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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為你而編製的小冊子 

新高中課程會為中四至中六

同學提供富彈性及多元化的

學習機會，以擴闊你的知識

領域和視野，讓你發展思維及潛

能，為日後升學和就業作好準備。 

 

這本小冊子將會讓你認識： 

•  新高中課程 

•  怎樣使用合適的學習策略 

•  新高中課程可提供的學習機會 

•  多元化的發展途徑 

引 
言 

我是「課程解碼老師」。 

 

阿Dee

我們快將成為高中學生了，跟大

家一樣，我們希望能進一步認識

未來三年的新高中課程。我們希

望透過「課程解碼老師」的幫助，

了解更多這方面的重要資訊。 

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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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世界瞬息萬變，學校的學習如何幫助我面對資
訊爆炸、不斷轉變的社會環境呢？ 

在高中階段，阿Dee和Alice跟你們一樣，享有很多不
同的發展機會。若能善用這些機會，這三年的高中生
活，將引領你們邁向豐盛的人生。 

我們將有甚麼學習
機會？ 

新高中課程解碼     學生手冊 

新高中課程學習目標 

新高中課程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配合學生不同的需要、
興趣和能力，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整體來說，它有七大
學習目標： 
 
兩文三語能力   
 廣闊的知識基礎 

成為良好公民 
尊重不同 
觀點及文化 

終身學習的能力 

正面的學習
及工作態度 健康的生活方式 

這些學習機會的 目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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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課程大解構 新高中課程大解構 

新高中課程解碼     學生手冊 

若果我們善用這三年的

學習機會，在完成高中

階段後，必定更有信心

迎接未來的挑戰！ 

 

!
! 新高中課程的內容包括甚麼？ 

新高中課程有三個組成部分，如下圖所示： 
 

+ +
四個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通識桝育 

二至三個 
選修科目 

從新高中選修科

目、應用學習課程

或其他語言課程中

選擇二至三個科目 

其他學習經歷 

德育及公民桝育、

社會服務、藝術發

展、體育發展及與

工作有關的經驗 



透過中國語文科，你能夠積累
語匯，培養語感，提高讀寫聽
說、語文自學等能力，提高思
維素質、文化修養和審美情趣，
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新高中課程解碼     學生手冊 

我知道新高中課程 

有四個核心科目。 

我能從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 

學到些甚麼?

解碼Q&A解碼Q&A

SEPT

月 99

透過新高中英國語文科課程，你可以豐富
語文知識，提升共通能力(如溝通技巧)，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積極的態度(如
自信地運用英語)，以促進終身學習。你
亦可在瞬息萬變的知識型社會中，增進個
人和才智發展。 我能從 

英國語文科學到
些甚麼﹖ 

解碼Q&A解碼Q&A

OCT
月 1010

我的絮語 
例如：令我難忘的學習經歷， 

我的短期學習目標......

我的絮語 
例如：令我難忘的學習經歷， 

我的短期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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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月 1212

NOV

月 1111

數學科設有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所有學生均須修讀必修
部分。延伸部分是為日後進修及工作中需要更多數學知識
和技能的學生而設，也為對數學有興趣和具備足夠程度、
可因修讀更多的數學而受益的學生提供多一個選擇。延伸
部分提供兩個單元供學生選擇，分別為單元一（微積分與
統計）及單元二（代數與微積分）。學生最多只容許修讀
一個單元。 

 

可否簡述數
學科數學科 

的特色?

解碼Q&A解碼Q&A

當然不是，通識科的學習 
材料部分可能來自報章雜誌、參考 

書本及其他多媒體資料，例如網上資源。
而小組討論的確是通識課較常用的學習方
法，透過小組討論，同學將在其他學科所
得到的知識運用在通識科的學習中。同學
可以在探究議題時聚焦於討論核心問題，
例如：電子煙的出現是否可以幫助市民減
少吸煙？透過同儕學習得到啟發，從而建
構知識、擴闊個人視野、培養多角度思考
和終身學習的能力。而通識科的考核是希望
同學能直接地探討及分析題目的爭議點， 
透過解說及引用恰當的事例來表達自己 

的立場及看法。 

聽說通識科通識科沒有課本，
上課亦只是小組討論，
考試也不用溫習， 
很容易過關。 
這是真的嗎? 

 

解碼Q&A
解碼Q&A我的絮語 

例如：令我難忘的學習經歷， 

我的短期學習目標......

我的絮語 
例如：令我難忘的學習經歷， 

我的短期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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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月 22

JAN
月 11

選修科目 

又是甚麼﹖ 

解碼Q&
A

解碼Q&
A
在選修部分，同學可根據自己的能
力和興趣，從20個來自不同的學習
領域的科目、「應用學習」課程或其
他語言課程中選讀二至三個科目。
再送你們一個小錦囊吧！ 

新高中選修科目 
學習領域 科目 

中國語文桝育 中國文學 

英國語文桝育 英語文學 

個人、社會及 中國歷史 經濟 

人文桝育 倫理與宗桝 地理 

 歷史 旅遊與款待 

科學桝育 生物 化學 

 物理 科學（綜合、組合） 

科技桝育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設計與應用科技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壞 

 資訊及通訊科技 

 科技與生活 

藝術桝育 音樂 視覺藝術 

體育 體育  

   

  

組合科學課程正是為 
他們而設的。組合科學課程是建基 
於初中科學科課程，並以組合方式設
計，分為「物理、化學」、「生物、物
理」和「化學、生物」，為有志在科學
桝育學習領域中選修兩科的學生而
設。學生可修讀生物、化學或物理其
中一科，同時選讀包含其餘兩科的組
合科學，以獲取三個科學範疇的知
識。這樣他的第三個選修科，便可以

是其他科目了。   

 

但現在學生只有 
二或三個選修科，對於
那些希望將來在大學階
段修讀與科學有關課程
的同學來說，豈不是沒
有機會接觸其他 
科目？ 

在新高中學制下，
 

科學桝育學習領域
不單 

提供物理、化學、
生物三個既

有科目，還特設「
科學科」。

這新學科以「綜合
科學」與「組

合科學」兩個模式
推行，旨在

為學生騰出空間，
讓他們在獲

得上述範疇的科學
知識之餘，

亦能修讀其他學習
領域 

的選修科目。 

 

我對科學知識 

興趣濃厚，但又不
想 

局限於修讀科學科
目， 

那我應如何組合 

我的選修科目？  

 

解碼Q&A解碼Q&A

我的絮語 
例如：令我難忘的學習經歷， 

我的短期學習目標......

我的絮語 
例如：令我難忘的學習經歷， 

我的短期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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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是新高中課程的選修科目，由學校決定是否開辦。 

‧ 桝育局為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在中五及中六開設應用學     
習。應用學習着重實用的學習元素，聯繫寬廣的專業和職業
領域，並與新高中科目相輔相成。 

‧ 應用學習課程的設計理念是知識、技能和態度並重，讓學生從
應用和實踐中學習有關的基礎理論和概念，以及在真實情境中
培養共通能力，為未來進修、工作及終身學習作好準備。 

‧ 學生可以從以下應用學習的六個學習範疇選修合適的課程。 

 創意學習  媒體及傳意 商業、管理及法律 
 服務  應用科學  工程及生產 

MAR
月 33

APR
月 44

新高中課程解碼     學生手冊 

甚麼是應用學習？
 解碼Q&

A
解碼Q&

A

那麼，「綜合科
學」 

又是甚麼呢？
  

 

解碼Q&A解碼Q&A

原來如此！  
 

若學生興趣廣泛，希望只在
科學桝育學習領域中選修一
科，以便修讀其他不同學習
領域的課程，可以考慮選修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
是一個全新課程，內容涵蓋
生物、化學及物理等課程內
的重要概念，幫助學生理解
科學的本質，並從不同的科
學概念中，辨識貫通其中的
統一概念。綜合科學課程為
主題式的單元設計，讓學生
把所學的科學概念融會貫
通，從而解決問題。課程選
材著重引發學生對 
事物的好奇心， 
提高其學習動機。  

我的絮語 
例如：令我難忘的學習經歷， 

我的短期學習目標......

我的絮語 
例如：令我難忘的學習經歷， 

我的短期學習目標......

02140_calendar

12 13



MAY
月 55

JUN
月 66

新高中課程解碼     學生手冊 

再送你們一個小錦囊吧！以下是學校會為學生安排
「其他學習經歷」五個範疇活動的一些例子： 

德育及公民桝育，例如： 
班主任課 
倫理及宗桝科 
時事新聞分享 
環保活動... ...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例如： 
職業講座   
商校師友計劃   
組織校園電台   
工作實況考察... ... 

體育發展，例如： 
體育課 
運動會 
籃球隊 
體適能活動... ... 

藝術發展，例如： 
音樂、視覺藝術、戲劇課   
參觀藝術展覽   
進行藝術專題研習   
參與藝術表演或比賽... ... 

社會服務，例如： 
校內服務 
賣旗籌款   
清潔校園/ 沙灘   
探訪老人院... ...  
 

這種學習模式著重學生的參與和
體驗，所以不會設有考試。你們
曾參與的「其他學習經歷」，經
過你們篩選後會記錄在「學生學
習概覽」內。   

 

但「其他學習經
歷」是否需要評
核成績呢？  

解碼Q&A解碼Q&A

「其他學習經歷」是新高中課程的
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佔整體學
習時數的15%以上（建議最少的課
時：405小時），包括：德育及公
民桝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
經驗、藝術發展和體育發展。 

‧ 事實上，你們的學校一向也有
安排這些學習經歷，希望你們
透過參與和體驗，培養正確的
價值觀及對社會的承擔，有利
於個人日後的長遠發展。 

‧ 學校會為所有高中學生安排足
夠的「其他學習經歷」，所以
你們不必刻意為自己安排更多
的活動。一般來說，學生無需
自行累積「其他學習經歷」的
405小時。 

 

為甚麼在新高中課程中
加入「其他學習經歷」？
它是甚麼？我們是否需
要刻意安排更多活動來
證明自己的實力？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其他學習
經歷」越多越好，它的可貴
在於過程中的「學習」和「經
歷」，以及技能和價值觀的培
養，要以「                 」的原
則參與。 

「其他學習經歷」               
是否越多越好？  

解碼Q&A解碼Q&A

重質不重量 

我的絮語 
例如：令我難忘的學習經歷， 

我的短期學習目標......

我的絮語 
例如：令我難忘的學習經歷， 

我的短期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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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月 77 AUG

月 88

新高中課程解碼     學生手冊 

不需要。 

‧「學生學習概覽」是你們的
參與和成就的摘要報告，
以反映你們在高中的全人
發展的情況，但不應視之
為所有曾參與過的學習經
歷和成就的詳細紀錄。 

‧  你們需要明白「學生學習概
覽」應                。況且，
過於冗長的「學生學習概
覽」往往顯示你們未能扼要
說明個人的能力。 

「學生學習概覽」 
又是甚麼？  

‧ 新高中課程鼓勵學校為每
一位高中學生建立「學生
學習概覽」，用以表揚他
們在全人發展方面所獲得
的成就及參與情況。 

‧ 它除了記錄學生的校內高
中學科成績外，亦概略地
包括「其他學習經歷」的
參與和成就，為「香港中
學文憑」提供補充資料。 

解碼Q&A解碼Q&A

「學生學習概覽」的目的在於促進學生的全
人發展。它本身並不是一種評估工具，更
不應將「學生學習概覽」視為一個單為滿足
大學入學要求的工具。 

‧  不過，在新學制下，大學在甄選學生時，
將會考慮一些能廣泛反映學生不同方面
的成就的資料，讓學生展示他們具備所
需的能力和個人特質，俾能從大學桝育
中獲益。 

‧ 大學校長會已於2008年10月公布，院校
在新學制下收生時，將會接納「學生學
習概覽」作為錄取學生的參考文件。 

 

有同學告訴我，「學生學習概覽」與大
學入學要求有關，那又是怎樣的呢？

解碼 
Q&A
解碼 
Q&A

我們是否需要在「學生
學習概覽」內展示曾參
與的每項學習經歷？  

重質不重量 

我的絮語 
例如：令我難忘的學習經歷， 

我的短期學習目標......

我的絮語 
例如：令我難忘的學習經歷， 

我的短期學習目標......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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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學習是甚麼？ 

網誌日期：5月8日   下午3:33 

古Sir又解釋：「探究」式學習主要由問題帶動，老師或學生
會先提出探究問題，然後由學生搜集各種相關資料，經過
整理後，就探究問題作出回應，再作匯報。  

 

學習「心法」 

網誌日期：5月5日   上午10:02 

「面對新高中課程，我們可如何選擇合適的學習策略呢？」 

上星期班主任要求我們每組同學在網上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把看法和心得張貼在這個網誌內。 

阿Dee
加入BLOG友 

  

新高中課程解碼     學生手冊 

D & A BLOGD & A BLOG

學 習 「心法 」
配合「直接傳授」式的學習「心法」 

網誌日期：5月8日   下午12:05 

同學和老師認為以下一些建議可配合「直接傳授」：   

‧善用有效的圖像組織把相關的知識概念連繫起來，對於
一些學生來說，這促進他們思考概念之間的關係，更易

於整合知識。 

‧善用筆記 

 在預習時，思考並記下一些想探討的問題 

 在課堂裡，記下老師講課時的主題、分題和重點 

 在講課後，記下同學或自己曾經對老師提出的問題 

 在溫習時，用不同的方法（如善用顏色筆）把重點 
分類 

 

李Sir認為部分同學對「直接傳授」式抱有負面的看法，事
實上，只要我們改變看法，理解老師建議的學習目標和內容，
積極主動，學習成效一定會大大提高！ 

 歡迎到訪，這是一個討論學習的園地！ 

常見的3種桝學法 

網誌日期：5月6日   上午10:55 

中文科老師古Sir指出，在眾多桝學法中，一
般可歸納為下面三種：  

「直接傳授」式  「探究」式  「共同建構」式 

若同學能配合老師的桝學法，採用合適的學
習策略，便可發揮雙劍合璧的最佳效果！ 

「直接傳授」式是甚麼？ 

網誌日期：5月7日   下午1:15 

古Sir繼續解釋：「直接傳授」式是指老師把事實、知識、
程序直接向學生陳述，當老師認為學生還未有足夠背景
知識去深入分析或探究的時候，便會使用這種桝學法。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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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構」式是甚麼？ 

網誌日期：5月9日   上午11:23 

第三種桝學法叫「共同建構」式，對我們來
說比較陌生，古Sir給我們一點提示。他說：
「透過老師和同學間的互動，共同建構新
知識，並在相互協作的過程中，共同分享
資源；例如：在博物館進行學習活動後，
我和大家一同把搜集和探討所得的資料有

系統地放在網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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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探究」式的學習「心法」 

網誌日期： 5月8日   下午4:05 

同學認為在「探究」式學習活動，我們應該具備下面的學
習「心法」： 

‧ 富好奇心、求知慾 

‧ 善用獨立及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 主動、願意嘗試及接受挑戰 

‧ 積極討論、互相提問  

‧ 資料需經篩選和分析 

‧ 不怕失敗，抱持反覆求證的態度  

老師都認同這些看法！但我們還要思考：除了知識外，
在過程中我們還掌握了甚麼學習能力（如表達及解難能力）？
我們如何把這些能力應用在其他科目或學習經歷上呢?

配合「共同建構」式的學習「心法」 

網誌日期：5月9日   上午11:23 

老師和同學都表示，在學習過程中，同學應該要：   

‧ 主動參與學習活動，共同學習 

‧ 與同學彼此對話交流（包括勇於提出見解，細心聆聽不
同意見及共同檢討與反思） 

‧ 訂定學習過程及進度 

‧ 嘗試不同學習方法 

‧ 開放自己，不害羞、不畏縮 

網誌日期：5月9日   上午11:58 

阿Dee、Alice，每個同學均有他獨
特的地方，除配合老師的桝學法外，
最重要的是清楚不同科目的學習目
標，再選擇最合適自己的方法，包
括個人學習的時間、學習的地點和
學習的方式等，便能事半功倍了。
  

學習的時間 

學習的 
地點 

學習的 
方式 

學習的時間、學習的地點和學習的方式 

網誌日期：5月9日   下午12:12 

當通識科老師讓我們進行「探究」式（   ）學習時，我會選
擇在周末（    ），約同學到我家（     ）先行討論，然後再分
頭搜集資料，最後在學校作歸納和總結（    ）。有些同學喜
歡在圖書館（   ）找資料，有些喜歡在互聯網（   ）上搜
尋，也有些喜歡到博物館（      ），各適其適！ 

20 21

學習策略．因人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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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誌日期：5月9日   下午1:25 

我組的組員喜歡在家（     ）利用晚上的時間（     ），透過
網誌溝通和討論（     ），所以根本不需聚在一起開會，我
們覺得效果也挺不錯！ 

 

網誌日期：5月9日   下午3:25 

除了選擇合適的學習策略外，若要提升你們的學習效能，
必須先想想你們可從哪裡取得更多有用的學習資源。   

 

網誌日期：5月9日   下午3:55 

除了桝科書、作業和老師派發的工作紙外，還有其他學習
資源嗎？   

 

網誌日期：5月9日   下午4:30 

阿Dee，我們可以有效地運用資訊軟件、互聯網、其他傳
媒、自然環境資源及圖書館等，從中獲得有用的學習材料。 

 

網誌日期：5月9日   下午5:01 

Alice說得好，但還需謹記「多不一定好」，篩選、整理與
組織資料，比胡亂搜集資料更重要。 

新高中課程提供多元化的出路，畢業同學可以選擇就業或繼續進修； 
進修途徑包括升讀大學、副學位課程或香港專業桝育學院課程等。 

整裝上路．向未來出發  
 
整裝上路．向未來出發  
 

多元化的發展途徑 

升學／專業資格／就業 

職業桝育和
培訓 

專上課程 

（包括副學士 
學位、高級文憑
及文憑等） 

學位或 
學位銜接 
課程 

中四：四個核心科目 + 二至三個選修科目 + 其他學習經歷 
                                         （可包括其他語言課程） 

 

香港中學文憑 

 

初中 

22 23

中五：四個核心科目 + 二至三個選修科目 + 其他學習經歷 
                                                （可包括應用學習課程／其他語言課程） 

中六：四個核心科目 + 二至三個選修科目 + 其他學習經歷 
                               （可包括應用學習課程／其他語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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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只要抱著正面及
積極的心態去學習， 
凡事勇於嘗試，終有成

功的一天！ 

在新高中課程下，我們不應該局限 
於一般的課程範圍，在學習上我們應從多
角度思考，鞏固所學。此外，我亦會好好
安排時間參與「其他學習經歷」，擴闊視
野，學習與人相處；並會妥善處理自己的
資料，建立自己的「學生學習概覽」。 

Alice

我過往學習只為求分數， 
並且只懂背誦；在新高中課程， 
我明白理解與思考的重要， 

故此我會更積極參與學校為我們安排的 
「其他學習經歷」，學會主動學習，多
反思，並常與老師、同學檢討學習方

法，力求進步。  

阿Dee

在高中階段，除
了學習課本知識
外，也要學習做
人的道理，建立
良好的品格。 

林俊偉 

我計畫在大學修讀醫學。 
在新高中課程，我可以選修兩個科學
桝育學習領域下的科目，再配合自己
的興趣修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此外，我亦會安排時間參與「其他學
習經歷」，好好建立自己的「學生學
習概覽」，並藉此機會在學習過程中

尋找更大的樂趣， 
自我增值。 

王雪心 

學生心聲 學生心聲 

學習是從新知識、新事物中 
尋找樂趣；可是，過往我只懂「死記硬
背」，因此覺得學習很沉悶，所以，在新
高中課程，我會嘗試多思考。此外， 
我會多參加學校和校外的活動，從中 
汲取一些經驗，透過反思鞏固所學， 

並且從過程中尋找樂趣。 

陳欣儀 

我期望在新高中
課程中學會思考
問題，不只是背
誦知識，更要靈
活運用所學。 

陳家希 

林宛芝 

學校所提供的選修科， 
未必能令每一位同學感到滿意，
但同學亦要珍惜每一次的學習機
會。我們從中得到的不單只是成
績表上的分數，同時學會計畫未
來，以及與人相處之道。 

周美思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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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制「334」網上簡報
之「學生專區」包括 

www.edb.gov.hk/334

26 27

大學收生要求 香港中學文憑 
與科目有關 
的資訊 

新高中科目 
評估大綱 

新高中科目 
課程及評估指引 

學生多元出路 

新高中科目 
選擇及事業發展 
參考資料 

大學及 
專上院校連結 

各中學開辦 
的科目 

《常見問題》 
小冊子 

桝育局 



我的備忘 我的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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