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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香港已於 2009 年逐步實施新高中科學課程，這次課改是由高中學制改革所帶動，但其意

義絕非僅限於與新學制接軌，而更在於針對現有課程的局限性作出革新，為傳統的分科

課程注入當代科學教育的重要元素，又跨出學科界限成立新的學科，以及擴大學習評估

的範疇，使教學及評估兩方面都趨向多元化。本文分析這次課改的主要特點，及其背後

的推動力，以便於評價其為未來高中科學教育所帶來的優勢與挑戰。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 科學課程；課程改革；高中課程；香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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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由二零零九年開始，香港將施行新的中學學制，現行的中一至中五及中六至中七的學

制，將改為一個連續六年的新學制。為此，課程亦作出相應的轉變，現行的初中課程將

維持不變，但中四至中五的中學會考課程及中六至中七的高級程度課程則由一個連續三

年的新高中課程取代。原來中五及中七的公開考試將合而為一。為了配合新學制的實

施，本地將落實十二年免費教育，讓高中教育成為未來全港學童的基本權利。 

本文將探討新高中科學課程的特點及與現行課程的區別，並針對國際科學教育的發展趨

勢，討論這次課程改革對本地科學教育的意義。 

新高中科學課程的設計模式新高中科學課程的設計模式新高中科學課程的設計模式新高中科學課程的設計模式 

香港的新高中科學課程包括三種模式，第一是傳統的分科模式，包括物理、化學和生物。

第二是組合模式，學生須修讀某一分科（如物理）和另兩門分科（如化學與生物）組成

的“組合科學科”。第三種模式是採用跨學科模式設計的「綜合科學」。本文將介紹第一

及第三種模式，第二種模式主要衍生自第一種模式，分別只是課程內容被刪減，所以不

作詳論。以下分別就三個分科及綜合科學科的課程結構、課程重點、教學取向及策略，

以及學習評估作重點闡述。 

分科模式分科模式分科模式分科模式 

課程結構及內容課程結構及內容課程結構及內容課程結構及內容  

此模式包括三個科目，即物理、化學及生物。各科相對於現行課程，最大區別就是除了

必修部分之外，還設有選修部分，必修部分約佔總課時的 80%，選修部分約佔 20%。  

課程目標及重點課程目標及重點課程目標及重點課程目標及重點 

各分科課程的目標秉承現行課程的框架，分為知識和理解，技能和過程，以及價值觀和

態度三個主要向度。[1] [2] [3]知識和理解包含有關該學科的原理、概念及其在日常生活

上的應用，學科的最新發展及其與社會及環境的關係。技能和過程則包括進行科學探究

所需要的不同過程技能、實驗技能、運用科學語言作交流工具的技能。在「價值觀和態

度」方面，著重培養學生對學習該科目的興趣，以及瞭解各科知識發展及其對社會的作

用。 

從上述目標可見，新的分科課程極為重視以下三個方面：[1]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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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科學探究科學探究科學探究 

新課程將以培養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為其重點專案，明晰了進行科學探究的應有技能，如

學生應明辨應變項和獨立變項、制定進行探究工作的計畫和程式，以至評鑒實驗結果的

效度和信度，及找出影響效度和信度的因素等。為了確保這重點能順利落實，課程撥出

了二十小時作較大型的探究活動，使學生對科學探究和科學的本質有較深刻的體會。學

生在科學探究方面的表現，更成為了新課程的校本評核部分的重要評估專案。此點在下

文的評估部分有詳細論述。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技術技術技術技術、、、、社會和環境的聯繫社會和環境的聯繫社會和環境的聯繫社會和環境的聯繫 

現行的高中課程基本上已提出了與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相關的議題作為高中科學教

育的其中一個教學重點，高中課程更將這個重點聚焦於與環境相關的問題之上，進一步

引導學生瞭解科學、技術、社會和環境的相互關係(STSE)，並強調科學及技術的應用對

社會道德、倫理、經濟和環境的影響。其目的在於讓學生對科學和技術的影響保持敏銳

的觸覺，培養公民意識及責任感，在滿足人類對環境資源需求的同時，與可持續發展之

間求取平衡。這與國際科學教育追求 STSE 理念是相通的，也與近年不少學者所倡議的

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s, SSIs)的討論頗為吻合，這種討論主要是探討此類

議題在倫理及道德方面的含義。事實上，STSE 及 SSIs 已成為當今科學教育的發展趨勢，

很多課程都是以探討科學及科技和環境相關的社會性議題作為學生深入探討科學概念

的一種途徑。個別課程更以此類議題作為組織科學概念的主要框架，例如 SATIS，[4] 

Science for Public Understanding ,[5] 以至較近期的 Twenty First Century Science[6]]等都

是其中的例子。 

科學的本質及歷史科學的本質及歷史科學的本質及歷史科學的本質及歷史 

世界科學教育的另一主流理念是強調科學本質的教學。[7] [8] [9]新高中課程亦提出了以

科學的本質包括科學思維作為課程的另一重點，如生物科提出透過探求生物學的本質，

突出生物學的重要性及生物學與人類的密切關係；要求學生“知道生物學知識在不斷發

展”、“明白不同科學家對生物學發展的貢獻”、“知道生物學的知識和理論是透過觀察假

說實驗和分析而產生”等有關生物學的本質，這是過往課程較少談及的。[1](9)物理科也

極其強調科學的本質融入課程內容，如通過光學發展史的引入，瞭解技術突破對物理學

（科學）發展的影響。這種轉變反映出新的科學課程不僅讓學生認識科學所探求的知

識，還帶領學生了解科學作為一門獨特的知識體系自身的演進過程。 

各新專修科的課程內容詳見於表一至三。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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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一表一表一：：：：新高中生物課程的內容新高中生物課程的內容新高中生物課程的內容新高中生物課程的內容、、、、結構及課時分配結構及課時分配結構及課時分配結構及課時分配（（（（總課時總課時總課時總課時：：：：27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1] 

必修部分  

（共 200 小時）  

選修部分  

（共 50 小時，任選兩個課題）  

I. 細胞與生命分子 (46 小時) 

a. 生命分子  

b. 細胞組織  

c. 物質穿越細胞膜的活動  

d. 細胞週期和分裂  

e. 細胞能量學  

VIII.生物工程生物工程生物工程生物工程 (2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a. 生物工程入門生物工程入門生物工程入門生物工程入門 

b. 現代生物工程的技術現代生物工程的技術現代生物工程的技術現代生物工程的技術 

c. 生物工程在醫學上的應用生物工程在醫學上的應用生物工程在醫學上的應用生物工程在醫學上的應用 

d. 生物工程在農業上的應用生物工程在農業上的應用生物工程在農業上的應用生物工程在農業上的應用 

e. 生物倫理學生物倫理學生物倫理學生物倫理學 

VII. 微生物與人類微生物與人類微生物與人類微生物與人類 (2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a.微生物學微生物學微生物學微生物學 

b.微生物的利用微生物的利用微生物的利用微生物的利用 

c.微生物遺傳學微生物遺傳學微生物遺傳學微生物遺傳學 

d.微生物的害處微生物的害處微生物的害處微生物的害處  

II. 遺傳與進化 (42 小時) 

a. 基礎遺傳學  

b. 分子遺傳學  

c. 生物多樣性和進化  

III. 生物與環境 (14 小時) 

a. 生態系  
VI. 應用生態學 (25 小時) 

a. 人類對環境的影響  

b. 污染控制  

c. 保育  

d. 可持續發展  

III. 生物與環境 (72 小時) 

a. 植物維持生命的活動  

b. 動物維持生命的活動  

c. 生殖、生長和發育  

d. 協調和反應  

e. 體內平衡  

V. 人體生理學：調節與控制 (25 小時) 

a. 水分調節 (滲透調節) 

b. 體溫調節  

c. 血液內氣體成分的調節  

d. 生殖週期的激素控制  

IV. 健康與疾病 (26 小時) 

a. 個人健康  

b. 疾病  

c. 身體的防禦機制  

  

科學探究 (20 小時)  

生物科探研習學生必須進行探究活動，以提升和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及態度。  

＃對比以往香港中學生物課程，斜體字的課題為新加入的內容。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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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表二表二表二：：：：新高中化學課程的內容新高中化學課程的內容新高中化學課程的內容新高中化學課程的內容、、、、結構及課時分配結構及課時分配結構及課時分配結構及課時分配[2]（（（（總課時總課時總課時總課時：：：：27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必修部分 （共 198 小時）  

課題一 地球 (8 小時)  

a. 大氣; b. 海洋; c.岩石和礦物  

課題二 微觀世界 I (24 小時)  

a. 原子結構; b. 週期表; c. 金屬鍵  

d. 金屬的結構和性質; e. 離子鍵和共價

鍵  

f. 巨型離子物質的結構和性質  

g. 簡單分子物質的結構和性質  

h. 巨型共價物質的結構和性質  

i. 比較一些重要類別的物質的結構和性

質  

課題三 金屬 (22 小時)  

a. 金屬的存在和提取; b. 金屬的活性  

c. 反應質量; d. 金屬的腐蝕和保護  

課題四 酸和鹽基 (27 小時)  

a. 酸和堿的簡介  

b. 指示劑和 pH 

c. 酸和堿的強度  

d. 鹽和中和作用  

e. 溶液的濃度  

f. 涉及酸和堿的容量分析  

課題五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20 小時） 

a. 來自化石燃料的碳氫化合物  

b. 同系列、結構式和碳化合物的命名  

c. 烷和烯  

d. 加成聚合物  

課題六 微觀世界 II （8 小時）  

a. 鍵的極性  

b. 分子間引力  

c. 分子晶體的結構和性質  

d. 具有非八隅體結構的簡單分子物質  

e. 簡單分子的形狀  

課題七 氧化還原反應、化學電池和電解 

（26 小時）  

a. 日常生活使用的化學電池  

b. 簡單化學電池中的反應  

c. 氧化還原反應  

d. 化學電池內的氧化還原反應  

e. 電解  

f. 氧化還原反應對現代生活的重要性氧化還原反應對現代生活的重要性氧化還原反應對現代生活的重要性氧化還原反應對現代生活的重要性  

課題八 化學反應和能量 （9 小時）  

a. 化學反應中的能量變化  

b. 各種標準焓變  

c. 赫斯定律  

課題九 反應速率 （9 小時）  

a. 化學反應的速率  

b.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c. 常溫常壓 (r.t.p.) 下氣體的摩爾體積  

課題十 化學平衡 （10 小時）  

a. 動態平衡  

b. 平衡常數  

c. 濃度和溫度的變化對化學平衡的影響  

課題十一 碳化合物的化學 （27 小時）  

a. 特定同系列的簡介  

b. 同分異構  

c. 各種官能基的典型化學反應  

d. 簡單碳化合物的互換  

重要有機物質  

課題十二 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8 小時）  

a. 由 Li 至 Ar 各元素物理性質的週期變

化  

b. 由 Na 至 Cl 各元素氧化物的鍵合、計量

成分 和酸鹼性質  

c. 過渡性金屬的一般性質  

選修部分 （共 5 小時，任選兩個課題）  

課題十三 工業化學 （26 小時）  

a. 工業過程的重要性  

b. 速率方程  

c. 活化能  

d. 催化作用和工業過程工業過程  

課題十五 分析化學 （26 小時）  

a. 檢測化學物種的存在  

b. 分離和提純的方法  

c. 定量分析方法  

d. 儀器分析方法  

http://www.ied.edu.hk/apfslt/
http://www.ied.edu.hk/apfslt/


亞太科學教育論壇，第十一期，第一冊，文章十三，第六頁(二零一零年六月) 

李揚津、林從敏、楊友源  

從學制的改變到課程的革新：論香港新高中科學課程 

                                                                                  

 

 
Copyright (C) 2010 HKIEd APFSLT. Volume 11, Issue 1, Article 13 (Jun.,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e. 綠色化學  

課題十四 物料化學 （26 小時）  

a. 天然聚合物; b. 合成聚合物和塑膠  

c. 金屬和合金; d.現代生活中的合成物

料 

e. 綠色化學  

e. 分析化學對社會的貢獻分析化學對社會的貢獻分析化學對社會的貢獻分析化學對社會的貢獻 

探究研習（20 小時）  

課題十六. 化學的探究研習  

學生分組設計和進行探究，以解決與化學相關的真實問題。  

＃對比以往香港中學化學課程，斜體字的課題為新加入的內容。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新高中物理課程的內容新高中物理課程的內容新高中物理課程的內容新高中物理課程的內容、、、、結構及課時分配結構及課時分配結構及課時分配結構及課時分配[3] 

必修部分  

（共 200 小時）  

選修部分  

（共 54 小時，任選兩個課題）  

1. 熱和氣體 (25 小時)  

2. 溫度、熱和內能  

3. 熱轉移過程  

4. 物態的改變  

5. 氣體  

  

II. 力和運動 (55 小時) 

1. 位置和移動  

2. 力和運動  

3. 拋體運動  

4. 作功、能量和功率  

5. 動量  

6. 均勻圓周運動  

7. 引力  

VI. 天文學和航太科學 (27 小時) 

1. 不同空間標度下的宇宙面貌不同空間標度下的宇宙面貌不同空間標度下的宇宙面貌不同空間標度下的宇宙面貌  

2. 天文學的發展使天文學的發展使天文學的發展使天文學的發展使  

3. 重力下的軌道運動  

4. 恒星和宇宙恒星和宇宙恒星和宇宙恒星和宇宙  

III. 波動 (48 小時) 

1. 波的本質和特性  

2. 光  

3. 聲音  

IX. 醫學物理學 (27 小時) 

a. 眼和耳的感官 

b. 非電離輻射醫學影像學非電離輻射醫學影像學非電離輻射醫學影像學非電離輻射醫學影像學 

c. 電離輻射醫學影像學電離輻射醫學影像學電離輻射醫學影像學電離輻射醫學影像學  

IV. 電和磁 (56 小時) 

1. 靜電學  

2. 電路和家居電學  

3. 電磁學  

1.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27 小時)  

a. 家居用電  

b. 在建築和運輸業中的能源效益在建築和運輸業中的能源效益在建築和運輸業中的能源效益在建築和運輸業中的能源效益 

c. 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  

V. 放射現象和效能 (16 小時) 

a. 輻射和放射現象  

VII. 原子世界 (27 小時) 

a. 盧瑟福原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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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原子模型  

c. 核能  

1. 光電效應  

2. 玻爾的氫原子模型玻爾的氫原子模型玻爾的氫原子模型玻爾的氫原子模型  

3. 粒子或波粒子或波粒子或波粒子或波  

4. 窺探納米世界窺探納米世界窺探納米世界窺探納米世界  

探究研習（16 小時）  

物理科探研習學生必須進行一項探究活動，解決一個實質問題。  

＃對比以往香港中學物理課程，斜體字的課題為新加入的內容。 

生物科生物科生物科生物科 

新課程的必修部分分為四個主題(表一) –「細胞與生命分子」，「遺傳與進化」，「生

物與環境」及「健康與疾病」；選修部分設有「人體生理學：調節控制」，「應用生態

學，「微生物與人類」，及「生物工程」四個主題[1]。新增的選修部分，是為了照顧不

同學習能力與興趣，拓展其對生物科某些課題的認識。選修部分中，有些是參考現行高

級程度的課程內容而設計，例如「人體生理學：調節控制」、「應用生態學」。另一些

則是現行課程沒有或較少觸及的，如「微生物與人類」、「生物工程」。這些課題一方

面可以使學生關注生物學的最新發展，另一方面通過提供適當的情境，促進學生對科

學、技術、社會和環境關係之認識。此外，新課程刪減了較艱深而又較難引起學生興趣

的部分，如生物的分類階梯概念等，以騰出足夠課時讓學生修讀其他部分。 

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化學科 

新課程加入以下四個方面[2]: (I)瞭解化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II)培養在單獨或與他

人協作的情況下解決與化學有關問題的能力;(III)適當地關注作業安全的事項;(IV) 運用

化學語言討論與科學有關的議題。新課程的必修部分著重于幫助學生理解基本的化學原

理和概念，包括課題一至課題十二(表二)，大部分的內容與現時的課題相同，而選修部

分包括「工業化學」、「物料化學」和「分析化學」三個課題，教師可因應不同興趣、

能力和需要的學生，選出其中兩個課題作深入的探討。 

科學、技術、社會和環境的關係在新課程中亦得以強調，如“從空氣中提取的氧氣可作

醫療用途、為了保護環境，化學物種的開採和提取應予以監管”等議題，以響應上文提

及新課程所強調的學習目標如「找出與科學、社會、技術和環境相關的難題，並提出相

關問題」。 

物理科物理科物理科物理科 

新課程的必修課題有五個，分別是「熱和氣體」、「力和運動」、「波動」、「電和磁」、

「放射現象和核能」(表三)[3]。該五個課題的內容幾乎完全涵蓋以往會考(中四至中五)

課程，而深度及學習時間亦普遍超越後者；但對比於以往高級程度(中六至中七)課程，

各課題的深廣度有所不及。而其中較明顯的刪減，包括「力學」的靜力學和振盪、「波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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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光學儀器、「電和磁」中的電場、電磁感應及交流電、及「物性學」的固體和流

體。至於四個選修課題，則旨在讓不同興趣、能力和需要的學生可對某些課題做出延伸

學習，或對相關的知識、理解和技能做出統整，其中「醫學物理學」及「能量和能源的

使用」兩個課題是以日常生活的技術應用為主題：而「天文學和航太科學」及「原子世

界」此兩課題則以學術為主，其中的一些子課題如「恒星和宇宙」及「窺探納米世界」

更超越現在的高級程度課程。可見，新課程的選修內容是朝向實用性和學術性這兩極發

展。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 

理念宗旨理念宗旨理念宗旨理念宗旨 

綜合科學是為不打算選修分科的學生而設，課程內容是以跨學科主題為主體。它試圖打

破以往高中科學只著重分科教學的思維框框。按照該課程綱要，它以「具時代性和跨時

代性為選材原則」，透過這些主題，「讓學生探索當中的主要科學理念，並透過有系統

的探究活動，讓學生逐步掌握科學知識和技能，以評估科學和技術發展對社會的影

響。」。[10](3)綜合科學承接了初中課程以科學探究為中心的理念，繼續以跨學科主題，

培養學生的科學概念、探究技能、科學態度，並強調證據對作結論的重要性，希望能幫

助學生適應其身處的技術發達的社會，及運用科學態度解決工作和生活上的問題。 

綜合科學涵蓋了個別分科科目的基本宗旨，還強調要讓學生“認識主要的科學概念及相

關的思考架構；與及建立思考和理解世界的工具”，即是透過認識科學的一些重大議題，

理解各個重要的科學理念及貫穿其中的統一概念，從而讓學生既宏觀且深入地理解科學

的本質。本科課程以統一概念為經，科學本質為緯，引領學生探究一共十四個主要的科

學理念，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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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一圖一圖一：：：：綜合科學課程架構綜合科學課程架構綜合科學課程架構綜合科學課程架構 [10] 

課程目標及重點課程目標及重點課程目標及重點課程目標及重點 

綜合科學通過探索一系列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例如：生命的化學基礎，能量與物質

的相互作用，疾病的機理等，幫助學生認識各個主要的科學理念及其發展脈絡，通過辨

析貫穿各理念的統一概念，如系統，模型，變化，功能等，實現對科學本質的理解。例

如，燃燒時物質不滅定律是基於氣體被納入研究系統之內。此外，科學家亦會以不同種

類的模型表達其所研究的事物或概念，例如原子結構，氣壓等。 

課程結構課程結構課程結構課程結構 

綜合科學利用各種課程統整的方法將十四個主要科學理念融匯於十一個學習單元之

中，[11] [12] [13] [14]這種單元的設計模式與 Twenty First Century Science 的設計方式頗

為吻合。這些單元分為必修和選修兩個部分，各單元詳列如後：[10] 

必修單元必修單元必修單元必修單元 (19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生命之泉 (24 小時) 

� 體內平衡 (24 小時) 

� 短跑科學 (24 小時)  

� 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24 小時) 

� 電的啟迪 (24 小時) 

� 大自然中的平衡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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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輻射與我 (24 小時) 

� 基因與生命 (24 小時)  

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 (3 選選選選 2，，，，共共共共 64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能量、天氣與空氣質素 (32 小時) 

� 持守健康 (32 小時) 

� 化學為民 (32 小時)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綜合科學單元一綜合科學單元一綜合科學單元一綜合科學單元一「「「「生命之泉生命之泉生命之泉生命之泉」」」」的組織圖的組織圖的組織圖的組織圖[10]  

各個單元的內容結構都非常獨特，難以一概而論。然而，各單元都提供了重點探討問題，

相關的科學知識、科學本質和統一概念，以及一系列建議活動供老師參考。例如第一個

單元“生命之泉”（見圖二）所探討的重點問題包括：水是什麼？水對我們的環境有何重

要？有哪些論據支援或駁斥“生命源于水之說”？學生在探討此等課題時，可以瞭解到

「科學理論的確立必須基於證據」這一科學本質。第二個單元“體內平衡”則透過介紹各

種人體體內系統之間的平衡與協調，讓學生體會到“系統、秩序和組織”這一統一概念。

第五單元「電的啟迪」則大量引用十九世紀時有關電和磁研究的發展歷史，要求學生重

複前人的經典實驗，令他們領略實驗與科學發展的相關性。 

自自自自然環境然環境然環境然環境：：：： 

• 水迴圈 

• 氣候 

• 溫室效應 

維持生命維持生命維持生命維持生命：：：： 

• 生化反應的介質 

• 生化反應的反應物 

• 調節溫度 

• 支持仍用 

• 冰層下的生命 

• 「生命源于水」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 溶劑 

• 清潔 

• 冷卻劑 

水水水水 

食水問題食水問題食水問題食水問題 

• 食水處理 

• 水質污染 

• 水源危機 

• 水源保育 

食水分佈與食水分佈與食水分佈與食水分佈與 

社會文明發展社會文明發展社會文明發展社會文明發展 

• 農業發展 

• 經濟發展 

物 理 性 質物 理 性 質物 理 性 質物 理 性 質  
化 學 性 質化 學 性 質化 學 性 質化 學 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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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的教學取向與策略各科的教學取向與策略各科的教學取向與策略各科的教學取向與策略 

對現行的課程而言，新課程對教學取向與策略做出了更詳盡的指引，它將科學課的教學

取向分為三大類：直接傳授式、探究式、共同建構式。直接傳授式適用於幫助學生掌握

有關科學的基本資料和事實，如解釋、示範等。探究式則強調運用類似科學家探究知識

的方法，讓學生透過釐清問題、驗證假說、收集和分析資料、得出結論。共同建構式則

視課堂為一個學習社群，由學生和老師作為學習夥伴，共同建構知識，老師從中引導學

生宏觀地將知識聯繫起來，以建構更廣泛而深入的知識，如專題研習。 

基於這一教學取向，各科對教學方式作了更詳細的詮釋。生物科提倡老師採用多樣化的

策略，包括歷史導向、情境導向、專題研習等。化學科保留舊課程多元化的策略如製作

概念圖、搜尋與展示資料、運用資訊技術進行互動學習、提供全方位學習機會。此外，

還加入以問題為本學習[15] 。為了讓學生理解科學、技術、社會和環境的相互關係，各

科都主張議題為本的教學取向，即利用適當的議題提供有意義的學習情境，學生通過研

習，討論這些議題所引發的不同科學觀點，以至對社會道德及價值觀念可能造成的衝

擊，使他們深切地體會科學及技術應用於社會所帶來的「機」與「危」。除此，亦利用

歷史導向的教學策略，讓學生通過學習科學的歷史，了解科學的本質。各科亦同時提倡

從閱讀中學習，強調學生能透過閱讀科學文章，通過師生、生生相互溝通與討論，明晰

科學、技術、社會和環境之間的關係。 

由於新的高中學制為一個持續三年的學制，中間不會對學生作出任何篩選，因此學生的

個別差異會較大。新課程照顧到了學生的多樣性。[16] [2]強調在設計教學策略及活動

時，要考慮學生的不同能力、興趣和需要，新課程提出了不同方法來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16] [2]包括瞭解學生以建構學習的模組， 透過同質和異質分組讓學生一起學習，因應

學習風格使用不同的學與教策略包括採用多類型的教學活動輔以視聽教材，以配合學生

的不同學習風格，以及運用資訊科技照顧學生的差異，例如以多媒體和網上學習資源誘

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讓學生按自己的進展步伐來學習。物理科裡便有多項建議讓學生

及教師善用多種資訊科技於實驗課中，例如：運用資料記錄儀和各類感測器作實驗的量

度及探究活動，利用攝錄機分析拋物體運動或圓周運動，以電腦軟體仿真物體的運動及

核電的流程等[17-19]。各科對照顧優秀學生的需要尤為重視，除了加快這類學生的學習

進度外，亦向他們提供更具挑戰性的作業及科學探究活動，以提高他們學習科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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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新課程除了以統一的公開筆試為評估學生學業成就的主要方法外，還引入校內評核的方

式，擴大評估的範疇至其他方面（如科學探究）技能的評估。引入校本評核是為了提高

公開評核的效度，以彌補以紙筆形式考核的限制。其實類似的校本評核(稱為教師評審

制)在以往中六中七高級程度考試已沿用多時，這次只是乘改革學制及課程之利，進一

步將這種評估方式擴展至整個新高中科學課程。新與舊的校本評核的最大分別是前者除

了包括實驗性的課業外，還加入非實驗性的作業包括批判性地閱讀(如評鑒科學家的貢

獻)；設計海報或傳單(如向不同人士宣傳遵守“綠色化學”原則)；撰寫報告(如總結參觀工

廠所獲取的科學知識)；開發多媒體產品(如說明聚合物合成的過程等)。這樣的安排加強

了課程、教學及評核之間的整合。具體來說，校內評估起著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

為學生和教師帶來正面的倒流效應，提高學生和教師對課程各個重點的重視程度，令學

習焦點不僅限於考試所能考核的內容範疇，希望藉此激發學生更全面地學習科學，從而

提高他們的科學素養。另一方面則讓教師搜集教與學的回饋，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及

所遇到的困難，因此它是一種「促進學習的評估」。當然，校內評估也是用以評定新高

中學生的學業水準，包括概念理解和科學技能等方面，所以它亦屬於一種“對學習的評

估”。 

對新課程的評議對新課程的評議對新課程的評議對新課程的評議 

新課程由於牽涉了若干重大的改動，因此應會對本地高中的科學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

以下我們會就新課程在提升高中科學教育水準的優勢，以及為學校、教師、學生帶來的

挑戰作扼要的綜合評論。 

優勢及機遇優勢及機遇優勢及機遇優勢及機遇 

(1) 課程能與當今科學教育的發展接軌  

從課程的設計模式來看，以上的分析反映課程本質上是根據傳統的泰勒(Tyler)或工學模

式而設計，[20]以學科的教學目標引領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及評估模式的制訂。雖然新

課程並非如羅頓所提出的“課程發展者應該全面考慮設計課程的基本原則”[21]而設計，

但它吸納了當代科學教育的重要理念——培養公眾的科學素養，因而課程不僅強調學生

對科學知識和技能的掌握，還要讓學生理解科學、技術、社會和環境的相互關係，認識

科學的本質，使學生對科學有一個更全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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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內容更具彈性  

新高中的各個科學課程，以三年的連續課程取代兩年高中和兩年高級程度課程，無疑加

強了課程的連貫性。選修單元的開設是新課程最具革命性的地方，它賦予了學校選擇課

程的決定權，給予學生一定程式的學習自主權，體現了對學生興趣與能力的尊重。  

(3) 內容更適應時代的需要  

此課程改革提供了一次改革課程內容的契機，不同科目中增加了一些屬於現代科學較先

進或實用性較強的課題，如生物工程、微生物學、納米世界、醫學物理學等，以滿足未

來社會對科學教育的需要，包括提高全民的科學素養及科研人才的培養。  

(4) 學習評估更具效度  

新課程擴大了校內評估機制，這個機制的好處是能夠引入更多元化的評核方式，擴大評

估的範疇，以涵蓋更廣泛的學習目標，令評估更為全面和有效。校內評估亦可望發揮正

倒流作用，以促進學生的學習，令老師更能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及學習問題，因此，新

的評估方式應比現行的更強調“促進學習的評估”與“對學習的評估”之目標的實現。  

(5) 開創高中跨學科科學課程的先河 

在這次課程改革中，新的綜合科學可算是一種革新性的產物。該科能在某程度上解決了

普林格(Pring) [22]所提出獨立的分科課程的弊端——缺乏探討各科之間的聯繫及輕視學

生學習經驗等。 跨學科科學課程的開設能夠為一些不打算專修高中科學，但卻對科學

抱有興趣的學生提供一套強調科學理念和科學本質的跨學科學習體驗，以幫助這些學生

適應未來的高技術社會。  

隱憂及挑戰隱憂及挑戰隱憂及挑戰隱憂及挑戰 

(1) 評估是雙刃劍  

雖然新的校內評估機制有一定的優點，但在實施時仍存在一些隱憂。如老師是否只為評

估而評估，又或是只著重評定學生的水平，而忽略以此作為瞭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及剖析

學生學習困難的契機？教師又如何應付校內評估所帶來的額外工作量？如何確保校內

評估結果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從學生的角度看，新的機制又是否會加添評估的壓力，

令學生的學習過度為評估所主導？要解決這些潛在問題，必需要提升教師的專業素質及

改變學生的學習文化，否則只會令老師及學生被評估牽著鼻子走，難以真正體現校本評

估為教學帶來的好處[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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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新課程反映了當今科學教育的一些重要趨勢，例如強調科學探究、STSE 及科學本質，

但鑒於課時短絀，學習內容相對沉重，及在教與學雙方面都要面對極大的考試壓力，不

禁令人對全面落實這些重點的可行性產生懷疑。隨著十二年免費教育的實施，將有更多

學生修讀新高中科學課程，學習差異的問題相信會比目前更為突出。再者，新高中課程

是一個為期三年的整體課程，有別於現行的二加二雙層課程，所以新課程難以像舊課程

一樣採用布魯納(Bruner) [24]所倡議的螺旋式課程設計，即是說，在中四及中五先教授

大部分課題的基礎概念，在中六及中七探討這些課題的更深奧的概念，讓學生迴圈漸

進。但在新課程裏，同一個課題中會包含不同深度的概念，學生需要在較短時間內，對

一個課題作出由基礎以至深入的瞭解，雖然部分較深奧的概念，已安排在選修單元中施

教，但對於能力稍遜的學生來說，學習必修單元中較深入的概念仍可能感到吃力。因此，

解決學習差異的問題，是科學老師需要面對的一項重大挑戰。  

此外，推行綜合科學亦要面對教學人員調配的問題，因為現時高中的物理、化學和生物

科都是由主修該科的老師任教，而綜合科學科則包含了不同科學領域的議題。因此，在

教學工作的編排上會出現兩難的情況：只由一位分科老師教授，這老師便要教授不屬他

本身專業範圍內的課題，施教時難免會缺乏信心。其二，如果分別由三位分科老師任教，

理論上教學會發揮得較好，但卻可能影響課程的連貫性，某些單元(如“生命之泉”及“短

跑科學”)的統整性可能會被支解，甚至連教學評估的一致性也難以確保，從而違背該科

的基本精神。 

(3) 對教師培訓的挑戰 

由於新課程的設計模式、部分選修課題及評估方式都頗為嶄新，對於將來教師的專業培

訓工作有著重要意義，即使是教師培訓人員，也要重新裝備自己和修整師訓課程的內

容，以配合全面為教師提供有關新課程的培訓。因此，在師資培訓方面，課程開發者、

教師教育工作者與教師三方面都需要做出適當的協調，以保證新課程的理念能夠得以具

體落實。當然，師訓人員還需要多種科學課程與教學實踐的教育研究。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根據富倫(Fullan)[25]的研究所得，決定一項課程變革成敗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是改革的

複雜程度，越是複雜的，成功的機會便越低。因此，在學制、學生素質、課程模式及課

程內容的多重變革下，新課程必然會為香港的科學教育工作者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鑒

於國內實施高中三年制已有多年，已累積不少寶貴經驗，對本港未來實施新高中課程應

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我們期望本文有助於開拓未來內地、香港兩地對各個高中科學課程

的比較研究，以進一步提升兩地科學教育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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