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作研究及發展(「種籽」)計劃
2023/24 [PS0123]
支援主流班級中少數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中一至
中三）



中學非華語學生人數的變化
2015/16學年 2016/17學年 2017/18學年 2018/19學年 2019/20學年 2015/16至

2019/20學年
期間的變動

非華語學生人
數

8782 8990 9383 9481 9821 +1039

學生總人數 329757 314965 307105 301026 302175 -27582

非華語學生佔
學生人數的百
分比

2.7% 2.9% 3.1% 3.1% 3.3% +0.6%

資料來源：香港審計署2021年3月31日





分區 中學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中西區 174 185 201 198 197
灣仔 763 799 839 853 871
東區 619 664 744 786 809
南區 136 145 171 219 231
深水埗 1757 1797 1833 1947 1960
油尖旺 719 712 704 738 740

九龍城 325 339 360 342 326
黃大仙 79 86 99 112 122
觀塘 995 952 961 955 947
荃灣 60 66 54 57 57
屯門 959 918 917 899 880
元朗 583 624 681 708 756
北區 7 5 4 6 9
大埔 62 77 87 111 130
沙田 365 309 272 296 298
西貢 524 535 560 520 498
離島 1013 1021 1062 1062 1067
葵青 243 247 247 297 326
所有分區 9383 9481 9796 10106 10224

2017/18 至
2021/22 學年
按分區、資助
模式及學校類
別劃分就讀中
學的非華語學
生人數(包括公
營及直接資助
計劃普通學校，
但不包括特殊
學校)



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的
研究報告，2020年6月



計劃簡介

本計劃旨在協助教師在以本地學生為主的班級
中，發展及照顧班中少數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
歷史及文化的策略及教學資源。

調適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三)修訂課程大綱已於2019年7月6日公布：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
references-and-resources/chinese-history/Adapted_Framework_r.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


計劃發展重點

課程規劃、學與教、評核策略

主要更新重點（價值觀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國家安全
教育和《基本法》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學習、從閱讀
中學習／跨課程語文學習、STEAM教育和資訊科技教育、開拓
與創新精神、全方位學習、資優教育、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
與教、照顧學生的多樣性、自主學習、全人發展



借調人員的主要職責

就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開發在以本地學生為主的班級中適
合少數非華語學生使用的學習、教學和評估資源，及針對非華
語學生需要的學與教策略；

為任教非華語學生的中國歷史科教師建立學習社群，進行訪校，
並支援學校試用編訂的學習、教學及評估資源；

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並擔任講者，與任教非華語學生的前線
中國歷史教師分享課程發展與實踐的經驗。



計劃製成品

為教師提供教學及自學教材／材料

透過講座及工作坊，與其他學校分享交流



主頁 >課程發展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 教學資源

https://www.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list-page.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and-resources/index.html




資源 進度

中國戰爭史（中、英文版）已上載

調適支援教材 中一級：已上載
中二級：部分已上載
中三級：即將上載

初中中國歷史科英譯詞彙 已上載

照顧學習差異示例 古代史：已完成，將上載
近代史：發展中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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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會 資源冊》，內容包括：
• 調適中國歷史科課程大綱(中一
至中三)(2019)(非華語學生適用)

• 中國歷史科課程大綱(中一至中
三)(2019)(中英雙語版)

• 教學進度表示例 (中一至中三)
• 六個教學設計示例
•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及
中華文化參考資料



教材設計：語文使用

 全面中英對照

 重要字眼提供英文

 少數族裔的文字



教材設計：考慮文化背景





教材設計：連結香港



《歷史影像中的近代中國──徐宗懋藏品選》
（2013.6）

• 上編：1841-1949
• 下編：1949-1999
• 另備DVD電子相簿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圖片集──徐宗懋藏品選》
(2016.10)

• 抗戰之前：1937年7月之前
• 抗戰初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
• 抗戰後期：1938年11月以後
• 另備DVD電子相簿

共180張照片





專業發展活動

教材設計工作坊

示範教學 / 觀課活動

協作教學

建立學習社群 / 學習圈



專業發展活動 (2021-2023)
課程 / 活動 日期

「初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2021/22)」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一)：中史語體在中二級中國歷史教材設計及教學策略的應用 2021年10月26日

「初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2021/22)」教師專業發展學習圈
(一)：中二級非華語學生中史科教學與評估策略分享 2021年12月11日

「初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2021/22）」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二）：中二級中史學與教的策略及評估：戲劇和電子教學（網上課程） 2022年3月26日

「初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2021/22)」教師專業發展學習圈
(二)：非華語學生中史科教學和評估策略：戲劇教學、電子學習及推廣閱讀 2022年6月11日

非華語學生初中中國歷史科學與教策略分享會（網上課程） 2022年7月22日

初中非華語學生中國歷史科課程規劃分享會（網上課程） 2022年7月27日

「初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2022/23)」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一)：中史語體在中三級中國歷史教材設計及教學策略的應用 2022年11月1日

「初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 (2022/23)」教師專業發展學習圈
（一）：中三級非華語學生中史科教學與評估策略分享 2022年12月2日



中國歷史支援計劃



專業發展活動 (2023-)

觀課及交流活動

研討會：怎樣預備初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及中
華文化

內地考察團：華南地區多元文化考察團

工作坊：教材設計、電子學習

專業支援計劃：學習圈經驗分享、專業知識發展



學習活動／比賽

演講、問答比賽

專題研習

戲劇教學

參觀考察

電子學習

其他



時期

由2023年9月至2024年8月



查詢詳情

教育局通函《二零二三年員工交流計劃》

第1/2023號
發出日期：

2023年1月31日
截止日期：

2023年3月15日



查詢詳情

如欲索取本計劃借調人員職責的進一步資料，請聯絡
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高級課程發展主
任朱治夫博士(傳真號碼：2573 5299)。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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