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局倡5年落實中小教師全面學位化

港史融國史 利增國家觀
兩地發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修訂助整全史觀

經過逾 20 個月兩個階

段的諮詢後，教育局及專

責委員會上星期公佈初中

中國歷史科新修訂課程大

綱。比對現有已使用了逾20年的課程，新課綱更強

調「古今並重」原則，並新加入佔10%課時的香港

發展內容。教育界普遍認同新課綱設計聽取前線專業

意見，多名中史教師更指出，將香港史融入於不同朝

代或歷史時期一併教授，較以獨立課題教授更為恰

當，可讓學生了解香港與國家發展一直以來密不可

分，有助培養整全中史觀念，以及對國家、民族、社

會的認同感、歸屬感與責任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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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只提供「香港史事年表附錄」供參考

資料來源：教育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2018年修訂課程大綱

■「秦朝的統一、統治措施及衰亡」課題下，講解秦朝政
治、經濟、文化、版圖時，包含香港正式成為中國版圖
的一部分的內容

■在「開放的唐朝社會」中，介紹唐代海上貿易與交通的
發展，以及屯門鎮的設置及其在海路交通上的地位

■在「兩宋政治及經濟的發展」及「元朝的統治」課題
中，會提及宋末皇室與中原人士的南來、香港經濟發展
概況如製鹽業、採珠業等

■講解清初遷界對香港地區發展的影響；

■在「外力衝擊與內憂」課題，綜合講解西力東漸、兩次鴉
片戰爭及其影響的內容，包括英國佔領香港島及九龍半島

■「辛亥革命與民初政局」課題，綜合講解晚清革命運動的
發展、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及香港在革命運動中的角色；

■在「國共合作與分裂」課題，學習1920年代內地與香
港的關係；

■於「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課題中，在講述日本侵略中
國的背景、抗日戰爭的經過與結果的同時，亦教授香港
的淪陷及抗日活動

■安排在「建國至1978年間的內政與外交」課題下，講
解新中國成立後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於「改革開放政策」課題，綜論改革開放政策的目標、
措施、成效及困難等，並說明改革開放中香港發揮的作
用，另亦會學習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歷程、制定
基本法、香港回歸及特區成立和發展概況

■佔全科10%課時，即3年共15課節

2017年第二階段諮詢稿

與2018年修訂課程大綱相同

「隋唐時期的香港」作獨立課題，教授屯門
作為南方海路交通重鎮的地位

獨立教授「宋元時期的香港」課題，講解宋
末皇室與中原人士的南來及香港經濟發展

獨立教授「明清時期的香港」課題，包括清
初遷界對香港的影響，及英人割佔香港島、
九龍半島及「租借」新界的歷程

「清末至民國時期的香港」課題獨立教授，
包括香港在20世紀初與內地的關係、香港
的淪陷及抗日活動等內容

「共和國時期的香港」課題獨立教授，包括
香港與內地關係、中英談判、制定基本法、
香港回歸及特區成立概況

佔全科10%課時，即3年共15課節

現有課程綱要
（1997年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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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現時香
港學校教師約有97%至99%已有學位資
歷，但公營中小學學位教師教席比例，
分別只得85%及65%，令不少教師要
「屈就」擔任待遇較低的文憑教師。據
了解，教育局專責小組今日開會商討中
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的時間表，建議包
括中學一次過調高學位教席比例，而小
學則分3年至5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回應指，政府很有決心提高教育質素，
並已預留34億元教育新資源應付所
需，現正等待小組建議。教育局補充

指，專責小組預計今年6月會就初步建
議作廣泛諮詢，目標於明年初向教育局
提交報告。
現時全港約有1.6萬名持有學士學位

的文憑教師，他們的入職起薪點為2.75
萬元，比學位教師低1,400元，而頂薪
點（以小學入職職級APSM計）更低逾
1.1萬元，令學校出現同工不同酬問
題。

料新增16億經常開支
教育局去年11月成立的「教師專業

發展專責小組」，其中專責包括研究
教師學位化問題，經過約半年時間，
小組原則上一致認同盡快實現全面學
位化，並將於今日開會繼續商討，中
學或會一次過調高學位教席比例，而
小學調節方法待定，但可分3年至5年
落實。
就現有近900名未持學位的中小學文

憑教師，因大部分接近退休年齡，料可
自然流失，有關方案涉及大批教師改善
待遇，預計當局會新增16億元經常開
支。

特首：已預留34億元資源
對中小學教師學位化進程，林鄭月娥昨

日回應指，明白那是教師的長期願望，當
局正等待小組連同其他教師專業發展事項
提出建議，她強調特區政府非常有決心改
善香港優質教育，並已預留34億元教育新
資源，相信有能力應付需要。
教育局指，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正

密鑼緊鼓地進行工作，預計今年6月可
就初步建議開始廣泛諮詢，希望可於明
年初向局方提交報告。

教聯會昨日表示，大批持學位的新入
職教師只能獲文憑教席，同工不同酬的
問題嚴重打擊學界士氣，希望政府盡快
制訂及落實全面學位化的時間表，以免
人才進一步流失。
該會強調，因應全面學位化，當局亦

需要同步增加中層教師比例，建議小學
應有一半教師可劃為較高級的「小學學
位教師（PSM）」，以提升小學行政管
理質素；同時亦應檢討小學中高層教師
薪級，以吸引人才加強領導，持續改善
教育。

香島中學第七十二屆畢
業典禮日前於該校眾志堂
隆重舉行，學校邀得「香

島翱翔獎學金」贊助人何嘉文、何吳靜靜、何
珏珊等主禮並頒獎，共150多名中六級畢業
生、300多名家長以及眾多嘉賓出席典禮，場
面熱鬧而溫馨。
「香島翱翔獎學金」於2008年成立，每年

獎勵兩位積極向上、表現卓越的香島中五級學
生，除了物質獎勵外，3位贊助人亦會騰出時

間定期組織聚會，與學生分享成長歷程中共同
面對的點滴，有如一個大家庭。
校長黃頌良特別感謝3人關愛學生，無私奉

獻，是師生學習的典範。
他又鼓勵畢業生謹記並遵循校歌歌詞「這裡

沒有落後因循，有的是認真學習，努力前
進」，不論日後升學或工作都要以認真態度，
努力完成應有責任，關懷有需要幫助的人，立
志要為國家為香港社會貢獻自己一分力量。
何吳靜靜在致辭中回顧了「翱翔獎學金」成

立的緣起，並以獎學金得獎同學的成長故事為
例，鼓勵各畢業生建立目標勇往直前，力求進
步，致力發揮個人所長貢獻社會，同時為所愛
的人奮鬥，為所着緊的人而努力。
畢業禮舉行了香島傳統的「薪火相傳」儀

式，由應屆畢業生把象徵香島精神的「緊握
手中筆」標誌傳給學弟學妹，寄望他們繼承母
校優良傳統，熱愛國家民族，熱愛香港，積極
參與社會事務，努力學習先進科技和文化，團
結互助，成為具現代化知識、目光遠大、有責
任感及使命感的愛國愛港青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150香島生畢業勉勵後輩

香港文匯報分析多個版本的
中史課綱，當中的最新修

訂將香港發展學習內容融入6個
歷史時期的有關課題中，提供
有系統的脈絡及背景。相比第
二次諮詢稿以獨立課題另外安
排課時抽離教授，及現有課綱
幾乎完全沒有提及香港內容，
都有明顯變化（見表）。
局方專責委員會曾解釋，融
入教授是回應前線教師意見，
可更緊扣香港與國家歷史發展
之間的關係，並有助更流暢教
學，節省課時。

前線教師：加強歷史地位
對香港史的處理方式，本身
是中史教師的教聯會理事吳壁
堅直言，融入教學較抽離為
佳，例如講解屯門在南方海路
交通重鎮的地位，在新修訂中
與講解唐代海上貿易情況結
合，就更能顯出屯門於當時對
外海上交流的重要性。
他指出，「中史科框架下的
香港歷史，主要是講香港與內
地關係，新大綱將兩者融為整
體，會講到歷代香港和內地關
係，令學生了解到幾千年來香
港和國家一直密不可分。」
就有人聲稱新修訂涉及所謂
「矮化香港」，吳壁堅絕不認
同，並強調新做法實則是加強
了香港歷史的地位，可令學生
更明白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有
助提高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何漢權：助串連兩地關係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指出，香
港發展與國家歷史息息相關，
屬於「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例如孫中山就是在香港
求學，在香港大學演講時表明
革命思想從香港而來，均顯示
了香港與他的關係是如何密

切，可以了解與辛亥革命的發
展應當如何串連起來的。
他續說，新修訂課綱將香港

史部分融入朝代教授，能讓學
生更清晰了解香港與國家是如
何密不可分，且更整全了解歷
史全貌，肯定有利學習，亦可
讓中史科發揮國民教育的根本
作用。

中史教師會：便安排考察
中史教師會會長李偉雄指

出，舊課綱下初中中史科極少
涉獵香港歷史，「以隋唐屯門
鎮部分為例，舊制講完唐代可
能就直接講宋代，一跳便兩三
百年，很少機會提及香港」，
新課綱則清楚點出香港史的定
位與重點，可讓學生了解屯門
鎮的起源與作用，有助加深認
識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因當
時海上絲路出現，屯門鎮發展
用意在於起保護作用，而
『屯』字是解屯兵意思。」
他還認為，新課綱加強提及

香港史還有另一好處，可方便
教師安排不同出外考察機會，
「例如提到魏晉南北朝時可帶
學生考察青山禪院，宋朝則去
宋王臺等等。」
李偉雄說，這類考察的準備

功夫並不困難，坊間亦有不少
機構能提供導賞服務，有助加
深學生了解歷史與自身關係，
提升學習興趣。

梁紀昌：兩地史不宜分開
近年積極推動中史教育的勵

進教育中心理事梁紀昌也認
為，新修訂加強香港歷史地
位，亦幫助學生更加知道香港
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應單
獨看，事實上香港和國家歷史
上的政局變化有很緊密關
係。」

在初中中
史課程「文
化特色」部

分，新修訂同樣將它編入相關
朝代的不同課題作一併教授，
並設有「選教」及「延伸部
分」處理。有中史教師指，以
往因課時所限，文化史往往是
被犧牲跳過的部分，而新課綱
為文化史重新定位，可提升學
生涉獵機會，而設「延伸部
分」可讓教師因應課時自行調
節該教多少，做法合理。
「舊制分甲乙部，乙部為獨立

的文化史課題，不過很多學校連
教甲部政治史都已很勉強，索性
不教文化史，久而久之書商甚至
把兩者分拆，讓學校選擇是否購
買乙部文化史，增強市場競爭
力。」中史教師會會長李偉雄如
此總結現時初中中史科情況。
對於新修訂融入歷史流程教

授會引入「選教」及「延伸部
分」等策略，他認為那是課時
不足下的折衷做法，可為教師
提供「走盞」機會，「好處在

於老師一定會涉獵到部分文化
史部分」，相信情況會較舊制
要好。
教聯會理事吳壁堅亦指，現

時文化史經常被前線教師跳過
不教，但它始終是中史重要的
組成部分，歷代都有重要文化
特色，相信調整可幫助學生更
全面認識歷史。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則表示，

中史修訂第一階段諮詢時文化
史比重過高，學生一般較難掌
握，「連朝代更替都未搞清
楚，學文化史未免有點『未學
行先學走』」。
他認同最終課網修訂的做

法，讓學校可按學生能力選擇
課題及教學方式，因材施教。
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梁紀昌則

說，新修訂對文化史的安排有
助學生提高對中史的興趣，希
望有助改善學生升高中後較少
選修中史的情況。他亦建議，
現時中史教法要增加趣味性，
內容則不宜太過深奧。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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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中史教師指出，將香港史融入於不同朝代或歷史時期一併教授，可
讓學生了解香港與國家發展一直以來密不可分，有助培養整全中史觀念。
圖為學生上中國歷史課的情況。 資料圖片

■香島教育機
構行政總監葉
燕平向主禮嘉
賓致送紀念品
及與歷屆「翱
翔獎學金」得
獎者合照。

學校供圖

�	��9

8�

�&

本疊內容：教育新聞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