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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會

九龍工業學校

2019年7月6日



專責委員會的工作進展

馬碧雯女士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專責委員會主席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副校長



工作進程

• 2017年9月：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委員會通過成立「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
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專責委員會」

• 2018年5月：公布《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三）課程修訂課程大綱》

• 2018年6月：「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專責委員會」舉行
第一次會議，至2019年3月先後舉行了四次會議

• 專責委員會檢視了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的情況及所面對的
困難，建議為非華語學生制訂調適課程大綱、為錄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
供支援學習中國歷史的特別津貼、加強學與教措施、製作相關教材等等



制訂調適修訂初中（中一至中三）中國歷史
課程大綱（非華語學生適用）

• 調適課程大綱的方向及架構

• 2018年11月：專責委員會及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委員會先後通過

• 具體課題安排及說明，附以教學示例及模擬教學進度表

• 2019年3月：專責委員會通過

• 2019年5月：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委員會通過

• 2019年6月：課程發展議會通過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
及文化的非經常性津貼

• 2018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 2019年財政預算案

• 2019年6月26日教育局發出86/2019號通函



《調適修訂初中（中一至中三）中國歷史科
課程大綱（非華語學生適用）》

簡介

朱治夫博士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調適課程大綱的設計理念

• 建基於2018年5月所公布《初中(中一至中三)中國歷史科修訂課程大綱》的
內容及建議課時

• 整體內容份量較輕，目的為教師創造空間，可以運用多元的教學策略及活
動照顧非華語學生的需要

• 分為「概覽式課題」及「重點課題」：前者主要將「政治演變」部分濃縮，
旨在提供中國歷史的整體發展脈絡；後者以「文化特色」及「香港發展」
為骨幹，因應非華語學生的興趣及能力，透過強調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互動，以及香港與中國歷史的關係，期望能提升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動機

• 另有模擬教學進度表及教學示例配合



可教可不教

濃縮政治演變內容

文化特色為重點課題



兩個課題可合
併一起教授

可教可不教，又
或教一至二項



只選了石窟
藝術一項

可教可不教



選教課題有彈性
可選教一至三項



三個課題可合
併一起教授

可教可不教



可選一至兩項

可教可不教



佔領香港島、
九龍半島及租
借新界可合併
一起教授



以香港為主線連
繫其在革命運動
的角色及其與內
地的關係

以香港淪陷為主
線連繫中國的抗
日經過



以外交為主軸連
繫建國初年至改
革開放後中國在
國際的角色

以香港為主軸連
繫建國初年至改
革開放後中國在
國際的角色



模擬教學進度表（中一）

提議可認識中國的歷史及地理特徵作為基礎

提議多元化的教學策略，
包括遊戲、講故事、閱
讀、地圖閱讀、瀏覽網
上虛擬博物館等

教授春秋戰國時建議順帶提
及孔子，作為延伸學習



將「政治演變」濃縮後，多了課節可選教「婦女的生活面貌」
及「唐代海上交通」兩個「文化特色」課題



教材舉隅

秦朝的統一及統治措施

The Unification of  Qin Dynasty and its Governance

圖片來源：香港歷
史博物館，《一統
天下秦始皇的永恆
國度》，頁180。



秦朝的統一措施



學習活動加入跨文化元素

印度境內使用的語言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

網上發放)

巴基斯坦境內使用的語言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

網上發放)



在各種語言中，圈出你認為最能夠與各族人民溝通的語言和文字？
為什麼？(Circle the language/languages that can help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世界各地不同的語言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中國的方言Languages/Dialects of  China

中中國的方言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秦始皇統一措施

秦始皇肖像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不同國家的「馬」字

印度Hindi घोड़ी

巴基斯坦Urdu گھوڑا

法國French Cheval

西班牙Spain Caballo

英國/美國UK/USA Horse

韓國 말

泰國 มา้

越南 Ngựa

中國/China ?

http://hamariweb.com/dictionaries/%DA%AF%DA%BE%D9%88%DA%91%D8%A7_urdu-english-meanings.aspx


「馬」的演變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利用香港的情況比擬，
增加學生的投入感

南北朝時期見證胡漢文化的融
合；於現今香港，不同文化亦

同時並存

香港茶餐廳包括不同地區及文
化特色的食物

兩晉南北朝政權的更替、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措施與影響

Changes in the Rules of  Jin Dynasty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inicization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Emperor Xiaowen and their Impacts



從世界的角度 / 宏觀的視野探討中國的史事

盡量連繫他們所屬民族 / 國家與史事的關係

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

The Japanese Invasion on China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 (Countri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選用與學生所屬民族 / 國家相關的史料

一幅於二戰期間刊行的海報 (A poster that 

was published during WWII)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一幅於1945年刊行的海報 (A poster that was published 

in 1945)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一幅日本人於二戰期間刊行的資料 (A piece of  

information that was published by Japan during WWII)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多圖少字
提供雙語 / 附以英文解說



進行剔選

只須填寫英文字母



多元化的任務，減少書寫漢字配對

繪圖



電子學習教材：利用EduVenture進行中山史蹟徑實地考察
學習中三概覽式課題：民初政局的發展

透過教學軟件協助，學生實地了解有關
景點的歷史及回答簡單問題

可與孫中山紀念館展品相互參照



試教活動

• 試教修訂課程的個別課題

• 試用示例教材

• 有8所學校參與：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保良局唐乃勤
初中書院、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佛教
黃鳳翎中學、孔聖堂中學、瑪利曼中學、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 部分參與試教的教師及其他有任教非華語學生的教師應邀參與了2019

年6月21日的學習圈分享活動



學習圈分享活動花絮：
造紙術

佛教黃鳳翎中學試教經驗分享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試教經驗分享



學生活動

• 專責委員會主辦，教育局及香港歷史博物
館協辦：「第一屆非華語學生中國歷史故
事演繹比賽」

• 透過學習活動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
史的興趣及信心

• 分為「個人說故事」及「小組廣播劇」兩
個項目

• 共9所學校及約50位學生參與

• 2019年7月2日於香港科學館演講廳舉行



比賽花絮



比賽花絮



支援措施：學與教資源

• 《中國戰爭史》教材套：即將開始翻譯，預期2020年初完成

• 中英對照歷史詞彙：分兩期進行，中一部分預期於2020年9月前完成；
其餘部分（中二及中三部分）預期於2021年9月前完成

• 調適課程教材套：分三期進行，中一部分預期於2020年9月前完成；
中二部分預期於2021年9月前完成；中三部分預期於2022年9月前完成



支援措施：培訓課程及交流活動

課程 / 活動 時間

華南地區歷史及多元文化考察（任教非華語學生教師） 2019年11月至2020年2月

非華語學生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的規劃與設計工作坊 2020年2月至6月

非華語學生初中中國歷史科教材設計工作坊 2020年2月至6月

非華語學生初中中國歷史科觀課及交流活動 2020年2月至6月

以電子學習軟件支援非華語學生參觀博物館及進行考察 2020年2月至6月

詳情請留意《中學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匯編（網上版）2019/20》



發放支援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國歷
史及文化的非經

常性津貼
Provision of  the 

Non-recurrent 

Grant for 

Supporting Non-

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86/2019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及文化
的非經常性津貼

• 金額：2018/19 及 2019/20 年度各5萬元，合共10萬元

• 時限：至2020年8月31日

• 獲取資格：有收錄初中非華語學生修讀本地課程的公營中學及直資
中學；有收錄初中非華語學生並提供獨立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特殊
學校

• 使用範圍：進行教師培訓、開發或購置學與教資源、參與內地交流
活動、參加校本學習活動、籌辦聯校比賽或活動等，以支援非華語
學生以中文學習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



其他支援

• 參與試教：課題試教及 / 教材試用

• 學習圈：交流及分享試教及籌辦相關學習活動的經驗

• 教育電視：配上英文字幕的中國歷史及文化節目

• 申請校本支援服務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