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應變安排

通識教育科

校本評核安排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全港中學停課
多時，嚴重延誤應考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文憑試）學生的課程進度。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宣布就 2021年文憑試特別制
定了多項一次性應變安排，以及精簡各科《評
核大綱》。

2021年文憑試有 23個甲類科目的《評核大綱》
作出修訂，以釋放教學空間，讓師生有更多選
擇和彈性，部分需要面對面接觸、在校內完成

或由教師密切個別輔導的評核項目則
會取消或精簡。

2021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變安排



報考2021年文憑試的考生的通識教育科校本評

核要求已作出精簡。此乃一次性的安排，並

只適用於 2021 屆別。

實行精簡方案後，有關的公開評核包括公開考
試和校本評核兩部分，安排概述如下：

通識教育科—校本評核（精簡）

部分 比重

公開考試 卷一：資料回應題 50% → 56%
卷二：延伸回應題 30% → 34%

校本評核 (簡化) 20% → 10%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
通識教育科校本評核安排

Q1：簡化後的校本評核的具體安排如
何？



為讓考生能有系統地開展獨立專題探究，一個具
規範的探究方法能引導考生完成其獨立專題探究，
該方法包括下列四個部分：

- A 題目界定

- 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 C 深入解釋議題

- D 判斷及論證

精簡方案為：保留AB部分，取消CD部分



評分指引

由四個評量項目簡化為三個評量項目
比重如下：

評量項目 比重

題目界定和概念 / 知識辨識 30% → 60%
解釋與論證 50%

表達與組織 (PO) 10% → 20%
自發性 (I) 10% → 20%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

通識教育科校本評核安排

Q2： A、B 兩部分的評分指引如何？
有沒有字數限制？若超過限制，會否影
響PO分數？



於2021年文憑試簡化方案中，考生只需要完
成獨立專題探究的A、B兩部分。

「題目界定和概念／知識辨識」一項，總分

為9分，由原本的30% → 60%。

這兩部分的評分指引與過往相同。

詳見〈校本評核教師手冊2021 （2020年9月
更新）〉

A、B 兩部分的評分指引



「題目界定和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一項的評
分指引（與過往相同）如下：

訂立及清楚闡釋探究焦點及範圍、探究方
案（例如探究向度）／資料搜集方法；清晰表

達議題的重要性

清楚指出所需及極具相關性的概念／知識，

並解釋與該探究的相關性為何及可如何應用在
該探究上



於2021年文憑試簡化方案中，考生只需要完成獨立專題探究的

A、B兩部分。字數方面，亦有相應調整。

文字模式報告：不論中文或英文，字數上限皆為1 500字
（不包括封面、目錄、標題、圖、表、相片標題及說明、標點、
腳註、註釋、參考資料、書目和附錄）

非文字模式：評閱主體部分所需閱覽或觀看時間不得超過8分
鐘，並須附上一份不多於400字的短文（不包括封面、目錄、
標題、圖、表、相片標題及說明、標點、腳註、註釋、參考資
料、書目和附錄）

字數安排



在以下任何一種情況下，表達與組織這項的最高得分為3分
（總分9分）：

文字模式報告的字數超過1 500字（不包括封面、目錄、
標題、圖、表、相片標題及說明、標點、腳註、註釋、參考
資料、書目和附錄）

非文字模式報告的觀看時間超過8分鐘

非文字模式報告所附的短文超過400字（不包括封面、
目錄、標題、圖、表、相片標題及說明、標點、腳註、註釋、
參考資料、書目和附錄）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

通識教育科校本評核安排

Q3：學生在B部份列出的研究方法，如
訪談、問卷調查等，是否需要完成？還
是只需規劃？



於2021年文憑試簡化方案中，考生只需要完成獨立
專題探究的A、B兩部分。

就「題目界定」及「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兩部分而言，學生需「訂立及清楚闡釋探究

焦點及範圍、探究方案（例如探究向度）

／資料搜集方法；清晰表達議題的重要
性」及「清楚指出所需及極具相關性
的概念／知識，並解釋與該探究的相關
性為何及可如何應用在該探究上」。



就研究方法而言，AB兩部分只要求學生「訂立
及清楚闡釋」資料搜集的方法。學生只需按其
探究作出規劃，而無須實踐。

惟學生亦可在附錄加上問卷等探究方法的樣本，
然而，這並非必需的。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

通識教育科校本評核安排

Q4：簡化方案公佈後，學生能否就已
完成A、B部分的內容作出修改？



制定2021年文憑試簡化方案，旨在釋放教學空
間，讓師生有更多選擇和彈性。教師可因應
校本情況，調整獨立專題探究的教學進
度，惟需考慮到制定簡化方案的原意。

校內統一評改前，教師仍可按需要指導學生或
容許學生就已完成的A、B部份作出優化。建議

教師可特別留意AB部份字數要求、學生
對成績的期許等方面，以作考慮。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

通識教育科校本評核安排

Q5：如何評估學生自發性的分數？



於2021年文憑試通識教育科校本評核簡化
方案中，「自發性」一項，總分為9分，由
原本的10% → 20%。

評量「自發性」一項的評分指引與過往相
同。

自發性這評量項目可根據學生在評核活動
和獨立專題探究報告的表現與時間管理
評分。



「自發性」一項的評分指引（與過往相同）
如下：

在整個探究過程中，有證據顯示學生主動、

有應變能力，也能在毋須催迫下解決
困難及作出反思

懂得分配時間，並能如期完成工作

持續改進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

通識教育科校本評核安排

Q6：是否源用過往的封面、目錄？抑
或需採用更新的版本？



於 2021 年文憑試簡化方案中，文字及非文

字報告均需要完成 A、 B 兩部分。指定封
面及目錄亦作出相應的更新。

所有報告均須採用指定封面及目錄。

請參閱〈2021通識教育科校本核評手冊〉

(2020年9月更新) 附錄 E 所提供的指定面
以及目錄式樣。



指定封面

非文字模式：
填上AB部分的

觀看時間填上AB部
分的字數



學生可按需要在「參考資料」後，加上
「附錄」，惟這並非必需的。

目錄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

通識教育科校本評核安排

Q7：交分後，是否需要向考評局提交
樣本作抽樣檢視？交分日期有否延後？



根據考評局於2020年9月9日向全港參與文憑試的
中學發出的信函： (Ref: DSE/SBA/GEN 20/1)

Subject
SBA 
Requirement

Mark submission requirement
Student 
work

Submission 
period

Liberal 
Studies

An 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 
(IES)

• 1 mark on Problem 
Defi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oncepts / 
Knowledge

• 1 mark on Presentation 
and Organisation

• 1 mark on Initiative

IES Report of 
six students, 
chosen by 
the HKESS, 
are to be 
submitted.

18 Jan —
19 Feb 
2021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

通識教育科校本評核安排

Q8：關於是次IES簡化方案，可有其他
重要文件可供參考？



• 〈2021通識教育科校本核評手冊〉(2020年9月更新)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SBA/HKDSE/SBAhandbook-
2021-LS-C-Sept2020.pdf (中文版)

•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SBA/HKDSE/SBAhandbook-
2021-LS-E-Sept2020.pdf (ENG Version)

• 〈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評核大綱〉 (2020年9月
修訂版)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
/lib_st/2021hkdse-c-ls-rev1.pdf (中文版)

•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
/lib_st/2021hkdse-e-ls-rev1.pdf (ENG Version)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SBA/HKDSE/SBAhandbook-2021-LS-C-Sept2020.pdf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SBA/HKDSE/SBAhandbook-2021-LS-E-Sept2020.pdf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lib_st/2021hkdse-c-ls-rev1.pdf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lib_st/2021hkdse-e-ls-rev1.pdf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