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開放四十年專題研習獎勵計劃

目的
計劃旨在鼓勵學生

 關心國家的發展和未來路向，增
進對改革開放的認識；

 探討香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擔當
的角色及如何掌握未來的機遇；
以及

 發展自主學習能力和發揮創意。

教育局通函第53/2018號



計劃簡介

組別

小學組 : 2018/19學年就讀小四或以上的學生組隊參與
初中組 : 2018/19學年就讀中一至中三的學生組隊參與
高中組 : 2018/19學年就讀中四或以上的學生組隊參與

每校可於每個組別提名不超過三隊的學生參加專題研習獎勵
計劃，每隊人數為四人。



主題

小學組 : ｢祖國今昔｣ ─ 探討祖國在過去四十年的變化

初中組 : ｢轉變與發展｣─探討改革開放為人們生活面貌帶
來的改變

高中組 : ｢繼往開來｣ ─探討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不同
範疇的發展，以及未來的路向

有關各組的主題簡介，請參閱教育局通函第53/2018號



形式

 學生組隊就所屬組別的主題自行設定題目，進行與國家改革開放有關的專題研
習，透過不同途徑，例如與內地姊妹學校的學生共同研習、實地考察、人物訪
談、互聯網、閱覽書籍、視像紀錄、報刊等搜集資料，加以整理和分析，並將
成果製成研習報告。

 研習報告可以採用不同形式，包括書面報告、電腦演示、錄像（MPEG-4格式）
等，亦可混合使用多於一種形式。呈交的報告限於書寫或印刷的書冊，以及合
適的移動儲存裝置（以USB記憶棒為佳）兩種媒介。

 報告內容不宜過長，預計閱讀時間不應超出以下的規定：
小學組：10分鐘
初中及高中組：15分鐘



重要日程

22.9.2018 31.10.2018 25.1.2019 20.2.2019 6.3.2019 8.3.2019

啟動禮暨
簡介會

截止報名
日期

呈交報告
最後日期

公布結果公布初步
輪選結果

入選隊伍
向評判團
介紹其
專題研習



評審原則 –小學組

認識國情．探索前路．自主學習．發揮創意

知識、概念、理解
(30%)

探究、發問、解難
(30%)

反思、感受、實踐
(20%)

創見、演繹、表達
(20%)

內容是否與主題相關？學生

掌握了甚麼資料？資料是否

充足？資料是否有適當篩選、

分析及整理？ 學生對相關的

概念是否有正確的理解，並

應用得宜？有沒有說明資料

來源？能否從的不同觀點和

角度辨識與題目相關的內容？

探究過程是否由學生主導？

學生能否訂定清晰的研習

目標和重點？他們用甚麼

方法尋找答案？他們怎樣

策劃和分配工作？他們怎

樣處理所面對的問題和困

難？能否提出具建設性的

意見和建議？隊員之間的

協作是否順暢而有效？

學生對探究的對象/事件和

過程有甚麼體會？在探究

過程中有什麼感受和反思？

對於個人的生活模式、價

值觀和理想等有何啟示？

對國家的觀感和期望是否

有所改變？能否就國家的

發展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

和建議？

學生的題材是否新穎？對

題目的內容有沒有獨特的

見解？有沒有具創意的探

究方法？能否以別出心裁

的手法組織和演繹研習的

結果，使之更具說服力、

感染力，或者予人留下更

深刻的印象？

評審團會按以下四個範疇，對各隊呈交的專題研習報告作出整體評審。
各範疇所佔比重如下：



評審原則 –初中組和高中組
評審團會按以下四個範疇，對各隊呈交的專題研習報告作出整體評審。
各範疇所佔比重如下：

認識國情．探索前路．自主學習．發揮創意

知識、概念、理解
(30%)

探究、發問、解難
(30%)

反思、感受、實踐
(20%)

創見、演繹、表達
(20%)

關於所選的題目，隊員掌

握了甚麼資料？這些資料

怎樣幫助他們增進有關方

面的知識？隊員是否對相

關的概念有正確而且深入

的理解，並且能應用得宜

？他們能否辨識與題目相

關的不同觀點和角度？

隊員有甚麼求知的欲望？他

們用甚麼方法找尋答案？他

們怎樣計劃和分配工作？在

求知的過程中有否發現其他

重要的探究問題？怎樣處理

所面對的問題和困難？能否

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隊員之間的協作是否順暢而

有效？

隊員對探究的對象和過程有

甚麼體會？這些體會如何影

響他們對國家、社會、別人

和自己的觀感和期望？在探

究過程中有何感受和反思？

對於個人的價值觀、信念和

志願等有否任何啟示？有沒

有可以付諸行動的目標和建

議？

隊員能否提出具新意的題材？

對題目的內容有沒有獨特的

見解？有沒有具創意的探究

方法？能否以別出心裁的手

法組織和演繹研習的結果，

使之更具說服力、感染力，

或者予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評判

小學組

李浩然博士
張瑞威教授
劉智鵬教授

初中組

馮嘉耀教授
鄭毓盛教授
鄭雅儀博士

高中組

李焯芬教授
麥勁生教授
鄺志良教授



獎項及獎品

各組設冠、亞軍各一名及優異獎三名

所有得獎隊伍的學校均獲頒獎座

每位得獎隊伍的學生均獲頒獎狀

每組別的冠、亞軍及優異獎隊伍的學生連同該校提名的一名教
師可獲邀參加與改革開放四十年相關的內地交流團，進一步了
解國家改革開放的成果和路向。



支援措施

 教師專業培訓課程

 與改革開放相關的學與教資源

 配合「改革開放四十年」專題研習獎勵計劃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教師專業培訓課程 (2017/18)
主題 日期 課程編號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政治經濟學

的視角

2018年5月10日 CDI020180516

改革開放四十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2018年5月17日 CDI020181046

改革開放四十年：粵港澳大灣區的基建

及創新科技發展

2018年6月6日 CDI020181070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發展兩天考察團 2018年6月29及30日 CDI020181082

粵港澳大灣區基建發展兩天考察團 2018年8月17及18日 CDI020181154



教師專業培訓課程 (2018/19)
主題 日期 課程編號

改革開放四十年：香港航空及航海業在

大灣區的策略性發展（新辦）

2018年10月5日 CDI020181311

改革開放四十年 : 國家經濟發展回顧與

前瞻（新辦）

暫定

2018年10月至12月

稍後提供

大灣區地理研討會糸列(3): 大灣區的經

濟地理 (新辦)

暫定

2018年10月至12月

稍後提供

大灣區地理研討會糸列(4): 大灣區的城

市及運輸地理 (新辦)

暫定

2018年10月至12月

稍後提供

大灣區地理研討會糸列(5): 大灣區的環

境管理(新辦)

暫定

2018年10月至12月

稍後提供



教師專業培訓課程 (2018/19)
主題 日期 課程編號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的最新發展 暫定

2018年10月至12月

稍後提供

生活與社會（中一至中三）電子學習系

列： (1) 利用電子學習教授

整合單元：經濟全球化—中國區域經濟

的發展（新辦）

暫定

2018年10月至12月

CDI020190525

在歷史科推行電子學習經驗分享 (以

「中國的現代化與蛻變」為例)

暫定2018年10月至2019年

1月

稍後提供

中國歷史科與歷史科知識增益講座：

「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

暫定

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

稍後提供



與改革開放相關的學與教資源
學與教資源名稱 相關科目課題

經濟課程（中四至中六）資源套「一帶一路」倡議
的經濟分析

經濟科
經濟表現的量度、國際貿易和金融

「中國金融改革及未來挑戰」教師研討會的簡報 經濟科
國際貿易和金融

《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現代中國》 通識教育科

網上資優課程：轉變中的香港經濟（由教育局及香
港資優教育學苑提供，歡迎學校提名高小（小四至
小六）至中學(中一至中六)的資優或高能力學生參
加。）

經濟科
- 「一帶一路」計劃及香港的角色
- 中國的國際貿易結構、出口貨品種類及目
的地的轉變、中國商品進口貿易。 /

- 中、港的貿易關係轉變、港產品出口往內
地的貿易、從內地進口的貨品貿易

團結香港基金旗下的中國文化研究院新版
「燦爛的中國文明」網

提供與改革開放歷程與成就相關的數據、圖
片、分析等內容
網址：https://chiculture.org.hk

https://chiculture.org.hk/


配合「改革開放四十年」專題研習獎勵計劃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實地考察

改革

開放

背景

發展歷程

人民生活經濟

創新科技



改革開放四十年專題研習獎勵計劃網頁

 專題研習獎勵計劃詳情
 教師研討會及工作坊
 學與教資源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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