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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高中核心科目課程：

挑戰與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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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2020年9月

•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發布了「優化課程迎接未來培育全人啓迪多元」的報告，

整體檢討了中小學的課程。其後，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轄下的高中四個核心

科目委員會，為課程及評估訂定優化方案。

2021年2月

• 教育局公佈四個核心科目的課程內容和考評方法有所改變，向學校進行為期一

個月的問卷調查。

2021年4月

• 隨著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提出的優化方案獲教育局接納，教育局公布，有關

改變將會於2021-2022學年於中四級實施。

教育局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



教育局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方向

中文科 ⚫ 卷二寫作增設實用寫作，並增加考試時間

⚫ 取消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和卷四「說話能力」，說

話能力的評估融入校本評核「閱讀匯報」內

英文科 ⚫ 把選修課程內容融入於必修課程內容中

⚫ 加強跨課程協作，推出職業英語應用學習課程

數學科 ⚫ 學生可以選擇只修讀「基礎課題」及部分「非基礎課

題」，在文憑試最高可獲第四級的成績

通識科 ⚫ 冠以新的科目名稱：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重整及刪減課程內容，包括課時，大約是原有內容的一

半

⚫ 成績匯報分為「達標」與「不達標」

⚫ 不設「獨立專題探究」

⚫ 提供內地考察機會

⚫ 重視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積極態度及國民身份認同，

學習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和法治

• 高中核心科目的課時將不超過總課時一半。



目的

改動目的

• 騰出課時和增加課程彈性，為學生創造空間。

• 整體檢視和規劃課程，照顧學生的多元學習和發展需要。

就所釋放的課時，學校可讓學生

• 增修一個選修科目（包括應用學習）

• 更深入學習修讀科目

• 修讀數學科延伸部分

• 更積極參與「其他學習經歷」等



研究問題及方法



研究問題

1. 教師和學校對課程改動及釋放課時的意見和應對

2. 學生對課程改動及釋放課時的期望

3. 如何進一步為相關改動做好準備，促進

教與學的發展

Icon: https://www.flaticon.com



研究方法

2021年6-7月

教師問卷調查：共395名高中核心科目科主任

校長專訪：共3位

教師個案訪問：共11位

學生問卷調查：共975名初中學生



研究結果



中文
N=83

英文
N=83

數學
N=133

通識
N=96

清楚了解相關改動（0分=完
全不清楚，10分表示非常清
楚）

7.46 8.02 8.72 6.34

準備好教案和教材（0分=完
全未準備好，10分表示準備
得非常好）

4.80 6.24 7.88 2.49

對教學有信心（0分=完全沒
有信心，10分表示非常有信
心）

6.54 7.07 8.50 3.63

感到壓力（0分=完全沒有壓
力，10分表示非常大壓力）

5.99 6.07 4.77 7.97

面對課程轉變，請以0-10分表示你的狀況：平均分

教師在教學及心理上的準備

N=395教師問卷



中文科



中文科的改動有助學生更了解文言經典及文化，
以及提升教學的靈活度。

教師問卷 中文科課程變更後，你認為會為學生帶來什麼正面影響？（最多可選三項） N=83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
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
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50.6%

43.4%

34.9%

31.3%

31.3%

0% 10% 20% 30% 40% 50% 60%

提升學生欣賞文言經典的能力

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豐富學生語文底蘊

課程設計更實用

讓學生可靈活參與相關語文學習活動



教師擔憂中文科的改動會減弱學生的說話能力，
以及不利部分弱勢學生。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
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
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教師問卷 中文科課程變更後，你認為會為學生帶來什麼負面影響？（最多可選三項） N=83

「對讀寫障礙的學生而言，他們的讀寫能力不太好，故口試是一科救命卷，而現
時取消公開評核說話能力，改為校本評核，當中卻建基其閱讀能力及書面匯報能
力，這些學生將面對很大困難。

（個案9/男/中文科教師/第二組別學校）

教師個案訪問

61.4%

39.8%

37.3%

28.9%

19.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減弱學生中文說話能力

過於偏重讀寫能力

新課程不利非華語學生

加劇背誦風氣

減弱學生組織思維能力



學生認為最需要加強寫作能力

學生問卷 就中文科，你認為自己最需要加強哪方面的能力？

讀

24.5%

寫

52.2%

聽

9.8%

講

13.4%

N=975



英文科



約一成學校會在新學年開設實用英語應用學習課程

學校在新學年會否開設實用英語應用學習課程？

會

10.8%

不會

75.9%

未決定

13.3%
第一組別

N=24
第二組別

N=23
第三組別

N=35

會
4.2% 8.7% 17.1%

不會
91.7% 73.9% 65.7%

未決定
4.2% 17.4% 17.1%

教師問卷 N=83



學生認為最需要加強寫作和說話能力

就英文科，你認為自己最需要加強哪方面的能力？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
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
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讀

16.9%

寫

33.3%
聽

16.9%

講

32.8%

學生問卷 N=975



學生對語文「體驗式學習活動」和「職場交流訓練」
較有興趣

就學習語文科，你希望學校多舉行哪些多元化活動？(可選多項)      N=975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
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
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55.7%

40.0%

35.7%

34.7%

31.9%

30.2%

25.6%

0% 10% 20% 30% 40% 50% 60%

體驗式學習活動(例:外出參觀,設計產品等)

職場交流訓練(例:實習,學習職場英語會話等)

影視作品欣賞

戲劇演出

演講/辯論

跨科目學習活動(例:中文科與中史科跨科目學…

專題研習

學生問卷



數學科



超過四分之一受訪教師所任教的學校會提供只修讀
部分「非基礎課題」的選擇。

學校會否在新學年提供選項，讓個別學生在修讀必修部分所有「基礎課題」外，只修讀部分「非基礎課題」？

會

26.3%

不會

59.4%

未決定

14.3%
第一組別

N=24
第二組別

N=23
第三組別

N=35

會 7.5% 31.6% 45.2%

不會 88.7% 44.7% 35.7%

未決定 3.8% 23.7% 19.0%

教師問卷 N=133



在實行上，教師最關注家長的看法，以及對
學生升學的影響。

如學校要實行上述安排，當中最關注的是：(最多可選三項)           N=133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
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
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57.1%

51.9%

47.4%

34.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家長對學生的成績和事業發展的期望

只修讀部分「非基礎課題」在公開考試最高只能考

取四級的成績，影響學生升學

時間表編排問題

缺乏足夠人手作分組教學

教師問卷



通識科（新學年改為公社科）



最大的挑戰是缺乏詳細課程內容、時間倉促、未掌
握重點考核內容。

面對通識科課程轉變，最大挑戰是什麼？（最多可選三項） N=96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
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
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67.7%

61.5%

37.5%

28.1%

27.1%

25.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缺乏詳細課程內容/教科書

時間倉促

未掌握重點考核內容

挑選可討論的議題

拿捏各討論議題的深度

教材教學更新和編制

教師問卷



「作為老師，我掌握的資訊太少，而且轉變太倉促，老師備課及揣摩
時間不足。教育局現在的指引比較模糊，沒有細節。因為教科書還需
要送檢，所以新學年是沒有教科書可用的。現在什麼都沒有，對教師
來講比較吃力，只能見步行步。」

（個案2/男/通識科教師/第三組別學校）

「公社科需要使用經審批過的教材，以前老師、學校自行制作的通識
科教材又不知道是否符合課程要求，不知道能否使用。現時只有大綱
讓教師知道大概要教什麼，教師在充滿未知的情況下就開始9月的課堂
。」

（個案10/男/通識科教師/第一組別學校)

教師獲得的課程資訊有限，舊教材未必適合套用在
新課程，新教科書也未趕及送審出版，難以預備
課堂。

教師個案訪問



平均 N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4.37 911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4.20 914

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5.71 914

內地考察 4.34 913

你對以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必修課程內容有幾大興趣？
請0至10分表示。0分=完全沒有興趣10分=非常有興趣 88=不知/難講

學生對部分單元的興趣未達5分中位數

學生問卷

(數字不包括回答“不知／難講”者)



內地考察方面，最希望加入與當地學生交流和了解創新科技
發展的元素。

你最希望內地考察加入哪些元素？ (最多可選三項)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
的次數佔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33.7%

32.0%

24.7%

22.6%

22.1%

20.4%

0% 10% 20% 30% 40%

與當地學生交流

了解創新科技發展

參觀歷史建築

了解當地市民生活

參觀博物館

了解航天科技的發展

學生問卷 N=975



四科教師對課程改動目標的看法



對於是次核心科目優化安排能否達到原先目標，教
師未有明顯的傾向性。

你有幾大程度同意高中核心科目優化安排有助:

不同意

29.4%

一般

37.5%

同意

31.1%

沒有作答

2.0%

照顧學生多樣性

教師問卷 N=395

不同意

26.3%

一般

38.7%

同意

33.2%

沒有作答

1.8%

整體檢視和規劃課程，增加課程彈性。



整體如何運用所釋放的課時



學校大多讓學生增修一個選修科或數延

學校會如何讓學生運用所釋放的課時？ (可選多項)           N=395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
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
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35.9%

32.4%

31.6%

28.4%

26.1%

22.0%

0% 20% 40% 60%

從文憑試甲類科目之中增修一個選修科目

修讀數學科延伸部分（單元一／單元二）

增加選修科目的課時

深入學習核心科目

照顧學習差異

多參與科目相關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教師問卷



學生最希望豐富個人興趣

改動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課程後，共多出100-250小時的課堂時間。你希望把這些時間用於哪些地方？(可選多項)        N=975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
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
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45.4%

34.4%

32.8%

26.5%

26.3%

25.9%

25.3%

0% 10% 20% 30% 40% 50%

豐富個人興趣

多參與體驗式學習 (例:外出參觀，設計產品等)

多參與科目相關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例:在課室以外…

多修讀一個選修科目 (例:生物、歷史)

發展自主學習

多參與 STEM 相關的活動

深入學習核心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公民與社會發…

學生問卷



學校面對的最大困難是整體規劃問題，
這涉及核心科目和選修科目的教師人手分配。

「這次改動是「牽一髮、動全身」。學校需要重新規劃課程和安排人力資
源。過程中我們需要讓教師了解安排背後的理念，平衡核心科目和選修科
目教師的想法。」

(劉振鴻先生/樂善堂余近卿中學校長、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

校長個案訪問



大學收生要求為如何運用釋放課時的重要考慮

「在如何運用課時方面，學校應該以學術為主，這方針不會變，因為最優
先考慮的始終是學生的升學需要。

現時很多大專院校也要求最佳5科成績，現在只剩下3個核心科目加兩個
選修科，接下來學生要面對的一個大挑戰，就是要去找一個替代通識科的
升學途徑。」

(個案10/男/通識科教師/第一組別學校)

教師個案訪問



需要長遠的規劃和研究

「長遠而言，當局及學校都需要研究未來全港學生人數減少對學校的影響
，及早作出規劃。」

(鄧飛先生/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現在只是改了時間表，其他配套很落後。這很需要長遠的規劃。」
(個案7/男/英文科教師/第三組別學校)

校長及教師個案訪問



政策落實時面對不少挑戰，包括

• 學校需重新作全面規劃

• 教師在教學及心理上的準備

• 各方有多認同優化課程的理念: 為學生創造空間，照顧學生多樣性。

• 長遠如何達至上述優化課程的理念

總結



主要建議



主要建議

1

2

3

4

為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作更多宣傳和解說

提供更多教學指引及範例

提升其他學習經歷及應用學習的認受性和課時

設立恆常檢討機制定期探究課程的推展



作更多宣傳和解說

改動理念及有關詳情

宣傳片、單張及各種多媒體方式

讓各持分者及公眾明白是次改變的目標及推行詳情



為各核心科教師在教學上提供更多指引及範例

盡快為教師提供更多參考教材、教案、工作坊、與課程指引一致的考評準
則和示例

→協助教師將課程理念應用到課堂實踐，增加信心面對轉變。

中文科

• 提供更多實用寫作的考評資訊和示例

英文科

• 檢視職業英語應用學習課程供求

• 提供更多跨學科活動示例，並加入實用
工作和生活應用元素。



為各核心科教師在教學上提供更多指引及範例

數學科

• 清楚解說評核準則並參考以往學生數
據調適考評

→審視評估方式，例如調節基礎問題
和非基礎問題的難度，讓學生選擇
適合題型等，照顧學生多樣性。

公社科

• 提供足夠的參考教材、應用工作坊、參
考試卷

• 提供內地考察的指引和支援，考察內容
可加入學生交流和了解科技等元素

• 提供資源協助現時的通識教師進修轉型



提升其他學習經歷及應用學習的認受性和課時；在
疫情期間讓學校彈性及善用多元化學習津貼。

1. 提升其他學習經歷及應用學習的認受性和課時

• 與中學及大專院校等持分者商討，提升其他學習經歷及應用學習的認受性和課時
→加強學生的多元技能和增加職場工作體驗
→改變家長以學術科為主流選擇觀念。

2. 在疫情期間讓學校能彈性及善用多元化學習津貼

• 舉辦資源分享會
→讓學校了解如何在疫情期間更妥善運用現有資源
• 考慮延長各項津貼的使用限期
→增加學校在使用津貼時的彈性



設立恆常檢討機制定期探究課程的推展

• 由局方和前線教育工作者組成的恆常檢討機制，定期追蹤和探究課
程的推展和成效。

• 結合數據分析和預測師生人數趨勢，未來人力需求培訓。

• 就未來如何進一步優化課程和照顧學生多樣性，作更長遠的規劃。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

yrc.hkfyg.org.hk facebook.com/hkfygyrc

接收「青年創研庫」e-news 登記

shorturl.at/iDEL1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