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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改：三部變奏 
 

鄭燕祥 

 

簡介 

 

香港教改是系統性大規模的改革，更涉及多元複雜目標的轉變、課程教學的革新、

體制營運的重構、不同持分者的利益改變、客觀物質和社會條件的限制、以及國際競爭和

改革潮流的影響等。本書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探討過去十六年多香港教改的歷程、成

效和困擾。從學術角度來看，香港十多年的教改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而全面的個案，有助

探索目前世界各地普遍出現的「教改現象」，理解其中變化過程的制約、矛盾和特性，從

而推動教改理論的建設，可幫助國際社會目前或未來教改的有效實踐，以應對新世紀的挑

戰。  

這書內容分為四大部份: 第一部份概論包含「亞太教改」和「香港教改」兩章，主

要介紹亞太區教改在四大層面上的九大趨勢，以及香港教改自 1997 年以來各項主要改革

新舉措。這部份，為以後各篇章的分析和討論，提供重要的背景說明，有助讀者整體地理

解不同政策課題及改革的涵義，有利於教改的整體檢討和反思。 

 

     第二部份的四篇文章，以不同角度分析香港學校系統的改革。「改革什麼」討論整

體改革的方向及可行的策略。「教改圖像」說明整體教改推行時，大量改革項目並行，形

成樽頸效應，產生巨大壓力，反過來妨礙教改。文章又分析紓解的方法。「學制改革」分

析新學制改革的本質及成功所需的條件，指出根本性地改革課程和考試，是「離地革命」，

不顧現實，全面困擾師生，更不幸的是，已改的難再逆轉，有深遠影響 。 「教改成效」

一章以教育系統的四大功能不同指標，來分析教改多年來的成效，作為全面檢討的重要起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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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有四篇文章，討論不同類別教育的政策改革和發展。「教學語言」以不同

角度來分析教學語言政策應有的前景和認受性，檢討過去及現在的政策弊病，並提議長遠

發展策略。「國民教育」提出廣義國民教育的理念，在政策和實踐上，應有更包容、更廣

義的涵義和功能，在教學及管理上應與狹義的不同。「融合教育」分析融合教育與分流教

育在目標、理念及實踐的不同，指出要在政策和實踐上保證效率與公平兼得，就需要强調

可融性。「高等教育」一章，分析香港高教發展面對的挑戰和機遇，提出要有新的思維、

定位和方向，若要發展香港為教育樞紐，更要深入研究所需的條件及相關政策。 

 
  最後第四部份的總結文章，是「教改現象」，基於各章香港個案的分析，嘗試整

體地探索教改作為一種複雜社會現象的發展，理解其中變化過程的制約、矛盾和特性，從

而有助學術界的教改理論建設、目前或未來不同地區教改的有效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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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概論 
 

第一章 亞太教改：九大趨勢  
1. 教改趨勢的探索 

2. 重設教育目標和國家願景 

3. 重建各級教育體系 

4. 創造市場環境促進競爭 

5. 促進家長和社區參與教育 

6. 確保教育質素、標準和問責 

7. 轉變外在控制為校本管理 

8. 提升教師質素和專業發展 

9. 應用資訊科技和新技術 

10. 轉換學習、教學和評價的範式 

11. 不同層面改革的相互影響 

 

第二章 香港教改：未來發展  
1. 第一波教改 

2. 第二波教改 

（a） 2000 年新改革建議 

（b） 九年普及教育課程改革 

（c） 高中教育及高等教育改革 

（d） 教學語言及學位分配 

（e） 學校自評與校外評核 

（f） 資訊科技教育 

（g） 優質教育基金 

（h） 教師教育及校長培訓 

（i） 教育署的合併 

3. 教改智識貧乏 

4. 未來發展：第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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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學校系統改革 
 

第三章 改革什麼：逆勢而行  
1. 優秀公立學校系統 

2. 社團辦學優秀傳統 

3. 優秀刻苦的教師隊伍 

4. 勇猛進取的家長 

5. 文化、人才匯聚 

6. 教育改革症候群 

7. 簡易教育改革法 

8. 中央教育平臺 

9. 校本管理與教學平臺 

10. 教學轉變與提升 

 

第四章 教改圖像：樽頸現象 
1. 陷入困境 

2. 樽頸效應 
3. 樽頸結構的形成 

4. 打破結構性樽頸 

5. 放寬縮班殺校 

6. 減輕結構性難度 

7. 重建專業形象 

8. 擴大聯盟夥伴 

9. 重建知識領導力量 

10. 檢討教改 

 

第五章 學制改革：離地革命 
1. 兩種改革途徑 

2. 天時地利人和 

3. 教師陷入危機 

4. 舊教改成為阻力 

5. 證實的樽頸危機 

6. 補救措施 

7. 學制年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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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課程與考試的革命 

9. 脫離現實的改革 

10. 影響既有優勢 

11. 沒有成功條件 

12. 四種變革區域 

13. 前路的建議 

 

第六章 教改成效：多重失落 
1. 教改三部變奏 

2. 教育更有效能？ 

3. 教師隊伍更能發揮？ 

4. 持份者更滿意更團結？ 

5. 教育施政更有認受性？ 

6. 五點期望 

 

第三部   教育政策改革 
 

第七章 教學語言：強制與校本 
1. 全輸局面 

2. 欠缺前景 

3. 文化資本與階級流動 

4. 中央管控與校本管理 

5. 強迫政策的認受基礎 

6. 政策微調 

7. 政策建議 

 

第八章 國民教育：廣義與狹義 
1. 國民教育的涵義 

2. 多元功能 

3. 廣義國民教育的實踐 

4. 狹義國民教育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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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融合教育：效率與公平 
1. 四個基本問題 

2. 融合教育本質 

3. 理念比較 

4. 營運比較 

5. 師資培訓比較 

6. 可融合性與公平性 

7. 可融合性的條件 

 

第十章 高等教育：發展與樞紐 
1. 亞太大圖像 

2. 珠三角發展 

3. 高教方向及定位 

4. 矛盾與迷思 

5. 發展新思維 

6. 虛擬中央研究院 

7. 樞紐功能 

8. 發展模式 

9. 樞紐的條件 

 

第四部 總結 

 

第十一章 教改現象：制約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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