新的教學模式所取代。教師的工作將是引導學生提出恰當問題，並協助他們

建構知識，而不再是源源不絕地提供答案。學生應從反覆背誦的學習模式轉向高層次思

維和發展批判性思考能力的方向。 

包括資訊科技在內的科技，對學習有以下的幫助： 

● 提供視聽工具，幫助解說艱深的概念； 
● 幫助學習者從不同渠道搜尋資料和處理大量資訊； 
● 讓學習者可以按本身的進度學習，例如透過使用特設的軟件輔助學習； 
● 促進學習者、資源和教師之間的互動； 
● 提供協作平台； 
● 藉著教師的適當指導及支援，有助學生獲取資訊，培養批判性思考和建構知識的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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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通識教育科來說，資訊科技的運用提供了全球性的平台，使不同的價值觀、觀點和意

見得以即時表達。互動和討論不再局限於某地域或某社會階層。多元化的觀點或見解對

通識教育科的學與教大有裨益。 

通過資訊科技獲得的資訊必須經過謹慎處理。教師和學生應注意軟件、網頁、網上聊天

室或網上日誌（「博客」）等所提供的內容，往往帶有偏差的價值觀及選材取向。當發現

資料的出處來歷不明、半不明、或被故意捏造時，便應暫緩作出個人評論。任何宣稱的

信度和效度都應加以複核，或利用其他來源的資料來驗證。 

運用資訊科技進行通識教育科的探究活動時，教師應注意「數碼隔閡」的問題。來自較

低社經背景家庭的學生應獲得相關的支援。 

6.3.4  傳媒 

與互聯網相同，傳媒已成為通識教育科教師與學生進行探究過程的重要資訊來源。從很

多方面來說，傳媒所提供的資訊也是即時和全球性的，並且可以具有不同的價值觀、觀

點和意見，對通識教育科的探究過程至為重要。傳媒深入查究問題，層面廣泛，涵蓋不

斷演變及為人所經常討論的當代議題的各個方面。傳媒提供的非文字材料能提升不同學

習模式的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效能。 

但是，傳媒傳遞的信息必須經過解讀。學生需要獲得指引，以便可以考慮各個傳媒機構

在運作模式與動機方面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不應視傳媒所提供的資訊為全面的事實

或真相。 

6.3.5  其他非文字材料 

傳媒或互聯網沒有提供的相片、海報、地圖、錄音、錄像等非文字材料也是重要的學與

教資源。例如，不同的視像材料可揭示所處時代的世界觀及特點；不同地區及社群的人

的錄音或錄像，可顯示人們的親身經歷及其對物質及人類世界的轉變所作出的回應。通

過這些活動和材料，學生將能獲得親臨其境的體會。 

6.3.6  可獲取的社會資源 

呼籲各界人士參與協作是課程發展的一個重要策略及特色。不同界別人士對幫助學生有

效學習可以作出不同的貢獻。如果學校能有策略地把家長和校友組成網絡群體，並要求

他們提供協助，兩者可以成為通識教育科學與教堅實的後援基地。除了給予贊助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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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與校友還可通過不同渠道來支持母校。來自不同背景、擁有不同的生活經歷和社會接

觸面的家長及校友，可以幫助學生擴闊視野，並培養多角度思考的能力。請參閱第 141 
頁附錄十六有關校友在學校如何協助通識教育科學與教的例子。 

社區組織及非政府機構也可以在不同層面、不同領域範圍為本科提供學與教的資源。他

們透過出版物、報告及網頁，在各自的領域中提供有用及／或不同的資訊、見解、觀點

和意見。這些組織和機構經常舉辦講座、簡介會或組織教師及學生活動，加強教師和學

生在通識教育科研究範疇的認知及觸覺。如情況許可，這些組織和機構可參考通識教育

科的課程架構，為本科編訂有用資料。「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有一份「通識教育

科之友」名單，載列願意在不同方面支援通識教育科學與教的非政府組織。 

作為個別單元或獨立專題探究的探究對象，社區組織及非政府部門可給予學生採訪機

會，並讓學生讀取其數據庫或接觸其內部運作以至決策過程。 

公共設施如公園、博物館、圖書館、政府部門的資源中心也是豐富的學習材料的提供者。 

6.4 學與教資源的靈活運用 

由於通識教育科學與教資源種類繁多，在通識教育科教學過程中，教師應以專業的判斷

來選取與調適材料，以配合不同的教學法及照顧不同學生的需要。 

6.4.1  切合目的 

資源的運用應與教學目標配合。在設計角色扮演活動時，應提供有關各個角色及所選情

境的背景資料。這些資料可以剪報、錄影短片或由教師擬寫的角色卡等形式派發給學

生。實踐「從閱讀中學習」時，可讓學生獲取充足適切的閱讀材料；在組織「全方位學

習」活動時，應查找合適的社區資源，例如博物館、非政府組織等。 

為了達到最佳的學習效能，學習活動或會使用不同種類的學與教資源。第 139 頁附錄

十四提供了一個示例，說明學校可如何利用香港濕地公園的資源，以及使用先進的通訊

科技與電子手帳來進行野外考察。 

6.4.2  照顧學生的差異 

學與教資源的運用需要配合學生的不同需要和學習模式。有些學生對文字資訊反應敏

銳，有些對視像資訊反應敏銳，而有些則對其他形式的材料反應敏銳。因此，所用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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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顧及學生的特性，並且切合其學習模式。學習材料應涵蓋各種形式，使學生學會利用

不同種類的材料學習，培養不同的認知能力。 

6.4.3  學與教資源中的語文議題 

教統局會繼續致力發展通識教育科的中英文教學資源。無論學生使用何種教學語言學習

通識教育科，他們都應同時參考中英文的學習材料。因應本科的性質，學生常需要接觸

真實的資料和資源，而這些資料和資源並不一定可以配合他們學校教學語言的語文版

本。在這種情況下，英文中學毋須在通識教育科避開使用中文材料；同樣，中文中學也

毋須在本科排除相關的英文材料。事實上，香港的學生普遍一直同時修讀中、英文，只

要予以適當的輔助（例如提供雙語的詞彙），在以英語授課的通識教育科課堂討論和研

習中文的資料，不應該存在特別的困難。同樣，在中文授課的課堂也毋須經常將英語資

料全部翻譯。 

6.5 資源管理 

知識管理 (Knowledge Management) 是機構盡用它們所擁有的智慧及知識財產的過

程。要發揮這些財產的最大效用，往往需要職員間、學校間以及與其他方面之間，就知

識及經驗彼此交流分享，藉以製訂最佳的實踐方案。分享文化是知識管理成功的關鍵。

為此，學校應對資源作出以下的管理安排： 

● 透過學校的內聯網或其他方法，讓教師及學生分享學與教資源； 
● 教師須對教學過程中各項學與教資源的使用經常作出反思，並組成專業發展小

組，以面談或利用電子媒體分享他們的經驗。 
 

不斷更新通識教育科整個課程範圍的資源庫，是本科學與教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師以至於學生必須共同努力，建立並維持這個資源庫。事實上，舊生的佳作 （特別

是獨立專題探究的作品）也是修讀本科的學生的寶貴參考材料。請參閱第三章第 3.4.5 
節，該節提供更多校內如何建立及管理本科資源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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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獨立專題探究建議主題 

傳媒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急促發展，改變了大眾傳播媒體的面貌，同時也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和

人際關係帶來新的變化。傳媒的資訊鋪天蓋地，可謂無遠弗屆，在不知不覺間影響人們

對事物的看法和價值觀。媒介製作者因應不同的利益和立場，在媒介產品中傳遞不同的

信息及價值取向。在信息混雜的媒體世界裏，人們一方面要學習釐清不同立場，另一方

面也要懂得確立個人的看法，並了解傳媒對自己的影響，進而尋求提升香港傳媒素質的

方法。 

傳媒的影響見於社會、文化、科技、科學和環境保育等議題上。例如傳媒如何描繪兩性

身份和不同的社群，便經常反映在社會和文化中。再如傳媒廣泛報道環境保育的議題，

也引起公眾的討論和關注。 

可考慮的問題 

學生可從以下聯繫主題和學習範圍的問題中探究本主題： 

● 在何等程度上傳媒經常傳遞某些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這些傳遞對個人的生活方

式和價值觀有甚麼影響？ 

● 隨著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急促發展，傳媒怎樣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

● 傳媒對香港居民身份認同的形成，擔當了甚麼角色？ 

● 在信息和價值觀混雜的媒體世界裏，個人如何確定自己的立場？ 

● 傳媒的運作受甚麼因素影響？ 

● 媒體全球化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有甚麼關係？ 

● 傳媒怎樣影響社會大眾和文化發展？ 

● 傳媒對兩性身份的描繪和不同社群的刻畫，在何等程度上有助促進香港平等社

會的發展？ 

● 傳媒在何等程度上促進香港的環境保育？ 

● 如何提升香港傳媒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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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與文化權利的國際公約》及《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均

指出「接受教育」為人類基本權利，足見教育對人類發展的重要性。但是，環顧全球，

各地對落實這一權利仍然存在很大的差異。在發達的社會，人們對教育的方向、理念、

課程設計以至實踐存有不同的爭議。傳統與知識型社會的價值觀相互衝擊，學校體系須

平衡社會對教育的不同要求和期望，幫助學生自我實踐，並能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

置。此外，科學與科技的進步，除了促使教育在內容與方法上作出改變外，也有助學校、

教師與學生在學與教上進行範式轉移。相反，在發展中的社會，數以百萬計的兒童仍然

缺乏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 

可考慮的問題 

學生可從以下聯繫主題和學習範圍的問題中探究本主題： 

● 青少年對自己的教育歷程有何感受？ 

● 教育是否必然使人有教養？ 

● 普及教育和社會上性別平等的普及有沒有關係？ 

● 接受教育的「人權」，會否受到種族、性別、宗教、社會地位等因素所影響？ 

● 學校教育體系應否只傳遞主流價值觀？ 

● 「學會學習」為甚麼成為世界各地課程改革的主流趨勢？ 

● 香港的教育政策是怎樣制訂的？ 

● 香港教育改革方面的成效如何？面對甚麼限制？有甚麼解決方法？ 

●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對教育產生甚麼影響？ 

● 教育對環境保育和可持續發展有甚麼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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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自古以來，人類以不同形式探求精神層面的生活，也用不同方法追尋生命的目的和意

義。宗教信仰可以啟發個人對人生意義、宇宙來源問題的反思，也可以成為生活的力量

和精神的倚靠，並影響個人對自己、他人和世界的看法。宗教與人類文化、藝術方面的

發展有著不可分割的關係和深遠的影響。宗教團體在香港社會也一直擔當積極的角色。

今日，宗教在世界各個社會的角色和影響力因地方和文化而異，而因著種種文化、政治

因素，宗教有時竟演變成為衝突和仇恨的因由。隨著科學和科技方面的發展，宗教的內

容可能被重新解讀，並透過更多元化的手法傳播。儘管如此，人類對於精神和內心世界

的探求熱誠，仍是社會上的一股力量。 

可考慮的問題 

學生可從以下聯繫主題和學習範圍的問題中探究本主題： 

● 信奉宗教是弱者的表現嗎？宗教怎樣為人提供生活目的及道德力量？ 

● 宗教怎樣為命運、苦難及災禍等議題賦予意義和答案？ 

● 禱告、默想、朝聖、告解等宗教活動能否提升人的情操？ 

● 宗教在香港社會的文化發展和社會福利中擔當甚麼角色？ 

● 中國人如何透過藝術、建築、文學表現宗教情懷？ 

● 為甚麼宗教有時會成為人類發展的障礙，甚至成為戰爭和仇恨的起因？ 

● 宗教在現代世界的政治舞台擔當甚麼角色？ 

● 信仰和科學是否可以相容？信奉宗教和迷信有甚麼分別？ 

● 科學與科技的發展是宗教傳播的阻力還是助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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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 

體育運動是健康生活的重要元素，也與社交、情緒、體能和精神的發展有密切關係。體

育運動對社會的地位，取決於歷史、經濟、對性別的態度、傳媒等因素。健康和積極的

生活方式是每個人的生活目標，也應是社會重視的價值觀。為了實現這一目標，除了個

人努力之外，政府也須支持和推動。在很多社會中，體育運動往往與商業和政治發生密

切聯繫；若與暴力和賭博等問題發生關係，體育運動便會為社會帶來多方面的衝擊。科

學與科技的發展，可以幫助運動員創造新績，但同時也創造了不少健康和道德方面的新

議題。 

可考慮的問題 

學生可從以下聯繫主題和學習範圍的問題中探究本主題： 

● 參與體育運動與個人形象和自信有甚麼關係？ 

● 體育活動對個人的健康有甚麼重要性？ 

● 體育精神與運動員的表現有甚麼關係？ 

● 體育運動的發展和推廣，在哪些方面加強或挑戰傳統性別角色？ 

● 香港應該採取甚麼策略來推動市民終身參與體育活動？ 

● 一個國家的體育運動表現與該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發展有何關係？ 

● 商業利益如何操控體育運動的發展？ 

● 怎樣處理體育世界中的暴力、欺詐、賭博等問題？ 

● 體育競賽在國際舞台中擔當甚麼角色？ 

● 現代都市怎樣提供適合的場地和設施，以鼓勵市民參與體育活動？ 

● 科學與科技如何提升人們在體育活動的表現？ 

● 利用藥物來提高個人在競技運動的表現，會帶來甚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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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藝術欣賞及創作，可以豐富個人的生活，擴闊思想的空間。但是，對於有志以藝術為事

業的年青人，他們需要的不止是對藝術的熱愛和天分。香港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既是中外文化交流的樞紐，也是豐富的文化承傳地。隨著香港城市的不斷商業化，傳統

藝術的推廣面對不少困難；同時，新穎的創作技巧和傳播技術，又為藝術創作和推廣帶

來新的契機。藝術創作在香港還有多少空間，常常成為熱門的討論話題。香港在藝術文

化方面的發展，是否追得上其在經濟、技術等方面的成就，也是值得關注的課題。 

可考慮的問題 

學生可從以下聯繫主題和學習範圍的問題中探究本主題： 

● 藝術可以如何發掘個人的潛能及培養價值觀？ 

● 有志從事藝術創作或表演的年青人，應如何規畫人生和事業？ 

● 對個人在藝術方面的發展和感知能力來說，性別是否一個具有影響力的因素？

● 人們如何透過藝術創作來保存文化遺產及推廣文化交流？ 

● 如何衡量藝術對香港社會的意義及價值？ 

● 香港社會是否有足夠的藝術創作空間和發展條件？ 

● 內地與香港在藝術文化的發展方面有何異同？ 

● 高科技會否破壞傳統藝術的發展？ 

● 通訊科技對藝術發展帶來甚麼影響？ 

● 人們怎樣聯繫美的感知與環境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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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普及和急促發展，使人們的生活、工作、學習以至作息的模式發生了

巨大的變化，同時，也影響著人們溝通和建立關係的方式。資訊及通訊科技在工業、商

業、教育和醫療等不同層面的廣泛使用，加快了社會本身的發展和加強了與其他地方的

聯繫，為全球的經濟發展開拓了新的局面。資訊及通訊科技雖然對人們和社會帶來不少

好處，但是也衍生了不少的問題，例如電腦罪行、人權和私隱受到的威脅、知識產權的

爭議、不同社群接觸和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限制以及所引致的社會不平等。 

社會需要反思影響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的因素，以及資訊及通訊科技對於各種資源的管

理以至環境保育的影響。 

可考慮的問題 

學生可從以下聯繫主題和學習範圍的問題中探究本主題： 

● 甚麼因素影響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 

●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普及怎樣改變人們溝通和建立關係的方式？ 

●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人們的日常生活有甚麼影響？ 

●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普及對個人的權利如私隱、知識產權等有甚麼威脅？ 

● 個人、政府、非政府組織、商界和國際組織，可以怎樣解決香港「數碼隔閡」

的問題？ 

● 香港教育界廣泛採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科學和科技的發展產生甚麼影響？ 

●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對全球的經濟發展帶來甚麼機遇和挑戰？  

●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有利於民主的發展，還是幫助政府加強對人民的監控？

●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於各種資源管理以至環境保育有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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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二 

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其中一個課題的教學設計樣本 

以下是任教沙田循道衛理中學的一位教師為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的一個課題所設

計的教學計畫。 

個人成長：我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課題：培養自覺 

教學內容 教學材料 學習技能 價值態度 課堂活動 課後活動 

1. 自己對自己

的看法 
舊報章／雜誌 

工具：剪刀、膠水

和畫簿 

搜集資料的

方法—自我

發現法 

個人獨特性 從 舊 報 章 ／

雜 誌 上 剪 取

代 表 自 己 的

圖畫和文字 

將 剪 取 的 圖

畫 和 文 字 貼

在畫簿內 

2. 同學對自己

的看法 
a. 優點紙 分類法 欣賞別人 優點大轟炸 將 優 點 紙 分

類，然後貼在

畫簿內 

 b. 「祖氏窗口」的

四種型態表格 
觀察力和推

想力 
自信和互信 「祖氏窗口」

小組活動 
將 已 填 妥 的

祖 氏 窗 口 貼

在畫簿內 

3. 朋友對自己

的看法 
訪問技巧節錄 訪問技巧 自我欣賞 教 師 扼 述 訪

問 時 需 要 注

意的事項 

將 訪 問 紀 錄

貼在畫簿內 

4. 家人對自己

的看法 
「家人眼中的我」

工作紙 
搜集資料的 

簡明方法 

建立自尊 分 享 家 人 對

自 己 的 讚 賞

和鼓勵 

將 工 作 紙 貼

在畫簿內 

5. 社會人士對

青少年的看

法 

各種剪報或錄影

資料 
從各種媒體

搜集資料的

方法 

自我反思 報 告 社 會 人

士 對 青 少 年

的正、負面看

法 

將 各 種 剪 報

貼在畫簿內 

6. 我是誰？ 從各種途徑搜集

得來的資料 
歸納和分析

技巧 
自我反省 展 示 優 秀 製

成品 
細 閱 上 述 各

種資料，然後

歸 納 和 分 析

之 

7. 個人對未來

的期望 
心形紙 輕重取捨 人生有夢 「 我 有 一 個

夢」宣言 
時間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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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促導學生小組學習的準備 

匯基書院的學生在初中階段常有分組討論的機會。教師常常利用各種策略，協助學生掌

握所需的分組討論技巧，使在課堂中能暢順地進行分組討論。在初中的這種學習經歷，

有助準備學生應付高中通識教育科課程，使他們能有效地參與該科常有的課堂分組討

論。 

該校一位任教初中綜合人文科的教師分享她籌備分組討論活動，並促導學生進行分組討

論的經驗。 

1. 分組安排 

在學期開始時，學生自行分成四組、選舉組長、並提交組員名單予教師最後通過。在課

堂上進行討論時，學生會按教師為分組討論特設的座位編排，各組順序排列，每組組員

環繞四張桌子而坐。這種分組及座位的安排是全學年的分組基本模式，有了這種安排，

每次當教師要求分組，全班學生便能很有效率的分成各個小組。 

2. 組合的變化 

在學生熟習了分組的程序，也與組內同學較為熟絡之後，教師可引入不同組合的變化，

例如從各組選一至兩位同學轉移到另一組參予討論。這樣，學生便能發展不同的協作關

係和小組互動。 

3. 分組討論的準備工作 

教師有時可設計一些要求學生課堂前預先準備的小組學習活動。在這些情況下，教師會

在進行小組學習課業的課節前，向學生解釋有關的課堂設計和分組討論的目的。每位學

生須預先準備相關的資料作分享及討論之用。這種安排可建立學生對學習的責任感。 

4. 監督及指導分組討論 

在小組進行學習活動或討論期間，教師應留意各組的進度。在一般情況下，該教師盡量

避免向小組提供個人的想法或意見；但若發現小組的討論出現方向上的偏差，或進展有

困難時，教師便會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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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組討論的匯報 

在分組討論之後，學生通常會與其他組別分享自己的成果。假如各組別的討論題目互不

相同，教師必須給予足夠的課時讓學生進行匯報；假如每組討論相同的項目，為了省時，

教師則挑選一組或兩組作演示，或採取全班討論的形式；其餘的組別可於個人的學習日

誌內匯報學習心得，或以家課形式呈交。 

有時各組須利用課外時間完成討論，並於下堂匯報。教師會要求學生把用作演示的電腦

檔案預先上載於學校內聯網內的指定位置；學生可於課堂上即時下載檔案進行演示。這

種方式令匯報的流程更暢順。 

校內評估也有助推動學生主動參與匯報。由於學生匯報的評分是科目整體評分的一部

分，學生全年必須進行最少一次口頭演示，所以會更主動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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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支援來自社經地位較低家庭的學生的學習 

 
來自較貧困家庭的學生在學習方面所遇見的困難，往往令人關注。這些學生與外界的接

觸常受所其擁有資源的限制。一般認為這些學生不僅缺乏自信，又自以為生活體驗十分

狹隘，所以在課堂討論方面會較為退縮。根據這種觀點，通識教育科這類科目，強調引

用個人的生活經驗，和對各類社會議題的親身體驗，將會擴大了不同家庭背景造成的學

習差異問題。 

在天主教南華中學，同學學習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的情況卻與上述不同。當討論

關於香港的不同生活方式時，來自社經地位較低家庭的學生充滿自信地分享對貧困家庭

生活狀況的體驗；其他同學則專心地聆聽著，並對這些在身邊發生的真人真事甚感興趣。 

該校綜合人文科的一位教師認為，在教師適當的促導下，來自社經地位較低家庭的學生

對綜合人文科的課堂學習可以有很好的貢獻，也能從中獲益不少。至於怎樣推動校內互

相支持的文化、建立同學間的同儕互助精神、增強學生的自尊感，好讓學生能儘量從彼

此的分享中獲益，他有以下建議： 

1. 幫助學生預備經驗分享 

學生在與別人分享個人經驗時，常會因觸及個人私隱而感到難堪；然而，假如學生事前

能作好心理準備，又能掌握一些演示技巧，那麼，他們的憂慮便會減少。該教師常提示

學生，應著重所分享的經驗對於學習綜合人文科的貢獻，而非該份經驗的主角本身。假

如學生願意，他們可分享自己的經驗；也可以轉述一些從社區服務中所遇見的真實故

事；學生甚至可選擇以第三者身份來分享個人經驗。 

2. 透過服務學習增進學生的自尊 

該校積極為學生安排大量社區服務的機會；學生積極參與，反應甚佳。無論貧、富的學

生，在服務他人的過程中，皆可以理解愛與被愛的重要；既可增進同儕互助、推動互勵

互勉的學校文化，也可讓學生在助人過程中認識自我價值和建立自尊。 

 

 

 



 

 125

3. 擴闊學生的視野 

為確保不同社經背景的學生均能接觸社會，該校教師申請了全方位學習基金，用於舉辦

校外活動和參觀考察，以擴闊學生視野。舉例來說，於 2005 年十二月世界貿易組織部

長級會議舉辦前的數星期，教師帶領學生親臨灣仔參觀這一件國際盛事的場地。 

4. 學校文化 

天主教南華中學有互勵互勉的學校文化。該校每年舉辦兩項籌款活動，幫助舒解學生的

經濟困難。這兩項活動均得到學生、教師、家長和校友的熱烈支持，所籌得的善款為學

生提供財政資助，也可解燃眉之急，例如資助學生購買冬季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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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跨單元課題教學進度計畫表舉隅 

例一： 禽流感 

 
禽流感對香港居民生活素質的影響 
(建議課時：2 小時) 

 

● 禽流感威脅一事反映出不同人士認為生活素

質哪些方面最重要？ 
單元二：主題一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

哪些被視為最急切的需要？ 

● 香港居民和相關機構在甚麼程度上和在哪些

方面協助防止禽流感的擴散？ 
單元二：主題一 
不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

素質作出甚麼貢獻？有甚麼障礙？在

沒有清除障礙的情況下，哪些群體最受

影響？ 
禽流感與全球化 
(建議課時：4 小時) 

 

● 禽流感在甚麼程度上帶來國際間的合作？ 單元四 
全球化有甚麼特徵和發展趨勢？ 

● 對抗禽流感的行動，是促進了國家之間及與跨

國企業的了解，還是加劇了它們之間的衝突？

單元四 
全球化的擴散是促進國際間的了解，抑

或加劇了種族、宗教、文化和政治實體

之間的衝突？ 
從禽流感反思公共衛生議題 
(建議課時：6 小時) 

 

● 在不同文化中，健康資訊、社會期望、個人價

值和信念如何影響人們對禽流感的理解和採

取的預防措施？ 

單元五：主題一 
處於不同文化下，健康資訊、社會期望

及個人信念和價值觀，如何影響人們對

公共衛生的理解？ 
● 應否為了防止禽流感的擴散，而在某些國家開

放奧斯他韋（即特敏福）的專利權？ 
單元五：主題二 
在公共衛生的範疇，科學與科技的發展

方向，如何受不同因素影響及引發哪些

議題？科學和科技研究的成果如何受

到尊重和保護？ 

● 國家之間的通報機制對於控制禽流感的擴散

有多大成效？為甚麼？ 
單元五：主題二 
社會各界、政府及國際組織在維持及推

動公共衛生方面會面對甚麼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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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二： 神舟六號  

 
神舟六號與個人理想 
(建議課時：4 小時) 

 

● 就「神舟六號」航天員的分享，你認為在國家

承擔、家庭責任和個人理想三者之間應如何作

出取捨和平衡？ 

單元三：主題二 
在何等程度上傳統家庭觀念能在中國

人的現代生活中延續？為甚麼？ 

單元一：主題一 
青少年的自尊受甚麼因素影響？它與

青少年的行為和對未來的期望如何相

關？ 
單元一：主題二 
甚麼因素促使香港青少年參與社區事

務？ 
神舟六號與國民身份認同 
(建議課時：2 小時) 

 

● 「神舟六號」的發射傳媒的相關報道在甚麼程

度上促進了香港居民的國民身份認同？ 
單元二：主題三 
香港居民在何等程度上視自己為本地

市民、國家公民和世界公民？他們的身

份認同是如何形成的？在日常生活，他

們如何受到自己身份認同的影響？ 
神舟六號與國家發展 
(建議課時：9 小時) 

 

● 為甚麼會有一連串的「神舟」升空計畫？有甚

麼因素促進中國航天科技的發展？ 
● 一連串的「神舟」升空計畫對國家的經濟和社

會發展有甚麼影響？國家的綜合國力發生了

甚麼程度的轉變？ 
● 甚麼因素促進或阻礙著女性參與中國航天科

技的發展？ 
● 中國社會不同的持份者從航天科技的發展得

到了甚麼？哪些人士為了這些發展付出了怎

樣的代價？是否值得？ 
● 你是否同意中國繼續投放大量資源發展航天

科技？為甚麼？ 

單元三：主題一 
 人民如何理解生活水平和模式的轉

變？ 
 在何等程度上，改革開放影響了國

家的綜合國力？ 

 中國作為一個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

家，可持續發展和文物保育在何等

程度上是可行的？當中有甚麼挑戰

和機遇？ 

神舟六號與國際關係 
(建議課時：3 小時) 

 

● 總理溫家寶強調：「中國進行航天飛行科學實

驗，完全出於和平的目的，也是對人類科學與

和平事業的貢獻……我們願與世界人民一

道，為和平利用太空而携手共進。」溫總理的

理想在甚麼程度上獲得實現？ 

單元三：主題一 
參與國際事務怎樣影響國家的整體發

展？ 
單元四 
全球化的擴散是促進國際間的了解，抑

或加劇了種族、宗教、文化和政治實體

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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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六號與可持續發展 
(建議課時：2 小時) 

 

● 發展航天科技是為人類未來謀求福祉，還是令

人類更陷於困境？誰可得益？誰應承擔有關

的代價？ 

單元五：主題二 
科學與科技能否為預防和控制疾病提

供新的解決方法？ 
單元六：主題二 
科學與科技可以如何配合可持續發

展？有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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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三： 北京主辦奧運  

 
北京奧運與國家發展 
(建議課時：6 小時) 

 

● 國家主辦奧運有甚麼益處？誰將從中得益？ 
● 國家主辦奧運要付出甚麼代價？由誰承擔？ 
● 國際社會如何看待北京奧運？主辦奧運如何

影響國家的整體發展？ 
● 北京奧運的籌辦在何等程度上符合國際標

準？ 

單元三：主題一 
 中國作為一個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

家，可持續發展和文物保育在何等

程度上是可行的？當中有甚麼挑戰

和機遇？ 
 參與國際事務怎樣影響國家的整體

發展？ 
 中央人民政府怎樣回應改革開放帶

來的影響？ 

北京奧運與中華文化 
(建議課時：2 小時) 

 

● 北京奧運在何等程度上將中國的傳統習俗包

含在內？為甚麼？ 
單元三：主題二 
在何等程度上，傳統習俗對中國人的現

代社會具有意義？ 
● 北京奧運的籌辦受甚麼類型的價值觀和文化

行為所影響？這些影響是甚麼？ 
單元四 
全球化使文化和價值觀趨向單一抑或

多元？帶來相互排拒還是融和、演進？

北京奧運與香港 
(建議課時：6 小時) 

 

● 對於與北京奧運相關的本地活動，和香港協辦

的 2008 年奧運馬術項目，香港的青少年的投

入程度如何？ 

單元一：主題二 
甚麼因素促使香港青少年參與社區事

務？ 

● 香港協辦 2008 年奧運馬術項目一事，反映出

不同人士認為生活素質的哪些方面為最重

要？ 

單元二：主題一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

哪些被視為最急切的需要？ 

● 北京奧運和香港協辦 2008 年奧運馬術項目如

何影響香港居民在本地、國家和世界層面的身

份認同？為甚麼？ 

單元二：主題三 
香港居民在何等程度上視自己為本地

市民、國家公民和世界公民？他們的身

份認同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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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四： 迪士尼：夢境成真嗎？  

 
「迪士尼」的夢想樂園 
(建議課時：7 小時) 

 

● 在實質上和觀感上，興建和經營迪士尼樂園，

對香港不同人士的生活素質帶來甚麼代價和

得益？ 

單元二：主題一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

哪些被視為最急切的需要？ 
 不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

素質作出甚麼貢獻？有甚麼障礙？在

沒有清除障礙的情況下，哪些群體最

受影響？ 

● 迪士尼公司是否在推動文化和價值觀的單一

化？其文化和價值觀如何與中華文化發生互

動？ 
● 迪士尼公司推動的文化和價值觀，如何影響青

少年理解自我身份和角色及與人建立關係？ 
● 香港某年青名人因扮演白雪公主而引來不少

迴響。這類事件如何影響香港青少年的自尊、

行為和抱負？ 
 

單元四 
全球化使文化和價值觀趨向單一抑或多

元？帶來相互排拒還是融和、演進？ 
單元一：主題二 
在不同的關係中，青少年如何建立身份

和理解角色？ 
單元一：主題一 
青少年的自尊受甚麼因素影響？它與青

少年的行為和對未來的期望如何相關？ 

「迪士尼」的真實王國 
(建議課時：6 小時) 

 

● 迪士尼樂園的營運對環境和能源的使用有何

影響？ 
單元六：主題二 
人們的生活方式及社會發展怎樣影響環

境和能源的使用？ 
● 香港政府如何回應對於迪士尼樂園與政府的

勾結、剝削勞工、專利權過大及歧視等投訴？

單元二：主題二 
政府怎樣回應不同群體的訴求？政府的

回應對香港的管治、維護法治精神和提

升公民參與社會及政治事務有甚麼影

響？為甚麼？ 
● 迪士尼樂園為香港帶來甚麼影響？ 
● 其他經營迪士尼主題公園的城市所受的影響

是否與香港的情況相同？為甚麼？ 

單元四 
全球化在不同國家之間或在一個國家內

所產生的影響是相同抑或相異？ 

「迪士尼」的未來世界 
(建議課時：4 小時) 

 

● 香港政府及其他團體如何回應因興建和營運

迪士尼樂園對生態環境和古物古蹟的影響？

香港政府應如何規畫迪士尼樂園的擴建工

程？迪士尼公司、公眾和非政府組織在其中應

擔當甚麼角色？ 

單元六：主題二 
社會大眾，不同的團體和政府，可以為

可持續發展的未來作甚麼回應？ 

● 中國考慮在上海興建另一個迪士尼主題公

園。在商議過程中，應考慮哪些可持續發展和

文物保育的因素？ 

單元三：主題一 
中國作為一個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

可持續發展和文物保育在何等程度上是

可行的？當中有甚麼挑戰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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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校長在開設新科目中的角色 

 
某校長決定於 2003 年在學校開設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校長喜見學生對這科非常

感興趣，也從中獲得正面的影響。修讀這科之後，學生與人交談時能分享不同的觀點，

溝通技巧也有所改進。校長將這些歸功於教師的努力和齊心。 

除了學生的得益，校長決定在這個階段推行綜合人文科的另一個原因，是這科能幫助教

師和學校為將來高中通識教育科作好準備，對學校未來的發展有很大的好處。校長調配

了數位較年青的教師來開始這科的教學，原因是他們較容易接受新的觀念和教學法。這

數位年青教師將會協助學校累積與高中通識教育科相關的教學知識和經驗。 

回顧綜合人文科的推行經驗，校長認為校方對教師的支援值得重視。校方在實質資源方

面只能有限度地提供協助，於是校長便親身投入參與，以表示對教師的支持。校長在籌

備階段擔當著領導的角色，與教師一同參加研討會、研習課程指引、就推行綜合人文科

與教師多方面討論。到了適當的階段，校長便退身，讓教師計畫和組織工作。在學期中

間，他與教師一同檢討進度，並給予回饋及鼓勵。 

這位校長強調，校長應該而且必須給予教師參加專業發展活動的時間和機會，因為這些

培訓活動對建立教師的專業能力有莫大幫助，並為學生和學校帶來明顯的長遠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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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通識教育科主任的經驗分享 

沙田循道衛理中學開設了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和高級補充程度通識教育科。任教

這兩個科目的 12 位教師組成一個聯合科組，他們各有不同的科目專長，在任教綜合人

文科（中四至中五）和高級補充程度通識教育科方面也有不同經驗。該科組的科主任認

為以下各點對維持科組的良好協作關係和提升同儕學習非常重要： 

1. 認同和尊重科組教師的獨特性和價值 

教師跟學生一樣，有不同的長處和需要。對於經驗豐富和信心充足的教師，科主任可多

給予他們機會指導經驗較淺的同事。對於任教綜合文科和通識教育科的經驗較少的教

師，他們可能需要較多的幫助和支援，科主任可跟他們分享自己的教學計畫，和邀請他

們到自己的課堂觀課。除此之外，建立互相支持的關係，如分享同事的成功經驗，以及

聆聽他們教學中的困難，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可大大提升同事的信心和對科組的歸

屬感。至於比較喜歡獨立自主的教師，科主任應盡量只在他們要求協助時，或在特殊情

況下才介入他們的工作。 

2. 保持同事間的協作和建立良好團隊精神 

通識教育科需要教師之間緊密協作，建立團隊精神是非常重要的。為任教相近單元或班

級的教師提供同備課節，可讓教師進行共同備課和教學反思。此外，科組也應定期舉行

會議，以匯報科務的新近發展、分享教學經驗和收集同事的意見。 

3. 分享資源以提升同事間的協作 

為了鼓勵同事共享資源，科主任可先讓科組內其他教師分享自己的資源，並鼓勵教師也

將自己的資源與其他同事分享。 

4. 增加同儕學習的機會 

設立共同備課節能有效提升同儕間的學習。科目主任鼓勵同儕學習，可先開放自己的課

室，邀請科組同事觀課，並就所觀課節提出意見。另外，同事間的課後閒聊，也是分享

教學經驗和在輕鬆環境中互相交流和學習的理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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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在高級補充程度通識教育科的課堂進行角色扮演活動 

一位任教於聖公會聖本德中學的教師，為通識教育科設計了一次角色扮演活動，學生按

組別分配擔任不同角色，並就一具爭議性的議題進行辯論： 

學習活動設計 

議題： 應否建造連接錦上路總站與落馬洲的北環線？ 

課前準備： 學生分五組，每組四至五人。各組收集關於建造北環線的意見。 

 教師就下列各方編撰角色指引，提供有關背景資料和觀點：運輸署、環保

署、鐵路公司、該區居民和貨車司機的代表。 

課堂活動： 學生分組研究角色指引。每組指派兩名成員參與辯論，其餘學生當觀眾。

在進行辯論前，學生須寫下自己對辯題的立場是支持還是反對。辯論期

間，他們須記下各方的不同觀點。辯論完畢後，他們須表示自己會否改變

立場及改變的原因。 

角色扮演活動的優點 

該教師認為角色扮演能擴闊學生觀看事物的角度。雖然這項簡短的活動未必會馬上改變

學生對議題的看法，但至少能讓他們接觸別人的意見，培養從他人立場考慮問題的思維

模式，並能了解不同界別人士關注的利益。 

成功的關鍵 

該教師認為，所選擇的議題應該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使學生能掌握有關角色。教師編

寫的角色指引，除了提供議題和不同界別的背景資料外，也可故意加插某些資料以在不

同的角色之間製造「矛盾」。辯論後的綜合解說也是重要的，因為學生可以對議題的相

抵及競爭性的觀點作出反思，從而鞏固他們的理解。（請參閱第 83 頁第 4.4.2 節「活

動後的綜合解說」。） 

此次角色扮演活動的詳細內容，可到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查閱。請登入此網址：

www.ls.hkedcity.net，選擇語言後，點選「教學策略」，再點選「教學示例」，以獲得

更多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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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的分組討論活動 

一位在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任教綜合人文科的教師，分享她進行分組討論的經驗： 

選擇討論的課題 

扶貧是 2005－06 年度施政報告的其中一項主要社會政策。教師期望激發學生對施政報

告的興趣，並提高他們對香港貧窮問題的關注，所以，特別安排學生進行分組討論，論

題是：「政府該採取甚麽方法以解決青少年貧窮問題」。 

鞏固知識的基礎 

如果學生對有關課題缺乏認識的話，討論只會流於空泛。因此，教師要求學生搜集關於

香港貧窮問題的資料，帶到課堂上討論。她也簡介了有關該議題的一些關鍵概念，譬如

絕對貧窮和相對貧窮。 

進一步提供資料，幫助平衡討論 

教師注意到學生搜集的資料偏重某一方面，也留意到對某些學生來說，貧窮及貧富懸殊

是遙不可及的議題。 

因此，她補充有關導致貧窮的原因、貧窮對家庭的衝擊和隔代貧窮的危機的資料。爲提

供更多觀點，她向學生播放一套由香港電台製作的電視節目，節目內容圍繞本地的志願

機構就協助失業者找尋工作而提供的服務。節目也介紹了政府所採取的措施，而這將會

是隨後的討論焦點。 

這樣，學生獲得有關議題的事實性資料、社會上不同派別的看法和一些關鍵概念，從而

能就青少年貧窮問題的解決方法，在資料充足的條件下開展討論。 

學生互動 

在分組討論中，學生不僅學會組織及匯報他們對有關議題所持的立場，而且學會尊重別

人的看法，和應付同輩提出的相抵觸的意見和質詢。例如，當其中一組建議學校應提供

相關的職業訓練予年輕學生時，另一組則質疑這樣會限制學生在學術方面的學習機會，

也再有一組質疑學校提供的職業訓練種類。這種同輩間的互動，有助學生發展多角度思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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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 

學生繪製的概念圖 

一名修讀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的學生，嘗試用以下概念圖總結自己從「經濟發展

與財富分配」課題中的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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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一 

透過考察團學習通識教育 

漢華中學每年組織「內地考察團」，作為中六至中七整體課程的一部分，與學術性科目

互相補足，並聯繫跨課程的專題研習。數年來，師生遍訪中國各地，參與的科目包括通

識教育、中國語言及文化、地理、英國語文、化學、中國歷史、歷史、經濟、物理和中

國文學。學生對這項每年一度的盛事反應非常熱烈。考察團能促進學生對國家的認識，

並提高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學校將考察團的成功歸因如下： 

聯繫科目課程 

內地考察團的主題和內容，緊密聯繫學生在科目課程的學習，包括通識教育科（特別是

「今日中國」的單元）。考察團能讓學生親身體會課堂所學。 

聯繫專題研習 

學生在考察期間進行專題研習，並在回港後完成報告。學生經歷擬定探究問題、搜集和

篩選資料、以至演示的整個過程；考察團是一次主動的學習經歷。 

與個人的關聯 

學生認為參與考察團的經歷，讓他們加深對國家的理解，並增加了對國家的歸屬感。 

教師間的協作和承擔 

組織考察團需要跨部門的協作。經歷過事前的準備工夫、考察團的行程及其後的評鑑過

程，讓校內各科目和功能組別的教師，培養出強烈的承擔感和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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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二 

教師善用回饋 

一位在聖安當女書院任教的教師，分享如何在協助學生進行科學與科技（中四至中五）

的獨立專題研習時，配合學生的強、弱項給予適時回饋，並引領她們再進一步。 

該教師按學生所選的形式和主題的將學生分成小組，讓他們在組內進行腦力激盪和分享

意念。其中一組的學生，選擇以健康和運動爲題進行創意寫作。教師在聆聽該組的討論

後，發現她們的研究既缺乏科學、科技的元素，也未有考慮這些議題的社會意義。 

該教師未有立即提出改善的建議，反而要求小組成員列出故事中關於科學與科技的詞彙

和概念。起初，學生並不肯定該怎麽辦。於是，教師提示她們學過的一些與健康有關的

概念，譬如肥胖症、飲食習慣和飲食失調；學生也作出回應，援引了更多相關的科學詞

彙和概念，但仍缺乏系統。 

該教師鼓勵學生進一步闡述這些概念，並且要求她們建議一些將故事中的概念加以組織

的方法，例如以概念圖或圖表來聯繫所有主要概念。一名學生將故事的其中一個主題（重

量控制），與其他影響體重的因素，即營養、運動和遺傳等聯繫起來，其他同學則加入

了每日能量吸收和消耗的均衡這個概念，以強調在有關健康的議題作出具識見的決定

時，科學知識的重要。學生發現，經過教師的指導後，她們的故事已經擁有豐富的科學

元素了。 

教師也協助學生，將同輩間的討論轉化爲對各人研究有建設性的回饋。例如，在同輩討

論中，一名學生表示，她會通過盡可能少吃的方法來控制體重；其他同學卻不同意，認

為如果她在過程中失去食慾的話，可能會變得極爲瘦弱。教師藉此機會介入討論，要求

她們討論飲食失調的副作用和症狀。教師又鼓勵她們探討本地社會的「瘦身」風氣，和

這個與健康有關的議題的含意。該教師留心學生感興趣的事物，並把這些事物與更寬廣

的議題和關注事項連結起來，從而擴闊討論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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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三 

善用活動後綜合解說以引導議題探究 

一位在聖安當女書院任教科學與科技科（中四至中五）的教師，在課堂上探討「瘦身」

這個健康議題。課堂的目的是培養學生在這課題上批判性地評鑑資料和數據的能力。教

師設計了幾項學習活動，並在活動之間輔以綜合解說。 

課堂由角色扮演活動開始。學生討論和列出心目中選擇瘦身產品的標準。大多數的組別

列舉譬如「有效」、「沒有副作用」和「價廉」等標準；只有其中一組指出「科學證據」

是重要的標準。在活動後的綜合解說中，教師要求學生注意這個重要但經常被忽略的層

面。有了這個意識，學生便可進一步進行數據和資料的科學化評鑑。 

在接著的活動中，教師要求學生思考可靠的科學證據的意思，並從一列描述指標中分辨

出衡量科學證據的重要標準。在活動後的綜合解說中，教師引導學生澄清所選擇的標準

的意思，從而鞏固學生的理解，例如：學生解釋「代表性樣本」是指科學研究中的一組

研究對象，而該組數量對象的大小在統計學上是可以接受的。 

課堂以分組討論作結，評鑑由教師提供的某些瘦身產品廣告所宣稱的科學證據。其中一

組在進行分析時，運用了「代表性樣本」的概念。他們發表評論，指出廣告商沒有提供

研究對象的數量和性別，因此不能評鑑數據的可靠性。 

在這堂課中，教師在活動與活動之間作綜合解說，引導學生鞏固進一步探討課題所需的

關鍵概念和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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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四 

以電子手帳支援學生學習 

任教於順德聯誼總會翁祐中學科學和科技科（中四至中五）的兩位教師，試驗利用科技

來協助學生學習。他們帶領學生到香港濕地公園進行實地考察。教師利用電子手帳，增

強學生的學習和促進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 

學校向每名參加活動的學生提供一部電子手帳，而所有後續的學習活動，都可利用校內

的電腦設施進行。在學生的電子手帳裏有一系列的事先輸入的問題，要求學生協作，從

公園內的展品找出濕地公園的特徵，將答案輸入電子手帳，再把答案傳送至由手提電腦

架建的網絡系統，加以整理和編輯。通過網絡伺服器，資料經路由器傳送給教師，使教

師能觀察學生的進度，並且即時向有困難的學生提供協助。學生可以討論老師的回饋，

並在需要時，修改自己的答案。 

電子手帳也能讓學生以相片、圖畫和聲音的形式記錄實地考察的經歷，並保存於電子手

帳的記憶卡內，以代替文字紀錄。例如，一群學生在紅樹林內發現了一隻鳥，但不知道

它的名稱。他們遂拍攝了該鳥的圖片或錄像片段，透過無線內聯網，從電子手帳傳送給

教師和其他同學，讓認識該鳥的人可以馬上回應。在其他情況下，學生口頭描述實地考

察的發現，並以電子手帳的錄音功能記錄下來。同學其後互相分享研究結果，而教師能

根據觀察紀錄來監控和評估他們的進度。 

對於書面表達能力較弱和在不擅長記錄觀察與數據的學生，這個安排促進了他們的學

習。他們在戶外活動期間以不同的數碼方式記錄他們的學習經歷，並在實地考察後的學

習活動中鞏固學習成果。對於一些需要他人支援學習的學生而言，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即

時互動是很重要的。電子手帳正能促進這類互動的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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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五 

課室為本的學習社群模式 

一位任教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的教師，分享他在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採用課

室為本的學習社群模式的經驗。 

建立共同的學習宗旨 

● 該教師強調應盡早開始建立學習社群。他於學期初便向中四學生簡介該科的性質

和目標。他一開始便清楚表明自己只擔當的促導者的角色，而學生能從科目中所

學多少，取決於他們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付出。 
● 讓學生參與釐訂課程的闊度和深度，因此學生對學習宗旨具有強烈的擁有感。 

營造分享的文化 

● 鼓勵學生在班上分享己見，表揚以適當論據支持自己觀點的學生，向學生保證他

們無須為所討論的議題尋找「正確」答案。 
● 邀請學生評論別人的觀點，但必須嚴格遵守一系列的「禮儀操守」，尊重他人是

最重要的規條，嚴禁任何人身攻擊。 
● 作爲一個學習模範，教師應經常對學生的參與給予認同和正面的回饋。即使有時

是看似怪誕的意見，也不要拒絶學生的觀點。該教師會盡量把握學生的觀點，激

發進一步的討論。 
● 在班上營造開放而信任的氣氛。課堂討論時，教師可以直接稱呼學生的小名或暱

稱。適當時機，教師還會分享自己的經歷，以鼓勵學生也分享他們的經歷。 
● 教師所設計的課業，讓學生須互相依靠來完成。例如指定每一組別的學生，只討

論議題的其中一個層面，各組學生因而需要彼此依靠才能獲得對議題的全面看

法。 
● 教師經常挑選學生的習作作為例子向全班展示。所選的習作不一定獲得最高的分

數，但在於闡明某些獨特的見解及優點。教師會邀請作者本人分享習作的意念，

並讓全班討論習作的優點，並透過共同協作，改進習作。在過程中，班上同學在

有關範疇的知識便得以擴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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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六 

延伸的學習社群 

觀塘聖傑靈女子中學在修讀通識教育科的學生與舊生之間，建立了緊密聯繫，展現出學

習社群的精神，不僅分享共同的學習目標，也試圖將這目標延伸及傳遞給其他人。 

具有傳統的學習社群 

修讀通識教育科的學生，在中六的學期初，需要參加本科組織的迎新營。這已成為該校

的一項傳統。迎新營由中七的學生及學校的舊生負責籌辦，並由教師提供指引，使中六

學生熟習修讀通識教育科的意義。迎新營為學生和校友提供平台，分享通識教育科的學

習經歷，並在不同屆別的學生之間，傳遞寶貴的學習目標。 

成員的貢獻 

學校以不同方法促使學習社群的成員為學習社群作出貢獻，例如： 

● 設立通識教育科的資源角，由學生組織和管理。學生為資源角提供資料，供大家

參考，而且緊密合作，為資源角更新資料和維持運作。 
● 安排一些舊生擔當通識教育科的專題研習導師。這些校友不但與中六的學妹分享

她們的經驗和專長，也發現自己能從對方身上學習。 

延伸學習社群 

該校修讀通識教育科的學生，曾經為附近的小學籌辦「綠色學校運動」，使小學生對環

境保護有所了解。她們擔當不同的角色（例如司儀、活動設計、場地工作人員），務求

令節目圓滿完成。在計畫這些節目時，學生進行了很多思考、討論和協商。透過與年幼

小童分享自己的知識，並且在舉辦節目時，應用自己的專長，學生的信心和自尊得以提

高。這活動能讓學生互相分享知識，並將知識擴展到新的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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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學習社群 

校友對母校有強烈的歸屬感，願意爲母校通識教育科的學與教作出貢獻。這份熱誠深深

影響那些從學習社群互動中得益的學生。因此，由教師出任籌組者和顧問，不同屆別的

學生和校友都會樂於爲母校延續這份精神，支持母校探討成立「通識教育科學會」的可

能性。 

此個案是第 73 頁圖 4.3 內 E 點的一個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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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釋義 

 

用語 解釋 

應用學習 

(前稱職業導向教育) 
 

應用學習(前稱職業導向教育)是高中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應

用學習以寬廣的專業和職業領域作為學習平台，幫助學生發

展其基礎技能、思考能力、人際關係、價值觀及態度和與職

業相關的能力，為未來進修、工作及終身學習做好準備。應

用學習課程與 24 個高中科目互相補足，使高中課程更多樣化。

評核目標 公開評核所評核的課程學習成果。 

共同建構 

 

學與教的「共同建構」取向與「直接傳授」及「建構」取向

不同，強調課堂內的教師和學生是一個學習社群，各成員共

同參與，從而創造知識，並建立判斷知識的準則。  

核心科目 建議所有高中學生都修讀的科目，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

文、數學及通識教育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 由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聯合制訂。內容包括課

程宗旨、課程架構、課程規畫，學與教的建議及評估方式等。

課程銜接 課程銜接是指不同學習/教育階段課程(包括個別科目)的銜

接，如幼稚園、小一(幼稚園與小學)，小六及初中一(小學與

中學)，初中三與高中四(初中與高中)。本港學校課程架構以

八個學習領域(不是個別科目)、九種共通能力，以及價值觀和

態度來建構連貫各學習階段的課程，並以五種基要的學習經

歷來貫徹全人發展的教育目標。因此，學生在踏進高中學習

階段時，他們應已具備各科所需的知識和能力基礎。教師在

設計有關學與教的內容和策略時，亦應考慮學生在先前學習

階段的已有知識和學習經歷，幫助他們適應新的學習。 

選修科目 為配合學生不同的興趣、能力和志向，在不同學習領域內設

立了二十個科目，供高中學生選擇。 

共通能力 共通能力主要是幫助學生學會掌握知識、建構知識和應用所

學知識解決新問題。通過不同科目或學習領域的學與教，可

以培養學生的共通能力。這些能力還可以遷移到其他學習情

況中使用。香港學校課程訂出九種共通能力，包括：協作能

力、溝通能力、創造力、批判性思考能力、運用資訊科技能

力、運算能力、解決問題能力、自我管理能力和研習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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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解釋 

香港中學文憑 學生完成三年高中課程，參加公開評核後獲頒授的證書。 

校內評估 是校內恆常進行對學生學習表現的評估活動。校內評估是校

內學與教的一部分，以促進學生學習為主要目的。教師可根

據評估所得的資料，了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給予學

生適當的回饋，同時按所需修訂教學目標和調整教學策略。

學習領域 學習領域是組織學校課程的一種方法。把主要知識領域中基

本和相關的概念聯繫在一起，目的是為學生提供一個全面、

均衡、連貫及涵蓋各種重要學習經歷的課程。本港學校課程

劃分為八個學習領域，即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數

學教育，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藝

術教育和體育。 

知識建構  這是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當中，並非單純獲取知識，更能主

動地連結到自己原有的知識和經驗，從而建立及形成自己的

知識體系。 

學生的多樣性 每個學生都是獨立的個體，各有不同的稟賦，性向、才情，

智能、喜好也各有差異，而學習經歷、家庭、社會、經濟、

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都構成他們在學習能力、學習興趣、學

習方式等的不同。 

學習社群 

 

學習社群是指一群有共同價值觀與目標的成員緊密合作，積

極參與、協作及反思，從而孳生蕃衍新知識，並創建學習的

新方法。在學校的情境，學習社群除了學生與教師之外，往

往更涉及學生家長及其他社群。 

學習差異 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然存在的學習差距。照顧學生學習

差異，並不是強要拉近學生之間的差距，而是要充分利用學

生的不同稟賦，並視之為促進有效學與教的寶貴資源。在教

學上應珍視每個學生的獨特才具，因材施教，幫助他們了解

自己的性向和才能，為他們創設空間，發揮潛能，獲取成就。

學習成果 是指預期學生完成課程或某學習階段後的學習表現，是根據

課程的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而擬定，可作為評估學習成效的

依據，並反映學生在課程學習後應能達到的學習表現，以促

進他們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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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解釋 

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涵蓋課程要求學生學習的重要範圍，包括知識、能

力和價值觀等，並訂定出課程學習的方向，以作為學校規畫

課程的依據。 

學習重點是根據學習目標發展出來的重點內容，作為學校設

計課程和教學的參考。學習重點具體地說明學生在不同學習

階段、不同學習範疇所需學習的知識、需掌握的能力，以及

需培養的興趣、態度和習慣等。 

等級描述 是指在公開評核中某一個等級的典型學生能力的描述。 

其他學習經歷 

 

為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其他學習經歷」是在高中課程下三

個組成部分的其中一環，以補足考試科目和應用學習(前稱職

業導向教育)，當中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藝術發展、體育

發展、社會服務以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公開評核 與香港中學文憑相關的評核和考試制度。 

校本評核調整機制 考評局用以調整學校提交校本評核分數的機制，以消弭教師

給分時可能存在的差異，在調整過程中，教師所評學生的次

第維持不變。 

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是指在日常學與教中，由學校任課教師來評核學生

的表現。評核的分數將計算入學生的公開評核成績。 

校本課程 我們鼓勵學校和教師採用中央課程，以發展本身的校本課

程，從而幫助學生達到教育的目標和宗旨。措施可包括調整

學習目標，以不同方式組織教學內容、提供科目的選擇、採

用不同的學習、教學與評估策略。故此，校本課程其實是課

程發展議會所提供的指引和學校與教師的專業自主之間，兩

者取得平衡的成果。 

水平參照成績匯報 水平參照是匯報考生公開評核成績的方法，意即參照一套水

平標準匯報考生在每一個學科的表現。 

學生學習概覽 除了香港中學文憑試和應用學習的成績紀錄外，「學生學習

概覽」是一份補充資料，記錄學生在高中階段三年內參與各

種學習活動的經歷、體驗和成就，以作為全人發展的佐證。

價值觀和態度 價值觀是構築態度和信念的基礎，而態度和信念則會影響人

的行為及生活方式；價值觀則是學生應發展的素質，是行為

和判斷的準則，例如：人權與責任、承擔精神、誠信及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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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解釋 

身分認同。與價值觀息息相關的態度會影響學習動機和認知

能力。由於二者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

此，價值觀和態度的培養成為學校課程的主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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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網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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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 
 
 
自我與個人成長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網址 網頁名稱 
(1) http://www.hkfyg.org.hk/new/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Youth 

Studies 香港青年協會——青年調查 
(2) http://www.family-land.org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Family Life 

Education Resource Centre—Family Life 
Education 社會福利署家庭生活教育資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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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www.youthink.worldbank.org/ Youthink! 
(4)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

Center/MediaCentre/VideoList.aspx  
平等機會委員會——資訊及物品——影片放

送 
(5) http://www.harmonyhousehk.org/chi/publicimage

/pub1_chi.asp  
和諧之家——出版物 

(6) http://www.uzone21.com 勇想廿一 
(7) http://www.consumer.org.hk/website/ws_chi/new

s/council_activities/list.html 
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教育 

(8) http://www.aaf.org.hk/big5/article_listing.adp?cat
egory_id=13 

新婦女協進會——議題 

 
 
社會與文化 

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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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Hong Kong—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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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www.breakthrough.org.hk/ Breakthrough Ltd. 突破機構 
(3) http://www.hku.hk/hkcsp/ccex.html Cyber Culture Express, Hong Kong Culture and 

Society Programm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 http://www.eoc.org.hk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平等機會委員會 

(5) http://www.socialdemocracy.org.hk/ Hong Kong Foundation for Social Democracy 
香港社會民主基金會 

(6) http://www.censtatd.gov.hk/statistical_literacy/ed
ucational_materials/statistics_and_you/index.jsp 
 
 
http://www.censtatd.gov.hk/statistical_literacy/ed
ucational_materials/statistics_and_you/index_tc.j
sp 

HKSAR Government—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Statistical Literacy and Students’ 
Corner—Educational Materials—Statistics and 
You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統計處——統計認知及

學生專區——教育材料——統計資料與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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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網頁名稱 
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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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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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 

(10) http://www.info.gov.hk/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of the PRC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11) http://www.sepi.org/    社會經濟政策研究所 
(12) http://www.women.gov.hk/eng/home.html 

http://www.women.gov.hk/big5/home.html 
Women’s Commission 
婦女事務委員會 

(13) http://hkpoverty.oxfam.org.hk/ 樂施會——香港脫貧網 

 
 

現代中國 

 網址 網頁名稱 
(1)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en/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index.asp 
China Elections & Governance 
中國選舉與治理 

(2)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index.htm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index.htm 

China Internet Information Center 
中國網 

(3) http://chinainfo.oxfam.org.hk/ Oxfam Hong Kong—China Information Website 
樂施會——樂施中國信息網 

(4)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 
http://www.peopledaily.com.cn 

People’s Daily Online 
人民網 

(5) http://english.gov.cn/ 
http://www.gov.cn/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RC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6) http://www.npc.gov.cn/zgrdw/home/index.jsp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RC 
 
中國人大網 

(7) http://www.chinaview.cn/ 
http://www.xinhuanet.com/ 

Xinhua Online—China View 
新華網 

(8) http://www.chinawater.net.cn/popularization/ 中國水利國際合作與科技網——科普園地 
(9) http://www.chinavillage.org/ 中國農村村民自治信息網 
(10) http://www.china-village.org/ 中國鄉村網 
(11) http://www.cte.gov.cn 中國鄉鎮企業信息網 

 
 

全球化 

 網址 網頁名稱 
(1) http://www.globalization101.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Globalization101.org 
(2) http://www.corpwatch.org/ CorpWatch 
(3) http://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4) http://www.ifg.org/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5) http://www.oxfam.org.uk/coolplanet/index.htm Oxfam—Cool Planet for teachers 
(6) http://www.oxfam.org.hk/public/contents/categor

y?cid=2711 
Oxfam Hong Kong—Mini Sites 
樂施會——專題網站 

(7) http://www.ase.org.uk/htm/ase_global/index1.ph
p 

Th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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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網頁名稱 
Global 

(8) http://hdr.undp.org/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9) http://www.youthink.worldbank.org/ World Bank—Youthink! 
(10) http://yaleglobal.yale.edu/index.jsp Yal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YaleGlobal Online 
 
 
科學、科技與環境 

公共衛生 

 網址 網頁名稱 
(1) http://www.bbc.co.uk/schools/gcsebitesize/histor

y/medicine/index.shtml 
BBC website—Bitesize revision—GCSE 
History—Medicine through time 

(2) http://www.cdc.gov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3) http://www.cheu.gov.hk/ HKSAR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Health—

Central Health Education Unit—Health Zone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衛生署——中央健

康教育組——健康地帶 
(4) http://www.info.gov.hk/fehd HKSAR Government—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 

(5) http://www.drreddy.com/shots/index.html#infect
what 

Dr. Reddy’s Pediatric Office on the 
Web—Infections and Immunizations 

(6) http://www.cuhk.edu.hk/en/research.htm 
 
http://www.cuhk.edu.hk/b5/research.ht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及發展 

(7) http://www.mayoclinic.com Mayo Found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8) http://www.un.org/works/ The UN Works 
(9) http://www.ied.edu.hk/biotech/index.htm To Promote Biotechnology Education 

香港教育學院——推廣生物科技教育 
(10) http://www.who.int/csr/e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Sites—

Epidemic and Pandemic Alert and Response 
(EPR) 

(11) http://www.youthink.worldbank.org/ World Bank—Youthink! 
 
 

能源科技與環境 

 網址 網頁名稱 
(1) http://inventors.about.com/ About.com—Business & Finance—Inventors 
(2) http://www.think-energy.com/ British Gas Trading Limited—Think Energy 
(3) http://www.susdev.org.hk/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4) http://www.earthday.net/default.aspx Earth Day Network 
(5) http://www.ecc.org.hk/ Environmental Campaign Committee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6) http://www.foe.org.hk/ Friends of the Earth (HK) 香港地球之友 
(7) http://www.nrglink.com/ Green Energy News 
(8)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en/ Greenpea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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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網頁名稱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ch/ 綠色和平（中國） 

(9) http://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10) http://www.greenpower.org.hk/ Green Power 綠色力量 
(11) http://www.afcd.gov.hk/ HKSAR Government—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理署 

(12) http://www.energyland.emsd.gov.hk/ HKSAR Government—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Energyland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機電工程署——能

源資訊園地 
(13) http://www.epd.gov.hk/epd/ HKSAR Government—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環境保護署 

(14) http://www.etwb.gov.hk/ HKSAR Government—Hong Kong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Bureau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15) http://www.hongkongwma.org.hk/ Hong Kong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香港廢物管理學會 

(16) http://www.oxfam.org.uk/coolplanet/index.htm Oxfam—Cool Planet for teachers 
(17) http://www.producegreen.org.hk/ Produce Green Foundation 綠田園基金 
(18) http://www.pepa.com.hk/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PEPA) 
綠色教育先鋒 

(19) http://www.sdinfo.gc.ca/main_e.cf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System 
(SDinfo) 

(20) http://www.zhb.gov.cn/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 

(21) http://www.conservancy.org.hk/ The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長春社 
(22) http://www.un.org/esa/sustdev/index.html The United Nations—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Divis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3) http://www.un.org/works/ The UN Works 
(24) http://www.worldbank.org/ 

http://www.youthink.worldbank.org/ 
World Bank 
World Bank—Youthink! 

(25) http://www.panda.org/ WWF 
(26) http://www.wwf.org.hk/ WWF Hong Kong 世界自然（香港）基金會 
(27) http://www.wwfchina.org/ WWF China 世界自然基金會中國網站 
 
 
獨立專題探究 

 網址 網頁名稱 
(1) http://www.bie.org/pbl/index.php Buck Institute for Education—Project-based 

Learning 
(2) http://www.civiced.org/project_citizen.php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We the People: 

Project Citizen 
(3) http://www.designandtech.com Design and Tech 
(4) http://www.howstuffworks.com How Stuff Works 
(5) http://scifieditor.com/index.htm Science Fiction Editor 
(6) http://www.graphic.org/index.html The Graphic Organizer 
(7) http://tds.ic.polyu.edu.hk/index.htm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Industrial Centre—The Technology 
and Design Studies (TDS)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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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網頁名稱 
(8) http://slits.cite.hku.hk/pages/index.htm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culty of 

Education—CITE—Self-directed Learning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cheme (SLITS)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

展研究中心——資訊年代青年自學才能拓展

計劃 
(9) http://www.cmi.hku.hk/project/project.html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母語教學教師支援中

心——專題研習 
(10) http://liberal-studies.net/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通識教育支援網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通識教育委員會（高中) 

及轄下工作小組委員名錄  
 

（自 2003 年 11 月起） 
 
 

主席： 黎樹濠先生 
  
委員： 王國彝博士 
 朱順慈博士 
 李永良先生 
 李浩芬先生                   （自 2004 年 12 月起） 
 許寶強博士 
 陳 岡博士                   （至 2004 年 8 月止） 
 趙永佳博士 
 劉錫霖博士 
 潘林珍女士                   （至 2006 年 8 月止） 
 繆幗光女士 
 蕭榮漢博士 
 關穎斌先生 
 羅天佑博士                   （自 2004 年 12 月起） 
  
當然委員： 李志雄先生（教育統籌局）     （自 2005 年 1 月起 

至 2006 年 9 月止） 
 陳 岡博士（教育統籌局）     （自 2006 年 10 月起） 
 黃志堅先生（教育統籌局）     （至 2004 年 12 月止） 
 盧家耀先生（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祕書： 方耀澤先生（教育統籌局）     （至 2006 年 9 月止） 
 何能國先生（教育統籌局）     （自 2006 年 10 月起） 
 



 

  

工作小組--自我與個人成長學習範疇 
 

（自 2005 年 1 月起） 
 
 

委員： 吳國明先生 
 阮蕙芬女士（教育統籌局）（自 2005 年 3 月起） 
 柯孫燦先生 
 洪麗婷女士（教育統籌局）（至 2005 年 8 月止） 
 張淑儀女士 
 趙永佳博士 
 劉錫霖博士 
 鄧淑英女士 
 繆幗光女士 
 
 
 
 

 
 
 
 

工作小組--社會與文化學習範疇 
 

（自 2005 年 1 月起） 
 
 

委員： 尹浩然先生 
 方耀澤先生（教育統籌局）（至 2006 年 9 月止） 
 朱順慈博士 
 李志雄先生（教育統籌局）（至 2006 年 9 月止） 
 李傑泉博士（教育統籌局）（自 2006 年 10 月起） 
 何能國先生（教育統籌局）（自 2006 年 10 月起） 
 姚鳴德先生（教育統籌局）（至 2006 年 9 月止） 
 許文忠先生 
 張銳輝先生 
 關穎斌先生 
 羅天佑博士 
 
 
 
 
 
 
 



 

  

工作小組--科學、科技與環境學習範疇 
 

（自 2005 年 1 月起） 
 
 

委員： 王國彝博士 
 李永良先生 
 李傑泉博士 
 許寶強博士 
 張苑苑女士 
 盧志立先生（教育統籌局） 
 蕭榮漢博士 
 譚莊陵女士 
 
 
 
 
 

工作小組--獨立專題探究 
 

（自 2005 年 1 月起） 
 
 

委員： 王冠成先生                   （自 2005 年 10 月起） 
 李志雄先生（教育統籌局）     （至 2006 年 9 月止） 
 李浩芬先生 
 何李端儀女士 
 姚鳴德先生（教育統籌局）     （至 2006 年 9 月止） 
 陳  岡博士（教育統籌局）     （自 2006 年 10 月起） 
 陳華倫博士（教育統籌局）     （自 2006 年 10 月起） 
 陳智達先生                   （自 2005 年 4 月起） 
 陳龍生博士                   （自 2005 年 4 月起） 
 陸耀明先生 
 黃志堅先生（教育統籌局）     （自 2006 年 10 月起） 
 黃笑冰女士（教育統籌局）     （至 2006 年 9 月止） 
 鄭美紅博士 
 潘林珍女士                   （至 2006 年 8 月止） 
 盧家耀先生（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關偉華先生                   （自 2005 年 10 月起） 



 

  

工作小組--公開考試(前稱「公開評核」) 
 

（自 2006 年 5 月起） 
 
 

委員： 李志雄先生（教育統籌局）     （至 2006 年 9 月止） 
 何力高先生 
 姚道生先生 
 姚鳴德先生（教育統籌局）     （至 2006 年 9 月止） 
 馮子豪博士（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陳桂涓博士 
 陳  岡博士（教育統籌局）     （自 2006 年 10 月起） 
 陸耀明先生 
 廖國雄先生（教育統籌局） 
 劉錫霖博士 
 盧家耀先生（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蕭榮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