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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培養興趣 計畫未來 

  過去，不少學生在升讀高中前沒有認真探索自己的興趣，最終讓當時所

謂的「熱門」科目主宰了自己的學習人生。其實，學生千萬不要受所謂「熱

門」科目或行業所影響，因為市場人力需求是隨着時代而改變的，即使你選

了今天的「熱門」科目，也不一定能保證你將來的就業機會。現在所謂「有

前途」的工作，在未來五年、十年，可能不再是人力需求最大的行業。更何

況，許多人在高中選讀的科目與日後升學和就業並沒有直接關係。事實上，

求職者的選修科目，並不是僱主唯一的考慮因素，責任感、正確的待人處事

態度、良好的溝通能力和「學會學習」的能力往往更為重要。 

  因此，學生應及早思考發展路向，裝備自己，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拓

寬視野，培養興趣，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過程中，學生可加強兩方面的認

識：對自我的認識(例如：興趣、能力、志願等)，以及對外在環境的認識(例

如：學校特色及所提供的科目、升學選擇、就業市場需求、不同職業的工作

性質和發展機會等)。其實，透過新高中課程的「其他學習經歷」，學校亦會

提供適當的「與工作有關的經驗」(如升學及就業講座、職場探訪)，讓學生

了解現今工作世界的最新資訊和轉變，幫助他們為自己的學習人生作出明智

的選擇。 

  此外，學生亦應明白「計畫將來，裝備自己」是一個循環的思考過程，

所以無必要倉卒為未來的職業或發展路向立下定案。事實上，好的計畫是需

要反覆調適的，學生可以多思考、反省，以及從經驗中發掘自己的興趣。在

選擇科目方面，無分「對」與「錯」，但選擇的過程和反思卻是十分重要的。

尋找一位願意細心聆聽，能給予客觀意見的同行夥伴，有助提高學生的信心，

以及選擇合適的科目。 

摘錄自「高中選科–從興趣開展豐盛人生」 

時任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 (全方位學習及圖書館) 葉蔭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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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網絡講座目的 

1.  介紹中三全學年重要活動 

2.  簡述中三學生升讀中四之條件 

3.  介紹高中課程及中四選科甄選準則 

 

 

(二) 網絡講座程序 

1. 校長的話 陳綺雯博士 

 

15 分鐘 

2. 介紹高中課程及科目組合、中

四選科準則及程序 

蕭惠蓮副校長 

 

25 分鐘 

3.  講解如何填寫網上模擬選科表 吳志輝老師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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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絡講座內容 

(甲) 本學年中三級重要活動概覽 

  項目 日期 

1. 中三學生講座 (簡介高中課程及選科安排)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2. 上學期考試 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至十七日 

3. 網上中三家長講座及模擬選科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 

4. 分發模擬選科結果(根據上學期考試成績) 二零二零年六月上旬 

5. 下學期考試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日 

6. 核對下學期考試試卷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五日及十六日 

7. 派發正式選科表格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六日 

8. 對分及派發全學年成績排名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七日 

9. 截止遞交網上選科表格日期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九日 

(下午十一時五十九分) 

10. 回校遞交正式(具家長簽署)選科表格日期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日 

11. 公佈各選修科之學生名單 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 

12. 購買中四書籍 二零二零年八月上旬 

 

註：同學一經遞交網上選科表格，資料不能再作更改。同學如未能於限期前經學

校網頁遞交正式選科表格，學校將以學生於五月模擬選科之選擇視作最終之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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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本校中三學生升讀中四之條件 

1. 全學年總平均分合格。 

 

2. 中、英、數三科 + 其他兩個學科合格。 

 

3. 全學年操行在 D 級或以下可被留級。 

 

 

(丙) 中四選科甄選準則 

1. 中三學生之學業成績。 

 根據全學年之總成績而決定 (英國語文科及中國語文科之分數佔較

大比重) 

 修讀三個選修科之學生須於中三升中四時選擇是否申請修讀數學延

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課程。(學校會根據學生中三全學年之數學

科成績決定是否接納學生之申請。) 

 

2.  學生於選科表上的意願。 

 

3.  每組選修科目之收生人數。 

 

 

(丁) 中四分科方法 

第一階段 (模擬編配科目) : 

1.   學生先依其意願為 11 個選修科目排序。 

2. 學校將根據學生上學期之學業成績及其意願而編配選修科目及數

學延伸部份。 

 

第二階段 (正式編配科目) : 

1.  重覆第一階段之步驟 1 及 2，但以全學年學業成績而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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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中四科目組合及班級結構 (2020–2021) 

班別 4A 4B 4C 4D 

核心 

科目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必修部分

+ 

延伸單元一或 

延伸單元二 

數學必修部分

+ 

延伸單元一或 

延伸單元二 

 

數學必修部分 

 

數學必修部分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選修 

科目一 
化學 經濟 

選修 

科目二 

(六組) 

 

生物 / 化學 / 中國歷史 / 歷史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視覺藝術 

選修 

科目三 

(六組) 

生物 / 中國文學 / 經濟 / 地理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物理 

其他學

習經歷 

音樂及藝術欣賞 / 體育發展 / 宗教教育 / 德育及公民教育 / 

班主任課 / 早會 / 閱讀 

 

註 : 

1. 所有升讀中四的學生，必須修讀四科核心科目及兩科或三科選修科目。 

四科核心科目 :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 

    十一科選修科目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生物、化學、 

                     中國歷史、歷史、中國文學、經濟、地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物理、視覺藝術。 

2. 開設兩組之選修科目 : 化學、生物、經濟。 

3. 修讀三個選修科目的學生可申請於中四開始修讀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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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填寫選科表應注意事項示例 
 

不可能獲分派的選科組合 

1. 開一組及被安排於同一選修科組合之選修科目 

如 : 選修科目二   

× 中國歷史 + 歷史 

× 歷史 + 視覺藝術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視覺藝術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歷史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中國歷史 

  × 中國歷史 + 視覺藝術 

 

如 : 選修科目三 

 × 中國文學 + 物理 

 × 中國文學 + 地理 

 × 中國文學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地理 + 物理 

   × 物理 + 資訊及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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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四核心科目及選修科目之簡介 

1. 核心科目 (4 科) 

 

★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The Senior Secondary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comprises two 

parts.  The Compulsory Part focuses on the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meaningful tasks and 

activities. The Elective Part is made up of a total of eight modules in 

language arts and non-language arts. They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access 

to a rich variety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through poems, songs, social issues, 

debating, drama, popular culture, short stories etc.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th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HKDSE) :  

 

Paper Components Weighting 

Paper 1 Reading (1.5 hrs.) 20%  

Paper 2 

Writing (2 hrs.) 25%  

Part A – One Short Task 10% 

Part B – Extended Tasks Related 

to the Eight Electives 
15%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about 2 hrs.) 
30% 

Paper 4 

Speaking 

Part A：Group Interaction  

- Preparation : 10 mins. 

- Discussion : 8 mins. 

Part B：Individual Response :  

1 min. 

10% 

 

SBA 
Part A – One Assessment Task 

Part B – One Assessment Task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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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  (Chinese Language) 

  本科旨在提高學生運用語言的能力，要學生掌握規範的書面語，能說流

利而得體的粵語，同時感受語言文字之美，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發展高層

次思維能力和良好思維素質，得到審美、品德的培養和文化的薰陶，以美化

人格，促進全人發展。 

 

課程結構及組織  :             
 

中

六  
 必修部分  

中

五  

 約佔本科課時的三分之

二至四分之三  

選修部分  

 約佔本科課時的六分之一

至四分之一  

 選修兩個單元  

 

本校擬開辦之選修單元  :  

 名著及改編影視作品  

 文化專題探討  

中

四  

 包括閱讀、寫作、聆聽、

說話、文學、中華文化、

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

自學九個學習範疇  

 

評估  : 

公開考試  

在必修部分設公開考試 (共四卷)，佔全科公開評核的 80%。  

 

校本評核  : 
 必修部分與選修部分均設校本評核，共佔全科公開評核的 20%。 

 必修部分乃閱讀活動，佔全科公開評核的 6%。 

 在選修部分，學校須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提交兩個選修單元的校本評核

成績，佔全科公開評核的 14%。 

 每個選修單元的校本評核成績包括學生日常學習表現和單元終結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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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Mathematics) 

課程設計 

數學課程 (中四至中六) 提供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必修部分作為所有

學生的學習基礎，提供必要的數學概念、技能和知識，以滿足他們在不同發

展路向上的需要。延伸部分包括兩個單元，提供額外的數學知識，以滿足那

些想學更多數學或更深入學習數學的學生的需要。 

 

1) 必修部分 

2) 必修部分與單元一 (微積分與統計) 

3) 必修部分與單元二 (代數與微積分) 

 

課程架構 

 

 

備註 :  

◆學生可只修讀必修部分，亦可修讀必修部分及單元一 (微積分與統計)或必

修部分及單元二 (代數與微積分)。 

◆學生可在中四時選修單元一或單元二。 

◆學生最多只能從延伸部分中修讀其中一個單元。 

 

數學課程

(中四至中六)

必修部分 延伸部分

單元一

(微積分與統計)

單元二

(代數與微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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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概要 

必修部分 

部分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傳統題 65% 
2 小時 15 分

鐘 

卷二   多項選擇題 35% 
1 小時 15 分

鐘 

 

單元一 (微積分與統計) 

部分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傳統題 100% 2 小時 30 分鐘 

 

單元二 (代數與微積分) 

部分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傳統題 100% 2 小時 30 分鐘 

 

 

 

★ 通識教育 (Liberal Studies) 

通識教育科的課程由「自我與個人成長」、「社會與文化」及

「科學、科技與環境」這三個學習範圍組成，涵蓋了人類的處境和當

代世界的重要關注點。這三個範圍為探討相關的議題提供平台，讓學

生了解不同概念之間的關聯，從而更清晰地理解現今世界的狀況。 

「獨立專題探究」進一步幫助學生整合從三個學習範圍所習得的

知識，透過對感興趣的議題進行探究，認識現今世界的複雜性，從而

發展批判性思考技能和作出具識見的決定，面對未來。本科並非要為

學生提供一套固有的知識，而是讓高中學生享有「融會貫通」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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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透過三個學習範圍來擴闊知識基礎，提升社會認知水平，並加深

對個人、社會、國家、大自然及人類世界的多方面理解。通過探討各

個議題及進行「獨立專題探究」，學生可以聯繫不同學科的知識，理

解各方面的觀點以及建構個人知識。本科的各種學習經驗，有助培養

學生成為有識見和富責任感的公民，並且具備獨立的思考能力。 

 

評估 : 

卷一    資料回應題 50% (考試時間 2小時) 

卷二    延伸回應題 30% (考試時間 1小時15分鐘) 

校本評核  獨立專題探究 20% (中四及中五進行) 

 

2. 選修科目 (從 11 科中選讀 2 科或 3 科) 

★ 化學 (Chemistry) 

  競爭激烈及全球一體化經濟的出現、科學與科技的急速發展，以及不斷

增長的知識基礎，將持續為人們的生活帶來深遠影響。面對這些轉變帶來的

挑戰，化學科將和其他選修科目一樣，為學生提供一個終身學習的平台，提

升學生的科學素養，讓他們掌握科學與科技領域內的基礎知識和技能。 

  化學研究物質的成分、結構和屬性、不同物質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能

量與物質之間的關係。透過學習化學，學生可以獲得化學概念及過程的知識，

並可認識及理解工程界、醫學界和其他相關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發展。而學習

與化學創新有關的貢獻、議題和難題，則能協助學生了解科學、科技、社會

和環境四方面的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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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構及組織 

本課程包括必修和選修兩部分。必修部分涵蓋的內容，有助學生理解基

本化學原理和概念，並掌握科學過程技能。其中的課題包括「原子結構」、

「鍵合、結構與性質」、「金屬及非金屬」、「週期律」、「摩爾及計量學」、

「酸和鹽基」、「電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化學能量學」、「化

學動力學」和「化學平衡」。 

為了照顧學生的不同興趣、能力和需要，本課程亦包括選修部分。選修

部分旨在讓學生對必修部分內某些課題有更深入的理解，或對某些範疇作延

伸學習。選修部分由三個課題組成 : 「工業化學」、「物料化學」和「分析

化學」。另外，此部分更包括「綠色化學」。 

 

評核分公開考試及校本評核兩部分，詳情如下 : 

部分 概要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必修部分 
60% 

2 小時 30 分

鐘 

卷二  選修部分 

(從三個選修課題中選取兩個) 
20% 1 小時 

校本評核 實驗有關作業和非實驗有關作業 20% -- 

 

★ 物理 (Physics) 

物理學是基礎科學之一，研究自然界的定律，以及眾多物質間之

特性和關係。本課程的宗旨是為學生提供與物理學相關的學習經歷，

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解難技巧、批判性思維及科學素養，以便學生

積極投身於迅速變化的知識型社會之中；使他們在與物理學相關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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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進一步學習或為就業作好準備，並成為科學與科技的終身學習

者。 

整個課程的內容由 7 個課題 (5 個必修 + 2 個選修)組成。必修部

分包括 : 熱和氣體、力和運動、波動、電和磁、放射現象和核能五大

部份。選修部分則包括 : 天文學和航天科學、原子世界、能量和能源

的使用，及醫學物理學。學生只需修讀其中兩個選修課題，課題由科

任老師決定。 

香港文憑試物理科評核方法包括兩部份 : 公開考試佔 80%，校本

評核佔 20%，其中校本評核包含實驗及有關的作業。 

有意升讀大學之建築、工程及部分之理科科目等，修讀本課程是

必需的。 

 

                                             

★ 生物 (Biology) 

 生物學是以科學角度去探究生命的奇妙，涵蓋範圍包括細胞與生

物分子、生物與環境、生態學、遺傳學、健康與疾病、生物科技等

等。它又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例如生態保育、醫學知識如血型配

對、遺傳疾病、癌症成因及預防、器官移植等等。 

 



 15 

生物學是一門實驗學科，透過親身參與不同類型的實驗活動，如

解剖實驗、運用顯微鏡觀察動植物組織與微生物、設計及進行探究實

驗活動，學生從中培養科學探究的技能、科學思維、批判性思考能力

和創造力，以及解決有關生物學問題的能力。 

 

除了傳統課堂上的教學及實驗活動外，學生亦會走出課室，從環

境中學習生物學知識，例如野外考察、有機耕種、參觀交流、境外遊

學、校外比賽等，以擴闊視野及鞏固學科知識。 

 

本課程並為學生奠定在生物和生命科學範疇的知識基礎。幫助學

生日後能夠在大學或專上學院繼續進修或從事與醫療學科、生物科

技、科學與環境有關的職業。 

本科的評核分為兩部分：公開考試（80%）和校本評核（20%）。 

 

★ 地理 (Geography) 

  地理幫助我們了解自身所處的世界，研習我們日常生活所面對的

議題和問題，當中包括香港的城市問題和中國的自然災害，以及全球暖

化和糧食短缺的全球性議題等; 解難能力的訓練是本科的一大特色。 

  地理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個結合了社會科學 (人文地理) 和自

然科學 (自然地理) 的學科。故此不論學生將來希望修讀理科、社會學

科或文科，地理都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cgi-bin/canton-f2.pl?query=%a8%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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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實地考察和參觀，地理為學生提供大量在課室以外學習的機

會。學生亦可透過本科學會如何閱讀地圖和衛星照片，以及一些特別的

資訊科技能力，例如地理訊息系統 (GIS) 和全球定位系統 (GPS)。 

  地理可以為投身不同行業的學生作準備，最常見的職業包括城市

和運輸規劃、物流管理、建築、土力工程、測繪、資源和環境管理、旅

遊和閒暇管理等。從廣義來說，意欲投身於公共行政和商業管理的學生

也可從中受益。 

公開評核 : 

 卷一 卷二 

比重 75% 25% 

考試 

時間 
2 小時 45 分鐘 1 小時 15 分鐘 

範圍 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部分/ 

試題形

式 

甲 多項選擇題 20% 戊 
數據/技能為本/ 

結構式問題 
15% 

乙 

 

實地考察為本問

題 
15% 己 短文章式問題 10% 

丙 

 

數據/技能為本/

結構式問題 
30% 

 

丁 短文章式問題 10% 

 

★ 歷史 (History) 

本課程的宗旨是使學生能透過認識現今世界的源起及發展，了解

自己在現今社會的定位；在探索歷史議題的過程中，發展他們的批判

性思考、溝通技巧及作出明智判斷的能力，亦有助增進同學對通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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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技巧的掌握。 

透過研習歷史科，學生可以學習到以公正持平、設身處地的態度

及多角度的視野審視二十世紀及當代的事件；了解本身所屬文化的特

質和價值，重視人類社會共有的特質及共同面對的問題；培養國民意

識及全球公民意識。 

作為香港本地、國家及世界理智及有識見的一員，裝備自己，使

自己可以深入探索配合個人興趣、有助將來就業或專業進修的課題。 

高中歷史課程主要集中於十九世紀末至整個二十世紀的世界大

事，包括：主題一「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轉變」及主題二「二十

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歷史科與通識科課程有互補的關係，如「二十世紀的香港」及

「本地文化承傳」與通識科單元二「今日香港」，而「二十世紀的中

國」與通識科單元三「現代中國」、「二十世紀國際間社會文化協

作」與通識科單元五「公共衛生」及單元六「能源科技」有密切關

係。歷史科的思考方法對通識科的學習大有裨益。 

 

評核設計 : 

卷一 60%(資料回應題) (考試時間：2小時) 

卷二 40% (論述題)(考試時間：1小時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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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  (Chinese History) 

學習中國歷史讓學生認識和關心國家民族的過去與現在，並展望

未來發展的路向。新高中中國歷史課程分為必修及選修兩部分。必修

部分是本科必須學習的內容，由夏商周開始至公元 2000 年為止，並

以「詳近略遠」方式編排，使學生對新中國發展有更深入的認識。選

修部分則提供六個文化專題，包括「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

和「時代與知識分子」等，學生選修其中一個單元，以擴闊他們對中

國歷史不同層面的認識。 

  本科的公開考試分為兩部分：卷一（70%）和卷二（30%）。公開

考試擬題原則避免學生死記硬背，務求能全面考核學生不同的能力。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世界政治及經濟等領域的角色越來越重

要，學生將來無論從事什麼行業，都要對國情有基本的認識。學習中

國歷史正好為學生作好裝備，投身社會。 

 

★ 經濟 (Economics) 

     經濟學是關於人類如何管理有限的資源以滿足他們無窮的慾望， 

研究人類怎樣作決策以爭取最大的利益，並研究影響整體經濟表現的

因素的學問。它能夠提供一些分析框架，讓學生在消費、生產或投資

等方面作理性的決定。這些框架亦能幫助學生了解目前香港、中國政

府及其他國家的經濟情況及解決不同經濟問題的方法。這是十分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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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趣味性的一個學科。 

  經濟科能夠發展學生的智能，培養從經濟角度探討事物的能力，

這些能力對日後在高等院校繼續進修有很大幫助。高中經濟科不單為

學生在大學修讀經濟學作出準備，亦有助學生修讀工商管理、金融分析、

投資或經濟金融、法律、環境研究和社會科學等學科。 

  經濟科著重理論與應用，所以此科能培養學生的分析與邏輯推理

能力。此外，學生應培養閱讀報章、雜誌和圖書的習慣，以加強對社會

議題的認識，並應用經濟理論分析這些議題。 

 經濟科的課程內容及學習方法亦有助同學

於通識科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的學習。 

 

本科由 2019 年開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各部分的有關資料，概述如下： 

部分 比重 時間 

公

開

考

試 

 

卷一 
多項選擇題。考核範圍：必修部分。全部

試題均須作答。 

30% 
1 小時 

 

 

卷二 

甲部：短題目。考核範圍：必修部分。全部

試題均須作答。 

26% 
2 小時 

30 分鐘 
乙部：結構/文章式/資料回應試題。考核範

圍：必修部分。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35% 

丙部：結構/文章式試題。考核範圍：選修單

元部分。 

#考生只須從兩個選修單元中選取一個作

答。 

9% 

# 本校將教授選修單元(二) : 貿易理論之延伸、經濟增長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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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為何應在中學階段修選商業及會計? 

迎合急速變遷的社會及經濟迎合急速變遷的社會及經濟：香港的主

要經濟支柱是金融服務業、工商業支援、物流和旅遊。在以服務業為主

的知識型經濟體系中，要保持競爭優勢和持續發展，同學需要懂得把意

念轉化為高增值服務的人力資源。   

◆終身學習所需的思維 

商業教育旨在培養學生對商業的興趣及才能，為他們提供知識和技

能，培養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 

◆培育公民應具備的質素 

商業及財經活動，如工作、消費、儲蓄及投資等，是我們日常生活

中的一部分。本課程提供商業的知識和技能，幫助學生能夠在未來有效

地參與商業及財經活動的同時，亦著重培育學生良好的公民質素；提供

機會讓學生 在未來擔當消費者、投資者、僱員及/或企業家等角色，發

展道德及負責任的行為；亦期望他們在分析及評估商業事務時，顧及社

會與道德的因素。 

◆更順暢地銜接不同出路和途徑 

不少本校同學在畢業後均有志於商界發展，本課程可銜接各專上和

大學課程，讓學生在畢業後可繼續接受學術及職業 ／專業教育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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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投身社會工作。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的課程 

BAFS 課程包括以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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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考試評核： 

  佔分比重 考試時間 

卷一 必修部分 40% 1 小時 15 分鐘 

卷二 選修部分(只選擇其中一項) 

2 甲：會計單元 

2 乙：商業管理單元 

60% 2 小時 15 分鐘 

 

★ 資訊及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課程分為必修和選修兩部分。必修部分佔

55%，包括五個單元，涵蓋基礎原理 : 資訊處理、電腦系統基礎、互聯

網及其應用、基本程式編寫概念和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 選

修部分及校本評核佔 45%，由 2015/16 學年開始進一步精簡校本評核，

以引導式課業取代項目習作，並碓保於課堂學習時間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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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課程能協助學生發展個人的智育、終生學

習能力及多種重要的共通能力，包括批判性思考、溝通、創造力、解決

問題能力等。 

本科較著重於新科技應用及實踐。知識除可透過教師指導及日常生

活的閱讀材料獲取，也會通過學生參與校外比賽、參觀、協作與專案制

作等不同活動來獲取，除了傳統的課堂學習外，學生採用探究式及問題

為本學習法來學習。此外，學生可試用不同電腦系統及界面，亦會參觀

不同的資訊科技機構或政府部門，以及參與資訊科技相關比賽，並在真

實場景的設定中學習。 

本科為學生日後升學及投入社會工作，或是繼續進修相關課程打下

穩固的基礎。此外，本科幫助學生裝備面對社會必要的知識及技能，為

應付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作好準備，理解社區文化及轉變中的社會需

求。 

評核設計 : 

部分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必修部分 55% 2 小時 

   卷二  選修部分 25% 1 小時 30 分鐘 

校本評核 

   卷三  選修部分 

     (引導式課業)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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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 (Chinese Literature) 

一般同學認為「中國文學」這一科艱深難懂，其實中國文學和中

國語文的課程深淺相若，但對文學作品的分析欣賞則較深入，較重視文

學寫作。 

同學須於三年間研習 28 篇古今作品，並學習賞析課外作品，藉此

提高文章鑑賞能力。此科校本評核佔 15%，公開考試部分佔分 85%。 

若同學具備一般語文能力，而且對中國文學有興趣，都可以考慮選

讀此科。此科有助學生在大學選讀中國文學和翻譯，亦有助日後投身語

文教育方面的工作。 

 

 

 

★ 視覺藝術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科的學習包括「藝術評賞」和「藝術創作」兩個重要元

素。透過欣賞和創作視覺藝術的學習活動，學生不單能掌握和運用相關

的知識及技能，如視覺傳意技巧，更能發展敏銳的觀察力、創意、審美

能力、溝通能力及批判性思考等。這不但能提昇學生在本科及其他科目

的學習效能，並有助他們學會學習。 

本科生可以透過創作不同的藝術品，而涉獵不同的藝術媒介，譬

如繪畫、素描、平面設計、產品設計、繪本創作、陶藝、版畫印刷、

攝影及錄像創作等。透過評賞和創作，學生會加深認識中西、古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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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域的視覺藝術，從而拓寬視野，並加強對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

解，亦能提昇個人素質。本科不但可以培育同學的高階思維，亦可擴

闊日後升學和就業的發展，詳情可瀏覽教育局《高中視覺藝術一站式

網頁》中「高中視覺藝術科對學生的好處及出路」。 

網址：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

edu/va/NSS%20Visual%20ArtsFurther%20Studies%20and%20Career%20Developme

nt.html 

 

評核架構 

第一部份: 公開考試 (50%) 

 學生須選擇卷一或卷二。 

卷一 : 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或  卷二 : 設計 

在每一考卷中，學生須完成以下兩部分：對所提供的藝術作品複製本

作評賞，並以文字表達(10%)，以及藝術創作(40%) 

 

第二部份: 校本評核 (50%) 

 學生須提交一本研究工作簿 (顯示與藝術創作 / 評賞研究相關的藝術

評賞及研究過程) (20%)； 

 以及完成四件針對主題的藝術作品 (30%) 

 

本科如何裝備你為未來作出準備? 

 視覺藝術科是大學收生考慮的其中一個選修科，更獲多間大學的

藝術及設計課程列作優先考慮的科目，如中大藝術系、浸大視覺藝術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va/NSS%20Visual%20ArtsFurther%20Studies%20and%20Career%20Development.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va/NSS%20Visual%20ArtsFurther%20Studies%20and%20Career%20Development.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va/NSS%20Visual%20ArtsFurther%20Studies%20and%20Career%20Develop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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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及理大設計系等。學生如有設計或繪描的基本技巧及認識，亦有助

投考建築系。視覺藝術科可靈活地與人文、科技、科學、經濟、商業

和語文等學科範疇配合，以擴闊學生升學和專業的空間，例如藝術創

作、藝術行政、藝術教育、大眾傳媒和文物修復；動畫、電影和錄像

製作；廣告、時裝、形象產品和舞台設計；以及建築工程、外科醫療

和其他創意工業相關的專業等。 

*  除上述科目外，宗教、體育與音樂及藝術欣賞為必修科目，被歸 

入「其他學習經歷」(OLE)之內，但不是中學文憑試科目。 

 

3. 應用學習課程 (Applied Learning) 

  應用學習是高中課程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是一個兩年制的課程。

學生可以在高二及高三時修讀此課程，並於高二時退修其中一科選修

科目(只適用於修讀三個選修科的同學)。學生可根據其興趣、志向和能

力，修讀最多一個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此課程之學習範疇包括

「應用科學」、「商業、管理及法律」、「創意學習」、「工程及生產」、「媒

體及傳意」及「服務」。學生將會於課餘時間，在校外修讀此課程。在

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方面，部份院校、學院或課程會以應用學習科目作為

選修科目、給予額外分數或作為額外的輔助資料。   

有關個別課程之內容、課程提供機構等資料，請參考以下網址 : 

http://www.edb.gov.hk/apl 

 



 27 

 

4. 其他學習經歷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其他學習經歷的學習模式著重學生的參與和體驗，所以不會設有考

試。學生曾經參與的其他學習經歷，例如體育、美藝、社會服務等均會

由學生自行記錄在高中學生其他學習經歷紀錄冊(OLE Record Book)內。

大學在甄選學生時，將會考慮能廣泛反映學生在不同方面成就的資料，

如學生學習概覽(SLP)和其他校外考取之資格，讓學生展示他們具備所

需的能力和個人特質。學校會協助學生建立個人的學生學習概覽(SLP)，

自中四開始蒐集不同資料 (包括曾經參與的其他學習經歷)，以全面反

映學生在各方面的表現。 

 

 (六) 校本評核 (School-based Assessment) 

  校本評核 (SBA) 將會是新高中科目的其中一種評核模式，是指在

學校進行，由科任教師評分的評核活動 (例如口頭報告、製作學習歷程

檔案、實地考察、調查研究、進行實驗活動，以及完成專題設計) ，分

數將計算入學生的公開評核成績內。 

 

校本評核推行時間表 (2017 年 4 月更新) 

科目 

推行校本評核的考試年份 
（校本評核佔科目總成績的百分比） 

2012 - 2017 2018 2019 

中國語文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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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 ✔ (15%) 

通識教育 ✔ (20%) 

視覺藝術 ✔ (50%) 

資訊及通訊科技 ✔ (20%) 

生物 ✔ (20%) 

化學 ✔ (20%) 

物理 ✔ (20%) 

中國歷史 ✔ (20%) ✘ 

歷史 ✔ (20%) ✘ 

中國文學 延遲推行 #自願參與試行 ✔ (15%) 

註： 

1. ✔： 推行校本評核  

2. ✘：由 2018 文憑試起，不推行校本評核。 

3. # ：在學校自願參與試行計劃中，學校可選擇不提交校本評核分數；或   

遞交校本評核分數，但有關成績並不會計算入全科成績內。 

 

(七) 香港中學文憑試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 HKDSE) 

在新學制下，所有學生將可完成三年初中及三年高中教育。2019

年 9 月就讀中四的學生在完成三年高中教育後，將於 2022 年應考香港

中學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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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試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評核結果。水平參照乃根據

一套預設的能力等級來匯報考生所達到的水平。各能力等級將附有等

級描述，以說明有關等級的典型考生所能做到的表現。考生所得的成績，

能反映其知識及技能，且不會受其他考生的表現影響。香港中學文憑的

成績匯報共分五個等級(1-5) ，第 5 級為最高等級，表現低於第一等級

的會標示為「未能評級」(U)。在考獲第 5 級的考生中，表現最優異的，

其成績將以「**」標示，隨後表現較佳的則以「*」標示。  

表現等級 : 

5** 5* 5 4 3 2 1 U 

最優異               未能評級 

 

(八) 大學入學要求 

  中四選科與大學入學條件有著密切的關係。在「334」學制下，有

關八大院校各學系 / 學院 / 課程之入學要求，請瀏覽個別院校之網址，

以獲取最新資訊。 

HKU: 

https://aal.hku.hk/admissions/local/admissions-information?page=jupas-admissions-

scheme 

 

UST:  

https://join.ust.hk/admissions/jupas/ 

 

CU:  

http://www.cuhk.edu.hk/adm/jupas/useful-info2020.pdf 

https://aal.hku.hk/admissions/local/admissions-information?page=jupas-admissions-scheme
https://aal.hku.hk/admissions/local/admissions-information?page=jupas-admissions-scheme
https://join.ust.hk/admissions/jupas/
http://www.cuhk.edu.hk/adm/jupas/useful-info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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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U: 

https://www.admo.cityu.edu.hk/jupas/entreq/bd/ 

 

BU: 

https://admissions.hkbu.edu.hk/uploads/en/download/pdf/Subject_Weight_Table.pdf 

Poly U 

http://www51.polyu.edu.hk/eprospectus/ug/jupas 

 

EdU: 

https://www.eduhk.hk/degree/jupas.htm 

 

LingU: 

https://www.ln.edu.hk/admissions/ug/jupas/how-to-apply/admission-requirements 

 

學生符合一般入學要求，並不等於保證能入讀個別大學或課程，因

為這只是最低的入學要求，大學會再遴選所有符合最低入學要求的學

生。實際的遴選過程會採用篩選的方式進行，相信大部分大學課程可能

會以選修科目的數目和學生表現作為考慮因素。因此，本校要求學生修

讀兩個或三個選修科目，除了讓學生有寬廣而均衡的高中教育外，亦希

望學生在符合一般入學要求以外，能夠有更多選擇，增加入讀個別大學

或課程的機會。另外，學生在選科時須同時留意個別課程之額外要求，

包括所需選修科目之總數、指定科目要求及附帶要求。 

 

 

 (九) 中四選科及升學問題 

1) 問 : 中三的全年總名次是怎樣計算的? 

 答 : 以上學期的總分加下學期的總分而排列，上學期佔百分之四十， 

下學期佔百分之六十。 

https://www.admo.cityu.edu.hk/jupas/entreq/bd/
https://admissions.hkbu.edu.hk/uploads/en/download/pdf/Subject_Weight_Table.pdf
http://www51.polyu.edu.hk/eprospectus/ug/jupas
https://www.eduhk.hk/degree/jupas.htm
https://www.ln.edu.hk/admissions/ug/jupas/how-to-apply/admission-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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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 : 在遞交選科表格後可以改變已選定的科目嗎? 

 答 :  學生於遞交正式選科表格後，便不可以再改選科目。 

3) 問 : 在中四、中五及中六可以隨時改變正在修讀的科目嗎? 

答 : 不可以，因為課程是有連貫性的。 

 

4) 問 : 升上中四後，可否退修其中的選修科目? 

答 : 在中四階段不可以，本校計劃讓中四學生修讀兩科或三科選修科 

 目，因為我們相信銘賢的學生有能力修讀共六科或七科 ; 然而在 

 中五時，學校會因應學校的資源、學生的能力及老師對學生的評估 

 而決定是否讓修讀三科選修科的學生退修其中一個選修科目。 

 

5) 問 :   如果個別學生的全年總成績未如理想，未能入讀自己心儀的 

科目，但該科目的成績優異，會否考慮特別安排個別學生可 

以修讀該科目? 

 答 :   不會，因為在上課時間或教學資源安排上有困難。 

 

6) 問 :  如果學生修讀數學科的延伸單元，但其後感到很困難，在中 

五或中六可否退修? 

  答 :  可以，但會按個別情況考慮。 

 

7) 問 :   如果數學科延伸課程部份的成績未如理想，會否拖垮該科的成 

績? 

答 :   不會，基本上如果必修課程的成績合格已足夠，延伸課程的成 

績只會影響入讀大學個別學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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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問 :  學生修讀第三個選修科目會否較為有利?  大學會否為有修讀 

第三個選修科目的申請人給予額外評分? 

 答 :  四個核心科目及一個(或兩個)選修科目只是最低的入學要求，並 

不保證申請人能入讀個別大學或課程。大學會再遴選所有符合最 

低入學要求的申請人。實際的遴選過程會採用篩選的方式進行，

相信大部分大學課程都可能會以選修科目的數目和表現，作為考

慮因素。學生在決定選修科目的數目和選擇時，應考慮本身的興

趣和能力，以達致均衡的學習。 

 

9) 問 :  獲大學本科考慮學生的入學成績水平是甚麼? 

答 :  學生在香港中學文憑的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達到第 3 級， 

以及數學及通識教育科達到第 2 級，簡稱「3322」，便符合資格申

請修讀八所教資會資助的院校所辦的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除了

以上四個核心科目以外，各院校針對某些指定科目，已自行制訂

一些個別標準，詳情請參考各大院校的網址。 

 

10 ) 問 :  通識科的作答語言是英文還是中文？ 

    答 :  中文。 

 

11)  問 :  在高中學制下，入職公務員需要甚麼成績？ 

答：政府由 2012 年 7 月 20 日或以後聘任公務員時，將會按下列安排

接受文憑試成績： 

◆應徵者在五個文憑試的科目中取得以下成績(不論任何組合)，即視

為符合「中學會考五科合格」的要求： 

✽高中科目第 2 級   ✽其他語言科目 E 級 

✽應用學習科目「達標」(最多計算兩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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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者在五個文憑試的科目中取得以下成績(不論任何組合)，即視

為符合「高考兩科合格和會考三科良」的要求： 

✽高中科目第 3 級   ✽其他語言科目 C 級 

✽應用學習科目「達標並表現優異」(最多計算兩個科目) 

 

(十) 輔導子女選科的策略 

 

 五個為什麼  

(1) 為什麼有些學生可以如願選修一些科目，而另一些學生卻未能如願？ 

(2) 為什麼有些學生拿不定主意選修什麼科目？ 

(3) 為什麼較多女孩選修文科科目而較多男孩選修理科科目？ 

(4) 為什麼學生的選擇與家長有不同？ 

(5) 為什麼有些學生升讀中四後會情緒低落？  

 

 五個知道嗎  

(1) 你知道銘賢書院的中四分班情況嗎？ 

(2) 你知道子女的活動強項嗎？他們還有沒有其他潛能呢？ 

(3) 你知道子女的語文、推理及其他能力嗎？他們的想像及創造力又如何？ 

(4) 你知道他們的職業取向嗎？有否和他們「談」和「論」選科的問題呢？ 

(5) 你有沒有考慮和子女一起去擴闊對升學擇業的認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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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這些資料在哪裏可以找到嗎？ 

 

 

 五個策略  

(1) 協助子女提高醒覺力 

使他們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志向加以探索，希望他們能 

早些擬定升學目標。 

(2) 協助子女提高學習能力 

鼓勵子女在家做好習作，多溫習和備課。及早了解他們 

學習上的困難，更正學習方法。學習障礙清除後，   

學生更易了解自己真正的能力。 

(3) 爭取更多機會與子女交談 

於子女選科前爭取更多機會與他們交談，從而了解 

他們的志向、目標及對職業的期望。 

(4) 鼓勵子女與師長、學長及朋輩傾談 

多與別人傾談選科之顧慮，並搜集升學擇業資料，以增廣 

見聞，使選擇時更客觀，更有信心。 

(5) 協助子女作出評估 

於選擇前再協助子女對自己的能力作出評估，並引導他們 

觀察各方面環境因素及限制。 

 你們的關懷能使他們更有信心，更冷靜地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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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情緒支援站 

 

「考試」與「壓力」，往往也被人畫上一個「＝」號，中三的同學將面 

臨新學制、新課程，需要精神和時間作出準備和適應，出現焦慮、緊張和 

擔憂等情緒也在所難免，所以家長除了著緊子女的成績外，亦要注意其情 

緒及壓力狀態。 

 

 

 

 

 

 

 

 

 

 

 

 

 

 

 

 

 

 

 

 

 

 

 

 

 

 

家長支援電話 : 2779 4342 

駐校社工    ：敖愷翎姑娘、黃海茵姑娘、林永傑先生 

 

          應該做 

 多留意日常生活和情緒狀態, 

   留意有否出現壓力徵狀, 如 : 

   哭泣、失眠、腸胃不適、常頭

痛、心情低落、常抱有負面的

想法等 

 

  表示明白子女的壓力及情緒 

 

  鼓勵與父母和朋友傾訴 

 

  鼓勵學習減壓及宣泄情緒 

 

  樂觀積極面對成績得失 

 

  引導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如有需要, 鼓勵或陪同尋求專 

    業人士 (如:老師和社工) 的 

    協助 

 

 

 

 

     不應該做 

  不合理和過分的期望 

 

  過分的批判和評論 

 

  惡言責罵和埋怨 

 

  把個人的意願和想法強加於 

    子女身上 

 

  將子女與他人/兄弟姊妹比較 

 

  出現誇張的負面反應和情緒 

 

  對子女不聞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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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高中畢業生進修階梯                2019 年 5 月 

               (只供參考) 

 

 

資料來源： 

https://lifeplanning.edb.gov.hk/uploads/tc/page/Study-Paths-for-S6-Graduates-under-NAS_c.pdf 

 

 

 

 

 

 

 

 

https://lifeplanning.edb.gov.hk/uploads/tc/page/Study-Paths-for-S6-Graduates-under-NAS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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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其他資料 

(1)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電話 :   3628 8860 

網址 :   http://www.hkeaa.edu.hk 

 

(2)  香港教育局 (生涯規劃)  

     電話 :  3698 4126 

     網址 :  http://www.edb.gov.hk/lifeplanning 

 

(3) 高中及高等教育 : 新學制網上簡報  

網址 :   http://334.edb.hkedcity.net 

 

(4)  JUPAS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網址 :  http://www.jupas.edu.hk 

 

(5)  專上院校「iPass」--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網址 : http://www.ipass.gov.hk/edb/index.php/ch/home 

 

 

 

 

 

 

 

 

 

 

http://www.hkeaa.edu.hk/
http://334.edb.hkedcity.net/
http://www.jupas.edu.hk/
http://www.ipas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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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校長 ： 陳綺雯博士 

副校長 ： 蕭惠蓮老師、謝裕富老師 

學生事務主任 ： 謝裕富老師 

教務主任(助理校長)   ： 吳志輝老師 

升學及擇業組老師     ： 余嘉莉老師、彭嘉欣老師 

陸陳雅欣老師、周林靜敏老師 

羅坤蘭老師 

中三班主任 ： 3A 江李思慧老師 劉佩玉老師 

 ： 3B 余華姬老師   彭嘉欣老師 

 ： 3C 趙豪章老師   黃志忠老師 

 ： 3D  蔡日銘老師   陸鎧華老師 

駐校社工 ： 敖愷翎姑娘、黃海茵姑娘、 

林永傑先生 

學校電話 ： 2778 4512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