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要求基礎教育的相關學習經歷的關係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習範圍 

基礎教育的相關學習經歷 與學習內容有關之科目 

F.1  F.2  F.3  

自我與個人成長 

單元一：個人成長 

        與人際關          

        係 

主題 1：自我了解    

影響個人發展的因素包括 生活教育   

隨青春期而來的生理、情緒和社群發展的轉變及處理這些轉變的方法 生活教育   

個人的獨特之處 生活教育   

兩性間的共通及相異處 生活教育   

個人身分認同及自尊 生活教育   

自我形象及自我意識 生活教育   

個人的長處及短處 生活教育   

健康的生活方式  家政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 ? ? ? 

金錢運用 生活教育   

處理壓力和挫折感 生活教育   

處理感情的經驗 ? ? ? 

面對陌生處境的策略 ? ? ? 

在挑戰的環境下作出決定 ? ? ? 

主題 2：人際關係    

各種人際關係；  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  

影響對性的態度、人際關係、價值觀和信念的因素  生活教育  

身分認同和社會認許   通識  

個人在家庭及其他社群中的角色、權利及義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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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儕群體及它的影響  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  

性別角色與關係 ? ? ? 

與異性的關係 生活教育   

從眾與獨立 生活教育   

在日常生活中化解衝突的簡單技巧 ? ? ? 

增進人際關係和社交技巧  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  

尊重與自己有不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人  生活教育  

在社區內與人溝通及和睦相處  生活教育  

參與社會事務的重要性 通識   

社會與文化 

單元二：今日香港 主題 1：生活素質    

香港社會的需要和問題 通識   

香港的經濟發展歷史和現況 通識   

政府的功能和所提供的服務 通識   

香港的自然和人文特徵（例如地勢、氣候、人口） 通識   

消費者的權利和義務  通識  

現今本地的環境議題  通識  

主題 2：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的發展歷史和現況 通識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通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香港居民的重要性  通識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根源 通識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 通識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功能及其與香港居民的關係 通識   

香港居民的身分、權利和義務 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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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居民在社會和政治事務上的參與 通識   

主題 3：身分和身分認同    

個人在不同社群中的身分和角色 通識   

作為香港居民及中國公民的身分認同 通識   

對本地、國家及世界的認知和關注 通識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出現的世界公民身分 通識   

單元三：現代中國 主題一：中國的改革開放    

國家近百年發展的主要歷史時期和重要歷史事件  中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和外交概況 中史   

國家憲法的重要性  通識  

政府的架構  通識  

國家的地方及區域特徵，及其主要自然和人文形貌的特定分佈形態的成

因和影響 

 通識  

國家的經濟和環境議題  通識  

主題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主要特徵  通識  

國家內相同和不同的地域、文化、種族及宗教的人在傳統風俗習慣上的

異同 

 通識  

不同的文化如何適應轉變中的環境  通識  

文化遺產的保存和保育 ? ? ? 

單元四：全球化 主題：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    

科學與科技如何改變世界各地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往方式與關係 通識   

人們交換貨物及服務的重要性 通識   

人們在地球上聯繫的方法 通識   

地理環境及社會情況對世界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影響 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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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體系內不同文化群體的互相推動方式及其發展 通識   

國際時事 通識   

東西方的接觸 通識   

國際紛爭及危機 通識   

國際合作及為和平作出的努力 通識   

科學與科技的發展 通識   

工業遷移 ? ? ? 

人口分布及問題 ? ? ? 

資源與發展 通識   

發展與互相依賴 通識   

二十世紀戰爭的原因和影響 通識   

科學、科技與環境 

單元五：公共衛生 主題 1：對公共衛生的理解    

身體主要部分、系統以及主要功能 Science Science  

影響個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及如何保持健康 家政 / 體育 家政 / 體育  

健康生活包括個人衛生、均衡飲食、適量運動及休息的健康生活方式 家政 / 體育 家政 / 體育  

濫用物質的成因及影響 生活教育(成因) Science(影響)  

香港普遍的疾病，其成因以及預防   生物 

個人操守所引起的正及／或反面後果 生活教 生活教育  

社區健康的重要性 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  

主題 2：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細胞的結構與功能   生物 

人類的繁殖過程 Science   

利用感覺器官察覺環境  Science  

利用科學概念解釋現象及實驗證據的重要性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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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文化下使用科技的分別 ? ? ? 

科學的局限及科學知識的演進本質 Science   

有關愛滋病及癌症教育的本地議題   生物 

科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家政 / 設計  

以有限資源面對整體社區健康的需要 ? ? ? 

文化是運用科學與科技的考慮因素 ? ? ? 

一些國際組織的工作 ? ? ? 

單元六：能源科技 

與環境 

主題 1：能源科技的影響    

能量的形式、能量的轉換、電的產生及能源   物理 

空氣的成份、自然界中二氧化碳與氧的平衡   物理 

空氣污染、酸雨、全球增溫及溫室效應   物理 

發展核電的利弊   物理 

科學與科技在不同文化中產生的影響   物理 

火藥的發明   中史 / 化學 

主題 2：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個人在環境保護所扮演的角色 Science Science  

吸煙和污濁空氣對人們呼吸系統的影響  Science  

水的供應、處理、節約及污染 Science   

棄置金屬和塑膠所帶來的環境問題   化學 

生物與環境的互相依賴性 Science   

資源的規畫及管理概念 ? ? ? 

使用有限資源的選擇及其代價   化學 

利用科學知識來解釋及闡明熟悉現象 Science Science  

欠發達國家和較發達國家的發展和互相依賴   通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