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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通識科推行多年，箇中問題愈揭愈多，更被質疑成為「洗腦工具」，有「黃師」透過大量

偏頗教材、教學及考評內容，滲透灌輸激進反政府及反內地觀念，令部分學子慘被荼毒，甚至走

上違法暴力之途。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發布通識科研究報告，揭示通識科出現教材欠監管、強調論

述「吹水」但輕視知識內容、只重應試卻忽視思維等五大問題，其中教材方面，近八成取材自偏頗、煽情的報道，偏離持平堅持

事實的原則，更有四成來自真假難分只求吸Like的社交媒體，致令立論流於表面，學生視野亦因而變得狹隘。

團結基金揭通識科五弊病
教材八成取材偏頗四成靠網料 立論流表面學生視野狹隘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通識科五大問題及建議問題一：
教材缺乏有效監管

◆建議：教育局應為通識書
設立行之有效的審查機制，除

公布教材審查準則，亦要把審查範
圍擴大至教科書附帶的補充材料；
政府可匯編網上指南，推薦可
用的電子教材和補充材料，

並定時審閱。

問題二：
課程重文輕理
重論述輕內容

◆建議：教師需在168個教學時
數內完成12個重大主題的論述，故
教育局可清晰定義每個單元的關鍵
學習概念，協助師生深化議題探
究；為通識科增設選修部分，

可供文科生接觸理科內
容，反之亦然。

問題三：
考評模式

鼓勵應試框架

◆建議：政府可重新審視委
員會的組成及反饋機制，加強兩
者之間的協作，確保課程及
評估的發展目標一致，避
免由考評反過來主導

課程發展。

問題四：
科目作為升學要求
與科目原意衝突

◆建議：考慮只列出「及格」或
「不及格」兩個評分等級，並加入
寫作以外的其他考評模式，避免過
於着重學生的語文能力；在大學
聯合招生辦法（JUPAS）中
取消計算通識科七個等
級，改為僅以「及格」

作為升學要求。

問題五：
教師支援不足

◆建議：
教育局可公布教學指南，概
述通識科教師所需的知識和
技能，再綜合視學所得，
為教師提供持續專業的
發展支援。

高中通識科的評分等級是外界爭論
焦點之一，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
究主管郭凱傑指出，通識科講求高層次
思考能力，難以用所謂「客觀」的七級
評級作評估，現時考生要在短時間內進
行「長篇大論」的論述，往往要針對作
答框架進行操練才可爭取更高等級成
績，結果學生容易「為考試而思考」，
這與科目設立的原意有衝突。

針對流弊叢生的高中通識科，學校課程檢
討專責小組據悉已完成相關研究，並最快於本
月提交最終報告。消息指小組建議維持該科作
為核心科目，但課程內容將有刪減及調節，惟
沒有提及將評分等級改為「及格」或「不及
格」。

考試鼓吹框架與原意有衝突
郭凱傑認為，通識科考試鼓吹應試框架，
而且是升讀大學的必要條件，這與科目原意有

衝突。他指通識科講求高層次思考能力，但考
生要在短時間內進行「長篇大論」的論述，故
難免要針對作答框架進行操練，「學生容易為
考試而思考」。
郭凱傑進一步指出，如此細緻的評核安
排，意味每一個等級都對學生能否入讀心儀學
科有極大影響，這與課程注重思考、減少操練
及背誦的初衷有所衝突，故他提倡文憑試通識
科只設「及格」及「不及格」，並取消大學聯
合招生辦法（JUPAS）中的計分，僅以及格作
為升學要求。
公大校長黃玉山指出，學生背誦作答框架
其實無助思考，反而容易被框住思維，故成績
應只分為「及格」及「不及格」兩個等級，創
造更多空間予教師、學生進行討論。被問到該
做法會否降低通識科的地位，他反駁指，大家
所重視的「操行分」同樣只有兩個級別，故調
整評分安排並不影響其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高中通識科一直為
人詬病，教科書不僅欠
缺送審制度，教師採取
自由的教學形式，導致
不少惡毒「黃師」乘虛

而入，向學生灌輸錯誤觀念、政治取
態，甚至鼓動年輕一代走上街頭搞
事。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出席團
結香港基金論壇時批評，高中通識科
結構鬆散，加上部分傳媒資料失實，
容易誤導學生，故該科確有改革必
要。

送審重點是事實 非政治傾向
黃玉山認為，人類文明的知識範疇

主要分為人文科學及科技科學兩個範
疇，故文理兼備是社會趨勢，「哪怕
是科學家、工程師，亦需要人文素養
及情懷。」高中通識科首次推出時，
希望學生能在單一學科中將所有知識
融會貫通，因而被視為世界上「開創
先河」的課程，「但近年通識教育出
現了『異化』，愈走愈遠，偏離了原
有目標。」
黃玉山指，「全世界的教科書都要

送審，有人聲稱送審是『限制自
由』，但送審的重點並非政治傾向的
問題，而是有關Truth（事實）的問
題。」他認為，通識科結構鬆散，甚
至偏重時事討論，不少教師從報刊選
取討論材料時，卻沒有留意現時有些
報刊偏頗失實，很多資訊未經證實；
也有教師以偏頗、煽情的報道進行教
學，學生就很難學到明辨是非。由於
沒有質素的討論容易流於表面，「學
生對略知一二的事情妄加批評，甚至
會造成思想的狹隘。」
針對通識科的改革，黃玉山認為應

從三個維度進行改革，首先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培養學生對社會的責任
感；其次是着重知識開放，加入扎實
內容及科學元素；最後是提升學生的
溝通能力、創意解難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
港教界去年備受黑暴事件影響，個別
人等將社會撕裂帶入校園，引致校園
欺凌頻生。隨着新學年面授復課在
即，有關問題再次引起社會關注。有
網媒近日訪問到一名警察父親，講述
女兒遭受校園欺凌，被迫休學轉校的
慘痛經歷，過程投訴無門，校方及教
育局至今仍未作出合理交代。

學生隨意「罷課」女被挑釁反受罰
該名警察父親接受訪問時表示，其

女兒所就讀的中學，去年修例風波期
間有學生發起所謂「罷課」，「學生
自出自入參加罷課，唔上堂，學校都
無問題」，其間又有學生聚集操場，

高呼反修例口號。
「我個女站在一旁，覺得唔忿氣，其

他同學見狀就上前挑釁佢：問佢：『你
係警察子女，係咪唔順超』」，後來更
聯群將她包圍，最終老師雖然上前調
停，但女兒卻因此遭口頭警告。
欺凌事件並沒有因此停止，父親感嘆

女兒自此在學校被孤立，「分組無同學
預佢，小息只要一行開，書本就被推倒
一地，學校老師卻當無件事。」後來學
校校長更致電警察父親，表示其女兒的
個人資料遭網絡起底，「只是兩日，每
日都收到過百個電話，有人打來不斷指
罵，甚至威脅要打我女兒。」
父親擔心女兒人身安全，遂着女兒

隨身攜帶手機，以便隨時求助。豈料

校方卻以「沒有書面通知校方」為
由，稱其女兒帶手機違反校規，即使
父親事後親身到學校解釋，校方仍堅
持記缺點處分。

哭着拒絕回校 被迫避走深圳
「有些同學可以參與罷課，隨意叫

辱警口號，學校不去處理；倒轉頭就
針對我女兒帶手機，在網上被起底則
不聞不問，毫不關顧」，父親感嘆女
兒長期面對上述校園壓力，最終承受
不住，哭着拒絕回校上課，結果只得
被迫休學轉校，避走深圳。
有關事件引起網民廣泛關注，一致

認為教育局務必嚴肅處理同類個案，
杜絕欺凌問題在校發生。

疑校方無視欺凌 警女被迫轉校
難「客觀」評估 淪「為考試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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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通識科自2009年起成為高中必修科，惟
教科書卻一直不受規管，直至教育局早前

提供通識書專業諮詢服務，讓出版商修訂問題
教材，情況才開始撥亂反正。
為全面探究教界對通識科的意見，團結香港基
金早前向555位中學校長、通識科教師派發問
卷，了解學校的情況。

83%校長挺教局審核通識書
調查結果顯示，87%受訪教師指通識教材主
要來自教科書或參考書，來自報刊的有79%，
取自社交媒體的則為39%。至於書本質素方
面，分別有34%校長及22%教師認為，市面通
識書出現「觀點不中立持平」的問題；有高達
83%校長及 39%教師認同教育局應審核通識
書，以確保書本持平、中立。除了書本內容有
欠中立外，有54%校長及30%教師認為在評卷
過程中會涉及評卷員的主觀判斷。為了保障學
生的學習質素，有72%校長及62%教師支持教
育局推薦一系列網上通識科教材以供學校參
考，以免有人教壞學生。
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郭凱傑指
出，本港通識科有五大問題，包括教材欠監管、
課程重論述輕內容、考評模式鼓勵應試框架、教
師支援不足、作為升學要求與科目原意出現衝突
（見表）。

圖改變「讀死書」淪「吹水輕內容」
針對教材欠監管的問題，郭凱傑指出，現時教
育局強調教師需利用廣泛資源作為教材，結果
「不少教師利用教科書、社交媒體等作為主要教
材，我們又該如何確保教材及教學質量？」故
此，教育局有必要公布教材審查準則，同時把審
查範圍擴大至教科書附帶的補充材料，「教育局
沒可能一一審閱所有教材，但局方可以提供高質
量的教學資源予教師。」
至於課程「重論述輕內容」方面，郭凱傑表示，

高中通識科開設之初是想改變學生「讀死書」、重
考試的文化，最大的特點是希望學生透過社會議題
掌握概念，但現實是該科範圍太闊，教師要在高中
168個教學時數內完成12個主題的論述，學生平均
要在14小時內掌握「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科學、科技與公共衞生」等重大課題，他反問
「若學生未曾掌握基礎概念，他們又該如何進行討
論？」

倡課程「減磅」增設選修
據問卷調查結果，在12個主題中，有23%校
長及24%教師認同可以刪減「自我了解」，亦有
18%及19%校長及教師認為可以刪去「法治和社
會政治參與」等課題。
郭凱傑建議當局適當裁剪課程，並為通識科增
設選修部分，讓通識科得以「文中有理、理中有
文」。
在教師支援方面，郭凱傑表示，有76%教師認
為科目對他們的要求過高；沒有足夠時間準備、
更新教材的教師佔近九成，通識科的備課時間中
位數亦較其他科目高50%。此外，40%通識科教
師認為教育局為他們提供的持續進修支援不足，
故建議局方可公布教學指南，概述通識科教師所
需的知識和技能，再綜合視學所得，為教師提供
持續專業的發展支援。

■團結香港基金發布針對高中通識科的調查結果，並舉行論壇邀請學者、專家對談。 團結香港基金供圖

■83%校長認同教局應審核通識
書，以確保書本中立。 資料圖片

■有通識書藉漫畫以動物角色抹
黑內地政治司法制度。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曾揭
發香港多本所謂「通識教科書」內容
偏頗或錯誤。圖為2019年8月21日香港
文匯報版面。 資料圖片

■通識教材以漫畫抹黑
地方政府保護「世界遺
產」，指控「申遺」單
單為求謀取金錢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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