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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學生利益

教育局改革通識科
僅評及格與否

將改新科名

設適用書目表

通識科設立以來，經常被 「
黃師」 騎劫，爭議不絕，社會
不少聲音促請政府正本清源。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施政報告
有關教育政策措施的記者會上
明言，來年將大力改革通識科
，包括將課時減半，將考核學
生的成績標準變成只評 「及格
」 與 「不及格」 ，以減輕學生
負擔。另外還會設適用書目表
及加強師資培訓，引入國情教
育相關議題，安排學生到內地
考察，讓學生了解內地發展。
教育界和家長稱讚局方展現改
革的勇氣和決心，形容大刀闊
斧改革是 「擊中要害」 ，有助
回 歸真 正 的教 育專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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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表示，來年將大力改
革通識科，教育界和
家長稱讚局方展現改
革的勇氣和決心
大公報記者馬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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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改 革
大公報記者

▲香港中學文憑試通識教育科將會更改名稱，精簡課程
內容，但仍是必修必考科目

韓玉琼

為學生創造空間 聚焦學習

通識科改革措施要點

去年涉暴亂被捕的人當中，學生所佔比率高達四
成，反映本港教育出現問題，其中通識科屢爆爭議風波，社
會不少聲音認為該科常被 「黃師」 騎劫，甚至用來對學生洗腦，
呼籲盡快改革。
在昨日的《行政長官2020年施政報告》有關教育政策措施記
者會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當局綜合了專責小組的建議，
同時回應社會的關注，決定根據通識科的課程宗旨及目標，精簡
課程內容，鞏固知識基礎，優化教材及考評安排，並會冠以新的
科目名稱。他指出， 「目的是為學生創造空間，讓他們得以聚焦
學習，符合他們的學習利益。」

•保持科目為必修必考

•公開考試只設及格與不及格，釋放考
試壓力
•訂明重要學習概念，加強知識內涵，
建立穩固知識基礎
•重整及刪減課程內容，包括課時，大
約是原有內容的一半，釋放空間予學
生學習
•不設 「獨立專題探究」，減輕師生工
作量

引入國情教育 增內地交流

•重視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積極態
度及國民身份認同，學習國家發展、
《憲法》、《基本法》和法治

楊潤雄續說， 「如果改革得好，愈快推行愈好，下一個學年
做到更好」 。改革小組建議精簡課程內容，包括將原本時數250小
時減少一半；將考核學生的成績標準，由原有不同級別，變成只
有及格與不及格，以減輕學生負擔。另外，還會設立適用書目表
，更會加強師資培訓。至於 「獨立專題探究」 （即IES），楊說會
引入國情教育相關議題，更會加入讓學生到內地考察元素，讓學
生了解內地發展，增加國情教育。最少讓學生到內地交流一次，
並且不會成為成績一部分。
此外，局方會加強德育教育，計劃在現行的價值觀教育課程
中，加入 「守法」 和 「同理心」 作為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態
度。教育局會繼續推動《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並在這個框
架內支援學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通過相關科目及課堂內外的學
習活動，培養學生掌握國家安全的正確概念和守法意識；同時向
學校提供有關學校行政及教育的指引，以及教師培訓
和資料，以協助學校人員及學生了解和遵守法律。

•透過涉及香港、國家及全球發展的重
要課題，拓闊學生的國際視野，聯繫
不同學科的知識、培養明辨慎思能力
，以理性分析當代領域的課題
•提供內地考察機會，讓學生親身認識
國情和國家發展
•設立 「適用書目表」（即是經審批的
教科書）
◀《大公報》在今年四月，連
日專題報道揭發通識科亂象

與大學探討銜接聯招方案
楊潤雄又表示，會繼續與課程發展議會和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跟進有關改動的詳情，包括課程內容及公開試
的細節安排。教育局亦會與大學溝通，探討及落
實該科銜接大學聯招計劃的方案。當所有安排敲定
後，教育局會盡快向社會和學界公布。 「我們期望
整個教育界能夠配合，促進該科的正面發展，務求
盡早落實推行。但我必須強調，現正修讀高中通識科
的同學，會繼續沿用原有的學習及考評安排。至於專
責小組報告內涉及其他學校課程的建議，我們亦會在今
年之內公布未來路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通識教育科的公開考試
，是根據《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及該科《評核大綱》設定，考評局會研究與公開考試及評
核相關的建議，並按既定機制與相關科目委員會及公開考試
委員會作跟進。

教協又抹黑 市民鬧爆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
記者會上介紹通識科改革詳情
，包括減少時數、將成績標準
改為及格及不及格、加強師資
培訓等。教協與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妄指措
施 「形同 『謀殺通識科』 」 。教聯會主席
黃錦良認為，新措施令學生有更多時間應
付其他科目，並不是 「謀殺」 ，反而讓其
有了新生命。

歪理
連篇

助學生減少考試壓力
楊潤雄昨日提出多項通識科改革措施
，教協隨後發聲明大肆抨擊改革措施，指
政府不僅 「提出的改動令通識科變得 『面
目全非』 ，形同 『謀殺通識科』 」 ，還認
為此舉是 「政治踐踏專業，……最終受影
響的將會是我們的學生」 。葉又揚言教育
局 「正在摧毀教育專業」 、大叫 「必須收
回方案，重回專業的正軌」 。
楊潤雄對此作出回應，本次改革有

參考專業小組及社會意見，整體改動以
刪減為主，改革後亦並非 「全新事物」
。而評核標準改為及格及不及格，則是
有助學生減少應試壓力，有機會達到培
養學生分析思考能力，而非應試能力的
原意。
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聯會主席黃錦良同
樣認為此舉可減少學生應試壓力，也更有
時間應付其他科目的學習。他指，通識在
改革後仍維持必修必考地位，自然有其價
值和意義。而教材送審可減輕老師壓力，
保障教材質素，相信也是好事。他並不認
同 「謀殺」 這一說法，認為改革可令通識
科擁有新生命，亦能幫助家長恢復對這一
科目的信心。
有市民鬧爆葉建源嘩眾取寵： 「你放
過香港好唔好呀？求你啦！」 亦有市民網
上留言，支持教育局改革通識科，說： 「
應該出手啦！直接教授正確知識，唔好畀
有啲老師亂來！」
大公報記者 楊天智

通識
毒教材氾濫 誤人子弟
通識科自設立以來
，教材「無王管」、試題
如毒藥、「黃師」搞亂香
港……種種亂象一直令
該科目備受爭議。《大公報》曾踢
爆通識科試題引用的材料，被
學界質疑偏頗且無公信力。自2012
年首次開考至2018年共七年的DSE
通識科考卷中，有四年以立法會作
為主要試題內容，部分試題具有明
顯的誘導性，部分標準答案也具爭
議性。發生黑暴事件之後，很多社
會人士醒覺到通識科可能是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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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考核
成績將會改革
，由原有不同
級別，變成只
有 「及格」 與
「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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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老師應遵循職業操守教學
，但近年的通識科課堂上，常常有老師
「夾帶私貨」 ，大肆鼓吹 「港獨」 ，篡
改歷史，掩蓋歷史的真相。例如，元朗
官校趙聿修紀念中學的通識教材使用所
謂 「中央未履行承諾」 阻礙所謂 「真普
選」 等有違《基本法》的謬論，向學生
洗腦；又美化暴亂，稱參與暴亂是推動
社會進步的行動云云。教育局證實接獲
有關投訴，初步獲悉有關教材已於
2019/20學年停用。另外，有市民再爆
料指出，該校曾經在通識課堂上播放 「
港獨」 分子馮敬恩的訪問片段，片段中
督印：

馮敬恩揚言 「香港應該考慮城邦制或港
獨」 ，公然宣 「獨」 。
市面上亦充斥 「獨」 教材。例如《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今日香港
（第四版）》及其快速溫習手冊，該教
材由雅集出版社於2018年出版，內容
充滿偏頗和引導性意見。例如該教材在
考前訓練的資料中，先埋伏定論 「政府
施政引致社會爭端，以及引發社會撕裂
的危機」 ，其後又借用法官判詞大肆渲
染違法 「佔中」 的所謂 「公民抗命」 是
「光榮」 、 「高尚」 的。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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