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本評審程序簡介
公民、經濟與社會課程（中一至中三）
Citizenship, Economics and Society 

Curriculum (Secondary 1-3) 



教科書資訊網頁：
www.edb.gov.hk/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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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經濟與社會課程 –課本編纂指引
 公民、經濟與社會課程 –課本送審備忘
 修訂/更新課程課本送審資料(稍後更新)
 課本評審申請表 (2022年2月修訂)
 課本送審指引 (2022年2月修訂)
 優質課本基本原則 (2016年6月修訂)
 課本編印設計基本原則 (2014)
 電子教科書技術及功能要求 (2016)

課本送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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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課本的參考指引及原則

 教育局通告第 12/2022號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公民、經濟
與社會課程（中一至中三）[重新冠名以代替生活
與社會課程（中一至中三）]」

 《中學教育課程指引》(2017)及其補充說明(2021)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2021)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 (2021)

上述參考文件已上載至教育局（www.edb.gov.hk）及教科書資訊網頁（www.edb.gov.hk/textbook）



印刷/電子課本送審申請表

4

 出版社填妥「印刷課本評審申請表」/「電子課本評審申
請表」(最新版本)，並檢查申請表內的資料正確無誤

 於擬送審日期/截止日期前至少三個工作天將申請表的
WORD 檔或可直接填寫的 PDF 檔電郵至秘書處
(textbook@edb.gov.hk)

 秘書處在收到申請表的電子檔後，會以電郵確認收妥

mailto:textbook@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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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會以電郵給予出版社的「電子課本管理系統」
聯絡人以下資料︰

 送審電子課本的註冊編號
 「電子課本管理系統 3.0」(eTBMS 3.0) 的登入名
稱
和密碼

 上載檔案的文件夾超連結
 eTBMS 3.0 使用指南

送審電子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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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盲」送審本
 適用於新課本(印刷及電子課本)及所有附帶的送審資料
 「雙盲」送審本(包括封面*、封底、內文各頁、線上及
離線版內容、檔案名稱、應用程式名稱及標誌、網址、
二維碼等)︰不可附有書名、出版社、編著者、顧問、鳴
謝等相關資料

*封面只可顯示學習階段/年級及科目，例如：

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 (單元 1.1)
Junior Secondary Citizenship, Economics and Society (Module 1.1) 

 如未有依照規定，有關課本會被發還。出版社須於三個
工作天內再次送審已修正的課本，否則有關課本將撥入
2025年10月的送審期處理

送審課本 –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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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黑色暴雨警告或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報於送
審截止當日的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期間
生效，送審課本的截止時間將會順延至下一個工
作天中午十二時。

課本送審截止當日遇上惡劣天氣的特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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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課本的必備條件

 符合課程的宗旨和目標

 內容及資料（文字、圖像、網頁、多媒體等）正確、
完整、客觀和持平

 讓學生掌握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同時培育學生正面的
價值觀和態度

課本評審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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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評審準則

內容︰ # 配合課程指引的宗旨及目標
# 內容有效配合課程要求，不需附加材料，
仍足以獨立使用

# 資料/數據準確及適切
# 概念正確、清晰和發展合理

學與教︰ # 具備必須的學習活動以達成學習目標
語文︰ # 語文正確無誤
運用電子功能於學與教(電子)︰

# 有效地運用電子功能於學與教及評核活動
技術及功能要求(電子)︰

# 36-41項（參考「電子教科書技術及功能要求」
(2016)） 若#項目其中任

何一項被評為D
級或以下︰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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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電子功能於學與教（電子課本）

# 有效地運用電子功能於學與教及評核活動

 多媒體及互動活動的內容、分量、編序及操作設計
適切有效

 適當運用學習工具以促進學習、教學及評估

 提供有關重點課題和合適詞彙及其超文本，以便對
內容作深入理解

課本評審準則



發放評審報告

修訂「必須更正部分」
送交「擬訂本」

專科組覆檢所有修訂

獲得RTL/eRTL
標誌(上榜)

通過評審 不通過評審

出版社可考慮修訂
整套課本，然後在
2025年9月後按恆
常送審期重新送審

11

發放評審結果及覆檢程序

無須跟進 仍須跟進

送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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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兩批送審課本會分別獲發課本評審報告（黃榜）
2. 出版社收到課本評審報告後，須按報告內的建
議修訂課本，然後按指定日期送交「擬訂本」

3. 送交「擬訂本」時，須同時遞交︰
• 「課本資料表」/「電子課本資料表」，提供
課本的價錢、頁數、重量、離線版本下載大
小、作業系統及與課本相連教材及學習材料
價格資料網址等資料

• 有關課本的封面及封底設計

發放評審結果及覆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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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科組完成覆檢「擬訂本」後，會發放覆檢報
告

5. 如仍有跟進之處，出版社須完成相關修訂後，
再送交覆檢，直至所有修訂均獲專科組接納

6. 所有覆檢程序完成後，教育局會將通過評審的
課本的資料上載至「適用書目表」

7. 直至所有覆檢程序完成及接到秘書處通知前，
出版社不可向學校或外界透露送審課本及評審
報告的任何內容，亦不可印製課本

8. 出版社在發售課本前，須提交「印行本」

發放評審結果及覆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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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列入「適用書目表」/「電子
教科書適用書目表」標誌

 「標誌」的樣式、大小、顏色
具有特定要求，不可使用過時
的標誌

 除已列入RTL及eRTL上的課本外，
「標誌」 不可在其他情況下使
用

 「RTL標誌」須印在課本背頁清
楚易見的位置上

 「eRTL標誌」須放在電子課本
的目錄頁內清楚易見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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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如對課本評審報告內容有任何
疑問，必須以書面列出具體問題及／
或提供修訂建議，由課本委員會秘書
處會轉交專科組，以不少於一個月時
間回覆

 專科組會視乎查詢內容，以書面回覆
或安排面談/電話/線上會議，以釐清觀
點及給予出版社方向性建議

查詢有關評審報告（黃榜）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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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送交「擬訂本」時，須一併提交跟
進對照表及其電子檔︰
清楚列出「擬訂本」內所有按課本評審
報告的「必須更正部分」及「有待改善
部分」的跟進情況

送審本和「擬訂本」的相應頁碼
一般而言，除了課本評審報告的意見外，
出版社不應再作任何其他修訂

如有其他必須改動之處，亦須一併以表
列形式列出，並闡述相關理由及「擬訂
本」的相應頁碼

跟進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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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選材及資源來源

課本內容須切合時宜，資料及數據適切準確，
並適當地標示資料來源

出版社選擇材料編寫課本時，尤其設計「資
料回應題」時，所引用的資料必須正確、內
容完整、客觀持平，應引用具公信力的網站，
如官方網頁、學術機構等資料，並適當標示
來源、日期等

當內容涉及真實人物／新聞報道時，必須說
明資料來源，或註明為「真人真事改編」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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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所引用的新聞，若在出版後發現有錯，
又或不合時宜時，可編製「勘誤表」或申請
「重印兼訂正」修訂

課本選用的例子不宜過分極端，以免令課本
內容偏頗

舉例或圖像不應包含真實品牌

課本選材及資源來源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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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課本內的網址及二維碼
教科書只可附有出版社網站的單一網址，不
可附有其他網址或二維碼

出版社須於課本內「前言」或「編輯說明」
內清楚闡明其網站內的學與教資源並未經教
育局評審

出版社可於其網站提供自行製作的補充學習
材料或由第三方發展的學與教資源連結；亦
可在教師用書內提供其網站的網址，供教師
在備課或設計教學活動時作參考。出版社須
為所提供的學與教資源問責

印

刷

課

本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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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網址及超連結（包括出版社自行製作
的學習材料和由第三方發展的學與教資
源），必須連接至出版社的網站

網址或超連結所連接的第三方資源應是具
公信力的網站，如官方網頁、學術機構
等，避免連接至商業公司或社交平台等網
站

若網址或超連結所連接的內容（包括第三
方資源）出現問題，出版社須立刻跟進並
承擔有關責任

電

子

課

本

送審課本內的網址及二維碼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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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分拆政策」的詳情，請參閱教育局網
頁︰http://www.edb.gov.hk/textbook

2. 有關「分拆政策」的詳情，請參閱《教育局
通函第172/2015號 - 「課本、教材和學材分
拆訂價」政策的推行》（可於「教育局教科
書資訊網頁」內下載）。

例子

政府或公營機構網址

送審課本內的網址及二維碼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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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觀看兩段短片，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 短片(1) 「買齊課本有好方法」

• 短片(2) 「學校選用優質課本和學與教資源」

4. 請登入本公司學科網站內的「資源寶庫」，觀看
以下兩段短片，然後回答問題。

• 短片(1) 「買齊課本有好方法」
• 短片(2) 「學校選用優質課本和學與教資源」

例子

出版社
資源庫網站

送審課本內的網址及二維碼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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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質不重量
 課本的學習內容的廣度與深度，應配合相關科目課程
指引的建議「學習時間」

 如課本有為「照顧學習者多樣性」而設的學習內容或
活動材料屬分層課業，電子學習資源等，應放在「教
師用書」或「分拆學材/教材」

不同版本課本內容的一致性
 須檢視同一書目課本的中、英文、印刷、電子各版本
內容的一致性

 如於之後的送審期送交同一書目另一版本課本，應按
原先版本的評審報告建議完成相關內容修訂後才送審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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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內容設計

學習活動須考慮學生的學習需要及發展能力
參考各科《電子課本編纂指引》列明不適宜採
用電子學習模式替代的學習內容及能力

確保課本提供的網址/超連結是有效、應連接至
適當內容及不應帶有不雅成份的廣告等（電子
課本適用）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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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及適當的描述/插圖

 課本內容不應帶有定型觀念、偏見或過於典型化的見
解

 文字和插圖不應對性別、年齡、種族、國家、宗教、
文化、職業、殘障等有任何形式的歧視或排斥
（可參考「平等機會委員會有關定型觀念的研究結果：香港需邁向多元化」(2002)︰
https://www.eoc.org.hk/zh-hk/PressRelease/Detail/5343 )）

 共融文化：使用便利色盲/色弱學生的表達方式/顏色
（參考《無障礙網頁手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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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旗、國徽及區旗、區徽的使用

使用國旗、國徽、區旗、區徽或其圖案必須遵
從政府總部禮賓處列出對國旗、國徽、區旗、
區徽的相關要求

有關申請國旗、國徽及區旗、區徽刊載授權的
詳情，請參閱︰
《行政署通函第3/2016 – 展示及使用國旗、國徽及區旗、區徽的

規定》http://ref.ccgo.hksarg/csocm/tc/m201603e.pdf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6)

http://ref.ccgo.hksarg/csocm/tc/m20160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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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字形和辭彙
參考教育局各科目的常用英漢辭彙編寫課本
中文字型可參考教育局《常用字字型表》(2012)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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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成本

謹守「分拆政策」
出版社編印課本時，應以「實而不華」的原則，
採用廉價而恰當的印刷方式，如採用較廉價紙張/
印刷技術、簡約設計等

減輕課本重量
採用活頁、薄冊或分冊釘裝
採用輕而薄的紙張
減少每頁四周留白
避免提供過量的練習題

請參考《課本編印設計基本原則》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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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課本循環再用

「課本編排設計方便循環再用」的要求，包
括：避免只供一次使用的材料
（例如：只可使用一次的貼紙或從課本中撕
出部分頁數/工作紙等）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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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版權材料

 屬出版社的責任

 如引用第三者版權材料 (如圖像、文章、
影音材料)，必須先獲得該等材料版權擁
有者的同意及許可

 於提交印行本 (印刷課本)／覆檢版本 (電
子課本)時，須同時提交已填妥的「版權
聲明」正本 (可整套課本交一份)

 若日後證實課本內含有侵犯版權的內容，
即使課本已經通過評審，教育局有權將有
關課本從「適用書目表」中刪除

其他送審注意事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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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經社課本分批送審及上榜安排
(適用於2025年9月前)

分批送審
(印刷及電子) 送審日期 預計發放評

審報告日期 覆檢程序 預計
上榜日期

第一批
中一級

單元 1.1 – 1.4

2023年7月20日
至 8月2日

2023年12月
中一級

課本評審報告

2023年12月
至 2024年3月

2024年3月
中一級

第二批
中二級

單元 2.1 – 2.4 及
中三級

單元 3.1 – 3.4

2024年6月3日
至 6月17日

2024年11月
中二及中三級
課本評審報告

2024年11月
至 2025年4月

2025年4月
中二及中三級



教育局通告12/20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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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經濟與社會課程（中一至中三）
課程大網及課本編纂指引

中文版

英文版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12E.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12C.pdf

課本編纂指引
https://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textbook-
info/writing/writing.html

課本送審備忘
https://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
support/textbook-info/Note%20of%20submission_CES_20221118.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12E.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2012C.pdf
https://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textbook-info/writing/writing.html
https://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textbook-info/Note%20of%20submission_CES_20221118.pdf


教育局課本委員會秘書處

地址：九龍九龍塘沙福道19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東座三樓E326室

電話：3698 3947
電郵：textbook@edb.gov.hk
網址：www.edb.gov.hk/textbook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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