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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推行通識教育及其對策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beral Studies in Hong
Kong and its strategies
郭康健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

摘要
香港特區政府進行教育體制改革，並將於 2009 年開始，在中學逐步推行「3+3+4」學制，其中高中考試還加
入了通識教育科作為必修科要求學生應考。本文欲對通識教育在今天的香港推行的意義進行分析，亦試圖剖
析為何遭受到種種的批評，並對如何面對種種問題提出筆者的意見。筆者欲指出，在香港推行通識教育有其
時代的逼切性，它既是全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亦用以補足因知識專業化所帶來的不足。論者雖然對應否
在今天的香港推行通識教育持正面的意見，但礙於通識教育的性質、要求及考核與傳統的學科有異，他們對
如何推行及是否具備條件推行則頗有保留。筆者欲指出，此種種問題確實存在，但並非不能克服。教授此科
的教師不應本能地產生恐懼及排斥，而應該理性思考，以開放的態度思考問題及迎接教學方法的轉變。我們
不應把政府決定推行通識教育的美意扭曲，以致好事變成壞事，而應欣然接受新教學方法的挑戰，調整自己
的意識及強化自己的能力以迎接新環境的到臨。

關鍵詞
通識教育，社會變遷，教育改革

Abstract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will process the “3+3+4” new academic structure. Starting from 2009,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will begin to have a new syllabus to set Liberal Studies as a core and compulsory subject in the
new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study the meaning of Liber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society, and we will also try to analyze why it has encountered various comments, and how we can cope with the
related issues.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have the subject of Liber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society, because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whole-person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alances the impact of specialized education. Due to the special nature of liberal

1

studies, it is not too suitable to use the traditional way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Critics generally
support the goal of liberal studies, but they do worry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supporting condition in
enhancing this subject.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it is sure that many issues exist,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ssues cannot be solved. The teachers need not have such great opposition; they are advised to have an open
mind to think rationally, and to adapt a new way to teach this subject. It is not suitable to distort the good in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make the good thing become worse. Teachers are advised to learn a new way to teach this
subject, adjust their attitudes, and strengthen their ability to accept the new teach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Liberal studies, social change, education reform

本文借此機會，對通識教育在今天的香港推行

引言
香港行政長官已於 2004 年的施政報告中，為發展

的意義進行分析，亦試圖剖析為何它遭受到種種的

新高中及大學的「3+3+4」學制定下方向，目的是

批評，並對如何面對種種問題提出筆者的意見。

要好好裝備香港的下一代，以面對廿一世紀的挑戰
及配合知識型社會的需要。「3+3+4」學制是把現

通識教育科的課程設計

行學制轉制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及大學改為四年

新高中通識教育的課程有六個單元，分別是
（註 2）：

制。新高中學制將於 2009 年 9 月推行，並於 2012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年在大學實行四年制。

單元二、今日香港；

政府期望透過新學制達到的目的眾多。其目的

單元三、現代中國；

計有：（一）幫助學生提升語文及數學的能力；

單元四、全球化；

（二）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三）改善學生的批判

單元五、公共宪生與生物科技；及
性思考、獨立學習和人際溝通的能力；（四）使學

單元六、能源與環境。

生有更多機會體驗德育、公民教育及體藝範疇有關
的其他學習經歷；及（五）幫助學生為日後升學及

六個單元各有主題（註 3）。

就業作好充分的準備（註 1）。這五個目的，是透

單元一是 i）自我了解；ii）自我管理及 iii）人

過均衡而多元化的學習來促進學生達致全人發展。

際關係。
單元二是 i）生活素質；ii）經濟轉型；iii）法

值得一提的，是新高中學生課程中，把中國語
文、英國語文、數學及新增的通識教育列為四個升

治與社會政治參予及 iv）身分認同。

讀大學必須應考的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單元三是 i）中國的改革開放及 ii）中華文化與

及數學作為必考科目沒有受到很多的批評，但輿論

現代生活。

對通識教育應當如何處理則有頗多的意見。

單元四是 i）全球化的意義及 ii）影響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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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是 i）公共宪生與責任及 ii）生物科技與

4.

沒有可應用的通識教育的教科書，教師需因應

抉擇。

學生的需要自設教材，結果令不同學校所教授

單元六是 i）能源與科技及 ii）環境與可持續

的課程參差。但在另一方面看，如有既定的教

發展。

科書，便失去了開設通識教育科的原意，且亦
限制了學生的思維發展。

通識教育科的目標，是想透過學習的過程，加

5.

現在中學教師的行政工作繁多，培訓亦欠完

深學生對自身、社會、國家及世界的理解。並且希

善，在此情況下配以新興的通識教育，令教師

望他們能夠獨立思考、多角度思考，及欣賞與尊重

百上加斤及無所適從。

不同文化和觀點，從而成為一個有識見及負責任的

6.

由於通識教育科只有空泛的課程指引，加上又

公民（註 4）。學生透過六個單元合共探討十五個

缺乏足夠的人力和物力配合，最後又可能走回

議題的學習，期望他們在認知上有所擴闊，並能從

朝令夕改的老路。

多角度進行批判性的思考。

7. 「3+3+4」學制改革以中文、英文、數學和通
識教育作為四個核心課程單元，鼓勵學校開設

輿論的反應

多元化課程讓學生選擇，希望學生能夠「文中

自從通識教育科被列為必修科後，輿論對此科也

有理、理中有文」。但在最近公布的大學收生

有頗多的批評。他們的批評大致上可歸納為以下

標準裡，能否真正配合或以至促進上述的改革

數點：

意圖呢？因為大學真正的收生標準，大大影響

1.

通識教育的理念及定義至今還不太明晰，而課

通識教育的教與學，若大學沒有充份配合當局

程策劃上又欠缺全面，致令學生通通不識，學

的改革意圖，便很可能未能達到當局期望的
「文中有理、理中有文」。

科流於「吹水」的科目。
2.

8.

通識教育的原意本是好的，但是要學好通識教

有學校埋怨大學過於保守，未能充分把握改制

育，學生須先要有良好的基本知識才可。現時

契機，配合中學把課程和學生學習生活搞活，

中學「殺校」浪潮已至，不少學校為了討好教

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沒有確認職業導向課程的地

育局，以顯示他們主動配合教育改革，便爭先

位和沒有就學生學習檔案的重要性表態。此

恐後地在初中階段設立通識教育課程。初中學

外，也有中學懷疑大學只把選修科數目定為兩

生沒有機會研習一些基礎知識，如國家歷史、

個以下，沒有為四個核心課程單元定及格以上

世界地理、世界文化等。若學生不繼續升學，

的標準，均是試探「市場」的權宜之計。

便可能連一些基本知識也一知半解。結果可能

3.

是通識教育的原意不單未能達到，兼且有害基

分析與評論

本知識的掌握。

從以上對通識教育的種種批評看，輿論並沒有質疑

對怎樣的教學設計才算是通識教育並不清楚。

通識教育在當今香港教育上的重要性，此點是可喜

很多學校關注在教學時變得無所適從，教與學

可賀的。通識教育確實在當下的香港環境有其特定

也會產生困難。

的教育意義及切合時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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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如何篩選建基於學生的批判能力。因此教授

現時同學的認知能力、語文能力、批判能力，以至

通識教育的老師需要訓練學生提高批判能力，這樣

對社會及國家的責任感和對多元文化的接受程度往

才不會人云亦云而沒有主見。

往遭受社會人士的抨擊。兼且在全球化的衝擊下，

有人擔心通識教育科流於「吹水」的科目，教

社會對個人的要求變得多樣及複雜，傳統的教學及

者無把握教得適當，學習者無把握學得其所。不

專門化的教學逐漸浮現出種種缺點。其中只培訓專

過筆者認為此問題是可以克服的。正如同作文一

才而忽視通才導致學生知識狹窄及適應能力低。只

樣，在中文科及英文科裡也有以作文作為測試學

有智育培訓而忽視德育發展可能教出一個缺乏社會

生中英文科水平的方法。難道作文沒有好壞之分

責任的人來。不懂自學方法及忽略終身學習的需要

嗎？難道作文便不可教不可學嗎？作文沒有標準

使學生未能與時並進，最終可能成為社會日後發展

答案，既可以是描寫文、抒情文、議論文或其他

的阻力。為了回應此種種問題，通識教育科正正是

的文體，但仍可以教、可以學及可評定高低。個

教育局所給予的靈丹妙藥。它透過把學科作為必修

別內容的豐富性、組織能力的高低、議論的說服

科使各人也有此方面的學習經歷，而且是在高中而

力及個人見解的獨特性正是評分高低的依據。通

非在大學本科才學習，這使不進入大學的學生也可

識教育科對同一議題亦可以用不同的範疇、不同

受過此方面的訓練，從而成為適合社會需要及有社

的角度及不同的觀點作答來處理。一如在考核作

會責任的人。若是升讀大學者，通識教育科的知識
及學習方法也為學生進入大學求學作好準備。故

文的情況一樣，通識教育科根本沒有所謂的標準

此，通識教育的目標是遠大並顧及當前社會的需

答案。但內容說明了什麼、闡述是否清楚、組織

要。它既配合社會變遷需要加強通才知識的需要，

是否完善、如何考慮正反的觀點、自己的論據為

亦為個人融合祖國創造動力，承接歷史文化及迎接

何、有否例子支持自己的論據、論據有何新意及

世界的多元文化，更可提高個人融入社會的能力。

價值等等正正是客觀評核的準則。在大學的社會

如此照顧多方面需要的學科，哪有理由從根本應否

科學學科正正是用此等準則來衡量，我們不發現

設立此科上提出反對？但如何落實及在何條件下落

有何問題，亦不發覺同學在沒有認識的情況下

實實在不無問題。

「吹水」仍可以拿取到好的成績。通識教育科的評
分正正用此法而矣。

教與學及評核的標準
現時輿論對通識教育科的批評是可以理解的。通識

通識教育科與傳統學科的關係

教育科作為必修科，所期望學生掌握的正是最基

有人擔心學生在通識教育科因難以掌握而學藝未

本、最核心的概念。不過，這核心的概念並非如傳

精，及與傳統學科相關的知識因割裂地接收而弄致

統學科般有其單一性及片面性，它是透過貫通中外

一知半解。結果可能是通識教育的原意不單未能達

古今及平衡文理，並結合學與用的學科。透過通識

到，兼且有害基本知識的掌握。其實通識教育的重

教育科的學習過程使學生學會學習，從而訓練出靈

點是其學習過程，及把自己多番思考所得的觀點表

活應變的能力。故此通識教育的重點是培養正確的

達出來的方法。此種學習過程與觀點的表達方法一

學習方法，及面對陌生問題時懂得如何尋找資料、

樣適合用於傳統的學科。此外，通識教育科與傳統

加以判斷，從而化為自己的觀點。由於眾多資料的

學科正產生互補的作用。傳統學科所強調的是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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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專部份，而通識教育科縱使在內容上與傳統學

備課時間

科有所重疊，但其所強調的是其普遍性及顯示出分

自訂教材或尋找教材，由老師找教材抑或師生合

析同一問題可用多角度來思考。而通識教育的知識

作找教材也好，預備通識教育科的時間或許較

有助知識的整合，亦有助打破學科的壁壘。

多，對老師的工作量可能百上加斤。如果校方可
減少老師一些不必要的文書工作，或教學助理幫

通識教育科的教材

助前期的資料搜集或一些文書工作，教師的工作

通識教育科最大的問題看似是有沒有教材及教材是

壓力便可能減輕。不過筆者想指出的是，現時工

否合適，以及自訂教材與教材之間存在內容差異及

作量大不是通識教育科教師或中學教師的獨有現

水平差異的問題。其實教材方面在有需求的情況下

象，很多工作的工作量也很大。教師有較長的寒

就有供應，這已是社會的普遍現象。兼且通識教育

假及暑假作為充電或備課之用，整體來說工作量

科屬必修科，在龐大需求下現時在市面上已可以找

仍可接受。如果以中學的教師與大學的相比，中

到不少教材。正因為通識教育科不宜內容僵化，所

學的工作仍屬輕鬆。我們不必對面前的沉重工作

有教材只宜參考、吸收而經學生的思維成為他的見

量或較大難度的工作產生恐懼及排斥。教師應在

解。所有的教材在事實的陳述上、資料的組織整理

心理上作出調整，當你考慮到教書不單是一份可

上，以及觀點上不論優劣也有其參考的價值。即使

糊口的工作，教師應有其使命感，及教懂學生後

是劣等的教材也可作反面教材使之不要再犯。如果

所有的那份喜悅的話，那麼感受到的壓力可能大

手頭上的教材不合用，無論是過深或過淺，也可以

大地減少。筆者認為有問題向上級及當局反映，

經教師自訂教材或師生共同找教材來解決。在現今

彼此多溝通較有利於用抗爭的方式表達不滿。當

資訊爆炸及資訊搜尋方法大大方便的情況下，找到

局作為人民公僕亦不宜擺官威招來反感，保持和

合適的教材並不是難事。不過可以肯定找教材需要

諧氣氛及平心靜氣處理問題很重要。

花點時間及耐心，這正是在職老師所恐慌的地方。
根據筆者自己的教學經歷告之，找教材是花時間

大學收生與考試的配合

的，有時是找不到多少真正有用的內容，有時是找

通識教育科的成敗或「3+3+4」學制的成敗，關鍵

到的內容太多，沒時間閱讀、吸收與整理。不過，

因素之一是大學實際的收生標準與入學考試的要

初時所花的時間可能較多，但習慣了愈見有效率。

求是否配合。大學實際的收生標準是否做到「文

此外，圖書館存放很多工具性的資料可供使用，例

中有理、理中有文」，以及大學在收生時如何看

如百科全書、個別學科的專門字典、學報與年報

待職業導向課程的地位會影響學科的教與學。大

等，很多的內容也極具水準，找到了合用的資料可

學、教育局及中學三方應加強溝通，從而制訂出

縮短對某領域了解所需的時間。至於教材是否合適

三方也可接受的標準來。否則通識教育科被邊緣

的問題，我們應該不受思想的束縛，以對一般資料

化或教育改革的目的不能達到也不是一件好事。

的要求來檢定教材便可，因為教材的優劣在乎其解
釋力及佐證能力。如果沒找到更好的解釋，那麼這
個教材有暫時的作用。一旦有更好的資料，便可以
更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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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如果我們認同教學非屬一般工作，及其極需

通識教育科在高中開設並列為必修科在香港的考

要有使命感及社會責任的話，我們對沉重的工作

試裡屬新生事物，內容的不盡完善及遭人誤解也

量也會欣然接受，且自己的工作能力亦因此類磨

不足為奇。通識教育對當前香港教育有其補足與

鍊而得以強化。通識教育的教學法早在大學的社

平衡的作用，因此我們應該欣賞教育當局的美

會科學學科裡實行，對教與學並未發現不能克服

意，勿把好事變壞事。

的問題，現在把此法推展到高中的通識教育科，

通識教育的前路如何要靠教師的體諒與合

相信種種的問題最終可一一解決。教育當局需主

作。不單學生要學會學習、願意終身學習及欣賞

動協助及加強與學校及教育同工的溝通，勿把設

不同的觀點，教育同工也需要在心態上作出調

立通識教育科此好事變為壞事。

註釋
註 1：見教育統籌局（2005）。《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
。香港：教育統籌局。
註 2：見教育統籌局（2005）。《通識教育科課程設計：第二期諮詢稿》。香港：教育統籌局。
註 3：同註 2 。
註 4：同註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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