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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中史擬調課時 政治史佔76%
修訂展次階段諮詢 教局：勿以政治眼光看待

提升政治課時比例 教界讚妙棋一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局

昨日起就修訂初中中史科課程展開第二階

段諮詢，專責委員會表示，回應了首階段

諮詢的教師意見，將加入部分衰亡亂世內

容並重新調整課時比例，其中政治史比重

約佔76%，較首階段增加11個百分點，

而香港史則維持佔10%，但內容會作整

合，包括有9節教授由清末、民國時期以

至新中國成立後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香港

前途問題談判、特區成立等。就有意見稱

課程文件大綱未列明一些歷史事件，局方

解釋文件只為課程定框架，不可能鉅細無

遺地逐一將歷史事件羅列，呼籲外界勿以

政治眼光看待中史課程。

初中中史科課程修訂自去年起展開首輪諮詢，
旨在讓年輕學生整全而有系統地認識國家歷

史發展，同時更有興趣地學習。專責委員會主席梁
元生昨在記者會上表示，因應有教師擔心課程內容
太多，政治演變、文化特色及香港發展比例不合適
等意見，昨推出的第二階段已作出調整；當中建議
政治史增至114節、文化史則減至21節、香港史則
維持15節，經調整後課時比例分別約為76%、
14%、10%。

教授兩地關係基本法制訂
委員會又提出，以三大方向作出修訂，包括刪減

西周禮樂等課題（詳見表）。
至於香港史所佔課時不變，但課題經過整合。涵
蓋隋、唐、宋、元、明、清、清末至民國，以及新
中國成立以來的各個時期。其中在清末至民國部分
設5節教香港淪陷及抗日活動；亦會從革命運動、
省港大罷工等事件，探討香港在20世紀初與內地
的關係；新中國部分則設4節，教授新中國成立以
來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
歷程、基本法的制定、香港特區的成立及概況等。
就有傳媒查問一些歷史事件會否列入課綱之中，
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表示，課綱旨在讓學生整
全而有系統地認識中史，以整體中國歷史發展為主
軸，「然而中國歷史太長，學生一年卻只有50課
節」，不可能每件歷史事件都鉅細無遺地逐一羅
列。她又指，課綱有必要保留彈性，反問「唔通每
件事都寫到死一死才好？」

斥「洗腦」論調並不公允
她又表示，在實際中史課堂上老師會因應課程宗旨、
課時、學生學習重點等，就是否教授爭議性課題作專
業判斷，教科書商選材時亦有一定彈性，並不存在「課
綱寫了才准教，無寫就唔准教」的情況。她強調，香
港與內地關係並不只從政治事件中體現，還有經濟、
民生、社會等不同層面，例如東江水能夠反映兩地交
流等，認為各界毋須放大個別事件。
而就有意見意圖將中史科抹黑為「洗腦教育」，

康陳翠華指不同國家亦會要求人民學習歷史，培養
國家情操，有關元素在1997年已列入香港中史科
框架中，所謂「洗腦」論調並不公允，呼籲大眾勿
向課程投以政治目光。
是次中史第二輪諮詢期至11月30日止，局方會參
考收集到的意見，於明年中作進一步修訂，預計最快
在2020/21學年由中一級起開展新課程，逐級落實。

初中中史課節分配諮詢框架
課節分配（括號內為第一階段諮詢建議）

年級及歷史階段 政治演變 文化特色 香港發展

中一：中國古化史 38（32） 11（16） 1（2）
（史前至隋唐）
中二：中國近世史、中國近代史 38（30） 7（16） 5（4）
（宋元至晚清）
中三：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 38（36） 3（5） 9（9）
（民國至新中國的成立與發展）
總計 114 / 76% 21 / 14% 15 / 10%

（98 / 65%） （37 / 25%) （15 / 10%）

資料來源：初中修訂中國歷史科課程大綱第二階段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刪除課題

■西周禮樂制度

■從青銅器看商、周兩代社會與文

化發展的特色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及

其與中原的關係

設選教課題

■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發展（二選

一）：武備的改進；石窟藝術

■唐代開放的社會（三選一）：婦

女的生活面貌與地位；玄奘西行

與中印文化交流；與周邊國家、

民族的關係。

■明代的國防建設與都城建築（二

選一）：國防建設（明長城）；

都城建築（北京城）

設延伸部分課題（教師可按教學進

度、學生情況等選擇是否教授，或

協助學生自學）

■人物個案研習，建議人物包括：

孔子 / 勾踐 / 蘇秦 / 荊軻

■東漢的文化發展：宗教傳播 / 科

技發明

■邊疆民族政權與宋室和戰的概

況、並與兩宋滅亡的關係

■元朝重要發明西傳及其對世界文

明發展的貢獻

■比較改革開放前後人民生活的轉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局昨
日下午舉行諮詢會，向中學教師講解中史
科修訂建議並聽取意見。多名教育界人士
對諮詢內容表示滿意，稱讚局方聽取業界
意見，在課時分配以至課程比例上亦見改
進。

充分採納專業意見
中史教師會會長李偉雄稱讚是次課程

大綱符合學術專業，充分採納了教師意
見，「第一個諮詢版本的朝代歷史，予
人講前面唔講後面、有治無亂的不良印
象」，今次則吸收了業界專業判斷，加
入部分衰亡亂世內容並提升政治演變課
時比例，他形容這是一着妙棋。

不過，席上有教師擔心課時不足，亦有
人查詢課程大綱中加入基本法的制定部分
該如何教授。局方回應指，會繼續聽取教
師意見，以調整課題詳略，又澄清並非要
求老師把基本法條文逐條教導，教授基本
法的歷史背景已合乎要求。
對於局方提及課程大綱具備彈性予教

師自行調整，李偉雄表示認同，「教師
假如第一年發覺政治史講得太多，翌年
亦可因應情況，投入更多時間到延伸部
分。」至於一些歷史事件未有納入課綱
的爭議，李偉雄表示「留白」做法其實
也是預留了空間予教師決定是否教授相
關議題。
他又表示，近數十年來國家與本港互

動頻密，當中有很多事情值得去教，例
如是改革開放後香港的角色、地位影響
等，「從歷史學角度而言，改革開放無
疑是與港人更息息相關的課題。」

認同大綱有回應教師訴求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認同課程大綱有回應

教師訴求，「例如第一次諮詢將文化部分
放得太大，中一就要學習中原文化與嶺南
文化的關係，對同學而言難以掌握，今次
則已刪除。」又例如前線教師反映同學喜
歡歷史故事，於是今次課綱重新放回三國
歷史，延伸部分亦有納入孔子、荊軻等歷
史人物，形容今次調整恰當。
至於在香港史加入基本法的制定，何

漢權表示可以理解，但難免會進一步令
課時變得緊張，建議局方考慮以附件形
式處理，「老師可自行選擇教或不
教」，因應學生程度或進度彈性決定。
教評會昨亦就課綱作出回應，表示修

訂後的課程大致符合國史教學的原則和
理念，有助在將來落實恢復初中中史科
成為獨立必修科。同時又建議局方考慮
進一步增加可供教師選教的文化史專
題，以切合不同能力和興趣的學生需
要，並強調中史科課時嚴重不足，促請
教育局應堅決落實每周最少兩節中史課
的政策，並為學校提供人力與教材的支
援，包括為兼教老師提供培訓和復修課
程，以確保教學質素。

中史修訂課綱部分改動*

* 對比第一階段
資料來源：初中修訂中國歷史科課程大綱第二階段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教育局昨日起就修訂初中中史科課程展開第二階段諮詢。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香港史課時維持佔10%。 資料圖片

螞蟻金服昨日宣佈，即日起香港的士將陸續接
入支付寶，預計11月會有數千輛的士陸續接入。
街市、的士等原來基本採用現金支付的商業服務
領域，將陸續接入移動支付，可為本港移動支付
市場注入新動力，推動金融科技創新發展，值得
支持和鼓勵。香港在電子支付領域從昔日領先潮
流到今天落後於人，是過去一段時間香港故步自
封現象的縮影，是敢為天下先的香港精神不彰的
表徵，值得港人反思。香港人應該放棄吃老本的
精神狀態，積極行動，急起直追，才能在新經濟
領域迎頭趕上。

本港的公共交通和小額零售支付領域經過多年
發展，已被八達通壟斷，唯獨在街市和的士方
面，仍然是收現金為主。支付寶看中其中商機，
選擇了這兩個領域進軍。大約一周前，秀茂坪寶
達街市正式成為香港首個支持支付寶付款的「無
現金街市」，如今的士市場又被支付寶佔領，可
見支付寶的拓展步伐非常進取積極。事實上，內
地的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移動支付工具，早將發
展目光投向全球範圍，並且取得令人矚目的發
展。當前全球都積極在移動支付領域佈局，因為
背後涉及到支付標準的制定、大數據搜集和分析
等關鍵的話語權，是新經濟實力的重要一環，而
中國已經在這方面傲視全球。2016 年，中國移
動支付規模已是美國的50多倍，預料今年的差距
會進一步拉大。香港在這方面落後於人，必須快
馬加鞭，急起直追。

本來，香港人對電子支付並不陌生，八達通
1997 年投入使用，曾一度領全球風氣之先。但
過去20 年，香港在電子支付方面不進則退。究

其原因，一方面是創新精神不足，滿足於固有成
果，不肯投入更多資源發展新技術。以八達通公
司為例，由於市場缺乏競爭，該公司過去多年來
都一直有較高盈利，例如，2016年的營業額為
9.56億港元，淨盈利就高達4億多元。面對高盈
利率，該公司遲至去年才開始進軍移動支付領
域，比內地落後了將近10年。另一方面，市民在
對新技術的接納上，近年顯得故步自封。雖然不
少專家解釋過，二維碼支付實際上比傳統的信用
卡支付更為安全，但市民和小商戶對此仍然是慎
之又慎，唯恐有安全漏洞，「嘗鮮」動力不足，
成為了普及的重要障礙。

當今時代，移動支付代表了新科技應用的前
沿，哪怕存在隱憂和不足，亦應該以改良技術的
方法克服，而不是斬腳趾避沙蟲避之則吉。回顧
香港經濟輝煌的年代，港人以敢於創新、勇於嘗
試的香港精神走南闖北，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
就；但近年來，一些人說香港精神已失色，港人
變得守成有餘、創新不足，如此則難免落後於
人。

跳出香港自身空間，全面融入國家發展，是香
港的必然出路，香港需要在包括移動支付等新科
技上迎頭趕上，才能緊密配合內地消費與服務業
的發展需要，才能發揮本港在粵港澳大灣區以至
「一帶一路」建設的功能與角色。在這個問題
上，特區政府應在修訂政策和宣傳推廣上擔當更
積極角色；同時，香港企業也要勇於創新，不斷
追上時代步伐，而市民要以更開放包容的心態迎
接新技術，這樣才能夠讓香港繼續成為引領潮
流、緊貼時代的創新發展之城。

重拾敢為天下先精神 追趕新經濟步伐
教育局就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展開第二

階段諮詢。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表示，當局
一直以專業角度修訂課程，讓學生有系統地了解
國家歷史，有關「洗腦教育」的說法不公允。增
強香港青少年學生的中國歷史教學，符合十九大
報告的精神和要求，更是香港吸取「佔中」教訓
的當然選擇。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對本國青少年
的歷史教育，這是國際慣例，亦是香港完善公民
教育的必要舉措。要搞好中史教育，就要避免泛
政治化爭論，着眼於為青少年學生好，做好初中
中史科大網第二階段諮詢工作。

十九大報告有關港澳部分的論述提出，「我們
堅持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香港、
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讓香港、澳門
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
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特區政府重視中史
教育，就中史科課程的內容展開諮詢，集思廣
益，正是回應十九大報告的要求，培養學生了解
國家歷史、共擔民族復興歷史責任的意識，是值
得肯定和支持的。

清代文學家龔自珍有言：「欲亡其國，必先
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有一段
時間，香港中史科教育沒有得到鞏固提升，反
而被取消了作為必修科的地位，導致中史科的
學習和教育被忽視，部分青少年學生既不了解
中華民族的輝煌歷史和成就，更不認識中國自
鴉片戰爭開始百多年苦難屈辱歲月，特別是香
港被迫割讓給英國、與祖國母體分離的慘痛歷
史。結果，部分青少年學生對中國歷史缺乏必

要認識，國家民族觀念淡薄，個別人甚至出現
眷戀港英管治的荒謬思緒。違法「佔中」的發
生以及「港獨」言行的冒起，中史教育不受重
視難脫干係。

不知史，絕其智；不讀史，無以言。環顧世界
各國，都非常重視對青少年進行本國歷史教育，
透過國史教育增強學生的國家民族意識天經地
義，而且越是在歷史上遭受深重災難的國家，越
是重視國史教育。例如，以色列的國史教育中，
猶太人被欺壓迫害、顛沛流離的慘痛經歷，是教
學的重點；前蘇聯國家的國史教育中，兩次世界
大戰炮火紛飛、屍骨滿城的戰爭情形，必定成為
考卷的試題。國史教育不僅僅是讓學生學習歷史
的變遷，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將
思想感情融入國家民族的命運。借鏡世界各國的
經驗，吸取「佔中」的教訓，香港又怎能不重視
中史的教育？

香港近年泛政治化，只要是有利加強兩地融
合、增強港人對國家民族歸屬感的事，都被冠以
「洗腦」的污名。特區政府重新將中史科納為必
修科，本是順應世界潮流之舉，但中史科會否變
成另類「洗腦科」的質疑又甚囂塵上，有人更糾
纏於個別歷史事件，指責教育局淡化受爭議事
件。中華民族上下5000年的浩瀚歷史，博大精深
的歷史文化，學習中國歷史應持全面整體的歷史
觀，豈能以個別事件而一葉障目、以偏概全？經
歷了回歸20年的風雨，相信絕大多數港人都不希
望中史教育政治化，更盼望通過中史教育實現思
想上的撥亂反正，全面增強學生對國家的歷史和
發展的正確了解。

重視中史教育天經地義 必須拒絕泛政治化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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