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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當局在一九九二年九月首次推行新中六課程，新課程包括 22科經

修訂的高級程度科目及 18科新設的高級補充程度科目。修讀新課程的

首批學生在一九九四年四/五月參加公開考試。

為了解學校開設高級補充程度科目的情況，以及在推行新課程時

或會遇到的困難，教育研究組受託進行了一項有關推行新中六課程的

調查，更於一九九二年六月成立工作小組，其職權範圍如下：

(a) 就調查工作提供意見；

(b) 就調查問卷的設計提供意見；及

(c) 監察整項研究工作的進度。

工作小組其後在一九九二年十月進行調查的第一階段工作，研究

結果載於一九九三年四月擬備的中期報告內，而本報告則為整項研究

工作完成後的一份報告。

目標

進行調查的目的，旨在解答下列問題：

(a) 學校現時提供多少個高級程度科目及高級補充程度科目？

(b) 中六/中七教師對高級程度科目及高級補充程度科目的課程綱

要有多少認識？

(c) 在開設、教授及修讀高級程度科目及高級補充程度科目方面，

校長、中六/中七教師及中六/中七學生預期會遇到什麼困難？

(d) 校長、教師及學生曾建議採取什麼措施，處理高級程度科目及

高級補充程度科目會遇到的問題？

(e) 對於在高級程度會考及高級補充程度會考中採用中文作答，校

長、教師和學生認為有什麼困難？

(f) 新中六課程推行是否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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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研究的方法

本 組 在 一 九 九 二 年 十 月 向 學 校 寄 發 三 份 不 同 的 問 卷 ， 分 別 給 校

長、教師及中六學生填寫，以收集他們對新課程的意見 。一九九三年

十月，本組再次寄出相同的 問卷，另加一份給中七學生填寫，以便評

估及監察答卷者對新課程的意見是否有變。

抽樣調查辦法

所有開設中六/中七班級的官立、資助、按位津貼及買位私立中學

(日校)均獲邀參與這項調查，但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參與直接資

助計劃的學校及非買位私立學校並未列入調查範圍內。

各校須選出三位教師(於一九九二至九三學年選出任教中六班的

教師，而於一九九三至九四學年則選出任教中六/中七班的教師)填 寫

教師問卷。

至於中六及中七學生，各校須從各班組(文科、理科、商科或工程

科)選出一名學生填寫學生問卷。

交回問卷數目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各校校長共交回 354份問卷，佔一九九三至

九四學年開設中六 /中七班級的所有官立及資助類別中學所收問卷的

97%。此外，我們亦收到 1055份教師問卷，答卷者約佔所有中學學位

教師的 7.9%，至於中六及中七的學生問卷，則分別收到 790份及 732

份，答卷者約佔一九九三至九四學年該兩級學生人數的 2.9%及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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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調查結果

一九九二至九三學年及一九九三至九四學年最普遍的選修課程模

式(按不同選修模式的學生人數計算)如下：

所提供的
班組

最普遍的
模式

佔中六答卷學
生的百分率
(一九九三至
九四學年)

佔中七答卷學
生的百分率
(一九九三至
九四學年)

英文中學 文科 兩科高級程度
科目及

一科高級補充
程度科目

45.6 49.1

理科 三科高級
程度科目

62.9 63.4

商科 三科高級
程度科目

47.5 46.3

中文中學 文科 兩科高級程度
科目及

一科高級補充
程度科目

68.0 83.3

理科 三科高級
程度科目

58.3 45.0

職業先修
學校

商科 兩科高級程度
科目及

一科高級補充
程度科目

100.0 91.7

工程科 兩科高級程度
科目及

一科高級補充
程度科目

88.9 81.8

(表內不包括「英語運用」及「中國語文及文化」兩科高級補充程度語

文科目。)



D:ERS\NEW6.DOC5

調查結果顯示，一九九三至九四學年最受中六及中七學生歡迎的

五科高級程度科目及高級補充程度科目(按選修該科目的學生人數計

算)如下：

高級程度科目 高級補充程度科目

物理 數學及統計學

化學 歷史

經濟 中國歷史

純粹數學 附加數學

地理 物理

這五科正是一九九四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最多學校考生報考的五

科高級程度科目及高級補充程度科目，可見學生的調查樣本確具代表

性。

開設高級程度科目和高級補充程度科目的數目

調查顯示，每所學校開設科目的平均數目(包括兩科高級補充程度

的語文科目)如下：

一九九二至九三學年 一九九三至九四學年

學校類別 高級程度

科目

高級補充

程度科目

高級程度

科目

高級補充

程度科目

英文中學 8.0 4.1 8.3 4.3

中文中學 5.8 4.6 6.6 5.2

職業先修學校 3.9 4.1 3.8 4.1

所有學校 7.7 4.1 7.9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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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一九九二至九三學年來說，學校在一九九三至九四學年較

熱衷於開設更多高級補充程度科目。一九九二至九三學年內，有 83所

學校(佔全部學校的 24.4%)除兩科語文科目外，並沒有開設任何高級補

充程度科目。到了一九九三至九四學年，這類學校已減至 68所(佔全

部學校的 19.2%)。

教師對高級程度/高級補充程度科目課程綱要的認識

就一九九二至九三和一九九三至九四兩個學年而言，教師對高級

程度科目和高級補充程度科目最不能確定的問題是「大專院校是否願

意接受這些科目(作為符合入學的要求)」，而教師最具信心的範疇是

「課程綱要的內容」。

校長、教師和學生感到的困難

學校校長在開辦高級程度科目和高級補充程度科目時最感困難之

處，是「未知在現職教學人員中是否有適當人選教授有關科目」。

另一方面，一九九三至九四和一九九二至九三兩個學年任教中六/

中七班級的教師均認為，教授高級程度科目和高級補充程度科目三項

最大的困難是：

l  按課程綱要教學時深淺程度要恰到好處

l  選擇適當的課本

l  如何使學生的學術水平(跟課程綱要的要求)相配合

中六和中七學生在修讀新課程時共同遇到的難題，則是 「對所選

修的高級補充程度科目的內容缺乏認識」。

校長、教師和學生建議推行的措施

一九九三至九四和一九九二至九三兩個學年內 ，學校校長均提出

下列 3項措施，認為可最有效解決高級程度科目和高級補充程度科目

的問題：

l  增加教師數目，以便進行分組授課

l  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課程

l  為學校提供更多資源，以改善教學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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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至九四和一九九二至九三兩個學年內 ，學校教師均認為

下列兩項措施，最能解決高級程度科目和高級補充程度科目的問題：

l  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課程

l  為新科目提供足夠的課本和參考書籍

一九九三至九四和一九九二至九三兩個學年內 ，中六和中七學生

均認為下列三項措施，最能解決學生在修讀新中六課程時所遇到的問

題：

l  為新科目編印足夠的課本和參考書籍

l  要求各大學/大專院校更清楚地列出各學系的入學條件

l  應在中六階段提供更多選修科目

在公開考試中使用中文

調查指學校校長和教師均認為，在高級程度/高級補充程度考試中

使用中文作答，最大的兩項困難是(第 7.4段、第 7.12段)：

l  以中文編寫的課本並不足夠

l  家長未必能夠接受

一九九三至九四和一九九二至九三兩個學年內 ，中六和中七學生

均認為，在考試時使用中文作答，最大的三項困難是：

l  各大學/大專院校未必能夠接受

l  不熟悉特別用詞的中文名稱

l  英語水平或因減少接觸英語而受到影響

對新中六課程的一般意見

調查問卷內的自由作答題顯示，新中六課程最受中六/中七學生歡

迎，但卻最不為學校教師所接受。中六/中七學生認為課程綱要的內容

未夠詳盡，而他們對課程綱要所規定的範圍和程度亦不了解。另一方

面，學校校長亦要求當局為學校提供更多支援。



D:ERS\NEW6.DOC8

建議

工作小組根據這個調查的結果作出下列建議：

l  繼續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課程，特別是有關新設科目的課程

l  以模擬答案、考試卷樣本和教材套等形式為學校教師提供更多

支援，協助他們教授中六課程

l  出版更多以中文撰寫的參考書， 特 別 是 有 關 數 學 及 統 計 學 科

(高級補充程度)、生物科(高級程度)和工程科學科(高級程度)

的書籍

l  由大專院校闡明入學條件

l  考慮開設新的高級補充程度科目，例如實用電學科、經濟科、

地理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