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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通識課程鼓勵學生探究與自身、社會、國家及物質環境有關係的當代議題，從而培養
多角度思考能力，以及實踐探究式學習。《現代高中通識教育》就是遵照了高中通識教育課程
的精神而編寫的。以下是本書的主要特色：

‧ 鞏固基礎知識　在課文內容的編排上，本書力求詳盡客觀，從而幫助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為

深入探討各單元議題作好準備。另外，書內的「知識增益」、「網絡通識」，有助學生進行延伸學

習，擴闊知識領域；而「通識基本法」則幫助學生綜合及概括不同議題的知識。

‧ 掌握通識概念　除了基礎知識外，本書亦着重培養學生掌握及運用通識概念的能力。如「概念解

說」就是對某議題重要概念的解釋及說明；課內各練習亦附有「概念提示」，提醒學生在答題時需

運用相關重要概念。另外，每章後均設有「概念腦圖」，展示各章核心內容和概念的相互關係，以

提升學生應用通識概念的能力。

‧ 增強讀圖能力　課本加插大量圖片、數據表、地圖、示意圖等，並附有「圖表解讀」，以增加學生

閱讀理解圖表的能力，幫助他們掌握課本重點內容。

‧ 培養思維能力　課本的不同環節均加入了不少引導性和探究性問題，如在「導言」、「延伸思

考」、「跨單元議題」、「專題探究」等，擬設一些探究式問題，刺激學生思考；在「議題訓

練」，透過多元化的資料擬寫題目，引導學生從多角度探討議題及評鑑不同觀點，從而培養分析、

比較、評估、評鑑等高階思維能力。

   另外，為了提高學生的明辨性思考能力，課本特設「名家灼見」，引述一些專家學者對重要議

題的分析和評價，以作為學生討論該議題的參考，並有助學生建立及鞏固論點。

‧ 提升答題技巧　為配合文憑試的最新考評趨勢，本書擬設不同形式的練習和活動，以幫助學生熟習

考核模式，提升應試能力。如「重點題型剖析」展示各類常見考試題型的審題原則、作答方法和步

驟，並附有「歷屆試題舉隅」，供學生對照參考。「持份者擂台」就針對文憑試常要求學生分析持

份者立場和衝突點，引導學生從角色、價值觀、利益等不同層面，分析各持份者衝突的成因。另

外，「議題訓練」針對文憑試的「資料回應題」及「延伸回應題」擬設題目，緊貼考評題型，全面

提升學生的應試技能。

‧ 全面聚焦考核　每主題後的「考試熱點」均臚列了相關單元及跨單元的熱門議題，幫助學生掌握考

試趨勢。又課本各單元最後都附有「模擬試卷」一份，內容緊貼文憑試題型及評核要求，藉此加強

學生的應試能力。

‧ 多元學習活動　「課堂活動」、「專題探究」設有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如分組討論、辯論、觀看短

片等，讓學生在開放、富趣味的氣氛下，進行探究式學習，以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另外，

「網絡通識」和「通識影片」介紹與議題有關的參考網址和影片，方便學生作延伸學習。

編寫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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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書按課程綱要分為六個單元，每單元一冊，老師可按其專業決定不同單元的教授次序。
本書的編排如下：

學習範疇 單元（分冊） 主題
自我與個人成長

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1. 自我了解

2. 人際關係

社會與文化

二、今日香港

1. 生活素質

2. 法治與社會政治參與

3. 身分和身分認同

三、現代中國
1. 中國的改革開放

2.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四、全球化 1. 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

科學、科技與環境
五、公共衞生

1. 對公共衞生的理解

2. 科學、科技與公共衞生

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1. 能源科技的影響

2.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配合教育局
最新調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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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本以外，我們還推出了多項提升學生學習效能、輔助老師備課的教材，如《精煉温習
筆記》、《基礎知識工作紙》、《必讀通識技能18式》、《技能訓練工作紙》、《星級獨立專
題探究》、《時事新聞專輯》（連工作紙）、《焦點時事工作紙》等。此外，我們更會推出教
師及學生專用網站、互動討論平台、學生學習APP及教師備課APP等，以配合電子教學的需要。

輔 助 教 材全面貼心的

印刷 教材

電子 教材

學生專用網站

互動討論平台

學生學習APP教師備課APP

教師專用網站
題目庫光碟

教學資源室光碟 課堂簡報光碟

余漢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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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問 團 隊專業的
顧 問

鄭美紅教授
新西蘭懷卡托大學哲學博士、英國皇家生物學會院士。曾任牛津大學教育系專業教育教授、香
港教育學院署理文理學院院長、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和課程發展議會學科委員會委員（通識教
育）。現任香港教育學院協理副校長（學術事務）、教務長及教師教育講座教授。鄭教授的專
門研究領域為教師教育及科學教育，範疇包括探究學習、學習評估及科學本質，並以教師學習
和教師專業發展為研究重點；出版論著有《國際環境下的科學教育》、《專題研習的設計與實
踐》，以及大量有關科學教育與教師教育的學術論文和書籍篇章。

黃昌榮教授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哲學博士（社會政策）。現任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香港學術及職
業資歷評審局社會工作專家、香港社會工作者註冊局專業評審學者成員、澳洲青年研究總局國
際編審委員會委員等。黃教授的專門研究領域為青少年工作、社會工作教育、醫護政策、充權
實踐，以及敘事治療；出版論著有“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Ca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in Hong Kong ”、《充權  新社會工作視界》，以及中英學術論文數十餘篇。

李偉才博士
筆名李逆熵，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科學社會學博士，1985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香港著名科
普作家。曾任太空館助理館長、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及香港大學國際學位課程中心總監。參與
公職包括︰香港傑出青年協會會長、科學館顧問委員、「香港書獎」決審評判、香港科幻會會
長等。李博士至今發表著作三十多本，包括《格物致知》、《喚醒69億隻青蛙》、《反轉經濟
學》。其中《資本的衝動  世界深層矛盾根源》被《亞洲周刊》推選為「2014年十大中文好
書」之一。

馮俊樂博士
英國劍橋大學教育學哲學博士，曾任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人。現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任教通識及常識科師訓課程。馮博士專門研究領域為香港通識教育政策、明辨性思考及協作學
習；出版論著曾刊登於“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等。

特約 顧問

曹宏威博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生物化學系博士、英國皇家化學會院士、美國紐約洲洲立公共衞生研究所資
深研究員。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高級講師、客席教授。現任香港科學館顧問小組名
譽顧問。曹博士的專門研究領域為生物化學，包括生殖、生態、蛋白構型、細胞工程等多個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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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言提綱挈領，簡煉扼要。

‧ 掌握學習重心。
‧ 初步認識主題脈絡。

課前環節

多元學習項目 鞏固基礎知識
課本特色

‧ 強調與主題
相關的價值
觀教學。

1

2 導言

在每個主題的開首，概述
主題的內容重點，使學生
對該主題有一概略認識。

2.1 探究問題

擬設一些由淺入深的探究
問題，有助學生認識該主
題的探究方向。

2.2 重要概念及詞彙  

列出重要詞彙、概念和價
值觀，讓學生初步認識這
些詞彙，並提示學生注意
它們在主題中的重要性。

主題概念圖

以圓形核心概念圖，展示整個主
題結構和探究重點，使學生對本
章的學習範疇有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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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特色課本

‧ 提問課題重點，
激發深入思考。

‧ 以不同類型資料引入，
設題形式多樣。

‧ 內容生活化，富趣味性，激發學習動機。

3 課前引入

以新聞時事、貼近生活的
題材作引入練習，問題靈
活多變，藉以引發學生主
動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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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個案探討和外國例子，
擴闊學生的視野。

‧ 編排有序，詳略得宜。

課內環節

4

5

課文

課文分點清晰，
內容深入淺出，
幫助學生建立全
面及堅實的知識
基礎。

知識增益  

配合課文內容，提供一些相關的補充資
料，包括新聞時事、個案探討、外國例子
等，加深學生對有關課題的認識。

‧ 重視對政策的檢討及
評價，引導學生思考
政策的成效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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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特色課本

‧ 培養延伸及自主
學習精神。

6

7

8

9

‧ 問題針對課文重點，引發思考。

延伸思考  

針對課文、補充資料、圖像及數
據，提出一些具啟發性和思考性的
問題，刺激學生思考。

網絡通識 

介紹與議題有
關的參考網
站，鼓勵學生
自行搜尋學習
資料。

概念解說  

簡明扼要地解釋各重要概念的定義，有助
學生理解及應用相關概念作答題目。

通識影片  

臚列與議題有關的參考影
片，方便學生作延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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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示意圖

10

着重圖表應用 增強讀圖能力

‧ 加插大量不同類型的數據圖
表、示意圖、漫畫、地圖
等，幫助學生理解課文。

‧ 點出圖表
重點，加
強學生閱
讀圖表的
能力。

圖表解讀  

配合課文中的數據圖表、示意圖、
漫畫、地圖等資料，提供閱讀重點
及解說，既有助加深學生對相關圖
表的理解，也有利於提升學生閱讀
圖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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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特色課本

培養思維能力 提升答題技巧

11

‧ 設有概念詞及作答指引提示，
引導學生思考，並建構答案。

‧ 資料回應題、延伸回應題兼備。

議題訓練

參考文憑試的考核模式，選取熱門
的單元議題，撰寫練習，有系統地
訓練學生的理解、分析、比較、評
鑑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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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 涵蓋不同題型，聚焦考核。
‧ 答題要訣，一一點出。

‧ 提供規範化的審題方法。

‧ 另附有「歷屆試題舉
隅」，供學生對照參考。

重點題型剖析

針對各單元的恆常議題及文憑試常
見的考試題型設題，提供審題原則
和分析框架，幫助學生深入理解議
題，同時訓練學生掌握各類題型的
作答技巧。

通識基本法

以點列形式，指出研習及探究某重
要通識議題的基本通則，以提高學
生研習通識議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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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特色課本

‧ 引用不同觀點的文章，
培養多角度思考能力。

14

15

‧ 議題緊貼時事。

‧ 分析框架清晰井然。

‧ 配以文章重點提示，
幫助學生掌握觀點。

 持份者擂台

配合文憑試常見的「持份者衝突」考試題型擬設練習，引導學生從不
同層面，如角色、價值觀、利益、期望等方面，分析各持份者的衝突
點、衝突成因，以及思考解決衝突的方法。

名家灼見

輯錄與議題相關的專家
評論或文章供學生閱
讀，不偏於一方一己之
見，見解獨到、分析力
強，藉此擴闊學生的視
野。



14 15

加強跨單元元素 提高貫通能力

16

‧ 標示連繫的跨單元內容，
加強融會貫通能力。

‧ 設有指引，提供思考角度，
訓練思維能力。

跨單元議題 

探討與其他單元相關的議題，並
設有跨單元問題和思考指引，幫
助學生連繫不同單元所學知識，
培養融會貫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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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特色課本

‧ 以腦圖幫助學生快速
掌握課題重心。

課後環節

17

18

19

總結課文所學 複習內容重點

概念及詞彙  

列出重要概念及詞彙，並配以中英對
照及相關解釋，方便學生重温所學。

課後總結

以點列形式總結各章的內
容重點，讓學生複習重
温，鞏固所學。

概念腦圖

以腦圖形式展示各章核心
內容及概念的相互關係，
令學生對該課題有一個綜
合及概括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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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既配合考評重點，
又重視課堂的互動性。

21

多元學習活動 強調自主學習
20

課堂活動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如分組討
論、辯論、觀看短片等，讓學生在
開放、富趣味的氣氛下，進行探究
式學習，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
和興趣。

專題探究 

選取熱門的單元議題或跨單元議題，擬設專題，加以探究，並提供相關參
考資料、書籍、網站等，方便學生進行延伸學習及培養自主學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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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特色課本

22

23

緊貼熱門議題 全面聚焦考核
考試熱點

臚列本單元及跨單元的熱門議題，
以便學生掌握考試趨勢，並進行延
伸學習，為應試作好準備。

歷屆文憑試  　

列出歷屆文憑試試題，供學生參考，
令學生及早熟習和聚焦考核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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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擬試卷

設卷一、卷二試卷各一份。題目根據最新文憑試題
型設計，幫助學生熟習考核模式，提高應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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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生課本基礎上套紅印刷教學參考資料，幫助老師日常備課與教學，另備有電子
檔案，方便老師修改及整理。

一、教學指引類

‧ 課堂引入　  提供有趣的時事新聞、生活事例，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 教學重點　  列出每章的學習重點。
‧ 教學建議　  建議教學技巧、提示老師教授相關

章節內容時可留意的地方。

二、參考資料類

‧ 圖表說明　  解說圖片、圖表、漫畫等資料的內
容、意義。

‧ 補充資料　  提供更多與課題相關的資料，方便
老師對照講解。

‧ 考試錦囊　  針對考試，提示考核重點所在。
‧ 跨單元問題 特設跨單元思考問題，引導學生連

繫各單元的學習內容。
‧ Apps 速遞　  提供與課題相關的手機應用程式，供備課參考。
‧ 參考影片　 提供與課題相關的影片，供備課參考。

參考資料豐富 方便備課教學

教師用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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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答案

‧ 為各練習及問題提供簡煉的參考答案（詳盡的答案及評分準則會在網站提供）。
‧ 特設「訊息提煉」，方便教師教授運用及提煉資料訊息的方法，指導學生組織、建構答案。其
主要方法有五個：「直接提取」、「推論詮釋」、「歸納概括」、「整合篩選」和「連繫所學」。

推論詮釋

歸納概括

連繫所學

直接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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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概括課文重點，以
簡馭繁，一目了然。

‧ 以多元化資料設題。
‧ 指引清晰詳盡。

輔助教材完備 提升教學效果
印刷教材特色

基礎知識工作紙

本書是為了輔助學生掌握各單元課文重點和答題技
巧而編寫的，分為「基礎訓練」和「進階訓練」兩
部分。
「基礎訓練」以概念圖、列表等多種形式擬設練
習，把課文內容化繁為簡，幫助學生快速掌握各單
元的重點知識和相關概念。「進階訓練」按文憑試
考問形式設問，配以作答指引，引導學生逐步建構
答案。

‧ 運用表格引導學生
逐步建構答案。



22 23

‧ 設有答題示範及
框架，展示作答
的重點及步驟。

‧ 附有「模擬練習」，幫助
學生複習所學。

必讀通識技能 18式

本書是為了輔助學生掌握各種通識答題技能而編寫
的。書中詳細剖析文憑試各種常見題型的考問特色，
並針對各種題型擬設「答題要訣」、「答題示範及框
架」、「模擬練習」等，為學生提供全面的思考和答
題指引，幫助他們掌握作答各種題型的能力。

‧ 介紹解讀各類
資料的要訣。

‧ 提供作答各類題型的
常用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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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教材特色

‧ 資料、題型多元。
‧ 指引全面扼要。
‧ 提問由淺入深。

技能訓練工作紙

本書配合《必讀通識技能18式》內針對各種
題型的作答技巧，擬設練習，讓學生多作操
練，熟習答題方法，為應試做好準備。

報章閱讀技能訓練

本書針對通識科着重探討時事議題及以新聞資
料設題的特點，加強訓練學生閱讀報章資料的
技巧。書中不但教授從新聞資料提取訊息的步
驟與方法，也幫助學生理解各類評論文章的觀
點，從而建構分析資料及評鑑議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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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該議題提供系統及全面的基礎知識。
‧ 不同題型的題目穿插其中，並附有詳細答題
指引，為學生應試做好準備。

‧ 每周持續更新。
‧ 追蹤時事熱點。
‧ 作答指引完備。

時事新聞專輯

本書旨在協助老師製作學習材料和擬定題目。書中
搜集、整理與六大單元相關的新聞資料，並提供相
關探討問題及參考答案，供教師參考。

焦點時事工作紙

本書根據最新時事議題擬設模擬試題，包括資料回
應題和延伸回應題，以配合老師教學及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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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教材特色

‧ 設有「星級提示」，強調研習重點，令温習更有系統。
‧ 提供「摘星要點」，展示考核重心，聚焦考試。
‧ 利用圖表概括課題重點，方便學生温習記憶。

精煉温習筆記

提供精煉的課文筆記，並配以清晰簡明的概念
圖、圖表等，深入淺出地展示不同課題的重心。

通識影片工作紙

本書精選與六大單元內容相關的影片連結，
配合最新的「翻轉課堂」教學模式。

‧ 提供探究問題，引導學生
思考影片的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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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有詳細答題框架及評分
準則，方便老師評核批改。

‧ 題目總數超過 500 題。
‧ 設資料回應題、延伸回應題及跨單
元題，緊貼考試題型。

‧ 網上定期更新，配合老師教學需要。

各式應試資源 輕鬆備戰考試

模擬試卷套

本書以方便教師擬卷評核學習進度、讓學生熟習公開
試要求為目的。題型、內容緊貼文憑試要求，參考答
案完備。

題目庫

根據文憑試最新考核模式，提供大量模擬試題，幫
助老師編寫練習及試卷，並提供簡明的作答指引和
詳細答案，方便老師批改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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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教材特色

‧ 簡介校本評核的理念、運作流程，以及搜集
資料和撰寫報告的技巧。

‧ 配合最新評核
模式，提供完
整報告示例。‧ 加強判斷論證

訓練。

星級獨立專題探究

本書配合考評局最新修訂的校本評核要求，提供
多元化的校本評核習作。各類習作均附有詳盡指
引及參考資料，方便師生展開校本評核的工作。

應試訓練

本書聚焦文憑試，加強答題訓練，讓學生熟習文
憑試命題形式。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
「應試技巧」，讓學生全面認識文憑試的課程
內容及最新考核模式，並了解不同題型的答題策
略。第二部分就每個單元的重要內容擬設「資料
回應題」和「延伸回應題」，每道題目皆設有作
答指引，為學生提供答題方向，評論題更設有答
題大綱，幫助學生建構答案。

余漢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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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網站架構

預習室 電影短片、課本工作紙、引入活動

温習室
精煉温習筆記、重要概念及詞彙、延伸閱
讀、必讀通識技能18式

考試室
課程及考評資訊、樣本試卷及考評報告、
星級獨立專題探究、熱門通識議題

其他連結 互動討論平台、學生學習APP、最新消息

教師網站架構

熱門時事資源 時事新聞專輯、焦點時事工作紙

技能訓練資源 基礎知識工作紙、技能訓練工作紙、必讀通識技能18式

評估資源
試題庫、模擬試卷、歷屆考試趨勢表、星級獨立專題探究、熱門通識議題、課程及考評資訊、
樣本試卷及考評報告

教學資源
電子課本、課堂簡報、教學進度表、教案、教學精要內容、引入活動、課本工作紙、課本練習
答案、通識議題總結、單元模擬試卷作答分析、精煉温習筆記、進階研究、重要概念及詞彙

影視室 電影短片、通識影片工作紙

參考網址 網站連結

其他連結 互動討論平台、教師備課APP、最新消息、教學配套介紹、研討會資訊

學科網站

電子教材特色

學生專用網站

為學生提供豐富、完備的網上學習資源，包括精煉温習筆記、課本工作紙、電影
短片、考試訊息等。網站會定期更新，以配合學習需要。

教師專用網站

為教師提供豐富、完備的網上教學資源，
包括多種電子教材檔案、電影短片等。網
站會定期更新，以配合教學需要。

網址：http://Is.mers.hk/teacher

網址：http://Is.mers.hk/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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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 APP 架構

預習室 電影短片、課本工作紙、引入活動

温習室
精煉温習筆記、重要概念及詞彙、延伸閱
讀、必讀通識技能18式

互動討論平台 個人研習、分組討論、分組匯報（連結）

考試室
課程及考評資訊、樣本試卷及考評報告、
星級獨立專題探究、熱門通識議題

教師備課APP架構

預習室 電影短片、課本工作紙、引入活動

温習室 精煉温習筆記、重要概念及詞彙、延伸閱讀、必讀通識技能18式

互動討論平台 個人研習、分組討論、分組匯報（連結）

考試室 課程及考評資訊、樣本試卷及考評報告、星級獨立專題探究、熱門通識議題

備課室 教學精要內容、多媒體教材、教案及進度表、進階研究（專家及評論文章）

學生學習APP

把重要學習材料，如温習筆記、
概念及詞彙、熱門通識議題等，
放入手機應用程式，方便學生隨
時隨地複習所學知識和概念。

教師備課APP

把重要的教學資源，如教學精
要內容、教案及進度表、熱門
通識議題、專家文章等，放
入手機應用程式，方便老師備
課，配合教學需要。

‧ 特設更新提示。

電子電子教材特色電子電子

學習及備課APP

http://Is.mers.hk/sc/teacher.php

http://Is.mers.hk/sc/studen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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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討論平台

教師互動討論平台

學生互動討論平台

‧ 學生可在預設框架
作答問題，然後傳
送給老師批改。

互動討論平台

設有「個人研習」、「分組
討論」和「分組匯報」三大
功能，以加強課堂互動性，
並幫助學生透過電子學習工
具，掌握分析、比較、論
證、評鑑等能力。

‧ 教師可選取學生的功課
進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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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方便老師教學及備課。

項目包括：
‧ 電子課本
‧ 教學進度表電子檔
‧ 教師課本紅版電子檔
‧ 單元模擬試卷作答分析電子檔
‧ 歷屆考試趨勢表電子檔
‧ 基礎知識工作紙電子檔
‧ 技能訓練工作紙電子檔
‧ 星級獨立專題探究電子檔
‧ 必讀通識技能 18 式電子檔
‧ 重要概念及詞彙

電子電子教材特色電子電子

教學光碟教學資源室光碟1

以扼要的文字、清晰的示意圖表、精美的
圖片、多元生動的手法，帶出各課題的主
要內容，方便老師課堂教學。

根據最新文憑試設題模式，提供大量電子檔題
目，輔助老師擬設試卷及練習。另設有「新建
題目」功能，便利老師自行編寫題目。

課堂簡報光碟2

題目庫光碟3
目，輔助老師擬設試卷及練習。另設有「新建
題目」功能，便利老師自行編寫題目。題目」功能，便利老師自行編寫題目。題目」功能，便利老師自行編寫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