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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促通識改革速落實框架
考評安排早知會讓前線有得跟 重新冠名委會料6月有細節

通識科改革建議及教育界關注點

教育局去年宣布十大通識
科改革方向，當中不少細節有

「重新冠名科目委員會」已提出的部分建議：

待敲定。香港文匯報昨日訪問

●取消文憑試卷二，只保留卷一必答的「資料回應題」
●考試修訂為短答題型，加入多項選擇題
●新科名稱或涉及「公民」、「社會」、「文化」等元素
●合併「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兩個單元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單元將刪除

多名教育界代表，有意見認為
局方應進一步加強教師知識、
教學能力和價值觀培訓，以免
科目「政治化」問題重演；另
有意見提出應盡快落實新科目

教育界關注和建議：

框架及相關考評安排，讓前線

●加強教師知識、教學能力和價值觀培訓，確保教師充分理解
基本法和憲法，杜絕教師借課堂或考評灌輸個人政見
●盡快落實課程框架及提供新科目的模擬試卷
●加強課程中的理科元素，如涵蓋更多新科技知識，讓課程回
歸「文理兼修」的初心
●確立要求學生到內地考察的細節，親身認識內地
●預計新學年很大機會出現「無課本狀態」，教師備課或有壓
力

教師有所依循。「重新冠名科
目委員會」主席劉智鵬表示，
理解教育界的關注，日後會更
積極開會，「應該 5 月至 6 月
會出到整體課程細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通識科改革方向預計5月至6月會出到整體課程細節。

「重新冠名科目委員會」至今已召開兩次會議，提出「取消卷二」、「修訂
為短答題型，加入多項選擇題」、「合併《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

兩個單元」等多項建議（見表）。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李偉雄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短題目或意味學生需在新課程中記住更多概念，讓他們掌握更多基礎
知識，「而不再只係睇吓報紙，等入試場自由發揮」，有助新科目撇除以往「吹
水」的壞印象；而且短題目仍可考核學生分析數據或議題能力，「例如仍然可以
考到『多大程度……』的題型」，不太擔心會令學生分析能力下降。

變革後料增基本法憲法內容
通識科「政治化」為人詬病，李偉雄期望改革後可進一步加強教師知識、教學
能力和價值觀培訓等元素，「變革後，預期會增加基本法及憲法內容，教師要做
好準備，不應將個人政見放入課堂或考題，要建立正確價值觀；新科目改為合
格、不合格後，學生或會減少重視，因此教學方法或會改變，要着力提升同學的
學習動機。」
教聯會副主席、通識科教師穆家駿認為，新科目不但改為「合格、不合格」，
更將取消卷二和修訂為短答題型，意味考評將迎來巨變，「希望盡快有模擬卷面
世，讓老師們了解，否則或較難適應。」由於新科目始終必修必考，不能說完全
無壓力，但至今仍有新科目的內容詳情，擔心時間或太急，師生適應需時。
就新科目將安排學生回內地考察，「考慮到大部分學生較少內地生活的經驗，
甚至無回鄉證，因此這類考察機會尤其重要。」穆家駿認為新科目必須仔細訂明
細節，因部分學校或已有類似的校本內地考察項目，這能否取代上述考察，局方
應有個說法。

新教科書恐趕不及 9 月面世
教聯會副主席、中學校長鄧飛認同合併《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的安排，
「這絕對合理，否則從課程單元劃分將香港、中國並列甚至對立，本身就有問
題」。他亦期望委員會以至教育局可進一步講解新科目加入法治教育的細節，並
宜在可行情況下增加新科技知識，「例如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讓科目回歸
『文理兼修』的初心」。他預計新科目教科書應該無法趕及 9 月面世，將有一段
時間是「無課本狀態」，教師備課或有壓力。

資料圖片

考評局研節流 長遠擬推 AI 評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因應考評
局近年持續錄得虧損，教育局近日向立法
會提交文件，講述對考評局長遠財政方案
的初步構思，當中包括考慮採用人工智能
（AI）評卷，亦計劃在考題設計過程中使
用網上考試編寫方式、以電腦考核的模式
進行口試等，積極利用科技節省開支和賺
取收益。
文件指出，考評局出現虧損主因是舉辦
文憑試，因考生人數自 2014 年起持續下
跌，成本卻不斷上升。加上疫情令部分國
際考試取消，進一步影響考評局收入。教
育局提供的資料顯示，考評局在2019/20年
度錄得盈餘約 1,700 萬元，但扣去政府非經
常撥款後，實際虧損近 3,500 萬元；考評局
預計即使 2020/2021 年度繼續有政府非經
常撥款支持，但仍會錄得約 1,300 萬元虧
損；當為期4 年的政府非經常撥款終止後，
預 料 在 2022/23 年 度 會 錄 得 整 體 虧 損 約

文員認管有武器囚3個月3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去年 3 月 8 日攬炒派藉
科大生周梓樂墮樓身亡 4 個
月為名，煽動市民舉行所謂
紀念活動，數百黑暴趁機在
將軍澳尚德邨停車場非法集
會破壞社區，警方果斷執法
驅散，一名男子被警員驅趕
期間跌出鐳射筆被捕。案件
昨日在觀塘法院審訊，被告
承認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
武器罪，被判監禁 3 個月 3
星期。
29 歲男被告張嘉俊，報
稱任職文員，承認在公眾地
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控罪
指，被告於 2020 年 3 月 8 日
參與將軍澳尚德停車場非法
集會，被警員驅趕期間跌出
鐳射筆被捕。
主任裁判官徐綺薇判刑時
表示，根據法律原則，被告

承認的控罪最高刑期可達 3
年，以被告犯案年紀，法庭
只能判以監禁式刑罰。
徐官指，從被告手握鐳射
筆事實推斷，被告有機會曾
經使用，或在許可下有機會
使用。
當時警員與集結者對峙，
被告的鐳射筆有機會傷及公
眾或警員，挑動在場氣氛，
令場面升溫，法庭不能無視
其構成的風險，最終判被告
監禁3個月3星期。
案情透露，去年 3 月 8 日
晚，被告遭截停前參與逾
200 人的聚集，其間警方到
場發出多次警告，聚集者拒
絕散去。雙方對峙約 20 分
鐘後，警方展開驅散行動，
被告無遵從警方指示及作出
反抗，被警員制服期間手中
跌出鐳射筆被捕。

電腦模式考核口試
為此，考評局要定出節流方案，在不影
響服務的情況下，在數個財政年度內逐步
達到針對營運或經常開支所訂的指定累計
節省目標，構思包括縮減 8 個至 10 個常規
和項目人員。
局方亦計劃利用科技節省開支和賺取收
益，包括在某些文憑試考試和國際及專業
考試中採用電腦模式考核，又如在考題設
計過程中使用網上考試編寫方式、以電腦
模式考核的模式進行口試，以及採用人工
智能評卷，預計每年均可節省開支。
考評局亦正研發「綜合企業服務系
統」，處理一般辦公室行政工作，以取代
現時多個互不相通的系統。
此外，政府會考慮資助有特殊教育需要

●考評局出現虧損主因是舉辦文憑試。
資料圖片
的考生應考文憑試，物色一座合適的空置
校舍供考評局發展為考試及評核中心；加
上高中四個核心科目未來將會精簡，局方
會密切監察此舉對於考試成本結構的影
響，預計當有關措施全部落實後，結構性
虧損應可大致解決，從而達到長遠財政持
續穩定。

市民批教協縱容失德師 促教局撥亂反正

新科目減學生應試壓力
劉智鵬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強調，理解教育界希望盡早了解改革細節，但
畢竟討論課程框架需時，「連埋簡介，未來開十次八次會應該唔少得，視乎情況
可能需要再加」，委員會會盡力而為。他透露「應該大約到 5 月至 6 月先出到整
體課程細節，還有教育局審書，的確比較難在新學年前出到本書」。劉智鵬認
為，新科目令學生應試壓力大減，對教科書需求亦會減少，而另一方面，新課程
是從舊課程中調整出來，舊書仍會有部分適用。
至於委員會已公開的建議，劉智鵬解釋以往卷二設定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區
分出尖子學生，故題目較難，亦涉及論證元素，一般學生較難處理，故建議取
消；合併《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是來自上一個小組的建議，主要是可減省
課時，而且香港和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安排亦合理。

9,800 萬元，主要來自文憑試所引致的約
1.28億元虧損。

●市民昨日到教協旺角總辦事處聲討。

香港文匯報訊 一批市民昨日到旺角教協總辦事處聲討。他們
表示，教協縱容失德教師，教唆學生參與暴動，破壞社會安寧，
斷送學生前途，希望教育局提供更多教學指引，撥亂反正，加強
監管教師行為操守。
市民李先生表示，保障學生利益是社會應有之義，恪守專業是
教師的責任，大家應攜手讓教育回歸教育重拾正軌，絕不能讓校
園成為「港獨」歪風和違法意識滋生的溫床。他指出，教協作為
教師的組織，經常包庇教育界的害群之馬，做失德教師的幫兇，
有失教育團體應有的專業態度，這種行為會嚴重誤導年輕一代，
並將他們推入深淵。
李先生強調，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非常重要，教師須引導學生
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達至全面而均衡的發展，不應該將
自身政見夾雜在教學當中，敦促教育局應更加透明有效的監察教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師行為操守，不能讓教協再縱容包庇失德教師。

17 歲男生認非法集結還柙候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 11 月 2 日逾
百名泛暴候選區議員在維園發起所謂的「選舉
聚會」，最終演變成港島暴亂，警方嚴正執法
拘捕多人。其中一名被捕 17 歲男學生，被指當
日非法集結、管玻璃樽和打火機燃料，以及違
反「禁蒙面法」；案件原定昨日在區域法院開
審，被告在開審前承認非法集結及管有物品意
圖摧毀或損壞財產兩罪，案件押至 2 月 18 日判
刑，其間被告需還柙看管。
17 歲男被告王瀚文，報稱中學生，原本被控
非法集結、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
身處非法集結期間使用蒙面物品罪。控罪指，
被告於 2019 年 11 月 2 日，在銅鑼灣利園山道與
禮頓道的希慎道參與非法集結；管有一罐噴
漆、3支玻璃樽和一支打火機燃料；及非法集結
期間使用一個眼罩和防毒面罩連濾罐。
案件昨日開審前，被告承認非法集結及管有
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兩罪，餘下一項身處
非法集結期間使用蒙面物品罪，則獲法庭存檔
不予起訴。辯方求情時稱，被告的父母離異，
但今日兩人與嫲嫲都有到庭支持被告，並呈交
被告的求情信；被告品格良好，相信他已經汲

●前年 11 月 2 日有大批暴徒在銅鑼灣一帶四處
堵路縱火打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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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教訓，將來會做一個正直守法的人。
法官練錦鴻將案押至 2 月 18 日判刑，先索取
背景、勞教中心及教導所報告，其間被告需還
柙看管。
案情透露，2019 年 11 月 2 日下午 4 時 20 分，
警方到達銅鑼灣利園山道與禮頓道的希慎道，見
到前方 10 米有二三十人在設路障，放磚塊於馬
路上，眾暴徒身穿黑衣，佩戴不同的蒙面物品及
頭盔。警方衝向暴徒，人群四散，其間一名警員
在禮頓道附近的希慎道，制服手持長傘的被告，
經搜查在被告背包內發現涉案物品。

官批堵路非小事 青年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 5 月 24
日，黑暴圖以反香港國安法遊行繼續破壞社會
安寧，其間有黑衣人在港島區引發暴亂襲警，
一名 25 歲售貨員在灣仔將一個膠圍欄掟出馬
路阻塞交通，被控一項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罪，
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認罪。辯方求請指屬「小
事」，裁判官錢禮不認同，下令將案押後至 3
月 1 日判刑，以便索取被告的社會服務令報告
及感化報告。
被告許智杰，被控去年5月24日在灣仔菲林
明道與軒尼詩道交界，無合法權限或解釋，而
留下一個塑膠圍欄，對在上述公眾地方的車輛
造成阻礙。辯方求情指，本案圍欄只阻礙一條
行車線，沒造成任何傷亡意外，只是「小
事」。但裁判官錢禮則「不認為（堵路）是小
事」。
案情透露，當日下午約 4 時半，警員乘警車
巡邏期間，發現被告將膠圍欄扔出馬路，阻礙
一輛警車前行，過程被閉路電視拍下，被告其
後在灣仔 A3 出口外被截停，警誡及會面下沒
有說話，警方在其身上檢獲一把黃色雨傘及一
個灰色腰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