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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通識教育科的挑戰：一個調查研究的分享
Challeng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beral
Studies: sharing of a survey
胡少偉、容萬城、徐慧旋、梁燕冰、黃炳文、楊沛銘、賴柏生
（香港教師中心教育研究小組，排名按筆劃序）

摘要
教育統籌局於2005年決定於2009年9月推行新高中學制，規定通識教育科將會成為新高中課程的核心科目，
估計當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全面推行時，約有三千名高中教師要轉型任教或兼教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為了了解
現職中學教師對實踐通識教育科的看法，香港教師中心教育研究小組於05年11月展開「通識教育科的實踐與
挑戰」問卷調查，一共收到 207 所中學 1033 位教師的回應；隨後研究小組成員並到 4 所中學與負責教師作深
入訪談。此文將引用這個研究量性和質性資料，來探討在推行通識教育科時，教師在教學內容、教學法、學
科評估和學校行政等四方面的挑戰。

關鍵詞
通識教育科，新高中學制，教師專業發展

Abstract
The 334 Report (EMB, 2005) stipulated that Liberal Studies will be a core subject and assessed like other subjects in
the three-year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There will be around 3000 teachers need to change as subject teacher of
Liberal Studies in 2009.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opinion of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beral Studies, the Research Team of Hong Kong Teachers' Centre delivered a survey on this issue in November 2005.
Base on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challeng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beral
Stud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ssessment and school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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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背景

通識教育科成為新高中的核心科目，是因應

香港特區政府在2000 年通過教統局的建議， 採用

本土教育的變化和配合世界教育的趨勢而產生

三年高中和四年大學學制，再經過幾年的計劃、

的；根據教統局的預測，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將來

諮詢和修改，教統局於 05 年決定於 09 年 9 月推行

在全港中學推行後，任教該科目的教師將增至三

新高中學制，以便推行更靈活、更連貫和多元化

千二百人。惟全港中學於 2005 年只有約三百名教

的高中課程；新高中課程規定通識教育科將會成

師曾任教高級補充程度通識教育科；故在 2009 年

為新的核心科目，與其他新高中課程的科目一樣

當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全面推行時，很多現時任教

進行公開評核。根據教統局（2004）在諮詢文件中

「個人、社會、人文科」範疇內的教師，包括任教

指出推行通識教育科的理據是：這科能協助學生

經濟科、經濟及公共事務科、歷史科、地理科及

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概念，從多角度探討問

一些理科教師，都需要轉型任教或兼任教新高中

題，並利用自身的經驗建構個人知識，從而發展

通識教育科。因此，高中教師和各中學都十分關

獨立學習的能力及跨課程的知識與技能；同時亦

注通識教育科的推行及其對教師和學校的挑戰。

補足其他核心和選修科目，使學校課程在廣度和

實施的情況

深度之間取得平衡。
台灣學者黃奏勝（2006）指出：狹隘的學科知

通識教育科的理念除了文中有理、理中有文之

識實無法適應二十一世紀的科技成長、知識與資

外，根據美國勞動局在 1991 年出版的「取得必要

訊爆炸、社會日趨多元化的衝擊，為使受教育者

技能秘書協會」
（SCANS）為21世紀美國所作的報

能夠適應未來變遷急劇社會的需要，有識之士就

告《人們要求學校做什麼》
（李雁冰譯， 2001），

倡導通識教育，以使學生統整知識與人格，達到

指出在未來的學校况有以下五個特點：關注的焦

培養人文素質，及發展關懷社會與尊重生命的情

點在於開發思維技能；評核與教學相聯繫；學生

操。可見，重視通識教育已是教育發展的潮流，

積極活躍地為自己建構知識；學校將以學習者為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委員會黎樹濠主席亦曾指出：

中心，由教師來指導；技能在真實問題情境中獲

以通識教育為核心科目之一能避免過往學生因選

得。而按這個教育改革的思路，內地在課程改革

科兩極化而導致知識面狹窄，忽略人文素質或科

中也提倡研究性學習，正如葛炳芳（2003）指出：

學精神的培養。而課程發展處黃志堅（2004）在通

開設研究性學習這門課程的主要目標包括﹕獲得

識教育科的諮詢時亦曾指出：大學多年來已提出

親身參與研究探索的體驗；培養發現問題和解決

學生應避免在中學階段過早分科，以致思維變得

問題的能力；培養搜集、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

偏狹；大學期望學生入學時，除了知識面廣闊

力；學會分享與合作；培養科學態度和科學道

外，更具有自主學習的態度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德；培養對社會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可見，通識

教統局於 2005 年公開發表，本地大學已表明支持

教育科這類重視實踐技能和研究性學習的課程，

把通識教育科列為收生條件，並會訂定一個最起

重點並不局限於學習學科知識內容的掌握，而較

碼的等級，作為最低入學要求；也就是說，每一

多關注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李臣之、陳鐵成

個高中生除要修讀通識教育科外，還要得到合格

（2005）指出：高中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強調內容
與方式整合；注重活動過程的開放；重視結果更

成績才可升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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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過程；在體驗中發展；關注學生自主參與。

與個人成長」、「社會與文化」及「科學、科技與

因此，本港高中教師在學習教授通識教育科時，

環境」，涵蓋了人類處境和當代世界的重要關注

要改變傳統應試教育的教學方法，理解有需要改

領域，並可讓學生透過議題學習法把相關的概念

變自己原有的教學範式，才可能讓學生達到通識

加以連繫，加深對世界的理解。

教育科的課程目標。

教師在推行通識教育科時面對很多問題，容
萬城（2005）的研究指出：在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

表1、通識教育科的課程結構

實踐上，涉及很多推行上的挑戰，包括課程內容

必修部份： 學習範疇
單元
自我與個人成長
180 小時
自我與個人成長
社會與文化
（30 小時
今日香港
x 6 個單元）
現代中國
全球化
科學、科技與
公共宪生與生物
環境
科技

的統整、平衡質與量的處理、教師再培訓的要求
與承受能力、教師的信念與教學法的更新、學科

●

●

評估方法與分級的共識、學校行政和校內外文化

●

的配合、學生人數與教學效能的關係、與教學語

●

言的應用等。有見及此，香港教師中心教育研究

●

●

小組議決為此課題進行研究，經過前期的先導調

能源與環境

獨 立 專 題 研究涉及人類世界及現實世界範
探究﹕
疇，以及個人和社會的觀點。研究
90 小時
的重點會取自一系列範圍，例如
（以校內評
資訊及通訊科技
核評估）
傳媒
宗教
藝術
體育運動
教育

查後，小組於 05 年 11 月份展開「通識教育科的實

（教育統籌局， 2005）

法，小組亦曾先後與4所中學的同工作深入小組訪

踐與挑戰」問卷調查，由香港教師中心發出。問
卷由每間中學的 2 位文科老師、 2 位理科老師、

●

1 位初中人文學科課程主任及1 位高中人文學科課

●

程主任填寫。香港教師中心教育研究小組在三周

●

●

內一共收到 207 所中學 1033 位同工的回應；而為

●

了深入了解現職中學教師對開辦此學科的具體看

●

談。下文將引用這個研究小組量性和質性的資
料，來探討在推行通識教育科時，對教學內容、
回顧香港中學教育的發展，通識教育科並非

教學法、評估和學校行政等四方面的挑戰。

一個全無基礎的科目，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學教師
已有類似通識教育科的跨學科課程發展的經驗；

教學內容的挑戰

到了 1992 年，課程發展議會實施高級補充程度的

正如前文提及，在全面推行通識教育科時，將有

通識教育科時，本港中學所積累的實踐經驗更

近三千名高中教師要面對轉型，而為了協助高中

多。2003年所開設的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和

教師轉型，教統局將為教師提供100小時的培訓。

科學與科技科（中四至中五），更進一步為中學教

在問卷調查中，認為100小時的培訓能解決教師面

師提供豐富的資源和積累更多的教學經驗，相信

對教授新通識教育科時遇到困難的只有 1 4 2 人

這些課程經驗能使中學教師有效地推行通識教育

（13.7%），認為不能夠的有 286 人（27.7%），而

科。而根據教統局網頁的資料，上表1通識教育科

最多教師（422人，42.8%）則認為應視情況而定，

課程結構是由三個學習範疇組成，分別為「自我

可見，較多教師會著眼於培訓課程的質素和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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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不會只看培訓時數。至於培訓內容方面，

訪談中則指出：以我教學的經驗來說，通識教育

認為有關課程應重教學法的有 149 人（14.4%），

科的重點不應在學習技巧的培養，而是在學科內

而認為重課題內容的有 117 人（11.3%），而同時

容的認識。因為現時的學生未達到公民教育的基

側重教學法和課題內容的中學教師佔最多，有725

本，對自己、社會、國家以及生活世界有足夠的

人（72.7%）。也就是說，大部份中學教師認為在

認識。因此，在諮詢會上，我提出單元的劃分必

教授通識教育科時教學內容與教學法並重的。

須有清晰的學習內容。此段說話回應了有些人誤

在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大綱的六個單元

以為通識教育科只強調學習能力和思考方法，事

中，中學教師最熟悉的兩個單元是「今日香港」

實上缺乏了學科的知識基礎和對相關課題資訊的

（487 人， 47.1%）和「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381

深入了解，學生是很難憑空表現其組織能力和批

人，36.9%）。而中學教師認為需要多些培訓以應

判思考能力。教育界的憂慮最後在政策文件中獲

付未來教學需要的兩個單元，分別是「公共宪生

得解決，教統局（2005）的行動方案中說明：新高

與生物科技」
（553人，53.5%）和「現代中國」
（472

中通識教育科課程的設計，是建基於學生先前在

人， 4 5 . 7 % ），其餘課題需求培訓情況可見下

基礎教育所得的知識；而根據以往經驗，估計內

表 2 。當中，可能因「公共宪生與生物科技」是一

容知識會佔科目涵蓋範圍的 50%-60% ，以便讓學

門新興學問，不少傳統人文學科或理科教師皆缺

生充分理解議題的背景和性質。

少這方面的理解，故超過半數中學教師認為這單

對教學法的挑戰

元是需要培訓的。此外，認為要在「現代中國」及
「全球化」
（410 人， 39.7%）這兩單元接受培訓的

在這個香港教師中心教師研究小組的調查中，

中學教師也分別佔約四成，故提供培訓機構應優

最多教師（495 人， 47.9%）認為新高中通識教

先處理以上三個單元。

育科教師最重要的角色是知識輔導者；知識輔
導者角色與傳統高中教師所扮演的傳授角色有

表 2 、中學教師認為需要培訓的單元

明顯的不同。過往，在協助學生準備公開考試

單元

的情況下，不少高中教師皆精心設計教學，期

人數 百分比 (%)

公共宪生與生物科技 553

53.5%

望在最短的教時內教授更多的學科內容和讓學

現代中國

472

45.7%

生掌握有關答題的技巧，這種以教師為本的教

全球化

410

39.7%

能源與環境

268

25.9%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206

19.9%

今日香港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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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與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教學的要求背道而
馳。內地課改專家鍾啟泉（2003）曾指出：研究
性學習的本質在於改變傳統的以接受學習為主
的學習方式，提出學習的自主性、探索性、開
放性，是師生共同探索的學習過程，是師生圍

在通識教育科的諮詢初期，不少人強調通識

繞解決問題相互合作和交流的過程；而教育局

教育科是一門培育學生學習方法的學科，使社會

總課程發展主任（通識教育 / 跨課程學習）陳岡

大眾誤以為通識教育科不要求學生學習學科知

亦在網頁內指出：教師的促導角色應是幫助學

識。然而，有一位資深的高補通識科教師在深入

生成為獨立的學習者，引導學生按理據作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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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而並非引導學生只朝向某預設的答案。故

學科知識的整合，北卡羅來納的中學教師仔細研

此，未來負責通識教育科的教師必須明白教師

究科學、社會科學、語言和藝術的核心概念、技

角色的徹底轉變；而要讓學生透過專題研習得

能和價值觀，然後整合成一個教學的專題；並突

到發展，通識教育科教師可參與美國學者

破學校環境的限制，把學生引向社區，從中進行

（Project Zero of Haward University, 1995）對

調查研究和體驗學習，最終讓學生實現不同學科

指導學生進行成功研習的五個建議：選取一個

知識間的融會貫通。可見要做好高中不同學科的

師生皆有興趣的課題、提供一個學習的情境、

課程整合，教師是需要課程設計與領導能力；這

為研習設立清晰的目標和步驟、讓學生有彈性

才能讓學生在研習過程中得到有意義的學習

和空間去完成研習、鼓勵學生自主地進行探索

成果。

和學習。

評估的挑戰

在教學法方面，認為小組討論適用於通識教
育科教學的教師最多，達到 869 人（84.1%），而

實踐通識教育科的另一挑戰是教師對評估的憂

問題探究及議題學習也適用於通識教育科的分別

慮，教統局（2005）在有關政策文件中指出：理解

有 852 人（82.5%）和 749 人（72.5%）；而今天最

到教師普遍憂慮要全權負責評核學生的表現，會

受課程發展處推介的則是議題探究法。根據相關

設計一個典型新高中學生課程評核的計劃，供各

的網頁資料指出：在探究的過程中，應鼓勵學生

中學參考。除了關心評估學生的專題研習外，回

利用自己的經歷並掌握一手資料；進行議題探究

應教師亦認為校本評估會為通識教育科教學帶來

時，亦應要求學生學習從多角度審視議題。在這

不少的困難，在下表 3 中，顯示認為校本評估會

個學習的過程中，教師要善於誘導學生自主探索

增加工作量的有 686 人（66.4%），其次，認為缺

思考和立論；教師要掌握這個教學法並不容易，

乏清晰指引是令校本評核困難的也有 6 5 9 人

正如一位負責開展通識教育科的同工指出：老師

（63.8%）。故此，考評局和課程發展處需認真協
助教師掌握評估通識教育科的技巧。

作為一個專題研習的顧問老師，要帶領學生完成
一個社會研究，要求很高；有些老師自己亦沒有

表 3 、中學教師認為校本評估的困難

做過研究，帶領學生進行專題研習是有困難的。

人數 百分比 (%)

看來，為準通識教育科教師提供適切培訓，讓他

會增加工作量

686

66.4%

們指導學生進行團隊學習是必要的，根據 Deacon

缺乏清晰指引

659

63.8%

教師人手不足

493

47.7%

教師缺乏專業知識

430

41.6%

會引起很多投訴

285

27.6%

（2005）專書指出培養學生團隊學習有下列要點﹕
發展學生個人溝通技巧、發展學生的協作能力、
促進團隊集體智慧的發展、藉集體智慧加速個人

令人稍為安慰的是，在質性訪談中有教師表

的學習。
此外，在教師培訓過程中，也需兼顧通識科

示對相關評估方法有一定信心，其中一位地理科

教師的課程設計與領導能力，正如胡慶芳、程可

教師指出：議題為本的教學評估與地理的教學有

拉（2005）在分析美國高中課程的發展趨勢時，指

很多相似，故不太擔心。而另一位中學同工則認

出高中課程整合化是趨勢之一，為了真正促進多

為：現在這科雖有課程卻沒有考試的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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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幾位出卷員討論出一些答案才評分，因此老師

（87.8%）認為新高中通識教育科使用中文更能提

要有自己評估的方向。按這個思路，前線教師需

高學生的學習效能；認為採用英語作為教學

累積評估通識教育科的經驗，才可有效和公平地

語言會影響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質素的有 7 2 2 人

進行校本評估。在探討新高中研究性學習的評估

（69.9%）。一個受訪的英文中學教師指出﹕中四的

時，內地學者王厥軒（2003）曾指出：在實施評價

學生是沒有足夠的英文能力流暢地討論，並認為

的過程中，要有一支負責評價工作的隊伍，也要

學生大多數是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教通識教育

改進評價的表述，和及時給予學生激勵和幫助，

科。另一位英中教師亦指出：很多時學生的英文

使學生興致盎然地投入學習活動。這一番話值得

水平很參差，教師要教他們寫完整的句子；過往

本港通識教育科教師參考外，各中學也要考慮早

各科有課本學生可以背誦，而LS是沒有課本的，

些組織同工研究通識教育科的評估，以使校本評

對學生來說就是更困難的。何況現在收生的差異

估能有效地促進學生學習通識教育科。

大了，並不一定是收到最好的BAND1的學生，這
是 EMI 學校要面對的困難。而令英中教師欣慰的

學校行政的挑戰

是，教統局已明確容許英文中學在新高中學制通

通識教育科的推行，對學校行政最大挑戰是協助

識教育科的教學語言有一個過渡的安排，以減輕

校內教師的轉型，學校要選擇和鼓勵部份教師接

這批英中師生在教學和學習的困難。

受負責通識教育科的教學。此外，開發一個新學
科需要有資源上的配合，對於學校是否有足夠的

結語

資源開辦通識教育科，最多教師（414人，40.1%）

從這個調查中，香港教師中心教育研究小組發

選沒有意見；看來，不少中學教師仍不了解校方

現，實踐通識教育科對中學和高中教師是一個挑

開設通識教育科的部署。同時，有514人（49.8%）

戰，在教學內容方面，超過三分之一的教師分別

認為學校對開設通識教育科有足夠重視的，而認

認為自己需培訓下列三個單元：公共宪生與生物

為很重視的只有 100 人（9.7%）；但也有 144 人

科技、現代中國、全球化。而在教學法方面，通

（13.9%）表示學校未展開討論，這些學校領導層

識教育科的教學要求與其他學科有很大的差異，

應儘早開展通識教育科的規劃工作。這不單影響

高中教師除要明白教師在這科角色的轉變外，也

校內教師要否轉型，亦同時影響學生在新高中學

要掌握議題為本的施教方法、具備輔導生進行專

制的選修，而這亦是很多小學家長為子女選校時

題研習和有設計跨學科課程的能力。學科評估方

需要的資訊。再者，正如一位教師在訪談中指

面，高中教師要認真面對校本評估的要求，多與

出：開展這科教學活動，要求教師的協作能力很

校內同工商議評估學生通識教育科表現的標準。

強，而中國人的社會就很少協作的機會，在以後

在學校行政方面，在零五年底時確實有一些學校

的研究中要多加探討如何協作。故此，早日組織

仍未有為開設這科而準備，這情況至今已有很大

校內教師投入通識教育科的籌備工作，相信有利

的改善。但在教師心目中對於通識教育科的實踐

這班教師的磨合和建立專業協作的關係。

仍有不少的疑慮，正如一位受訪教師明言：有很

英文中學教師的額外挑戰是可否利用中文作

多學科改革，老師有沒有足夠的時間及精力。另

為通識教育科的教學語言，在調查中有 9 0 7 人

一位教師則說：很多媒體打擊老師的專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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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通識教育科的挑戰：一個調查研究的分享

很難投入通識教育的改革。要使通識教育科的實

最後，在此分享廣東學者彭鍛華（2004）的一段

踐能破除這些挑戰，教師的信心和成功經驗的分

話，與通識教育科教師互勉：案例的分析，同學

享是最為關鍵的。

們七嘴八舌的議論和爭執；教師的點評，讓同學

說到底，通識教育科是一個新高中學科，而

們在生動活潑、民主協調的氣氛中，感受到了積

且是所有高中學生的必修科，大批現有高中教師

極思考、自由交流、大膽質疑的樂趣；研究性學

要轉型任教這科，加上這一科的要求與傳統高中

習是通過展示研究成果，傾聽同學們的評議，汲

學科有天壤之別，實踐通識教育科是難度很大

取其中的建設性意見，反思和改善自己研究的

的。研究小組整理這個調查和發表文章，期望能

不足。

讓各同工有一個參考，更好地實踐通識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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