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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通識科改名揭盅，課程發展議會
宣布，學科將改名為 「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 。今年2月，教育局曾公布該科目的優化
方案，除了列出六個備選名稱，還將原先的

六個單元縮減為三大主題、維持必修必考等。議會昨日
表示，期望教育局讓優化方案於2021/22學年在中四級開
始推行，會議上亦通過在2021/22學年中四開始停止開設
組合科學和綜合科學科的方案。

教育界普遍表示支持。有專家認為， 「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 一名貼切地概括了課程內容，而停止開設一些
科目能騰出更多學時，但要注意如何運用多出的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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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25℃-30℃
間中有陽光

大公報記者 韓玉琼

Ta Kung Pao

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辛丑年二月二十日 第42243號
今日出紙三叠十一張半 零售每份十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2021年4月1日 星期四

特區施政十件大事評選 實施國安法居首
詳刊A2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優化方案擬新學年中四推行 教育界支持





















改名，只是撥亂反正第一步

大公

通識科名稱的改變，看似事小，其
實是香港教育撥亂反正的又一重要舉
措。這是特區政府施政迎難而上的表
現，更是民意及輿論積極推動的結果。

從2009年落實的第一天開始，通識
科就爭議不斷。最突出的問題在於，該
科不僅未能提升學生獨立思考、慎思明
辨的能力，反而成為極端言行的策源

地，成為一些別有用心教師用以誤導甚
至是 「洗腦」 學生的平台。2019年的黑
暴，將通識科的問題暴露無遺。

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動跑掉。今
日的改名，是直面問題、回應社會強烈
呼聲的正確之舉，同時也是愛國愛港傳
媒輿論監督的結果。過去一年多來，
《大公報》率先並連續揭發通識科亂
象。例如，揭露考評局官員的問題、揭
露文憑試考題的問題、揭露通識教材淪
為 「黃衣毒藥」 問題，更推出 「教育病
了」 系列深度報道，全面梳理通識科的

系統性問題。《大公報》的報道揭露了
通識教育真相，回應了社會訴求，引起
了各方的高度重視。昨日公布的特區政
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中，排名第三的就
是 「改革通識科」 。

香港由亂及治，教育是重要一環。
改變名稱，只是撥亂反正的第一步，但
教育要全面回歸正軌，還需要全社會的
繼續努力推動。建立健全一套與 「一國
兩制」 原則相適應的教育制度，任重道
遠。這是非做不可的事，無法迴避。

李 俊

家教界讚新名貼切
內地考察應計成績

•原有的卷一「資料回應
題」佔全卷分數七成，
新增的短題目及多項選
擇題（MC）佔分三成。

•通識科改名
「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

•教學框架由六個單元，改為三大主
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
開放以來的國家」、「互聯相依的當
代世界」，平均每個主題的課時為
45至50課時，三年高中總課時將大
減到130至150小時。

•新增內地考察，
考察以「中華文
化與現代生活」
為主題。

•刪去卷二「延伸
回應題」，改為
只設一卷，總
考試時間減少1
小時，至2小時
15分鐘。 大公報記者整理

通識科課程改動重點

◀通識科改名 「公
民與社會發展科」
後，擬於2021/22
學年在中四級開始
推行，並於2024
年文憑試生效。

【大公報訊】記者韓玉琼報道：
通識科名稱終敲定，不少家教界人士
表示支持。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李偉雄老
師表示，贊成新通識科改名為 「公民
與社會發展科」 ，因為其名反映課程
內容。學生可以認識內地、香港及世
界，成為理性、負責任的公民。此
外，內容有強調 「一國兩制」 的重要
性，反映當前的政治社會環境。另
外，於社會發展方面，內容牽涉香
港、內地、世界的社會發展情況，社
會是一直發展的，於五年、十年後，
仍可加入新的內容。他建議設計內地
考察要有重點，例如一些熱門議題，
好像 「中國5G技術」 等。

培僑中學通識科老師、教聯會副
主席穆家駿表示，新通識科改名為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希望社會大
眾不再停留在以往通識科的刻板印

象，而新名貼合內容，讓學生以宏觀
眼光看世界以及社會。他認為年輕人
到內地考察是好事，可以了解國家發
展，不過，他建議 「到內地考察」 ，
要反映在公開考試成績表上。

家長：要監察教材
家長Annie認為，新通識科改名是

好事，但最重要是監察課程的內容與
教材，而老師亦要有合適的教導方
法。以往學生只談 「公民」 權利，忘
記了 「公民」 的責任，做出很多不恰
當的事情。Annie贊成學生到內地考
察，領隊的老師要好好解釋學生對內
地誤解的地方，從而作出指導，與內
地的學生交流，這樣才能事半功倍。
而四個核心科目瘦身，釋放出100至
250小時，是好事，學生可以好好利用
多出的時間，做些有益的學習，例如
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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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於今年2月2日向中學發
出通函，公布高中中文、數學、英
文、通識四個核心科目的改動方
案，並徵詢學界意見。改動方案以
問卷調查形式呈現，收集學界對改
善方案意見。是次優化中，除了上
文提到的通識科，中文科和英文科
主要是精簡／整合必修和選修部
分，及減少公開評核試卷數目或優
化試卷設計。數學科不涉及課程和
考評的改動，但學校可讓部分學生
只修讀數學科必修部分的 「基礎課
題」 及部分 「非基礎課題」 ；並把
延伸部分的課堂納入於常規時間表
內。若所有方案最終獲接納，屆時
可釋放約100至250小時課時。

下學年停開組合和綜合科學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

核局昨日經詳細審議高中四個核心
科目，並通過相關方案向教育局提
出建議。議會期望教育局盡快接納
建議，讓優化方案於2021/22學年
在中四級開始推行，並於2024年文
憑試生效，現時正修讀高中課程的
學生會沿用現有課程。教育局表
示，歡迎課程發展議會的建議，會
盡快公布詳情。

此外，議會與考評局公開考試
委員會昨日在聯席會議上，通過由
2021/22學年中四級開始停止開設
組合科學和綜合科學科，以騰出空
間，讓學校可同步優化其課程；學
生亦可按意願選擇修讀與STEM相
關的選修科目或應用學習課程。

學友社社長伍德基表示，改革
新高中通識科社會熱議了很久，他
贊成改革，至於叫什麼名字，還是
其次。他指今次將四個核心科目瘦
身，而改名是正確的方向。當初教
育改革，使通識科成四大核心科
目，希望文中有理，理中有文。而
學生可以有批判思考，促進學生對
社會的關注，是一件好事。可惜運
作了多年，師生都承受很大壓力。
另外，又有些政治化的問題，學生
關心如何考試成績高分，所以作答
時會有所傾向，成為學科的負擔。
現在四個核心科目瘦身，令學生可
以有時間修讀其他科目。

學界：內地考察值得鼓勵
國家安全教育組副組長彭子傑

博士指出，新高中通識科將改名為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是不錯的
名字，對課程內容很貼切。而新高
中通識科屬必修必考，但不設校本
評核，即獨立專題探究（IES），會
向學生提供往內地考察，機會。他
認為學生到內地考察，值得鼓勵，
因為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 。另外對於課程發展議會與香
港考試及評核局向教育局提出的建
議，高中四個核心科目，即中國語
文、英國語文、數學及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以代替通識教育科優化方
案，可釋放約100至250小時，他指
出最重要是多出的時間應該怎樣
用，如果用在教授其他科目，如
「國家安全教育」 ，則表示歡迎。

增內地考察 拓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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