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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科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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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四選科須知 
選科的準則（學生）  
興趣 
能力 
出路 
 

分科的準則（學校） 
興趣 
名額 
成績 / 能力 
 

 
 選科的困惑 
問 1：我文科的成績幾好，而且不太喜歡理科，但理科出路較佳喎，點算呀？ 
答 1：討厭理科卻選擇理科，既埋沒文科天份，又讀得辛苦，讀出的成績也未必佳；反而

讀文科成績可能更好，出路也一樣好呢！ 
  
問 2：我不知道自己喜歡文科抑或理科？ 
答 2：你可從日常的生活，了解自己的興趣。例如喜歡看散文抑或推理書？喜歡歷史課堂，

抑或化學課堂？ 
  
問 3：除了興趣，選科還要考慮甚麼？ 
答 3：a) 成績：可顯示你對那些科目有較好的能力；及 
           b) 出路：希望將來的職業是甚麼？例如「醫生」、「護士」則必須修理科。 
  
問 4：很多同學都選理科，我應否選理科？ 
答 4：當然要三思！因為朋友的能力與興趣可能與你不同；如果你不考慮自己的喜好就隨

便選科，便會浪費最少兩年時間，而且嚴重影響你日後升學與擇業的機會！ 
  
常見的錯誤觀念 
1) 理科出路好，文科出路差。 
2) 聰明和學習能力強的人應選讀理科。 
3) 男孩子應該選讀理科。文、商科應留給女孩子修讀。 
4) 理科班才是精英份子匯集的地方。 
5) 應該和好朋友一同進退，同選一班，以維持友誼。 
6) 商科最實用，畢業後必定不愁找不到合心意的工作。 
 
Source: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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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在 2010－2011 年度中四科目概覽 

二零一零至二零一一年度中四級之必修科及選修科之編排如下： 

必修科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數學 (可選擇增修附加單元一) 

通識 

選修科一 

的選擇 

(按筆劃序) 

中國歷史 

世界歷史 

生物 I (英語授課) 

生物 II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 

經濟 

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科二 

的選擇 

(按筆劃序) 

中國文學 

化學 I (英語授課) 

化學 II 
地理 

物理 

視覺藝術 

經濟 

資訊及通訊科技  

 
 

（四）本校中四選科的甄選辦法 

 
 本校會就學生的「意願」作甄選，但若遇有學生「意願」相同的情況，則會依學生的

「總成績排名」作甄選。就此，「總成績排名」越高的學生，獲派「首意願」的機會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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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用學習課程 
 

應用學習旨在為擁有不同興趣和取向的學生提供現時學校課程以外

的多元學習平台；為學生提供機會，去探究個人終身學習的取向及

職業抱負；培養學生的共通能力、價值觀和態度，讓學生獲取有關

的職業知識及技能，並了解不同職業環境的工作需求；及讓學生在

高中階段有機會取得資歷認可，為繼續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應用學習的六個學習範疇包括：創意學習、媒體及傳意、商業、管

理及法律、服務、應用科學及工程及生產。詳細課程資料，請瀏覽

教育局應用學習組網頁《www.edb.gov.hk/apl》。 

 

各同學可於中四下學期報名，學校將按學生成績、操行、課任老師

及班主任評語向教育局作報名推薦，名額有限。課程提供機構會個

別進行面試，最後甄選結果會由教育局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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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新高中各必修科簡介 
科目﹕中國語文科 (中四、中五及中六) 
教學目標  培養學生閱讀、寫作、聆聽和說話等四種基本的語文能力。 

 提高思維能力、審美能力及培養學生自學的態度和能力。 
 提高學生學習本科的興趣，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性情。 
 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識，啟發學生的思想，激發學生創意，培養學生

的品德，使能建立正確的價值觀，加強對社會、國家及民族的責任感。

 
 
課題編排  上學期 下學期 

中四 基礎能力複習 提升能力教學 

中五 提升能力教學 選修課程 (三個) 

 

中六 應試教學  

 
 
家課政策 
類型 

 
次 
數 

級 
別 

預習 工作紙

評估 
補充

練習 
課外

閱讀

剪報 
 

測驗 
 

默書 寫作練

習 
專題

設計 
資訊 
科技 

中四 每課文

一次 
每單元

一份 
每月

二次 
每月

一書

隔周

一次 
每單元

一次 
每課文

一次 
每單元

一次 
 每單元

中五 每課文

一次 
每單元

一份 
每月

二次 
每月

一書

隔周

一次 
每單元

一次 
每課文

一次 
每單元

一次 
三次 每單元

中六 每課文

一次 
每單元

一份 
每月

二次 
每月

一書

隔周

一次 
每單元

一次 
每課文

一次 
每單元

一次 
 每單元

 
 
學生的責任 

 於上課時，帶齊課本、筆記、筆記簿及所需文具。 
 於課室抄寫重點。 
 每天進行温習及完成當天的功課。 
 為每次小測、統一測驗及考試作好準備。 

 
家長的責任 

 經常提醒子女須完成在學生的責任中的各項要點。 
 確保子女有足夠的睡眠。 
 要子女制定温習時間表，並監察子女有否依照所定立的時間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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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科評估方法： 
 
公開考試  80% 
卷一 閱讀能力 75 分鐘 20% 考核學生運用不同策略的閱讀能力，包括理解、分

析、感受、鑑賞等能力 
卷二 寫作能力 90 分鐘 20% 考核學生構思、表達、創作等能力 
卷三 聆聽能力 45 分鐘 10% 考核學生辨明說話者立場、觀點、說話技巧、語氣等

聆聽能力 
卷四 說話能力 40 分鐘 14% 甲部：朗讀  

(準備時間 3 分鐘，朗讀時間約 1 分鐘) 
乙部：口語溝通 
(每 6 人一組、準備時間 10 分鐘，全組討論時間約 18
分鐘) 
考核學生口語表達、溝通與應對能力 

卷五 綜合能力 75 分鐘 16% 考核學生理解、思考、組織、文字表達等能力 
 
 
校本評核  20% 

項目 要求 佔全科總分比重 
必修部份   
閱讀活動 呈交 1 個分數。分數須由以下兩部分組成，比

重各半，包括： 
(1) 閱讀紀錄 1 份； 
(2) 1 次口頭匯報（可接受個人或小組形式）

或閱讀報告，必須在課堂上完成。 
 

4 

日常課業及其

他語文活動 
呈交 3 個分數（中四、中五及中六至少各一）。

分數可來自日常課業或其他語文活動匯報；或

二者之組合。其中一個分數的作業必於課堂上

完成，每個分數所佔比重相同。 
 語文活動可採用口頭匯報（個人或小組形

式均可）或文字報告。 
 日常課業或其他語文活動的數量，由學校

自行決定。 
 

4 

選修部份 學生修讀三個單元，每單元佔 4% 
分為日常課業表現+單元終結性評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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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Introduction 

 The senior secondary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seeks to build on the effect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practices promoted in basic education (P1 – S3). It consists of a Compulsory 
Part and an Elective Part. 

 Both the Compulsory and Elective Parts include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Interperso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Strands. They also comprise the same learning 
objectives, which embody the essential content of learning for English Language at senior 
secondary level. 

 As suggested in the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Guide (2007), English Language, as a 
core subject, accounts for up to 15% (approximately 405 hours) of the total lesson time of 
the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The suggested time allocation for the Compulsory and 
Elective Par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s as follows: 

 
 

（二）Objectives：  

 

 

（三）Course: 

必修部份：  選修部份(二擇其一)  :  

In the Compulsory Part,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continue with what they do at 
junior secondary level, i.e. delivering the 
learning content by way of the task-based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They will 
apply the organising structure of Modules, 
Units and Tasks to facilitate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the four language skills, 

 The Elective Part includes a range of 
extension modules which reinforce different 
aspects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The 
Elective Part takes up about 25% 
(approximately 100 hours) of lesson time. It 
serves the purposes of adding variety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broadening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ca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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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r,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vocabulary and text-types. As 
noted in section 2.3.2, it is suggested that up 
to 75% (approximately 305 hours) of lesson 
time be allocated to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the Compulsory Part. 
Below is a list of suggested modules and 
units for senior secondary level: 
� Getting along with Others 
– Friendship and Dating 
– Sharing, Co-operation, Rivalry 
� Study, School Life and Work 
– Study and Related Pleasure/Problems 
– Experiments and Projects 
– Occupations, Careers and Prospects 
� Cultures of the World 
– Travelling and Visiting 
– Customs, Clothes and Food of Different 
Places 
� Wonderful Things 
– Successful People and Amazing Deeds 
– Great Stories 
– Precious Things 
� Nature and Environment 
–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 Resources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 Crime 
– Human Rights (personal rights, civic rights, 
respect) 
� Communicating 
– The Media and Publications 
– International Network (Internet) 
� Technology 
–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echnology 
�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 The World of Sports 
– “Showbiz” 

 

for their diverse needs and interests. 
The proposed modules in the Elective Part 
are categorised into the following two 
groups: 
Language Arts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hort Stories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Non-Language Arts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ocial Issues 
�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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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ssessment: 

  

Components Details 
 Weighting Duration Requirements 
Paper 1 Reading 20% 1/2 hours  
Paper 2 Writing 
       Part A 
       Part B 

25% 
10%
15%

2 hours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30% 2 hours  
Paper 4 Speaking 10% 20minutes  
School-based assessmen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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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數學 

宗旨 數學教育學習領域整體的課程宗旨是培養學生： 

 批判性思考、創意、構思、探究及數學推理的能力和運用數學建立及解決

日常生活、數學或其他情景的問題之能力； 

 透過數學語言與人溝通，具備清晰及邏輯地表達意見的能力； 

 運用數字、符號及其他數學物件的能力； 

 建立數字感、符號感、空間感、度量感及鑑辨結構和規律的能力；及 

 對數學學習持正面態度及欣賞數學中的美學及文化。 

課程內容 （一） 簡介 

 數學科新高中課程（中四至中六）有必修及延伸兩部份。 

 所有高中學生必須修讀必修部份，必修部份分基礎 課題和非基礎 課題，

特殊情況的學生，如有需要，可以集中應付基礎 課題部份。 

 延伸部份分單元一及單元二，供有能力及有興趣的學生二選其一 。 

 必修部份的建議課時約 270 至 338 小時；必修部份加延伸部份其中一個單

元的建議課時約 405 小時。 

注意：延伸部份的一個單元課時遠多於 405-270=135 小時，需要抽取必修

部份的課時去教授延伸部份。 

延伸部份不用校本評核，校本評核只在必修部份中佔15%，最初打算於2016年才

計入“全科總結性評估成績＂， 但現在已將實施日期押後，詳情未有公佈。

（二） 內容: 

必修部份： 選修部份(二擇其一)  :  

 為所有學生提供學習基礎，也具

足夠的靈活性以照顧不同學生

的學習需要 

 設計重視數學與人類活動的密

切關係 

 包含三個學習範疇： 

 「數與代數」 

 「度量、圖形與空間」 

 「數據處理」 

 內容劃分為 

 基礎課題 

 非基礎課題 

選修單元的組織 

 內容縱橫交織，課程內容是以

領域來劃分 

 單元一的三個領域 

 「基礎知識」 

 「微積分」 

 「統計」 

 單元二的三個領域 

 「基礎知識」 

 「代數」 

 「微積分」 

 

學生在公開考試的表現，將會分為必修部分、單元一及單元二來報告，供各人

士參考。 

下圖展示由現行的數學課程過渡至數學課程 (中四至中六) 的情況。 

現行數學課程：                 新高中數學課程 (中四至中六)： 

 

中學數學課程 

附加數學課程 

高級程度/高級補充

程度數學課程 

必修部分 

延伸部分 
(單元一或單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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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本科的

方法 

 上課時，帶整齊課本、筆記、計數機及所需文具。 

 留心聽講。 

 課堂上需要抄寫重點。 

 每天進行温習及演練。 

 為每次小測、統一測驗及考試作好準備。 

 閱讀課外書籍。 

 以堅實的學科內容為基礎，進行總結、歸納、演繹，邁向高層次思維，每

有會意，便欣然忘食。 

 

學習本科的

條件 

 有學習興趣。 

 努力。 

 喜愛思考。 

 有負責任的學習態度。 

 

附註：數學

延伸部分單

元（一） 

本校開設 “數學延伸部分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 ＂----簡稱 “M1＂ 供學

生選修，修讀學生對數學必須具有濃厚的興趣、不錯的能力 和願意付出大

量的時間去做習作。 

注意事項： 

（1）正規上課的時間表中並沒有“M1＂的課堂，所有修讀的學生必須於放學及

星期六 回校上課。 

（2）修讀學生在中三級的數學成績須為 “ 前 30 名 ＂或 

    “ 經由老師特別推薦且在科務會議中獲得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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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通識教育 

 

宗旨 （一）加深對自身、社會、國家、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的理解； 

（二）從不同情境中（例如文化、社會、經濟、政治及科技）經常出現的當代

議題作多角度思考； 

（三）成為獨立思考者，能夠適應個人和社會環境的不斷轉變情況而建構知識；

（四）培養與終身學習有關的能力，包括批判性思考能力、創造力、解決問題

能力、溝通能力及運用資訊科技能力； 

（五）在多元社會中欣賞和尊重不同的文化和觀點，並學習處理相互衝突的價

值觀； 

（六）建立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度，並成為對國家、社會及世界有識

見和負責任的公民。 
課程內容 課程由三個【學習範圍】和一項【獨立專題探究】所組成。 

 

【學習範疇一：自我與個人成長】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學習範疇二：社會與文化】 

 單元二：今日香港 

 單元三：現代中國 

 單元四：全球化 

 

【學習範疇三：科學、科技與環境】 

 單元五：公共衛生 

 單元六：能源科技與環境 

 

【獨立專題探究】 

 運用從三個【學習範圍】所獲取的知識和角度，推展至新的議題或情境來

進行一項【獨立專題探究】，而建議的主題有傳媒、教育、宗教、體育運

動、藝術、資訊及通訊科技等。 

學習本科的

方法 

（一）留心老師的講解，學習相關的重要概念； 

（二）運用自己的思考，統整分析不同的意見； 

（三）強化表達的技巧，描畫趨勢和表明立場； 

（四）關注世界的發展，聯繫所學以融會貫通。 

學習本科的

條件 

（一）對時事有興趣； 

（二）喜歡思考、表達意見及提出建議； 

（三）對文字資料和圖表有良好的理解能力； 

（四）有良好的文字表達能力； 

（五）有良好的統整資料能力； 

（六）有良好的綜合與分析能力。 

 



17 
 

 

（七）新高中各選修科簡介 
科目名稱 中國文學 

宗旨 新高中中國文學課程，讓學生在學習中國語文課程的基礎上，進一步： 

 提高閱讀文學作品的興趣，廣泛閱讀不同類型的文學作品； 

 加強感悟，提高理解和鑒賞文學作品的能力； 

 培養創作不同類型作品的興趣，提高寫作的能力； 

 啟迪情思，滌蕩性靈，豐富生活體驗，拓展生命領域；加強對家庭、國

家及世界的責任感；提高對人類的同情同感。 

課程內容 課程分為【甲部】和【乙部】。【甲部】為必修部份，共有 28 篇指定範文，

當中涵蓋了《詩經》至現代小說的發展，此部份的學習內容以提升學生的「寫

作」及「評論」能力為主，學生透過本課程將學得創作新詩、律詩、散文、

評論、小說及劇本等技巧。 

 

【乙部】為選修部份，是必修部分的延伸和補足，以進一步提高學生對作品

的賞析和創作能力。詳情如下： 

 

選修部分  (八擇其三) 

 

-單元一    作家追緃——自選作家作品選讀：沈從文   

-單元二    名著欣賞：三國演義  

-單元三    文學專題：愛情  

-單元四    現當代文學作品選讀  

-單元五    香港文學  

-單元八    文學創作——原創與改編：新詩  
 

學習本科的

方法 

 

（一）勤寫作，多閱讀； 

（二）留心老師的講解，並勤加溫習； 

（三）關心時事，需從多角度思考問題； 

（四）出外考察(每年最少一次遠足活動)，以獲取創作靈感。 

 

學習本科的

條件 

（一）愛讀、愛聽、愛寫故事； 

（二）能書寫流暢的中文； 

（三）同理心、好奇心與探索精神； 

（四）敏銳的觀察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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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中國歷史科 

 

宗旨 （一）通古今變，政史與文化並重； 

（二）講求思考，非單純牢記史事； 

（三）培育品德，建立民族歸屬感。 

課程內容 課程分為【甲部】、【乙部】及【選修部份】。【甲部】為上古至十九世紀中葉

的歷史，而【乙部】為十九世紀中葉至二十世紀末的歷史，至於【選修部份】

則為歷史專題。 

 

【甲部課程】 

（一）【夏商周】：周代分封和春秋戰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動； 

（二）【秦漢】：秦漢的統治政策和兩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三）【魏晉南北朝】：北朝的漢胡融和和東晉及南朝的士族與寒門； 

（四）【隋唐】：隋唐治世和安史之亂與唐代衰亡； 

（五）【宋元明清（至鴉片戰爭爆發前夕）】：宋元的中央集權、明清的君主

集權及清初的民族政策。 

 

【乙部課程】 

（一）【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列強的入侵和改革與革命； 

（二）【辛亥革命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民初政局、國共分合、抗日戰爭

及國共和談與內戰；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至二十世紀末】：社會主義建設、文化大革命、

改革開放及對外關係。 

 

【選修部份】（六選二） 

（一）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 

（二）地域與資源運用 

（三）時代與知識分子 

（四）制度與政治演變 

（五）宗教傳播與文化交流 

（六）女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學習本科的

方法 

（一）留心老師的講解，掌握課題的要點； 

（二）所學重分析比較，所寫要融會貫通； 

（三）溫故乃知新之本，勤學為優業之基； 

（四）留意歷屆的考題，緊貼擬題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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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本科的

條件 

（一）對中國歷史有興趣； 

（二）能書寫流暢的中文； 

（三）對文字資料和圖表有良好的理解能力； 

（四）有良好的文字表達能力； 

（五）有良好的統整資料能力； 

（六）有良好的綜合與分析能力。 

科目名稱 化學科 
宗旨 （一）提高對化學的興趣和好奇心； 

（二）學習化學知識； 
（三）訓練理性和批判性思考能力，並能運用化學知識作判斷和解決問題；

（四）發展在科學探究方面的技能； 

（五）了解化學知識具有演進性或過渡性的特質； 
（六）欣賞化學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七）認識化學對社會、經濟、環境及科技的影響，從而能關心環境和社會；

（八）培養開放、客觀及主動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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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本科主要由九個主題組成，而在學習過程中，則採用了「日常生活應用為先」

的教學方式。課題多由一個問題開始，讓學生嘗試提出解釋、尋找資源、尋

求意見、進行實驗、達致共識、處理不同見解、處理意料之外的觀察結果、

運用資料支持自己的論據及作出明智的判斷以解決該問題。透過這種方式，

有關的化學知識、概念及技能便得到發展和鞏固，並有助全面了解科學、科

技及社會的互動作用。 

必修部分 

部份        主題 

第一篇      地球 

第二篇      微觀世界 I 

第三篇      金屬 

第四篇     酸和鹽基 

第五篇     化石燃料和碳化合物 

第六篇     微觀世界 II 

第七篇     氧化還原反應、化學電池和電解 

第八篇     化學反應和能量 

第九篇     反應速率 

第十篇     化學平衡  

第十一篇   碳化合物的化學  

第十二篇   化學世界中的規律   

選修部分 (二選一) 

部份        主題 

第十三篇.   工業化學  

第十四篇.   物料化學  

第十五篇.   分析化學  

探究研習 

部份        主題 

第十六篇.   化學的探究研習  

學習本科的

方法 
（一）關心有關科學的時事； 
（二）能用化學角度去探討事物； 
（三）多做相關題目和練習題目。 

學習本科的

條件 
（一）要有觀察力、分析力、組織力及表達能力； 
（二）要有科學探究和實驗精神。 

 
科目名稱 世界歷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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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一）提高研習歷史之興趣與熱忱； 

（二）促進對人類過往活動之認識與了解，並在可能範圍內與現今社會互相

連繫； 

（三）鼓勵學生了解歷史證據之本質與運用，以建立其知識； 

（四）促進對因果、沿革及異同等觀念之認識； 

（五）培育基本學習技能，例如：徵引史料，明辨偏見，分析史料及建立合

理論據； 

（六）奠定日後研習及追尋個人興趣之良好基礎。 

課程目標 本科目標在提升學生以下各項能力： 

（一）認識及了解形成現代世界之歷史大事及趨勢； 

（二）記述及評價歷史，並選擇與題旨相關之知識，予以明晰及有條理之運

用； 

（三）認識及應用因果、沿革及異同等觀念； 

（四）就前人觀點角度看待歷史事件與問題； 

（五）理解及評價歷史證據：徵引史料；分辨史實、見解及判斷；明辨偏見；

比較不同史料而作出結論。 

課程安排 (一)  必修部份 
香港的成長與發展、中國的發展與轉變、日本及東南亞的發展與轉變、第一

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冷戰、當代國際紛爭及合作。 

(二) 選修部份 (二擇其一) 
學生必須遞交一份在選修部份的選項有關校本習作，該習作由兩項課業組

成，分別是研究大綱報告及學習報告。 
選修單元(一)：歷史議題探究 

         例如：恐怖主義、文化帝國主義、流行文化 
選修單元(二)：本地文化承傳研習 
             例如：傳統文化及保育 (傳統習俗和節日、古蹟)、各行各業歷

史 (研習本地品牌及商標、某一行業的歷史)等 
 

學習本科的

方法 
（一）不必死記所有史事； 
（二）清晰了解各史事之關係及發展脈絡； 
（三）對所學的史事要作獨立思考分析，甚至作出批判； 
（四）閱讀歷史課外書，這不但可以訓練文字表達技巧，亦同時可以強化學

生的思維分析能力； 
（五）多練習答題技巧。 

學習本科的

條件 

（一）對西方歷史文化有興趣； 

（二）願意嘗試分析史事和批判史事； 

（二）要具備良好的文字表達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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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生物科 

 
宗旨 生物課程的宗旨是為學生提供與生物學相關的學習經歷， 培養科學素養，

讓他們在與生命科學相關的領域中進一步學習或就業作好準備。本課程的宗

旨是使學生： 

‧ 培養和保持對生物學的興趣、對奧妙的生物世界的好奇心，並尊重一切

生物及環境； 

‧ 建構和應用生物學的知識，體會生物科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 

‧ 培養科學探究的技能、科學思維、批判性思考能力和創造力，以及獨立

或合作解決有關生物學問題的能力； 

‧ 了解科學語言，並能就有關生物學的議題交流意見和觀點； 

‧ 知道生物學對社會、道德倫理、經濟、環境和科技的含意，並在有關生

物學的議題上能夠作出明智的決定及判斷； 

‧ 培養負責任的公民態度，致力促進個人和社區健康。 
課程內容 本科課程內容由兩個部分，即「必修部分」與「選修部分」組成: 

必修部份   

I. 細胞與生命分子 

II. 遺傳與進化 

III. 生物與環境 

IV. 健康與疾病 

選修部分（四選二*） 

V. 人體生理學：調節與控制 

VI. 應用生態學       

VII. 微生物與人類    

VIII. 生物工程 

*本校生物科提供(V)、(VIII)為選修部份 

學習本科的

方法 
（一）從實驗及考察活動中歸納生物知識， 
（二）多做練習，訓練思考能力， 
（三）閱讀有關生物學和環境科學的課外書， 
（四）觀看有關生物學的紀錄片（如:藍地球、哺乳類全傳），和 
（五）留意有關生物學或醫療的新聞報導。 

學習本科的

條件 
(一) 學生應有觀察能力、分析能力、組織能力、思維能力、表達能力和探究

科學的精神。 
(二) 對生物及人體結構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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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 
宗旨 （一）讓學生可以在高中時掌握基本的商業知識和技能，建立正面

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度，使他們將來在社會上能恰如其分地

擔當消費者、投資者、僱員及／ 或企業家等不同的角色；

（二）培養學生在多方面的共通能力，例如研究能力、分析能力、

領導才能、建立團隊的才能、溝通技巧、批判性思考、創意、

解難能力等，並可把有關能力運用和發揮在不同的學習領域

中； 及 
（三）為學生提供一個可以探索不同商業事項的學習平台，為日後

生活、學習及就業作好準備。 
 

課程內容 （一）必修部分 
 營商環境 
 管理導論 
 會計導論 
 基礎個人理財 

（二）選修部分：會計單元 
 財務會計 
 成本會計 

 
學習本科的方法 （一）課本上原理的探索； 

（二）個案實習； 
（三）工作紙； 
（四）書後練習； 
（五）專題研習； 
（六）網上自學。 
 

學習本科的條件 （一）細心仔細； 
（二）一絲不苟； 
（三）貫徹到底； 
（四）不怕數學及樂於多做練習； 
（五）基本的代數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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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地理科 

 

宗旨 從空間及生態的角度去認識和了解地球上各種現象和形貌的分布，與及人、

地、環境的相互關係和互動作用。 

課程內容 本必修部份包括:  

(1) 與我們的自然環境共存 

- 機會與風險 : 居住在災害頻生的地區是否明智之舉？ 

- 管理河流和海岸環境：一個持續的挑戰 

 

(2) 面對人文環境的轉變 

- 轉變中的工業區位 : 它如何及為何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改變？

- 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環境保育與城市發展是否不能並

存？ 

 

(3) 正視全球挑戰 

- 對抗饑荒 : 科技是否解決糧食短缺的靈丹妙藥？ 

- 消失中的綠色樹冠 : 誰應為大規模砍伐雨林付出代價？ 

- 全球增溫 :是事實還是小說？ 

 

 

選修部份 : (四擇其二) 

選修單元(一)： 動態的地球：香港地質與地貌的形成； 或 

選修單元(二)： 天氣與氣候； 或 

選修單元(三)： 運輸； 或 

選修單元(四)： 珠三角洲區域研習 

 

 

學習本科的

方法 
（一）多留意時事； 
（二）多閱讀課外書； 
（三）多做會考題目； 
（四）多參加考察活動。 
 

學習本科的

條件 
要有分析能力、觀察能力、組織能力及表達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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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物理科 

 
宗旨 （一）提高學習物理學的興趣、動機及成功感； 

（二）學習物理定律、原理、概念及物理學應用在日常生活的知識； 

（三）掌握從事科學探究和知識交流所需的技能； 

（四）明白各定律和原理之間的相互關係； 

（五）運用所獲得的知識以解決問題； 

（六）體會物理對社會、經濟及科技的影響。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包括兩個部分，即「核心部分」和「延展部分」。「核心部分」是

高中物理學的基礎，為所有學生而設，而「延展部分」則要求較高，需要學

生進一步探究物理學。 

 

本科主要由五章組成： 
 

（一）熱學； 
（二）力學； 
（三）波動學； 
（四）電磁學； 
（五）原子物理學。 
 
每章又包括五個部分，即概述、知識和理解、技能和過程、價值觀和態度，

以及科學、科技與社會方面的相互關係。 
學習本科的

方法 
（一）主動學習，抱有決斷、有計劃而負責任的態度，而參與學習活動時則

要手腦並用； 

（二）設定個人目標、發展個人的評估準則及評鑑自己的進度。 
學習本科的

條件 
（一）要有觀察力、分析力、組織力及表達能力； 
（二）對科學探究和實驗有興趣，如喜歡數學，則對學習物理科更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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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視覺藝術 
宗旨 （一）一般選修美術的同學，可從中四至中六的美術創作中，找尋樂趣，延

續將來一個多姿采、豐盛的人生。 

（二）加強具審美和批判性思考的欣賞， 及創作不同形式的視覺藝術作品

的能力；透過自主和開放的藝術學習探究過程， 發展感知能力、共

通能力、多角度觀點， 以及後設認知能力。 

（三）對於將來有興趣從事美術與設計工作的同學，高中修讀美術課程是必

然的進程。會考有好成績的同學，可以晉身香港中文大學或香港浸會

大學的藝術系，又或是香港理工大學的各個設計系，同時亦可考慮到

香港教育學院的美術系就讀大學學位課程。 

（四）當然，還有更多大專及私人開辦的藝術設計文憑或高級文憑課程，為

未來藝術工作者打好基礎，投入不同的創作行業。 
課程內容 （一）中一至中三的美術課，主要為美術及設計的基礎課程，而中四至中六

階段則為比較深入的美術課題研究、評賞及創作。 
(二)  中四至中六課程除需參與公開考試外， 

考卷中， 學生須完成以下兩部分，佔會考成績50%： 

(a) 對所提供的藝術作品複製本作評賞，並以文字表達， 以及 

(b) 個人創作理論書面自白及藝術創作。 

 
 (三) 必須在校內提交兩個作品集， 包括： 

(a) 研究工作簿(顯示與藝術創作/評賞研究、 

相關的藝術評賞及研究過程)(20%)；以及 

(b) 針對主題的藝術作品/評賞研究(每一作品集包含三件作

品)(30%)，作為校本評核之用，該部份佔會考成績50%。 
 

學習本科的

方法 
（一）因為美術課每週只有很少教節，時間有限，但美術課題卻需要長時間

去完成，所以中四至中六選修美術的同學需要多運用課餘時間研習、

出外參觀或補課，並於課餘完成作業，交回後在堂上討論和評鑑。 
 

學習本科的

條件 
（一） 對美術與設計有興趣的同學及將來有興趣從事美術與設計工作的

同學。 
（二） 具創意及專題研習能力。 
（三） 良好語文表達能力。 
（四） 藝術評賞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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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經濟科 

 
宗旨 （一）培養從經濟學角度探究人類行為及社會議題的興趣； 

（二）掌握經濟學的基礎知識，了解身處的世界； 

（三）藉著培養經濟分析的能力，具備對不同議題進行推論及理性選擇的能

力，以為日後在高等院校繼續修讀經濟學、管理、金融、法律、環境

研究及公共與社會行政等學科奠下良好基礎，並加強終身學習的能

力； 

（四）成為有識見和負責任的公民，參與現代民主社會的決策過程。 

 

課程內容 必修部份包括: (1) 基本經濟概念、(2) 廠商與生產、(3) 市場與價格、

(4) 競爭與市場結構、(5) 效率、公平和政府的角色、(6) 經濟表現的量

度、(7)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8) 貨幣與銀行、(9) 宏觀經濟問題

和政策和 (10) 國際貿易和金融。 

選修部份: (二擇其一) 

選修單元(一)： 壟斷定價、反競爭行為及競爭政策； 或 

選修單元(二)： 貿易理論之延伸、經濟增長及發展。 

 
學習本科的

方法 
（一）留心老師的講解，並勤加溫習； 

（二）課本上理論的探索； 

（三）報章上時事的討論及理論的引證； 

（四）工作紙； 

（五）專題研習。 
 

學習本科的

條件 
（一）好奇心與探索精神； 

（二）推理能力； 

（三）靈活的頭腦； 

（四）敏銳的觀察力； 

（五）基本的代數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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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宗旨 （一） 教授有關資訊、通訊及電腦系統的基本知識、概念及應用； 
（二） 發展學生解決問題及提升其溝通能力，以鼓勵學生運用批判性思考及

創意思維； 
（三） 培養學生成為能幹的、有效率的和有自信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使用

者，懂得分辨資訊，並有道德地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藉以支持他們

終身學習； 
（四） 提供機會讓學生親身體會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知識型社會所帶來的影

響，從而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度。 
課程內容 本科課程分為「必修部分」和「選修部分」兩個部份，學生亦須於校本評核中

依照教師的指引完成一個專題研習，該研習報告佔本科會考總成績的百分之二

十。 

「必修部分」有下列五個主題，而其數量和內容將因應課程的轉變和科技的變

遷而修訂： 

（一） 資訊處理 
（二） 電腦系統基礎 
（三） 互聯網及其應用 
（四） 基本程式編寫概念 
（五）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選修部分」為： 

（一）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學習本科的

方法 

（一）多閱讀有關電腦及資訊技科最新發展的書籍或雜誌，以了解電腦與資訊

科技的最新動向和未來趨勢，並將此與所學到的概念和技能互相連繫；

（二）利用互聯網上的知識網絡，增潤學習內容； 

（三）研習和分析不同的程序和網頁的源碼，以了解如何使用不同的方法來解

決相同的問題，進而提出改善和解決方案； 

（四）積極參與評鑑自己的功課； 

（五）要藉真實情景學習，並將所學與日常生活的連繫； 

（六）要經常與不同的人交流研討； 

（七）透過全方位學習以獲得更多新的體驗； 

（八）積極參與各類型活動，如自助工作坊、網頁設計比賽等，以獲得更多學

習經驗和體驗。 

學習本科的

條件 

（一）學生家中要有電腦及相關的軟件和硬件； 

（二）要有分析能力、組織能力、思維能力及表達能力； 
（三）要對電腦及資訊技科的最新發展保持敏銳的觸覺； 
（四）要有記憶能力； 
（五）要有毅力、耐性； 
（六）要有創意，創意對於修讀選修單元十分有用； 
（七）要願意主動學習； 
（八）要願意於課堂以外的時間完成習作（最少每星期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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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用連結 

 

教育局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 
http://334.edb.hkedcity.net/curriculum.php 
 

教育局學生資訊 
http://334.edb.hkedcity.net/student.php?code=1 
 

教育局家長資訊 
http://334.edb.hkedcity.net/parents.php?code=3 
 

教育局有關新高中學制及課程的常見問題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334_faq(rev)_09jan.pdf 
 

教育局有關「香港中學文憑」認可及學生出路的常見問題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FAQ%20on%20HKDSE_web%20version_1001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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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件 

「334」新學制大學入學要求聯合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