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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現改稱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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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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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理念和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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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亦不僅是判斷學生表現的工

具，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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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育局的人員。考評局則是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負責舉

辦公開評核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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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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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公開試評核的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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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收  

傳真： 2573 5299 

電郵： ccdopshe@e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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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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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本章旨在說明中國歷史科作為三年制高中課程選修科目的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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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0 月，教育統籌局發表《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對未來的投

資》文件，蒐集各界對設計藍圖、實施時間及財政安排等問題的意見；2005

年 5 月，發表《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報

告書，為三年高中學制的實施，策畫未來的路向。  

 

本指引是根據以上兩份文件的主要建議、並配合和落實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7 年出版的《高中課程指引》、 2002 年發表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各盡所能‧發揮所長》、 2001 年出版的《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及

2000 年的教育統籌委員會教育改革報告書《終身學習‧全人發展》所提出

的各項建議而編訂。  

 

高中中國歷史科是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的一個選修學科。本指

引沿著 2002 年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指引（小一至中三）》的發展方向，建基於 2004 年實施的中四至中五中國

歷史課程及 1992 年實施的高級程度中國歷史課程，並進一步發展學生由第

一至第三學習階段已具備的中國歷史知識、技能，以及價值觀與態度。本

指引說明高中中國歷史的課程理念、宗旨，並就課程規畫、學與教、評估

及學與教資源等提出建議。  

 

 

1.2 課程理念  

 

高中中國歷史科是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內高中課程的一個選修

學科。課程設計的基本理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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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研習本國歷史，認識和關心國家民族的過去與現在，並展望未

來的發展路向。學生研習前人累積的生活經驗時，既可反思歷史的

各種意義，又可加強個人的思辨能力，從中理解今天發生的事情正

是昨天諸事的延伸與遞進，進而掌握世局變遷的趨勢，探索國家未

來的發展路向。  

 本國歷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素材。歷史教育可以讓學生通過對國家

歷史與文化的學習與反思，加深其對國情的了解，從而增加自己對

國家、民族的認同；同時，透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又可

以讓學生更深入了解本國的文化傳統，認識和汲取不同文化的特

長，進而培養其恢宏的世界觀。  

 綜合、分析、歸納、比較、評價等都是歷史研習的常用方法，也是

學生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本科的學習可以讓學生透過探究式的學

習策略，對歷史資料進行分析批判，辨訛剔偽，培養他們研習、解

難、批判思考等各種共通能力。在此基礎上，學生可以進行知識遷

移，運用歷史思維對社會現象及世界當前的問題進行獨立的分析和

判斷，從而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學生具備這些共通能力，

更能切合社會對未來人才的期望。  

 高中中國歷史課程著重深化與鞏固學生在初中階段所獲得的歷史

知識與思維方法，並期望進一步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提升他

們的思辨能力、促進他們養成優秀的品格，以及幫助他們為日後從

事歷史研究與服務社會奠下良好的基礎。  

 

 

1.3 課程宗旨  

 

本課程的宗旨，是讓學生能夠：  

 

（ 1）  理解重要歷史事件的由來、發展及相互關係，從而掌握事物的變革

軌跡及發展趨勢，幫助他們能以古鑑今，策畫未來；  

（ 2）  整理、綜合及分析相關的歷史資料，運用歷史探究的方法，提升個

人思辨及評價史事的能力；  

（ 3）   培養解難、內省、批判及創意思維等技能，提升他們處理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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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及參與社會決策的能力；  

（ 4）   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培育個人對社會、國家及民族的責任感；  

（ 5）   體會中外文化交流的意義，欣賞中國文化的特質與價值所在，建立

民族認同感，尊重不同的文化與承傳。  

 

 

1.4 課程目標  

 

本課程的目標，是讓學生進一步：  

（甲）建構歷史知識：  

 了解中國政治歷史的面貌與治亂因由、社會和民族的發展狀況與演

進關鍵；  

 掌握歷史與文化的承傳變化，從而對當前生活的背景有更深刻的體

會。  

（乙）掌握研習歷史的技能：  

 以歷史思維分析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相互關係、事態的演變脈絡

等，從而深入了解歷史現象，並據此建構個人的史觀；  

 採用探究式學習的路向及歷史研習的方法，層層遞進，由理解至綜

合，由解難至創造，在學習的過程中進行知識的遷移，從而建立面

對社會和人生問題時所需要的分析、判斷、應變及實踐等能力，以

期在未來更具能力參與社會事務及處理個人問題；  

 運用各種探究方法整理史料，建立概念，以及藉著通暢的語言、文

字表達學習歷史的成果。  

（丙）培養積極的態度和價值觀：  

 情智並重。在研習民族融和的過程、國家發展的歷史，以及歷史人

物的言行時，在移情共感及獨立思考的過程中，提高對國家和民族

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建立優良的品德和公民意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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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容並蓄。通過學習中國與世界其他民族、國家交往的歷史，培養

有容乃大的胸襟，懂得欣賞及尊重其他文化體系的特質與價值，以

期在全球化的世界裏具有更廣闊遠大的視野。  

 

 

1.5 學習成果  

 

預期學生在完成本課程後對中國歷史及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與理解，並具

有探究、組織和溝通等能力、積極的態度和正面的價值觀，以及優良的品

格與公民責任感，同時能夠：  

 了解中國歷代治亂的沿革，掌握各個歷史時期的基本特徵與發展趨

勢，明辨社會形態的轉變關鍵，並通過理解箇中的因果關係，察知

歷史延續與演變的規律，在比較史事異同的同時，建立清晰的時、

空概念；  

 認識重要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現象，理解重要的歷史概念，

並藉代入歷史的時、空之中，以培育個人的歷史意識；  

 掌握探究歷史的方法、識別史料的真偽及懂得使用歷史圖表等技

能，具備搜集歷史資料的能力與批判性思考，善於進行獨立思考，

深入探討問題，並能辨識資料的真確性及可信程度；  

 掌握理解、分析歷史資料及闡述歷史問題的能力，並能運用歷史資

料及有關論述表達自己的觀點，從而建構歷史知識與概念；  

 轉移與內化知識，通過擴闊歷史視野，認識理解現實問題，思索人

生的價值，達至以古鑑今、以今通古的目的；  

 具有責任感與正面的價值觀，善於自我管理、與人協作，發展和諧

的人際關係，並尊重他人的價值取向；  

 建立對國家、民族的認同與歸屬感，既能欣賞自己國家、民族的成

就，又能尊重不同國家、民族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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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與初中教育、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本課程以初中中國歷史科、歷史與文化科等為基礎，銜接高等教育階段的

中國歷史本科課程，為修讀本課程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中國歷史學習經

歷，使他們在初中學習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中國歷史的知識，提升研習

歷史的能力，為終身學習和未來發展作好準備。高中與基礎及高等教育的

銜接，主要體現於下列三方面：  

 在課程內容方面，以政治史及文化史兩大領域為主要學習內容的初

中中國歷史科是本課程「歷代發展」及「歷史專題」兩部分的基礎。

「歷代發展」部分突破以朝代為依歸的設計框架，著重突出不同「歷

史時期」的主要特點，以銜接高等教育的「通史式」中國歷史課程；

而「歷史專題」部分則在更廣闊的層面上從文化、地理、人物、制

度、宗教及性別等方面，讓學生認識中國歷史的多元面貌，從而為

日後修習高等教育的各種專門歷史作好準備。  

 在歷史探究能力方面，基礎教育階段初步培養學生認知、理解、觀

察、分析等基本能力；高中教育階段則在鞏固這些研習歷史的基本

技能之餘，著重訓練學生啟疑、批判、評鑑、反思、辨偽等高層次

的思維能力，以準備將來接受高等教育時，學生能夠綜合運用各種

專門的史學方法。  

 在價值觀與態度方面，初中中國歷史科讓學生透過對歷史人物的嘉

言懿行的學習，培養良好的個人操守及對團體和社會的責任感，建

立對民族和國家的認同與歸屬感。高中中國歷史課程除藉著加強近

代史及歷史專題的教學深化以上的價值觀及態度外，還著重透過歷

史研習的過程，培養學生尊重史實、接納不同意見等客觀態度。這

些不可缺少的品德和態度都有助學生日後可以更好地接受高等教

育。  

 

本課程要求學生能對事物作多角度的探究及分析，並具備研習歷史的正面

態度和技巧，以便為日後在大專院校修習歷史、中國語言及文學、新聞、

宗教、哲學、人類、社會、經濟、心理、文化研究等課程打好穩固的學術

基礎。此外，歷史研習亦能讓學生學習處世方式。這種經驗對學生將來服

務社會，特別是從事文物保育、文化旅遊、文物考古、檔案管理及出版編

輯等工作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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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架構 
 

 

中國歷史課程架構設定學生在高中階段須掌握之重要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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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是根據教育統籌局於 2005 年出版的《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

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第三章和 2007 年課程發展議會出版的《高中課程

指引》的建議，發展出以下的設計原則：  

 

2.1.1 建基課程優勢  

本課程以學生初中中國歷史科的學習為基礎，進一步深化與鞏固學生在初

中階段獲得的歷史知識，並提升其思維能力。  

2.1.2 配合學制發展  

本課程配合 2009 年高中學制的轉變，適應本科的學術發展，並依據學生的

能力水平。本課程依下列原則而設計：  

 建基於基礎教育階段已掌握的知識  

為確保不同學習階段的課程能緊密配合和銜接，本課程的設計建基

於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所具備的中國歷史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

度，以及學習經歷等基礎上。  

 求取廣度與深度之間的平衡  

 因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本課程分為必修及選修兩部分。必修部分

是本科必須學習的內容，著重從時間的角度縱向探討中國歷史的演

變，讓學生對中國歷史的整體發展有全面的認識。選修部分則提供

多個文化範疇，讓學生可按照個人的興趣及能力選擇修讀，從文化

層面橫向地認識中國歷史的不同方面，並作深入的研習，以擴闊其

歷史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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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提供一個靈活而多元化的架構，讓學生在探究式學習的模式下，透

過豐富兼多樣化的學習活動以及多元化的評估方式，修習不同的選

修單元，從而照顧不同學習者在能力、性向、需要及興趣上的多樣

性。  

 讓學生學會學習和探究  

 採用探究式學習方式，以帶引學生「學會學習」為目標。透過史事

的研習，讓學生學會運用各種歷史研習的方法，以提升個人的共通

及思維能力，並培養反思能力及奠定獨立學習的基礎。  

 求取理論與實踐並重  

 透過研習中國歷史的進程，掌握歷史發展的軌跡及探討其一般性規

律，幫助學生深化對目前中國國情的理解，並展望國家未來發展的

走向。  

 培養價值觀與態度  

 通過對不同史事及歷史人物的研習，深化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

從而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  

 配合評估，同步發展  

 「學、教、評」是課程實施的完整循環過程。學習與評估相互配合，

通過實施促進學習的評估策略，配合同步發展持續性學習評估，能

全面及均衡確認學生在各方面的學習成果。  

 

2.2 課程架構及組織  

 

進入高中前，學生在小學常識科、初中中國歷史科、歷史與文化科、綜合

人文科等的學習中，已初步認識中國歷史的基本政治發展歷程及文化特

色。以此為基礎，本課程主要分為「歷代發展」（必修部分）與「歷史專題」

（選修部分）兩部分。「歷代發展」部分旨在使學生宏觀地了解中國歷史的

發展脈絡；「歷史專題」部分則供學生按興趣選修各擬設的主題，從而期望

能激發學生探究中國歷史的興趣，拓展學生學習和探究中國歷史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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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正確的歷史觀。融入日常教學中的「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部

分，尤重視發展學會學習的能力，讓學生能從實踐中掌握歷史研習的技能、

培養求真的史學精神。  

 

「必修部分」（歷代發展）建基於 2004 年 9 月實施的中四至中五中國歷史

課程，分為「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及「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兩大時段，選取具明顯特色的課題，供學生研習。  

 

中國歷史是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的一個選修學科，而個人、社

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主要分為六個範疇：「個人與群性發展」、「時間、延

續與轉變」、「文化與承傳」、「地方與環境」、「資源與經濟活動」及「社會

體系與公民精神」。這些範疇可提供不同的維度讓學生了解中國歷史的不同

形態。因此，本課程除了從時間演變的角度探討中國歷史的發展外，亦嘗

試根據中國歷史不同的範疇，從多個角度提供不同的視野，幫助學生認識

中國歷史，使他們不單可縱向地總結中國歷史的發展經驗，也可就不同的

主題深入探究。因此，「選修部分」（歷史專題）提供「二十世紀中國傳統

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地域與資源運用」、「時代與知識分子」、「制

度與政治演變」、「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和「女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六個單元，供學生按興趣選修其中一個，藉以擴闊他們對中國歷史不同層

面的認識，同時亦為將來有興趣進一步研習中國歷史某些課題奠定基礎。  

 

下圖展示了本科的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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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  中五  中六  

 

 

 

 

 

 

 

 

 

 

中四  中五  中六  

 

圖 2.1 高中中國歷史科的課程架構

【必修部分】 

（I）「歷代發展」部分 

 

（側重時序設計） 

 

【選修部分】 

（II）「歷史專題」部分 

（以主題式設計， 

任選一單元） 

（III）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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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課程內容  

 

（ I）必修部分（「歷代發展」）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甲部自夏代至十九世紀中葉，分為五個時期，每個時期選取能突顯該時期特色的課題，供學生學習。  

 為了幫助學生掌握歷史脈絡，鞏固「時間、延續與轉變」的觀念和學習有關課題的基礎，學習有關課題前，

宜先以「概論」形式讓學生對各時期的歷史概況和特色有一概括的認識。教師可利用一課時交代一個時期

的概況、特色，又或以五課時全面交代甲部各個歷史時期的概要（為免學習內容過於繁瑣、沉重，「概論」

部分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  

 中國歷史源流久遠，朝代延綿不絕。惟夏、商兩代因文獻記錄零散，故不設特定課題，僅在「概論」部分

介紹兩代重要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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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夏商周  

 

1.周代分封   兩次分封形成的政治局面  

 兩次分封促成的民族摶成  

西周初年，兩度分封，開拓疆土，使周天子的

地位得以鞏固，從而改變了夏、商以來的政治

局面，並促成了民族的摶成。  

 2. 春秋戰國

的政治與

社會變動  

 西周與春秋在政治和社會兩

方面的不同  

 春秋和戰國在政治和社會兩

方面的不同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局面

的形成   

平王東遷，周室衰微，長達五百多年的春秋、

戰國，是中國歷史上政治與社會劇烈變動的時

代。春秋時期諸侯雖爭相割據，仍願尊已無力

號令天下的天子為領袖；而分封制雖漸崩壞，

禮法仍能維繫社會的相對安定。戰國時期，諸

侯兼併成風、篡弒相乘，周室已失卻象徵性質

的地位；社會方面，隨著貴族沒落、平民興起、

工商業蓬勃發展、知識階層抬頭，社會形態跟

周初推行分封時已有很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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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秦漢  1.  秦漢的統治

政策  

 秦始皇以法家思想治國的原

因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原因  

 秦始皇、漢武帝的政策及措施  

 秦始皇、漢武帝統治政策的評

價  

 

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啟大一統的局面；漢武帝積

極有為，把國勢推至頂峰。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以法家思想治國，推行一系

列措施，確立集權中央的統治方式。漢初六十餘

年無為而治，蓄積國力。漢武帝親政後實行「獨

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繼而推行一系列措

施，加強了中央的權力，既改變了當前的政治形

勢，也影響了社會與民生。「集權中央」、「士人

政府」及「新經濟政策」三項的影響最為深遠。 

兩位君主雖能成就大業，但秦始皇的猛政令人民

怨憤，秦朝在他死後便迅速被推翻；而漢武帝締

造的強盛帝國，亦因付出不菲的代價而使國力虧

損。  

 2.  兩漢戚宦掌

權的政局  

 王莽篡漢所利用的時勢  

 東漢戚宦掌權的由來及對國

運的影響  

西漢昭宣以後，外戚相繼掌權，令王莽得以外戚

身分奪位建國；東漢和帝以後，外戚與宦官爭相

掌權，使國力日趨衰疲。戚宦掌權，遂成兩漢政

局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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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魏晉南北

朝  

1.  北朝的漢胡

融和  

 北朝漢胡融和的概況  

 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措施

及影響  

北邊民族徙居中原，由來已久。自曹魏招用胡

兵始，沿邊胡族內徙日繁。不少胡族君主更傾

心嚮慕漢族文化，大力促成漢胡的融和。其中

北魏推行的漢化措施，影響尤為深遠。  

 2.  東晉及南朝

的士族與寒

門  

 東晉、南朝政權與士族的關

係  

 東晉、南朝士族與寒門的關

係  

司馬氏依賴士族的支持，立足江東，建立東晉。

士族因而備受優禮，獲享不少政治、經濟和文

化上的利益，成為社會上的特殊階級。  

隨著東晉末年寒門勢力的崛興，世代簪纓的士

族在政治和社會上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南朝

時，寒門相繼憑藉軍功建國，益令士族與寒門

的矛盾日趨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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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隋唐  1.  隋唐治世   開皇、貞觀、開元三朝的治

績與盛況  

 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的

歷史評價  

開皇、貞觀、開元三朝，政治、經濟、文教、

武功各擅勝場，史稱治世。主導三朝政局的隋

文帝、唐太宗和唐玄宗，除治績備受歷來論者

評騭外，個人操守亦廣受後世關注。  

 2.  安史之亂與

唐代衰亡  

 安史之亂與唐朝國運的關係  

 安史亂後的政局與唐室衰亡  

天寶年間，安史之亂爆發，戰禍連綿八載，關

隴河朔慘遭嚴重破壞，唐朝國力自此一蹶不

振。唐肅宗因急於求安，倉卒重置河北藩鎮，

令安史餘部得以保留實力。唐朝雖藉此再延國

祚一百五十多年，然終不免亡於節度使之手。  

 

 



 

 

1
6
 

時期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宋元明清  

（至鴉片戰

爭爆發前

夕）  

1.  宋元的中央

集權  

 宋代的中央集權制  

 元代的行中書省制  

宋初君臣沿中唐以來政制發展的軌跡，致力尋

求皇權與相權、中央與地方、文官與武將、職

官與差遣相互協調的中央集權管治方式。  

先後吞滅西夏、金與南宋，建立元朝的蒙古族

君主為增強中央對地方的管治，更在轄境推行

日後行省制濫觴的「行中書省」制。  

 2.  明清的君主

集權  

 明太祖、明成祖的君主集權

措施及其對政局的影響  

 清聖祖、清世宗的君主集權

措施及其對政局的影響  

明清兩代，君主權力高張。明太祖、明成祖、

清聖祖、清世宗均致力於強化君主對中央、地

方和臣民的管治。君主集權，遂成為兩代政治

運作上顯著的特色。  

 3.  清初的民族

政策  

 清初的民族政策及其影響  

 

滿族建立的清朝，君主除致力維護本族的優勢

和利益外，對轄境漢、蒙、藏、回諸族一直採

用因族制宜的管治策略，雖有利清室的統治，

卻使各族保持相對疏離的關係。民國年間外蒙

事件及西藏事件的發生自當溯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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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乙部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分為三個時期，每個時期選取能突顯該時期特色的課題，供學生學習。 

 為了幫助學生掌握歷史脈絡，鞏固「時間、延續與轉變」的觀念和學習有關課題的基礎，學習這些課題前，

宜先以「概論」形式讓學生對該期的歷史概況和特色有一概括的認識。教師可利用一課時交代一個時期的

概況、特色，又或以三課時全面交代乙部各個歷史時期的概要（為免學習內容過於繁瑣、沉重，「概論」部

分不列入評核範圍）。  

 

時期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鴉片戰爭至

辛亥革命  

1.  列強的入侵   列強入侵的歷程  

 中國面對的危機  

清代乾隆晚年，國力漸走下坡，內憂外患接踵

而來。道光年間清廷因鴉片戰爭慘敗，被英國

逼簽不平等條約。此後數十年間，相繼發生的

英法聯軍之役、中日甲午戰爭、列強劃分勢力

範圍、八國聯軍之役，清廷均無力捍衛國家、

人民的利益，而主權淪喪，尤令國計民生備受

打擊。  

 2.  改革與革命  

 

 改革與革命的歷程  

 改革與革命的特色  

 

列強入侵期間，朝野上下連番改革圖強，既有

主張力保清朝、自強救國的洋務運動、維新運

動；又有主張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晚

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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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辛亥革命至

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  

1.民初政局   袁世凱、段祺瑞掌權時的政

局  

 山東事件、五四運動  

 外蒙事件、西藏事件  

民初政局動盪，相繼執政的袁世凱及北洋軍閥

先後觸發國內多次政治抗爭，使南北陷於政治

分裂。山東事件的發生與巴黎和會上中國被列

強欺壓，更成為五四運動發生的導火線。長期

混戰的軍閥割據局面延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

後才告結束。在此期間，外蒙事件及西藏事件

一直困擾當時的執政者；而外蒙終告脫離中國

獨立。  

 2.  國共分合   國共第一次合作  

 國共關係破裂  

 國共第二次合作  

受到南方軍閥的排擠，孫中山重整革命力量，

改組國民黨，同時吸納中國共產黨黨員，組成

一股反軍閥的力量。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國共合

作。  

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國共兩黨分裂。此後數

年間，南京國民政府先後對共產黨發動五次圍

剿，而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經歷長征，最後立足

延安。  

當時正值日本大事侵華，將領張學良、楊虎城

不滿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策畫西

安事變，逼使蔣介石答應與中共聯手抗日，從

而促成歷史上第二次國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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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3.  抗日戰爭   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及華北  

 中國全面抗日  

 中國的國際關係  

自三十年代始，日本先後藉九一八事件、一二

八事件、偽滿洲國事件及華北特殊化，侵略中

國的東北及華北。西安事變後，日本的侵略行

動變本加厲。七七事變的發生標誌著日本全面

侵略中國和中國全面抗日的開始。  

八年抗戰期間，國共兩黨既合作又獨立發展；

日本亦因應情況，兩改策略。國際方面，中國

與英、美等國亦於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結為

同盟國，奠定中國戰後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

理事國的基礎。  

 4.  國共和談與

內戰  

 國共和談與內戰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和談失敗，又再兵戎相

見。最後，共產黨擊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

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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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至

二十世紀末  

1.  社會主義建

設  

 政治運動及經濟改革的發展

脈絡  

 政治運動及經濟改革衍生的

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政府提出社會主義

建設的目標，開展連番政治運動及經濟改革，

例如鎮反、土改、三反、五反、第一個五年計

劃、鳴放、反右及三面紅旗，使政治和社會在

短時期內產生不少變動。  

 2.  「文化大革

命」  

 「文化大革命」的歷程  

 「文化大革命」衍生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連番運動，對經濟發

展形成不少障礙。經檢討後，政府調整策略，

使經濟漸有起色，但卻引來意識形態上的鬥

爭，從而促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

期間，政治鬥爭激烈，經濟生產大受衝擊，社

會動亂不已。  

 3.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政策與政、經局勢  

 內地與港澳台三地的關係  

中共第一代領袖毛澤東、周恩來逝世後，四人

幫被捕，不久，鄧小平成為第二代領導核心。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推動

經濟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此

期間，中國國力有長足的發展，但亦產生不少

政治及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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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1976 年後，中國政局日穩，為早日完成統一大

業，先後與英國及葡萄牙談判，並於 1997 及 1999

年分別恢復在香港和澳門行使主權；同時，中

央又積極推動海峽兩岸的互通，文化、經濟交

流活動遂日趨頻繁。  

 4.  對外關係   外交發展的脈絡  

 外交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因親蘇反美的外交

政策而在冷戰時期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共產

國家。五十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惡化，中國在

外交上相對孤立。七十年代初期，中國開始與

美國進行民間交流活動，繼而建立外交關係。

自此，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亦漸趨緊密，不

僅積極與第三世界國家交流及建立外交關係，

與其他發達國家亦接觸頻繁。 1971 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此後，中

國更積極與世界各國發展商貿關係及進行文化

交流活動，在政治、經濟及文化各方面成為國

際上舉足輕重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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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選修部分（「歷史專題」，任選一單元）  

 

「歷史專題」的設計，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視野認識中國歷史，包括「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

傳與轉變」、「地域與資源運用」、「時代與知識分子」、「制度與政治演變」、「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和「女性社會地

位：傳統與變遷」六個單元，供學生按興趣選修，以擴闊他們對中國歷史不同層面的認識，為將來有興趣進一步研

習中國歷史奠定穩固的基礎。  

 

 「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以「五四運動」為切入點，探討中國文化與傳統的特質及

其變遷。  

 「地域與資源運用」，強調空間的概念，研究資源如何促進地域的發展。  

 「時代與知識分子」，選取能洞悉時代轉變而作出積極回應的知識分子，研習他們的經歷，以觀察不同時代

的歷史變遷。  

 「制度與政治演變」，以重要的制度變革為例，認識和探究制度與政治演變的關係。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認識四種主要宗教在中國的傳播，以及因宗教傳播而產生的文化交流。  

 「女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探討女性在中國歷史上擔當的角色與享有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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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1. 知識分子在五

四時期對中國

傳統文化的檢

討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本著民主

與科學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

的批判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中國傳

統文化的擁護及整理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歸納的中

國傳統儒家文化特點  

本單元以五四運動為研習的起點，旨在讓學生藉五四時期

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的批判與整理，認識中國傳

統文化的特點，進而歸納出個人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發展

與創新的體會。  

中國儒家文化源遠流長，一直支配著歷代政治的發展與國

人的思想。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西方的新思潮如民主

與科學思想、馬克思主義等相繼傳入，衝擊中國的傳統文

化。知識分子既有對傳統文化進行檢討與批判（反禮教、

反封建、反迷信、反權威等），又有對傳統文化加以維護

與整理（國粹派、科學整理國故、梁漱溟等）。他們對中

國傳統儒家文化形成一套獨特的看法。  

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雖逐漸「中國化」，但同時

有強烈的反傳統傾向。一九四九年後，馬列毛思想對傳統

學術研究產生不少衝擊；到「文革」時，「破四舊」的思

潮對中國傳統文化帶來嚴重的破壞。另一方面，五十年代

一群學者發表的〈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代表對傳統文

化的承傳，其在港台與海外以後的發展，形成新儒學的復

興運動。八十年代以後，馬列毛思想、當代新儒家思想、

2. 知識分子在五

四時期後對中

國傳統文化的

承傳與創新  

 五四時期後西方新思潮對中

國傳統文化的衝擊與批判  

 五四時期後中國傳統文化的

承傳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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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其他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以及與西方思潮的互動，構成了

中國思想界的發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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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地域與資源運用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1. 黃河流域   黃河與國都興廢  

-  自然環境與農耕文化  

-  戰亂對國都興廢與政治發

展的影響  

 唐代的長安  

-  長安的盛衰  

-  長安的文化面貌  

 

本單元旨在讓學生藉「國都興廢」、「資源運用」及「中外

接觸」三視角，來了解「地」在歷史發展上的重要性。  

「地」是歷史發展不可缺少的元素。歷代政權選擇和建置

國都均需考慮選址的自然環境與經濟發展前景、政局演變

危機、與周邊各民族關係等互動因素。黃河流域既是周秦

以來國人主要的聚居地，歷代政權遂多選擇於此建都。唐

代國都長安的建置與日後的盛衰，正好反映了選址諸因素

帶動的不同程度影響。  

六朝以來，隨著江南農田水利、手工業與工商業不斷發

展，中國經濟及文化重心逐漸南移，長江流域成為中國重

要的經濟區域。南宋國都臨安的建置與發展，從不同層面

見證了江南水利建設、農田開墾、人口繁衍、市鎮勃興、

工商繁盛、文化薈萃等的成果。  

2. 長江流域   長江與資源運用  

-  自然環境與水利開發  

-  江南開發與經濟重心南移  

 南宋的臨安  

-  背海建都的特點  

-  工商業與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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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3. 珠江流域   珠江與中外接觸  

-  自然環境與農業開拓  

-  海外貿易與工商發展  

 清代的廣州  

-  一口通商與十三行貿易  

-  商品經濟與文化交流  

 

偏處南方的珠江流域自秦漢以來已日漸發展。古稱「番禺」

的廣州憑著特有的地理優勢、發達的農業和商業，奠定作

為中國南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自唐代以來，

不少外國商人、宗教人士相繼經廣州進入中國，從而使廣

州成為中外接觸的重鎮。廣州本是清代對外通商的唯一地

點，自南京條約簽訂後，連串不平等條約使廣州發展為南

方最方便接觸和認識外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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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時代與知識分子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1.  中國知識分子

的特色  

2.  時代與知識分

子的互動  

3.  實踐理想與貢

獻時代  

 

 

知識分子的個案研究  

 孔子  

（約前 551-前 479）  

 司馬遷  

（約前 135-前 87／前 145-約

前 87）  

 王安石  

（ 1021-1086）  

 何啟  

（ 1859-1914）  

 梁啟超  

  （ 1873-1929）  

 

本單元旨在讓學生從不同年代、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身

上，學習他們獻身國家與事業的高尚情操。  

知識分子是中國傳統社會的菁英階層。他們不少深受儒家

思想的薰陶，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每當遇上時代劇

變，他們不惜盡展本身的才學以期為國家與人民作出貢

獻。  

孔子在動盪的春秋時期曾有志參與政治，希望藉恢復周代

的禮治社會令當時的亂世「撥亂反正」。他雖然未能實現

自己的政治抱負，卻以誨人不倦的精神，有教無類，將自

己的理想傳揚，從而成為影響中國教育發展極為深遠的偉

大教育家。  

司馬遷生當漢朝盛世，懷抱史家的精神及責任，追求「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奮力撰寫

《史記》一書，記錄上古至當世（漢朝）的歷史，探究歷

代政治盛衰得失的緣由，從而為歷代史家奠下撰述史書的

楷模。  

王安石以救世濟民為己任，大力推行北宋歷史上規模最宏

大、影響最深遠、涵蓋範圍包括政治、經濟、教育等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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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面的重大改革——熙豐變法。這次變法雖因種種原因終未

竟全功，但他的識見、魄力與處事方法卻充分突現了北宋

士大夫做人為學的特色。  

何啟出生於一個香港的基督教家庭，早年在港接受西式學

校教育，出洋習醫學法（法律）後回港執業，成為少數學

貫中西的華人菁英。他既不忘本身社會菁英的責任，廣泛

參與香港的政治、社會、文化事務，努力從事改革與建設；

更關心中國的國運，積極鼓吹改良思想。他立足香港、懷

抱中國、重視社會、推動教育，對日後香港和內地的發展

尤具不容忽視的影響。  

梁啟超早年參加科舉，曾公車上書及積極投身戊戌維新，

努力從事政治改革；民國成立後亦曾擔任官職；晚年主要

從事文化教育及學術研究工作，著作數百萬言，在史學、

佛學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卓越成就。他的一生體現了知識分

子從傳統到現代、自從政到為學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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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制度與政治演變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1.  田制與政治興

衰  

 

 概論：田制發展的特色——從

井田制的規畫到均田制的破

壞  

 專論：北魏至唐中葉期間均田

制發展與政治興衰的關係  

-  土地分配與政權穩定的關

係  

-  土地兼併與社會動亂的關

係  

本單元旨在讓學生從田制、兵制與科舉制的發展，洞察制

度與政治演變的關係。  

田制、兵制及科舉制度是歷史上三種重要制度，與政局的

變化關係極為密切。  

歷代田制的確立旨在讓「耕者得其田」。土地能否適當分

配，直接關係到農民能否安居樂業。土地的兼併往往使農

民破產，令他們的生計陷於絕境，最終釀成社會動亂，導

致政權崩潰；而土地的適當分配，則有助統治者穩定政

局、建功立業。北魏至唐中葉期間均田制的興廢，正可反

映田制與政治興衰的密切關係。  

2.  兵 制 與 國 勢

強弱  

 概論：兵制發展的特色——徵

兵制與募兵制的取捨  

 專論：唐、明兩代徵兵制與國

勢強弱的關係  

-  兵制與田制發展的關係  

-  兵制與國勢強弱的關係  

中國歷來內憂外患不絕，軍隊便成了官民保家衛國的依

靠。兵制的確立目的在於為統治者提供具戰鬥力的制度化

軍隊。自秦以來，軍隊士兵的來源主要不出徵兵與募兵兩

種途徑。唐、明兩代建國者分別確立以徵兵為集兵方式的

府兵制與衛所制，無疑是繼承了前代兵制的發展、配合當

時政治、社會的需要發展而來。兵以農為主的事實充分突

顯兵制與田制發展間牽此動彼的密切關係，而兵制推行的

成敗尤關涉國勢的強弱與生民的休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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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3. 科舉制與人才

消長  

 

 概論：科舉制發展的特色——

從唐到清科舉內容的轉變與

人才消長的關係  

 專論：明代科舉制與人才消長

的關係  

-  考試內容及形式的轉變  

-  官僚集團的成分  

-  社會階級的流動  

科舉制是唐宋以來歷代政權選官的主要途徑。科舉考試的

內容及方式直接左右人才的來源與質素；而中舉授官的制

度除有助穩定官員的來源外，更能凝聚臣民的向心力，促

成社會階層的流動，推動文化的普及，使社會各階層能秉

持相對一致的價值觀。但官員的黨同伐異、甚或科場舞弊

亦時有發生，明代科舉制的發展應是論證箇中特點、反映

人才消長真象的鮮明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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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1.  道教   

 

 

 

 概論：漢魏南北朝道教的傳播

與文化交流  

 專論：南北朝道教與佛教的衝

突與調和  

本單元讓學生研習四種主要宗教在中國的發展與傳播，認

識不同文化的發展、調適與融和。  

宗教是人類生活重要的一環。長期以來，國人對形形色色

的宗教均採兼收並蓄、一律尊重的態度，容許它們在「合

法」情況下各自傳揚。宗教的傳播方式及發展情況，對中

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植根於道家思想及各種民間信

仰。南北朝時期，道教與外來的佛教發生過不少衝突，但

在衝突之餘，兩者亦出現了不少融和。  

佛教淵源於印度，自漢代傳入中國後積極發展，並漸趨中

國化，至唐代與中國傳統思想進一步融和，成為中國文化

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伊斯蘭教於唐代傳入中國，其後主要在中國西北、河南、

廣東等地傳播。信奉者雖然一直謹守獨特的伊斯蘭宗教文

化傳統，但在中國千多年的傳播與發展過程中，他們為促

進伊斯蘭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少貢獻。宋元兩

代的相關事實便是最佳的證明。  

2.  佛教  

 

 概論：漢唐期間佛教傳播的特

色  

 專論：唐代佛教與中國文化的

交融  

3.  伊斯蘭教  

 

 概論：宋元期間伊斯蘭教傳播

的特色  

 專論：元代伊斯蘭教與中國文

化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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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4.  基督宗教  

 

 概論：明清時期基督教傳播的

特色  

 專論：明末清初基督教與中國

文化的衝突與調和  

基督教自傳入中國後，在中國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明

清時期，由於它的教義未為中國人普遍接受，東來的傳教

士與中國的信奉者遂不時需努力嘗試調適兩者在文化上

的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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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女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1. 中國傳統女性

的角色  

 中國傳統社會女性典範的特

點  

 理學思想下女性地位的特色  

 

本單元旨在讓學生從傳統與現代兩個角度，分析女性社會地

位的轉變過程及因由。  

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上層社會女性的活動主要囿於家

庭。  

自元、明以來，理學強調三從四德的倫理觀念對中國社會產

生了廣泛和深刻的影響。一方面，生活風俗上出現了強迫婦

女守節及纏足等惡習，中國婦女在婚姻、家庭及個人生活方

面，受到極大的束縛﹔另一方面，傳統教育側重使婦女成為

賢妻良母，成為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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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要點  說明  

2. 近代中國女性

角色的轉變  

 近代社會的轉變：新思潮與婦

權思想的關係  

 二十世紀前期女性在政治、社

會及經濟的新角色  

 二十世紀後期影響女性地位

的新社會政策  

 

近代以來，各種西方新思潮，如進化論、天賦人權論、馬克

思主義等輸入中國，社會風氣丕變，促成婦權思想的發展。

婦權思想讓女性醒覺其自身的價值與尊嚴，使她們邁向爭取

獨立自主身份的道路。在這種思想引導及社會背景下，女子

教育得以發展，女性知識水平的提高，促進了女性在政治、

社會及經濟三個領域擔當新的角色。  

二十世紀初，不少女性參政、投身革命，並且積極參與抗日；

同時女性亦活躍於教育事業、文藝工作及婦女解放活動中。

此外，在中國社會日益工業化和都市化下，女性的職業取向

亦邁向多元化，如從事工廠、白領以及銷售工作等，為家庭

及社會作出了更多的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雖賦予

女性與男性同等的權利及地位，但不少新的社會政策卻在不

同層面影響女性的角色，如普及教育、生育政策、一夫一妻

制等的推行，均使女性角色在二十世紀後期的中國社會經歷

種種的轉變。  

總之，傳統與近代社會出現的深刻及巨大的變化，使中國女

性的角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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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  

 

本課程建議學生採用探究模式研習歷史，通過啟疑、鑽研、檢視及反思的學習歷程，積極而主動地建構知識。同

時，學生須本著求真的史學精神探究歷史問題，學會利用一系列研習歷史的方法，包括蒐集、理解及運用不同種

類的史料等。例如，除能運用傳統的史學方法蒐集及整理史料外，學生還應能利用不同的資訊科技，搜尋及解讀

在互聯網上及經過電子化處理的各種史料，如文字檔案、歷史照片、影片、錄音、地圖等，以增強對史料的認識

與運用。學生對互聯網上發放的資訊，要以批判的精神，辨識其真確性及可信程度。學生亦應懂得使用歸納、比

較、分析等方法，汲取史學界新近研究的成果，整理及辨識不同的史學觀點，詮釋史事的意義，最後更能成功建

構個人對史事的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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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時間分配  

 

本科學習的總課時，三年約為 250 小時。1建議的學習時間安排如下： 

 

 建議課時（小時）  

（ I）中國歷史概論（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   8 

（ II）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  

（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  

 12 

（ III）必修（「歷代發展」）部分   140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70  

 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70 

（ IV）選修（「歷史專題」）部分   70 

（V）校本評核部分   20 

 學習及評核計畫  

表 2.1 高中中國歷史科的學習時間安排

                                                 
1通識教育科及每個選修科目的課時以 250 小時（或總時數的 10%）作為規畫的參考，學校可自

行作彈性分配，以促進學與教的成效及照顧學生的需要。 

 

「250 小時」是規畫各選修科目的參考基數，以滿足本地課程的需要，並符合國際基準。為了照

顧學校不同能力和興趣各異的學生，特別是能力稍遜的學生，我們以往建議學校採用「270 小時」

作初期規畫，讓教師有更多時間嘗試新高中課程的各種教學方法。若以每一個選修科目佔總時數

的 10%計算， 則 2,500 小時是三年高中課程規畫的基礎，這時數貼近實況，亦與學校於短期檢

討階段的意見一致。我們亦建議以 2,400±200 小時作為總課時的彈性範圍，以進一步照顧學校及

學生的多樣性。 

 

一直以來，學校投放於學與教的時間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學校整體課程規畫、學生的能力及需

要、學生的已有知識、教學及評估策略、教學風格及學校提供的科目數量等。學校應運用專業判

斷，靈活分配課時，以達到特定的課程宗旨與目標，並配合校情及學生獨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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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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發展一個靈活

而均衡的課程。  

 

 

3.1 主導原則  

 

為提高中國歷史的學與教效能，學校和教師須通過適當的規畫來組織

本課程。規畫的目標，是將中國歷史多個不同的範疇，發展為一個均

衡而連貫的課程，並適合不同學生的獨特需要，使學生能夠主動進行

歷史的探究。以下為課程規畫的主導原則，供教師參考：  

 

1.  課程的理念、學生的需要、學校的環境，以及中國歷史的學科知

識結構等，均是整個規畫過程中首要考慮的因素；  

 

2.  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已取得的知識及學習經歷，是決定高中第一

年應教授甚麼內容的準則。因此，中四初期應讓學生有機會重溫

及加強認識一些必須而又存在理解困難的概念。教師應利用不同

的情境及學習活動來幫助學生重溫及深化有關概念；  

 

3.  適當排列學習內容的次序，以便學生能在學習早期便能鞏固有關

的基礎。同時，課程的難度，亦應為高中程度具備一般能力的學

生提供足夠的挑戰；  

 

4.  必須考慮學生在完成高中三年的中國歷史課程後，能取得完整的

學習中國歷史的經歷；  

 

5.  發展學生探究歷史的能力，而不是讓學生僅僅記憶別人得出的結

論。因此，教師須指導學生評價史料，並創設情境，培養學生的

歷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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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習上不囿於課本與課室，盡量拓寬學習的空間，以獲取

合用的資料研習歷史。「以史為鑑」、「繼往開來」是研習歷史

的主要目的。教師宜幫助學生利用史事宏觀地了解中國歷史

的發展脈絡，從中建立對日常生活的事情採取客觀而持平的

分析態度；  

 透過社區資源，利用實地及實物進行學習，既可「觸摸」歷

史，亦可增加歷史的「現場感」。教師在訂定教學計畫及校本

評核的「學習及評核計畫」時，亦應引入這些元素。  

 

6.  學習綱領應為學生未來在大專院校修讀中國歷史課程作出適當

的準備，同時亦要為日後不再修讀中國歷史課程的學生提供同樣

寶貴的學習經歷。  

 

3.2 學習進程  

 

基於上述的規畫主導原則，中四至中六的三年學習進程，建議分為三

個階段：  

 

1.  「中國歷史概論」（ 8 課時，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學生在學習

本課程前，如能對中國歷史有一整體的認識、對歷史研習的方法

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則修讀本課程時自然更容易投入。這一階段

的學習，一方面可總結學生在初中階段所獲得的中國歷史知識，

鞏固修讀本課程的基礎；另一方面則可為嘗試修讀本課程的中四

學生，提供終身受用的歷史思維技巧和培養研習歷史正面態度的

訓練。有關「中國歷史概論」的教學設計舉隅，請參考附錄一。  

 

建議教師通過本課程的「必修部分」，幫助學生掌握歷史脈絡，

鞏固「時間、延續與轉變」的觀念和有關課題的基礎。在教授每

一歷史時期之前，宜採用「概論」的形式，先以一課時讓學生對

該時期的歷史概況和特色有一初步認識；而在日常教學中，宜以

12 課時培養學生「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為免學習內容過於

繁瑣、沉重，這兩方面的內容都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因此，教

師可因應學生的情況，靈活規畫這兩方面的教學內容，並可因應

學生的情況作出適當的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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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部分後，學生應能對中國歷朝的嬗遞、不同時期的特色、

以及歷史演進的關鍵與趨勢等方面有較清晰的概念；同時，亦能

懂得分析歷史資料的來源，辨識偏見，作出合理論證等。  

 

2.  必修部分（ 140 課時）：設計原則，一是「點」、「線」、「面」相組

合的模式。「點」是歷史事件，「線」是歷史事件之間的連繫，而

「面」則是歷史現象的具體內容。通過這種組合，讓學生能以「面」

的模式研習來突顯某時期的歷史特色，再以「線」的模式，貫串

各個課題，使歷史知識既不流於空疏零碎、又不失時序脈絡。二

是「詳近略遠」的模式。這種模式強調近、現代史的研習。因此，

教師在規畫這部分課程時，「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與「十九世

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的教學時間必須合理均衡。  

 

3.  選修部分（ 70 課時）：選修部分是歷史專題的探究。設計的原則

大抵是讓學生對有關專題先有一概括的認識，再以「個案研習」

的模式進行較深層的探究。本課程建議設置的六個專題，學生可

選修其中一個。教師在規畫本部分課程時，宜關注學生的興趣、

性向，並因應學校的實際情況而作出調整。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四  中五  中六  

圖 3.1 學習進程規畫模式一  

 

 

  中國
歷史
發展
概論 

 

   【必修部分】 

 甲部課程       乙部課程 

 

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 

校本評核的準備 

 

校本評核的實施 

 

【選修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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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  中五  中六  

 

 

程  

 

 

 

 

 

 

 

 

 

中四  中五  中六  

圖 3.2  學習進程規畫模式二  

 

3.3 課程規畫策略  

 

3.3.1 整體規畫的考慮  

 

中國歷史課程包含的學習內容豐富，範圍亦廣闊。要實施有效的學與

教，必須因應教師的專長與學生的興趣及能力，作好全面的安排。必

修部分的學與教，教師可以年代先後為主線，先教授古代史，然後教

授近、現代史，藉此給予學生整體的歷史演進歷程；教師亦可先從近

代史入手，讓學生先行了解近、現代中國發展的概況，然後再上溯古

代史，從而逐漸呈現整個中國歷史的全貌。教師亦可以採用不同的主

題組織不同史事，讓學生從不同角度探討有關史事的意義。  

選修部分的學與教，多在中五及中六實施。教師除考慮個人對相關課

題的熟悉程度外，亦宜根據學生的能力及興趣，選取有關的單元施教。 

本著探究式學習的精神，教師應盡量利用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激發學生

的學習興趣，鼓勵他們運用各種歷史研習的方法進行思考、討論，並

給予機會讓學生表達研習所得，以享受愉快充實的學習過程。  

 

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 

校本評核的準備 

 

校本評核的實施 

 

【必修部分】                                                                                                                                           

甲部課程               乙部課程                                                                                                            

 

【選修單元】 

中國歷史發展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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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學生的學習性向、興趣、能力各有不同，教師應了解學生各方面的學

習情況，因應學生不同的需要，擬定不同的學與教策略、靈活地組織

學習活動、調節學習要求，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引發學生的潛能，以

收最大的學習成效。本課程的選修單元，可照顧不同學生的興趣；提

供多元的學與教策略；鼓勵學生主動探究，可發揮學生多樣的學習潛

能；採用多元的持續評估策略，可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性向。  

 

3.3.3 概念學習與全方位學習的結合  

 

學習歷史不應局限在課室之內，其他的學習經驗同樣能夠拓寬學生的

視野與深化學生對歷史課題的認識。不少學生誤解，以為學習歷史是

與現實的生活脫節。其實不少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時事，其出現與發展

自有其歷史的根源，若不從歷史背景中探索，難以對其有全面的了解

及作出適當的評價。在安排教學時，教師可選取學生關心的時事，例

如內地／本港發生的反日示威、釣魚台事件及海峽兩岸關係的起伏

等，引導學生收看電視新聞及閱讀報章的報道與評論，並到圖書館搜

集有關事件的歷史背景等資料，藉此深化學生對事件發生原因的理

解；又如中國近年的改革開放，教師可安排學生參觀博物館，了解中

國近、現代史的發展概況，從而明白中國近數十年的發展軌跡。教師

亦可安排學生參觀升國旗的儀式，深化其對國家民族的認同。總之，

學生可通過不同的學習經驗體會歷史與現實的緊密關係。  

 

3.3.4 令學習更有意義  

 

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育學生適應社會生活，創造未來。人的社會生

活離不開時間和空間，因此若要培育學生適應社會生活，時間和空間

便是一切學習的基礎元素。歷史學家按時序排列事情的發生先後，不

單可以讓學生理解古今人事變化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更可以藉此

推論較長遠的社會發展趨勢，以展望國家未來的發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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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學生能了解人類社會的各種行為、創建的各種制度和事物都置身在

時間洪流中，與時間息息相關，便表示他們已具有歷史意識。培養歷

史意識的先決條件，是必須具備歷史知識，才能以歷史現象詮釋現

在，展望將來。歷史意識始於人對周圍各種事物及環境的關心，並提

出問題：「為甚麼現況是這樣的？」進而探究歷史，尋找答案。這樣

的一個過程，對於學生來說，才是最有意義的學習。因此，歷史教育

的要旨在於培養學生的時序觀念，讓他們懂得運用各種整理及批判資

料的能力，在現實生活中，以研習歷史的嚴謹、誠實、客觀的態度，

在社會上待人處事。  

 

良好的歷史教學，除了要求教師生動活潑的講課外，還需要教師誘發

學生的思古幽情，讓學生投入歷史的氛圍，體會前人的思想、感情、

事跡；並且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深入討論，評價古今的人物、制度、

以至各種價值觀念。有意義的歷史學習，可以培養學生利用史料以建

構史事的能力，掌握歷史學家建構歷史知識的方法，並啟導學生對時

間元素的進一步掌握。  

 

具體來說，要推動學生投入研習中國歷史，培養歷史意識，教師可採

用以下的策略：  

 緊密聯繫學生的日常生活：歷史意識根源於對周圍環境與事

物的關心，因此，教師應多鼓勵學生討論歷史與身邊各種日

常事物的關係，讓學生體會歷史並不是遙不可及或盡成過去

的事物，而是與日常的生活息息相關。歷史與生活的距離可

因此而拉近；  

 實施各種有效的教學法及全方位的學習經歷：若歷史只停留

在書本及文字中，學生便自然會產生疏離感。多元化的學習

活動如角色扮演、辯論、口述歷史等，均可讓學生設身處地

投入歷史研習的過程，從而消除或減少疏離感；而實地考察、

參觀展覽的全方位學習經歷，亦能讓學生直接接觸歷史的證

物，使學生對歷史現象產生真實感；至於閱讀及觸摸不同種

類的史料如歷史照片、舊報章、以前的生活用具等，則可令

學生體會在時空中確實存在過的人和事，同樣有助學生建立

歷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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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當學習促進者的角色：盡量為學生提供思考的空間，以持

平客觀的態度，協助學生搜集包括多種觀點的材料，讓學生

作出討論，避免主觀表達自己的觀點與喜好。最重要的是，

教師宜引導學生先從周邊的事物切入思考，繼而追溯歷史的

淵源，再從歷史的演進建立其對生活事物的認識。  

 

3.3.5 規畫跨學科的合作  

 

本課程與其他學科有密切的關聯；其他學科可為學習中國歷史的不同

範疇提供專門的知識與思考的角度，例如：   

 中國語文：中國歷史科提供文化元素的背景知識，而在中國

語文科中所學習的各種歷史敘述，亦可加強學生對不同史事

的深層了解；  

 通識教育：中國近、現代史為研習通識教育中「現代中國」

單元提供宏觀而完備的背景；而通識教育有關單元中所討論

的議題，則是對中國歷史學習的延伸；  

 歷史：中國歷史為歷史科的中國史部分提供基礎知識，也為

近、現代史提供另一觀察的視角；歷史科則幫助學生從宏觀

的世界視野理解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  

 倫理與宗教：中國歷史科的選修單元「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為學生奠定佛教與基督宗教的知識基礎；而認識佛教與基督

宗教的教義亦有助深化了解上述兩個宗教在中國的歷史發

展；  

 地理：中國歷史科的選修單元「地域與資源運用」為研習中

國地理提供了歷史的視角；而地理科知識則可為了解中國的

地域觀念及資源提供專門而準確的概念；  

 應用學習課程：不少應用學習課程都包含有中華文化元素，

如表演藝術、食品製作、設計、旅遊等，研習中國歷史能幫

助學生認識這些範疇深層的中華文化涵義及人文視野；而應

用學習課程的相關內容亦為學習中國歷史提供更廣闊的角度

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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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學習與評估的配合  

 

本課程強調學習與評估兩者的結合。評估的各種活動及所需用的課

時，都已包括在建議課時中。學習中包含了評估活動，而評估中亦包

含學習的元素。前者主要是教師在組織各種學與教的活動時，對參與

的學生給予不同的回饋，讓學生了解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水平與進度

及存在的問題。例如教師在串講的過程中，可提問學生有關史事的基

本史實及歷史概念，讓他們知道自己對歷史基礎知識的掌握程度；又

如進行小組討論時，教師可留意學生運用史實及評論有關觀點時是否

恰當及合理，然後給予評價及指引，從而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評估學生課業時，教師應就學生的表現給予具體的評語，以及建議改

善的方法。例如學生寫作歷史評論題，教師可就學生援引史實、分析

能力、編排敘述等給予評價及提供改善方法，使學生了解自己的強、

弱之處。就課業反映出學生不足的地方，教師可透過組織其他課堂活

動加以改善。例如發現學生分析能力欠佳，教師可在課堂安排歷史懸

案的討論，藉此加強有關能力的訓練。  

 

 

3.4 課程統籌  

本課程在實施時，須做好以下各方面的課程統籌工作。  

 

3.4.1 工作範疇  

（ 1）了解課程、學生需要及學校優勢  

了解課程：教師應先熟習 2007 年課程發展議會出版的《高中課程指

引》提出的建議，同時亦須了解本指引列出的課程理念、課程宗旨、

學習目標、學習要點、課程架構及組織、課程規畫、學與教以及評估

要求等，將中央課程作出調適，以發展校本課程。  

了解學生：在進行策畫時，應了解學生已有的基礎知識、歷史技能、

以及學習興趣和態度，並建基於中一至中三期間中國歷史或歷史與文

化等科目的學習，編擬中四至中六這三年的學習目標、學習和評估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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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情況：了解學校的優勢、社區的文化，以及社會轉變中的需要，

規畫課程的學習內容，組織豐富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 2）全面規畫課程  

整體規畫：考慮學校整體課程的發展，協調初中與高中中國歷史課

程、公民及國情教育及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  

編訂進度：本課程內容主要分為必修的「歷代發展」及選修的「歷史

專題」兩部分。另外「中國歷史概論」及「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

的元素則按需要加插或滲入課程中，編排適合學生的學習進度。至於

選修部分，教師應根據學生的興趣及意願，讓其選取修習的單元。  

設計校內評估：以促進學生學習為目的，因應學校的情況和學生的學

習需要，並參照公開評核部分的「水平參照評核」描述，設計具明確

評估目的和準則、全面而多元化、重視過程的校內評估。而學生的課

業及學習成果，應予以系統收集、保存、記錄及整理。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教師宜依據學習重點，因應學校情況、課程規

畫、學生興趣及能力，靈活編排多元化的學習及評估活動。除在課堂

安排這些學習活動外，教師亦應設計其他全方位學習活動，如參觀展

覽、實地考察等，以豐富及深化學生的學習經歷。  

介紹課程：於高中學習階段之初，向學生介紹必修部分和選修部分的

學習目標、學習內容、學習模式、評估措施等，讓學生能了解高中學

習的梗概，以盡早規畫個人的學習進程。  

評鑑課程：教師宜蒐集學生不同的學習實證，作出分析，從而不斷評

鑑課程，並就此作出適當的調整。  

（ 3）鞏固科組組織  

成立課程規畫小組：組織課程規畫小組，匯集人力與智慧，進行高中

三年中國歷史課程的整體規畫，包括人事安排、教學設計、時間表編

排、教師專業發展、學與教成效的評估與檢討等。小組成員應包括個

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中國歷史科主任、高中中史科教

師，必要時可邀請初中中史科、其他人文學科及學習領域的教師加

入，以配合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整個學習領域的課程規畫，以至跨

學習領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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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課程領導：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中國歷史科主

任除了宏觀統籌科務外，須培訓任教不同班級的教師作為課程的設計

者與教學的領導者，並協助新任教師及其他教師掌握課程理念、教

材、教學法等。  

（ 4）發展教學資源  

購置、收集、貯存及發放資源：建立「學與教資源庫」讓教師及學生

使用。一般的教學材料，如掛圖、立體地圖、視像光碟、教科書、報

章資料，以及其他參考資料，如研討會及培訓課程的資料等，應有系

統地收集及貯存，以支援學與教；利用學校的電腦系統或內聯網提供

網上各種學與教資料，如經剪裁的歷史資料、地圖、書籍介紹、歷史

圖片、漫畫、網頁連結、工作紙等，供教師和學生瀏覽或下載；亦可

建立網上自學或交流的平台，供學生自學或互相交流之用。此外，圖

書館亦宜多購置適合本科學習的參考書刊及資料以備師生查閱。   

目前正被使用的不少中國歷史課程教學資源可以在修訂後繼續支援

高中中國歷史課程，如《中六中國歷史科教學專輯》、《中國歷史（中

四至中五）修訂課程支援教材》等。此外，教師亦可善用資訊科技，

如「中國歷史網上研習工具」、「中國歷史校本評核登分軟件」等，以

提高學生研習中國歷史的興趣及提升教師管理本科評核工作的效率。 

（ 5）加強專業發展  

建立團隊：舉行經常性會議，讓科組成員協作、分工，共同討論和檢

討學習內容、教學策略、學習材料和評估現有措施等情況；鼓勵成員

間互相交流，分享學與教的心得。  

編配教師：因應課節的安排、學生的需要及教師的專長，靈活編配同

一位或多位教師任教必修部分的古代史、近代史，以至選修部分的各

個專題。  

專業發展：在課程實施之初，任教教師應盡量參加課程詮釋的研討

會，例如教統局及相關機構舉辦的有關課程最新知識、教學策略、經

驗分享等研討會及工作坊，以掌握課程設計的精神理念、宗旨目標、

內容範圍、教學方法，以至評估機制等。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

領域統籌／中國歷史科主任應鼓勵及幫助科組成員擬訂專業發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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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並提倡同儕觀課、共同備課、專業交流、資源共享等，以協助教

師的專業發展。  

（ 6）持續檢視與調節課程  

檢視進程：為檢視及評鑑實施課程的成效，課程規畫小組可定期分階

段檢視各班級的教學進程和檢討學與教策略的成效，包括課堂教學、

課外活動和自學等學習活動；利用學生於課堂學習、課業、測考等評

估表現所得之數據，結合教師於教學研究、共同備課、同儕觀課等專

業交流所獲之心得，以評鑑、反思及調整課程內容和學與教策略。  

 

3.4.2 各司其職 

為有效推動本科的課程發展，教師、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統籌／中國歷史科主任、校長和家長等，各有不同的職能，需要竭誠

合作，齊心協力，以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教師：是課程的執行者，具體職責包括：  

 協助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中國歷史科主

任，並與本科的其他教師合作，根據學校政策，發展校本課

程與評核，共同擬訂適當的學與教、評估策略及行動研究等，

並持續進行教學成效的檢討；  

 關注課程、學與教、本科學術的最新發展和變革，樂意嘗試

施行具有創意的學與教策略；  

 主動與其他教師交流、分享教學理念、知識及經驗，加強團

隊協作，以提升本科的教學質素；  

 制訂個人的專業發展計畫，配合社會改變和課程發展的需

要，積極參與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地區教師網絡、教師培

訓等活動，以提升個人的專業水平。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中國歷史科主任：是本科的課

程領導，具體職責包括：  

 作為學校行政階層和教師之間的溝通橋樑。讓學校了解本科

的需要，以求取足夠的資源；同時又培訓各個級別的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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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統籌人，加強各級教師的協作與溝通；  

 規畫切合學生需要的課程與校本評核策略。因應學校和教師

條件，開設多元化的選修單元，以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和個

性發展的需要；  

 領導教師擬訂各級的教學計畫，使初中與高中課程能互相銜

接，亦使高中的「必修」與「選修」部分得到適當的配合；  

 推展本科科務，包括教學工作的分配、科務會議的籌備和召

開、本科資訊的蒐集和報告、教科書的選用、課外活動的籌

畫與安排等事宜；  

 關注本科教師的教學表現而給予回饋或肯定；因應本科的發

展需要，為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擬訂計畫與安排，並協調科組

內的人力資源，讓每位教師都有機會進修；推動共同備課、

同儕觀課、地區教師交流等活動，以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校長：是學校的課程領導，具體職責包括：  

 領導整體課程的發展。考慮學生的需要、學校的優勢和教師

的專長，規畫校本課程，並加強各科教師之間的溝通、協作

和聯繫；  

 調配資源。根據優次，分配課時、人力、撥款等資源，以取

得最大的學與教效益；  

 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為教師創建學習空間，如安排共同備

課節，鼓勵教師參與各種專業發展計畫，以及支持教師在教

學方面作出新嘗試等；  

 建立專業交流網絡。與其他學校、大專學院及有關機構交流

教學經驗；  

 保持與家長的溝通。讓家長了解學校的辦學宗旨、校本課程

理念、校本評核等，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家長：是學習的支援者，其角色包括：  

 認同中國歷史教育的價值，鼓勵及支持子女進行探究式學習； 

 支持中國歷史課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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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全方位學習，如參觀博物館、文物徑等提供支援，使子女

可以將生活經驗與學校所學有效地結合；  

 與子女經常討論與歷史相關的時事，以提高他們研習中國歷

史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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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與教 

 

本章就中國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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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資訊發達、瞬息萬變的知識型社會，學習應是學生不斷汲收和建構

知識的過程。知識是人在社群中接觸事物，經思考而產生的智慧的結晶和

經驗的累積。  

 

4.1.1 知識  

中國歷史是一門有悠久歷史的學科，擁有完整的學科體系，並以史實為學

習的基礎。過去的中國史學名家經常強調，學史者需要建立其史識。現代

的歷史教育學者則認為，歷史科的目標是幫助學生建立歷史意識，即除了

能對史事的發生與變化有識見之外，更應能利用史事來詮釋現在，展望將

來。只有對史實具備這樣的認識，它才是真正屬於研習者自己的知識。  

 

具體來說，中國歷史的學科知識包括史實知識、史論知識和歷史探究方法

的知識。史實知識是指歷史事件的時間、地點、人物、原因、經過、影響

等，這是中國歷史學科的基礎。史論知識是指運用歷史思維和史學方法對

歷史事件進行綜合、概括，並對歷史事件的內在聯繫進行認識，如歷史概

念、歷史規律、歷史評論等。歷史探究方法的知識是指批判具有偏見或主

觀的歷史資料的程序知識，以及建構歷史知識與史論的方法。這種知識的

學習也是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的重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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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建構知識  

中國歷史的學習，以往著重於人、地、時、事，以及對歷史事件的成因、經

過、結果及影響的認識。低年級的學生，大多倚賴教師以串講形式來說明史

事；教師的教學是以「史實知識的傳授」為主，詳細交代史事的由來與發展。

至於高年級的學生，除了需詳盡了解史事發生的來龍去脈外，也重視對史事

的評價，所以教師多會綜合評述史學名家的意見。無論是史事的始末過程，

抑或對史事的評價，學生每每需要教師以權威性的講授來作「定論」。在這

種模式下學習，學生必然會依靠死記硬背來縷述史事的因由與過程，不可避

免地複述他人的意見，包括不同史家、教師的觀點及看法。學生處於被動的

學習狀態，少有自行探究的空間，很難發展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  

 

學習歷史雖不能脫離對史事的記憶，但並不代表學生必須強記硬背。事實

上，不少學生未能分辨強記硬背（缺乏理解的背誦）與反覆學習的分別。反

覆學習是增強記憶力的學習方法。一些研究顯示，華人社會的學生經常反覆

學習，以便提升記憶力及增強理解。很多香港的教師，甚至成績優異的學生，

都認為記憶與理解是環環相扣的過程，不能完全分割。這與西方學生重視瞬

間獲得的悟識有所不同。  

 

知識型社會重視學生具備各種能力，特別是因應社會的變化而自主學習的能

力。隨著近年教育學的蓬勃發展，教師在進行中國歷史的教學時，已運用多

種教學策略，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能在較開放、富趣味性的氣氛

下，自主進行學習。歷史教育學者認為，如果可以讓學生成為知識追求的主

體，讓這個主體的價值觀點與歷史事實相遇，便可形成最理想的歷史學習方

式。因此，教師在歷史教育中，不單是一個灌輸、傳授知識的角色，更應是

一個學習促進者、推動者，幫助學生接觸歷史材料及歷史作品，培養他們理

解、綜合、分析、反思等能力，從而建立對自己有意義的歷史知識。  

 

因此，中國歷史的學習不應是單向而被動地接受知識，而是應包括一個歷史

探究的過程。在探究的過程中，透過對史料的理解和批判、歷史因果的分析、

歷史人物的評價等學習活動，學生可以提升各種高階思維能力，進而逐漸建

立個人的史觀與史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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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學生與教師的角色  

學生與教師在學與教活動中各有清晰而多元的角色。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是歷史知識的探究者和建構者。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

應處於主導地位，既主動學習，又積極建立學習社群，擴闊視野；同時，在

整個學習過程中，學生不斷反思、評鑑及調節自己的學習，以期自我完善。 

教師是中央課程的執行者、校本課程的設計者、學習的促進者、學習活動的

規畫與推動者。教師應制訂適當的學習目標，創設學習情境，激發學生內在

的學習動機。在學與教的過程中，教師應靈活運用不同的評估技巧，適時給

予學生回饋，適當調節進度與策略，以取得理想的教學效果。  

 

4.2 主導原則  

為有效貫徹本科的學習與施教模式，教師須配合學校整體課程的校本目標，

因應學生的興趣和需要，全面而均衡地規畫學與教策略，組織互動的教學活

動，拓寬學生的學習空間。在學與教過程中，學校和教師宜關注下列理念與

原則：   

 根據學生已有知識和經驗規畫：學生的學習建基於已有的知識以組構

和理解新的知識。所以，在進行每項學習活動前，教師宜先掌握學生

的已有知識和經驗，並據此訂定學習目標。  

 訂定清晰的學習目標：學習目標是實踐學習活動應達至的期望結果。

為使學習能全面而均衡，學習進程能循序漸進，教師宜因應學校的實

際情況，擬訂明確的學習目標，引導學生在已有知識、技能與概念的

基礎上，積極探究、理解與獲取新的歷史知識。  

 進行促進理解的教學：有意義的學習應是理解性學習，而不應只是強

記硬背。學習中國歷史，不但要認識歷史事件的發生過程，更要理解

歷史現象、把握歷史發展的線索與脈絡。教師應鼓勵學生從相關資料

進入歷史情境的思考，從而理解史事的發展歷程。  

 激發學習動機：學習動機是推動、導引和維持學習的原動力。教師宜

運用策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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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適當資源：教師宜因應學生的學習興趣、能力與需要，配合相應

的學習重點，靈活選擇及運用適當的學與教資源，設計多元化的學習

活動，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自主學習：親身體驗學習過程，有利於知識的內化和遷移。學校教育

宜以學生的學習為中心，讓學生主動經歷、積極參與。因此，教師應

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與創設適當的情境，發展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

引導學生有效地自主學習，積極探究；從主動參與中，幫助學生掌握

獲取新知識的能力。自主學習是一種主動、獨立和懂得自我管理的學

習模式。主動是自主學習的動力，獨立是自主學習的核心。教師應鼓

勵學生積極主動，進行自我管理，培養自己為學習負責的習慣。  

 回饋與評估：回饋與評估是學習與施教不可或缺的一環。為掌握學生

的學習情況，教師宜透過多元化的評估策略，找出學生的強項與弱

點，並給予適當的回饋與支援。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學習性向和智能發展，因人而異。教師宜了解學

生各方面的差異，因應不同的學習需要，擬訂不同的學習重點，調節

學習要求，靈活組織學習活動，編選不同的學習素材，使能力、性向

不同的學生都能積極參與學習活動。  

 善用多種媒體促進學與教：教師宜因應學習目標和需要，適當並有效

地運用多種媒體促進互動學習。學校可建構校內中國歷史科的網上平

台，亦可藉互聯網連繫其他學校共建討論區，促進學生在學習上的交

流協作，使校內、校外師生能組成互動學習的群體。  

 

4.3 取向與策略  

在學與教的過程中，教師須因應學習目標、學生的學習能力而採取不同的教

學取向，靈活結合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4.3.1 教學取向  

教師宜靈活結合不同的教學取向和多元的學與教策略，以提升學與教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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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學生學習可以有多種途徑，而教師亦應在不同的知識層面，採用不同的

教學法，以求達致預期的學習成效。  

（ 1）直接傳授式教學  

直接傳授式的教學取向，著重教師是知識傳授者的角色。  

直接傳授，例如講課，是一種在短時間內有效講述中國歷史的方法。採取這

種教學模式，可以幫助學生掌握基本的歷史知識及研習歷史的技巧，鞏固學

生的學習基礎。運用這種策略時，教師須在課前有充足準備，以教科書或事

先預備好的材料作媒介，以語言講述為主要方法，將歷史概念深入淺出地向

學生說明。教師在這種教學活動中的角色較為主導，負責組織教學內容，通

過直接講解，傳遞當中的訊息和觀點。教師亦可以透過講述，清楚指出有關

課題的學習重點、內容大要、組織結構，以至學習方向等。此外，教師清晰

而富感情的演繹，不但可澄清學生容易誤解的地方，亦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  

教師可透過講課幫助學生理解複雜的史事背景。特別是二十世紀的近代中

國，面對各種內憂外患，學生對紛陳的史事常會感到困惑及混亂。教師如能

有系統、有組織地講解二十世紀不同史事之間的關聯，甚或交代在世界其他

地方發生、但對中國有影響的事件，學生便可從更宏觀的視野了解在中國發

生的事情的來龍去脈。而教師通過播放相關的紀錄片，也可幫助學生在短時

間內具體了解有關歷史時期的史實。  

 

例子一：中國近代史的講授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發生了不少令人矚目或震驚中外的大事，例

如黃埔軍校的成立、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中山艦事件、寧漢分裂、國民

黨清黨、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國民黨「先安

內後攘外」政策的實施、西安事變、七七事變等等。這一連串的事件交織

在一起，往往使學生覺得異常混亂，較難理解該時期的中國國情。  

中國國民黨政府當時正面對與這些事件相關的棘手問題，包括對外方面，

日本正加緊侵略中國，西方列強因歐洲局勢緊張無暇兼顧而對此採取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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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態度；對內方面，先後有軍閥的割據及其對國民政府陽奉陰違的政

策，共產黨的逐漸壯大對國民黨的統治地位構成的威脅，加上國內出現的

各種經濟困難、軍事衝突等等。這些事情不但互相關連，而且交互影響。

教師透過有系統而精闢的講解，利用各種圖表或年尺，可幫助學生了解及

評價該時期國民政府處理各方面問題的手法及成效。  

 

此外，教師也可透過直接講授向學生示範一些歷史研習的技巧，例如可透過

展示歷史地圖講述一些歷史戰事發生的由來、經過及結果，並指出中國地理

的特點，如地勢、河流的走向、氣候的變化、都城的建置、人口及不同民族

的分佈，以及要考慮的相關因素等。教師亦可在此示範如何利用地圖及從多

角度進行思考的歷史研習方法。  

（ 2）探究式教學  

探究式的學與教取向，重視學生的學習過程。教師透過規畫多元化的學習活

動，引發學生思考和解疑，從而獲取新知識與掌握探究史事的能力。  

探究式的學習活動可以安排在教師講授了基本史實及學習技巧之前或之後

進行。在教師的安排下，學生可獨自或與同儕一起運用已學習過的知識及技

能，嘗試去解決某些問題，或探索某史事的原委。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以

某個問題為研習對象，通過搜集、分析和處理各種史料，來展開研習活動，

從而學到有關知識及發展個人的基本能力。這種研習方法大多設有可供探究

的問題，並以訓練資料搜集、分析等思維能力為目標。在探究過程中，學生

可以靈活運用各種史料進行研習，教師則擔任輔助指導的角色。  

以往中國歷史的學習，大多是單向被動接受知識的過程或強記硬背的研習形

式。歷史只是一堆已成定案的瑣碎資料。探究式學習的意義在於從歷史研習

的過程中，學生可以發現問題、探討問題、研究問題以及解決問題。在進行

各種對問題的探索工作時，學生必須運用各種思維，思考不同史事的因果關

係、並嘗試對歷史人物作出客觀的評價。因此，探究式學習不但能訓練及強

化學生的思維能力，並且可以為他們積累不同的學習經驗。此外，探究式學

習能讓學生投入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之中，從而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讓學生接觸不同種類的史料，並加以搜集、整理、組織、辨析、推論，最後

把史料作為證據，提出自己對史事及人物的看法及解釋，解決有關問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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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效地訓練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可以擔任主導的

角色，而教師則擔當引導者或說明者的角色。教師按需要為學生搭建鷹架

（ scaffolds）以提升其思維水平。教師可設計討論、反思的題目；在適當的

時間安排討論、匯報的活動；選擇及提供多樣化的資料，包括文字資料、歷

史圖片、數據、地圖等；在討論及匯報的環節，為學生提供適當的指導、給

予提示及回饋，並跟進學生的習作。  

 

例子二：學生研習明初君主集權的情況  

屯門天主教中學對這一課題的研習採取如下過程：在教授明初的集權政策

之前，學生在初中時已研習過明朝一代歷史的梗概；在開展本課題之前，

學生也認識宋代中央集權的措施及影響。在這個基礎上，教師向學生提出

清代學者黃宗羲對明代政治的評價：「有明之無善政，自高皇帝廢相始」

為思考起點，讓學生嘗試探究明代廢相所產生的問題，並嘗試說明及評價

廢相與明朝政治得失的關係。  

教師提供簡單的工作紙，只將研習範疇分為四個框架；學生需利用腦圖

（Mind Map）自行組構「明太祖的出身」、「太祖集權措施」、「靖難之變」

及「成祖集權措施」幾個部分的基本史事，繼而嘗試自行尋找及舉述相關

的史實，回答「在君主集權的制度下，哪些人會擁有最大的權力及影響

力？」並且對明代君主集權政策發表個人的見解，看看是否符合黃宗羲對

明朝廢相與政治黑暗腐敗的論斷。最後，學生進一步就個人研習所得，自

行分析「明代君主集權政策的影響」。  

詳情參閱附錄二。  

 

小組討論是有效的探究學習方法之一。學生參與小組討論時，可以主動與朋

輩及同學溝通，以及表達個人對史事的看法；同時也獲得機會審視別人的觀

點，接受他人的挑戰與質詢。學生是否具備有效的溝通技巧及學會尊重他

人，是小組討論取得豐碩成果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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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三：學生互動進行研習「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江南經濟發展」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在研習本課題時，主要採用了小組討論的方法。

教師把全班分為若干小組，並提供足夠的資料，讓學生討論當時江南農

業、手工業及商業三方面的發展概況。  

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必須與同學討論，達至共識，並匯報討論結果；之

後，再閱讀教科書及教師提供的相關資料，進行反思，嘗試組織課堂上研

習所得的概念，以深化學習成果。此外，教師也可就不同觀點的資料，擬

定具爭議性的問題，讓學生進行反覆的討論。例如學生可先就教師擬定的

題目「你認為某個地方要發展成為商業城市，須具備甚麼條件？」進行討

論，然後閱讀教師提供有關「建康」得以發展成為商業城市的資料。學生

需要反思剛才在小組討論所得的觀點能否應用在「建康」這個城市的商業

發展上。最後，教師以兩段不同觀點的資料，指導學生討論「江南經濟是

否真正發展起來？」這一具爭議性的問題，並要求學生以文字方式繳交討

論問題的心得。  

有關本例子的詳情，請參閱附錄三。  

要讓學生建構知識和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師應幫助學生根據各種證據合

理地進行質詢和批判。師生或同學之間的不同意見，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

據，都應接納。教師作總結時，不要把自己的意見視作最佳的答案，而應當

透過合理的分析和引導，為學生提供更寬闊的思路、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多元

化的選擇。  

在探究的過程中，師生之間的互動同時也是一個共同建構知識的過程。面對

一個陌生的歷史議題，教師亦可以是一個探索者。在這種情況下，教師應放

下權威，與學生成為學習夥伴，一起尋找相關的資料、交流意見，逐步建立

對相關議題的看法。學生因此可以培養自學的習慣，減少對教師的依賴，最

終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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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中的例子二、例子三及例子四，分別載於附錄二、附錄三及附錄五。  

 

圖 4.1 學與教取向  

例子二 

（附錄二） 

例子一 

例子三 

附錄三 

例子四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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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學與教的策略  

學習中國歷史，除了認識個別的史事，還要理解歷史現象、把握歷史

發展的線索和脈絡，發展探究歷史的能力，進而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因此，教師在整個學與教的過程中，宜密切關顧學生的學習歷

程，並通過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學習活動及評估項目來促進學生學習。 

在學與教的過程中，教師宜靈活運用下列教學策略，適時予以調整，

並配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請參閱附錄四），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 1）直接講授  

直接講授的教學策略是以教師課堂講授為主，由教師組織教材和指導

學生學習的活動。  

直接講授適用於有限的授課時間內、以簡明及連貫的方式講解，使學

生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學習，從而掌握系統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

能。直接講授是學生接收重要資訊的最直接及快捷的教學法，也可以

引發學生對某一課題的興趣，更可以補足與澄清教材內容的教學模

式。一些學生較喜歡博學的教師以有組織而生動的方式講課，使他們

可以迅速掌握要點及啟發探究的興趣。  

教師在運用直接講授的策略時，課前須作好充分的準備；講解時須突

出課題的重點及箇中疑難的地方，深入淺出地解說當中的抽象概念，

讓學生易於掌握與理解；同時，在講授的過程中，適時輔以提問、討

論等教學活動，讓學生進行思考，鼓勵學生投入學習，從而掌握學習

的要點。  

（ 2）問題探究  

問題探究的學與教策略是通過對歷史問題的討論和探究，讓學生形成

自己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及掌握研習歷史的方法。  

歷史學習並不是只讓學生記憶現成的觀點和結論，而是發展學生探究

歷史的能力。因此，教師可利用問題探究的學與教策略，從探討歷史

問題開始，透過搜集、整理及分析資料，得出對問題的結論。教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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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學與教的過程中，指導學生自行探究，透過深入理解問題而獲取

更多知識，繼而安排學生作口頭匯報，讓參與的學生提問、討論。此

外，教師亦可指導學生在搜集資料、分析問題後，透過討論、交流，

不斷反思，從多角度分析問題，考慮不同的論據，評鑑不同的觀點，

從而作出判斷，修正原來的理解，最後建構出新知和個人觀點。   

利用問題探究的學與教策略，探討的問題須能引發學生的思考，而教

師亦應創設有利學生討論的平台，以拓寬學生自主學習的空間，從而

建構出新的歷史知識，並充分掌握相關的學習技能。  

例子四：探究學習的步驟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簡麗芳博士在授課講義中，以一簡圖表示探究

學習的流程。下圖是根據簡博士的設計，以《秦「廢封建，行郡

縣」能否幫助鞏固中央政權？》為探究議題，展示的探究學習的

步驟：  

 

 

 

 

 

 

 

    表示反覆斟酌  

詳情請參閱附錄五。  

 

探究主題 

「秦代的統治政策」  

探究議題  

秦「廢封建，行郡縣」能否

幫助鞏固中央政權？  

各家意見 

教科書、老

師、學者… 

搜集資料 

書刊、網上

資料、圖

片、遺物等 

匯報 

得出答案，有

論有據 

整理資料 

辨偽、歸納、分析、

比較、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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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對話交流  

對話交流的學與教策略是通過平等、開放的交流和討論，讓學生建立

自己對歷史問題的認識。  

在學與教的過程中，宜多運用「對話交流」的策略。運用這一教學策

略時，教師應先組織層層遞進的提問策略，以激發學生的思考，使教

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產生多向交流，在互動中共同探索與學

習。例如，在討論的過程中，教師可參與學生的討論，成為學生的學

習夥伴；或就學生的談論內容或看法，補充教師的觀點；亦可邀請學

生反駁教師的看法，從而讓學生自行判斷。討論後，教師須就學生的

論據作出回饋或總結。  

（ 4）善用資料研習  

歷史資料的恰當運用是學習歷史的基礎，運用資料研習的學與教策略

可讓學生透過運用、處理歷史資料的實際經驗，掌握運用歷史知識的

方法，發展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研習歷史的首要條件，是懂得搜集各種各樣的史料。認識一個歷史現

象或解答一個歷史問題，必須研習不同資料，並進行理解和分析，因

此，學生必須具備搜集、辨析、運用及批判歷史資料的能力。此外，

學生還須掌握歷史的理論知識和學習歷史的方法。要是不加思考與批

判便完全接受史家對歷史資料的詮釋，不但會失去學習歷史的意義，

而且更容易厭倦學習歷史的過程。因此，教師應幫助學生將學習歷史

視作探究歷史、研究歷史的過程，這樣才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學生應掌握運用史料的技巧，通過對史料的搜集、整理、辨析，運用

判斷力來衡量各種史料的價值，並懂得以史料作為證據，這樣才能深

入理解不同的歷史問題，拓寬個人的知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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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五：善用不同種類的史料進行研習  

研習中國歷史會經常接觸不同的史料，尤其中國近、現代史可供

使用的史料更是種類繁多。善加利用這些資料，可以直接或間接

得到可供研習者參考的不同訊息。例如，當探討中國共產黨在國

共分裂後如何增強實力時，可以發現地圖、個人文集、書信、電

報、照片、政黨布告等，均可以成為探討這個課題有用的史料。  

為了讓學生能全面了解當時共產黨所採取的策略，教材設計者選

取的資料包括後人繪畫的地圖、毛澤東的文集、毛澤東寫給宋慶

齡及張學良的私人信函、民謠式的紅軍司令部布告、共產黨發給

國民黨和其他黨派及傳媒機構的通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發表

的救國宣言，以及少數民族的照片等等。由於資料的多樣性及範

圍的廣闊性，學生不難總結出中共當時採用了靈活多變、軟硬兼

施的擴充策略。  

〔註：本教學示例內的資料詳情，請參考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個人、

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新高中課程網頁的「中國歷史‧高中中

國歷史（中四至中六）課程支援教材（必修部分）‧辛亥革命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http://www.edb.gov.hk/ 

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nss-curriculum/chinese-history 

/u7issue6.doc 

（ 5）創設模擬歷史情境  

運用創設模擬歷史情境的學與教策略，可誘發學生的思古幽情，令其

投入歷史的氛圍中，進行歷史的體驗，並引發觀察與思考，從而掌握

有關知識與發展研習能力。  

模擬的歷史情境，可以包括古物古蹟的歷史遺存、博物館的專題展

覽、文物徑等，利用實地或實物，可增加歷史的現場感；亦可以透過

電影攝製及電腦技術復現歷史場景，加強學生的直觀形象感受；此

外，還可以透過角色扮演、戲劇創作與表演等方式模擬歷史場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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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入歷史人物，體會及了解前人的思想、感情與事蹟。  

實施模擬歷史情境的教學策略時，教師應留意與調控整個活動的過

程，關注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互動情況，以收學與教的宏效。  

（ 6）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利用多媒體及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策略，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增

強學習的效果。  

教師宜善用多媒體的視聽教材，幫助學生學習，如投影片、電影、錄

像、播音、簡報等，可以較有動感地把景物、地形、人像、歌曲、聲

音等元素在教學環境中展示出來，超越教科書的各種限制。除了能夠

提高教學效率之外，電子多媒體教具及視聽教材也可以讓學生直接感

受教師所創設的情境，使學生可以進入模擬的歷史情境中探求歷史知

識。  

教師亦可善用資訊科技為學生創建學習空間。構建網上學習平台，透

過網上教材及自學課程，可以為學生提供更多個別化學習的機會，以

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例如設置討論區，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就不

同的課題進行討論及協作學習，可以方便學生彼此分享及交換資訊，

並促進自主學習及自我評估。  

互聯網是學習歷史的重要工具之一。互聯網上的資源十分豐富，包括

參考資料、視聽材料、漫畫、評論及文獻等，學生可利用搜尋器在網

上搜尋相關的資料。在日常教學中，教師不但要指導學生辨識不同資

料的來源，提升他們選擇、分析及綜合資料的技巧，亦須提醒學生察

覺偏見或不確資料，以提升合理判斷的能力。  

（ 7）從閱讀中學習  

「從閱讀中學習」是 2001 年課程發展議會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

路向》提出的四個關鍵項目之一，旨在幫助學生在個別學習領域及跨

越不同學習領域的學習中，發展獨立自主的學習能力。學校應按本身

的優勢及特點，在全校性的課程規畫中實施「從閱讀中學習」的策略。 

 

掌握「從閱讀中學習」的技能，可以提升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及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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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全人的發展。對中國歷史科來說，閱讀能夠：  

 

 豐富學生的歷史知識，以及擴闊他們的歷史視野；  

 幫助學生發現不同史事之間的連繫，加強其組織能力；  

 引導學生接觸諸家對史事的不同看法及明辨其觀點，發展學

生的批判思維能力。  

 

要在學校有效實施「從閱讀中學習」，需要校長、課程領導、圖書館

主任，以及不同科主任的共同努力。請同時參考 2002 年課程發展議

會出版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分冊 3B，以了解如何在學校課程實

施「從閱讀中學習」。  

 

要培養高中學生閱讀歷史讀物的興趣及擴闊學生的歷史視野，教師應

鼓勵學生泛觀博覽，而不一定限於只閱讀與歷史有關的專門著作。其

實不少報章、雜誌、網上資料、甚至是內地的電視連續劇集，都有很

豐富的中國歷史資料及素材。只要留意及悉心選擇，在教師的指導

下，這些資料都有助增加學生對中國歷史的興趣和理解。  

（ 8）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每個學生都有獨特的個性和不同的學習能力，若在同一條「跑道」上

競逐，能力稍遜或性向不同者，將會因為落後於人而導致學習動機下

降，甚至會萌生放棄競逐的想法，因此，教師必須運用多元化的教學

策略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教師若能因材施教，向學生提供多元化及分層次的學習活動，或設計

可以讓個別學生自我發揮的學習活動，自然容易使學生取得學習滿足

感，並樂於進一步學習和探索。（有關照顧學生多樣性的策略，請參

閱本章 4.6 節）  

 

4.4 課堂互動 

在日常的教學中，無論教師採用哪種策略，均須拓寬教師與學生、學

生與學生之間的對話交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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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多向交流、互相提問、共同探究，能

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可循序漸進地提升學生思考的深度；而師生在

教學活動中通過平等、開放的對話，既能教學相長，亦能增加學生的

溝通能力和自信心，更能培養學生尊重別人意見的寬容態度。  

構成有效的互動課堂活動，教師必須善用「提問」與「回應」來引導

學生思考及學習。  

（ 1）善用「提問」的引導模式  

提問是探究學習的核心。有效的提問，可以帶出學習主題、引發學生

的學習興趣和動機、拓寬學生思考的空間，以及有效評估課堂的教學

效果。但是，教師若然只問一些記憶性的資料，或過於主導答問，使

學生只根據教師的觀點回應，這會令學生缺乏思考空間，難以建立自

己對史事的看法。  

要讓學生形成個人對歷史問題的看法，教師宜讓學生根據各種證據嘗

試建構自己的結論。倘若師生或同學之間意見不同，只要有所根據，

且論證合理，都應予以採納。教師進行總結時，不宜把個人的看法視

作唯一的答案，而應當透過合理的分析啟發學生的思考。有關「提問」

模式的活動舉隅，請參閱附錄六。  

（ 2）適切回饋，照顧學習差異  

適切而有效的回饋，可以提升學習成效。教師應在學與教的過程中，

透過提問、觀察、課業等評估策略，了解個別學生的長處與不足的地

方，不斷提供回饋與鼓勵，讓學生知所改進，提升學習的效能。  

（ 3）加強協作，建構歷史知識  

教師宜運用多元化的學習策略，提供同儕學習、互相激勵的機會，讓

學生進行協作學習，以加強學習的效能。例如「小組討論」是以「設

疑－質疑－解疑」的學習方式進行協作學習，學生可以互相啟發與辯

證，最後得出共同的結論。據研究資料指出，華人學生的課堂一般對

能力較弱的學生都能夠提供高度的支援。因此，華人學生大多喜歡一

個講求協作的學習環境。在「協作」的過程中，能力較高的學生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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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機會發揮潛能，一展所長，而能力稍遜的學生亦可透過朋輩間的激

勵啟發，培養學習興趣，並引發學習動機。  

為使課堂的互動學習能達至預期效果，教師應營造開放、平等、尊重、

自律的課堂氣氛，讓學生明白各小組成員都有其獨特的性向、興趣和

才能，學習據「史」論證、批判分析的技能，並進而培養接納及尊重

他人意見的態度。  

 

4.5 學習社群  

來自不同背景及具有不同特點的學生，可透過互相協作及共同參與學

習活動，組織學習社群，以獲得理想的學習成果。  

協作活動如小組討論及辯論可以讓學生通過彼此互動，向對方學習，

欣賞及評價同儕對史事的觀點及想法。教師可設計及分派小組任務，

鼓勵學生搜集史事的背景資料、就不同觀點的史料進行討論。越多學

生聆聽別人的看法以及就此作出回應，越能促進學生思維能力的發

展。中國歷史有不少具爭議性的問題，教師可據以指導學生找尋相關

的史料，與他人分享個人的看法，彼此評價對方的觀點等等。學生由

此可以體會歷史知識可以透過共同協作，在學習社群中建構出來。  

不同學生的獨特長處，往往可以透過小組活動獲得進一步發展。經過

小組活動如討論或辯論，學生可以建立一些個人的看法及觀點，當進

行一些個人的學習活動如短文、反思日誌的寫作時，他們便可在文字

中對此作進一步發揮及推論。顯而易見，學生在小組活動中取得的學

習經歷，可以幫助他們超越個人原先在知識上的局限；當他們將這種

學習心得與同儕分享時，其他同學也會同樣得益；而這些同學又可以

再將個人的新體會跟其他同學分享，於是，這種學習循環便會在社群

中周而復始地出現。  

此外，擔任學習活動組織者及學習促進者時，教師自己也同樣得益。

當教師準備教學材料、設計學習活動，與學生進行互動討論時，可以

從中得到對史事解釋的啟發，這些新的看法又可以回饋到學習社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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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缺乏分享文化，學生未必可以從協作學習中得益。要營造分享文

化，學生需要共同分享學習目標，以及一起設計學習計畫。若能以同

學作為學習夥伴，學生便能較願意貢獻及分享個人的學習成果。此

外，營造寬容的學習氣氛也同樣重要，在協作學習的過程中，需要培

養學生開放的胸襟以及尊重他人意見的態度。一個使學生不怕失敗的

學習環境，可以鼓勵學生積極表達個人見解及觀點，即使出現一些不

成熟及奇怪的想法，亦無礙整體的學習。教師須設計一些學生可以合

作完成的任務，使學生能學習與同儕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從而加強

學習社群的向心力。  

豐富的學習資源，是確保學習社群有效運作的條件之一。除了師生互

動的協作、分享外，其他資源如圖書、地圖、教材套、剪報、照片等

亦有利於學生深入學習。在建立資源庫的過程當中，教師應擔當推動

者的角色，而非作為唯一的提供者。教師應培養學生自行搜集、管理、

組織各種學習資源，以加強他們對社群的歸屬感。此外，互聯網除了

是一個有效的資料來源之外，也能促進成員之間的互動，並加強成員

對資源的分享。科技本身並不一定能促成學習社群的出現，因此，無

論教師或者學生，都需要與其他的社群成員分享個人的目標、貢獻本

身的學習心得，才可以提升互動學習的質素，達至社群的學習目標。 

 

4.6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學生在個性、興趣、認知、需要、學習動機、學習能力、學習方式、

學習態度和情意發展等方面各有不同。要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並不是

要縮小學生之間的能力差距，或是劃一學生的能力和學習表現，而是

要使學生能夠盡一己之能力學習，最終目的是使不論資優、還是學習

能力稍遜的學生都可以發揮其個人潛能。  

教師一方面可擬訂不同的學與教策略、靈活地組織學習活動，透過調

適學習進程和學習要求來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亦可因應不

同學生的需要而設計不同的活動及方法來達到同一個學習目標。同

時，教師應運用多元的教學及評估策略，保底拔尖，使學習表現稍遜

的學生能及早改進，提升水平，而能力較佳的學生則能精益求精，追

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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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時，教師可採用下列策略：  

 了解學生：教師宜與其他學科教師、學生、家長溝通，全面

了解學生不同的程度，並取得各方協助，幫助學生掌握不同

的學習方式和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藉以改善學習效能；  

 態度積極：每個學生都具備多元智能和不斷改善的能力。對

表現良好的學生，教師宜以積極的態度肯定他們的學習表

現，並適當地提高要求，設計具適度挑戰的活動及循序漸進

的課業，加快他們的學習進度，鼓勵他們追求卓越。對表現

欠理想的學生，教師應給予適當的鼓勵和回饋，一方面讓他

們知所改善，另一方面也鼓勵他們向難度挑戰；同時，教師

還應增強他們的學習信心，激勵他們力求改進，不斷超越自

我；  

 及早跟進：教師應定期檢討學與教的成效，加強關注那些持

續未見改善的學生，並尋找原因，盡早給予適切的輔導，幫

助他們改進。對表現特別卓越的學生，教師可通過調適課程、

學與教方法、評估措施、課業設計、課外活動等工作，盡早

幫助他們發展個人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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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評估  
 

  

本章旨在說明評估在中國歷史科之學與教過程中的角色，以及本科評

估的主導原則，並闡述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的必要性；此外，本

章亦會提供中國歷史科校內評估的指引及公開評核的詳情，並闡述如

何制訂和維持等級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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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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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揮不同的功用，供各使用者參考。  

 

首先，評估可就教學成效和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強弱，向學生、教師、

學校和家長提供回饋。  

 

其次，評估能為學校、學校體系、政府、大專院校及僱主提供資訊，

方便各持份者能監察有關成績水平，幫助他們在遴選時可作出恰當的

決定。  

 

評估最重要的功能是促進學習效能及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不過，於

高中期間，公開評核在協助頒發證書和遴選方面所擔當的公用角色往

往較為顯著；換言之，由於評核結果會影響個人的重要抉擇，這使評

核無可避免地具有高風險的特性。  

 

香港中學文憑是學生完成中學課程所取得的一項資歷，以便他們升讀

大學、就業、進修和接受培訓。該文憑匯集學生在四個核心科目和各

個選修科目，包括學術科目（包括中國歷史科）和新的應用學習課程

的表現作出彙整，並須輔以「學生學習概覽」內其他有關資訊來詮釋

學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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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  

 

中國歷史科的評估有兩個主要目的：「促進學習」和「了解學習成果」。 

 

「促進學習」的評估，顧名思義，是要蒐集學習過程的顯證，並給予

適當的回饋，以改善並促進學生的學習。學生善用這些回饋可以令學

習更有成效；教師則可據此了解學生的表現，進而調校教學策略，以

提高學生的學習效能。這種評估之所以被稱為「進展性評估」，是因

為它主要是通過持續地審視學生學習的進展，從而全面地了解學生的

表現。進展性評估是需要經常進行的，一般來說，這種評估所關注的

是較小的學習點。  

 

「了解學習成果」的評估是要評定學生的學習進展與成果。這種評估

被稱為「總結性評估」，因為它著重的是總結了學生學會了多少。總

結性評估通常在經過一段較長的學習時間之後進行（例如在學年終結

時，或在完成一個學習階段之後），目的是讓學生清楚知道自己學到

甚麼，達至甚麼水平，並藉此認識到如何鞏固所學。一般來說，「總

結性評估」所評估的是較大的學習面。  

 

事實上，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在理念上縱然有所分別，在實踐時

可相輔相成，同一項評估可以同時達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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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點，可參閱《高中課程指引》

（課程發展議會， 2007）。  

 

進展性評估和持續性評估也是有所分別的。前者透過正式和非正式地

評估學生表現，並提供回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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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有意義的總結性評估。  

 

就教育理念而言，進展性評估有助促進學習，理應更受關注，並予以

高於總結性評估的地位；但過往，學校卻往往傾向側重學習成果的評

估，較為忽略促進學習的評估。由於研究顯證指出進展性評估有助完

善教學決策，並能提供回饋以改進學習，因此，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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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課程發展議會， 2001）認為今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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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在沒有壓力的學習氛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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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其後還須完成類似的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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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文憑考試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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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不能以簡單的二分

法說明其關係。將校本評核包括在公開評核內，就是嘗試在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中，增加進展性評估或促進學習的評估的成分。  

 

5.3 評估目標  

 

評估目標與前面章節所陳述的課程架構及學習成果相配合。中國歷史

科將根據下列的學習目標進行評估︰  

 

 了解中國政治歷史的面貌與治亂因由、社會和民族的發展狀

況與演進關鍵；  

 掌握歷史與文化的承傳變化，從而對當前生活的背景有更深

刻的體會；  

 以歷史思維分析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相互關係、事態的演

變脈絡等，從而深入了解歷史現象，並據此建構個人的史觀； 

 採用探究式學習的路向及歷史研習的方法，層層遞進，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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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至綜合，由解難至創造，在學習的過程中進行知識的遷移，

從而建立面對社會和人生問題時所需要的分析、判斷、應變

及實踐等多方面的能力，以期在未來更具能力參與社會事務

及處理個人問題；  

 運用各種探究方法整理史料，建立概念，以及藉著通暢的語

言、文字表達個人學習歷史的成果。  

以上所述的評估目標大部分適用於校內評估及公開評核。有關公開

評核的評核目標，可參閱刊載於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編製的《考試規

則及評核大綱》。  

 

5.4 校內評估  

 

本部分闡述各項主導原則，作為學校設計中國歷史科校內評估及一般

評估活動的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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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力及學校的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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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掘更多方法與策略，推動有效的學與教。  

 

（ 1）配合學習目標  

學校宜採取更多能跟進學生學習進度的評估活動，全面評估學生在各

學習要點的表現，從而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中國歷史科的評估，旨

於使學生掌握有關歷史的知識和概念、運用不同歷史資料的各種技巧

和能力，以及培養其研習歷史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教師應在共同商

討各範疇所佔的比重，並取得共識的同時，讓學生也能清楚知道各種

評估目的及評核準則，使他們能全面了解預期學習所達至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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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照顧不同學生能力的差異  

教師宜採用不同難度、模式多元化的評估活動，以照顧不同性向和能

力的學生的實際需要；確保能力較強的學生可以盡展潛能，而能力稍

遜的學生亦可得到鼓舞，從而保持他們對學習的興趣和繼續追求成功

的學習熱忱。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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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度的評估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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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學習帶來正面的影響。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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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時，作出有建設性的口頭評論，以及在批改習作時寫下的書面評

語。這些方法除了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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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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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設計評估課業時，宜配合學校的實際情況，例如地理位置、

與社區的關係、學校的歷史、使命及發展背景等作出恰當的設計和安

排。  

 

（ 6）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  

校內評估的課業設計，應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幫助學生清除學習上

的障礙，以免影響他們的學習。有效掌握基本概念及技能是學生能繼

續發展的基礎，是以教師在課業設計方面應謹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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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鼓勵同儕互評和學生自評  

教師除了給予學生回饋外，更應提供機會，鼓勵學生在學習上進行同

儕互評和自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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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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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科的評估目的在於把學習及教學完整地結合。換言之，學

習——教學——評估三者應緊密地配合。評估包括校內評估及公開評

核；公開評核包括筆試及校本評核兩個元素。公開評核整體而言有著

總結性評估的目的，而校本評核又涵蓋了進展性評估的意念。  

 

5.4.2 校內評估活動  

 

教師在計畫實施本課程之前，可預先考慮哪個課題或甚麼教學活動宜

進行校內評估，哪些列為校本評核。校內評估並不等同校本評核；前

者雖不屬於公開評核，毋須呈交分數，但卻是學習中國歷史不可或缺

的部分。要有效地促進學習，校內評估應該符合下列條件：  

 以學生為本，鼓勵學生獨立學習、使用不同的學習策略，並

提供足夠的機會讓他們表達個人對學習目標的意見；  

 具備周詳的評估計畫，讓學生清楚知道評估的標準及方法；  

 切合學與教的過程，與學生的學習經驗互相配合，並於適當

時候作出修訂。  

 

校內評估可以是進行課堂學習時的某一環節，亦可以是習作、測驗及

考試等，均需配合本科的課程精神及日常教學而設。在課堂裏，教師

可採用多元化的評估活動，例如觀察、提問、討論、著學生蒐集及整

理資料、進行口述及口頭匯報、歷史劇、辯論等等活動，以幫助學生

取得各種學習成果。一般來說，這些活動都是日常學與教所涉及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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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非外加的活動。有關校內評估的例子，可參閱附錄七。  

 

除日常的校內評估活動外，測驗與考試亦為量度學生學習成果的設計

之一。在進行測驗及考試時，教師宜留意下列各點：  

 高中三年內的校內測驗與考試應有計畫地進行，宜在每學年

開學前的科務會議或其他校內行政機制訂定本科整年的學習

與評估計畫；  

 測驗宜有清晰的目標，並向學生清楚闡明考查的範圍及所評

核的能力；考核項目宜建基於日常的學習；命題可有別於公

開筆試的題型；考試時間及考試模式可自行決定；  

 考試及測驗以能反映學生的學習為本，命題宜盡量多元化；  

 設問必須緊貼本課程的理念與精神，擬題原則應避免要求學

生死記硬背，並須能考核學生不同的能力；  

 考試及測驗宜持續地進行，使學生在每一階段均能藉以知所

改善，並能覺察其學習本科的進程與成果。  

 

5.5  公開評核  

 

本科的公開評核包括公開考試（筆試）及校本評核兩部分。在校本評

核中，教師應採用多元化的策略，較全面地對學生各方面的表現持續

地進行進展性評核，與筆試相輔相成，以提高公開評核的信度，並且

對改善學生的學習效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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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配合課程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所評核學生的學習表現，應與高中課程的宗旨、學

習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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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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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及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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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中國歷史科的公開評核，主要考查學生在高中三年的時間內學習

本科的進程與成果，著重考查學生能否：   

 從時間角度縱向探討中國歷史在政治及社會上的演變，以及

從文化層面橫向認識中國歷史的不同面貌；  

 運用探究歷史的技能，具備研習歷史的正面態度和概念。  

 

本科的學、教、評三者緊密結合，公開評核包括審視學生學習過程的

顯證和考查學生在高中時期學習本科的成果這兩個元素。   

 

（ 2）公平、客觀及可靠  

評核方式必須公平對待各組別的學生，不應對任何組別的學生造成不

利，而公平評核的特色是客觀，並由一個公正和受公眾監察的獨立考

評機構所規管。此外，公平亦表示評核能可靠地衡量各個學生在指定

科目之實際表現。本科評核以能力為本，換言之，主要考查學生如何

運用技能以建構知識及建立概念，而不要求、亦不鼓勵學生死記硬

背，以及巨細無遺地強記歷史資料。學生若能掌握不同的研習技能及

能力，並予以有效地發揮，理應在任何時間接受評核，其考查結果亦

應相近。此外，本科各部分的評核均按照水平參照的概念擬設各級別

的描述文字及要求，務求使有關評核更為客觀及公平。  

 

（ 3）包容性  

香港中學文憑的評核及考試，其設計需配合全體學生的性向及能力。 

 

高中中國歷史科的公開筆試各部分，會涵蓋學生在中四至中六階段三

年間所學；在能力方面，透過筆試與中五及中六兩年的校本評核，可

持續而全面地考核學生的不同能力。校本評核的實踐可如實地反映高

中全體學生學習本科的性向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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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水平參照  

香港中學文憑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即把學生的表現跟預定的水平

比對。該預定的水平說明了學生達到某等級的知識與其能力所及。「水

平參照評核」預設一般學生在該科的各級水平，並以文字具體描述有

關評核所依據的標準，藉以顯示個別學生的實際表現。  

 

本科的公開評核採用水平參照方式評定學生水平，以等級報告成績，

目的是要在學生完成三年高中中國歷史課程後，確認他們的學習成

果。學生的表現是參照已訂定的評核級別來評定的，而不是與其他學

生的表現作互相比較而得出的。  

 

（ 5）資料豐富  

香港中學文憑這考試制度，以及學生從各科相關評核所獲取的資歷，

可以為不同人士提供有用的資訊。首先，評核可以就學生的學習表現

及教學質素，分別為學生本身、教師及學校提供回饋。其次，評核可

以將學生的實際表現與有關的等級水平相比，令家長、大專院校、僱

主和公眾人士都能了解學生的知識水平和能力所及。第三，評核可以

幫助不同場合的遴選機制作出公平和合理的決定。  

 

5.5.2 評核設計  

 

下列兩表（表 5.1 及 5.2）顯示本科於 2014 至 2016 年文憑試的評核

設計。本科的公開評核設計會因應每年度考試的回饋而不斷改進。評

核的詳情刊載於有關考試年度的《考試規則及評核大綱》及其他補充

文 件 中 ， 並 見 於 考 評 局 網 頁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_Framework/)。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_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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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部分  內容  佔分  時間  

公開

考試  

卷一  歷代發展  

設必答題，涵蓋甲、乙部，佔全卷 50%

（提供多項資料，考核學生不同能

力，預期作答時間為一小時）；其餘

甲部及乙部各設三題，考生須分別選

答其中一題，佔全卷 50%。  

48% 

 

二小時  

 

卷二  歷史專題  

設六單元，每單元各設三題，學生從

所選的兩個單元中各選答一題，共答

兩題完卷。  

32% 一小時二十

分鐘  

校本評核  教師設計一個「學習及評核計畫」，

包括最少兩個學習階段，各設評核項

目，內含顯示學習進程及考查學習成

果的習作。  

呈交學生在學習及評核計畫內每一

項目的成績合共最少兩個分數，總分

為 20 分。惟個別項目的佔分比重毋

須相同。  

供評核的習作可全班一致，亦可有少

量的評核習作由學生自選提交。惟用

作自選的習作其所屬的項目及佔分

必須相同。全班一致的習作與自選習

作的數量應保持在 1： 1。  

20%  

 

表 5.1 2014及 2015年香港中學文憑中國歷史科評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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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部分  內容  佔分  時間  

公開

考試  

卷一  歷代發展  

設必答題，涵蓋甲、乙部，佔 25 分

（提供多項資料，考核學生不同能

力，預期作答時間為 40 分鐘）；其餘

甲部及乙部各設三題，考生須分別選

答其中一題，佔 50 分。  

48% 

 

二小時  

 

卷二  歷史專題  

設六單元，每單元各設三題，學生從

所選的一個單元中選答兩題，共答兩

題完卷。  

32% 一小時二十

分鐘  

校本評核  教師設計一個「學習及評核計畫」，

包括最少兩個學習階段，各設評核項

目，內含顯示學習進程及考查學習成

果的習作。  

呈交學生在學習及評核計畫內每一

項目的成績合共最少兩個分數，總分

為 20 分。惟個別項目的佔分比重毋

須相同。  

供評核的習作可全班一致，亦可有少

量的評核習作由學生自選提交。惟用

作自選的習作其所屬的項目及佔分

必須相同。全班一致的習作與自選習

作的數量應保持在 1： 1。  

20%  

 

表 5.2 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中國歷史科評核設計  

 

5.5.3 公開考試  

 

公開考試佔本科總分 80%，分兩卷進行，擬題原則避免要求學生死記

硬背，務求能夠全面考核學生不同的能力。考試採用不同類型的試題

來評核學生的各種技巧和能力，評核準則不再單憑內容要點評分，而

是採用水平評核（ level marking）方式。學校可參閱樣本試卷及每年

的考試試卷，以了解考試的形式和試題的深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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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校本評核  

 

在公開評核中，校本評核是指在學校進行，並由任課教師評分的評核

項目。原則上，校本評核與公開考試所考量的項目不應重疊。換言之，

校本評核考查的重點應是公開筆試未能考查的知識、能力與概念。對

於中國歷史科來說，校本評核的主要理念是要配合本科課程的學習理

念，提高評核的效度，並將評核延伸至學生日常學習的各個環節中。 

 

本科進行校本評核還有其他原因。其一是為避免「十年磨一劍，一考

定終身」、「一試定生死」的偶然性，減少學生對筆試考試成績的過分

依賴，因為筆試考試成績間或未能可靠地反映考生的真正能力。由熟

悉學生的科任教師，根據學生在較長時段內的表現所進行的評核，較

為可靠。  

 

另一個原因是為學生、教師和學校員工帶來正面的「倒流效應」

（ backwash effect）。本科校本評核所要求的課業均須建基於學習活

動。學生須參與任教教師設計的學習活動，並透過這些活動學習並進

行評核。對於任教中國歷史科的教師來說，校本評核可以強化課程所

擬定的宗旨和為其提供良好的教學實踐，並為日常運作的學生評核活

動提供系統架構和增加其在學習上的重要性。  

 

（ 1）學習及評核計畫  

本科校本評核的重點在於進展性評估及促進學習的評估，目的是收集

學生在中五及／或中六期間的學習證據。評估的結果既可提供資料讓

學生改進學習，也能讓教師作出檢討及改善教學質素。  

 

在中五及中六這兩個學年內，最理想的做法是，教師設計一個有清楚

期限的「學習及評核計畫」，內含最少兩個「評核項目」（ assessment 

tasks）。整個學習計畫應建基於日常的學習活動，其內涵應該知識、

技能與態度並重，並能令學生藉此建立正確的歷史概念。在評核方

面，教師宜設計能顯示學生在學習進程與成果上的習作。   

 

由於須包含至少兩個「評核項目」，建議「學習及評核計畫」至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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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8 個星期，以便教師可以有系統地組織相關的評估活動。習作須能

配合有關學習及評核計畫的學習目的與目標，以進展性評估的意念來

設計，可以是家課或課堂習作，亦可以是實作評核。總而言之，這些

習作均建基於促進學習的概念，根據學習計畫內的學習活動，由學生

自己撰寫及創作而成，故此最終自然能夠全面地反映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的進展及成果。  

 

教師根據其對學生學習能力的認識，構思「學習及評核計畫」，預期

在中五及中六兩年分階段進行。透過這個計畫，教師亦可檢討及優化

學與教的策略，達到改善學生學習表現的目標；學生可在參與學習過

程及課業中得到回饋，以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並從教師給予的回饋

中認識自己在不同方面的長處及缺點，從而改善學習表現。最重要的

是，師生在這種評核的過程中，能夠進行自我反思（ self-reflection），

總結教授及學習成果，從而深化學習經驗。  

 

總而言之，「學習及評核計畫」可幫助教師釐定教學計畫與方向、設

計學與教活動，並因應學生的表現及評估結果調校教學策略；幫助學

生獲得機會表達其學習成果，並促使學生在教師的回饋指導下致力改

善自己的學習表現。  

  

學習活動並不需要設定固定的次數，但教師應當自中四開始，有策略

地訂定靈活的教學計畫，並因應學生的能力及興趣，在探究式的學習

模式下安排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以全面地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能力

表現以至各種態度及價值觀。學習活動的種類甚多，例如課堂討論、

角色扮演、專題研習、評論題寫作、服務學習、考察活動、讀史心得

（閱讀報告）、課堂匯報、小型研習／模擬研究（可分階段評分）、史

事分析、史料搜集、歷史懸案討論、歷史劇討論（史事與傳說的分野）、

反思日誌等。這些學習活動可因應學生需要掌握的能力（如分析能

力、綜合能力、溝通技巧）、方法（如合理推論、比較方法、歸納方

法、演繹方法等）及態度（如尊重證據、與他人合作、接納不同意見）

而設計及編排，每次活動都應有其特定的學習重心和目標。這些可以

作為校本評核的活動，既可以是一次性完成的，也可以是分階段進

行，主要視乎教學的實際需要而定。  

 

這些學習計畫內的活動或課業的記錄，均應有系統地編排與收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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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交學生在該兩個指定的學習及評核項目中的成績，即共呈交最少兩

個分數，佔全科總分的 20%。惟個別項目的佔分比重毋須相同。  

 

為兼顧公平的原則和給予學生表達學習成果的機會，作為校本評核的

習作既可以是全班一致的，亦可以是少部分由學生自選提交。惟用作

自選的習作其所屬的學習及評核項目與佔分比重必須相同；全班一致

的習作和自選的習作其數量應保持在 1： 1 的比例。  

 

由於評核的目的是要改善學生的學習表現，因此，教師在批改校本評

核的習作時，不應只給予分數或等級，而須就學生的表現給予具體的

評語，以及針對不同學生的實際需要而提供具體可行的改善建議予其

參考。  

 

校本評核並非課程的外加部分，上述的校本評核方式都是建基於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的課內及課外慣常活動。由於學習及評核計畫內的作業

和評核項目，是用以收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各方面及不同階段的學習

證據，因此，本科校本評核的要求和實施將會照顧到個別學生的不同

程度和能力，並盡量避免不必要地增加教師和學生的工作量。香港考

試及評核局向教師提供了本科詳細的校本評核指引及要求，以及有關

習作樣本作為教師參考之用。  

 

（ 2）成績調整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利用統計學的方法，以本科的筆試為本，就不同學

校間在本科水平的高低及各校成績分佈上的差異，相應調整校本評核

的分數。惟教師對其班內學生所排列本科的校本評核成績的次序則不

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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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成績水平與匯報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評核結果，也就是說，按有

關科目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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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展示一個科目水平標準的訂定。 

 

 

 

 

 

 

 

 

圖 5.1 按科目分域上的臨界分數訂定表現等級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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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的臨界分數會標示為「未能評級」

（U）。  

 

各等級附有一套等級描述，用以說明取得該等級的一般學生的能力。

製訂這些等級描述的原則，是描述取得該等級的一般學生能夠掌握的

能力，而非不能掌握的；換言之，描述須正面而非負面地說明考生的

表現。這些描述所說明的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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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等級。各等級的學生表現樣本可以用來闡明預期學生達致的水

平。一併使用這些樣本與等級描述，有助釐清各等級的預期水平。  

 

在訂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第 4 級和第 5 級的等級水平時，已參照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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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年份維持不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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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大專院校的遴選工作，以及維持

5 3 2 1 U 4 

臨界分數 

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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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可性。中國歷史科會採用保密的監察測驗以確保其等級水平在

不同年份得以保持一致。  

 

頒予考生的整體等級由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的成績組成。中國歷史科

用統計方法調整校本評核的成績，以調控不同學校間在校本評核評分

準則上的差異，但仍會維持學校對學生原來的評級排序。  

 

為了提高公開評核的區別能力供遴選之用，在考獲第五等級的考生

中，表現最優異的考生成績將以「 **」標示，其次優異的考生成績則

以「 *」標示。香港中學文憑的證書將會記錄考生考獲的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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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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教科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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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學與教資源的作用  

學與教資源的作用，是為學生提供學習經歷的基礎。學習資源不僅指

教科書、作業、教育統籌局或其他機構製作的文字或影音等教材，還

包括網上學習材料、資訊科技軟件、互聯網、媒體、社會資源、圖書

館、甚至教師與學生自身的經驗等，都是寶貴的學與教資源。教師如

能善用合適的學與教資源，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豐富他們的學習經

歷，發展學習策略，建構知識，並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

度，為其終身學習奠定穩固的基礎。  

 

6.2. 主導原則  

教師在選用學與教資源時，應考慮以下各項原則：  

 配合課程目標、學與教的次序及學習重點；  

 建基於學生已有的知識及學習經歷，提供獲取知識及逐步建

構知識框架的途徑，幫助學生在學習上求取進步；  

 能夠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讓他們更積極地投入學習；  

 能夠準確及有效地傳遞資訊及意念；  

 具備良好的語文及語言質素；  

 適合學生的程度與能力，難易度適中；  

 提供不同難度的學習活動及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可以照顧學

生的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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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足或延展學生的課堂所學，從而促進其獨立學習；  

 具有啟發性和互動性，可以支援學生討論並作進一步的獨立

探究學習；  

 屬於一般家庭可以負擔的財政支出。  

作為學習者，學生亦可自行選取合適的學習資源。教師要培養學生選

取資源的能力，讓他們逐步學會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資源。  

 

6.3 常用資源  

歷史教學牽涉的範圍十分廣泛，可利用的資源亦非常豐富，除了文字

資料外，還有圖像材料、數據資料、音響資源等，此外尚包括遺蹟與

遺址等。  

6.3.1 教科書  

教科書是根據《課程及評估指引》系統地編纂的一種學與教資源，提

供該學科的核心知識、學與教策略及評估方法。教科書的編撰，經過

組織及選材，加上插圖、地圖、表解、提問、作業及建議等學習活動，

既方便教師備課及開展教學活動，亦有助學生自行學習。但是，由於

教科書的內容整齊劃一，不可能適應所有學生的個別差異。  

教師宜深入了解學生的程度、興趣、性向、疑問及困難，為學生選用

合適的教科書；在教學過程中，基於課程建議的學習目標、課題內容

及教學重點，選取需要學習的概念內容和技能，以教科書為基礎，配

合社會及其他的學與教資源，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為學生創造不

同的學習經歷。  

教師在選用教科書時，可參考教育統籌局所發放的三份文件：  

《適用書目表》  

《優質課本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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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選用課本及學習材料須知》  

（網址：http:/ /www.emb.gov.hk/，然後循以下途徑進入：幼稚園、小

學及中學教育＞課程發展＞教科書資訊）  

此外，教師亦應注意，選用的教科書應：  

 具備多樣化、互動性強的學習活動，能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學

習，並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具備適切的評估方法，讓教師能夠推斷學生的學習進度，並

給予適當的回饋，以促進其學習效果；  

 提供具有增潤或延伸性質的活動，讓教師可以靈活運用，以

照顧具備不同能力、性向、興趣學生的學習和發展需要；  

 具開放性的設計，內容編排讓教師有開發的空間及讓學生有

拓展的餘地，從而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習慣；提供足夠開

放式的問題，可以啟發學生從多角度思考問題。  

使用教科書時，教師應注意下列各項：  

 教科書只是學習工具，並不等同《課程及評估指引》。教師宜

運用專業知識挑選、增補、刪減所需的學習材料或活動，以

幫助學生更好地學習本科；  

 沒有一套教科書能適合所有學校的需要。在使用教科書時，

須因應校內學生的學習需要，選取相關的教材，以完成課程

的學習重點；同時，亦應採用其他補充性的學與教資源支援

學生學習，以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差異。  

6.3.2 參考材料  

（ 1）史料  

歷史是根據史料所提供的證據去建構過去人事論述的學科，故可視為

一門推理的學問。因此，史料是本科學習的基礎資源。而且運用歷史

資料於學習活動中更可以激發學生的探究精神。  

http://www.em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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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種類繁多，舉凡史書、經典、文獻、日記、回憶錄、報道文字、

錄像、圖片、漫畫、口述歷史，甚至藝術精品、古蹟文物等皆可視為

史料。教師應向學生介紹不同種類的史料及鑑別的方法，並指導學生

進行有效的閱讀，豐富歷史知識，以提高個人的思考及表達能力。學

生須學習搜尋及運用所得資料作為建立論說的理據。  

（ 2）史學論著與論文  

學習中國歷史不是一個被動接受歷史知識的過程，而是一個探究歷史

的過程。在探究的過程中，透過理解和批判史料、分析史事的因果關

係、評價歷史人物等學習活動，學生可以獲取歷史知識，提升個人各

種高階思維能力，進而逐漸建立個人的史觀與歷史意識。因此，史學

論著、學術論文、考古發現，以及對史事的評論等，都是本科學與教

的重要資源。  

教師應對史學界與本科課程相關的基本材料、研究趨勢、探討重點和

書刊、期刊、網頁等有基本的了解，並向學生作出介紹和指導。教師

尤應注意史學研究的新課題和新觀點，並將相關論據及分析觀點融入

日常教學中，以培養學生閱讀和思考的習慣，使學生對本科的認知能

與時並進，為終身學習奠定穩固的歷史文化基礎。  

教師指導學生閱讀史學名著或學術論文時，應關注學生的語文程度及

所具備的本科知識水平。教師可擇取史學著述中精要的章節及評述史

事的不同意見，鼓勵學生閱讀、撮寫摘要及互相討論，以發展個人獨

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進而建立史識。（有關本科的「參考書目」，請

參閱本指引的《參考文獻》部分。）   

（ 3）工具資源  

工具資源有直接解答疑難的字典、辭典等，如《中國歷史大辭典》、《中

國近百年史辭典》、《簡明中國文物辭典》、《辭源》等；也有協助使用

者尋找資料的目錄、索引，如《清史論文索引》、《中國近代史論著目

錄 1979-2000》等。這些工具書大多為文字資料。  

時、地、人、事是歷史學習的基本要素。學生須有清晰的時、空觀念，

才能代入時、空，評價史事與人物。因此，歷史地圖、歷史年表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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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照片等是本科不可或缺的工具資源，例如譚其驤編《中國歷史地

圖集》1-8 冊、郭沫若編《中國史稿地圖集》上下冊、《文化大革命博

物館 1966-76》、《中國近代史參考圖錄 1840-1919》、《你沒見過的歷

史照片》系列等等均具參考價值。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指導學生學會如何利用上述工具資源檢索史

料，以增進對相關史事的認識。  

6.3.3  科技與網上資源  

在資訊爆炸的年代，互聯網已成為一個強大而豐富的資源庫，可以隨

時成為學與教的工具。教師如果能策略性地使用互聯網及科技，可以

轉化學與教的過程，從而增加學生的參與程度，達至預期的學習目標。 

（ 1）互聯網上的資訊與運用  

互聯網的使用可謂無遠弗屆。互聯網上的資訊是學生研習中國歷史的

寶庫。許多政府部門、大學的相關學系、研究機構、博物館、藝術館、

檔案處以及不同國際組織的網站，均為本科提供了豐富的學與教素

材。而通過互聯網的搜尋器，學生亦很容易找到不少學習資源，如史

事評論、論文、原始資料、政治漫畫、地圖、圖片等。教師應系統地

提升學生各項篩選、分析及綜合史料的能力，幫助他們辨析帶有偏見

或記載失實的資料，最後能夠對史料作出合理的判斷。學生亦可透過

互聯網的資料、電子郵件、討論區等與他人分享訊息及討論意見。教

師安排學生利用網上的學與教資源，有助培養他們的自學習慣及自我

評估能力。運用資訊科技中的互動學習模式及模擬遊戲亦能令學生產

生歷史代入感。（有關本科的「網上資源」，請參閱本指引的《參考

文獻》部分。）  

利用互聯網與資訊科技協助學生學習，教師可以：  

 提供各種視聽教材，協助學生理解難懂的概念；  

 從各種渠道搜尋資料並協助處理大量資訊；  

 利用特別設計的軟件，幫助學生獨立學習；  

 增加學生與其他學習者、資訊及教師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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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學生之間及師生之間提供合作平台；  

 提升學生獲取資訊的能力，發展批判性思維及建構知識。  

（ 2）利用資訊科技支援學生的學習  

與中國歷史教學有關的資源種類繁多，數不勝數，包括書籍、報刊、

廣播及紀錄片等。教師應對不同資源有敏銳而專業的觸覺，提取其中

與課題有關而具價值者作為教學材料；並提醒學生不應將學習囿於教

科書及課堂資料。為達至上述目的，教師可考慮設立下列資訊科技的

項目，以協助學生學習：  

 編訂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及互聯網的參考資料目錄，方

便學生檢索、借閱及蒐集相關的學習材料；  

 建立一個電子化教材庫，其中包括筆記、習作、高映片、測

驗和試卷、錄音和錄像資料、學生研習報告和評論等，方便

學生自主學習；  

 建立一套便於師生間資源提取、儲存、分享和搜尋的策略。  

6.3.4 社區資源  

歷史學習，不應局限於學校課堂之內，而應拓寬學習的空間，以獲取

適用的資源研習歷史。社會資源，包括各種機構及不同的人物，都是

歷史學習的寶貴資源：    

 政府部門：例如教育統籌局、政府檔案處、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如香港歷史博物館及其他博物館、古物古蹟辦事處、圖

書館等）、旅遊事務署和有關的基金組織等，經常會舉辦或贊

助各類的歷史文化研討活動，如講座、展覽、研討會、考察、

參觀等；  

 非政府組織：例如教師網絡組織、學會、學術機構（如中華

文化促進中心等），經常舉辦有關歷史文化的講座、學術討論

會與歷史文化考察學習活動，供教師參加；此外，這些機構

也會不時組織各種比賽及活動，幫助學生對歷史文化有較深



                

 

 93 

入的體驗；  

 傳媒機構：例如報館、雜誌社、電台、電視台等經常報道歷

史文化的新知與實地考察的訪問評述，還舉辦多元化的學習

活動，協助推廣歷史教育；  

 各界人士：例如家長、校友等與學校相關的人士，可透過家

長會、校友會等積極參與推展歷史文化活動，如協辦學生出

外考察歷史遺蹟、文化旅遊體驗等項目。而社會其他界別人

士，例如新界各個鄉事委員會及圍村負責人、考古學家、業

餘歷史研究愛好者等，亦經常舉辦介紹不同的歷史遺蹟、歷

史建築等推廣歷史教育的活動。  

教師可以透過各項社會資源，利用實地及實物幫助學生進行學習，既

可讓學生親身「觸摸」歷史，亦可增加其研習歷史的「現場感」。  

 

6.4 靈活運用學與教資源  

中國歷史科有不少的資料可供教學使用。教師宜適當選取及修訂教學

資源，以發揮理想的學習效果及配合學生能力上的差異。  

（ 1）配合教學目標  

使用資源必須配合教學內容及策略。例如不少史事的發生，特別是戰

爭，與地理環境關係極為密切，因此教師須多運用地圖，甚至是立體

地圖，以幫助學生理解史事在某個空間發生的緣由及變化的情形，如

戰事的過程、戰略的運用及戰事勝負的地緣因素。至於中國近、現代

歷史，由於不少當事人距今不遠，加上科技較前進步，使不少文字以

外的資料，如影像、錄音等獲得保留。利用這些資料學習近、現代歷

史，可以幫助學生更為親切及具體地了解歷史人物的言行得失，由此

而作出的分析、評價亦自然會較為全面及公允。  

此外，在學習中國過去經濟的發展時，教師若能提供不同的數據、統

計圖表讓學生研習，經濟史的學習亦會變得具體而不抽象。對於史事

的評價，教師可透過「從閱讀中學習」，抽取史學論著中不同史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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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件史事的評價以鼓勵學生閱讀，從而發展多角度思考。至於開展學

生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方面，社區資源如博物館、圍村、歷史建築物

或古蹟等，更是不可缺少的學習資源。因此，不同的學習內容或活動，

需要使用不同種類的學與教資源，以提升教學的效能。（在不同的教

學模式中利用不同資訊進行教學的示例，請參閱附錄八）  

（ 2）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使用學與教資源時需要照顧學習者不同的需要及學習風格。教師在選

用視聽資源或文字檔案時，需因應學生的學習性向，例如，有些學生

喜歡閱讀而獨自學習（ text learner），有些學生易受音影視像的刺激

而發現新知（ visual learner），有些學生善於透過語言激盪與思想交

流而建構知識（ verbal learner），因此，選取適合學生學習性向的素

材，配合適當的學習活動，可以提高不同學生的學習效能。原始資料

對一般中學生來說可能較為艱澀而難以理解，教師或可選取其中一些

重要而簡明的片段作重點介紹，或加以注釋、或附以語譯，讓學生對

史料有一概括的認識。  

 

6.5 資源管理  

資源管理是將組織的知識及以知識為本的資產創造出價值的一個過

程。一般來說，要將組織的資產創造出價值，需要教師、學校，以及

社會其他不同部門將各自擁有的成功經驗互相分享。可以說，分享的

文化是成功進行資源管理的關鍵。  

6.5.1 學與教資源的共享  

學校可作出安排，提供以下教學資源分享的機會：  

 通過內聯網或校內的其他途徑，讓師生分享學與教的資源；  

 教師可採用不同類別的學與教資源，結合其教學進行反思，

組織專業發展小組交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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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圖書館主任應和各學習領域或學科教師共同協作，推行

以資源為本的學習，打破過往以教科書為主導的教學文化；  

 部分參考資料或故事書可放置於課室或學校圖書館內，供學

生輪流使用。  

建立及整理一個不斷更新，並且能涵蓋整個課程的資源庫對中國歷史

的教學是非常重要的。而建立這樣一個資源庫，不單需要教師的努

力，學生的參與也是不可缺少的。事實上，過去學生的學習成果如優

秀的習作，也是本科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源。  

6.5.2 學與教資源的整理  

學與教資源種類繁多，需要有系統地整理才可以方便利用。教師可遵

從以下的原則來整理：  

（ 1）按事件的性質來整理  

這種方法並不以資料的來源作歸類，而是以資料的性質來處理，例如

可將資料分為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等類別；而每類之下亦

可再加以細分，例如「政治」之下可分為政治改革、政治制度、革命

等，同時可將與這些類別相關的宦官、黨爭、外戚、割據、叛亂等事

件加以聯繫。  

（ 2）按年代的先後來處理  

一般來說，可按皇朝先後或古代史、近代史、當代史等次序分門別類

處理。這種方法的好處是，教師在教授一個時段的歷史時，可同時找

到不同性質的資料，幫助學生從多角度了解某一時期的複雜及多樣

性；同時，亦方便師生認識歷史的演變過程及軌跡。  

（ 3）按課題及學習要點分類  

這種方法最方便教師備課。但由於不同課題之間有不少共通及相關的

地方，若只將一種材料編排在某個課題或學習重點之下，容易限制材

料的使用，及忽視了不同史事之間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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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定時對資料去蕪存菁  

基於歷史學的發展及研究工作的進行，學術界對史事的觀點及解釋也

會隨之修正，因此教師需要參加知識增益方面的培訓課程，藉以了解

這方面的最新發展趨勢，並需要定時對資料去蕪存菁，以確保可以用

於教學的均為最合適的材料。隨著教學經驗的累積，教師在資料的編

排、分類、貯存及提取，亦需不時作出檢討。  

（ 5）利用圖書館加強學與教資源的使用  

圖書館是學生接觸知識的重要媒介之一。中國歷史科教師可與圖書館

緊密合作，購置優質及合適的圖書及其他多媒體資源，同時系統地將

整理好的學習資源以資料庫的形式安排在圖書館擺放，方便學生集中

搜尋及提取。  

（ 6）設立網站作為學與教資源及知識的交流平台  

歷史的學與教資源數量龐大、性質複雜，能快速的搜尋、提取與使用

是有效進行教學的關鍵。教師可利用互聯網作為學科管理及訊息發放

的平台，包括學科行政、學習資源的貯存和提取、課後諮詢及課業提

交等。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以及教師與學生掌握相關技能水平的提

升，資源可放在學校的內聯網上供師生使用，並利用網站有效管理這

些資源，使之成為進行教學、交流、討論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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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中國歷史發展概論」教學設計舉隅 

 

為鞏固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基礎，教師可考慮編配八小時不列入公開

評核範圍的「中國歷史概論」，作為修習高中中國歷史科的預備安排。

安排教授本部分的目的，並不在於重複初中中國歷史科的內容，而是

在於：  

 提供中國歷史發展上一個時間連貫而扼要的概念；  

 掌握重要朝代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上的主要特點；  

 運用以主題方式探討和思考中國歷史問題的基本方法；  

 明白對資料的理解和批判思維對歷史研習的重要。  

 

所以，這個先修安排的重要性在於：它既能向學生提供中國歷史發展

的基本知識；也能為學生引介新的研習態度與學習的新模式。  

 

下列是一些從不同角度介紹「中國歷史概論」教學主題的例子：  

（ 1）  中國歷史分期；  

（ 2）  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的發展；  

（ 3）  中國的對外關係與國際地位的演變；  

（ 4）  儒家思想與中國的政治措施。  

 

以上這些教學主題應以探究為本。通過此安排以達到初中與高中中國

歷史研習的銜接目的；雖然上述教學內容並不在公開評核範圍之內，

但教師仍可根據學生的表現推斷他們在中國歷史基本知識與研習能

力水平。  

 

以下將會以第一及第二個主題為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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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隅一：中國歷史分期  

一、  前言  

歷史分期的前提是：  

 人類歷史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在發展的過程中總有某些最基本的動力推動歷史的前進。  

因此，歷史分期工作可以：  

 反映史觀（關於人類和世界的基本立場和觀念）；  

 在技術上，從歷史時期的切割可以表現人們對歷史事實的了

解和找出特點的能力。  

在歷史教學方面，進行歷史分期研習可以：  

 間接促使學生對歷史發展進行基本的認知和綜合歷史特點的

分析思考；  

 喚起學生對中國文化和人類社會的關注，進而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  

二、中國歷史的「自然分期」  

朝代序列是中國歷史的基本「自然分期」方法，它的基本作用是

反映政權的交替過程。此外「世紀」序列也是「自然分期」的方

法，它的基本作用是反映歷史發展的持續時限和歷史間的相對時

間距離；將中國歷史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歷史進行比較時，「世紀」

序列往往比朝代序列更為可取。  

「自然分期」是歷史分期研習的基本工具，比如說：「西周是中國

封建社會時期的開始」；「封建社會時期」是需要「西周」或其他

朝代名稱作為標誌的；又比如說：「十五世紀是人類歷史的航海時

代」——當中就最少包含了「鄭和下西洋」和西方的「地理大發現」

兩件大事，並可能包括將兩者作綜合論述。  

在教學方面，「自然分期」只是探究歷史分期的基本知識，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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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所在。初中中國歷史課程在這方面已為學生提供足夠的基礎

知識。由於中國歷史課程並不牽涉西方歷史發展，所以，中國歷

史的分期宜以朝代序列作為時間主線。  

三、中國歷史的分期理論  

由於本教學設計的目的在於引發學生對中國歷史發展有一基本了

解，並啟迪學生對中國歷史感性方面的初步情操，因此，分期方

法不必牽涉複雜的社會科學理論。  

不過，教師可以順帶簡介一些常見的歷史分期方法，例如：  

1.  史前史——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現代史  

2.  分裂——統一——分裂——……  

3.  開放——閉關——開放——……  

4.  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  

5.  原始社會——部落聯盟——君主制度——共和制度  

上述任何一種歷史進程的陳述，背後都有某種價值觀念或世界觀

為基礎。  

不過，明顯地上述任何一個歷史分期的具體內容至今都沒有定

論；意見分歧的來源在於背後的不同價值觀念，也在於史學家對

歷史資料或事件的不同理解。  

分期理論的介紹間接地要求學生複習中國通史，也可以引進高中

中國歷史研習的一個重要領域——歷史解釋。  

四、教學設計  

教學內容重點是要求學生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並說明分期的原

因。研習目的並不在於找出一個確切的定論，而在於使學生掌握

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和了解歷史解釋的重要。因此，分期內

容並不在於精細，卻在於能否提出合理的解釋。縱使分期少至只

有兩個  –  例如安史之亂前後的中國歷史，甚或本課程的甲部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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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也必須說明分期的原則，並指出時期的分界線之所以在此而

不在彼的理由。建議教學過程如下：  

複習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內容——不必冗長，只須著重朝代順序及

重要事件即可，教學形式不拘。  

選取不同分期理論的中國通史書籍（多少種可視實際情況而定，

若全班分為八組，便可選取八種理論），並複印其引言及目錄部分

供學生參考。  

將全班學生分成約每 5 人一組，然後分發上述的書籍資料，每組

一種。  

進行小組研習，討論下列問題：  

分期的原則  

 分期的具體內容  

 分期對歷史發展「動力」的暗示  

小組匯報並鼓勵其他小組提出質詢。  

專題研習：「中國近代史的斷限問題」（小組方式）  

 「中國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的不同說法  

 中國近代史分期方法的不同理論  

五、延伸活動：「製作一本中國通史的目錄」（個人研習方式）  

歷史分期後的每個時期內容仍可以進行時間上的切割，這就是分

期中的歷史階段了。如果每個時期就是一章的話，那麼，「章」之

下的每一節就是一個階段。一部中國通史的目錄就基本反映了作

者的分期和階段的處理方法。學生撰寫目錄大綱時不要用「自然

分期」方法，且工作成果必須能反映學生的個人史觀及其對中國

歷史知識的基本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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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隅二：歷代行政區劃與歷史發展  

一、引言  

行政區劃不等於地方政制，它是一個綜合性概念。行政區劃最少

包括兩個要素：  

1.  國家機關在地理上所管轄的地理範圍——基本上就是國家的

版圖，也可以包括一些開發中的地區、附庸國或少數民族居住

的地區。  

2.  延伸中央權力的最基本地理區分——主要是「州」、「郡」、

「道」、「路」和「行中書省」等；也被稱為「一級政區」。它

所覆蓋的地理範圍、名稱和功能的變化較大。  

3.  為行政需要的基本地理區分——主要是「縣」；也被稱為「二

級政區」。它是地方的行政單位。名稱和地理範圍相對較「一

級政區」為穩定，但數量和分佈的變化則比「一級政區」為大。 

因此，歷代行政區劃的發展最少反映了下列各項：  

1.  朝代版圖  

2.  政治特色  

3.  經濟重心  

4.  政治重心  

5.  與少數民族的關係  

6.  人口發展  

二、「一級政區」的基本發展  

從秦至南北朝時代約八百多年是「州、郡時期」；從隋至南宋約七

百多年是「道、路時期」；從元至民國時期約七百年為「行省時期」。 

「一級政區」的範圍和分佈反映了版圖的底定與開發、與其他民

族的關係、統治策略和政治發展。例如：秦代的「郡縣制」確立

了「中國」版圖的輪廓；東漢末年「州」的設立反映國勢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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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路」的功能反映了宋初的國策；元代的「行省」說明了蒙

古的統治政策；今日中國版圖與清代的相似也交代了現代中國版

圖和國力的覆蓋範圍。  

三、「二級政區」的基本發展  

「縣」是「二級政區」最重要的單位。縣的數量、分佈和社會管

治作用反映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例如：南朝縣的面積日漸縮小

和數量的增加，與及自宋開始南方縣的數目較北方為多，都反映

了人口的變化及經濟重心的轉移。此外，「縣」在民政方面的管治

作用，如土地制度、賦稅制度，也反映了朝代的民生概況和政府

的施政表現。  

四、教學設計  

 歷史資料  教學重點  

1 中國歷代疆界與「一級政

區」的開拓與分布  

朝代的興替及對外關

係  

2 「一級政區」的變革歷史  朝代的政治興衰  

3 「縣」的數量與分布  人口與經濟重心的演

變  

4 「一級政區」的政治功能  朝代的統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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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學規畫舉隅——明代的君主集權  

（本教學例子由屯門天主教中學提供）  

 

為清楚展示探究學習的過程，本附錄僅列出相關的資料和教學設計，以供參

考。  

 

思考：   

             

根據你過往對明代歷史的認識，你同意黃宗羲的說法嗎？  

 

探究重點﹕  

 

請根據你以前所學，或搜尋相關的資料，填寫下表，溫習明代建國的基本史實。 

 

朱元璋是怎樣成為一代的開國君主？  

 

（甲）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  

 

姓名：             

出身：         、      、       

得勢：    投靠紅巾軍將領       

起事初期的口號：   

       —— 指堅守既得的城鎮，建立根據地。  

       —— 實行屯田，自給自足。  

       —— 指不急於稱王，以表示自己是仁義之師。  

稱帝地點：        

稱帝後的口號：「             」  

戰績：攻下       ，元朝滅亡。  

 

試根據集權措施的目的，填寫有關措施的內容及所針對的對象。  

 

 

 

明太祖、明成祖君主集權措施及其對政局的影響 

有明之無善政，自高皇帝廢相始。 （黃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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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君主集權以保衛皇權      

 

   對象     措施        目的  

 

 針對中央       廢除宰相    

 

    殺戮功臣  

    設錦衣衞  

針對朝臣  

    跪對奏事  

    施以廷杖  

 

   分封諸王  

針對地方  

 設置三司  

   

 

 

（丙）  君主集權的延續：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是怎樣取得權力的？  

 

靖難之變  

 

          地點：      

   時間：    時    人物：明惠帝  

        燕王－      

       原因   靖難之變  

1.惠帝即位後，接納         

、    之建議，進行    。  

2.意圖削奪       的勢力。        結果  

1. 攻下應天，     失蹤。  

2. 朱棣即位，是為     。   

                      經過  

1.燕王以「             」為名，在       起兵。  

2.得       密報，知悉京中虛實。  

鞏固皇權 

樹立君威 

皇帝總攬大權 

拱衞中央 

君
主
集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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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取得權力後，怎樣進一步將權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明成祖的集權措施  

 

1. 遷都     ，加強對     的控制。       1. 捕殺        

2. 削奪     ，以防叛亂。     2.     被誅十族，  

誅連八百七十多人。  

 

消除威脅   明成祖的集權措施    鞏固君權  

 

厲行監察制度  

 

1. 設置     ，監察     。  

2. 沿用       制度。  

 

思考題  

 

根據上述太祖及成祖的措施，你認為除皇帝以外，明朝政治中哪些人的權力及

影響力最大？試以不少於 200 字說明你的見解。  

 

引言（須申明立場）  

 

 

論據（列舉哪些人的權力最大）  

 

論證（說明左列人士的權力有多大）  

 

 

 

 

 

 

 

 

 

 

 

 

 

 

 

 

 

 

 

 

 

 

總結（重申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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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課題  

 

1. 試登入以下網址，聆聽其中的故事，並在下面寫上你對明太祖的

看法。

http://www.rthk.org.hk/chiculture/fivethousandyears/textversion/13ming.htm 

 

2. 自習以下課題  

明代的集權政策對君主、大臣、宦官及宗室有甚麼影響？而對整

個政局的發展又衍生甚麼影響？試搜集有關史實加以說明。  

 

總結思考題  

 

綜觀明代所實行的君主集權措施，你同意黃宗羲對明朝廢相的評價

嗎？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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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教學規畫舉隅——江南開發的概況  

（本教學例子由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提供）  

 

時期：魏晉南北朝  

課題：六朝的江南開發  

年級：中四級  

教學重點：  

學生能夠從不同的歷史資料，掌握六朝江南在農業、手工業及商業三

方面的經濟發展概況。  

教節： 2 教節。  

教學活動舉隅：  

（ 1）第 1 教節  

1.  引入：重溫江南開發的原因，從而引入江南經濟的開發主要

表現在農業、手工業及商業三方面。  

2.  發展：  

（甲）農業的發展  

1. 小組討論：學生二人一組討論下列問題（學生必須引

用資料論證， 1 –  2 分鐘）：  

江南農業的發展  

試從產量、耕種技術及作物種類三方面，簡述六朝時期江

南農業發展的情況。  

資料一：「三國以後，中原地區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技術

開始在南方發展，如區田法及糞肥的使用等。麥

類在南方亦漸趨普遍，成為僅次於水稻的主要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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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此外，江南農作物品種愈來愈多樣化，一

些耐寒作物日漸普遍。」  

 

資料二：「到了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的水稻產量有了明顯

的提高。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公元 534 年），夏

侯夔任豫州（治所在今安徽壽縣）刺史，進行屯

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這個產量

比魏晉時提高了百分之四十，而畝產十石，這在

魏晉時期是上等良田才能達到的。」  

2. 小組匯報及總結：教師邀請不同組別的學生匯報討論

結果，並把〈產量、耕種技術及農作物種類〉的討論

結果組織整理。指導學生翻閱課本有關課題，讓學生

深入了解其他不同的北方技術如何進一步提升江南的

農業發展，並利用教科書的地圖，讓學生了解在人口

增加的情況下，有勞動力便可進行土地開墾，進而形

成「圍湖造田」的特色。  

3.  討論及思維訓練：學生就下列資料分析討論，進行較

高階思維的訓練：（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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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時江南的陶瓷業發達，製成品不僅為南方貴族使用，

更受到北方人欣賞。而陪葬品中陶瓷器所佔數量之多，足

以說明陶瓷器在當時十分流行。下面是 1965 年於江蘇省

鎮江市出土的酒壺，為南朝時期製品。  

 

 

 

 

 

 

 

 

六朝時期布的價格有甚麼變化？這種變化與布的產量有

甚麼關係？  

 
時期  價錢  

 

劉宋永中初（公元 420 至

422 年）  

1,000 錢（官貨）  

劉宋元嘉時期（公元 424

至 453 年）  

600 錢（民間製品）  

500 錢（官貨）  

蕭齊永明初（公元 484 年） 百餘錢（官貨）  

 

（乙）手工業的發展  

1.  教師緊接上述步驟，總結農業在有盈餘的情況下，直

接或間接地帶動手工業的發展。  

1.  以酒壺作陪葬品，反映

了當時社會上的甚麼

風氣？   

2.  承上題，這須在甚麼經

濟 基 礎 下 方 可 發 生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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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請學生細閱下圖，指出南北朝時間亦出現一種官

辦手工業，並請學生留意地圖中的江南部分，找出「主

要在江南一帶的官辦工業是甚麼行業？」  

 

江南手工業發展  

 

 

 

 

 

 

 

 

 

 

 

 

3.  討論：學生閱讀下列資料，並討論第 2 條問題（ 1-2 分

鐘）

左圖是南北朝

時期由官府主

導的手工業生

產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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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時期，南方除少數地區設有鹽鐵之官外，其他官手

工業生產幾乎處於空白狀態。六朝以來，這一局面始有改

觀，南方政權對手工業的管理逐步得到健全和穩定。尤其

是南方各州已普遍有『作部』之設，他們使用大量俘虜、

罪徒、工匠從事包括武器、戰船在內的各種手工業生產，

規模、產量相當可觀。」  

六朝時期由政府營辦的手工業有哪幾種？為甚麼六朝時

期各政府要把某類型手工業納入官營範圍呢？  

（提示：這些手工業的生產規模及所需動用的勞動力如

何？私人有能力營辦這些手工業嗎？）   

4.  教師總結，並勾畫出在政府的帶動下，輕重工業得以

並行發展。  

（ 2）第 2 教節  

（丙）商業的發展  

1. 討論：「你認為要發展成為商業城巿，須具備甚麼條

件？」（ 1 分鐘）  

2. 課堂討論：請學生細閱下列資料，分析建康得以發展

為商業城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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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商業發展  

「建康是六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又是傍長江下游的大

埠。平時『貢使商旅，方舟萬計』；『梁都之時，城中二十

八萬戶，東西南北各四十里』；『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

官祿，市廛列肆，埒（等）於二京』；都城內有四市，秦

淮河兩岸，有不少市鎮，北岸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

可算是江南最大的都市。」  

1 建康的經濟發展以甚麼為主線？（教師參考：商品貿

易。）  

2.  你認為建康為甚麼能發展成為商業城市？它具備甚麼

相關的條件？（提示：人口、交通、地理、功能……） 

 

3. 請學生反思剛才討論「要發展成為商業城巿須具備的

條件」能否應用到建康的城巿發展。  

4. 提問：中國常見之外貿商品是甚麼？  

5. 教師總結：在完善的網絡下，六朝的國內外商業得以

發展。  

3.  鞏固：讓學生思考及討論：  

1. 小組討論：六朝經濟的開發，實因政府政策所促成。

你同意嗎？（思考及答題技巧的訓練）  

2. 能力較高的班別：請學生根據下列資料，分組討論「江

南經濟是否全面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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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經濟是否真正發展起來？  

「自從東漢政權崩潰以後，接着是西、北少數民族進入內

地建立王朝，中原地區曾經長期地蒙受劇烈的破壞，尤其

在農業生產方面，土地荒蕪，水利失修，生產的發展，受

到阻滯。當時北方經濟進展稍為緩慢，……南方卻突飛猛

進，已脫離了《史記․貨殖列傳》裡所描寫的土曠人稀及

無積聚而多貧的狀態，到了隋唐以後，便成為全國經濟最

發達，財富最豐盈的地方了。」  

「東晉南朝是江南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時期，但江南內部

的不平衡狀況只是略有改變。除少數地區人口密集，農業

經濟趨於集約化，大部分地區仍是土曠人稀，農業經營粗

放。自永嘉到元嘉年間（公元 313 至 450 年），北方南遷的

人口共約有九十萬，他們大都分佈在今江蘇、浙江乃至河

南、山東的部分地區，其中以江蘇的江南部分及浙江的北

部為最多，因此，東晉南朝時期南方農業精耕區仍局限於

太湖為中心的江東，以及其他為數不多的江、湖流域平

原。……所以我們認為，就江南廣大地區而言，東晉南朝

時期其經濟發展仍屬於開發階段。」  

4.  跟進：請學生個人遞交上述討論問題的論文式答案（ 5 分鐘）。 

〔註：本教學示例內的資料，取材自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個人、社

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歷史科網頁的「教學資源‧中四至中五‧

魏晉南北朝時期」〕

（ http:/ /www.em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4086/3389_ch3_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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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學與教活動舉隅  

策略及解釋  例子  

探究教學法  

以學生探究及發現為主的教學法，

旨在鼓勵學生就一個學習範圍深入

研究某一個議題，在過程中學會掌

握歷史研習的方法與態度，藉以培

養各種思考的技能。這種教學法的

原則是：（ 1）問題須值得探究；（ 2）

問題不是單一或簡單的答案可以解

決的；（ 3）學生可在教師指導下搜

集足夠及適當的材料來研究問題；

（ 4）學生須憑代入想像，了解過

去。  

1.  秦『廢封建，行郡縣』對鞏固

中央政權是否有幫助？  

2.  沒有美國的介入，中國能否抗

戰成功？  

 

重組歷史片段及解說內容  

對於一些學生已有的知識基礎或不

太艱深的學習內容，教師可提供該

宗歷史事件的重要片段，讓學生嘗

試以重組的方式，排列事件的先後

次序。這種方式對一段時間裏同時

發生多宗事件，或是一些特別容易

引起混淆或過程較為複雜的事件的

學習，可以起到幫助學生掌握事件

來龍去脈和因果關係的作用。  

1.  學 生 可 重 組 商 末 周 初 的 事

件：武王伐商、第二次封建、

三監之亂、周公東征、第一次

封建等。  

2.  學生可重組當代中國發生的

大事：中美建交、「文化大革

命」結束、提出四個現代化、

土地改革開始、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籌辦經濟特區、第一

個五年計劃、中華人民共和國

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毛

澤東逝世、「大躍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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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訂年表／時間線  

年代是理解歷史的核心。但一般來

說，學生對把歷史事件「放回」某

個歷史時期的能力並不很強，「年

代」經常無法引起學生產生任何聯

想。因此，提供視覺的時間線是課

堂教學不可缺少的工具。學生可就

某段時期中不同的歷史事件編寫時

間線，以此建立歷史的圖像，從而

了解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係，並為

某一時期的歷史賦與特別意義。  

學生可就民初數十年的歷史編

寫時間表／時間線，嘗試構築民

初中國面對的內憂外患的歷史

圖像。  

繪製圖表及地圖  

圖表的種類繁多，不同類別的圖表

可以從不同層面協助學生學習。例

如以圖表展示政制發展，有助學生

理解及幫助其記憶。教師可先行設

計圖表，要求學生填寫項目；或要

求學生自行繪畫圖表。上課時，教

師引領學生解釋制度的特色和衍生

的問題。歷史事件包含的人和事既

多，衍生的概念亦錯綜複雜，學生

對此每感混亂難明。若能有系統的

整理，便可幫助學生建構對歷史的

清晰認識。概念圖（ concept map）

是將新概念或新知識的學習建立在

舊概念及舊知識的基礎上，將概念

與知識結連成一種有意義的網絡脈

絡形式。概念圖透過視覺性的圖

示，從不同層次及結構上連繫不同

的概念，幫助學生對歷史的學習從

「點」擴闊至「面」，增進其對史事

的發展過程、因果關係等的了解。  

1.  繪畫建國後中國共產黨的組

織表，說明中共體制的權力結

構。  

2.  利用地圖說明紅軍二萬五千

里長征的路線，幫助學生掌握

中國的地理特徵，以及當時發

生的重大事件，例如日本的侵

略對國民黨剿共的影響。  

3.  以「辛亥革命的因果關係」為

題，以概念圖嘗試組織「西方

制度文化的傳入」、「革命團體

的興起」、「清王朝的衰落」、

「舊勢力的呼應」、「袁世凱的

角色」等因素，從而展現它們

與辛亥革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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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可以輔助學生對歷史發生空間

的理解。例如國家的分裂時期，不

同政權分佈的情況；戰事的發生與

進展，都需要使用地圖才能解說清

楚，從而使學生明白戰亂時期歷史

的曲折與多變性。  

使用漫畫  

政治漫畫的使用，不但能提高學生

學習時事的興趣，對學習歷史的作

用也很大。漫畫可以激發學生的想

像力與代入感，對歷史時空深入思

考，體會歷史含義的豐富；而採用

如附圖的寓意圖像，也有啟發學生

思考的作用。  

 

設計遊戲  

寓學習於遊戲的教學活動，較受學

生歡迎。當中可讓學生有效地蒐集

資料、理解知識，以及學會分析和

評論歷史。  

 

學生模仿「康樂棋」的模式，設

計一個棋盤。棋盤上的項目可包

括事件及人物，設定賞罰規則。

例如，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可獎前進三格，「第一個

五年計劃」可獎兩格；「大躍進」

可罰後退四格；「文化大革命」

罰回到起點等。  

製作報刊  

報刊是記錄歷史的媒體之一。由於

它是當時人記當時事，因此報刊也

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資訊。以製作報

刊作為學習的方法，一方面可讓學

生認識到報刊記載歷史的功用；另

一方面，學生亦可透過自習活動建

1.  〔抗日戰爭〕可包括以下的時

段／事件：「戰爭爆發前一個

月」、「戰爭爆發前一天」、「戰

事爆發後翌日」、「南京大屠

殺」、「原子彈投下廣島及長

春 

暗喻：辛亥革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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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知識、提升個人研習能力和培養

正面的學習態度。當學生投入活動

時，他們彷如走進另一個時空，設

身處地接觸該段歷史，從而產生歷

史學中的「移情共感」作用。  

崎」、「日本投降」等。  

2.  〔大躍進〕期間的報刊內容，

可包括頭條新聞、重要新聞、

社評／社論、文學作品、漫畫

等等。教師應給予適當的引

導，並鼓勵學生尊重史實，不

能捏造或篡改歷史。  

寫作劇本及排演廣播劇  

很多學校都有戲劇比賽。以戲劇或

廣播劇作為學習活動，可加深學生

對歷史情節及歷史人物的印象。  

歷史中不乏富戲劇性的情節，如

國 共 兩 黨 由 合 作 變 為 反 目 成

仇，又由互相攻撃到一致抗日；

中美由互相對抗到建立邦交，過

程曲折，是上佳的戲劇題材。  

口述歷史  

透過訪問當代人的生活與經歷，幫

助學生探究與歷史及／或文化專題

的背景與發展有關的資料，從而建

立其對歷史的親切感。學生有機會

同時比較今昔之不同，以及發現及

感受歷史的複雜性與延續性。  

訪問家人在中日戰爭期間的生

活，以了解此場戰事對中國構成

的深重災難；比較不同同學有關

的訪問結果，可以宏觀建構中日

戰爭對中國人民各個層面的影

響。此外，教師還可引導學生探

究口述歷史的可信程度，藉此培

養學生的批判思維能力。  

專題報告／專題研習  

這是一種綜合性、以技能為本的學

習活動，適合於具有探究性質，尤

其是一些與文化及生活有關的課

題。  

「『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個

課題，除可探討其政治方面的影

響外，學生的家人很可能在生活

的不同層面直接或間接受其影

響。這些生活體驗可以是一種推

動力，推動學生鑽研這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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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活動  

學生對發生於時空距離自身甚遠的

歷史，無可避免會感到疏離。而考

察活動則可拉近學生與歷史的距

離。踏足歷史現場，學生可親身憑

弔及想像當年史事發生的情景，容

易投入其中 及了解歷史發生的因

由。身處國土研習國史，親眼目睹

昔日的歷史場景和今日的發展面

貌，在感受當地的風土人情之餘，

感情油然而生，對國家、民族自有

另一番深入的體會。  

內地距離香港不遠，有不少歷史

遺 蹟 或 地 點 可 供 進 行 考 察 活

動。例如，可選擇到深圳、珠海，

藉參觀歷史遺蹟、博物館及重要

經濟設施，考察「改革開放」以

來這兩個經濟特區的發展，藉此

了解「改革開放」的性質和成

效。  

小組討論及匯報  

這是常用、又有實際效用的活動模

式，對學生的主動性及互動性有一

定的要求。若學生可以積極參與，

學習成效便有保證。同時，「小組討

論及匯報」這個模式還可以配合其

他活動進行，用途較為廣泛。  

1.  「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甚

麼成效？」  

2.  「中蘇交惡如何幫助中國融

入世界？」  

辯論  

辯論需要事前作準備，也需要學生

之間的協作；對學生的主動性和互

動性要求很高。若學生能夠積極投

入，便可從中 取得豐碩的學習成

果。辯論除了讓學生學習辯論技巧

之外，教師亦宜指導學生學習「論

從史出」的觀念，幫助他們掌握應

答評論題的技巧。  

論題：  

1.  「沒有秦始皇中國就不能統

一。」  

2.  「開放改革帶來的是利益而

不是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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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探究式學習」教學策略舉隅  

 

本學習活動是整個秦漢統治政策課題的其中一個環節，主要希望學

生能比較「封建」和「郡縣」的分別，以及指出兩個制度的優點和

缺點，從而能對兩者作出「能否鞏固中央政權」的評價。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全國廢封建，置郡縣，並且成立了一個由皇帝

直接控制的官僚行政機構，從此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教師提出要探

究的議題是：「秦『廢封建，行郡縣』」能否幫助鞏固中央政權？」並

利用教科書與學生重溫秦王政統一六國及實施一系列的統治措施的

史實。  

 

學生需要閱讀五段指定的資料（取材自教育統籌局個人、社會及人文

教育學習領域中國歷史科網頁的「教學資源‧中四至中五‧秦漢」，

http:/ /www.em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4086/  3389_ch2_2.doc）並

從中辨識有關「分封」與「郡縣」的觀點及論據，透過與同學討論，

一起完成比較這兩個制度的表列任務，進而分析兩者對於鞏固中央政

權的優、缺點所在。  

 

在這一基礎上，學生分組討論：  

 

1.  秦在推行郡縣制的同時，還有甚麼制度（官僚組織）與之配

合？  

2.  「郡縣制」在制度、職能和官吏任免上有甚麼特色？  

3.  「廢封建，行郡縣」對鞏固中央政權有甚麼好處？   

4.  秦「廢封建，行郡縣」能否幫助其鞏固中央政權？  

 

討論完畢後，教師為學生組織辯論活動。辯題為：「秦廢封建、行郡

縣能夠幫助秦鞏固中央政權」。學生可分為兩組，一組為正方，另一

組為反方。教師指導他們搜集包括支持及反對所代表的命題的資料，

在下一教節舉行辯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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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結束後，教師可詢問學生有否改變原來的看法；如有，請學生解

釋原因。最後，教師可就學生提出的論點與論據作出評述，指出辯論

雙方表現優劣的地方。  

 

最後，教師可設計課後習作，讓學生將秦代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運用

「腦圖」（Mind Map）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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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提問」技巧舉隅  

 

課堂提問的目的，不在於要求學生提供設定的答案，也不需要指定

某些學生作答。一組良好的提問，可以使學生留意到課題的焦點。

問題的層次應該由淺入深，以提升學生的思考層次：首先可以提問

有關的基本史實，如史事的時、地、人元素；然後是史事中的人物

關係、史事發生的始末等；最後可以是對史事的評論、個人的觀點

等。  

 

此外，問題的對象分佈會影響到學習的成效。向甚麼人提問，或要

求哪些人回答，可以照顧班上不同學生能力上的差異。例如基本史

實的提問，可要求全班同學一起回應，以喚起學習氣氛；而思辨性

較強的問題，可要求程度較高的學生回答，並利用「為甚麼」追問

下去，引導學生作出高層次的思考，而聆聽的學生也會受到影響而

深入思考。另外，引導學生之間進行答問，也可促進學生之間的協

作和相互學習。  

 

提問不但可以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建構知識、引發討論和進行反

思，亦是教師用作判斷學生學習進程的工具。  

以「文化大革命」為例，提問的形式大概可以分為：  

一、釐清課題（或問題）主要概念的提問：這類提問的目的是要弄

清課題中一些關鍵概念的意思。例如：  

（ a）  甚麼是「革命」？（旨在導出主題和引發一般性的思考。） 

1.  你認識的歷史上的革命有哪些呢？（從學生對「革命」

的基本認知出發。）  

2.  這些事件為甚麼都稱為「革命」？（指出「革命」的基

本特點，並從學生的討論中歸納出其中重要的要素。） 

（ b）  「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甚麼人？（重點在探討作為「革

命」的「文化大革命」要推翻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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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文革」初期的口號是甚麼？（從口號內容分析「文

革」初期的目的。）  

乙、  當時要「打倒」哪些重要人物？（從「文革」初期

被清算的重要人物入手，探討「文革」起初的目的。） 

丙、  為甚麽要打倒這些人？請同學討論說明。（從要被

清除的人物的政治表現探討「文革」要反對的對象。） 

（ c）  「文化大革命」要改變的是甚麼？（旨在探討「文革」

能否稱為「革命」。）  

1.  只有「打倒」，沒有「建立」，可以算是革命嗎？（轉

向探討「文革」的本質。）  

2.  毛澤東希望建立的是一個甚麼樣的社會？他成功了

嗎？（作為革命，「建立」是否「推翻」之外的另一個

特點？註：有許多革命都只有理想，卻不能成功建立

甚麼；以歷史上的革命事實互相詰難。）  

（ d）  中國近代史上有哪些同類的革命？（以中國近代史上的

諸多革命及群眾運動為例，分析「文革」的「革命」成

分。）  

1.  辛亥革命有沒有成功地實現理想？（利用學習經驗進

一步分析怎樣才算是一個革命。）  

2.  太平天國可以被稱為革命嗎？為甚麼？  

3.  「義和團」是否完全不配稱為「革命」？  

4.  到底怎樣才算得上是一個「革命」？（學生自行討論。） 

（ e）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革命」嗎？（學生經討論後簡

單報告「革命」的意思，並以「文革」的史實說明「文

革」能否稱為「革命」的理由。）  

二、關於資料、事實和歷史過程（包括因果關係）的提問：這類提

問重點在於找出資料的用途和限制、事件時間序列（包括上限

和下限）及關鍵事實。例如以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

官」》（節錄，1965）、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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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

史問題的決議》（節錄， 1981）為例：  

（ a）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是誰？作者當時擔

任甚麼與「文革」相關的重要職務？（思考「文革」的

背景：姚文元當時是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主

要成員。文章很有力反擊當時在各地流行不滿毛澤東的

「清官劇」。）  

（ b）  該作者認為《海瑞罷官》和「清官劇」有些甚麼不良企

圖？（思考「文革」的政治動機。）  

（ c）  如果被諷刺的是毛澤東，那麼海瑞罵嘉靖，就是相當於

誰人罵毛澤東？（從 50 年代的社會主義運動思考「文革」

的遠因。）  

（ d）  《海瑞罷官》的作者是誰？他當時擔任甚麼公職？（吳

晗是北京市副市長。探討《海瑞罷官》的政治背景。）  

（ e）  當時的北京市市長是誰？他和劉少奇有甚麼關係？（利

用彭真和吳晗與劉少奇的關係，分析政治陣營對立的概

略。）  

（ f）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哪一年發表？文章

針對的是甚麼人？（分析 1966 年「文革」的激烈發展。） 

（ g）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炮打司令部——我的

一張大字報》都同樣針對當時政治和經濟的哪些問題？

（探討「文革」的政治理想及目的。）  

（ h）  你認為「文革」應該在哪一年開始：1959？ 1965？ 1966？  

為甚麼？（探討「文革」的本質。）  

（ i）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

題的決議》怎樣為下列人物／事件作出歷史定論：（ 1）

毛澤東；（ 2）劉少奇；（ 3）姚文元；（ 4）「文革」。（探討

「文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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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史事的影響和意義的提問：這類問題重點在探討某一歷史

事件在較宏觀的歷史發展場景中的重要性和意義（師生集體討

論方式進行）。例如：  

（ b）  你會怎樣為「文革」進行分期？（分期是以某條歷史主

線的變化發展為依據——主線的認定間接反映歷史事件

的本質。）  

（ c）  哪一年（哪一件事）是「文革」發展的轉捩點？為甚麼？

（轉捩點是歷史發展的最重大的方向性改變——轉捩點

的確定間接反映歷史的本質及影響。）  

 

四、關於價值、評價與反思的提問：這是一種開放性的提問，目的

在利用歷史事件引導學生對價值作出反思並給予合理的說明

（師生集體討論方式進行）。例如：  

（ a）  假如你是「文革」時的中學生，你會參加「革命」嗎？

（反映對歷史的態度。）  

（ b）  如果要為「文革」制定周年「紀念日」，你會選擇下列哪

一天？為甚麼？（反映對歷史價值的反思。）  

-  8 月 5 日：（ 1966 年 8 月 5 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張大字報》，掀開了「『文革』序幕」  

-  4 月 5 日：（ 1976 年 4 月 5 日）「四五天安門事件」  

-  10 月 6 日：（ 1976 年 10 月 6 日）「四人幫」被捕  

（聖馬利亞堂中學教師在「文化大革命」的教學過程中，曾靈活運

用上述提問技巧，引導學生進行深層次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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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校內評估活動示例 

 

例子一：整理歷史資料  

教學活動  評估  

 著學生就某一主題搜集資料； 

 資料可從史籍、論文、網頁等

不同渠道搜集；  

 指導學生整理及運用資料；  

 引導學生利用搜集得來的資

料以配合相關主題的學習。  

 審視學生搜集回來資料的優

劣；  

 就所搜集的資料進行歸類及

整理；  

 利用資料分析或論證史事；  

 就已分類的資料編製概念圖。 

 

 

例子二：實地學習  

教學活動  評估  

 教導學生各種實地學習的技

能，如觀察、量度、記錄等； 

 撰寫考察報告、介紹文字等； 

 引導學生反思學習過程及其

間的感受；  

 培養學生對文物保育及社區

參與的概念。  

 評審學生實地學習時對有關

技能的掌握與運用水平；   

 審視考察報告、介紹文字等； 

 學生反思在學習過程中的感

受，以及對文物保育概念的認

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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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三：專題研習  

教學活動  評估  

提供機會，以小組形式，讓學生

研究他們感興趣的課題。教師可

鼓勵學生採取下列步驟：  

 釐清研究範圍；  

 設立探究架構；  

 尋找和選擇資料；  

 組織材料及數據；  

 匯報結果。  

 按所搜集的資料擬訂研習計

畫；  

 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  

 分析與運用從活動得來的數

據與資料；  

 將搜集得來的材料與其他資

料進行對比互證，建立論點； 

 堂上匯報，與其他組別交流； 

 修訂後所編製的文字報告；  

 反思學習過程及所學到的歷

史概念。  

 

 

例子四：閱覽歷史題材作品  

教學活動  評估  

 著學生閱讀／觀覽有關歷史

題材的作品（例如：博物館展

覽、課外史籍、歷史劇集、歷

史小說等）；  

 指導學生掌握作品的要旨、內

容、表達方式與技巧等；  

 指導學生撰寫觀／讀後感；  

 讓學生體會歷史「以古鑒今」

的價值；  

 著學生留意用作論證的材料

要詳實，援引資料要列明出

處。  

 審視學生選擇閱讀／觀覽這

類歷史題材作品的動機及原

則；  

 閱讀／觀覽前學生自訂目標

與期望學習成果；  

 觀／讀後學生自行審視能否

達到自訂的目標與成果；  

 學生所撰寫的觀／讀後感，能

否體現歷史「以古鑒今」的價

值，以及能否適當援引有關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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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五：口述歷史  

教學活動  評估  

 指導學生進行訪談的技巧；  

 引導學生自行設定可利用口

述歷史進行探究的主題及探

究計畫；  

 協助學生聯絡受訪者，並指導

學生記錄、整理口傳記憶的方

法，使有關資料成為一種歷史

研究的材料，重現人們昔日的

生活片段；  

 指導學生運用口述訪問的資

料須與其他相關資料互相參

照及印證。  

 運用進行訪談的技巧；  

 學生自行設定的探究計畫；  

 學 生 利 用 所 記 錄 的 口 傳 記

憶，如何重現人們昔日的生活

片段；  

 如何運用口述訪問的資料與

其他相關的資料進行互相參

照及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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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不同學習模式的資源運用  

——以「抗日戰爭」課題為例  

 

主題  探究類型  學習模式  

1.  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勢

力的迅速增長是國共二

次合作失敗的主因  

正反討論  1.  資料分析  

2.  角色扮演  

3.  辯論比賽  

2.  中國八年抗戰勝利的原

因  

 

 

 

 

 

1.  資料與推

論  

2.  因素陳列  

1.  口述歷史    

2.  角色扮演  

3.  辯論比賽  

4.  網上博物館瀏覽

及資料綜合  

5.  小組報告  

6.  閱讀與評論  

7.  網上討論  

8.  評論撰寫  

 

主題（一）：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勢力迅速增長是國共二次合作失敗

的主因嗎？  

 

項目  教學資源  學習活動  

1.  「 西 安 事

變」促成二

次 國 共 合

作  

1.  電影「西安事變」（節錄）  

2.  紀錄片《世紀行過張學良傳》  

3.  「西安事變紀念館」（網站）

（ http://www.china1840-1949.net.cn/

xasb/lszl.htm）  

資 料 分 析

與探究——

蔣 介 石 為

甚 麼 願 意

與 共 產 黨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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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 產 黨 在

「 統 一 戰

線」中的策

略  

1.  毛澤東《論持久戰》  

2.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3.  毛澤東《國共合作成立後來的迫切任

務》  

4.  （見《毛澤東選集》（北京 1、 2 卷） 

 

角 色 扮

演——「毛

澤 東 對 共

產 黨 員 的

訓勉」演說

（ 1940 年

12 月）  

3.  抗 日 戰 爭

期 間 共 產

黨 勢 力 迅

速 增 長 是

國 共 二 次

合 作 失 敗

的主因  

以上資料  + 自選資料  辯論比賽  

 

主題（二）：中國八年抗戰勝利的原因是甚麼？  

項目  教學資源  學習活動  

1.  八 年 抗 戰

中 的 中 國

人民生活  

1.  口述歷史  

（參考《香港抗戰——東江縱隊

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香港

歷史博物館出版）  

2. 徐速《星星‧月亮‧太陽》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網站）

（ http://www.77china.org.cn/）  

1.  小 組 討 論 及 匯

報（抗日戰爭的

發 展 階 段 ／ 中

國 人 民 的 抗 日

精神）  

2. 《星星‧月亮‧

太陽》閱讀報告  

2.  中 國 抗 戰

勝 利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甚麼？  

以上資料  + 自選資料  1.  網上討論  

2.  評論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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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釋義  

 

用  語  解  釋  

公開評核  與香港中學文憑相關的評核和考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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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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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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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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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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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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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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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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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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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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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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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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及國民身份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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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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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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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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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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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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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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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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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曉虹（ 2001）《晚清的魅力》，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夏曉虹（ 2001）《晚清社會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鮑家麟編（ 1988）《中國婦女史論集》，台北：稻鄉出版社。  

鮑家麟編（ 1991）《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稻鄉出版社。  

鮑家麟編（ 1993）《中國婦女史論集第三集》，台北：稻鄉出版社。  

鮑家麟（ 1995）《中國婦女史論集第四集》，台北：稻鄉出版社。  

劉詠聰（ 1993）《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統觀念新探》，香港：香港教育

圖書公司。  

黃嫣梨（ 1999）《妝臺與妝臺以外——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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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嫣梨（ 2003）《文化省察與婦女省覺》，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3. 中國歷史科的學與教期刊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歷史評論》（月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史研究動態》（月刊），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  

歷史教學社《歷史教學》（月刊），天津：歷史敎學社。  

華南師範大學《中學歷史教學》（月刊），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 

陝西師範大學《中學歷史教學參考》（月刊），西安：陜西師範大學雜

誌社。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教學問題》（雙月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

系。  

歷史教學社《歷史學習》（月刊），天津：歷史敎學社。  

河南大學《史學月刊》（雙月刊），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  

聯合報系《歷史月刊》（月刊），台北：歷史月刊雜誌社。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國家地理》（月刊），北京：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4. 網上資源  

 

【教育】  

 

網址  網頁名稱  內容  

http : / /www.edb.gov.hk  香港教育局  香港各種有關教育的

資訊  

h t tp : / /www.cbe21 .com/  中國基礎教育網  提供教育新聞、課程改

革、民族教育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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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網址  網頁名稱  內容  

http : / /www.lcsd .gov.hk/CE/  

Museum/index.html  
康樂文化事務署

文化事務  

提供香港的圖書館、博

物館 及各種文化活動

等資訊  

 

http : / /www.lcsd .gov.hk/CE/  

Museum/History/ index.php  
香港歷史博物館  提供該館展覽、藏品及

教育服務等資訊，亦有

與香港海防博物館、李

鄭屋漢墓博物館、羅屋

民俗館等連線  

http : / /www.her i tagemuseum.gov.hk  香港文化博物館  介紹該館展覽、藏品精

選、資料檔案、出版刊

物、社區博物館及相關

網址等  

http : / /www.hku.hk/hkumag/  香港大學美術博

物館  

介紹中國傳統藝術、古

文物藏品等  

http : / /www.lcsd .gov.hk/CE/  

Museum/Monument/  
古物古蹟辦事處  報道香港的考古、文物

建築、文物徑、教育等

消息  

h t tp : / /www.info .gov.hk/pro/  香港歷史檔案處  報道該處最新消息、歷

史、設施及服務、相關

網站（天主教香港教區

檔案處、保良局歷史博

物館及香港科技大學

圖書館檔案及特藏部）

等  

http : / /www.tungwah.org.hk/  

museum/twm-1c.html  
東華三院文物館  介紹該館的藏品、展覽

等  

http : / /www.npm.gov. tw/  國立故宮博物院  提 供 該 館 的 展 覽 內

容、典藏精選、教育學

習網、出版與禮品等  

http : / /vm.rdb.nthu.edu. tw/cwm/  

home.html  
中國軍艦博物館  介紹清朝至今日中國

的軍艦、海軍歷史等  

http : / /www.nmch.gov.cn/  中國歷史博物館

《文物中國史》  

報道有關該館的新聞

動態、最新展覽、虛擬

博物館、考古發掘、水

下考古、航空考古、文

物保護等  

http : / /www.wenbao.ne t/  中國歷史文化遺

產保護網  

報道文物與遺址、歷史

文化名城、中國世界遺

產，中國各民族文化、

中國文物保護等信息  

http : / /www.cnwh.org  

 

中國世界遺產網  介紹中國的主要文化

遺產及自然遺跡  

http : / /ypzz.china1840 -1949.net .cn/  鴉片戰爭紀念館  項目包括鴉片戰爭簡

介、戰爭經過、大事

記、民族英烈、圖片檔

案、歷史資料、相關報

道、影視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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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 / /www.918museum.org.cn/  九一八歷史博物

館  

介紹九一八事件的發

生和有關人物  

h t tp : / /www.cnd.org/CR/index.htm  文革博物館  介紹有關文革的文獻

資料、學術研究、史海

鉤沉等  

 

【學術機構】  

 

網址  網頁名稱  內容  

http : / /www.hku.hk/chinese /  香港大學中文學

院  

報道該 學院的 課程概

況、舉辦研討會、學報

《東方文化》的內容等  

http : / /www.hku.hk/histo ry/history  

 

香港大學歷史系  提供該系的課程網上

資源、學生專題研習等  

http : / /www.cuhk.hk/his /  香港中文大學歷

史系  

提 供 該 系 的 課 程 資

料、學術講座及研討

會、在職教師培訓課

程、資源連結等資訊  

http : / /www.cuhk.edu.hk/ ics/21c  香港中文大學中

國 文 化 研 究 所

《二十一世紀》  

介紹該 雙月刊有關政

治、學術、文藝、歷史、

科技資訊等內容  

h t tp : / /www.hkbu.edu.hk/~histweb/  

index.html  
香港浸會大學歷

史系  

提供學系簡介、研究計

畫及《當代中國》網上

雜誌等資訊  

http : / /www.cityu.edu.hk/ci tyu/  

dpt -acad/cciv.htm 
香港城市大學中

國文化中心  

介紹該中心的課程、藝

術文化、考察、出版、

多媒體教學資源等  

http : / /www.press.ntu .edu. tw/  

ejourna l/E_ta lbe_p/e_Liberal /  

l iberal3 .htm 

台灣大學歷史學

報  
提供 中西思想與文化

史研究線上指南等  

http : / /www.iph.s inica.edu. tw/  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  
介 紹 該 所 的 各 項 研

究、出版品、學術及資

源等  
http : / /www.sinica.edu. tw/ imh/  

index.html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  
介紹該所的學術研討

會、出版、檔案館、郭

廷以圖書館、胡適紀念

館及新書出版消息等  
http : / /www.sinica.edu. tw/ imh/  

book/book.html  
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出版品

目錄  

介 紹 該 所 出 版 的 史

料、進行的專題研究以

及有關的學術報道等  
http : / /www.sinica.edu. tw/ info/  

expo96/human_c.html  
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  
簡介 中央研究院的歷

史語言研究所、民族研

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經濟研究所等文物／

研究成果等  
http : / /saturn. ihp.sinica .edu. tw/  

~shih/ frame2.htm 
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史

學連線》  

載有中國史、世界史、

台灣史、專史、電子文

庫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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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 / /www.pku.edu.cn  北京大學  簡介該校的概況、學術

經緯、教學科研、圖書

館、檔案館等  

h t tp : / /www.ecnu.edu.cn/  華東師範大學  簡介該校的概況、學術

活動、國際交流情況等  

 

【史籍 /文獻】  

 

網址  網頁名稱  內容  

http : / /www.sinica.edu. tw/f tms -bin/ ft

msw3  
中央研究院計算

中心，《漢籍電子

文獻》  

載有二十五史、台灣方

志、新清史本紀等資料  

http : / /saturn. ihp.sinica .edu. tw/  

~hanchi/hanchi  

 

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漢

籍電子文獻》  

具備 古書文獻檢索系

統，資料庫書目、二十

五史、明實錄、歷代史

料筆記叢刊、相關網

站、全文檢索、研究與

討論、漢籍加油站等  

 

【工具】  

 

網址  網頁名稱  內容  

http : / /www.sinica.edu. tw/~tdbproj / si

nocal / luso.html  
中央研究院計算

中心《中西曆轉

換工具》  

具備中、西曆互相轉換

的系統  

 

 

【通論 /專題】  

 

網址  網頁名稱  內容  

http : / /www.chicul ture .net  

 
燦爛的中國文明  內容包括歷史軌跡、文

化地理、人文精神、經

濟民生、典章制度、中

外文化交流等系列  
http : / /www.rthk.org.hk/chiculture/  

f ivethousandyears / index.htm  
網上中華五千年  包括從軒轅黃帝至中

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期

間 五 千 年 的 歷 史 大

事、社會文化、經濟制

度、人物傳記等歷史廣

播劇  
http : / /www.china10k.com  中華萬年網  載有中國萬年史、檔案

館、書刊簡訊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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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 / /www.guoxue.com  國學  載有歷史論文、唐代研

究、中國歷代紀年表、

中國歷代度量衡演變

簡表、歷代年號索引

表、歷史文化名人表、

二十四節氣表等資料  
http : / /www.sxreview.com/  史學評論網  項目包括學術批評、史

學訊息、史學爭鳴等  
http : / /www.chinapage.com/  

china.html  
錦繡中華之一頁  載有歷史傳記、諸子百

家、文學名著、科學技

藝、歷代皇帝肖像、帝

系表等  
http : / /www.marx2 mao.org/Mao/  

Index.html  
Mao Tse- tung 

Library  
英文網站，載有毛澤東

生平、毛語錄、毛氏著

作  
http : / /www.cycnet .com.cn/  

encyclopedia/his tory/  
中青網大百科  備有 歷史博覽、資料

庫、相關網站包括中國

歷史、人名詞典、中國

百年史圖片展、中國歷

史年表等  
http : / /www.chinese -ar t is ts .net  

 
中華藝術家  有豐富關於書法、繪

畫、中國歷代紀年速查

表等材料  

h t tp : / /www.china1840 -1949.com/  

main.asp  
近代中國網  載有學術研究、學術評

論、學術動態、學科信

息等  

h t tp : / /www.t ibe t -china.org/  中國西藏  介紹西藏地區的歷史

政治、文化藝術和科技

教育等  

h t tp : / /www.chinaoninterne t .co m/  China  On 

Interne t  
有關中國歷史文化、重

要歷史人物的資料等  

h t tp : / /www.gf81.co m.cn/index.htm  上海國防戰略研

究所，《全民國防

教育網》  

載有國防人物、國防思

想、國防地理、國防歷

史（歷史上著名戰爭概

況，如北伐……）等  

http : / /www.wordpedia.com 智慧藏百科全書

網  

有豐富資源如 百科知

識庫（世界歷史篇    

中國與台灣地區）、中

國大百科知識庫（九一

八事變、一二八事變、

七七事變）等  

h t tp : / /www.chaos.umd.edu/history/  

toc.html  

History  of  China  為英文網站，載有中國

歷史發展、年代表、參

考書目等  

h t tp : / /xinhuanet .com/  新華網  提 供 全 面 資 訊 的 網

站，包括軍事、人事、

教育、讀書等  

h t tp : / /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  介紹各類內地教材  

h t tp : / /www.ch815.com/zuanti /77/  

zhuye .htm 
七七抗戰  提供烽火盧溝橋、中國

人 民 抗 日 戰 爭 紀 念

館、地圖、序列、言證

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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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視像資源  

中央電視台等（ 2002）《孫中山》珍貴記錄片，香港：潤程娛樂發行

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2001）《中國文化之旅（源遠流長）》，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視聽製作部。  

中央電視台（ 2000）《千秋史話》〔錄影資料〕，北京：中國國際廣播

音像出版社。（共十六集，人物傳記，普通話旁白）。  

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 2000）《目擊中國 50 年（ 1949-1999）》，北

京：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十八集文獻紀實專題）  

日本廣播協會（NHK）（ 1999）《中華文明五千年（中文版）》〔錄影資

料〕，北京：文物出版社。（共 12 集系列專題片，普通話旁白。以

遠古時代為起點，採朝代演進為經，用典型文物為緯，貫串古今） 

中央電視台（ 2004）《中國史話》〔先秦、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

近代〕北京：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  

 

6. 學生參考書目  

下列書籍可以作為選修高中中國歷史課程之先修閱讀材料，目的在使

學生對中國歷史之發展及特色有基本的了解，並使學生在研習本課程

時前掌握良好之基本知識。  

羅香林（ 1953）《中國民族史》，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樊樹志（ 2000）《國史概要》（增訂本），香港：三聯書店。   

黃仁宇（ 1994）《中國大歷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黃仁宇（ 1989）《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有限公司。  

黃仁宇（ 1991）《地北天南敘古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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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雲（ 2006）《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香港：

中華書局。  

行龍、李文海（ 2002）《近代中國的民族覺醒》，北京：清華大學出

版社。  

李世愉（ 2005）《科舉生活掠影》，瀋陽：瀋陽出版社。  

盧玲（ 2000）《屈辱與風流：圖說中國女性》，北京：團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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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中國歷史委員會（高中） 

及轄下工作小組委員名錄 

 

（自 2003 年 9 月起至 2013 年 9 月）  

 

主席：  李淑賢女士  （自 2011 年 10 月起）  

 袁國柱先生  （自 2006 年 9 月起  

 至 2011 年 8 月）  

 雷武鐸先生  （至 2006 年 8 月止）  

   

委員：  李淑賢女士  （至 2011 年 9 月止）  

 李偉強先生  （自 2012 年 9 月起）  

 袁梅芳女士   

 袁國柱先生  （至 2006 年 8 月止）  

 梁淑貞女士  （自 2012 年 9 月起）  

 梁偉傑先生  （自 2011 年 10 月起）  

 梁操雅先生  （至 2005 年 8 月止）  

 許振興博士   

 張建新先生   

 甄枝明先生  （至 2012 年 8 月止）  

 楊炎廷先生  （至 2012 年 8 月止）  

 楊秀珠博士  （自 2012 年 10 月起）  

 黃嫣梨博士  （至 2012 年 8 月止）  

 簡麗芳博士  （自 2012 年 10 月起）  

 蘇基朗教授   

   

當然委員： 雷武鐸先生（教育局）  （自 2006 年 9 月起）  

 黃浩潮先生（教育局）  （至 2006 年 8 月止）  

 何致遠先生（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自 2009 年 1 月起）  

 梁操雅先生（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自 2005 年 9 月起  

  至 2008 年 12 月止） 

 楊穎宇博士（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自 2005 年 4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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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5 年 8 月止）  

 曾繁湘先生（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至 2005 年 3 月止）  

   

特聘委員： 甄枝明先生  （自 2012 年 9 月起）  

 黃嫣梨博士  （自 2012 年 9 月起）  

 楊秀珠博士  （至 2012 年 9 月止）  

 簡麗芳博士  （至 2012 年 9 月止）  

   

祕書：  朱治夫博士（教育局）  （自 2004 年 9 月起）  

 梁慶樂先生（教育局）  （至 2004 年 8 月止）  



               

 

  

工作小組 

 

（自 2003 年 11 月至 2013 年 9 月止）  

 

 

朱治夫博士  （自 2004 年 1 月起）  

許振興博士   

梁操雅先生  （至 2008 年 12 月止）  

梁慶樂先生  （至 2004 年 8 月止）  

曾繁湘先生  （至 2005 年 3 月止）  

張建新先生  （自 2005 年 1 月起）  

陳淑雯女士  （自 2005 年 1 月起  

至 2005 年 9 月止）  

黃浩潮先生  （至 2006 年 8 月止）  

雷武鐸先生   

甄枝明先生   

簡麗芳博士  （自 2005 年 1 月起）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中國歷史委員會委員名錄 
（自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 

 

主席: 李淑賢女士 

 

委員: 丘健民先生 

李偉強先生 

姚繼斌博士 

梁柏鍵先生 

梁偉傑先生 

梁淑貞女士 

莫詠怡女士 

陳淑雯女士 

楊永安博士 

楊秀珠博士 

葉天賜先生 

葉深銘先生 

黎明釗博士 

霍秉坤博士 

簡麗芳博士 

 

當然委員: 雷武鐸先生  (教育局 )  

何致遠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祕書: 朱治夫博士  (教育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