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
建議概覽和教育局跟進工作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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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學習宗旨

資料來源:《中學教育課程指引》(2017)



背景

 跟進《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的相關宣布，專責
小組於2017年11月成立，負責整體檢討中小學課程

 2019年6月底至2019年10月中就初步建議進行公眾諮詢
 2020年9月22日向教育局呈交具方向性建議的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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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小組的檢討報告全文可於
教育局網頁瀏覽
（www.edb.gov.hk/tc/curriculum-
development/renewal/taskforce_
cu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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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taskforce_cur.html


 2020年12月9日教育局接納專責小組的方向性建議

教育局正與各界人士緊密合作，同心協力，以讓各項
方向性建議植根校園，結出成果

部分獲學界普遍歡迎的建議，我們已與課程發展議會
跟進，並優先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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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全人發展

價值觀教育和生涯規劃教育

創造空間和照顧學生多樣性

應用學習

大學收生

STEM教育

六個方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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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校領導人員規劃課程的能力（例如舉辦學校
領導人員工作坊）

闡明「學時」（相對於「課時」）的概念，從而為
學校規劃與課程相關的活動提供更大彈性

為學校提供示例，促進他們檢視、反思和調適整校
課程規劃

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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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時」的概念

全人發展

上課日

和朋友見面
體育活動

學習

學習

學習

學校假期和
週末

康樂

閱讀

遊戲

休息

家庭樂

培養興趣



家長的支持對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尤為重要
教育局和學校須加強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
◦ 全方位學習的重要性
◦ 探索人生目標和志向
◦ 學生的均衡發展
◦ 私人補習的迷思（如誤以為在補習方面花費越多，學業
進步便會越大）

家長是子女的楷模
良好的關係和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支持，對學生
性格、個人和社交發展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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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發展



更新2008年公布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
於課程提供多類型與價值觀教育相關的學習經歷，
以拓寬學生視野

編製更多「生活事件」示例和教材，以支援教師
於高小和初中階段盡早開展生涯規劃教育（並非等同
就業輔導）
◦ 為家長提供相關資訊

價值觀教育和生涯規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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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議會已通過成立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

在現有七個首要價值觀外，加入「守法」及「同理心」
兩個重要價值觀；並會更新2008年公布的《德育及公民
教育課程架構》，以闡明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期望達至
的學習成果

持續推廣「我的行動承諾—感恩珍惜．積極樂觀」計劃，
培育學生重要的價值觀和關愛他人，並於不同科目推廣
價值觀教育，例如透過進行「中華經典名句推廣活動」
及「英文雋語推廣活動」，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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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注釋與
句意

釋義與
應用

(中、小學版)

迷你

小冊子

宣傳
資源

中華經典名句
學與教資源

短片:
名人訪談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nese-culture/chi-culture-stickers.html
https://emm.edcity.hk/media/%E4%B8%AD%E8%8F%AF%E7%B6%93%E5%85%B8%E5%90%8D%E5%8F%A5%EF%BC%88%E4%BD%95%E6%96%87%E5%8C%AF%E6%95%99%E6%8E%88%EF%BC%89%EF%BC%88%E4%B8%AD%E6%96%87%E5%AD%97%E5%B9%95%E5%8F%AF%E4%BE%9B%E9%81%B8%E6%93%87%EF%BC%89/1_nrd24wuw


各類學與教資源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英文雋語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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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海報 英文雋語短片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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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動承諾」活動系列
學與教資源及推廣物資

學生手冊

海報

印章

襟章

匙扣

通訊程式貼紙

拍攝道具

承諾板

主題布袋 卡套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高中階段四個核心科目︰
維持此安排不變
在不影響課程完整性的前提下，優化課程和評估；
由於四科性質不同，優化策略亦會不同

為學生創造空間，騰出時間讓他們修讀其他選修科目
或發展個人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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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空間和照顧學生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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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實施高中四個核心科目（即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數學和通識教育科）課程和評估的優化建議，盡快讓
學生受惠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課程優化工作會一併進行，為學
生創造空間，騰出時間讓他們深入學習已選科目，或
增讀選修科目，或選讀應用學習，或選讀 M1 /M2，
又或發展個人興趣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高中通識教育科

教育局已經在2020年11月底公布了通識教育科的
改革方向

正與課程發展議會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跟進有關
改動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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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通識教育科改革重點
 維持科目為必修必考
 冠以新的科目名稱
 公開考試只設達標與不達標，釋放考試壓力
 訂明重要學習概念，加強知識內涵，建立穩固
知識基礎

 重整及刪減課程內容，包括課時，大約是原有
的一半，釋放空間予學生學習

 不設「獨立專題探究」，減輕師生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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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通識教育科改革重點
 重視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積極態度及國民身
份認同，學習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
和法治教育

 透過涉及香港、國家及全球發展的重要課題，拓
寛學生的國際視野，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培養
明辨慎思能力，以理性分析當代領域的課題

 提供內地考察機會，讓學生親身認識國情和國家
發展

 設立「適用書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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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高中通識教育科
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 (ls.edb.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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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高中中國語文科
 專責小組建議中國語文科(1)檢視評核模式，包括但不限於刪減、
精簡或合併現時的說話和聆聽考試卷別；(2)從小加強培養學生
欣賞中國文學作品和文言經典；成立專家小組，加強課程內中
國文學和文言經典的學習、欣賞經典篇章和名著；以及(3)檢視
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需要

 高中方面，中文科主要透過融合課程中必修和選修部分的教學，
便能在沒有減少教學份量的情況下騰出時間

 公開評核方面，會透過重組、合併、精簡，將4卷減為2卷，但
仍會在公開評核中保留讀、寫、聽、說的元素

 校本評核方面亦會減工作量，為學生減壓

 教育局正蒐集不同持份者對修訂建議的意見，提交課程發展議
會和考評局公開考試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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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高中英國語文科

優化高中英國語文課程和文憑試考卷設計及校本評核

此科安排與中文科類近，建議選修單元部分融入必修
部分教授，為教學釋出空間

此科考試已有調適安排，故暫不需再作改動

鼓勵學校善用釋出空間舉辦促進英語學習的活動，豐
富學生在課堂內外的英語學習經歷

開辦與英語相關的應用學習課程，如應用學習（職業
英語）課程，照顧不同志向、興趣和需要的學生 23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高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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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學生
修讀必修部分所有課題

能力、興趣和志向非在數理的學生
修讀必修部分中所有基礎課題及部分非基礎
課題 [若學生能充分掌握基礎課題且在必修部分
文憑試中表現良好，足以考獲最高第四級成績]

有較高興趣或需要學習較高階數學的學生
修讀整個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 M1 或 M2

必修部分

必修部分

必修部分 延伸部分

必修部分 延伸部分

(M1) 微積分與統計
(M2) 代數與微積分基礎課題 非基礎課題

高中數學科 專責小組建議善用現
時在數學科必修部分
課程中已有的「基礎
課題」和「非基礎課
題」的劃分，藉以照
顧學生多樣性

 教育局會向學校具體
說明如何安排不同能
力、興趣和志向的學
生修讀數學科必修部
分和延伸部分的不同
組合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高中數學科

教育局和考評局聯同課程發展議會，會進一步
研究長遠以「高級數學科」（名稱待定）取代
現時延伸部分的可行性，藉以配合對數學有濃
厚興趣的學生的需要

教育局會於2021年開始收集相關持份者對成立
「高級數學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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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推廣應用學習為有價值的高中選修科目
提供更多元化的應用學習課程
加深學生和家長對職業專才教育（職專教育）
的認識

提早於中四級開始推行應用學習，並讓學生於
中五級完成兩年的應用學習課程

放寬學生修讀應用學習作為第四個選修科目的
資助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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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 應用學習

加強宣傳工作
繼續發展更多元化的應用學習課程
在初中開辦導引課程，讓學生及早瞭解不同行業
／專業和應用學習課程

鼓勵學校採取校內開辦或與其他學校協作的模式
開辦應用學習課程

落實學校提早於中四級開辦應用學習課程的安排
資助學生修讀應用學習作為第四個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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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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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應用學習課程
（2021-23）一覽表

應用學習課程概覽
（2021-23學年）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
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course-
information/2021-2023/Full%20Course%20List%202021-
23%20Cohor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
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f-and-
resources/applied-learning-prospectus/Prospectus_2021-23.pdf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 應用學習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course-information/2021-2023/Full%20Course%20List%202021-23%20Cohor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f-and-resources/applied-learning-prospectus/Prospectus_2021-23.pdf


維持「3322」成績作為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的「一般
入學要求」【鑑於通識教育科的改動，「3322」可能
會相應地改】

實施一項名為「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的全新學校
推薦計劃
◦ 每所中學可獲兩個推薦名額（推薦在特定範疇及／或領域具
特別才華和濃厚興趣的學生）
◦ 每名學生可獲推薦修讀一所大學的一個指定第一年學士學位
課程
◦ 將在試行階段循非聯招途徑推行

教育局會繼續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和大學
聯招處商討執行細節，以期盡早公布實行詳情

大學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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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界定STEM教育，並闡明對中小學階段的期望
提供校本STEM教育的例子
建議所有中小學委派一名教師擔任STEM統籌人員
進一步加強與STEM相關的專業培訓課程
探討為STEM先驅學校提供更多誘因，促使其成為
分區STEM資源中心

已成立專責委員會，督導中小學STEM教育的長遠
發展

STE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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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議會已成立STEM教育常務委員會，督導
中小學相關範疇的長遠發展，並已召開第一次會議

正籌備STEM手冊的編寫工作，加入成功的校本
STEM教育示例，以闡明對中小學階段STEM教育的
期望，並已開展加強教師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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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 STEM教育



https://youtu.be/4QPO40BN4jAhttps://youtu.be/BsUh3QQzM6o

https://youtu.be/BsUh3QQzM6o https://youtu.be/4QPO40BN4jA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 STE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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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專業能量
中小學STEM教育進深培訓課程
◦ 第一階段課程已全部完成，對象為領導層和中層管理人員，
共有大約500所中學及400所小學出席

◦ 第二階段加強版的課程現正進行，為STEM統籌 / 前線教師
而設，提升STEM教學策略

https://youtu.be/BsUh3QQzM6o
https://youtu.be/4QPO40BN4jA
https://youtu.be/BsUh3QQzM6o
https://youtu.be/4QPO40BN4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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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小小科藝創建師

天水圍香島中學
STEM創客教室

樂富STEM教育中心
(ATEC)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小點子，大攪作」
STEM創客教育中心

佛教何南金中學
透過機械人活動促進

高小STEM教育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 STEM教育
成立分區STEM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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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em.edb.hkedcity.net/zh-hant/home/

教育局的跟進工作 - STEM教育
香港STEM教育網站

https://stem.edb.hkedcity.net/zh-hant/home/


更多網上資源

教育多媒體 (https://emm.edcity.hk/)

「我們的國旗、國歌和區旗」有聲故事繪本
(https://emm.edcity.hk/playlist/1_ukor80ck)

學與教資源表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
support/learning-teaching-resource-list/index.html)

與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的教學資源 (總表)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learning-
teaching-resource-list/COVID-19-KLA-Resource-Lis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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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mm.edcity.hk/
https://emm.edcity.hk/playlist/1_ukor80ck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learning-teaching-resource-list/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learning-teaching-resource-list/COVID-19-KLA-Resource-Lists/index.html


更多網上資源
通訊程式表情圖像 WhatsApp Stickers 

(https://emm.edcity.hk/whatsapp_stic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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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mm.edcity.hk/whatsapp_stickers


更多網上資源
通訊程式表情圖像 WhatsApp Stickers 

(https://emm.edcity.hk/whatsapp_stic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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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多媒體」應用程式

https://emm.edcity.hk/whatsapp_stickers
https://apps.apple.com/hk/app/etv%E6%95%99%E8%82%B2%E9%9B%BB%E8%A6%96/id563107065
https://apps.apple.com/hk/app/etv%E6%95%99%E8%82%B2%E9%9B%BB%E8%A6%96/id56310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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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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