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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學制檢討（
新學制檢討（中期）
中期）的背景

1.1

新學制下的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是教育統籌委員會於 2000 年

建議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於 2009 年起於中四實施。新高中完成首
個周期，為學校及學生帶來正面影響。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
核局（考評局）及教育局攜手合作，在 2012/13 學年展開新學制檢討，
以回應學校的關注事項及微調新學制的實施。教育局於 2012 年 10 月
5 日公布《新學制檢討簡介》並上載教育局網頁，以諮詢學校、持份
者及公眾對檢討的意見。

1.2
2013

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新高中學習旅程──穩步邁進》已於
年

4

月

19

日 公 布 並 上 載 新 學 制 檢 討 專 頁

(http://www.edb.gov.hk/nas/review)，報告詳載新學制的「根本性」改
變、成效與挑戰，並概述微調新高中課程及評估的短期建議；教育局
於 2013 年 4 月 30 日發出的通函第 48/2013 號亦提供有關資料及實施
短期建議的重要事項供學校參考。

1.3

由於一些尚待解決的議題需時收集資料，以及對新學制和新

高中政策作出更全面和宏觀的檢視，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提出進行中
期檢討的建議，以作出處理。本
本文件在編寫時已參考該
文件在編寫時已參考該報告公布後蒐
集所得的回饋，
集所得的回饋，為中期檢討提供更詳盡的指引及資料
為中期檢討提供更詳盡的指引及資料。
及資料。附錄一是短期
及中／長期建議的摘要；附錄二列出實行主要措施的重要日期。

1.4

中期建議公布以後，所有高中科目應根據科目的需要及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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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及評估的發展周期，進行定期檢討。課程及評估的定期檢討須
恪守既有的檢討機制，並妥善回應科目發展的需求。我們會與相關夥
伴機構及持份者保持溝通，並適切討論其他與課程及評估有關，但並
不屬於課程及評估發展周期的議題。

2. 持份者對
持份者對報告的主要回饋
報告的主要回饋

2.1

我們於 2013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底舉行一系列的簡介會，蒐

集學界對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及各新高中科目、應用學習及其他學習
經歷的回饋。我們亦持續與不同持份者溝通，廣納各方的意見（詳情
見附錄三）。主要意見集中於課程及評估，包括︰
(1)

學校普遍歡迎短期階段課程及評估（包括校本評核）的精簡
安排，但表示仍需進一步微調部分科目的課程及公開考試。

(2)

學校需要進一步掌握各個新高中科目的課程廣度和深度（尤
其經微調後的課程）
，亦期望得到更多支援，例如提供課程補
充資料。

(3)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仍是重點關注事項，因此我們要為學校在
學與教及課時安排方面給予更多支援及彈性。

(4)

全面檢討校本評核，處理跨學科協調及工作量的問題。

(5)

持份者已對一些新學制銜接的議題表達關注，例如大專院校
收生政策的執行、新高中對大專學業的影響，及學校整體資
源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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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討目的
檢討目的

3.1

新學制檢討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有助繼續推動新學制／新高

中政策，促進學生學習。短期措施公布後，建議進行中期檢討，目的
如下︰(1) 跟進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公布後蒐集得到的主要回饋；(2)
回應不同科目及課程範疇尚待解決的議題，有關議題需時蒐集資料，
及對政策作出更全面和宏觀的檢視；(3) 持續地就各個科目的課程及
評估作出定期檢討，同時恪守既有的檢討機制，並妥善回應科目發展
的需求；及(4) 參考檢討過程中所得的量性數據和質性資料及回饋，
進一步微調檢討的建議。

4. 檢討的主導原則
檢討的主導原則

4.1

我們制定短期檢討建議時，已考慮新高中課程及評估設計的

原則及其他有關因素。中期檢討會繼續依循有關原則，貫徹學制改革
的理念，並特別重視以下各項：

4.2

以學生利益為先
在制訂整個制度、學校及科目層面的中期建議時，我們所持

的理據務必一致，亦要兼顧專業理念。以推行校本評核為例，我們宜
因應其適切性，從而決定保留或延遲推行一些科目的校本評核。雖然
每個科目各有獨特之處，檢討周期各有不同，檢討時仍需作整體考慮，
確保課程與評估內容的平衡，以及部分科目的考試與校本評核間的平
衡。中期建議有利實現學生與學校的共同願景，在可行的情況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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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早施行。

4.3

持續蒐集回饋和資訊／實證導向
中期檢討會以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中所發布的建議作為基礎，

進一步提供改善建議。各界就短期措施所提出的回饋是重要的資料來
源，我們會在檢討過程中考慮，有助填補缺漏及回應業界的關注事項。
是次檢討以實證為導向，在決策的過程中，我們將繼續參考各方面量
性數據和質性資料。

4.4

貫徹一致的「根本性」範式改變
我們會重新審視新高中課程的學習目標，因應學與教及評估

方面「根本性」的變化而作出微調，亦會在公開評核、小學和初中課
程作出相應的改變，以支援學生學習和全人發展。

4.5

持續蒐集回饋 讓課程設計與時並進
為落實上列第（4.4）點所述，我們會在適當時修訂及增益新

高中課程及評估的設計原則，以期緊貼有關領域的最新變化。新高中
課程及評估絶非一成不變，其優勢源於定期和持續的檢視，同時考慮
以下各項的最初設計原則：
- 平衡課程的廣度和深度；
- 平衡學校整體課程／科目課程的理論及應用部分；
- 平衡基要學習元素和靈活多元的課程；
- 確保學習過程有所進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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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課程縱向和橫向的連貫性。

4.6

維持國際基準
我們會繼續維持課程的國際基準和高水平。在不影響課程目

標的前提下，我們會考慮進一步精簡課程和評估，讓學校享有更大的
彈性、空間和支援，以回應工作量的議題和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4.7

富彈性以配合不同校情
是次檢討所建基的系統富靈活性，可按需要調整及改進，能

因應學界的回饋和轉變的需要而作出回應，同時維持每個科目的整體
水平和課程目標。例如︰我們採用具彈性範圍的 2,400±200 小時作為
總課時，以照顧學校的多樣性、個別的需要及不同校情。

4.8

維持現有透明機制 與持份者緊密溝通
我們會在檢討和諮詢的過程中繼續採用現有的透明機制，聽

取及平衡各方的專業意見，以在中期檢討中得出最佳的建議。我們會
確保諮詢過程嚴謹，並能涵蓋各個層面，務求與所有相關持份者溝通，
蒐集各方的意見再作決策。

5.

檢討的主要議題

5.1

我們會跟進持份者對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的主要回饋，同時

繼續定期檢視所有科目的課程及評估。目前已選出特定議題作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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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包括全面檢討校本評核的整體影響、九個新高中科目的課程及
評估（中國語文、通識教育科、數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中國
文學、經濟、倫理與宗教、地理、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和應用學習。
我們亦會進一步探討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及其他新出現的議題（例如︰
課程「預期以外」的影響）。各主要議題的內容請參考附錄四。

6.

政策檢討的架構及機制

課程發展議會及轄下委員會

6.1

委員任命以原則為基礎

課程發展議會及轄下委員會是有關課程及評估的諮詢組織，

將繼續在中期檢討擔當重要角色，並恪守以原則為基礎任命委員。為
確保委員會有健康的人事更替，委員的任命會盡量遵守六年任期的規
定，為中期檢討引入新成員和新觀點，同時維持委員會長遠的延續性。
另一方面，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公開試科目委員會的提名由課程發
展處與考評局根據共同準則協商產生，包括均衡代表性。

各個層面的專業討論和廣泛諮詢

6.2

課程發展議會及轄下委員會均具廣泛代表性，成員包括大專

院校的代表、校長及現職教師，能以前線及專業觀點作出及執行決策，
而大部分委員會成員均包括來自大專院校相關學科及教師培訓的專
家。各個層面的委員會均具廣泛及均衡的代表性，能包容不同意見及
多元觀點。我們亦會透過廣泛的專業渠道蒐集回饋，包括校長聯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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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334」銜接事宜聯絡小組、論壇、網絡、焦點小組面談及問卷調
查。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共同角色

6.3

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分別通過轄下的委員會發展學校整體

課程及公開考試制度，提升評估素養，以支援本地教育體系的課程發
展。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提供討論平台，為八個學習領域及通識教育
科制定發展方向，並勾畫各個課程及科目的發展計畫及策略。委員會
具廣泛代表性，由大專院校、專業團體的代表，以及校長與現職教師
擔任委員，進行決策及實施建議時能兼具前線及專業觀點。委員會部
分委員由政府委任，亦有部分由校長或大專院校提名。課程發展議會
與考評局會於不同階段積極與所有相關持份者進行溝通與諮詢。課程
發展議會與考評局亦會與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保持溝通，為各學習領
域的課程及評估設計訂定方向，並向各個持份者組別蒐集意見及建議。
各個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會提交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考慮及通過。

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及所有委員會（以及工作小組）的職責

6.4

課程發展議會就所有有關幼稚園至中六階段學校課程發展的

事宜提供意見，秘書處支援由教育局提供；而考評局負責所有有關評
核及公開考試的事宜。在課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的督導及引領下，有
關的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香港中學文憑科目委員會及課程發展議會
－考評局公開試科目委員會將繼續共同審議中／長期的建議，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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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及考評局會為上列委員會提供專業及秘書處支援。如有需要，各委
員會及工作小組會各自舉行會議或召開聯席會議（請參閱檢討時間
表），預期將會繼續︰
(1) 根據新高中課程的指導原則及檢討的主導原則，以及參考通過不
同渠道蒐集所得，對建議方案的回饋及資料（例如過去數月就檢討措
施進行的問卷調查及論壇），對微調各科的課程及評估、更新及優化
課程內容及評估設計（包括校本評核）方面提出進一步的建議，以促
進學生學習。
(2) 建議及提供更多資訊，幫助學校理解新高中課程（包括廣度及深
度）；亦會製作課程補充資料或資源套，以便於適當時支援學校盡早
實施修訂後的科目課程和評估。
(3) 提出長期檢討的重要議題，而有關議題需要更多數據輔助討論，
同時制定系統化且可行的計畫及建議時間表，以便及早讓學生及學校
受惠（即 2019 年或以後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實施）。
(4) 為更廣泛地檢視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提供回饋及建議，包括課程發
展方向、學與教、評核方法、為學校及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等，同時
以專業而均衡的角度，考慮整體課程及個別科目的需要。

7.

檢討機制、
檢討機制、持份者參與及溝通

7.1

有關議題和二十四個新高中科目的中期檢討將由教育局、課

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共同統籌，並由有關的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香
港中學文憑科目委員會及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公開試科目委員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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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將首先討論及訂定檢討的重要議題，並制定
所屬學習領域或科目的檢討策略或行動方案。在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
及考評局公開考試委員會之下成立的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公開試科
目委員會將按照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及考評局公開考試委員會定立
的方向，制訂詳細的行動方案，並按需要設立工作小組。香港中學文
憑科目委員會將與有關委員會合作，在考慮與考試相關的回饋後，就
評估方面的改動提出建議。所有委員會於有需要時會共同協作（包括
召開聯席會議），商議及回應關鍵議題及建議。
7.2

我們明白繼續採用現行具透明度的制度的重要，並會於所有

層面進行全面諮詢（例如︰諮詢會、論壇、問卷調查及焦點小組面談）
，
讓所有相關持份者，尤其是學校，獲得適當的參與機會。我們亦會在
有需要時，就初步建議進行學校問卷調查，蒐集意見作為訂定最終建
議的參考。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亦會透過相關或定期的聯絡會議，
例如校長聯席會議、
「334」銜接事宜聯絡小組及僱主工作小組，讓不
同的持份者參與，並與其他夥伴機構及持份者界別保持緊密溝通。

8.

建議、
建議、報告及公布

8.1

相關委員會提出的建議預期於 2014 年 3 月或 4 月擬備，並於

4 月或 5 月提交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公開考試委員會聯席會議通
過。
8.2

我們會根據檢討的主導原則，回應學校的關注事項，務求及

早讓學生受惠，另一方面亦會配合各科目／議題所需的不同時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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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首批中期階段的建議將於
首批中期階段的建議將於 2014 年 7 月公布，以便學校為新學年作
月公布
好準備及規畫。短期階段的建議於 2013/14 學年的中四開始實施，即
在 2016 年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生效；中期階段的建議
中期階段的建議則可於
中期階段的建議則可於 2014/15
或 2015/16 學年的中四開始實施，
學年的中四開始實施，即分別於 2017 或 2018 年的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生效，盡早讓學生及學校受惠。最後一批中期階段的建議
最後一批中期階段的建議
學文憑考試生效
將於 2015 年 7 月或之前公布。
月或之前公布
8.3

教育局及考評局會就發展支援學與教所需的材料（或其他支

援措施）提供意見及協助，並讓出版商享有彈性，在有需要時編寫課
本。
8.4

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會保持緊密溝通，於適當時候向教育

統籌委員會及立法會提交報告。教育局及考評局高層管理人員合作無
間，會經常通過會議和討論，為檢討領航。

9.

檢討時間表、
檢討時間表、資訊及聯絡方法

9.1

我們已於短期階段廣泛諮詢所有相關持份者（學校界別、大

專院校、教育／專業團體、僱主等)，並根據所蒐集的回饋，制定短
期及中期的建議。中期檢討將建基於各界對有關建議的回饋，跟進尚
待解決的議題，並由課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通過的嚴謹的會議進行討
論，同時繼續蒐集不同持份者，尤其是學校的意見。以下是中期檢討
的 時 間 表 。 我 們 會 繼 續 更 新 「 新 學 制 檢 討 專 頁 」
(http://334.edb.hkedcity.net/EN/334_review.php)，提供有關檢討的資訊
和活動，以及最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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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制檢討（中期）時間表

課程發展議會／
課程發展議會／
考評局會議
2013 年 首輪會議 –
9月
• 課程發展議會討論並訂
定檢討方向
• 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舉
行首次會議，並討論相
關科目的中期檢討
• 於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
之下，成立課程發展議
會-考評局公開試科目委
員會
時序

學界諮詢

其他主要持份者的參與

• 持續蒐集學校的意見

• 持續向聯絡會議成員及
持份者界別（大專院校、
家長、僱主等）蒐集意見

2013 年 次輪會議 –
10 月
• 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公
開試科目委員會及香港
中學文憑科目委員會舉
行首次會議，檢討 2013
年文憑試及對課程及評
估事宜的回饋，同時討
論有關科目的中期檢討
（按需要召開聯席會
議）
• 因應科目及實際需要，
成立工作小組

• 向公眾公布檢討展開
• 向學校發出通函啟動檢
討，邀請學界提供意見
及蒐集回饋
• 與學校代表及專業團體
會面

• 持續向聯絡會議成員及
持份者蒐集意見
• 與持份者進行焦點小組
面談／會議

2013 年 • 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
11 月至
公開試科目委員會／科
2014 年
目委員會／工作小組
1月
審議關鍵議題
• 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
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
公開試科目委員會、科
目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審
議建議方案，並提出修
改建議，再向學校及其
他關注小組／教育團體
諮詢意見
• 課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

• 焦點小組面談—各科目
組別、校長／中層人員
等
• 匯報檢討的中期結果／
蒐集回饋
• 有需要時蒐集學校對初
步建議的回饋

• 有需要時向聯絡會議成
員及持份者蒐集對初步
建議的意見
• 與持份者進行焦點小組
面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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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

課程發展議會／
課程發展議會／
考評局會議
公開考試委員會討論建
議方案並提供意見

學界諮詢

其他主要持份者的參與

2014 年 • 按需要舉行會議
2月

• 有需要時進行學校問卷
調查，蒐集對課程及評
估設計建議方案的意見
• 有需要時舉行焦點小組
面談—各科目組別、校
長／中層人員等

• 蒐集學校及持份者的意
見，進一步改善建議方案

2014 年 第三輪會議 –
3月
• 課程發展議會委員
會、課程發展議會-考
評局公開試科目委員
會、科目委員會及工作
小組聯席會議討論最
終方案

• 蒐集學校對最終方案的
意見

• 訂定最終方案並蒐集意

2014 年 • 提交建議書定稿予課
4/5 月
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
公開考試委員會聯席
會議通過

• 向學校、教師及專業團
體發布中期檢討建議

• 向聯絡會議成員、各持份
者界別及海外策略夥伴
發布中期檢討建議

2014 年
9月

有需要時為學校舉辦簡介
會

• 闡釋建議方案及蒐集意
見
• 有需要時為學校提供補
充資料／資源套

2014 年 • 課程發展議會、課程發
10 月
展議會委員會、課程發
展議會-考評局公開試
科目委員會、科目委員
會及工作小組有需要時
繼續審議關鍵議題

• 持續蒐集學校的意見

• 持續向聯絡會議成員及
持份者蒐集對初步建議
的意見

2014 年 • 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
10/11
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
月
公開試科目委員會、科
目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審

• 有需要時進行學校問卷

• 蒐集學校及持份者的意
見，進一步改善建議方案

見

2014 年
公布第一批中期檢討建議
7月

調查─蒐集對課程及評
估設計建議方案的意見
• 有需要時舉行焦點小組
12

課程發展議會／
課程發展議會／
考評局會議
議建議方案，並提出修
改建議，再向學校及其
他關注小組／教育團體
諮詢意見

時序

學界諮詢

其他主要持份者的參與

面談—各科目組別、校
長／中層人員等

2014 年 • 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
11 月至
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
2015 年
公開試科目委員會、科
1月
目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根
據蒐集所得的意見，討
論及改善建議方案

• 持續蒐集學校的意見

• 持續向聯絡會議成員及
持份者蒐集意見

2015 年 • 課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
2月
公開考試委員會討論建
議方案並提供意見
• 按需要舉行會議

• 持續蒐集學校的意見

• 持續向聯絡會議成員及
持份者蒐集意見

2015 年 • 課程發展議會委員會、
3月
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
公開試科目委員會、科
目委員會及工作小組聯
席會議討論最終方案

• 蒐集學校對最終方案的
意見

• 訂定最終方案並蒐集意
見

2015 年 • 提交建議書定稿予課程 • 向學校、教師及專業團
4/5 月
發展議會及考評局公開
體發布中期檢討建議
考試委員會聯席會議通
過
2015 年
公布最後一批中期檢討建議
7月



9.2

• 向聯絡會議成員、各持份
者界別及海外策略夥伴
發布中期檢討建議

為了照顧每一個新高中科目或課程／評估範疇的實際檢討或發展需要，我們在實施
時間表及方式等方面會靈活處理
我們會在有需要時修改檢討時間表及實行主要措施的重要日期
歡迎學校、教師，以及社會各界人士，提出意見和建議，以

便制訂適切可行的方案，持續提升香港教育的質素。
若對檢討有任何意見及建議，請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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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
胡忠大廈 1302 室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 (議會及中學)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 號
修頓中心 13 樓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評核發展部總經理

傳真：2573 5299
電郵：councilandsecondary@edb.gov.hk

傳真：3628 8091
電郵：add@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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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短期及中／
短期及中／長期建議摘要

以下是短期及中、長期的建議詳情。教育局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繼續為學校提供各項
支援措施，幫助學校實施微調後的課程及評估，如課程補充資料、資源套、良好實踐示
例及專業發展課程。

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通識教育





短期
2013/14 學年起生效
調整學習選修單元的數目：
調整學習選修單元的數目：由三至四個改
為二至四個 (中六；2014 年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精簡公開考試試卷設計：
精簡公開考試試卷設計：

試卷四（說話能力）—— 取消朗
讀，口語溝通設每名考生一分鐘
首輪發言時間 （中六；2014 年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整合試卷︰
整合試卷︰
 試卷三與試卷五合併為一卷 (中
四；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
精簡校本評核：取消必修部分「日常課業
及其他語文活動」的校本評核 (中六；201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釐清校本評核的要求：
釐清校本評核的要求：說明「閱讀活動」
紀錄的要求
精簡校本評核︰
精簡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次數由三次減少至兩次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甲部及乙部各呈分一次（中六；
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課程內容
 必修部分 (中四；2016 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
 單元一和單元二 (中四；2016 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
不會於香港中學文憑數學科考試實施校本
評核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開
始實施）
清楚闡述課程的廣度和深度
 提供課程及評估資源套
精簡及闡明校本評核
 實施獨立專題探究精簡方案 （中
六; 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已
於 2012 年 2 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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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
（需要探討的議題）
需要探討的議題）
研究在本科提供指定文言經典篇章的可行
性及其考核方式

檢視新高中數學科課程架構

課程及評估設計檢討：
課程及評估設計檢討：
 中期課程及評估設計的檢討建議
預計在 2015 年中完成

學校無須提交「過程」評核紀錄
學年中六級受惠，201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開始實施)
 闡明獨立專題探究評核要求
 提供更多學與教支援
 按需要加強校本支援
 加強資源平台 （例如：資源套和
良好實踐經驗的示例）
 加強初中課程和新高中通識教育
科之間的銜接
企業、
企業、會計與  縮減課程內容（
縮減課程內容（約 15%）：包括必修與選  研究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分拆及/或選
財務概論
修部分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修單元獨立評級與成績分開表述的可行性
 調整考試時間 （配合課程的調整）
 試卷一：縮短考試時間由一小時
三十分鐘至一小時十五分鐘，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試卷二：縮短考試時間由兩小時
三十分鐘至兩小時十五分鐘 （中
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優化評核設計：
優化評核設計：
 在試卷一乙部引入選答題目 （中
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相應更改考試規格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提供學與教支援：
提供學與教支援：
 更清晰註明採用會計準則的截止
日期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研究成績分開表述的可行性
研究成績分開表述的可行性
 取消校本評核（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起開始實施）
生物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微調必修及選修部
分（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中六；2014 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
布）
化學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微調必修及選修部
分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中六；2014 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
布）
中國歷史  調整學習選修單元的數目︰
調整學習選修單元的數目︰由兩個減為一
個(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公開考試試卷︰
精簡公開考試試卷︰統一公開考試卷一和
卷二各試題的比重及作答時間(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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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校本評核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布)
中國文學  調整學習選修單元的數目︰
調整學習選修單元的數目︰由三至四個改 研究更換/節選某些中國文學指定作品
為二至四個 (中六；2014 年香港中學文憑 精簡校本評核：
精簡校本評核：
考試)
 取消必修部分「課外閱讀」的校
 精簡公開考試試卷：
精簡公開考試試卷：
本評核 （2016/17 學年中四；2019
試卷一（文學創作）—— 取消「片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段寫作」；考試時間由三小時減
 減低校本評核比重 （2016/17 學
為兩小時 (中六；2014 年香港中
年中四；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
學文憑考試)
試）

試卷二（文學賞析）—— 由設 5  校本評核：
：校本自決試行 （2018 年香港中
題選答 3 題改為設 4 題選答 2 題； 校本評核
學文憑考試）
考試時間由三小時減為兩小時
（中六；201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校本評核延至 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實施
組合科學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微調物理、化學及
生物部分（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試卷：
精簡試卷：試卷一：減少物理部分選擇題
數目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中六；2014 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
布）
設計與應用 提供學與教支援：提供校本評核設計作業
科技
題目（中五；2015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經濟

更新及微調課程內容：
更新及微調課程內容：更新一副課題及微
調四副課題（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調整考試時間 （提供更充足的時間給考生
理解問題及組織答案）
 試卷二：延長考試時間由兩小時
增加至兩小時十五分鐘(中六；
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延遲校本評核至 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倫理與宗教  釐清課程的深度及廣度，並提供更多示例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延遲校本評核至 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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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在公開考試中加入時事評論題／
資料回應題以取代校本評核的可行性；(ii)
探討課程的進一步發展
 精簡校本評核：
精簡校本評核：校本評核課業數目由三份
減至二份 （2016/17 學年中四；2019 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
 校本評核: 校本自決試行 （2018 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
 (i)




探討減輕倫理與宗教科校本評核工作量
校本評核: 校本自決試行(2018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地理

更新及微調課程內容︰
更新及微調課程內容︰對課程及評估指引  研究是否需要修訂新高中地理課程及地理
內的說明作出小量修訂 （中四；2016 香 科教學課時不足問題並提議可行解決方案
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2016/17 學年中四； 2019
 調整考試時間 （提供更充足的時間給考生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理解問題及組織答案）
 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校本自決試行 （2018 香港中學
 試卷二: 延長考試時間由一小時
文憑考試）
增加至一小時十五分鐘（中六；
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延遲校本評核至 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健康管理與  調整考試時間 （提供更充足的時間給考生  檢視本科課程及評估的設計與校本評核，
社會關懷 理解問題及組織答案)
包括評核課業的報告格式（文字或影音），
以及評核課業比重
 試卷二：延長考試時間由一小時
精簡校本評核：刪減「選修部分專題研習」
三十分鐘至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精簡校本評核：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的「影音習作」課業（2016/17 學年中四，
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延遲推行校本評核至 2019 香港中學文憑
 校本評核：校本自決試行 （2018 香港中學
考試
文憑考試）
歷史
 調整考試時間 （提供更充足的時間給考生
理解問題及組織答案）
 試卷二: 延長考試時間由一小時
十五分鐘至一小時三十分鐘 （中
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布）
資訊及通訊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微調四個課題內容
科技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 （中五；2015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修訂試卷內提供的 SQL 指令及試算表函
數以供考生參考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綜合科學  說明課程的廣度和深度：
說明課程的廣度和深度：指明某些課題所
需學習的例子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中六；2014 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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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學





音樂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
 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校本自決試行(2018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合併兩組指定作品 (中四; 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優化評核設計 (中四; 2016 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試卷一 (作文)
第一部分：甲、乙和丙部中
設小說、戲劇及電影各兩條
題目供考生選答；丁部採用
同一組短篇故事，數量由十
篇減少至八篇
第二部分： 設概括性的問
題
 試卷二(文學欣賞)
卷二考試時間由兩小時三
十分鐘縮短至兩小時；
甲部設四條各自包含一段
小說及戲劇節錄的題目供
學生選答；乙部採用詩歌名
單 (數量由十八首減至十五
首)
延遲校本評核 至 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校本評核：於 2014/15 學年推行第二次先
延遲推行校本評核至 2019 年香港中學文 校本評核：
憑考試 (如獲學校的支持，校本評核可能 導計畫
評估先導計畫，並為推行校本評核的時間
會提早推行)
優化評核設計 (中五; 2015 香港中學文憑 表作出建議 (2015/16 學年)
 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校本自決試行 (2018 香港中學
考試)
文憑考試) (如獲學校的支持，校本評核可
 精簡演奏及創作技巧的評核
能會提早推行)
 減少個別試卷在時間、作品數目
或字數的要求
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於 2013/14 學年推行第一次先
導計畫
優化評核設計：增加實習部分的比重由
30%至 40%（中四；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不推行校本評核：
不推行校本評核：以公開實習考試代替校
本評核（中四；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微調必修及選修部
分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試卷：
精簡試卷：
 試卷一：減少選擇題數目(中六；
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中六；2014 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布)







體育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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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生活



延遲推行校本評核至 2019 年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旅遊與款待





更新及微調課程內容︰
更新及微調課程內容︰必修部分中若干課
題重新編排及明確說明課題的廣度和深度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延遲校本評核至 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視覺藝術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減至一個作品集，包括研究工作
簿及針對一個主題的四件藝術作
品／評賞研究(中五及中六學
生；2015 及 2014 年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布) ﹔
 提交作分數調整之作品集樣本，
由 12 頁增加至不多於 24 頁 (中
四學生，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應用學習課程 檢視及更新課程
提升資歷認可及銜接出路（如研究與其他
課程的銜接、與資歷架構掛鈎等）
加強支援（如檢討撥款、導引課程、鼓勵
為非華語學童提供以英語授課的課程、提
早在中四試行應用學習課程、加強應用學
習統籌主任的專業發展）
















精簡校本評核 (2016/17 學年中四；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刪減指定課業的實習部分；
 修訂評核項目比重
校本評核：校本自決試行 (2018 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 (2016/17 學年中四；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刪除作業研習
 課業總數從 2 份增加至 3 份
 校本評核佔整科總分由 30%降至
15%
校本評核: 校本自決試行 (2018 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
檢討如何評核學生回應藝術評賞和藝術創
作的連繫

持續蒐集回饋及檢討課程
續蒐集回饋及檢討課程
檢討應用學習課程的評級機制
研究在中四提供應用學習課程，
研究在中四提供應用學習課程，及將應用
學習課程與資歷架構掛鈎
學習課程與資歷架構掛鈎

註︰以上表格或未有列出在檢討過程中其他有關及新出現的議題（主要議題請參閱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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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新學制檢討(中期
新學制檢討 中期)實行
中期 實行主要措施
實行主要措施的重要
主要措施的重要日期
的重要日期
2013/14 至 2017/18 學年

主要措施

到 2013/14
2014/15
2015/16
為所有科目提供課程補充資料
進一步釐清課程的廣度和深度和/或
支援學習、教學和評估
為特定課題提供資源套
資源套 ，以加強學與教和評估的成效
通識教育科、旅遊與款
待、體育
中國語文、倫理與宗教、歷史
中國文學
提供良好實踐示例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地理
英語文學、數學、化學、
經濟、倫理與宗教、健
康管理與社會關懷、資
訊及通訊科技、科技與
生活
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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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2017/18

主要措施

到 2013/14

中國文學

2014/15

2015/16

通識教育科

訂立種子計畫／
種子計畫／試行計畫以支援推行微調後的課程和評估
中國語文、音樂
 中國文學
地理
 持續於體育科推行種子計畫，以推廣協作研究及發展，以推行微調後的課程及評估
設立工作小組，進一步探討課程和／或評估的議題
 中國語文：研究在本科提供指定文言經典篇章的
可行性及其考核方式。
 中國文學：研究修訂指定作品
 數學：檢討新高中數學課程架構
 經濟：工作小組將考慮於公開考試加入新聞評論
類型／資料回應題目，以取代校本評核的可行性
以及探討課程的進一步發展
 倫理與宗教：探討減少校本評核的工作量
 地理：研究是否需要修改新高中地理課程，並就
課時不足的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檢討課程及評估的設計和
校本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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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2017/18

主要措施




到 2013/14
2014/15
通識教育科
通識教育科︰檢討課程及評估的設計以及校本評
核，於 2015 年年中或之前落實建議
校本評核：檢討校本評核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
實施情況，並提供持續優化的建議

2015/16

2016/17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探討分拆科目和／或獨
立評級和匯報的可行性
定期檢討所有科目的課程，以更新及優化課程設計
更新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試規則和評核大綱和校本評核手冊，加強評估方面的支援
在不影響國際基準/認可及課程目標前提下，探討進一步精簡校本評核，以回應關注事項

2017/18



評估及考試

學／教資源
專業發展課程

定期檢討所有科目的評估，更新及改善評估設計
持續發展所有科目的學/教資源
適時提供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支援學校整體課程發展、教學法，以及學校的評估文化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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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的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中校本自決試行
校本評核：中國文學、英
語文學、經濟、倫理與宗
教、地理、旅遊與款待、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技與生活、音樂

主要措施
到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校本支援及優質教育基 進一步協調校本支援服務、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及優質教育基金，以便支援學校推行修訂措施，回應關注及改善學生的學習。
金
持續開辦應用學習課程，以提供多元選擇
檢討撥款以支援學校推行應用學習
強化導引課程，幫助學生對應用學習作出明智選擇
鼓勵課程提供機構提供以英語授課的課程，以支援學生的不同需要，例如非華語學童。
應用學習
提早在中四試行應用學
習課程，研究其可行性和
成效
研究與其他課程的銜接
為應用學習統籌主任提供
專業發展課程，以便讓他
們更好地支援學生
探討與資歷架構掛鈎
檢討應用學習課程的評
級機制



為了照顧每一個新高中科目或課程／評估範疇的實際檢討或發展需要，我們在實施時間表及方式等方面會靈活處理
我們會在有需要時修改檢討時間表及實行主要措施的重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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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新高中課程及評估主要回饋摘要

1. 課程設計

正面回饋

關注事項

精簡／
精簡／微調課程

課程廣度與深度



肯定新高中課程的優勢



微調後的課程普遍獲得好評



課程廣度及深度尚未清晰（例如化學、資訊及通訊
科技、通識教育）



期望進一步減省課程內容（例如中國語文、中國文
學、經濟、英國語文、地理、通識教育科、數學（單
元二）、物理）



應一併考慮課程設計及課時



大學收生要求、務實選科策略、教師流動性等引致
的倒流效應無意間「收窄」新高中課程

2. 公開考試

評核方面的改善措施


3. 校本評核

評核範圍

普遍支持有關公開考試的短期措施

課時縮減後，應同時減省評核內容

進一步精簡

精簡措施




普遍支持有關校本評核的短期精簡措



要求進一步精簡已推行校本評核科目的評核內容
（例如資訊及通訊科技、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英

施

國語文），及減低校本評核的佔分比重（例如健康

整體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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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回饋


關注事項
管理與社會關懷、物理、英國語文）

校本評核並非影響學生選科的主要因
素，應更深入研究其他方面的影響

進一步延遲／
進一步延遲／取消


要求進一步延遲推行科目的校本評核／取消校本
評核（例如中國歷史、中國語文、中國文學、經濟；
倫理及宗教、資訊及通訊科技、體育、旅遊與款待、
地理）；及簡化／取消獨立專題探究（通識教育科）

4. 照顧學習多樣性

學習、
學習、教學、
教學、評估

課程／
課程／評估設計


支持將數學必修部份分為基礎及非基



礎課題，以照顧學習多樣性

英語文學、視覺藝術等科目）


5. 支援措施

專業發展支援


要求增加支援措施，以回應學習多樣性

津貼／
津貼／人力資源

「新學制學校領導人工作坊系列2013」



廣受參加者歡迎，並獲好評

要求津貼、額外人手（尤其通識教育、其他學習經
／學習歷程檔案）及行政支援（例如應用學習）

課程補充資料


學習多樣性仍受關注（例如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課程補充資料

提供課程補充資料獲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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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更多支援，例如課程補充資料及專業發展課程

附錄四

新學制檢討（
新學制檢討（中期）
中期）的主要議題

校本評核
•

校本評核是學校整體課程和公開評核的重要部分，我們將會對其整體影
響進行全面檢討，以探討進一步精簡的可能性，在維持國際認可和校本
評核的基本原則的同時，回應工作量的問題。

核心科目
•

中國語文 – 研究引入指定文言經典篇章的可行性及其考核方式

•

通識教育科 - 檢討課程和評估設計

•

數學 - 檢討新高中數學課程架構

選修科目
•

•

•

•

•

•

企業、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研究將科目分拆成兩科及／或選修單元獨立
評級與獨立匯報成績的可行性
中國文學 - 研究修訂指定作品
經濟 - (i) 探討在公開考試加入時事評論題／資料回應題以取代校本
評核的可行性；(ii) 探討課程的進一步發展
倫理與宗教 - 探討減輕校本評核工作量
地理 - 研究是否需要修訂地理課程及地理科課時不足問題並建議可行
解決方案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 檢視課程及評估的設計與校本評核，包括評核
課業的報告格式（書面／音像）
，以及校本評核的比重

應用學習
除了定期檢討應用學習課程／內容之外，中期檢討將包括：
•

檢討應用學習課程的評級機制；及

•

研究在中四提供應用學習課程，以及將應用學習課程與資歷架構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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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進一步探討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以更有效照顧學習多樣性（如適用），措施或
包括：
•
於部分合適的新高中科目引入「半科」
；及
•
重新檢視「評級」制度。
其他有關及
其他有關及新出現的議題
有關及新出現的議題
進一步研究下列新出現的議題：
•
「預期以外」的影響，例如課程是否寬廣均衡，學生能否在寬廣的知識
基礎上獲得專門的知識（4 個核心科目+2/3 個選科目︰「收窄知識基
礎」？是否需要增加「其他語言」課程？）
；
•
課程設計／評估原則，例如公開評核能否有效地評核學生的價值觀；
•
大學及大專的取錄要求和公開評核的分數轉換系統應否進一步改善；
•
如何提高專業效能及其可持續性、給予學校和教師的支援類別；
•
照顧學習多樣性及對學校的支援（學習能力稍遜及能力較高的學生）
；
•
其他學習經歷及學生學習概覽（例如︰其實施如何受到 2400±200 總課
時的影響？)；
•
與其他新高中科目相關的新議題，例如視覺藝術和中國歷史；
•
其他與課程及評估相關而不屬於課程及評估發展周期的議題—我們會
與相關夥伴機構及持份者保持溝通，並進行適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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