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甲寅年總理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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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008 

學校如何籌備新高中？ 

黃詩麗校長



籌備工作自2005年開始 
2004/05年度 
12/2004(諮詢期間) 收集教師對新學制的意見 
5/2005  教育局正式接立新學制 

9/2009開始新高中課程 
8/2005  學校管理層接受培訓



籌備工作自2005年開始 
2005/06年度 
9/2005  中四開辦綜合人文科，為通識教 

育作出準備 
11/2005  收集教師及高中學生(S.47) 

對新高中學制開設科目的意見 
12/2005開始 教師開始參與有關新高中課程的 

培訓  (至現時，36位教師已接受 
不同科目的培訓；其中19位教師 
亦接觸有關通識教育的課程) 

學校行政組、學務組及科主任會議討論有關課程、 
時間表、人手編制等問題à 

決定於06/07年開辦中一校本綜合人文科及開始發 
展學生學習概覽/檔案



籌備工作自2005年開始 
2006/07年度 
9/2006  第一屆接受新高中課程的學生入讀中一 

中一學生開始校本綜合人文科及發展學 
生學習概覽/檔案 

1/2007  收集中一學生及家長對新高中學制開設 
科目的意見 

2/2007  科主任參加有關新高中學制策劃的工作 
坊 

學校行政組、學務組及科主任會議繼續討論有 
關課程、時間表、人手編制等問題 

教師繼續參與有關新高中課程的培訓



籌備工作自2005年開始 
2007/08年度 

決定時間表模式 

初步決定課程及開設科目 

向中一及中二家長展示學生學習概覽/檔案 

向家長介紹有關新高中學制的籌備工作及發展 

向中一及中二學生介紹有關新高中學制的詳情 

諮詢中一及中二學生及家長選擇新高中選修科 
的意向 

教師繼續參與有關新高中課程的培訓 
(至現時，36位教師已接受不同 科目的培訓；其中19位 
教師亦接觸有關通識教育的課程)



新高中學制是甚麽？ 

林志明副校長 /鄧錦明副校長



新高中學制是甚麽？ 
334 新學制 

三年初中、三年高中、 
四年大學 

二零零九 / 二零一零年 
度開始推行 

香港中學文憑 

新高中學制介紹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6023/parents_seminar_overview_071029.ppt



現行學制與新學制比較 

06/07學年 

11/12學年 

15/16學年畢業 

第一屆新學制 

新高中 

09/10學年 

中六 

中五 

中四



新高中畢業生的出路 

香港中學文憑 應用學習資歷 

副學位(包括副學士學位、 

高級文憑及文憑) 

( 畢業生可升讀學 

學士學位課程三年級) 

升學 / 就業 

高中教育 

四年學士 
學位 

專業資格



選修科目 
(X) 

可選擇23個 

亦可選擇應用 
學習課程 

選修科目 
(X) 

可選擇23個 

亦可選擇應用 
學習課程 

+
 

四個核心科目 
(Core Subjects)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數學、 

通識教育 

四個核心科目 
(Core Subjects)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數學、 

通識教育 

其他學習經歷 
(OLE) 
包括 
‧德育及公民 
教育 

‧社會服務 
‧體育發展 
‧藝術發展 
‧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其他學習經歷 
(OLE) 
包括 
‧德育及公民 
教育 

‧社會服務 
‧體育發展 
‧藝術發展 
‧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
 

新高中課程結構 
4555%  2030%  1535%



本校計劃提供的選修科目： 
(學生可選修三科) 

•  中國文學 
•  中國歷史 
•  經濟 
•  地理 
•  歷史 
•  生物 
•  物理 
•  化學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 
•  資訊及通訊科技



2009/2010本校中四課程設計 
4 4A A  4 4B B  4 4C C  4 4D D  4 4E E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數學 數學 數學 數學 
(+ 延展單元) 

數學 
(+ 延展單元) 

通識 通識 通識 通識 通識 

中國文學 經濟 經濟 物理 物理 

中國歷史 地理 歷史 化學 化學 

中國歷史 歷史 地理 經濟 生物 
資訊及通訊科技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



應用學習- 本校不會開辦此類科目 

六個學習範疇: 

應用科學 

商業、管理及法律 

創意學習 

工程及生產 

媒體及傳意 

服務



Ø「其他學習經歷」是新高中課程其中一 
個組成部份 

Ø所佔時數是15%以上 

Ø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體育 
發展、藝術發展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Ø目的是促進均衡及全人發展，催化將來 
終身學習和發展這些不同範疇的動力 

其他學習經歷 (OLE)



1. 1.拓寬學生視野 拓寬學生視野 

2. 2.發展終身興趣 發展終身興趣 

3. 3.培育正面的價值觀及態度 培育正面的價值觀及態度 

4. 4.實現全人及均衡發展的五育目標： 實現全人及均衡發展的五育目標： 
「德、智、體、羣、美」 「德、智、體、羣、美」 

5. 5.發展終身學習的能力 發展終身學習的能力 

「其他學習經歷」之目的： 「其他學習經歷」之目的：



家長如何協助子女在初中階段，就將來高中 
其他學習經歷部分作準備？ 

Ø家長可在初中階段，鼓勵子女嘗試參與不同的 
課外活動，藉以培養個人興趣，並建立持續 持續及 
主動 主動參與的態度，讓他們在高中階段有更深層 
次的體驗。 

Ø家長必須明白參與活動的可貴處在於過程中的 
「學習」和「經歷」，以及技能和價值觀的培 
養，要以「重質不重量」 「重質不重量」為主要考慮因素，避 
免要求子女參加太多活動，減低他們日後對參 
與活動的興趣和自發性。 

家長可瀏覽其他學習經歷網頁 
http://www.edb.gov.hk/cd/OLE/



學生個人學習檔案/概覽 

在新高中學制下，我們鼓勵每個學生為自 
己建立一份概覽 

Ø記錄他們在高中階段全面的學習經歷 

Ø方便向有關人士展示個人學習成果 

Ø內容可包含下面的扼要資料： 

1.校內學科成績 

2.其他學習經歷 

3.校外其他方面的表現/獎項及重要活動



新高中評核機制 

香港中學文憑試 

校本評核 

有關香港中學文憑介紹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6023/parents_seminar_hkeaa_071029.ppt



2/3 

評估觀念的改變 

改善學習方法和調整教學進度 促進學習 

單一的分數 à 描述性評語 
(水平參照） 

匯報方式 

死記硬背 à 掌握和應用知識 評核內容 

單一的紙筆測考 à 多樣化的 
評估活動 

評核形式 

轉變 項目 

效
 

果



3/3 

公開評核的轉變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Ø 一次公開考試，更多時間學習 

Ø 評核內容強調思維能力和知識運用（例 
如分析與解難） 

Ø 加入校本評核 

Ø 水平參照成績匯報



1/3 

校本評核的推行 

Ø有某些能力難以紙筆式考試進行評核 
（例如搜集資料、執行計劃） 

Ø提升公開評核的整全性，多方面評核學 
生能力 

Ø2012 年先於八個科目開始，循序漸進推 
行，四個理科科目於 2012 年先推行實 
驗部分，至2014年全面推行 

Ø2016年將擴展至全部科目



1/3 

水平參照 

Ø水平參照有五個表現等級：1－5 級 

Ø在第五級之上，使用 5＊ 及 5＊＊ 標示 

最佳表現者 

Ø各等級將附有一套等級描述，以說明有 

關等級的典型學生的能力所及



新學制下的大學收生準則 

(2006年7月初已公布) 

Ø多數大學學系需要4個核心科目 + 1個選修科 
目(指定/非指定)，部份則要求4個核心科目 
+ 2個選修科目 

Ø修讀兩個科學選修科的學生，仍可有空間修 
讀其他學習領域的第三個科目 

Ø在2012年大學有足夠的學位(各14,500個)供 
新舊兩批學生入讀 

Ø政府已預留款項支援大學發展新課程及增加 
有關設施 

有關文件 
•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4745/faq%20on%20u%20entrance%20requirements_060720_chi.pdf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709&langno=2



本校上課時間表的改變 

為了擴闊學生的學習經歷及 

增加課堂效果 

上課時間表將改變如下: 

四十分鐘 三十五分鐘 每課長度 

八 九 每日節數 

五日星期制 六日循環制 制度 
2009 / 10 現時情況



新高中通識教育科



科學、科技與環境 
● ● 單元五：公共衛生 單元五：公共衛生 
● ● 單元六： 單元六：能源科技與 能源科技與 
環境 環境 

社會與文化 
● ● 單元二：今日香港 單元二：今日香港 
● ● 單元三：現代中國 單元三：現代中國 
● ● 單元四：全球化 單元四：全球化 

學生須運用從一個或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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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建議是探 
究題目所屬的一些主題： 
Ø傳媒 
Ø教育 
Ø宗教 
Ø運動 
Ø藝術 
Ø資訊及通訊科技 

自我與個人成長 
● ●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 
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 

獨立專題探究 學習範圍



學生在初中階段 
如何為新高中通識教育科 

作好準備？



鞏固初中基礎知識 

Ø知識不足，通識「難讀」 

Ø例如：高中通識教育科要求學生探究： 
「可持續發展的出現與科學及科技的發展 
有何關係？ 」 

Ø假設學生在初中階段已掌握相關知識： 

Ø地理科：海洋、雨林、能源和富與貧 

Ø科學科：能源、水質污染和生物多樣性 

Ø科技教育學習領域：科技與社會、資源再用及 
回收



鞏固初中基礎知識 

與高中通識教育科知識內容最相關的 
三個學習領域是： 

Ø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Ø科學教育 

Ø科技教育 

你知道這些學習領域包括哪些學科嗎？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此學習領域(應佔總課時15-20%)包括下列初 
中科目： 

中國歷史 ‧經濟及公共事務 

歷史 ‧地理 

校本的綜合科目(初中綜合人文科) 

在你修讀過的上述科目中，你應該掌握了 
什麼知識？實際上，你又掌握了多少？



科學教育 

此學習領域(應佔總課時10-15%)包括下 
列初中科目： 

Ø科學科 

Ø在科學科中，你應該掌握了什麼知識？ 
實際上，你又掌握了多少？



科技教育 

此學習領域(應佔總課時8-15%)包括下列 
初中科目： 

Ø普通電腦 

Ø設計與科技 

Ø家政 

在你修讀過的上述科目中，你應該掌握了 
什麼知識？實際上，你又掌握了多少？



擴闊知識基礎和視野 

Ø閱讀能讓學生體會不能親身經歷的生 
活體驗，擴闊視野 

Ø多作跨學科的課外閱讀 

Ø閱讀多類型的材料，不限於漫畫、愛 
情小說… 

Ø均衡參與聯課/課外活動，重質不重量： 
運動、藝術、服務、學術…



對時事和社區保持觸覺 

Ø經常閱讀報章 

Ø閱報不應局限於某一、兩類資訊(例如 
娛樂版、體育版) 

Ø應對香港、中國和世界的新聞都有所 
涉獵 

Ø關心鄰里和社區的新發展



透過專題研習發展各種能力 

Ø不應只著重成品，而忽視研習過程中自己 
的表現 

Ø處理網上資料時，不應只複製及貼上，而 
應思考該資料與探究題目的關係、資料真 
實性、資料背後的假設和價值觀等 

Ø擬定可行的工作計畫，並妥善管理時間、 
人手和其它資源，將計畫實行 

Ø自己完成自己有能力做的工作，不依賴家 
長協助



家長如何協助 家長如何協助 
孩子準備學習 孩子準備學習 
通識教育科？ 通識教育科？



新高中通識教育科的定位 

讓學生有機會： 

ØA:加深對社會、國家、 
世界和環境的觸覺, 培 
養正面價值觀 
(Awareness) 
ØB:擴闊學生的知識基 
礎與看事物的角度 
(Broadening) 
ØC:連繫不同學科的知 
識和提升批判性思考 
能力(Connection skills 
& Critical thinking) 

通識教育科 

探討的議題 

英國語文 選修科2 

其他學習 
經歷 選修科3 

中國語文 

數學科 

選修科1



培養對週遭事物的關心 

Ø與孩子討論日常生活所見所聞(A) 

Ø從不同角度討論時事(A,B,C) 

Ø以身作則，由關心鄰里、社區開始 
(A)



擴闊生活體驗(B) 

Ø鼓勵孩子參加不限於一類的活動(B) 

Ø陪同孩子參觀博物館(B) 

Ø讀通識科並非需要「通通識」，而 
是要把知識融會貫通 

Ø並不需要環遊世界…



支援閱讀 

Ø…因為閱讀能擴闊視野，體會不能親 
身經歷的生活體驗(B) 

Ø訂閱報章，尤其是學生版(A,B) 

Ø鼓勵閱讀多類型的材料，不限於漫畫 
和愛情小說(B) 

Ø陪孩子到圖書館，閱讀不同範疇的書 
刊(B,C)



發展批判性思考(C) 

Ø鼓勵孩子發表意見和提問，給予充足 
的時間，多加讚賞(C) 

Ø聆聽孩子對事物的看法，不要太早下 
負面判斷à培養發展批判性思考的信 
心(C) 

Ø當孩子的見解真的改變自己的見解時， 
讓孩子知道(C) 

Ø批判性思考並非事事批評



有些支援是不必要的 

專題研習： 

Ø子女真的不懂得搜尋資料/設計封面 
嗎？ 

Ø還是慣性依賴？ 

Ø工作計畫不妥善à臨急抱佛腳？ 

Ø要在初中階段發展高中通識科需要 
的自主學習能力



本校於初中的準備 

利用eClass系統，協助製作學生個人學習 
經歷檔案 

中一及中二級校本議題為本課程 

中二級專題研習 

安排各級(包括高中)學生出外參觀 à 
OLE



家長如何協助子女適應 
新高中的學習模式? 

Ø給予子女適當的指導，以身作則，灌輸正確 
的價值觀和態度 

Ø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子女積極及獨立的學習態 
度，讓孩子體驗自己努力學習的成果及知悉 
個人的學習進度 

Ø與學校多溝通，了解子女的學習情況及所遇 
到的困難 

Ø因應課程及學習模式的轉變，採取適當的支 
援措施，協助子女學會學習。



家校合作 
協助學生 

為新高中作好準備 

謝 謝 !



科目資料 

中國語文科選修單元(三個) 

單元二： 戲劇工作坊 

單元三： 小說與文化 

單元四： 文化專題探討 

單元五： 新聞與報道 

單元九： 普通話傳意和應用 

單元十： 普通話與表演藝術



科目資料 

英文語文科選修單元(三個): 
Language Arts:At least one from this group 

Module 1:  Learning Eng through Drama 
Module 2:  Learning Eng through Short Stories 
Module 3:  Learning Eng through Poems and Songs 
Module 4:  Learning Eng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NonLanguage Arts:At least one from this group 
Module 6:  Learning Eng through Sports Communication 
Module 7:  Learning Eng  through Debating 
Module 8:  Learning Eng through Social Issues 
Module 9: Learning Eng through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科目資料 

數學科:延展單元 

單元一: 微積分與統計 

單元二: 代數與微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