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中國歷史科
印刷課本編纂指引

一、 引言
本編纂指引旨在向有意出版中國歷史科印刷課本的出版社，闡明本科
的宗旨和目標、編纂課本的相關原則等，務求課本能配合課程要求。
有關一般編寫課本的基本原則和要求，請參閱教育局最新版本的《優
質課本基本原則》 (www.edb.gov.hk/textbook)。
課本須配合下列課程發展議會所編訂的課程文件而編寫：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
(擬定稿) (暫時只提供英文版)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
pshe/PSHE_KLACG_e_2017.pdf）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歷史科 (中一至中三) 修訂
課程大綱》（2018 年 5 月）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
pshe/CM_85c_tc.pdf）

二、 課程的宗旨和目標
出版社應參照《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歷史科(中一至
中三) 修訂課程大綱》
（2018 年 5 月）
。課本內容應符合和體現修訂初
中中國歷史課程的宗旨和學習目標，並有助於促進在學與教過程中建
立及增強學生的中國歷史知識基礎、技能發展和價值形成。
2.1 課程宗旨
本課程的宗旨在於讓學生：
 認識中國重要的歷史事件、人物事蹟、民族發展概況及社
會文化面貌；
 理解及分析相關的歷史資料，培養研習歷史的能力；
 培養優良的品德，以及個人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認同感、
歸屬感及責任感；
 培養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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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習目標

本課程的目標在於讓學生：
 整全 地認 識中 國政 治演 變、 民族 發展 和社 會文 化的 基本 史
實；
 採用 不同 的方 法理 解及 整理 歷史 資料 ，並 以求 真持 平的 態
度分 析及 評價 不同 的史 事， 從而 培養 他們 客觀 分析 與評 價
史事的能力；
 理解 不同 史事 的因 果關 係及 相互 影響 ，了 解現 今事 物的 由
來、演變及發展趨勢，進而建立史識，明白歷史鑑古知今的
意義；
 研習 與中 國歷 史相 關的 香港 發展 的重 要事 件， 了解 香港 的
發展歷程及其與國家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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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及承傳中華文化兼容並包、開拓創
新的精神，提高學生對中華民族及文化的情感，並能尊重及
關懷不同的文化與承傳；
 透過對歷史人物及史事的認識，培養學生優良的品德，以及
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責任感 ；
 透過 研習 史事 與採 取不 同的 探究 方法 ，培 養學 習中 國歷 史
的興趣。

三、 編纂準則
3.1 課程銜接
 進入 初中 前， 學生 在小 學常 識科 的學 習中 已初 步認 識 對 中
國歷史影響深遠的人物和故事（例如：秦始皇與萬里長城、
張騫與絲綢之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朝代與時序、一些對
今日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例如：鴉片戰爭、辛亥革
命）。初中的教科書，須在小學學習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
中國歷史的知識，提升研習歷史的能力，建立正面的 價值觀
及態度，推動終身學習。
3.2 學習內容與組織
 本課程將國家歷史分為九個歷史時期，不以帝制王朝的
起訖作為劃分不同時期的原則，而是化繁為簡，將多個
王朝組成九個歷史時期，確定學習重點，讓學生可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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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地理解不同時期歷史的特色。
在各個歷史時期中，以政治演變為主、輔以文化特色及
香港發展，多角度呈現各時期的變化軌跡 。
本課程於個別課題設有選教課程/及延伸部分。
課本內容應涵蓋課程中九個歷史時期的所有課題，包括
所有選教課題及延伸部分。
課本內容應有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動參與，並促進
他們在建構知識、綜合運用技能，以及培養正面價值觀
和態度三方面取得均衡發展。
課本內容的份量及組織編排要恰當，配合 建議課節安排，
顯示整體的教學規劃。
建議課程架構見圖 1，建議課節安排見表 1。教科書的編纂
須配合整體的教學規劃。

圖 1：初中中國歷史科的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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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初中中國歷史科的建議課節安排
建議課節分配
年級

政治演變

文化特色

香港發展

38

11

1

（中二）宋元、明、清

38

7

5

（中三）中華民國、中華人民

38

3

9

114(76%)

21(14%)

15(10%)

（中一）史前至夏商周、秦
漢、三國兩晉南北
朝、隋唐

共和國
總 計 (佔 總 課 時 百 分 比 )



詳情請參閱《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三) 修訂課程大綱》
（2018 年 5 月）(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
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M_85c_tc.pdf)

3.3 編纂方針
初中中國歷史課程重視培養學生的中國歷史知識基礎及研習
歷史的能力，讓學生透過歷史資料的研習，代入歷史時空，進
行分析，辨訛剔偽，加強學生各種共通能力的培養，以獲取及
建構知識。學生並通過探究式的學習，提升個思維能力，成為
主動的學習者。
為了貫徹新課程的精神，課本宜：
 以活潑生動的方法析述有關歷史的概念、因果、異同、變
遷及發展等；多運用「點」、「線」、「面」相組合的模式，
突出歷史事件之間的連繫，使學生體會歷史現象的具體內
容。
 為了使學生能易於理解課文內容，應盡量安排加入合適而
必要的圖片、地圖、數據等資料。
 除了史事陳述之外，宜引入延伸資料，並適當安排不同形
式及不同角度的提問，刺激學生的好奇心，引導學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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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設計多樣化的學習活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鼓勵他們
運用各種歷史研習的方法進行思考討論，亦可建議與課程
內容配合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配合課程文件的建議課時，避免內容過多。
表達形式
課文內容必須準確，符合史實，及有系統的編排，同時亦
須強調學生應掌握的歷史概念及技能。
課文內容應避免過於專門或複雜的歷史理論和概念。
敍述歷史事件時，應採取客觀、持平及專業的態度及不同
的角度，並提供可靠有力的證據 及資料來源。
明確區分「史實」與「觀點」 及意見。
標題應配合內容。
利用清晰的版面設計，方便學生區分不 同的範疇，如：
「概
論／導言」、「課文」、「補充資料」與「延伸活動」等。
不必要的年分、地名、人名應盡量減少，以免加重學生負
擔；如引用年號，宜加注公曆。
與史事有關的山川、城邑，宜用當日名稱，並注以現代地
名，避免古今名稱混用。
過於專門或複雜的歷史資料，如認為與課文內容配合，而
又有助學生理解的，可列作注釋以供學生參考。
宜利用大事年表化繁為簡，方便學生掌握 歷史脈絡。年表
須與課文配合，過分瑣碎的資料應避免採用。
宜利用插圖方便學生具體理解歷史。運用插圖時須注意以
下三項：

加插位置宜與課文配合，並附適當說明；

插圖須有根據，如屬意想圖，須予說明；

地圖以簡明為宜，江河支流宜盡量減少，標列的地名
須與課文配合，地圖所屬的年份或時期亦需標明 。
語文與版面
語文宜用語體文，必須切合學生的程度，用字應簡潔淺易。
課本中若引用文言文，必須附有解釋或語譯。如適切，可
提供讀音以利學生學習。如人物和地方屬譯名，亦可盡量
附以原有名稱。
課文內容及注釋所用的字體不宜太小，以免影響學生視力，
排版以容易閱讀為主。
插圖、地圖、數據資料的位置須與課文內容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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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選用反光的紙張，以免影響學生視力；宜選用較輕、
較薄、較堅靭的紙張，以減輕課本的重量。
排版以實用為主，每頁留空的地方不宜太多，以減低課本
的厚度及減輕課本的重量。
出版社可參考教育局最新版本的《課本編印設計基本原則》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
resource-support/textbook-info/printing-textbookguidelines.html)，以了解有關用紙、製色、油墨等的建議。

四、 其他注意事項
4.1

出版社於送審課本前有責任確保完成所有校對工作，包
括文字、插圖、頁碼、資料來源、標點符號等。

4.2

出版社有責任釐清課本內所有的版權事宜。

4.3

出版社不可以課本材料版權過期，作為申請「重印兼訂
正」或改版的原因。

4.4

選材客觀，舉例不應提及商號名稱及品牌。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二零一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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