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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香港已于 2009 年逐步实施新高中科学课程，这次课改是由高中学制改革所带动，但其意

义绝非仅限于与新学制接轨，而更在于针对现有课程的局限性作出革新，为传统的分科

课程注入当代科学教育的重要元素，又跨出学科界限成立新的学科，以及扩大学习评估

的范畴，使教学及评估两方面都趋向多元化。本文分析这次课改的主要特点，及其背后

的推动力，以便于评价其为未来高中科学教育所带来的优势与挑战。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科学课程；课程改革；高中课程；香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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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由二零零九年开始，香港将施行新的中学学制，现行的中一至中五及中六至中七的学制，

将改为一个连续六年的新学制。为此，课程亦作出相应的转变，现行的初中课程将维持

不变，但中四至中五的中学会考课程及中六至中七的高级程度课程则由一个连续三年的

新高中课程取代。原来中五及中七的公开考试将合而为一。为了配合新学制的实施，本

地将落实十二年免费教育，让高中教育成为未来全港学童的基本权利。 

本文将探讨新高中科学课程的特点及与现行课程的区别，并针对国际科学教育的发展趋

势，讨论这次课程改革对本地科学教育的意义。 

新高中科学课程的设计模式新高中科学课程的设计模式新高中科学课程的设计模式新高中科学课程的设计模式 

香港的新高中科学课程包括三种模式，第一是传统的分科模式，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

第二是组合模式，学生须修读某一分科（如物理）和另两门分科（如化学与生物）组成

的“组合科学科”。第三种模式是采用跨学科模式设计的「综合科学」。本文将介绍第一

及第三种模式，第二种模式主要衍生自第一种模式，分别只是课程内容被删减，所以不

作详论。以下分别就三个分科及综合科学科的课程结构、课程重点、教学取向及策略，

以及学习评估作重点阐述。 

分科模式分科模式分科模式分科模式 

课程结构及内容课程结构及内容课程结构及内容课程结构及内容  

此模式包括三个科目，即物理、化学及生物。各科相对于现行课程，最大区别就是除了

必修部分之外，还设有选修部分，必修部分约占总课时的 80%，选修部分约占 20%。  

课程目标及重点课程目标及重点课程目标及重点课程目标及重点 

各分科课程的目标秉承现行课程的框架，分为知识和理解，技能和过程，以及价值观和

态度三个主要向度。[1] [2] [3]知识和理解包含有关该学科的原理、概念及其在日常生活

上的应用，学科的最新发展及其与社会及环境的关系。技能和过程则包括进行科学探究

所需要的不同过程技能、实验技能、运用科学语言作交流工具的技能。在「价值观和态

度」方面，着重培养学生对学习该科目的兴趣，以及了解各科知识发展及其对社会的作

用。 

从上述目标可见，新的分科课程极为重视以下三个方面：[1]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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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科学探究科学探究科学探究 

新课程将以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为其重点项目，明晰了进行科学探究的应有技能，如

学生应明辨应变项和独立变项、制定进行探究工作的计划和程序，以至评鉴实验结果的

效度和信度，及找出影响效度和信度的因素等。为了确保这重点能顺利落实，课程拨出

了二十小时作较大型的探究活动，使学生对科学探究和科学的本质有较深刻的体会。学

生在科学探究方面的表现，更成为了新课程的校本评核部分的重要评估项目。此点在下

文的评估部分有详细论述。 

科学科学科学科学、、、、技术技术技术技术、、、、社会和环境的联系社会和环境的联系社会和环境的联系社会和环境的联系 

现行的高中课程基本上已提出了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相关的议题作为高中科学教

育的其中一个教学重点，高中课程更将这个重点聚焦于与环境相关的问题之上，进一步

引导学生了解科学、技术、社会和环境的相互关系(STSE)，并强调科学及技术的应用对

社会道德、伦理、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其目的在于让学生对科学和技术的影响保持敏锐

的触觉，培养公民意识及责任感，在满足人类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同时，与可持续发展之

间求取平衡。这与国际科学教育追求 STSE 理念是相通的，也与近年不少学者所倡议的

社会性科学议题(socio-scientific issues, SSIs)的讨论颇为吻合，这种讨论主要是探讨此类

议题在伦理及道德方面的含义。事实上，STSE 及 SSIs 已成为当今科学教育的发展趋势，

很多课程都是以探讨科学及科技和环境相关的社会性议题作为学生深入探讨科学概念

的一种途径。个别课程更以此类议题作为组织科学概念的主要框架，例如 SATI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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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其中的例子。 

科学的本质及历史科学的本质及历史科学的本质及历史科学的本质及历史 

世界科学教育的另一主流理念是强调科学本质的教学。[7] [8] [9]新高中课程亦提出了以

科学的本质包括科学思维作为课程的另一重点，如生物科提出透过探求生物学的本质，

突出生物学的重要性及生物学与人类的密切关系；要求学生“知道生物学知识在不断发

展”、“明白不同科学家对生物学发展的贡献”、“知道生物学的知识和理论是透过观察假

说实验和分析而产生”等有关生物学的本质，这是过往课程较少谈及的。[1](9)物理科也

极其强调科学的本质融入课程内容，如通过光学发展史的引入，了解技术突破对物理学

（科学）发展的影响。这种转变反映出新的科学课程不仅让学生认识科学所探求的知识，

还带领学生了解科学作为一门独特的知识体系自身的演进过程。 

各新专修科的课程内容详见于表一至三。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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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一表一表一：：：：新高中生物课程的内容新高中生物课程的内容新高中生物课程的内容新高中生物课程的内容、、、、结构及课时分配结构及课时分配结构及课时分配结构及课时分配（（（（总课时总课时总课时总课时：：：：270小时小时小时小时））））[1] 

必修部分  

（共 200 小时）  

选修部分  

（共 50 小时，任选两个课题）  

I. 细胞与生命分子 (46 小时) 

a. 生命分子  

b. 细胞组织  

c. 物质穿越细胞膜的活动  

d. 细胞周期和分裂  

e. 细胞能量学  

VIII.生物工程生物工程生物工程生物工程 (25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a. 生物工程入门生物工程入门生物工程入门生物工程入门 

b. 现代生物工程的技术现代生物工程的技术现代生物工程的技术现代生物工程的技术 

c. 生物工程在医学上的应用生物工程在医学上的应用生物工程在医学上的应用生物工程在医学上的应用 

d. 生物工程在农业上的应用生物工程在农业上的应用生物工程在农业上的应用生物工程在农业上的应用 

e. 生物伦理学生物伦理学生物伦理学生物伦理学 

VII. 微生物与人类微生物与人类微生物与人类微生物与人类 (25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a.微生物学微生物学微生物学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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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遗传学微生物遗传学微生物遗传学微生物遗传学 

d.微生物的害处微生物的害处微生物的害处微生物的害处  

II. 遗传与进化 (42 小时) 

a. 基础遗传学  

b. 分子遗传学  

c. 生物多样性和进化  

III. 生物与环境 (14 小时) 

a. 生态系  
VI. 应用生态学 (25 小时) 

a. 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b. 污染控制  

c. 保育  

d. 可持续发展  

III. 生物与环境 (72 小时) 

a. 植物维持生命的活动  

b. 动物维持生命的活动  

c. 生殖、生长和发育  

d. 协调和反应  

e. 体内平衡  

V. 人体生理学：调节与控制 (25 小时) 

a. 水分调节 (渗透调节) 

b. 体温调节  

c. 血液内气体成分的调节  

d. 生殖周期的激素控制  

IV. 健康与疾病 (26 小时) 

a. 个人健康  

b. 疾病  

c. 身体的防御机制  

  

科学探究 (20 小时)  

生物科探研习学生必须进行探究活动，以提升和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及态度。  

＃对比以往香港中学生物课程，斜体字的课题为新加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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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表二表二表二：：：：新高中化学课程的内容新高中化学课程的内容新高中化学课程的内容新高中化学课程的内容、、、、结构及课时分配结构及课时分配结构及课时分配结构及课时分配[2]（（（（总课时总课时总课时总课时：：：：270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必修部分 （共 198 小时）  

课题一 地球 (8 小时)  

a. 大气; b. 海洋; c.岩石和矿物  

课题二 微观世界 I (24 小时)  

a. 原子结构; b. 周期表; c. 金属键  

d. 金属的结构和性质; e. 离子键和共价

键  

f. 巨型离子物质的结构和性质  

g. 简单分子物质的结构和性质  

h. 巨型共价物质的结构和性质  

i. 比较一些重要类别的物质的结构和性

质  

课题三 金属 (22 小时)  

a. 金属的存在和提取; b. 金属的活性  

c. 反应质量; d. 金属的腐蚀和保护  

课题四 酸和盐基 (27 小时)  

a. 酸和碱的简介  

b. 指示剂和 pH 

c. 酸和碱的强度  

d. 盐和中和作用  

e. 溶液的浓度  

f. 涉及酸和碱的容量分析  

课题五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20 小时） 

a. 来自化石燃料的碳氢化合物  

b. 同系列、结构式和碳化合物的命名  

c. 烷和烯  

d. 加成聚合物  

课题六 微观世界 II （8 小时）  

a. 键的极性  

b. 分子间引力  

c. 分子晶体的结构和性质  

d. 具有非八隅体结构的简单分子物质  

e. 简单分子的形状  

课题七 氧化还原反应、化学电池和电解 

（26 小时）  

a. 日常生活使用的化学电池  

b. 简单化学电池中的反应  

c. 氧化还原反应  

d. 化学电池内的氧化还原反应  

e. 电解  

f. 氧化还原反应对现代生活的重要性氧化还原反应对现代生活的重要性氧化还原反应对现代生活的重要性氧化还原反应对现代生活的重要性  

课题八 化学反应和能量 （9 小时）  

a. 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  

b. 各种标准焓变  

c. 赫斯定律  

课题九 反应速率 （9 小时）  

a. 化学反应的速率  

b. 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  

c. 常温常压 (r.t.p.) 下气体的摩尔体积  

课题十 化学平衡 （10 小时）  

a. 动态平衡  

b. 平衡常数  

c. 浓度和温度的变化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课题十一 碳化合物的化学 （27 小时）  

a. 特定同系列的简介  

b. 同分异构  

c. 各种官能基的典型化学反应  

d. 简单碳化合物的互换  

重要有机物质  

课题十二 化学世界中的规律 （8 小时）  

a. 由 Li 至 Ar 各元素物理性质的周期变

化  

b. 由 Na 至 Cl 各元素氧化物的键合、计量

成分 和酸碱性质  

c. 过渡性金属的一般性质  

选修部分 （共 5 小时，任选两个课题）  

课题十三 工业化学 （26 小时）  

a. 工业过程的重要性  

b. 速率方程  

c. 活化能  

d. 催化作用和工业过程工业过程  

e. 绿色化学  

课题十五 分析化学 （26 小时）  

a. 检测化学物种的存在  

b. 分离和提纯的方法  

c. 定量分析方法  

d. 仪器分析方法  

e. 分析化学对社会的贡献分析化学对社会的贡献分析化学对社会的贡献分析化学对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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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十四 物料化学 （26 小时）  

a. 天然聚合物; b. 合成聚合物和塑料  

c. 金属和合金; d.现代生活中的合成物

料 

e. 绿色化学  

探究研习（20 小时）  

课题十六. 化学的探究研习  

学生分组设计和进行探究，以解决与化学相关的真实问题。  

＃对比以往香港中学化学课程，斜体字的课题为新加入的内容。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新高中物理课程的内容新高中物理课程的内容新高中物理课程的内容新高中物理课程的内容、、、、结构及课时分配结构及课时分配结构及课时分配结构及课时分配[3] 

必修部分  

（共 200 小时）  

选修部分  

（共 54 小时，任选两个课题）  

1. 热和气体 (25 小时)  

2. 温度、热和内能  

3. 热转移过程  

4. 物态的改变  

5. 气体  

  

II. 力和运动 (55 小时) 

1. 位置和移动  

2. 力和运动  

3. 抛体运动  

4. 作功、能量和功率  

5. 动量  

6. 均匀圆周运动  

7. 引力  

VI. 天文学和航天科学 (27 小时) 

1. 不同空间标度下的宇宙面貌不同空间标度下的宇宙面貌不同空间标度下的宇宙面貌不同空间标度下的宇宙面貌  

2. 天文学的发展使天文学的发展使天文学的发展使天文学的发展使  

3. 重力下的轨道运动  

4. 恒星和宇宙恒星和宇宙恒星和宇宙恒星和宇宙  

III. 波动 (48 小时) 

1. 波的本质和特性  

2. 光  

3. 声音  

IX. 医学物理学 (27 小时) 

a. 眼和耳的感官 

b. 非电离辐射医学影像学非电离辐射医学影像学非电离辐射医学影像学非电离辐射医学影像学 

c. 电离辐射医学影像学电离辐射医学影像学电离辐射医学影像学电离辐射医学影像学  

IV. 电和磁 (56 小时) 

1. 静电学  

2. 电路和家居电学  

3. 电磁学  

1.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27 小时)  

a. 家居用电  

b. 在建筑和运输业中的能源效益在建筑和运输业中的能源效益在建筑和运输业中的能源效益在建筑和运输业中的能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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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现象和效能 (16 小时) 

a. 辐射和放射现象  

b. 原子模型  

VII. 原子世界 (27 小时) 

a. 卢瑟福原子模型  

1. 光电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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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核能  2. 玻尔的氢原子模型玻尔的氢原子模型玻尔的氢原子模型玻尔的氢原子模型  

3. 粒子或波粒子或波粒子或波粒子或波  

4. 窥探纳米世界窥探纳米世界窥探纳米世界窥探纳米世界  

探究研习（16 小时）  

物理科探研习学生必须进行一项探究活动，解决一个实质问题。  

＃对比以往香港中学物理课程，斜体字的课题为新加入的内容。 

生物科生物科生物科生物科 

新课程的必修部分分为四个主题(表一) –「细胞与生命分子」，「遗传与进化」，「生

物与环境」及「健康与疾病」；选修部分设有「人体生理学：调节控制」，「应用生态

学，「微生物与人类」，及「生物工程」四个主题[1]。新增的选修部分，是为了照顾不

同学习能力与兴趣，拓展其对生物科某些课题的认识。选修部分中，有些是参考现行高

级程度的课程内容而设计，例如「人体生理学：调节控制」、「应用生态学」。另一些

则是现行课程没有或较少触及的，如「微生物与人类」、「生物工程」。这些课题一方

面可以使学生关注生物学的最新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提供适当的情境，促进学生对科学、

技术、社会和环境关系之认识。此外，新课程删减了较艰深而又较难引起学生兴趣的部

分，如生物的分类阶梯概念等，以腾出足够课时让学生修读其他部分。 

化学科化学科化学科化学科 

新课程加入以下四个方面[2]: (I)了解化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II)培养在单独或与他

人协作的情况下解决与化学有关问题的能力;(III)适当地关注作业安全的事项;(IV) 运用

化学语言讨论与科学有关的议题。新课程的必修部分着重于帮助学生理解基本的化学原

理和概念，包括课题一至课题十二(表二)，大部分的内容与现时的课题相同，而选修部

分包括「工业化学」、「物料化学」和「分析化学」三个课题，教师可因应不同兴趣、

能力和需要的学生，选出其中两个课题作深入的探讨。 

科学、技术、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在新课程中亦得以强调，如“从空气中提取的氧气可作

医疗用途、为了保护环境，化学物种的开采和提取应予以监管”等议题，以响应上文提

及新课程所强调的学习目标如「找出与科学、社会、技术和环境相关的难题，并提出相

关问题」。 

物理科物理科物理科物理科 

新课程的必修课题有五个，分别是「热和气体」、「力和运动」、「波动」、「电和磁」、

「放射现象和核能」(表三)[3]。该五个课题的内容几乎完全涵盖以往会考(中四至中五)

课程，而深度及学习时间亦普遍超越后者；但对比于以往高级程度(中六至中七)课程，

各课题的深广度有所不及。而其中较明显的删减，包括「力学」的静力学和振荡、「波

动」的光学仪器、「电和磁」中的电场、电磁感应及交流电、及「物性学」的固体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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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至于四个选修课题，则旨在让不同兴趣、能力和需要的学生可对某些课题做出延伸

学习，或对相关的知识、理解和技能做出统整，其中「医学物理学」及「能量和能源的

使用」两个课题是以日常生活的技术应用为主题：而「天文学和航天科学」及「原子世

界」此两课题则以学术为主，其中的一些子课题如「恒星和宇宙」及「窥探纳米世界」

更超越现在的高级程度课程。可见，新课程的选修内容是朝向实用性和学术性这两极发

展。 

综合科学综合科学综合科学综合科学 

理念宗旨理念宗旨理念宗旨理念宗旨 

综合科学是为不打算选修分科的学生而设，课程内容是以跨学科主题为主体。它试图打

破以往高中科学只着重分科教学的思维框框。按照该课程纲要，它以「具时代性和跨时

代性为选材原则」，透过这些主题，「让学生探索当中的主要科学理念，并透过有系统

的探究活动，让学生逐步掌握科学知识和技能，以评估科学和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10](3)综合科学承接了初中课程以科学探究为中心的理念，继续以跨学科主题，培养学

生的科学概念、探究技能、科学态度，并强调证据对作结论的重要性，希望能帮助学生

适应其身处的技术发达的社会，及运用科学态度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 

综合科学涵盖了个别分科科目的基本宗旨，还强调要让学生“认识主要的科学概念及相

关的思考架构；与及建立思考和理解世界的工具”，即是透过认识科学的一些重大议题，

理解各个重要的科学理念及贯穿其中的统一概念，从而让学生既宏观且深入地理解科学

的本质。本科课程以统一概念为经，科学本质为纬，引领学生探究一共十四个主要的科

学理念，如图(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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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图一图一图一：：：：综合科学课程架构综合科学课程架构综合科学课程架构综合科学课程架构 [10] 

课程目标及重点课程目标及重点课程目标及重点课程目标及重点 

综合科学通过探索一系列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例如：生命的化学基础，能量与物质

的相互作用，疾病的机理等，帮助学生认识各个主要的科学理念及其发展脉络，通过辨

析贯穿各理念的统一概念，如系统，模型，变化，功能等，实现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例

如，燃烧时物质不灭定律是基于气体被纳入研究系统之内。此外，科学家亦会以不同种

类的模型表达其所研究的事物或概念，例如原子结构，气压等。 

课程结构课程结构课程结构课程结构 

综合科学利用各种课程统整的方法将十四个主要科学理念融汇于十一个学习单元之中，

[11] [12] [13] [14]这种单元的设计模式与 Twenty First Century Science的设计方式颇为吻

合。这些单元分为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各单元详列如后：[10] 

必修单元必修单元必修单元必修单元 (192 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 生命之泉 (24 小时) 

� 体内平衡 (24 小时) 

� 短跑科学 (24 小时)  

� 化学世界中的规律 (24 小时) 

� 电的启迪 (24 小时) 

� 大自然中的平衡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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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第十一期，第一册，文章十三，第一○页(二零一零年六月) 

李扬津、林从敏、杨友源  

从学制的改变到课程的革新：论香港新高中科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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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辐射与我 (24 小时) 

� 基因与生命 (24 小时)  

选修单元选修单元选修单元选修单元 (3 选选选选 2，，，，共共共共 64 小时小时小时小时) 

� 能量、天气与空气质素 (32 小时) 

� 持守健康 (32 小时) 

� 化学为民 (32 小时)  

 

图二图二图二图二：：：：综合科学单元一综合科学单元一综合科学单元一综合科学单元一「「「「生命之泉生命之泉生命之泉生命之泉」」」」的组织结构的组织结构的组织结构的组织结构[10]  

各个单元的内容结构都非常独特，难以一概而论。然而，各单元都提供了重点探讨问题，

相关的科学知识、科学本质和统一概念，以及一系列建议活动供老师参考。例如第一个

单元“生命之泉”（见图二）所探讨的重点问题包括：水是什么？水对我们的环境有何重

要？有哪些论据支援或驳斥“生命源于水之说”？学生在探讨此等课题时，可以了解到

「科学理论的确立必须基于证据」这一科学本质。第二个单元“体内平衡”则透过介绍各

种人体体内系统之间的平衡与协调，让学生体会到“系统、秩序和组织”这一统一概念。

第五单元「电的启迪」则大量引用十九世纪时有关电和磁研究的发展历史，要求学生重

复前人的经典实验，令他们领略实验与科学发展的相关性。 

自自自自然环境然环境然环境然环境：：：： 
• 水循环 

• 气候 

• 温室效应 

维持生命维持生命维持生命维持生命：：：： 
• 生化反应的介质 

• 生化反应的反应物 

• 调节温度 

• 支持仍用 

• 冰层下的生命 

• 「生命源于水」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 溶剂 

• 清洁 

• 冷却剂 

水水水水 

食水问题食水问题食水问题食水问题 
• 食水处理 

• 水质污染 

• 水源危机 

• 水源保育 

食水分布与食水分布与食水分布与食水分布与 

社会文明发展社会文明发展社会文明发展社会文明发展 
• 农业发展 

• 经济发展 

物理性质物理性质物理性质物理性质  
化学性质化学性质化学性质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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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的教学取向与策略各科的教学取向与策略各科的教学取向与策略各科的教学取向与策略 

对现行的课程而言，新课程对教学取向与策略做出了更详尽的指引，它将科学课的教学

取向分为三大类：直接传授式、探究式、共同建构式。直接传授式适用于帮助学生掌握

有关科学的基本资料和事实，如解释、示范等。探究式则强调运用类似科学家探究知识

的方法，让学生透过厘清问题、验证假说、收集和分析资料、得出结论。共同建构式则

视课堂为一个学习社群，由学生和老师作为学习伙伴，共同建构知识，老师从中引导学

生宏观地将知识联系起来，以建构更广泛而深入的知识，如专题研习。 

基于这一教学取向，各科对教学方式作了更详细的诠释。生物科提倡老师采用多样化的

策略，包括历史导向、情境导向、专题研习等。化学科保留旧课程多元化的策略如制作

概念图、搜寻与展示数据、运用信息技术进行互动学习、提供全方位学习机会。此外，

还加入以问题为本学习[15] 。为了让学生理解科学、技术、社会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各

科都主张议题为本的教学取向，即利用适当的议题提供有意义的学习情境，学生通过研

习，讨论这些议题所引发的不同科学观点，以至对社会道德及价值观念可能造成的冲击，

使他们深切地体会科学及技术应用于社会所带来的「机」与「危」。除此，亦利用历史

导向的教学策略，让学生通过学习科学的历史，了解科学的本质。各科亦同时提倡从阅

读中学习，强调学生能透过阅读科学文章，通过师生、生生相互沟通与讨论，明晰科学、

技术、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新的高中学制为一个持续三年的学制，中间不会对学生作出任何筛选，因此学生的

个别差异会较大。新课程照顾到了学生的多样性。[16] [2]强调在设计教学策略及活动时，

要考虑学生的不同能力、兴趣和需要，新课程提出了不同方法来照顾学生的多样性，[16] 

[2]包括了解学生以建构学习的模块， 透过同质和异质分组让学生一起学习，因应学习

风格使用不同的学与教策略包括采用多类型的教学活动辅以视听教材，以配合学生的不

同学习风格，以及运用信息科技照顾学生的差异，例如以多媒体和网上学习资源诱发学

生的学习动机，及让学生按自己的进展步伐来学习。物理科里便有多项建议让学生及教

师善用多种信息科技于实验课中，例如：运用数据记录仪和各类传感器作实验的量度及

探究活动，利用摄录机分析抛物体运动或圆周运动，以计算机软件仿真物体的运动及核

电的流程等[17-19]。各科对照顾优秀学生的需要尤为重视，除了加快这类学生的学习进

度外，亦向他们提供更具挑战性的作业及科学探究活动，以提高他们学习科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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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评估评估评估 

新课程除了以统一的公开笔试为评估学生学业成就的主要方法外，还引入校内评核的方

式，扩大评估的范畴至其他方面（如科学探究）技能的评估。引入校本评核是为了提高

公开评核的效度，以弥补以纸笔形式考核的限制。其实类似的校本评核(称为教师评审

制)在以往中六中七高级程度考试已沿用多时，这次只是乘改革学制及课程之利，进一

步将这种评估方式扩展至整个新高中科学课程。新与旧的校本评核的最大分别是前者除

了包括实验性的课业外，还加入非实验性的作业包括批判性地阅读(如评鉴科学家的贡

献)；设计海报或传单(如向不同人士宣传遵守“绿色化学”原则)；撰写报告(如总结参观工

厂所获取的科学知识)；开发多媒体产品(如说明聚合物合成的过程等)。这样的安排加强

了课程、教学及评核之间的整合。具体来说，校内评估起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

为学生和教师带来正面的倒流效应，提高学生和教师对课程各个重点的重视程度，令学

习焦点不仅限于考试所能考核的内容范畴，希望藉此激发学生更全面地学习科学，从而

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则让教师搜集教与学的回馈，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

所遇到的困难，因此它是一种「促进学习的评估」。当然，校内评估也是用以评定新高

中学生的学业水平，包括概念理解和科学技能等方面，所以它亦属于一种“对学习的评

估”。 

对新课程的评议对新课程的评议对新课程的评议对新课程的评议 

新课程由于牵涉了若干重大的改动，因此应会对本地高中的科学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下我们会就新课程在提升高中科学教育水平的优势，以及为学校、教师、学生带来的

挑战作扼要的综合评论。 

优势及机遇优势及机遇优势及机遇优势及机遇 

(1) 课程能与当今科学教育的发展接轨  

从课程的设计模式来看，以上的分析反映课程本质上是根据传统的泰勒(Tyler)或工学模

式而设计，[20]以学科的教学目标引领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及评估模式的制订。虽然新

课程并非如罗顿所提出的“课程发展者应该全面考虑设计课程的基本原则”[21]而设计，

但它吸纳了当代科学教育的重要理念——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因而课程不仅强调学生

对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还要让学生理解科学、技术、社会和环境的相互关系，认识

科学的本质，使学生对科学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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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内容更具弹性  

新高中的各个科学课程，以三年的连续课程取代两年高中和两年高级程度课程，无疑加

强了课程的连贯性。选修单元的开设是新课程最具革命性的地方，它赋予了学校选择课

程的决定权，给予学生一定程序的学习自主权，体现了对学生兴趣与能力的尊重。  

(3) 内容更适应时代的需要  

此课程改革提供了一次改革课程内容的契机，不同科目中增加了一些属于现代科学较先

进或实用性较强的课题，如生物工程、微生物学、纳米世界、医学物理学等，以满足未

来社会对科学教育的需要，包括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及科研人才的培养。  

(4) 学习评估更具效度  

新课程扩大了校内评估机制，这个机制的好处是能够引入更多元化的评核方式，扩大评

估的范畴，以涵盖更广泛的学习目标，令评估更为全面和有效。校内评估亦可望发挥正

倒流作用，以促进学生的学习，令老师更能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及学习问题，因此，新

的评估方式应比现行的更强调“促进学习的评估”与“对学习的评估”之目标的实现。  

(5) 开创高中跨学科科学课程的先河 

在这次课程改革中，新的综合科学可算是一种革新性的产物。该科能在某程度上解决了

普林格(Pring) [22]所提出独立的分科课程的弊端——缺乏探讨各科之间的联系及轻视学

生学习经验等。 跨学科科学课程的开设能够为一些不打算专修高中科学，但却对科学

抱有兴趣的学生提供一套强调科学理念和科学本质的跨学科学习体验，以帮助这些学生

适应未来的高技术社会。  

隐忧及挑战隐忧及挑战隐忧及挑战隐忧及挑战 

(1) 评估是双刃剑  

虽然新的校内评估机制有一定的优点，但在实施时仍存在一些隐忧。如老师是否只为评

估而评估，又或是只着重评定学生的水平，而忽略以此作为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及剖析

学生学习困难的契机？教师又如何应付校内评估所带来的额外工作量？如何确保校内

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从学生的角度看，新的机制又是否会加添评估的压力，

令学生的学习过度为评估所主导？要解决这些潜在问题，必需要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及

改变学生的学习文化，否则只会令老师及学生被评估牵着鼻子走，难以真正体现校本评

估为教学带来的好处[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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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新课程反映了当今科学教育的一些重要趋势，例如强调科学探究、STSE 及科学本质，

但鉴于课时短绌，学习内容相对沉重，及在教与学双方面都要面对极大的考试压力，不

禁令人对全面落实这些重点的可行性产生怀疑。随着十二年免费教育的实施，将有更多

学生修读新高中科学课程，学习差异的问题相信会比目前更为突出。再者，新高中课程

是一个为期三年的整体课程，有别于现行的二加二双层课程，所以新课程难以像旧课程

一样采用布鲁纳(Bruner) [24]所倡议的螺旋式课程设计，即是说，在中四及中五先教授

大部分课题的基础概念，在中六及中七探讨这些课题的更深奥的概念，让学生循环渐进。

但在新课程里，同一个课题中会包含不同深度的概念，学生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对一个

课题作出由基础以至深入的了解，虽然部分较深奥的概念，已安排在选修单元中施教，

但对于能力稍逊的学生来说，学习必修单元中较深入的概念仍可能感到吃力。因此，解

决学习差异的问题，是科学老师需要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  

此外，推行综合科学亦要面对教学人员调配的问题，因为现时高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

科都是由主修该科的老师任教，而综合科学科则包含了不同科学领域的议题。因此，在

教学工作的编排上会出现两难的情况：只由一位分科老师教授，这老师便要教授不属他

本身专业范围内的课题，施教时难免会缺乏信心。其二，如果分别由三位分科老师任教，

理论上教学会发挥得较好，但却可能影响课程的连贯性，某些单元(如“生命之泉”及“短

跑科学”)的统整性可能会被支解，甚至连教学评估的一致性也难以确保，从而违背该科

的基本精神。 

(3) 对教师培训的挑战 

由于新课程的设计模式、部分选修课题及评估方式都颇为崭新，对于将来教师的专业培

训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即使是教师培训人员，也要重新装备自己和修整师训课程的内容，

以配合全面为教师提供有关新课程的培训。因此，在师资培训方面，课程开发者、教师

教育工作者与教师三方面都需要做出适当的协调，以保证新课程的理念能够得以具体落

实。当然，师训人员还需要多种科学课程与教学实践的教育研究。  

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根据富伦(Fullan)[25]的研究所得，决定一项课程变革成败的其中一个重要元素是改革的

复杂程度，越是复杂的，成功的机会便越低。因此，在学制、学生素质、课程模式及课

程内容的多重变革下，新课程必然会为香港的科学教育工作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鉴

于国内实施高中三年制已有多年，已累积不少宝贵经验，对本港未来实施新高中课程应

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们期望本文有助于开拓未来内地、香港两地对各个高中科学课程

的比较研究，以进一步提升两地科学教育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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