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通函第48 /2013號
分發名單：各資助、官立、按額津貼、直

副本送：各組主管 — 備考

接資助計畫的學校及設有中學
班級的特殊學校的校監 / 校長

新高中課程及評估的檢討建議

摘要
本通函撮述了新高中課程及評估與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檢討的建議，以及為學校
和教師提供的一系列發布活動和支援措施，以優化新高中課程及評估的推行。新學制檢
討進展報告︰新高中學習旅程——穩步邁進詳載新學制的根本性改變、成效與挑戰，並
提供有關微調新高中課程及評估的建議概覽。報告已於2013年4月19日公布並上載新學
制檢討專頁(http://www.edb.gov.hk/nas/review)。有關新學制檢討︰新高中學習旅程——
穩步邁進的資料簡章亦已上載專頁，供學校參考。

背景
2.

香港教育改革自 2000 年開展，改革的範圍和層面廣泛，包括在課程、學與教、評

估及學制上作出「根本性」範式的改變。新高中學制旨在促進所有學生終身學習及全人
發展，我們衷心感謝學校和老師的無私奉獻，新高中課程的七個學習宗旨已初步達到，
對學校和學生持續教育方面的發展帶來了正面的影響。我們珍視各持份者的回饋，而作
為定期和持續檢討過程的一部分，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自 2012
年年中已共同展開新高中課程及評估的檢討，以優化和微調新學制的推行。同年 10 月
5 日，我們發布《新學制檢討簡介》並上載教育局網頁，以諮詢學校、持份者及各界人
士的意見。這次檢討的主要目的是檢視達成政策的目標、新學制的優勢及未來的挑戰，
以及蒐集和分享學校的良好實踐經驗。我們採取分階段的策略，於短期階段迅速回應學
校和學生實際關注的事項，同時爭取時間蒐集更多數據，以制訂及討論中、長期階段的
建議。
3.
我們在這次檢討擬備參與及溝通方案，廣泛蒐集各持份者組別的意見與回饋，
超過12,000名教師參與其中，並根據從論壇、研討會、聯絡會議、焦點小組及書面途徑
蒐集的回饋與方案，經過約200次由不同官方團體（如課程發展議會、新高中課程發展
議會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委員會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委員會）召開的委員會／工
作小組會議的商討，制定系統／學校層面及科目層面的初步建議。我們亦進行了數項研
究調查，包括2012年11月進行的新高中課程及評估學校意見調查，蒐集校長和教師對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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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議的寶貴意見，同時，我們也參考了多個本地及國際的研究，並徵詢了本地和國際
專家的意見。

詳情
4.
短期階段的建議（於2013/14學年的中四學生開始實施，即在2016年的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及以後的考試生效）旨在回應學校實際關注的事項，蒐集及分享學校的良好實
踐事例，並持續改革的成效。我們以全面和原則主導的方法來考慮檢討報告的建議，首
要原則以學生學習為本，同時考慮教師及學生的工作量、維持國際認可、照顧學生的多
樣性、理據的一致性、課時的靈活性和校本評核的基本原則等。基於這些原則和考慮，
同時維持專業水平及國際基準，我們作出了系統／學校層面的短期階段建議，並在推行
上提供彈性。我們會在2014及2015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實施一些不會對學與教造成重大
影響的修訂措施。至於一些需蒐集更多資料及有待深入商議的事項，我們會繼續於中、
長期階段（即在2017年及以後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實施）聽取各方意見，再作討論。我
們重申系統／學校層面與科目層面的議題互有關連，需作整體考慮，如在減少總課時及
提高總課時的靈活性時，已考慮四個核心科目實施微調後的新高中課程及評估，以及校
本評核減少教師及學生的工作量。
5.
以下的建議已於2013年2月25日在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公開考試委員會聯席
會議中詳細討論，並獲得通過：
(1)
•

•

•

•
•
•

課程方面：
課程方面：
精簡課程內容(2 科)：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及二的學習內容）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精簡課程內容約 15%）
減少學生修讀選修單元數目（但學生的選擇並沒有減少）(3 科)：中國語文、
中國文學、中國歷史
更新或修訂科目課程內容(9 科) ：英語文學、生物、化學、物理、組合科學、
地理、旅遊與款待、資訊及通訊科技、經濟
提供更多選擇，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英語文學
釐清課程的廣度和深度：提供所有科目的課程補充資料
定期檢討及更新課程和評估的發展，將成立不同工作小組討論相關議題

(2)

評估方面：
評估方面：評估方面的建議，是配合課程的原則及改動而制定。

(i)

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方面，將繼續推行在 2012 年 2 月所落實 7 個科目的精簡安排（中國歷史、
歷史、視覺藝術、生物、綜合科學，化學和物理）
，而相關安排已讓本學年的中五
學生，即 201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生受惠。此外，於 2012 年 2 月公布有關
中國語文及通識教育科的精簡安排，已讓應考 2013 年及以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
中六學生受惠。在 2014 年及以後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提出進一步的精簡措施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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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推行校本評核 (3 科)：數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體育
延遲推行校本評核至 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9 科)：中國文學、英語文學、
經濟、倫理與宗教、地理、旅遊與款待、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技與生活、
音樂*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11 科)：中國語文、英國語文、通識教育科、中國文學、
經濟、地理、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資訊及通訊科技、旅遊與款待、科技與生
活、音樂*
釐清校本評核的要求：如通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
、中國語文（閱讀紀錄)
在公開考試中以實習考試取代校本評核 (1 科)：體育








*

(ii)

如學校支持，音樂科會提早推行校本評核。

公開考試

調整考試時間：
- 延長考試時間，給予考生更多時間審題及組織答案 (4 科)：經濟、地理、
歷史、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 減少考試時間，以配合課程、考核內容的優化或精簡，試卷亦會作出相應
的調整 (3 科)：中國文學、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英語文學

優化評估設計：
- 精簡試卷 (2 科)：中國語文、中國歷史
- 整合試卷 (1 科)：中國語文
- 試卷中提供更多選項 (2 科)：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英語文學

附錄 I 提供更多科目層面的詳情。
6.
系統／學校層面的建議回應五個課程範疇的關注事項，包括課時、其他學習經
歷及學生學習概覽、應用學習、資歷及出路，以及學校支援，概述如下(詳情見附錄
附錄II)。
附錄






以 2400±200 小時作為總課時的彈性範圍；
其他學習經歷的總課時作彈性分配(10-15%)；
優化應用學習課程，包括加強行政支援和提升資歷認可；
為達到不同水平的學生提供適時的升學選擇資訊：
為學校提供支援，包括專業發展課程、課程補充資料、良好實踐示例和學
與教資源、24 科課程及評估便覽（中四至中六學生版）
。

7.
在中、長期階段，我們會參考從不同渠道蒐集的持份者意見，以掌握更充分的
資料，繼續進行討論。在2016/17學年及以後推行的中期建議，現概述如下：



定期及持續檢視各新高中科目，特別是通識教育科；
成立工作小組（中國語文、中國文學、數學、通識教育科、企業、會計與
3





財務概論、經濟、倫理與宗教、地理、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校本評核）
；
檢討應用學習課程，並研究以更多級別匯報考生成績的可行性，將成績與
其他資歷進行基準比較，並檢討調整機制；
進一步研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採取措施鼓勵學校錄取提早離校的學生，再修讀高中課程。

我們將進一步優化支援措施，幫助學校及教師實施微調後的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措施包
括專業發展課程、課程補充資料，並加強校本支援以及網絡活動。有關新高中課程及評
估的重要事項，請參考附錄
附錄 III。
。
發放及學校整體規畫工作坊
為配合檢討所得的結果和建議，下列各項是特別為發放上述落實的建議及協助
8.
學校作好準備：
我們於
年4月
月29日至
日至5月底舉辦一系列簡介會
8.1
我們於2013年
日至 月底舉辦一系列簡介會，
月底舉辦一系列簡介會，介紹微調新高中課程及評估
的建議，
附錄IV）
。
的建議，包括新高中科目、
包括新高中科目、應用學習及其他學習經歷（詳情請參閱附錄
應用學習及其他學習經歷
附錄
8.2
有關「2014 - 2016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評核大綱」的詳情，請參閱考評局於2013
年4月30日發出的通函（http://www.hkeaa.edu.hk/en/hkdse/Circulars/）
。
8.3
配合檢討報告(http://www.edb.gov.hk/nas)及有關微調的建議，我們亦將於2013年
5月中旬至6月舉辦一系列研討會及「新學制學校領導人工作坊系列2013」
（詳情請參閱
附錄V）
附錄 ，幫助學校反思在新高中首個周期的推行情況，從而改善學校整體課程規畫、
教學法的轉變，以及學校評估文化的變革。
8.4
所有新高中科目的資料便覽
資料便覽（
資料便覽（學生版）
學生版）（2013/14 學年起適用）可於新學制檢討
專頁下載(http://www.edb.gov.hk/nas/review)，方便中四、中五及中六學生參考。學校必
須向中四、中五及中六學生分別派發資料便覽。
9.
請校長向法團校董會／校董會的所有成員和全體教師傳閱本通函，並讓家長得悉
相關資料，以便全校在來年實施微調後的課程及評估。學校必須確保每一位
學校必須確保每一位相
學校必須確保每一位
相關的教師
和學生，
和學生，均能透過合適的渠道或形式，
均能透過合適的渠道或形式，獲悉所有關於課程及評估
獲悉所有關於課程及評估修訂的資訊
課程及評估修訂的資訊。
修訂的資訊。
10.
有關新學制檢討的最新發展，請瀏覽新學制網上簡報(http://www.edb.gov.hk/nas)
或新學制檢討專頁(http://www.edb.gov.hk/nas/review)。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葉蔭榮代行
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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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Ｉ
附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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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通識教育





短期
中／長期
2013/14 學年起生效
（需要探討的議題）
需要探討的議題）
調整學習選修單元的數目：
調整學習選修單元的數目：由三至四個  研究在本科提供指定文言經典篇章的可行性
改為二至四個 (中六；2014 年香港中學 及其考核方式
文憑考試)
精簡公開考試試卷設計：
精簡公開考試試卷設計：

試卷四（說話能力）—— 取消
朗讀，口語溝通設每名考生一
分鐘首輪發言時間 （中六；
201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整合試卷︰
整合試卷︰
 試卷三與試卷五合併為一卷
(中四；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精簡校本評核：
精簡校本評核：取消必修部分「日常課
業及其他語文活動」的校本評核 (中
六；201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釐清校本評核的要求：
釐清校本評核的要求：說明「閱讀活動」
紀錄的要求
精簡校本評核︰
精簡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次數由三次減少至兩
次（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甲部及乙部各呈分一次（中
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課程內容
檢視新高中數學科課程架構
 必修部分 (中四；2016 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
 單元一和單元二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不會於香港中學文憑數學科考試實施校
本評核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開始實施）
清楚闡述課程的廣度和深度
課程及評估設計檢討：
課程及評估設計檢討：
 提供課程及評估資源套
 中期課程及評估設計的檢討建議預
計在 2015 年中完成
精簡及闡明校本評核
 實施獨立專題探究精簡方案
（中六; 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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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已於 2012 年 2 月公布）
 學校無須提交「過程」評核紀
錄 (2013/14 學年中六級受
惠，201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開始實施)
 闡明獨立專題探究評核要求
 提供更多學與教支援
 按需要加強校本支援
 加強資源平台 （例如：資源套
和良好實踐經驗的示例）
 加強初中課程和新高中通識教
育科之間的銜接
企業、
企業、會計與  縮減課程內容（
縮減課程內容（約 15%）：包括必修與  研究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分拆及/或選修
財務概論 選修部分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 單元獨立評級與成績分開表述的可行性
試)
 調整考試時間 （配合課程的調整）
 試卷一：縮短考試時間由一小
時三十分鐘至一小時十五分
鐘，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試卷二：縮短考試時間由兩小
時三十分鐘至兩小時十五分鐘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優化評
優化評核設計：
設計：
 在試卷一乙部引入選答題目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相應更改考試規格 （中六；
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提供學與教支援：
提供學與教支援：
 更清晰註明採用會計準則的截
止日期 （中四；2016 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
 研究成績分開表述的可行性
研究成績分開表述的可行性
 取消校本評核（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起開始實施）
生物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微調必修及選修
部分（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中六；2014 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布）
化學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微調必修及選修
部分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中六；2014 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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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調整學習選修單元的數目︰
調整學習選修單元的數目︰由兩個減為
一個(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公開考試試卷︰
精簡公開考試試卷︰統一公開考試卷一
和卷二各試題的比重及作答時間(中
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布)
 調整學習選修單元的數目︰
調整學習選修單元的數目︰由三至四個 研究更換/節選某些中國文學指定作品
改為二至四個 (中六；2014 年香港中學 精簡校本評核：
精簡校本評核：
文憑考試)
 取消必修部分「課外閱讀」的校本
 精簡公開考試試卷：
精簡公開考試試卷：
評核 （2016/17 學年中四；2019 年

試卷一（文學創作）—— 取消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片段寫作」；考試時間由三
 減低校本評核比重 （2016/17 學年
小時減為兩小時 (中六；2014
中四；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校本評核：校本自決試行 （2018 年香港中學
試卷二（文學賞析）—— 由設  校本評核：

文憑考試）
5 題選答 3 題改為設 4 題選答 2
題；考試時間由三小時減為兩
小時（中六；2014 年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
校本評核延至 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實施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微調物理、化學
及生物部分（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精簡試卷
精簡試卷：試卷一：減少物理部分選擇
題數目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中六；2014 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布）
提供學與教支援：提供校本評核設計作
業題目（中五；2015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更新及微調課程內容：
更新及微調課程內容：更新一副課題及  (i) 探討在公開考試中加入時事評論題／資
微調四副課題（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 料回應題以取代校本評核的可行性；(ii) 探討
憑考試）
課程的進一步發展
精簡校本評核：校本評核課業數目由三份減
調整考試時間 （提供更充足的時間給考  精簡校本評核：
至二份 （2016/17 學年中四；2019 香港中學
生理解問題及組織答案）
文憑考試）
 試卷二：延長考試時間由兩小
時增加至兩小時十五分鐘(中  校本評核: 校本自決試行 （2018 香港中學文
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憑考試）
延遲校本評核至 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釐清課程的深度及廣度，並提供更多示  探討減輕倫理與宗教科校本評核工作量
例（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校本評核: 校本自決試行(2018 香港中學文憑
延遲校本評核至 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 考試)
試





中國文學






組合科學







設計與應用
科技
經濟









倫理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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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更新及微調課程內容︰
更新及微調課程內容︰對課程及評估指
引內的說明作出小量修訂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調整考試時間 （提供更充足的時間給考
生理解問題及組織答案）
 試卷二: 延長考試時間由一小
時增加至一小時十五分鐘（中
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延遲校本評核至 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健康管理與社  調整考試時間 （提供更充足的時間給考
會關懷
生理解問題及組織答案)
 試卷二：延長考試時間由一小
時三十分鐘至一小時四十五分
鐘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延遲推行校本評核至 2019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歷史
 調整考試時間 （提供更充足的時間給考
生理解問題及組織答案）
 試卷二: 延長考試時間由一小
時十五分鐘至一小時三十分鐘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精簡校本評核 （中六；2014 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
布）
資訊及通訊科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微調四個課題內
技
容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 （中五；2015 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
 修訂試卷內提供的 SQL 指令及試算表
函數以供考生參考 (中四；2016 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
綜合科學  說明課程的廣度和深度：
說明課程的廣度和深度：指明某些課題
所需學習的例子 (中四；2016 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中六；2014 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
公布)
英語文學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
 合併兩組指定作品 (中四;
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優化評核設計 (中四; 2016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試卷一 (作文)
第一部分：甲、乙和丙部
中設小說、戲劇及電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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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否需要修訂新高中地理課程及地理科
教學課時不足問題並提議可行解決方案
 精簡校本評核(2016/17 學年中四； 2019 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
 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
：校本自決試行 （2018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檢視本科課程及評估的設計與校本評核，包
括評核課業的報告格式（文字或影音），以
及評核課業比重
 精簡校本評核：
精簡校本評核：刪減「選修部分專題研習」
的「影音習作」課業（2016/17 學年中四，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校本評核：校本自決試行 （2018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校本自決試行(2018 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兩條題目供考生選答；丁
部採用同一組短篇故
事，數量由十篇減少至八
篇
第二部分： 設概括性的
問題
 試卷二(文學欣賞)
卷二考試時間由兩小時
三十分鐘縮短至兩小時；
甲部設四條各自包含一
段小說及戲劇節錄的題
目供學生選答；乙部採用
詩歌名單 (數量由十八首
減至十五首)
 延遲校本評核 至 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於 2014/15 學年推行第二次先導計
音樂
 延遲推行校本評核至 2019 年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 (如獲學校的支持，校本評核 畫
 評估先導計畫，並為推行校本評核的時間表
可能會提早推行)
 優化評核設計
優化評核設計 (中五; 2015 香港中學文 作出建議 (2015/16 學年)
 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校本自決試行 (2018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憑考試) (如獲學校的支持，校本評核可能會提
 精簡演奏及創作技巧的評核
早推行)
 減少個別試卷在時間、作品數
目或字數的要求
 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於 2013/14 學年推行第一次
先導計畫
體育
 優化評核設計：增加實習部分的比重由
30%至 40%（中四；2016 年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不推行校本評核：
不推行校本評核：以公開實習考試代替
校本評核（中四；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
物理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
更新及修訂課程內容：微調必修及選修
部分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試卷
精簡試卷：
 試卷一：減少選擇題數目(中
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中六；2014 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
公布)
科技與生活  延遲推行校本評核至 2019 年香港中學  精簡校本評核 (2016/17 學年中四；2019 香
文憑考試
港中學文憑考試)
 刪減指定課業的實習部分；
 修訂評核項目比重
 校本評核：校本自決試行 (2018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旅遊與款待  更新及微調課程內容︰
更新及微調課程內容︰必修部分中若干  精簡校本評核 (2016/17 學年中四；2019 香港
課題重新編排及明確說明課題的廣度和 中學文憑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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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延遲校本評核至 2019 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

刪除作業研習
課業總數從 2 份增加至 3 份
校本評核佔整科總分由 30%降至
15%
 校本評核: 校本自決試行 (2018 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
視覺藝術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檢討如何評核學生回應藝術評賞和藝術創作
精簡校本評核安排﹕

減至一個作品集，包括研究工 的連繫
作簿及針對一個主題的四件藝
術作品／評賞研究(中五及中
六學生；2015 及 2014 年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有關安排已於
2012 年 2 月公布) ﹔
 提交作分數調整之作品集樣
本，由 12 頁增加至不多於 24
頁 (中四學生，2016 年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
 繼續收集回饋及檢視課程
應用學習課  檢視及更新課程
程
 提升資歷認可及銜接出路（如研究與其  繼續就課程的認可及銜接事宜與本地及海外
他課程的銜接、與資歷架構掛鈎等）
大專院校溝通

檢視成績調整機制及探討以更多等級滙報成
 加強支援（如檢討撥款、導引課程、鼓
績
勵為非華語學童提供以英語授課的課
程、提早在中四試行應用學習課程、加
強應用學習統籌主任的專業發展）




（中四；201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2013/14學年修讀中四及應考2016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
（中五；2015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2013/14學年修讀中五及應考2015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
（中六；2014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2013/14學年修讀中六及應考2014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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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實施微調後的新高中課程及評估
系統／
系統／學校層面
1.

課時



新高中課程設計以2500小時作為規畫的參考基數，建議三年裏以2,400 ± 200小時
作為總課時的彈性範圍，讓學校因應校本情況作規畫，並照顧學校的多樣性和不
同的學習需要，同時符合國際認可。



彈性課時的建議以實證為基礎，回應學校在時間表編排上的困難，同時為學校提
供參考。課時是指教師「直接指導」學生進行有意義的學習活動的時間，這些活
動通常在（但並不限於）課堂進行。學校應靈活編排時間表，確保學生的權利和
有效運用策略和資源，以促進學生學習。



為了確保學習效能，某些活動（尤其是其他學習經歷）可能未有納入時間表，學
校需要作出有效安排，以符合學校的宗旨與文化。



為了照顧學生不同的興趣、需要和能力，學校應運用專業判斷及彈性，提供合理
的選修科目數目（即最少十個選修
十個選修科目，包括其他語言和應用學習課程），以及
十個選修
其他學習經歷。



每個新高中科目三年內的建議課時分配如下：

科目

建議時間分配
310 至 375 小時
310 至 375 小時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必修部分
必修和延伸部分
通識教育科
每個選修科目
其他學習經歷
德育及公民教育
藝術發展
體育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每個應用學習科目

至 310 小時
375 小時
250 小時
250 小時
250

250

至 375 小時

在中五和中六兩年共18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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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學習經歷和學生學習概覽



採納將其他學習經歷的課時分配修訂為總課時的10–15%的建議，讓學校因應校本
需要作靈活編排。



「學生學習概覽」的「個人自述」已取消字數的限制。因此，學校可彈性處理，
統一「個人自述」與聯招「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OEA)表格的「附加資料」
的字數。（已於2012年8月在「網上學校管理及行政系統」中推出）。



學校亦可考慮將「學生學習概覽」紀錄的「其他學習經歷」數量與聯招「比賽／
活動的經驗及成就」(OEA)表格統一。



其他學習經歷重質不重量。學校應建基於現有優勢，靈活運用課時以進一步發展
其他學習經歷，並參考《高中課程指引》第5A冊中所涵蓋的五個範疇（例如：提
供有系統的藝術學習課程是藝術發展的重要推行模式；而體育課則是體育發展的
建議推行模式）。



我們將進一步精簡學生學習概覽，長遠將統一本地不同升學出路的入學要求；同
時，亦確保學生學習概覽作為學生自我發展的反思工具的重要性。

3.

應用學習



優化應用學習課程，以配合升學及就業的機會。



提升資歷認可（例如：研究與其他資歷如資歷架構，進行基準比較）。



加強行政支援，以照顧不同的需要（例如：提早在中四試行部分應用學習課程；
同時在該年提供參加導引課程的機會）。

4.

資歷和出路



為達到不同水平的學生提供適時的升學選擇資訊，包括成績未達五科2級的學生
（包括中文和英文）
，以及未有完成12年教育而提早離校的學生。

5.

學校支援

我們將進一步加強支援措施，以協助學校和教師實施微調後的新高中課程及評
估，措施包括：


提供專業發展課程（如為學校領導層提供整體課程規畫）。



適時提供課程補充資料、實踐示例和資源配套。



將繼續為學習領域／科目、其他學習經歷和應用學習組織專業學習網絡。



加強與相關持份者的溝通和互動，特別是較具爭議性的科目，以蒐集更多的回饋
和意見，為進一步發展提供更多資訊。



向學校和教師蒐集並分享各科目的課程規畫、學習、教學和評估策略的良好實踐
12

經驗。


將進一步統整校本支援服務、大學合作計畫和優質教育基金的工作，以支持學校
落實建議，以解決相應關注事項和改善學生學習。



考慮建議推出的步伐和實際情況，我們將繼續適時向相關持份者，包括學生，發
布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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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支援學校實施微調後的新高中課程及評估
支援學校實施微調後的新高中課程及評估的
學校實施微調後的新高中課程及評估的重要事項
2013/14 至 2017/18 學年

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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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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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2017/18

主要措施

到 2013/14

2014/15

2015/16

通識教育科

訂立種子計畫／
種子計畫／試行計畫以支援推行微調後的課程和評估
中國語文、音樂
 中國文學
地理
 持續於體育科推行種子計畫，以推廣協作研究及發展，以推行微調後的課程及評估
設立工作小組，進一步探討課程和／或評估的議題
 中國語文：研究在本科提供指定文言經典篇章的
可行性及其考核方式。
 中國文學：探討範文的修訂
 數學：檢討新高中數學課程架構
 經濟：工作小組將考慮於公開考試加入新聞評論
類型／資料回應題目，以取代校本評核的可行性
以及探討課程的進一步發展
 倫理與宗教：探討減少校本評核的工作量
 地理：研究是否需要修改新高中地理課程，並就
課時不足的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檢討課程及評估的設計和
校本評核
 通識教育科
通識教育科︰檢討課程及評估的設計以及校本評
核，於 2015 年年中或之前落實建議
 校本評核：檢討校本評核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
實施情況，並提供持續優化的建議
15

2016/17

2017/18

主要措施

到 2013/14
2014/15
2015/16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探討分拆科目和／
或獨立評級和匯報的可
行性
定期檢討所有科目的課程，以更新及優化課程設計
更新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試規則和評核大綱和校本評核手冊，加強評估方面的支援
在不影響國際基準/認可及課程目標前提下，探討進一步精簡校本評核，以回應關注事項

2016/17

2017/18



評估及考試

在 2018 年的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中校本自決試行
校本評核：中國文學、英
語文學、經濟、倫理與宗
教、地理、旅遊與款待、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技與生活、音樂

定期檢討所有科目的評估，更新及改善評估設計
學／教資源
持續發展所有科目的學/教資源
專業發展課程
適時提供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支援學校整體課程發展、教學法，以及學校的評估文化的變革。
校本支援及優質教育基 進一步協調校本支援服務、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及優質教育基金，以便支援學校推行修訂措施，回應關注及改善學生的學習。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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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

應用學習

到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持續開辦應用學習課程，以提供多元選擇
檢討撥款以支援學校推行應用學習
強化導引課程，幫助學生對應用學習作出明智選擇
鼓勵課程提供機構提供以英語授課的課程，以支援學生的不同需要，例如非華語學童。
提早在中四試行應用學
習課程，研究其可行性和
成效
研究與其他課程的銜接
為應用學習統籌主任提供
專業發展課程，以便讓他
們更好地支援學生
探討與資歷架構掛鈎

17

2017/18

檢視成績調整機制及探
討以更多等級匯報成績

附錄 IV
Briefing Sessions on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NSS) Learning Journey Recommendations for Fine-tuning the NSS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24 NSS subjects, Applied Learning (ApL) and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新高中學習旅程 —— 優化新高中課程及評估的建議
二十四個新高中科目、
(二十四個新高中科目
二十四個新高中科目、應用學習及其他學習經歷)
應用學習及其他學習經歷
簡介會

Schedule /時間表
Date

日期

Subject

科目

1

29 Apr
2013
(Mon)

Chemistry/CS(Chem)
/
(
)

2

2 May
2013
(Thu)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3

9 May
2013
(Thu)

Ethics and Religious
Studies

4

10 May
2013
(Fri)

5

10 May
2013
(Fri)

6

13 May
2013
(Mon)

7

14 May
2013
(Tue)

8

15 May
2013
(Wed)

9

16 May
2013
(Thu)

化學 組合科學 化學
其他學習經歷
倫理與宗教
應用學習

Applied Learning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旅遊與款待
英語文學

Literature in Englis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TCS Course ID

Venue

培訓行事曆課程編號 地點

Lecture Theatre, 4/F,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CDI020130131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4 樓演講廳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4 樓演講廳

2:15-4:45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3 樓 W301 室

2:15-3:15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東座 3 樓 E304 室

3:00-5:00

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禮
堂

3:00-5:00

W301, 3/F,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CDI020120012

E304, 3/F, Ea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CDI020131097

Hall,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K

CDI020131146

時間

3:30-5:30

Lecture Theatre, 4/F,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CDI020131140

Tim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100 Chatham
Road South, Tsim Sha Tsui, KLN
3:00-5:00

CDI020131154

尖沙咀漆咸道南 100 號香港歷史博物館

E306, 3/F, Ea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東座 3 樓 E306 室

CDI020131147

3:00-5:30

School Hall, Lam Tai Fai College, 25 Ngan Shing
Street, Shatin, NT
3:00-5:00

CDI020131133

沙田銀城街 25 號林大輝中學禮堂

Auditorium, 9/F,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Building, 21 Pak Fuk Road, North
Point, HK
2:00-4:30

CDI020131119

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9 樓演講
廳
18

10

20 May
2013
(Mon)

11

21 May
2013
(Tue)

12

22 May
2013
(Wed)

13

22 May
2013
(Wed)

英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物理 組合科學 物理)

Physics/CS(Phy)
/
(

中國語文

Chinese Language

Design and Applied
Technology

設計與應用科技

Queen’s College, 120 Causeway Road, Causeway
Bay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 120 號皇仁書院

CDI020131145

Lecture Theatre, 4/F,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CDI020130065

2:30-5:00

CDI020131135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4 樓 W421 室

3:00-5:00

Auditorium, Christian Family Service Centre, 3
Tsui Ping Road, Kwun Tong, KLN

通識教育

Liberal Studies
24 May
2013
(Fri)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4 樓演講廳

W421, 4/F,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23 May
2013
(Thu)
14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4 樓演講廳

3:00-5:00

Lecture Theatre, 4/F,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CDI020131151

3:00-5:30

觀塘翠屏道 號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禮堂

3
School Hall, Maryknoll Fathers’ School, 2 To 2:30-5:00
Yuen Street, Tai Hang Tung, Kowloon.

CDI020130232

九龍大坑東桃源街 2 號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禮
堂

15

23 May
2013
(Thu)

16

23 May
2013
(Thu)

17

24 May
2013
(Fri)

Economics

18

24 May
2013
(Fri)

Physical Education

19

27 May
2013
(Mon)

Health Management and
Social Care

20

28 May
2013
(Tue)

數學

Mathematics

科技與生活

Technology and Living

Assembly Hall, Queen Elizabeth School, 152 Sai
Yee Street, Mong Kok, KLN

W425, 4/F,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CDI020131141

體育

CDI020131142

歷史

History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4 樓 W425 室

CDI020131138

經濟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九龍旺角洗衣街 152 號伊利沙伯中學禮堂

CDI020131124

2:30-5:00

3:00-4:00

Tsimshatsui Community Hall, 2/F, 136A Nathan
Road, KLN
4:15-5:15

尖沙咀彌敦道

號尖沙咀社區會堂 樓

136A
2
Cheung Sha Wan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533
Fuk Wing Street, Cheung Sha Wan, KLN

九龍長沙灣福榮街 533 號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
學

W425, 4/F,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CDI020131137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4 樓 W425 室

2:30-4:30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WP01 室

2:15-3:15

WP01,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CDI02013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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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30

21

28 May
2013
(Tue)

22

29 May
2013
(Wed)

23

29 May
2013
(Wed)

24

30 May
2013
(Thu)

W321, 3/F,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音樂

Music

中國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

地理

Geography

生物 組合科學 生物)

Biology/CS(Bio)
/
(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3 樓 W321 室

CDI020131150

W301, 3/F,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CDI020131152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3 樓 W301 室

2:30-5:00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4 樓演講廳

3:30-5:00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WP01 室

2:00-3:30

九龍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西座平台 WP01 室

10:00-12:30

Lecture Theatre, 4/F,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CDI020131139

WP01,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CDI020130079

Room WP01, Podium, West Block,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25

30 May
2013
(Thu)

視覺藝術

Visual Arts

CDI020131153

Room W321, 3/F., West Block, EDB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九龍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西座 3 樓 W321 室
26

31 May
2013
(Fri)

科學 綜合科學)

Science(IS)
(

WP01, West Block, EDB KTESC,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LN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 WP01 室

CDI02013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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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00

2:30-5:00

2:00-3:30

新學制學校領導人研討會系列 2013
新高中課程及評估的校本整體規劃：
新高中課程及評估的校本整體規劃：回顧、
回顧、反思與前瞻

附錄 Va

程序表
日期: 2013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 9 時 05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塘窩打老道 224 號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
時間

主題

講者

上午 9:05 登 記 入 場
至 9:30 （由於估計當天參與人數超過 1000，參與者請於早上 9:20 前到達場地，以便登記入場）
上午 9:30 引言：新學制回顧及最新發展
陳嘉琪博士
至 9:50
教育局副秘書長
趙志成博士

上午 9:50
至 11:00
上午 11:00
至 11:15
上午 11:15
至 11:45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總監

新學制下的校本整體課程
及評估文化

莫慕貞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心理研究學系評估與評鑑講座教
授及評估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小 息
新學制下的學習模式與教學方法的
革新

陳桂涓教授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學習、發展及多元教育部
嘉賓講者
何滿添先生

上午 11:45
至
下午 12:10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校長
林日豐先生
獅子會中學校長

學校領導人的回應

促導者

陳鴻昌先生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新高中學制）

下午 12:10
至 12:30

主持

葉蔭榮先生

提問及回饋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

*有意參加者，請於培訓行事曆（TCS）報名（課程編號： CDI020131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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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制學校領導人工作坊系列 2013

附錄 Vb

（2013 年 5 月至 6 月）

主題

日期

時段 促導者

15/5/2013 (三)
16/5/2013 (四)
1

新學制下的全校課程規劃
及教學法的改變

22/5/2013 (三)
24/5/2013 (五)
27/5/2013 (一)
15/5/2013 (三)
16/5/2013 (四)

2

新學制下評估文化的改革
22/5/2013 (三)
17/6/2013 (一)
19/6/2013 (三)

上午
上午
下午
下午
下午
下午
下午
上午
上午
下午

趙志成博士及香港中文
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成員

莫慕貞教授及香港教育
學院評估研究中心成員

註：
1. 所有工作坊均在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舉行。
2. 有關此工作坊系列的詳情（包括報名專用的使用者名稱及密碼）
，請參閱於 2013 年
4 月 25 日傳真到各校的邀請信。有意參加者請透過下列網頁報名：
主題（一）: https://cd.edb.gov.hk/slw2013/t1/
主題（二）: https://cd.edb.gov.hk/slw2013/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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