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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中五至中六級）簡介 
 
 
通識教育科作為新高中課程的四大主科之一，旨在透過探究各類議題以擴闊學生的知識基礎，加

強學生對社會的觸覺。本科所選取的單元內容主題，對學生個人、社會和世界均具有重要意義，

也能幫助學生聯繫不同範疇的知識，擴闊視野要，為高中學生提供跨學科的學習機會。本科應與

其他高中學科互相補足，以維持卓越的學術水平，並使學生的學習與現實生活具備更緊密的聯繫。 

 

通識教育科的學習經歷可幫助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並且有信心面對未來的挑戰。本科課程及評

估架構的設計，嘗試融合現代對知識和學習過程的理念；在參考外國的思維技能訓練、生命教育、

價值教育和公民教育等跨學科課程的同時，也兼顧有關課程如何適應本港的環境。本科的學術水

平也已與海外中學教育的同等課程掛鈎。 

 

 

科目性質 
 

通識教育科的設計以學生為本，旨在幫助學生認識自己，並了解與別人、物質世界和環境的關係。

本科的目的不在於使學生成為各學術領域的專家，而在於幫助學生在社會、國家和世界成為有識

見、理性和負責任的公民。 

A. 建基於學生在基礎教育應有的知識、技能、價值觀和態度、學習經歷。 

B. 透過研習不同情境的議題，令學生有機會綜合及應用過往的學習所得，並能繼續擴闊及深化

知識基礎，進行深入的探究和反思。 

C. 理論學習和應用學習兼備；也強調培養學生將所習得的角度和概念，轉移及應用於理解新議

題的能力。 

D. 照顧學生的多元化學習和確保本科的學習經驗與學生相關；也容許學生在獨立專題探究部分

選擇適合自己的興趣和志向的課題進行探究。 

E. 透過採用議題探究模式和提供自主學習經驗，幫助學生發展獨立地終身學習的能力。 

F. 在三年制高中課程中的定位，是其他核心科目、選修科目、應用學習及其他學習經歷的重要

聯繫。 
 

 

教學方法：探究式學習 
 

通識教育科採用議題探究的學與教方法，鼓勵學生獨立學習以追求知識，並對新的事物持開放的

態度。透過探究與本課程主題相關的議題，學生可學習找出不同主題和學科之間的聯繫，以及了

解知識的複雜內涵和組織。教師可採用發展性的模式，以不同的學與教策略，幫助學生較全面地

了解議題，掌握相關事實，分析問題的核心，進而可以持平的觀點作出合理的判斷。本科知識內

容會佔科目涵蓋範圍／探究學習的百分之五十至六十，以便幫助學生充分理解主題和議題的背景

和性質。 

 

因為通識教育科的範圍涵蓋當代的議題，所以除了教師提供的資料和有關的學與教材料之外，媒

體也是重要的學習資料來源。學生須學會審慎地評估在媒體中出現的資料、現象及信息，明辨事

實、意見與偏見。從媒體中嚴謹地選取材料供學生討論，可以幫助學生學習以確實的證據和相關

的資料來立論，而免於無知和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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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高中通識教育科旨在幫助學生： 

(1) 聯繫各科的知識，能從多角度研習不同課題，建構與現今世界直接相關的個人知識，成為有

識見、負責任的公民。 

(2) 加深對社會、國家、世界和環境的觸覺，培養獨立思考能力、社會觸覺和適應能力。 

(3)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與積極的態度，培養尊重別人的價值觀，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資訊科技及

其他技能，成為終身學習者。 

(4) 從不同的角度思考問題，並作出合情合理的價值判斷。 

 

 

課程介紹 
 

通識教育科的課程由「自我與個人成長」、「社會與文化」及「科學、科技與環境」這三個學習

範圍組成，涵蓋了人類的處境和當代世界的重要關注點。這三個範圍為探討相關的議題提供平台，

讓學生了解不同概念之間的關聯，從而更清晰地理解現今世界的狀況。 

 
 

課程結構 
 

學習範圍 單元 獨立專題探究 

自我與個人成長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學生須運用從三個學習範圍所獲取的知識和角度，

並推展至新的議題或情境，來進行一項獨立專題探

究。下列的建議主題，可用於幫助學生發展自己的

獨立專題探究題目： 

教育、宗教、藝術、傳媒、體育、通訊及資訊科技 

社會與文化 

近日香港 

現代中國 

全球化 

科學、科技與環境 
公共衛生 

能源科技與環境 

 

「自我與個人成長」集中處理與學生個人層面相關的議題，旨在讓學生加深對自己的認識，培養

積極面對人生的態度。「社會與文化」則集中處理在社會和文化的處境，人類所面對的境況，讓

學生探討本地、國家和世界的社會與文化發展。「科學、科技與環境」主要探討物質世界、科技

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讓學生理解科技和人類活動對環境所帶來的影響。 
 
「獨立專題探究」進一步幫助學生整合從三個學習範圍所習得的知識，透過對感興趣的議題進行

探究，認識現今世界的複雜性，從而發展批判性思考技能，面對未來。 

 

總括來說，通識教育科課程架構的設計，旨在讓高中學生享有「融會貫通」的教育，透過三個學

習範圍來擴闊知識基礎，提升社會認知水平，並加深對個人、社會、國家、大自然及人類世界的

多方面理解。通過探討各個議題及進行「獨立專題探究」，學生可以聯繫不同學科的知識，理解

各方面的觀點以及建構個人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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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習範圍主要探討問題 
 
 
學習範圍：自我與個人成長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自我了解 個人在青少年期會面對哪些挑戰與機遇？ 

2. 人際關係 哪些人際關係的因素，能幫助青少年反省和為過渡至成年階段作

好準備？ 

 
 
 

學習範圍：社會與文化 

 
單元二：今日香港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生活素質 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 

2. 法治和社會政治參與 香港居民如何參與社會及政治事務？就法治精神而言，香港居民

如何行使權利和履行義務？ 

3. 身份和身份認同 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是怎樣形成的？ 

 
單元三：現代中國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中國的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甚麼影響？ 

家庭觀念的演變，展示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有甚麼關係？ 

2.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在何等程度上，傳統習俗與中國人的現代社會是相容的？ 

 
單元四：全球化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全球化帶來的影響與回應 為甚麼世界各地的人對全球化帶來的機遇與挑戰有不同的回應？ 

 
 
 
學習範圍：科學、科技與環境 

 
單元五：公共衛生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對公共衛生的理解 人們對疾病和公共衛生的理解如何受不同因素影響？ 

2. 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科學與科技在何等程度上可以促進公共衛生的發展？ 

 
單元六：能源科技與環境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能源科技的影響 能源科技如何與環境問題相關？ 

2.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為何成為當代的重要議題？其出現與科學及科技的發

展又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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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方法  
 
2013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各部分的有關資料，概述如下： 

 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資料回應題 50% 2 小時 

卷二：延伸回應題 30% 1 小時 15 分鐘 

校本評核  20%  

 
卷一： 設三條資料回應題，所有題目須全答。 

資料回應題旨在評核考生識別、應用和分析資料等方面的能力，考題中的資料有助釐訂議題範疇

和反映議題的複雜或爭議的本質。與此同時，這類考題的設計形式，也反映本科課程的跨學科和

多角度的學習本質。 

 

卷二： 設三條延伸回應題，考生只須選答一題。 

延伸回應題提供更廣泛的層面，讓學生展示所學的各種高階能力，例如深入剖析自己的來歷，展

現創意思維和以有系統的方法來表達等。 

 
校本評核： 考生需分兩階段完成獨立專題探究。 

階段 
評核項目 

評核等級 
課業 (80%) 過程質素(20%) 

第一階段：準備 (40%) 專題探究 

建議書(40%) 獨立思考 

溝通 

積極和主動性 

優良：7-9 分 

令人滿意：4-6 分  

有待改善：1-3 分 

不予評級：0 分 

第二階段：實踐 (不呈分) 資料搜集 

第三階段：總結 (60%) 習作(40%) 

 
 

等級描述 
 
通識考卷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評核結果，以 5 個臨界分數訂定表現等級（1 至 5）；第 5 級即最

高等級，表示考生於廣泛系列的複雜議題中，顯示對科目知識和概念有徹底認知和理解，貫徹地

從不同角度闡明和分析議題，考獲第 1 級的學生則只是粗略地列出觀點及意見。 

 
 

與基礎教育的銜接 
 
通識教育科課程的設計，建基於學生在基礎教育的學習，並且透過探究現代世界的重要主題，幫

助學生擴闊知識面，加深對事物的理解，建立獨立思考及聯繫各科知識的能力。 

 
 

與專上教育的銜接 
 
透過研習通識教育科，學生可探索不同的進修途徑和就業出路。通識教育科所培養的智能和多角

度思維，對學生修讀大專程度的不同課程皆有裨益。此外，本科也幫助學生為投入工作的環境作

好準備。本科培養的公民素養、社會觸覺和具識見的決策能力，將幫助學生在面對瞬息萬變的工

作環境和具挑戰性的職業發展時，能有效地學習和作出明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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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高中通識教育科框架 

中五 上學期 

(9 月~10 月) 

單元二：今日

香港 

立場分析  ※ 

 從不同角度分析議題及辨析不

同觀點／持分者的價值觀 

 分辨事實、意見和價值判斷 

邏輯推論：正反立論  ※ 

 能在分析議題時建立價值觀及

作出價值判斷並提出理據 

 

就法治精神而言，香港居民如何行使權利和履行

義務？ 

 香港的社會政治參與 § 

 政府管治 

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是怎樣形成的？ 

 香港人的多元身份認同 § 

 上學期(11 月) 

校本評核 

 完成階段一及階段二  完成探究計劃 § 

 完成資料搜集 § 

 上學期 

(12 月~2 月) 

單元五：公共

衛生 

因果推論 

 指出導致事件的成因 

 指出事件可能做成的影響 

立場分析 

 從不同角度分析議題及辨析不

同觀點／持分者的價值觀 

邏輯推論：正反立論  ※ 

 能在分析議題時建立價值觀及

作出價值判斷並提出理據 

提出建議 

 提出合符指定角色及立場的建

議 

 澄清考慮因素 

人們對疾病和公共衛生的理解如何受不同因素

影響？ 

 公共衛生的範疇 § 

 健康觀念 § 

 健康的定義 § 

 促使醫療科技發展的因素 § 

科學與科技在何等程度上可以促進公共衛生的

發展？ 

 醫療科技的利弊：生物科技；器官移植；智

識轉移 § 

 醫療專利的利弊 

 尊重生命 

 國際協作 

 社會重要議題：醫療融資、廢物處理§ 

 下學期(3 月) 

校本評核 

 完成階段三 完成探究報告初稿 

 下學期 

(3 月~5 月) 

單元三：現代

中國 

邏輯推論  ※ 

 能在分析議題時建立價值觀及

作出價值判斷並提出理據 

資料分析：漫畫、圖片及數據 

 有效地利用漫畫、圖片及數據

來作描述、解釋和推論 

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

生甚麼影響？ 

家庭觀念的演變，展示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有甚

麼關係？ 

 改革開放的背景及路向：農業、工商業、對

外開放政策 § 

 改革開放下的社會民生：貧富懸殊、三農問

題、農民工、通貨膨脹、城市化帶來的擠迫、

治安和污染問題 § 

 能源和人口；可持續發展(見單元六) § 

 政府管治；綜合國力 

在何等程度上，傳統習俗與中國人的現代社會是

相容的？ 

 中華文化對現代生活的影響：傳統習俗 § 

中六 校本評核  完成階段三 完成探究報告定稿 § 

 (9 月~12 月) 

單元六：全球

化 

因果推論  ※ 

 指出導致事件的成因 

 指出事件可能做成的影響 

立場分析  ※ 

 從不同角度分析議題及辨析不

同觀點／持分者的價值觀 

邏輯推論：正反立論  ※ 

為甚麼世界各地的人對全球化帶來的機遇與挑

戰有不同的回應？ 

 全球化的特徵 § 

 全球化的機遇和爭議 § 

 經濟全球化 § 

 全球化與文化傳播 § 

 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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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高中通識教育科框架 

 能在分析議題時建立價值觀及

作出價值判斷並提出理據 

資料分析：漫畫及數據 

 有效地利用漫畫及數據來作描

述、解釋和推論 

 國際經貿組織的角色、活動和功能 

※ 該學習階段／單元的焦點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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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公民及社會發展科課程（中四級）簡介 
 
 
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前身是通識教育科，重視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積極態度及國民身份

認同。學生於本科學習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和法治；透過涉及香港、國家及全球發

展的重要課題。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旨在讓學生透過學習關於香港、國家及當代世界的課題，建立廣闊的知識基礎，

培養學生國民身分認同，以及具備世界視野，並能從研習經濟、科學、科技、環保、可持續發展、

公共衞生等範疇的不同課題，培養多角度的思考，掌握個人、社會、國家及世界在各範疇的角色

及互動關係。本科應與其他高中學科互相補足，讓學生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在實證為

本和具體掌握課題知識和內容的基礎上，全面及正確了解香港、國家及當代世界的狀況和發展，

提升慎思明辨、理性分析和解難的能力，培養正面的價值觀，並在日常生活當中躬行實踐，使學

生成為有識見、對社會有承擔、具國家觀念和世界視野的公民。 

 

 

科目性質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貫徹高中通識教育科的課程理念，強調幫助高中學生了解香港、國家及當代世

界的狀況，以及其多元化和互相依存的特質；並透過在學習過程中聯繫初中已學和高中各科的知

識，從多角度理解、研習及探究不同的課題，從而建構更多關於各主題的知識，建立更穩固的知

識基礎；並理解課題、決策過程和不同解決方案的複雜性、考慮要點和優次，從而培養學生： 

(a) 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理解當今影響個人、社會、國家及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 

(b)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 

(c)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慎思明辨、理性思考、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 

(d) 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技能，並且有信心面對未來的挑戰。 

 

 

 

課程介紹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由「『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聯相依

的當代世界」三個主題組成，為學生提供探討相關課題的平台，讓他們更清晰地了解社會、國家

和當代世界的情況。內地考察同樣屬於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的組成部分，學生應該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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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 
 

學習範圍 單元 內地考察【不涉及公開評核】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 

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認同 

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 

國家的發展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參與國際事務 

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經濟全球化 

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可持續發展 

公共衞生與人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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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目：高中﹝華語生﹞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用書  

程度 主題 書名 出版社 編著者 

S4 主題一︰「一國

兩制」下的香港 

《新視野通識教育 綜合四版 （2020 年修

訂版）銜接教材》 
香港教育圖書有

限公司 

潘萱蔚 

 
通識教育科用書 

高中 中五 (HKC) 中六 (HKC) 

M1：個人成長

與人際關係 

 

#《新領域高中通識單元一個人成長與

人際關係(第三版) 重印兼訂正》 白文

剛 屈亮明 奐平清 胡慧賢 高永平 陳

翠怡 曹永昌 楊渤彥 劉仲翔  時信出

版 (香港) 有限公司 (已於中四購買) 

#《新領域高中通識單元一個人成長

與人際關係(第三版) 》  白文剛 屈

亮明 奐平清 胡慧賢 高永平 陳翠

怡 曹永昌 楊渤彥 劉仲翔  時信出

版 (香港) 有限公司 (已於中四購

買) 

M2：今日香港  #《新領域高中通識單元二 今日香港

(第三版) 重印兼訂正》 白文剛 屈亮明 

奐平清 胡慧賢 高永平 陳翠怡 曹永

昌 楊渤彥 劉仲翔  時信出版 (香港) 

有限公司(已於中四購買) 

#《新領域高中通識單元二 今日香港

(第三版) 》  白文剛 屈亮明 奐平

清 胡慧賢 高永平 陳翠怡 曹永昌 

楊渤彥 劉仲翔  時信出版 (香港) 

有限公司 (已於中四購買) 

M3：現代中國 《新視野通識教育 現代中國》 綜合四

版（2020 年修訂版）潘萱蔚 香港教

育圖書有限公司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第四

版)  單元三：現代中國》  嚴志峰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已於中五

購買) 

M4：全球化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

四：全球化》 (第四版) (2020 年修

訂版) (包括快速溫習手冊及學生網

上應試錦囊啟動密碼) 朱翹瑋、何翹

楚、梁幸兒、張家麒、麥挺 雅集出

版社有限公司 

M5：公共衛生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五：

公共衞生》(第四版) (2020 年修訂版) 

(包括快速溫習手冊及學生網上應試錦

囊啟動密碼)  陳詩鈴 雅集出版社有

限公司 

#《新領域高中通識單元五 公共衛生 

(第三版) 重印兼訂正》 白文剛 屈

亮明 奐平清 胡慧賢 高永平 陳翠

怡 曹永昌 楊渤彥 劉仲翔  時信出

版 (香港) 有限公司(已於中五購買) 

M6：能源科技

與環境 

#《高中通識教育 單元六：能源科技

與環境 (2016 年初版》顧問：劉中元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已於中四購買) 

#《現代高中通識教育 單元六：能源

科技與環境》 鄭美虹 李偉才 黃昌

榮 馮俊樂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

公司(已於中四購買) 

#：已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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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目：高中﹝非華語生﹞ 
 
Text-book for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Theme Book Title Publisher Author(s) 

S4 Theme 1: Hong Kong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New Horizon Liberal Studies Fourth 
Combined Edition (2020 Revised Edition) 
Transit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Poon 
Huen Wai 

 
Text-book for Liberal Studies 

NSS LS S5 (WNS) S6 (LTH) 

M1: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 New Focus in Senior Secondary Liberal 
Studies: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ird Edition)  
2018   Bai Wen-gang, Chan Chui-yee, Cho 
Wing-cheong, Gao Yong-ping, Huan 
Ping-qing, Liu Zhong-xiang, Wat Leung-ming, 
Woo Wai-yin, Yang Bo-yan   Manhattan 
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 (already 
bought in F.4) 

# New Focus in Senior Secondary Liberal 
Studies: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ird Edition)  
2016   Bai Wen-gang, Chan Chui-yee, 
Cho Wing-cheong, Gao Yong-ping, Huan 
Ping-qing, Liu Zhong-xiang, Wat 
Leung-ming, Woo Wai-yin, Yang Bo-yan   
Manhattan 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 
(already bought in F.4)  

M2: Hong Kong 
Today 

# New Horizon Liberal Studies: Hong Kong 
Today  (Fourth Combined Edition)  Hung 
Chiu Lung  Chow Ka Ki  Hui Tai Mei Har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already bought in F.4) 

# New Horizon Liberal Studies: Hong Kong 
Today  (Second Combined Edition)  Hui 
Tai Mei Har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already bought in 
F.4) 

M3: Modern 
China 

New Horizon Liberal Studies Modern 
China (Fourth Combined Edition) (2020 
Revised Edition)  Poon Huen Wai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 New Horizon Liberal Studies: Modern 
China  (Fourth Combined Edition)  Poon 
Huen Wai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already bought in 
F.5) 

M4: 
Globalization 

 New Horizon Liberal Studies 
Globalization (Fourth Combined Edition) 
(2020 Revised Edition)  Hung Chiu 
Lung, Chow Ka Ki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M5: Public 
Health 

New Horizon Liberal Studies Public Health 
(Fourth Combined Edition) (2020 Revised 
Edition )  Leung Ping Chung, Leung Lai 
Yin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 New Focus in Senior Secondary Liberal 
Studies: Public Health (Third Edition)  
2018   Bai Wen-gang, Chan Chui-yee, 
Cho Wing-cheong, Gao Yong-ping, Huan 
Ping-qing, Liu Zhong-xiang, Wat 
Leung-ming, Woo Wai-yin, Yang Bo-yan  
Manhattan 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 
(already bought in F.5) 

M6: Energy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 New Focus in Senior Secondary Liberal 
Studies: Energy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Third Edition)  2018   Bai 
Wen-gang, Chan Chui-yee, Cho 
Wing-cheong, Gao Yong-ping, Huan 
Ping-qing, Liu Zhong-xiang, Wat Leung-ming, 
Woo Wai-yin, Yang Bo-yan   Manhattan 
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 (already 
bought in F.4) 

# New Focus in Senior Secondary Liberal 
Studies: Energy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Third Edition)  2016   Bai 
Wen-gang, Chan Chui-yee, Cho 
Wing-cheong, Gao Yong-ping, Huan 
Ping-qing, Liu Zhong-xiang, Wat 
Leung-ming, Woo Wai-yin, Yang Bo-yan   
Manhattan 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 
(already bought in F.4) 

#：Already b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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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評估 

 
持續性評估（中四及中五級）WebSAMS 計算成績比例 

 上學期成績 下學期成績 全年成績 老師全學年要繳交四次分數 

統測 10 % 10% 20 % 試卷分 

考 

試 

平時分 15%（3／8） 15%（3／8） 30 % 上學期試卷分；上學期平時分 

試卷分 20 %（5／8） 20 %（5／8） 50 % 試卷分 

小結 50 % 50 % 100 % 下學期試卷分；下學期平時分 

 
 

持續性評估（中六級）WebSAMS 計算成績比例 

 上學期成績 下學期成績 全年成績 老師全學年要繳交四次分數 

考 

試 

平時分 12 %（3／10） 18 %（3／10） 30 % 上學期試卷分；上學期平時分 

試卷分 28 %（7／10） 42 %（7／10） 70 % 下學期試卷分；下學期平時分 

小結 40 % 60 % 100 %  

 

計算平時分項目 中一及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預習： 15% 15% 15% 15% 15% 

家課：      

 恒常家課 (習作；論述題等) 25% 20% 30% 25% 30% 

 挑戰題 最高 5 分 最高 5 分 最高 5 分 最高 5 分 最高5分 

 時事討論 8% 8% ／ 8% ／ 

 長假期功課 2% 2% 5% 2% 5% 

課堂表現：      

 參與度 15% 15% 15% 15% 15% 

 合作性 15% 15% 15% 15% 15% 

小測： 20% 20% 20% 10% 20% 

專題研習／校本評核表現 ─ 5% ─ 10% ─ 

總計 佔總成績 30% 

※ 每項課業完成度佔 80%，認真程度佔 20% 

※ 為鼓勵初中學生進行基本法網上自學課程，成績優異者可於「長假期功課」的認真程度獲額外

加最高 5 分 

 
※ 學生缺課及缺席考試的評估安排： 

 缺課率＞50% 平時分安排 缺席考試 1補考安排 

中一至中三 最高給分為 30 分 X 50%  不設補考 

 有醫生紙，可評估分數（八折打分） 

 沒有醫生紙，考試 0 分 
中四至中六 最高給分為 30 分 X 40% 

註 1：特殊情況（如：白事），由校長酌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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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安排﹝家課政策﹞ 
 
通識教育／公開與社會發展科的學習主要透過探究各類議題，擴闊學生的知識基礎、加強學生對社

會的觸覺，培養邏輯思辨的能力，令學生理解現今世界的狀況及其多元化特質，能從多角度研習不

同的課題，包容不同價值觀，培養學生的獨立學習能力和跨學科思考技能，成為終身學習者。 

 
同學需要主動探究學習，聯繫各範疇知識；抱持開放包容的態度，積極討論及提出意見，投入課堂

活動；及反思所學，有效表達合理可行的推論及建議，呈現邏輯思考技能。 

 
通識教育科的家課包括預習、論述題﹝高中﹞／工作紙﹝初中﹞、時事評論及專題研習﹝高中﹞。 

 
 
課業種類及頻次一覽 

 
 課業頻次及深度應因應學生的學習進度作出適切調適 

 
 中四／中五／中六﹝每循環周 3/7/7節，S6非華語班 9節﹞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恒

常

家

課 

1. 預習：最少每課題／主題設一較系統／具規模預習 6 5 3 

2. 主題研習課業 9 10 12 

(a)論述題﹝卷一﹞ 

(b)論述題﹝卷二﹞ 
 

(最少 4 次) 

(最少 4 次) 

(最少 4 次) 

(最少 4 次) 

(c)議題討論及分析(此部分應以多元模式呈現課業，包

括合作寫作／概念圖／專題探究簡報等) 
 (最少 2 次) (最少 1 次) 

3. 時事討論 (工作紙或電子版繳交) ／ 7 ／ 

4. 專題研習／校本評核 ／ IES(階段 1) ／ 

長

假

期

家

課 

1. 聖誕及新年： 

 上學年考試一試卷 

 閱讀中學習 (讀書報告，小型研習報告) 

 
 

1 

 
1 

 
1 

2. 農曆新年： 

 上學年統測試卷 

 上學年畢業試卷 

 閱讀中學習 (讀書報告，小型研習報告) 

 
 
 

1 

 
1 

 
 

1 

3. 復活節： 

 閱讀中學習 (讀書報告，小型研習報告) 

 IES 階段 I：焦點問題定稿 

 
1 

 
 

1 

／ 

4. 暑假： 

 下學期考試卷改正 

 IES(導言撰寫練習) 

 
1 
 

 
1 
1 

／ 

評

估 

1. 小測 2 2 6 

2. 統一測驗 2 2 ／ 

3. 考試 2 2 2 

 全年總頻次 25 >3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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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指引 
 

家課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預習  預習目的為培養自主學習；促進交流分享；汲取建構知識 

 預習應為一個問題／一項活動，要學生為課題作準備，例如透過閱讀、觀

賞資料或媒體訊息、搜尋資料等，以查找概念、搜集例子及證據、辨析持

分者等 

 應最少透過資訊科技互動學習平台（例如 Google Classroom 或 Schoology）、

應用程式﹝例如 Skitch；Kahoo 等﹞、翻轉教室等進行預習 1 次 (初中)／ 2

次 (高中) 

恒常家課／長假期功課 

論述題／工作紙  必須包括綜合性論述題，並著重於訓練學生的答題結構及邏輯 

 須反映通識教育科的關注事項，包括議題、概念知識及技能 

 須照顧個別差異，利用多元化的評估形式、挑戰題、標示題目類型及難度

等，提升學生動機 

不少於 300 字 不少於 350 字 不少於 400 字 

利用報章資料作資

料回應題 

 老師選取合適時事素材﹝文字／數據／漫畫／圖片﹞ 

 資料回應題(初中及高中)／延伸回應題(高中)模式設定問題 

 必須包括綜合性論述題，並著重於訓練學生的答題結構及邏輯﹝正反推論

／立場或個人觀點陳述／提供建議﹞ 

時事討論 (工作紙

或電子版) 

 議題宜呼應不同單

元，以拓闊學生視野 

目的是儲存議題(10 月開

始) 
／ 

專題研習   按 IES 要求 

 中五下學期重點進行 

  

 
 
 

各級各項評估時間分布 
 統一測驗 學期考試  

 華語班 非華語班 華語班 非華語班 畢業考試 

中四級 40 分鐘 40 分鐘 ／ 

中五級 
上學期：75 分鐘 

下學期：75 分鐘 

上學期：卷一：80 分鐘 

卷二：75 分鐘 

下學期：卷一：2 小時 

卷二：75 分鐘 

／ 

中六級 ／ 
卷一：2 小時 

卷二：75 分鐘 

卷一：2 小時 

卷二：75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