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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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明本科的課
程宗旨和目標、編纂課本的相關原則等，務求課本能配合課程要求 及「中學
教育的七個學習宗旨」(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7-learn
ing-goals/about-7-learning-goals/secondary.html)（ 詳情請參閱《中學教育課程
指引》(2017)）。至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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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07)（2015 年 11 月更新）

二、 課程宗旨和目標
出版社應參照《中國歷史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2015 年
11 月更新）
。課本的編寫必須符合和體現高中中國歷史課程的宗旨、學習目
標和學習成果。
2.1 課程宗旨
本課程的宗旨，是讓學生能夠：


理解重要歷史事件的由來、發展及相互關係，從而掌握事物的變
革軌跡及發展趨勢，幫助他們能以古鑑今，策 畫未來；



整理、綜合及分析相關的歷史資料，運用歷史探究的方法，提升
個人思辨及評價史事的能力；



培養解難、內省、明辨及創意思維等技能，提升他們處理日常生
活事務及參與社會決策的能力；



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培育個人對社會、國家及民族的責任感；



體會中外文化交流的意義，欣賞中國文化的特質與價值所在，建
立民族認同感，尊重不同的文化與承傳。

2.2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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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的目標，是讓學生進一步：


建構歷史知識：
 了解中國政治歷史 的面貌與治亂因由 、社會和民族的發 展狀

況與演進關鍵；
 掌握歷史與文化的 承傳變化，從而對 當前生活的背景有 更深

刻的體會。


掌握研習歷史的技能：
 以歷史思維分析歷 史人物和歷史事件 的相互關係、事態 的演

變脈絡等，從而深入了解歷史現象，並據此建構個人的史觀；
 採用探究式學習的路向及歷史研習的方法，層層遞進，由理解

至綜合，由解難至創造，在學習的過程中進行知識的遷移，從
而建立面對社會和人生問題時所需要的分析、判斷、應變及實
踐等能力，以期在 未來更具能力參與 社會事務及處理個 人問
題；
 運用各種探究方法 整理史料，建立概 念，以及藉著通暢 的語

言、文字表達學習歷史的成果。


培養積極的態度和價值觀：
 情智並重。在研習民族融和的過程、國家發展的歷史，以及歷

史人物的言行時，在移情共感及獨立思考的過程中，提高對國
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建立優良的品德和公民意識等；
 兼容並蓄。通過學習中國與世界其他民族、國家交往的歷史，

培養有容乃大的胸 襟，懂得欣賞及尊 重其他文化體系的 特質
與價值，以期在全球化的世界裏具有更廣闊遠大的視野。
2.3 學習成果
預期學生在 完成本 課程後對中 國歷史 及文化有進 一步的 認識與理解 ，
並具有探究、組織和溝通等能力、積極的態度和正面的價值觀，以及
優良的品格與公民責任感，同時能夠：


了解中國歷代治亂的沿革，掌握各個歷史時期的基本特徵與發展
趨勢，明辨社會形態的轉變關鍵，並通過理解箇中的因果關係，
察知歷史延續與演變的規律，在比較史事異同的同時，建立清晰
的時、空概念；
2









認識重要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現象，理解重要的歷史概
念，並藉代入歷史的時、空之中，以培育個人的歷史意識；
掌握探究歷史的方法、識別史料的真偽及懂得使用歷史圖表等技
能，具備搜集歷史資料的能力與 明辨性思考，善於進行獨立思考，
深入探討問題，並能辨識資料的真確性及可信程度；
掌握理解、分析歷史資料及闡述歷史問題的能力，並能運用歷史
資料及有關論述表達自己的觀點，從而建構歷史知識與概念；
轉移與內化知識，通過擴闊歷史視野，認識理解現實問題，思索
人生的價值，達至以古鑑今、以今通古的目的；
具有責任感與正面的價值觀，善於自我管理、與人協作，發展和
諧的人際關係，並尊重他人的價值取向；
建立對國家、民族的認同與歸屬感，既能欣賞自己國家、民族的
成就，又能尊重不同國家、民族的歷史與文化。

三、 課本編纂準則
3.1 課程組織


須體現與基礎教育的銜接關係
進入高中前，學生在小學常識科、初中中國歷史科、綜合人文科
等的學習中，已初步認識中國歷史的基本政治發展歷程及文化特
色。高中的教科書，須在初中學習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中國歷
史的知識，提升研習歷史的能力，建立正面的態度，推動終身學
習。



內容的組織編排要恰當，配合學習時間安排，顯示整體的教學規
劃。
本課程主要分為「歷代發展」
（必修部分）與「歷史專題」
（選修
部分）兩部分。
「歷代發展」部分旨在使學生宏觀地了解中國歷史
的發展脈絡；「歷史專題」部分則供學生按興趣選修各擬設的主
題，從而期望能激發學生探究中國歷史的興趣，拓展學生學習和
探究中國歷史的空間，培養學生正確的歷史觀。融入日常教學中
的「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部分，尤重視發展學會學習的能力，
讓學生能從實踐中掌握歷史研習的技能、培養求真的史學精神。
「歷代發展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不應包含太多近
二十年的史事。這些事件不少仍在發展當中，還未有結論，放在
歷史課本並不恰當。



建議課程架構見圖 1，學習時間安排見表 1。教科書的編纂須配
合整體的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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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高中中國歷史科的課程架構

表 1：高中中國歷史科的學習時間安排
建議課時（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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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中國歷史概論
（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
（II）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

12

（III）必修（「歷代發展」）部分`

160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80

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80

（IV）選修（「歷史專題」）部分

70

3.2 學習內容
課本宜先以「概論」形式讓學生對各時期或專題的歷史概況和特色有
一定的認識，才引入各有關課題作深入探究。詳情參看《課程及評估
指引》第二章。
「必修部分」（歷代發展）涵蓋範疇



「必修部分」選取具明顯特色的課題，分甲乙兩部，供學生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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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自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分為五個時期。



乙部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分為三個時期。

「選修部分」（歷史專題）涵蓋範疇


選修部分六個範疇可提供不同的維度讓學生了解中國歷史的不
同形態。教科書必須提供多元的選擇及豐富的資料讓不同性向與
潛能的學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認識中國歷史。



六個歷史專題重點如下：
 「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
，以「五四運

動」為切入點，探討中國文化與傳統的特質及其變遷。
 「地域與資源運用」
，強調空間的概念，研究資源如何促進地

域的發展。
 「時代與知識分子」
，選取能洞悉時代轉變而作出積極回應的

知識分子，研習他們的經歷，以觀察不同時代的歷史變遷。
 「制度與政治演變」
，以重要的制度變革為例，認識和探究制

度與政治演變的關係。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認識四種主要宗教在中國的傳播，

以及因宗教傳播而產生的文化交流。
 「女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探討女性在中國歷史上擔當

的角色與享有的社會地位。
（註：出版社可選擇只送審選修部分的其中 三個單元。）

3.3 編纂方針
高中中國歷史課程重視培養學生 的思維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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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從不同
角度探究問題，學習解決歷史問題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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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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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延伸資料，並適當安排不同形式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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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的提問，刺激學生的好奇心，引導學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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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活動設計只針對一個細小片段的資料（如只引用一幅政治漫
畫）而提出範圍廣闊的提問，又或情境未能提供不同角度的討論
空間，又或從今日角度描述史事 （如古今問題類比 ），提問空洞
和範圍過於寬闊，令學生只能按個人的有限認識作空泛的回應，
或以個人臆測推論作答，以致偏離課程目標。活動設計應要切合
本科「論從史出」的歷史精神。



避免在活動或練習要求學生利用手提電話閱讀二維碼觀看影片
才能回答問題。課本的基本內容應該自足，學生不需額外的設備，
否則物質條件較差的學生即使購買了課本亦無法取得相關的學
習經歷，並不公平。



配合課程文件的建議課時，避免內容過多。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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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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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漫畫及畫作應 特別小心，不少這 類資料有強烈主觀 的立

場，表達對某史事的觀點不時充滿偏見；
 若圖像關涉的史事有歷史照片，應盡量採用，而避免使用可能

並不持平的畫作；
 採用歷史照片時請小心查證其有否經過修改 ；
 避免圖像，特別是 漫畫與課文敘述範 圍重複，不必要增 加篇

幅；
 圖像不應只用作裝 飾或填塞版面之用 ，圖像資料必須能 與課

文互相配合，附有合適的說明文字，以加強學生對相關史事的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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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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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編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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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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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
解有關用紙、製色、油墨等的建議。

四、 其他注意事項
4.1 出版社選擇材料編寫課本時，所引用的資料必須正確、內容完整、
切合時宜、客觀持平，並適當標示資料來源和日期；如非必要，
舉例或圖像不應包含真實商號及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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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出版社應避免在課本內加入過多超連結／二維碼，以免影響課本
的獨立使用，宜盡量將超連結／二維碼內容加進教師用書或由出
版社建立的網上學習平台，供教師和學生作參考資料使 用；超連
結／二維碼亦應連繫至具公信力的網站，如官方網頁、學術機構
等，避免連結至商業公司或社交平台等網站。
4.3 出版社於送審課本前有責任完成所有校對工作，包括 語文、資料、
標點、插圖、頁碼等，確保正確無誤。
4.4 出版社有責任釐清課本內所有的版權事宜。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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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注意本科課程指引建議的課時分配，編訂適切的學習內容數量及
程度。
4.7 如出版社同時送審同一書目的其他版本（如電子版），須檢視各
版本內容的一致性。如之後才提交另一版本，提交前須按已送審
版本的評審報告建議作修訂。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二零二零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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