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講者 

1. 簡介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
工作進展 

2. 介紹中國歷史分期理念與精神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 
修訂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

課程專委員會主席 
梁元生教授 

3.  介紹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 
     要點及教學設計示例 
4. 總結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中國歷史)李淑賢女士 

答問時間 

程序 



簡介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工作進展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 
修訂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程專責委員會主席 

梁元生教授 



為甚麼要考慮修訂初中課程？ 

簡介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工作進展  

照顧學

生學習

興趣 

緊貼歷史

教育趨勢 

配合課

程發展 推行至今已接近20年，實
有檢討、更新的需要 

以政治史為主 

難以完成整個課
程的學習內容 

現行課程 



簡介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工作進展  

2013-2015 

• 課程發展議會於2013年12月成立修訂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程

專責委員會，由梁元生教授出任主席，負責檢視兩科課程 

2015 

11月 

• 委員會於2015年11月舉行教師意見收集會，就修訂

課程的重要路向徵集前線教師意見 

2015/16 

•透過教師座談會(四次)、課程發展訪校等不同渠道，

進一步收集教師對修訂課程路向的意見 



現行課程編排原則：按王朝興衰編排 

？ 

建議編排原則 

介紹中國歷史分期理念與精神 

中國近代史 中國古代史 中國現代史 中國近世史 

中一 中二 中三 



介紹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要點  
及教學設計示例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中國歷史) 
李淑賢女士 



精簡治亂興衰，加入較切身、有趣、不同角度的
社會文化及香港發展課題，令中史學習變得更立
體，拉近學生對歷史的距離感，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 

修訂課程理念：學生為本、全面均衡 

修訂課程 

香港發

展 

文化

特色 

政治

演變 

初中學生 
在相同歷史時期的基礎上，處理政治演變、文化特色、香港發展等

課題，較能掌握整體歷史發展的面貌 



把中國歷史組合為九個「歷史時期」，讓學生能
完整地認識中國的歷史發展歷程 

 

修訂課程理念：古今並重 

史前至夏商周 

秦漢 

三國兩晉南北朝 

隋唐 

宋元 

明 

清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國近代史 中國古代史 中國現代史 中國近世史 



中國歷史科修訂課程 

宗旨與目標



認識中國重要的歷史事件、人物事蹟、及民族發

展及社會文化面貌，以提高學習歷史的興趣。 

認識、理解及分析相關的歷史資料，從而培養學

生研習歷史的能力，以能鑑古知今。 

建立優良的品格，培養個人對社會、國家及民族

的歸屬感。 

諮詢文件第3頁 

中國歷史修訂課程：宗旨 



• 認識及理解中國歷史事件、民族發展、社會文化概況和香港演變的基本史實，豐富

中國歷史的學習內涵，提高學習興趣； 

• 透過不同的探究方法，整理、理解及分析歷史資料，從而培養對史事的分析與客觀

評價能力； 

• 通過理解不同史事的因果關係及相互影響，了解現今事物的演變及發展趨勢，明白

歷史鑑古知今的意義； 

• 通過對香港重要史事的認識，了解香港過去發展的歷程，及與國家的關係，加強對

社會、國家的歸屬感； 

• 透過對中國社會文化發展、民族交往、中外文化交流、科技發明的認識，了解及欣

賞中華文化兼容並包、開拓創新的精神，並能尊重及關懷不同的文化與承傳。 

中國歷史修訂課程：目標 
諮詢文件第3頁 



中國歷史科修訂課程 

大綱 



中國歷史修訂課程：課程大綱 
組合為九個歷史時期，以學習重點顯示每個時期學習主題  

史前至夏商周 

秦漢 

三國兩晉南北朝 

隋唐 

華夏的起源與早期國家的形成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國家分裂與南北發展 

國家的擴展與開放的社會 

中
一 

宋元 

明 

清 

繁榮富庶的國家與橫跨歐亞大帝國的經營 

君主專制國家的建立與經濟、文化的變遷 

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西力衝擊 

中
二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代化國家的建立與困難 

共和國的成立與發展 

中
三 

學
習
重
點
呈
現
每
個
歷
史
時
期
的

關
鍵
發
展
特
色
，令
課
程
更
聚
焦 

諮詢文件附錄一 

課
題
大
綱 



歷史時期與學習重點、課題大綱解說：示例一  

秦漢時期：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諮詢文件附錄二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統一國家的建立與

中外文化的交流 (建議課節：13節) 

1.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甲、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乙、漢武帝的統治措施與疆域拓展 

   丙、昭宣以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2. 漢代的中外文化發展 

   甲、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乙、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出現 

3.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及其與中

原的關係 

關注：課程怎麼可能兼顧政治演
變、文化特色及香港發展？ 

現行課程大綱： 
西漢、東漢共17節 

現行課程大綱： 
秦7節 

可行方法：配合學習重點，減輕政治史內容，騰出空間 

示例一：秦漢時期 

概論 



關注：大綱空泛，教師如何掌握
要教甚麼？ 

可行方法：以預期學習基礎知識內容呈現課題的教學深淺度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統一國家的建立

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建議課節：13節) 

1.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甲、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乙、漢武帝的統治措施與疆域拓展 

   丙、昭宣以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2. 漢代的中外文化發展 

   甲、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乙、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出現 

3.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及其與中

原的關係 

• 認識秦始皇推行的統治措施（中央集權、

統一文字、焚書坑儒、統一貨幣、用兵等）

對其維持一統皇朝的作用與影響。 

• 認識漢武帝的文治（獨尊儒術、士人政府）

及武功（伐匈奴）對西漢國力發展的影響。 

• 了解昭宣以後外戚、宦官勢力相繼興起與

中央勢力的崩解。 

基礎知識呈現秦漢時期統一
國家的出現、維持與發展 

示例一：秦漢時期 

政治演變(8節) 

深化延伸(舉隅) 

• 探討秦始皇/漢武帝的措施內容，進一

步分析有關措施的得失與深遠影響 

• 長城的興建及特色 

• 秦漢時期對匈奴的軍備、戰略概況 



關注：大綱空泛，教師如何掌握
要教甚麼？ 

可行方法：以預期學習基礎知識內容呈現課題的教學深淺度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統一國家的建立

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建議課節：13節) 

1.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甲、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乙、漢武帝的統治措施與疆域拓展 

   丙、昭宣以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2. 漢代的中外文化發展 

   甲、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乙、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出現 

3.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及其與中

原的關係 

• 認識張騫、班超打通西域通道後，建立中國

向西的通道，中外接觸頻繁，促進中外彼此

的文化交流。 

• 了解佛教隨著中西交通的開通而傳入中國。

同時，中國本土的道教亦出現，成為中國兩

大重要宗教。 

基礎知識呈現在秦漢國力發展下，中外交
通的開通與文化交流、發展的情況 

示例一：秦漢時期 

文化特色(4節) 

深化延伸(舉隅) 

 

認識與絲綢之路相關的傳奇人物 / 古國風情 / 
東傳之西域文化等主題 



關注：大綱空泛，教師如何掌握
要教甚麼？ 

可行方法：以預期學習基礎知識內容呈現課題的教學深淺度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統一國家的建立

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建議課節：13節) 

1.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甲、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乙、漢武帝的統治措施與疆域拓展 

   丙、昭宣以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2. 漢代的中外文化發展 

   甲、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乙、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出現 

3.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及其與中

原的關係 

• 了解嶺南地區的概念，並秦始皇開發嶺南，

香港自此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 

基礎知識呈現秦始皇發開嶺南
與香港發展的關係 

示例一：秦漢時期 

香港發展(１節) 

深化延伸(舉隅) 

 

• 透過參觀九龍李鄭屋漢墓博物館，了解漢朝
時期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 透過考察廣州南越王墓博物館，認識秦漢時
期嶺南地區的發展概況、嶺南文化特色，及
其與中原的關係 

基礎知識能切合一般學校的課時及學生能力；
為所有初中學生必須學習的共同內容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先行學校實踐版)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先行學校教學實例) 

學科教學常規： 

 

• 每課均有完整的教學設計
（包括教學流程、活動策
略等） 

 

• 教學設計會註明班本調節
安排（例如教學策略／活
動及工作紙內容），以照
顧學生學習差異 

秦漢示例 

頁1-3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先行學校教學實例)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統一國家的建

立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建議課節：13節) 

1.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甲、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乙、漢武帝的統治措施與疆域拓展 

丙、昭宣以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2. 漢代的中外文化發展 

甲、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乙、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

出現 

3.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

及其與中原的關係 

每個課題以時間線勾劃
整個歷史時期發展概況 

透過一個學習活動，讓學生從五個角度探討秦
朝的統一措施如何影響秦朝統治 

秦漢示例 

頁4-7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先行學校教學實例)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統一國家的建

立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建議課節：13節) 

1.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甲、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乙、漢武帝的統治措施與疆域拓展 

丙、昭宣以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2. 漢代的中外文化發展 

甲、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乙、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

出現 

3.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

及其與中原的關係 

把秦漢時期的香港併入秦統治
措施處理 

建議5課節 

(每節35分鐘) 

秦漢示例 

頁4-7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先行學校教學實例)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統一國家的建

立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建議課節：13節) 

1.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甲、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乙、漢武帝的統治措施與疆域拓展 

丙、昭宣以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2. 漢代的中外文化發展 

甲、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乙、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

出現 

3.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

及其與中原的關係 

把漢朝政治史、文化史一併處理： 

第１題：漢武帝文治武功 

第２題：兩漢通西域 

第３題：佛教、道教 

建議5課節 

(每節35分鐘) 

秦漢示例 

頁9-14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先行學校教學實例)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統一國家的建

立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建議課節：13節) 

1.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甲、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乙、漢武帝的統治措施與疆域拓展 

丙、昭宣以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2. 漢代的中外文化發展 

甲、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乙、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

出現 

3.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

及其與中原的關係 

以時間線簡單交代漢武帝後的發展，重點
突出外戚、宦官與地方勢力的出現與影響 

建議1課節 

(每節35分鐘) 

課堂鞏固與學習跟進：建議2課節 

(課題二合共13節) 

秦漢示例 

頁15 

概論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先行學校教學實例)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統一國家的建

立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建議課節：13節) 

1.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甲、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乙、漢武帝的統治措施與疆域拓展 

丙、昭宣以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2. 漢代的中外文化發展 

甲、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乙、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

出現 

3.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

及其與中原的關係 

配合學科各級歷史研習技能目標而設
的學習活動 

秦漢示例 

頁8,16-17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先行學校教學實例) 

秦漢時期學習重點：統一國家的建

立與中外文化的交流  

(建議課節：13節) 

1. 統一國家的建立與發展 

甲、秦朝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乙、漢武帝的統治措施與疆域拓展 

丙、昭宣以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2. 漢代的中外文化發展 

甲、兩漢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乙、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

出現 

3.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發

及其與中原的關係 

秦漢示例 

頁20-21 



隋唐時期： 

國家的擴展與開放的社會 
 

諮詢文件附錄三 

歷史時期與學習重點、課題大綱解說：示例二  



現行課程大綱 

唐代的盛世及其後的 
藩鎮與宦官亂政 

現行課程大綱 

關注：課程怎麼可能兼顧政治演
變、文化特色及香港發展？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與開放的

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流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融和及 
   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方對外海路   
   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地位 

可行方法：配合學習重點，減輕政治史內容，騰出空間 

示例二：隋唐時期 

概論 



關注：大綱空泛，教師如何掌握
要教甚麼？ 

可行方法：以預期學習基礎知識內容呈現課題的教學深淺度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與開

放的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流  
   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融和及 
   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方對外  
   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地位 

• 從政治（三省六部制、科舉制）及社會（整理

戶籍及授田、置倉窖、開運河）兩方面，掌握

隋文帝的措施及對國家發展的作用。 

• 認識唐代盛世的概況及唐太宗、武后及唐玄宗

三朝的特色（三省與地方制度、用人、版圖的

擴展）。 

• 了解唐玄宗安史之亂以後，北方民族的融和與

南方經濟的發展面貌及唐朝走向衰亡的概況。 

基礎知識呈現： 

- 從不同角度看隋唐盛世統治措施與國力得以
發展的關係； 

- 安史亂後南北社會發展的主要特徵。 示例二：隋唐時期 

政治演變(8節) 



關注：大綱空泛，教師如何掌握
要教甚麼？ 

可行方法：以預期學習基礎知識內容呈現課題的教學深淺度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與開

放的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流 
   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融和及 
   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方對外 
   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地位 

基礎知識從不同的視角（運河建設、婦女生
活、宗教、中外交流）了解其與唐朝國家擴
展、建構多元開放社會的關係。 

示例二：隋唐時期 

• 了解隋代大運河對促進統一及交流的作用。 

• 從唐朝婦女的生活面貌（例如服飾打扮、社

交娛樂、婚姻），理解唐代社會的開放性。 

• 明白玄奘西行取經促進佛教在中國的本土化，

並豐富中國文化的內涵。 

• 了解唐朝與周邊民族的關係及交流概況（如

日本、朝鮮、吐蕃及回紇等）。 

文化特色(5節) 



關注：大綱空泛，教師如何掌握
要教甚麼？ 

可行方法：以預期學習基礎知識內容呈現課題的教學深淺度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與開

放的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流 
   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融和及 
   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方對外 
   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地位 

• 認識魏晉至唐朝的海路交通發展概況，並屯

門鎮成為扼守中國海路的軍事角色。 

基礎知識呈現中國海路交通發展與
屯門成為海路軍事據點的關係。 

示例二：隋唐時期 

香港發展(2節) 

基礎知識能切合一般學校的課時
及學生能力；為所有初中學生必

須學習的共同內容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 編寫按建議課程大綱順序安排 

隋唐示例 

頁1-12 

隋唐示例 

頁13-22 

隋唐示例 

頁23-29 

隋唐示例 

頁30-33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

與開放的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
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
流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
融和及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
方對外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
地位 

承前繼後的引子，讓同
學先對隋唐統一有基本

概念 

隋唐示例 

頁4-7 

因應學生能力而有不同
的教學建議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

與開放的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
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
流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
融和及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
方對外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
地位 

隋唐示例 

頁3-5 

透過從資料搜證，學生能了解隋文帝
措施與統一國家維持的作用(重點：

管治、社會民生兩方面) 

各項制度內容 (X)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

與開放的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
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
流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
融和及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
方對外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
地位 

隋唐示例 

頁3-5 

運河名稱、連
繫水系名稱(X) 

學生從地圖找出隋代
運河的地理位置與分
佈特色，從而分析其
對國家發展的作用。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

與開放的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
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
流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
融和及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
方對外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
地位 

隋唐示例 

頁7-12 

學生能利用時間線，掌握唐
朝不同盛世出現的時間關係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

與開放的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
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
流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
融和及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
方對外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
地位 

隋唐示例 

頁7-12 

學生能夠描述唐朝管治特色、
平民入仕、版圖擴張的情況，
從而分析其與唐朝國家擴展

的關係 

唐太宗、武后、唐玄
宗的管治施內容(X)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

與開放的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
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
流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
融和及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
方對外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
地位 

隋唐示例 

頁13-16 

學生能夠從一手史料描述
唐朝婦女及其生活特色，
進而思考這些特色與唐朝

國力及社會的關係 

切入點：唐朝婦女
的若干特色。 

但學生不應強記不
同的特色細節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

與開放的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
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
流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
融和及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
方對外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
地位 

隋唐示例 

頁20-22 

以小見大：透過留學生、
和親公主等小故事，學生
能明白唐朝文化對四周民

族的影響 

切入點：人物故事。 

但人物的生平不是
學習焦點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

與開放的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
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
流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
融和及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
方對外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
地位 

隋唐示例 

頁23-29 

唐亡的種種專有名
詞 (X) 

概論 

背景交代：學生能指出安史之
亂是唐由盛轉衰的重要轉捩點。 

重點應在其後南北方的社會、
經濟發展情況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國家的擴展

與開放的社會 (建議課節：15節) 

1. 隋的統一 
甲、隋文帝的開皇之治 
乙、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2. 唐代的盛世 
3. 唐代的開放社會 
甲、唐朝婦女生活面貌與地位 
乙、唐朝玄奘西行與佛教的中國
化 
丙、唐朝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及交
流概況 
4. 安史之亂與其後北方民族的
融和及南方的進一步開發 
5.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
方對外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
地位 

隋唐示例 

頁30-33 

學生能描述魏晉至唐朝期間
海路交通發展的概況，從而
分析其與屯門的軍事角色關

係 



隋唐時期學習重點與教學設計示例 

隋唐示例 

頁34 

總結 評估示例 

隋唐示例 

頁35-37 



中國歷史修訂課程：課程大綱 
各個歷史時期簡介 

諮詢文件附錄一 

歷史時期與
學習重點 

中一級課題 

史前至夏商

周：華夏的

起源與早期

國家的形成 

(建議課節： 

11節) 

1. 華夏民族與文明的發展 

   甲、神話傳說：早期歷史發展的敘述 

   乙、考古發現：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遺址介紹 

2. 早期國家的形成與發展 

   甲、夏、商、周三代的更替 

   乙、周初的管治：西周的封建及禮樂制度 

   丙：社會發展概況：從青銅器看商、周兩代社會與  

   文化發展的特色 

3. 春秋戰國時期的變局 

   甲、戰爭、變法與民族融合 

   乙、百家爭鳴局面 

現行課程大綱 

透過例子說明民族起源及文
明發展特色與進程 

概論：以時間及地域分布
呈現三代的變遷，並認識
部落管治特色 

以戰爭形態、重要變
法措施、民族融合狀
況呈現春秋戰國時期
的重要發展 



中國歷史修訂課程：課程大綱 
各個歷史時期簡介 

歷史時期與學
習重點 

中一級課題 

三國兩晉南北

朝：國家分裂

與南北發展 

(建議課節： 

11節) 

 

1. 魏晉南北朝的分裂與政權的更替 

2. 南北方的發展概況 

   甲、北方的胡漢衝突與融和 

   乙、士族政治與南方的開發 

   丙、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措施 

3. 魏晉南北朝的科技與藝術發展 

   甲、科技：水陸武備的改進 

   乙、藝術：石窟與繪畫藝術 

 

現行課程大綱 

透過例子(例如莫哥窟)認識
中外文化交流現象， 

及當時的生活面貌 

概論 



中國歷史修訂課程：課程大綱 
各個歷史時期簡介 

歷史時期與
學習重點 

中二級課題 

宋元：繁榮

富庶的國家

與橫跨歐亞

大帝國的經

營 

(建議課節： 

16節) 

 

1. 兩宋的發展 

   甲、五代的興替與宋朝的統一 

   乙、邊疆民族政權的出現及其與宋室之間的關係 

   丙、兩宋文人政治的發展 

   丁、兩宋經濟的繁榮與經濟重心南移 

2. 蒙元的統治與文化傳播 

   甲、蒙古帝國的拓展 

   乙、元朝的建立及其族群政策 

   丙、重要發明西傳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 

   丁、伊斯蘭教的傳播 

3. 宋元時期的香港：宋末皇室與中原人士的南來和

香港經濟發展 

現行課程大綱 

五代的武人專政 

北宋的積弱與變法 

南宋的偏安 

元代的高壓統治 

概論：認識遼、金、夏政權
與宋室和戰的概況 

概略認識強榦弱枝、重文輕武國
策，並了解士大夫對當時國家 

發展的影響(改革與黨爭) 

概論 

概論 



中國歷史修訂課程：課程大綱 
各個歷史時期簡介 

歷史時期與學
習重點 

中二級課題 

明：君主專

制國家的建

立與經濟、

文化的變遷 

(建議課節： 

12節) 

 

1. 君主集權政治 

甲、明太祖建國與君權措施 

乙、靖難之變與君權政治的加強 

2. 交通與經濟發展 

    甲、鄭和下西洋與海上交通的開拓 

    乙、明代貿易、商業與經濟發展 

3. 國防建設與科技成就 

甲、明長城和北京城建築 

乙、基督宗教再度來華與明代科技的成

就及影響  

現行課程大綱 

認識傳教士來華及其輸入的西
方科學，略知明代 

醫學的成就與價值 



中國歷史修訂課程：課程大綱 
各個歷史時期簡介 

歷史時期與
學習重點 

中二級課題 

清：統一多

民族國家的

形成與西力

衝擊 

(建議課節： 

22節) 

 

1. 滿清入關與清初政局 

甲、清初統一與盛世 

乙、清朝與不同民族的關係 

丙、清朝文化的發展 

(中國近代史開始) 

2.  西力衝擊與內憂 

    甲、西力東漸與鴉片戰爭 

    乙、太平天國運動與各地叛亂 

    丙、鴉片戰爭後與列強的交涉 

3.  清廷的自強與改革 

4.  明清朝時期的香港 

    甲、明清時期的海患、遷界與防禦設施 

    乙、香港的割佔與早期的華人社會 

現行課程大綱 

滿清入關與康、雍、乾盛世的統
治政策 

道、咸時期的內憂外患 

同、光年間救國運動的起落 
認識中國與不同列強的交涉概
況，並帶來不同方面的 

影響、交流與合作 

從改革的內容看中國
現代化的進程 



中國歷史修訂課程：課程大綱 
各個歷史時期簡介 

歷史時期與學
習重點 

中三級課題 

中華民國：現

代化國家的建

立與困難 

(建議課節： 

27節) 

 

1. 革命、共和與軍閥割據 

    甲、革命運動的發展與中華民國的成立 

    乙、軍閥政治與五四運動 

    丙、國民政府的邊疆問題 

    丁、民國時期的經濟及文化生活 

2.  國共合作與分裂 

3.  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 

4.  國共內戰與國民黨退守台灣 

5.  清末民國時期的香港 

    甲、二十世紀初內地政局與香港的發展 

    乙、香港淪陷與抗日活動 

現行課程大綱 

革命運動與中華民國成立 

軍閥政治 

國共第一次合作與分裂 

戰後國共關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國共第二次合作與抗日戰爭 

從袁世凱的專制及軍閥統治的特點
(如出身背景、派系等)，了解民初
落實共和體制的挑戰 



中國歷史修訂課程：課程大綱 
各個歷史時期簡介 

歷史時期與
學習重點 課題 

中華人民共和

國：共和國的

成立與發展 

(建議課節： 

23節) 

 

1.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概況 

    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社會主義建設 

    乙、「文化大革命」 

    丙、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與國家的發展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的發展 

3.  改革開放前後的人民生活剪影 

4.  共和國時期的香港 

    甲、改革開放前後香港在國家發展角色的轉變 

    乙、回歸後的香港 

現行課程大綱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 

概略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的情況，了解1950

至1952年間發生的政治
運動概況；第一個五年計
劃及其後社會主義建設的
目標、重要措施， 

並其對國家發展的 

影響。 



兩漢通西域與絲綢
之路、佛道的出現 

華夏民族與文明的起源、商
周社會概況、百家爭鳴局面 
 

魏晉南北朝的武
備、石窟藝術 

唐代婦女生活、玄奘與
佛教、與其他民族交流 

宋代經濟發展、重要發明
西傳、伊斯蘭教傳播 

鄭和下西洋與海路交通、明代經濟、長
城與北京城建築、科技成就、基督宗教 

 

清代文化發展 

改革開放前後
人民生活剪影 

民國的經濟
及文化生活 

配
合
不
同
的
學
習
重
點 

，
取
材
多
元
化 

中國歷史修訂課程：課程大綱 

文化特色課題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方對
外   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地位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
發及其與中原的關係 

宋元時期的香港：宋末皇室與中原
人士的南來和香港經濟發展 

明清朝時期的香港 
甲、明清時期的海患、遷界與防禦設施 
乙、香港的割佔與早期的華人社會 

 

清末民國時期的香港 
甲、二十世紀初內地政局與香港的發展 

    乙、香港淪陷與抗日活動 

共和國時期的香港 
甲、改革開放前後香港在國家發展角色
的轉變； 
乙、回歸後的香港 

中國歷史修訂課程：課程大綱 

香港發展課題 

按國家發展脈絡編排相關香港發展的史事 

探討香港與內地的互動關係、香港的角色 



兩漢通西域與絲綢
之路、佛道的出現 

宋代經濟發展、重要發明
西傳、伊斯蘭教傳播 

改革開放前後
人民生活剪影 

華夏民族與文明的起源、商周社會
概況、百家爭鳴局面 
 

魏晉南北朝的武
備、石窟藝術 

唐代婦女生活、玄奘與
佛教、與其他民族交流 

鄭和下西洋與海路交通、明代經濟、長
城與北京城建築、科技成就、基督宗教 

 

明代經濟、科技成就 清代文
化發展 

民國的經濟
及文化生活 

現有文
化史課
題加以
優化、
聚焦 

 

 

華夏民族與文明的起源、百家爭鳴
局面 
 

商周社
會概況 

兩漢通西域與絲綢
之路、佛道的出現 

魏晉南北朝的武
備、石窟藝術 

玄奘與佛教 

重要發明西傳、伊斯蘭教
傳播 

宋代經濟發展 

鄭和下西洋與海路交通、長城與北京城
建築、基督宗教 

 

關注：難以應付眾多新課題？ 

新課題 

唐代婦女生活、
與其他民族交流 



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香港：南方對
外   海路交通的發展與屯門的地位 

秦漢時期的香港：嶺南的開
發及其與中原的關係 

宋元時期的香港：宋末皇室與中原
人士的南來和香港經濟發展 

明清朝時期的香港 
甲、明清時期的海患、遷界與防禦設施 
乙、香港的割佔與早期的華人社會 

 

清末民國時期的香港 
甲、二十世紀初內地政局與香港的發展 

    乙、香港淪陷與抗日活動 

共和國時期的香港 
甲、改革開放前後香港在國家發展角色
的轉變； 
乙、回歸後的香港 

關注：難以應付眾多新課題？ 

現行課程：附錄—香港史事年表 
按國家發展脈絡編排相關香港發展的史事 

側重香港與內地的互動關係、香港的角色 

可行方法： 
現有課題：已有一定教學資源 

新課題：提供配套的教學資源、先行學校的實踐經驗 



修訂課程：願景 

現況：朝代盛衰興替為主軸 

同光年
間救國
運動 

革命
與民
國 

明 

國共
分合 

抗
戰 

內
戰 

共和
國 

道咸期
間內憂
外患 

清
初 

北
宋 

南
宋 

元 

魏晉
南北
朝 

隋 唐 

軍
閥 

五
代 

東
漢 

華夏
政治 周 秦 

西
漢 

轉變 中國政治

演變 

文化 

特色 

香

港

發

展 

未來：呈現中國歷史、中華民
族文化發展的大脈絡及面貌 



修訂課程的挑戰 

學生： 

• 少了歷代王朝盛衰
發展的細節內容 

• 不能單靠記誦 

教師： 

- 新課題要備課 

- 教學深度要調節 

- 評估策略要轉變 

- …… 

家長： 

• 學習歷史觀
念未改 



修訂課程的機遇 

學生： 

• 學得輕鬆一點點，開心一點點，
那麼學習動機可多點點 

• 學習廣度拉闊對中國歷史與文
化多一份“溫情與敬意” 

• 研習能力提升，持續受益 

教師： 

- 多元化課題有利
發揮興趣與專長 

-  教得輕一點點，不
再師生俱疲 



支援措施 

教學設計 

• 就建議修訂課題的學、教、評策略提供

實踐經驗分享 

• 日後協助支援其他學校推行修訂課程 

• 先行學校開放課堂，供老師觀課 

修訂課程先行學校 



支援措施 

製作教學資源 

• 2016-2017年度擬出版： 

《按圖索證--從圖像考證近現代中國

的歷史發展》教材 

• 由浸會大學歷史系鄺智文博士、

前線教師參與內容的製作 

• 此資源套包含兩段介紹史料性質、

作用與局限的影片、學者文稿及

三十二題歷史資料題 

10月27日：《按圖索證--從圖像考
證近現代中國的歷史發展》教材套
簡介暨「培養學生研習史料能力的
有效策略」教學分享會 



支援措施 

製作教學資源 

• 2017-2018年度擬出版： 

• 由浸會大學歷史系譚家齊、范永聰、

羅婉嫻博士提供文稿 

• 此資源套包含十五段影片及文稿，主

要是探討社會文化史、香港史課題，

例如魏晉南北朝的武備改進、唐朝文

化在日韓 

「反轉歷史」學與教資源套 

「抗戰70周年圖片冊」 

「中國戰爭史」 

學與教資源套 

「敦煌：跨學習領域 

學與教資源冊」 



支援措施 

加強教師培訓 • 2016-2017年度舉隅 

學與教策略：電子
學習與中史教育 

知識增益：中國科
技史 

學與教策略：培養
歷史研習能力 

知識增益：中國當
代史(連浩鋈教授) 

知識增益：海上絲
路(配合博物館展覽) 



支援措施 

加強教師培訓 • 2016-2017年度舉隅 

配合近現代史、文
化專題的廣州考察 

「從香港古蹟出發」
尋找中華文化的延
續與承傳考察 



支援措施 

教師焦點座談／教師網絡 

• 焦點座談會定期與前線教師聚談，交流中史教育

的意見。 

• 教師網絡：建立平台，讓教師交流教學資源、分

享教學策略等。 



課程修訂日程 

 

第一次 

諮詢 

• 於本年9月29日舉行，為期一個月 (2016年10月31日或以前寄回諮詢問卷) 

• 諮詢重點：修訂課程理念、宗旨和目標、課程架構、時間分配、支援措施等 

 

第二次 

諮詢 

• 2017年4至5月進行 

公布修訂
課程指引 

• 期望於2017年中下旬公布 

正式實施 

 

•2016/17 先行學校：三所學校試行中國歷史科修訂課程 

•2017/18 增加先行學校數目 

•2017 年第二季– 2018年第一季完成教科書撰寫 

•2019年9月在中一級開始實施 

 



諮詢問卷 

諮詢期：29/9/2016-31/10/2016 (一個月) 

• 正式問卷已隨通函發送到學校 

• 每間學校填交一份 

• 問卷內容：修訂課程理念、宗旨、

目標、架構（分期、歷史時間、

學習重點、課題）、課時分配、

支援措施…… 

 



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