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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教聯會促教育局提供更多專業支援 

推動高中通識科改革順利落實 

 

        教育局早前公布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改動方案，其中通識科的課程及考評改革幅度較

大。教聯會調查發現，7 成受訪通識科教師支持重整及刪減課程內容，並認為能減輕學生的

考試壓力；惟關注新科目的課程、考評及人手安排等問題。為了確保通識科改革能順利落

實，本會促請當局盡快推出課程綱要、考試評核大綱及試題樣本，並給予更多教學資源及專

業培訓。同時設立過渡期，維持現有通識科人手，支援受影響教師轉型。 

 

        調查於 2 月中進行，一星期內收到逾 260 位通識科教師回應。調查發現，超過 7 成受訪

者分別支持保持科目為必修必考，以及重整及刪減課程內容；約 6 成受訪者則分別支持取消

獨立專題探究，以及增設內地考察。對於是次改革，超過 7 成同工分別認為能減輕學生考試

壓力。逾 6 成受訪者分別認同新課程將更為聚焦和簡化、能夠釋放更多時間修讀選修科等。 

 

        考評改革方面，8 成受訪通識科教師支持保留資料回應題，支持加入更多短答題及多項選

擇題的分別有逾 7 成。不過，對於將評級精簡為達標和不達標，只有 5 成半認同。至於專業支

援，超過 7 成教師分別支持盡快推出課程綱要、提供更多教學資源，以及給予培訓。根據新課

程框架，學生需要參與內地交流考察。8 成半受訪教師期望局方提供資源及人手支援內地考察

的工作，另有逾 7 成教師期望給予清晰指引釐清細節，以及容許學校彈性增加考察課時。 

 

高中通識科改革後課程減半，衍生科任教師的轉型問題。調查發現，4 成半教師對就業前

景感到擔憂。同時，近 6 成半教師表示需要面對轉型問題，當中 34%同工預計會轉為兼教通識

科，表示或會轉型任教其他學科的有 3 成。對於通識科課程及考評改革，逾 7 成人指或會為初

中生活與社會科及通識教育科帶來影響。當中包括重新調配人手、重新規劃課程，以及需要刪

減相關學科的課時等。 

 

        因應上述調查結果，本會促請教育局盡快推出課程綱要、考試評核大綱及試題樣本，並

給予更多教學資源及專業培訓，讓教師早作出準備。此外，面對新科課時減半，勢必對通識

科教師帶來衝擊。本會建議設立過渡期，維持現有通識科人手，支援受影響教師轉型。其他

建議包括：給予明確指引列明如何處理校本教材、發出清晰內地交流考察指引，以及就通識

科評級進一步諮詢業界意見等。 

 
2021 年 2 月 28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聞聯絡：教聯會副主席鄧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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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高中通識科改革的意見」問卷調查 

(2021 年 2 月 28 日) 
 

教育局早前公布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改動方案，其中通識科的課程及考評改革幅度較

大。為了解教育界同工對是次通識科改革的意見，教聯會於 2 月中向全港中學發出問卷，收

到 263 位通識科教師回應，當中 7 成為常額教師，3 成是合約教師或常額合約教師，平均任

教通識科年資為 8.4 年。問卷的結果和分析如下： 

 

對學科改革的整體意見 

 

1. 是次調查顯示，大部分受訪通識科教師很支持或支持教育局的初步改革建議，其中超過

7 成受訪者分別支持保持科目為必修必考(75%)，以及重整及刪減課程內容(71%)。與此同

時，約 6 成受訪者則分別支持取消獨立專題探究(64%)，以及增設內地考察(60%)。 

 

表 1 高中通識科改革的整體意見 

  很支持/支持 不支持/很不支持 沒有意見 

   保持科目為必修必考 75% 20% 5% 

   重整及刪減課程內容 71% 25% 4% 

   不設獨立專題探究 64% 27% 9% 

   增設內地考察 60% 30% 10% 

 

 

2. 對於是次高中通識科改革，超過 7 成同工分別表示很認同或認同能夠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

(72%)。同時，逾 6 成受訪者分別認同今次改革使新課程更為聚焦和簡化(64%)、能夠釋放

更多時間修讀選修科(63%)、增強學生對國家的認識(63%)，以及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

(61%)。 

 

表 2 高中通識科改革目標的看法 

  很認同/認同 不認同/很不認同 沒有意見 

   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 72% 23% 5% 

   新課程更為聚焦和簡化 64% 32% 4% 

   釋放更多時間修讀選修科 63% 30% 7% 

   增強學生對國家的認識 63% 29% 8% 

   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 61% 29% 10% 

 

 

考評及專業支援 

 

3. 有關考評改革方面，調查發現 8 成受訪通識科教師支持保留資料回應題，支持加入更多短

答題及多項選擇題的分別有逾 7 成(73%)及 6 成人(62%)。不過，對於將評級精簡為達標和

不達標，調查發現只有 5 成半人認同，另一方面表示不認同的亦有逾 4 成。本會建議當局

就通識科評級進一步諮詢業界意見，保障學生的學習利益。 

 

 



 

 

表 3  高中通識科考評改革的看法 

  很認同/認同 不認同/很不認同 沒有意見 

    保留資料回應題 80% 18% 2% 

    加入更多短答題 73% 25% 2% 

    加入多項選擇題 62% 33% 5% 

    評級精簡為達標和不達標 55% 42% 3% 

 

 

4. 超過 7 成教師分別支持盡快推出課程綱要(75%)、提供更多教學資源(75%)，以及給予專業

培訓支援(73%)。與此同時，給予指引列明如何處理校本教材(61%)、提供評核大綱及試

題樣本(61%)及支援通識科教師轉型(61%)分別各有逾 6 成人支持。此外，逾 4 成半受訪者

支持為評卷員安排培訓(46%)。 

 

表 4  通識科改革專業發展支援的意見 

  百分比(%) 

    盡快推出課程綱要 75% 

    提供更多教學資源 75% 

    提供專業培訓支援 73% 

    給予指引列明如何處理校本教材 61% 

    提供評核大綱及試題樣本 61% 

    支援通識科教師轉型 61% 

    為評卷員安排培訓 46% 

    其他 17% 

 

 

5.   調查同時發現，57%受訪教師支持於每個學習主題中，加設必讀及選讀教材，以確保學科

的教學深度及廣度。本會建議局方加以考慮，以促進相關學科的未來發展。 

 

表 5  增設必讀及選讀教材的意見 

  百分比(%) 

   很同意  20% 

   同意 37% 

   不同意 22% 

很不同意 14% 

   沒有意見 7% 

 

 

6.   根據新課程框架，學生需要參與內地交流考察，建議為 10 小時的學習時數。8 成半受訪教

師期望局方提供資源及人手支援內地考察的工作，另有逾 7 成教師期望給予清晰指引釐清

細節(73%)，以及容許學校彈性增加考察課時(72%)。本會冀局方提供更多支援，讓學校能

夠順利推展內地交流考察活動。 

 

表 6  教師期望當局為內地交流考察提供的支援 

  很支持/支持 不支持/很不支持 沒有意見 

    提供資源及人手支援內地考察的工作 85% 12% 3% 

    給予清晰指引釐清細節 73% 5% 2% 

    容許學校彈性增加考察課時 72% 21% 7% 

 

 



 

初中生活與社會科的安排 

 

7. 是次通識科課程及考評改革，同時會為初中相關課程帶來影響。在這調查中，57%受訪

者表示其所在學校在初中開設生活與社會科，開設通識教育科的有 18%，另有四分之一

受訪者表示兩科都沒有開辦。 

 

在初中有開設生活與社會科或通識教育科的 191 份回應中，逾 7 成人表示高中通識科改

革對初中相關學科的帶來很大或有些影響。問到高中通識課程改革對初中相關學科規劃

的影響，逾 7 成半人表示學校或需重新調配人手(77%)，表示需要重新規劃課程的有近 7

成(68%)。課時方面，有 3 成至 4 成受訪者表示所在學校需要刪減通識教育科(41%)或生

活與社會科課時(31%)。此外，有逾 3 成半人指學校會將通識教育科轉為生活與社會科

(36%)。 

 

表 7  高中通識科改革對初中相關學科的規劃影響 

  百分比(%) 

   重新調配人手 77% 

   重新規劃課程 68% 

   刪減通識教育科課時 41% 

   將通識教育科轉為生活與社會科 36% 

   刪減生活與社會科課時 31% 

   其他 9% 

 

 

8. 因應高中通識科課程改動，通識教育科/生活與社會科的課程內容或需要調整。問到需

要新增的課題，6 成半受訪教師認為課程應加入媒體素養，過半數教師分別認為應新增

國家改革開放(55%)、基本法與一國兩制(54%)、國家安全教育(53%)，以及科技發展

(52%)等課題。至於需要刪減的課題，則包括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政治參與、全球

化、公共衛生等。 

 

表 8  通識科教師認為初中有關的學科需要加入的內容 

  百分比(%) 

   媒體素養  65% 

   國家改革開放 55% 

   基本法與一國兩制 54% 

   國家安全教育 53% 

   科技發展 52% 

   其他 12% 

 

對職業前景的看法 

 

9. 高中通識科改革後課程減半，料可釋出約 100 小時課時，衍生科任教師的轉型問題。是次

調查中，4 成半受訪者為專科專教通識科，表示大部份時間兼教通識科的有三分之一，兩

者合計佔約 8 成。此外，約 2 成受訪者表示有少部份時間兼教通識科。面對是次大幅改革

通識科，4 成半教師對就業前景感到很擔憂或擔憂。 

 

對於改革落實後個人的職業前景，近 6 成半教師表示需要面對轉型問題(64%)，當中 34%

同工預計會轉為兼教通識科，表示或會轉型任教其他學科的有 3 成。與此同時，有 7%教

師指自己有機會被學校裁減，情況令人憂慮。 

 

 

 



 

問到是否同意設立過渡期以保留通識科教師，7 成半受訪教師表示認同，以減低對相關同

工的影響，保持業界的穩定性。 

 

表 9  通識科教師預計未來的職業前景 

  百分比(%) 

   繼續專科專教通識科 20% 

   轉為兼教通識科 34% 

   轉型任教其他學科 30% 

   被學校裁減 7% 

   其他 9% 

 

 

其他意見 

 

10.   此外，不少受訪者在開放題表達對高中通識科改革的意見，摘要如下： 

 

 盡快落實課程及評核內容，讓學校及學生及早預備及適應有關改動。 

 為教材及課本送審，有助確保教學內容的統一性。 

 減少新通識科課時後，難保其他學科有足夠空間，吸納現時通識科的合約制人手。 

教育局須推出措施，協助受影響通識科教師轉型，保障現有教師的教席。 

 藉著是次改革，應全面落實通識教師專科專教，提升教學水平。 

 推出指引列明如何處理校本教材，並給予支援。 

 只設達標與不達標的評級，使高中生的學習動力減少，輕視相關學科；至少應分為不合格、

合格以及優異三個等級。 

 

 

總結 

 

11. 整體而言，大部分受訪通識科教師支持教育局的改革建議方案，包括保持科目為必修必

考、重整及刪減課程內容等，並認為新課程更為聚焦和簡化、釋放更多時間修讀選修

科、培養正面價值觀及加強認識國家等。 

 

惟是次改革幅度甚大，加上當局計劃在新學年落實，受訪教師期望局方盡快推出課程綱

要、考試評核大綱及試題樣本，並給予更多教學資源及專業培訓，讓教師早作出準備。

面對新科課時減半，勢必對通識科教師帶來衝擊。調查顯示，不少教師對就業前景感到

擔憂，新學年或需轉為兼教通識科、任教其他科目，甚至被學校裁減，情況令人憂慮。

為了確保通識科改革能順利落實，教聯會提出以下建議： 

 

 設立過渡期，維持現有通識科人手；並推出措施，支援受影響教師轉型。 

 盡快推出考試評核大綱及試題樣本，並為評卷員安排培訓，讓師生早日適應新的考評

模式。 

 向通識科教師提供專業培訓及教學資源，讓同工盡快掌握新課程內容及考評要求。 

 盡快推出課程綱要、讓出版社能夠盡早出版相關課本，以支援教師教學。同時，給予

明確指引列明如何處理校本教材，提升教材質素。 

 檢視初中通識/生活與社會科的課程綱要及課時，確保初中與高中課程順利銜接。 

 發出清晰指引，釐清內地交流考察細節及目標，並提供額外資源及人手支援內地考察

考察工作，促進交流成效。 

 就通識科評級進一步諮詢業界意見，考慮將公開試評級設定為三級制，即「優異」、

「達標」及「不達標」，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