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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須知：學生篇 

 

  有人說人生的道路是由無數個十字路口所組成的，每次

站在路口上，我們都要為前程作出決定。從前的每一個階

段，由幼稚園、小學到初中，父母已為您悉心鋪排了路途，

往後的日子，您是否會積極地計劃自己的人生路向呢？ 

完成中三後，同學需要選擇新高中的選修科目。本校設

有不同的科目組合以供同學按照個人興趣、能力和升學目標

選讀。雖然此次選科並非人生最重要的抉擇，亦無優劣之

分，但這一次的選擇卻在一定程度上規範了同學完成中學後

可修讀的學科和從事的工作，所以這個階段可說是事業生涯

的起點。我們輯錄了一些資料，希望幫助同學思考和分析。

要作出明智的決定，同學還要跟父母、師長商量，與學長分

享可貴的經驗。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的老師更隨時樂意與您們

面談，一起面對這個重要的課題。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要走的路也不相同，希望同學都

能踏出這成功的第一步，為美好前程奠下基礎。 

 

  生涯規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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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的七大禁忌 

1. 我很喜歡任教該科的老師。 

2. 我的好友全選了那科，我又怎能選其他呢？ 

3. 我大學會到海外升學，隨便選吧！ 

4. 我只想選一些容易的科目。 

5. 我沒有一個科目成績好，隨便選吧！ 

6. 雖然我對理科沒有興趣，但選了理科將來

的出路比較好。 

7. 選科是個人問題，父母或老師的意見可以

不理。 

 
 

 

 

 

 

選科的六大原則 

1. 參考過往成績 

2. 興趣 

3. 性格 

4. 潛質 

5. 志向 

6. 家人朋友師長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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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以下是一些你選科時必須考慮的要點：。 

1. 如果你已對未來的升學及工作有了初步打算，現在就應該選擇有關的科目去

修讀。但若你未曾或還未想到將來的前途，現在就應立刻去想一想，至少亦

要有一個初步概念。在班主任課及本組出版通訊中所收錄的性格、職業興趣

測驗或許對你有幫助。 

2. 每科都有其特定的學習技巧和所需的能力，你不具備這些能力，會令你修讀

時感覺很吃力，亦會直接影響你的成績。空有興趣而無能力，總是會失敗

的！ 

3. 同學在中四所讀的科目，大多數在中五及中六時會繼續修

讀；你是否能維持你的興趣呢？ 

4. 成績好當然證明你有初步的能力去修讀這科，但中四、中

五和中六的課程比中三的要艱深得多，來年還得繼續努

力。假若你的成績不好，你就要研究一下究竟這是因為你

在這科沒有天份？不知學習這科的方法？還是你懶惰呢？

找出原因後再考慮是否修讀該科吧！ 

5. 通常我們會誤以為成績好，就代表在那科有天份，但實際

上並非都如是。通常中三所教的都是比較淺易的，有時只

要「死讀」，亦能取得好成績。因此，不要只從成績去決定是否修讀該科，

要明白所學的是否你的興趣所在和是否在你的掌握中。 

6. 個人未必能清楚了解自己的潛質所在，最好去請教你的老師，他們能在你的

成績、平時表現和思考中助你找到答案。 

7. 你是否已和家人商量你的意願呢？他們總比你有經驗，而且能鼓勵你，因此

立刻就與他們談談吧！不過，你要明白讀書的是你，辛苦的亦是你；最後總

是要由你自己去作出抉擇的，其他人的意見只能供你參考。 

8.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潛質和能力，朋友能讀得好的科目，未必適合自己。因此

不要為求編派入同一班而盲目跟隨朋友的選擇，作出選科的決定時是不應考

慮友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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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須知：家長篇 

家長是學生在選科時最關鍵的支持者。家長的支持能夠幫助學生

更清楚認識自己的意願，以至人生目標。但是，家長在給予學生支持

和意見的同時，也應給他們適當的自由度，使他們在選科的過程中學

習如何選擇，並為自己的選擇負責。請緊記，你們是子女的支持者。

然而，他們應有足夠的發展空間去學習和成長。以下是給家長的一些

建議，幫助你關心的子女尋找生命的色彩 : 

 

 

家長要 ... 

 支援 

 激發 

 尊重 

 體諒孩子在作出選擇時的困難和混亂  

 明白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而他們所

作出的選擇並無對錯分。 

 

 

 

協助你的孩子 ... 

 幫助孩子訂立可實現的短期和長期目標  

 鼓勵他們參加多元化的「其他學習經歷 」，使孩子得以探索自

身潛力和感興趣的事業範疇。 

 善用這一本小冊子 , 紀錄及肯定自己各方面的成就。 

 多與孩子討論關於學習、進修、事業發展的問題  

 與孩子討論他們的興趣和嗜好 , 共同找出踏上成功之路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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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科目簡介 

 

中國語文科 

1. 本科的課程內容 

本科分為必修部分及選修部分:  

 

必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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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的學習  

 

選修部分。  

本科開設文化專題探討及新聞與報道兩個選修單元(因應情況可能作出修訂) 。 

 

2. 本科的學習目標 

中國語文教育配合整體的教育發展方向，為學生終身學習、生活和日後工作打好基礎。

本課程讓所有學生在初中中國語文課程的基礎上，進一步：  

(1) 提高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  

(2) 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3) 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性情；  

(4) 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  

(5) 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3. 其他資料 

高中階段的中國語文教學，期望透過本課程，培育出善於溝通、有獨立思想、具批判精

神、 富創意、能解決問題、有審美情趣、有道德操守、體認中華文化、樂於終身學習

的新一代。 

 

如想進一步了解中國語文科的課程與理念，可參考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

合編訂的中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Chi%20Lang%20CA%20Guide_2015.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20Lang%20CA%20Guide_2015.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20Lang%20CA%20Guide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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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What is the senior secondary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The senior secondary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s made up of two parts. The Compulsory 

Component focuses on the learning and use of the four macro skills such a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s well as grammar,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vocabulary and various text-

types through the use of meaningful activities and tasks.  

The Elective Component is composed of eight modules, from which students will need to choose 

three. These modules are categorized into language arts strands such as short stories, drama, poems 

and songs and popular culture as well as non-language arts strands such as social issues, debating,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and sports communication. They represent different means through 

which students can enrich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by applying the language and skills learnt in the 

Compulsory Component in different contexts. 

 

What can students learn from this new curriculum?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evelop the  

 subject knowledge and skills, which are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learning targets in the 

Interperso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Strands, as well as learning objectives;  

 generic skills; and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How can students learn effectively in the new curriculum? 

To learn English effectively, students should take an active role in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They are 

strongly advised to practice the following skills. 

 reading: to read English materials extensively such as fiction, non-fiction,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articles. 

 writing: to be exposed to various types of texts and understanding their genres.  

 listening: to listen to a variety of authentic English media such as English news and other 

online listening sources. 

 speaking: to take opportunities to speak English inside and outside lessons. 

Component Weighting Duration 

Public Examination Paper 1 Reading  

Paper 2 Writing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Paper 4 Speaking 

20% 

25% 

30% 

10% 

1½ hours 

2 hours 

About 2 hours  

About 20 minutes 

School-Based Assessment (for school 

candidates onl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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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access the following websites. 

Subject information 

http://www.hkeaa.edu.hk/en/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

.html?A1&1&2 

Assessment Framework of 2021 HKDSE 

http://www.hkeaa.edu.hk/en/hkdse/assessment/assessment_framework/ 

Level Descriptors 

http://www.hkeaa.edu.hk/en/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

.html?A1&1&2_4 

School Based Assessment (SBA) 

-http://www.hkeaa.edu.hk/en/sba/       

HKEDCity English Campus 

https://www.hkedcity.net/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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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1. 本科的課程課程理念 

數學科作為高中核心必修科目，其課程的基本理念如下： 

 在科技為本和資訊發達的社會，數學是一强而有力的工具，幫助學生掌握傳意、探

究、推測、邏輯推理及運用各種方法解決問題的能力； 

 數學提供各種獲取、組織和應用資訊的方法，並透過圖像、圖表、符號、描述和分

析，在傳達意念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因此，高中階段的數學可以幫助學生為終身學

習奠定穩固的基礎；同時可以提供一個平台，幫助學生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獲取新

知識； 

 現代社會的很多發展、計畫和決策，在某種程度上都有賴應用度量、結構、規律、圖

形和數量資料分析。故此，學生在高中階段獲得的數學知識，有助他們成為出類拔

萃的公民並更容易應付未來工作上的要求； 

 數學是一個可以幫助學生更加理解世界的工具，並提供一個修讀其他高中學科和專上

教育的基礎；及 

 數學是一種智力的鍛鍊。學生可藉學習數學科，發展想像力、積極性、創造力和思考

的靈活性，並發展欣賞自然界美的能力。數學是一種訓練，在人類文化中，擔當重

要的角色。 

 

2. 延伸部分的設立，旨在讓新高中數學課程更有彈性和多元化，讓學生可以

學到必修部分以外的數學知識，為有意繼續進修，或發展自然科學、電腦、科技和工

程等事業的學生提供基礎知識。 

 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著重統計和數學的應用，為對數學有較廣闊和深入理解的學

生而設。 

 強調數學的應用性多於其嚴謹性，從而擴闊學生在數學方面的視野；及 

 提供微積分與統計的直觀概念、相關基本技能及有用工具，為學生將來深造和就業作

充足準備。 

 

3. 部分大學及學科收生要求同學須曾修讀延伸課程，計算入學亦會多計一

科，對升學很有幫助。 

 

4. 本校學生修讀新高中數學課程，可選擇以下組合： 

 只修讀必修部分  

 修讀必修部分及單元一  

5. 其他資料：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curriculum/Math%20C&A%20Guide_updated_c.pdf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curriculum/Math%20C&A%20Guide_updated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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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 

1. 本科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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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科的出路 

透過研習通識教育科，學生可探索不同的進修途徑和就業出路。通識教育科所培養的智

能和多角度思維，對學生修讀大專程度的不同課程皆有裨益。此外，本科也幫助學生為

投入工作的環境作好準備。本科培養的公民素養、社會觸覺和具識見的決策能力，將幫

助學生在面對瞬息萬變的工作環境和具挑戰性的職業發展時，能有效地學習和作出明智

的決定。 

 

3. 其他資料 

如想進一步了解通識教育科的課程與理念，可參考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

合編訂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curriculum/LS%20C&A%20Guide_updated_c.pdf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curriculum/LS%20C&A%20Guide_updated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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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 

1. 本科的課程特色與內容 

生物學主要是研習生物世界，建構生物知識，發展科學過程技能，以及培養對生命與生

物世界的正確價值觀和態度。 

生物科的學習著重對生物的概念和原理的了解，而非強記硬背詞彙和事實。學習本科

時，宜把生物知識與日常生活體驗加以聯繫，並應用已有知識來解決問題，從而使學習

更有成效。 

親身參與實驗和探究活動尤為重要，可讓你從中獲取個人的科學探究經驗。此外，積極

投入各類學習活動，例如：閱讀科學文章、小組討論、辯論、口頭報告和考察等，亦有

助達成學習目標及促進主動學習。 

課程內容涵蓋生物學的主要範疇，包括必修課題----細胞與生命分子、遺傳與進化、生物

與環境和健康與疾病，以及選修課題----人體生理學：調節與控制、應用生態學、微生物

與人類和生物工程。 

 

2. 本科的出路 

本課程為你奠定在生物和生命科學範疇的知識基礎，讓你能夠在大專或職業訓練學院繼

續進修;或從事與科學、科技和環境有關的職業。其中包括中西醫學與護理、藥劑學和不

同的科學研究。生物學有助修讀環境環保科學、生物及環保工程學等課程。 

此外，生物科的學習有助發展你的邏輯思維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效解決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問題，並使你在就業上更具競爭力。本科有助你認識自己身體結構，有助提升個

人衛生及健康護理，同時提升你的解決問題、批判性思考、分析能力、邏輯思維、創造

力和溝通能力。 

 

3. 修讀本科要具備的特質 

 對學習科學有興趣 

 有求知慾及好奇心 

 有探究精神 

 具批判性及創造性的思考能力 

 具一定的數理及分析能力 

 

4. 其他資料 

如想進一步了解化學科的課程與理念，可參考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

訂的生物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

edu/Bio_C&A_Guide_updated_c_201511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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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 

1. 本科的課程特色與內容 

化學研究物質的成分、結構和屬性、不同物質之間的互相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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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 必修部分： 地球、微觀世界、金屬、酸和鹽基、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氧化還原反應、化學電池和電解、化學反應和能量、反應速度、化學平

衡、碳化合物的化學、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 選修部分：工業化學及分析化學 

 

2. 本科的出路 
化學科是修讀許多專上課程的所需科目，其中包括醫護、藥劑學和不同的科學研究。化

學亦有助修讀環境科學、工程學等課程。除修讀專上課程外，化學會令你掌握在持續進

修或不同的職業所需的技能，其中包括掌握進行科學探索的技能、培養按科學的方法、

明辨性及創造性的思考能力、以及在單獨或與他人協作的情況下解決與化學有關的問題

的能力，在科學世界內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與化學科有關的職業範疇包括： 

醫學(包括中西醫學)、護理、化驗、科研、藥劑、營養學、環境科學及教育等。 

 

3. 修讀本科要具備的特質  

 對學習科學有興趣 

 有求知慾及好奇心 

 有探究精神 

 具批判性及創造性的思考能力 

 具一定的數理及分析能力 

 

4. 其他資料 
如想進一步了解化學科的課程與理念，可參考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

訂的 化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二零一八年六月更新)。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

edu/Chem_C&A_Guide_updated_Chi_22082018.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Chem_C&A_Guide_updated_Chi_22082018.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Chem_C&A_Guide_updated_Chi_2208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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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 

1. 本科的課程特色與內容 

物理學是基礎科學之一，研究自然的定律，以及眾多物理現象之間的種種關係和行為。

本課程提供基本物理原理和概念，課程包括必修部分「熱和氣體」、「力和運動」、

「波動」、「電和磁」及「放射現象和核能」，和選修部分「天文和航天科學」、「原

子世界」、「能量和能源的使用」、「醫學物理學」。透過物理科，同學可學習基本的

科學知識，學習使用儀器設備量度數據/ 繪製圖表，學習誤差的概念，學習觀測和記錄

數據儀器的精確度及誤差。 

 

課程內容： 

 必修部分：熱和氣體、力和運動、波動、電和磁、放射現象和核能 

 選修部分：原子世界、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2. 本科的出路 

本課程旨有助你將來在大專院校繼續進修本科及其他相關的學位或副學位課程。本科所

學在日常生活應用物理學的知識和技能的能力，可幫助你有效地修讀各種與職業相關的

課程。此外，在本科學到的邏輯思維和解決問題的技能亦令你在就業上更具競爭力。你

可獲得與生活相關的物理概念和知識。藉著鞏固的物理學基礎，你能夠鑑賞物理學的內

在美及其定量本質，以及明白物理學在工程學、醫學、經濟學和科技世界等不同領域中

所擔當的角色。 

 

與物理科有關的職業範疇包括： 

醫學(包括中西醫學)、工程學、純科學、科研、環境科學及教育等。 

 

3. 修讀本科要具備的特質 

 能掌握其本數學 

 喜歡初中科學 

 喜歡進行實驗 

 喜歡思考 

 

4. 其他資料 

如想進一步了解物理科的課程與理念，可參考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

訂的物理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ref-and-resources/physics-

curriculum-resources.html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ref-and-resources/physics-curriculum-resources.html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science-edu/ref-and-resources/physics-curriculum-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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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 

1. 本科的課程特色與內容 

課程特色： 

 是一門結合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學科 

 理解我們所居住的地球 

 欣賞奇妙的自然環境，體會各生物的相互關係，以及生態環境脆弱之處 

 透過探索人、地、環境的相互關係，對轉變中的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 

 培養公民精神和全球視野 

 透過實地考察和參觀為學生帶來愉快而又真實的學習經驗 

 課程內容： 

 必修部分：機會與風險、管理河流與海岸環境、工業區位的轉移、建設可持續城市、

對抗饑荒、消失的綠色樹冠、氣候變化、實地考察技能、地圖閱讀技能 

 選修部分：天氣與氣候、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究 

 

2. 本科的出路 

地理科可以為投身不同行業的學生作準備: 

 城市規劃 

 運輸規劃、物流 

 環境管理 

 旅遊和康樂 

 行政及商業管理 

 教育 

 

3. 修讀本科要具備的特質 

如果你: 

 喜歡欣賞自然環境 

 喜歡探究差異的原因 

 關心人類的前途 

 喜歡走出課室,探索世界 

那麽, 地理科很適合你! 

 

4. 其他資料 

如想進一步了解地理科的課程與理念，可參考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的

地理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Geog_C&A_Guide_c-

Nov_2017_clean_ok.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Geog_C&A_Guide_c-Nov_2017_clean_ok.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Geog_C&A_Guide_c-Nov_2017_clean_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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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科 

1. 本科的課程宗旨： 

旨在幫助學生培養從經濟學角度探究人類行為及社會議題的興趣；藉著經濟分析的訓

練，培養對不同議題進行分析及作出理性選擇的能力，成為有識見和負責任的公民。 

 

2. 本科的課程內容： 

「經濟」是一門社會科學，專門研究如何利用社會上有限的資源，以得到最大的得益。

其中研究的主題包括：消費者的行為、市場的供求運作、有關生產的理論、貨幣及銀行

的理論，政府的財經政策、物價水平（通脹通縮）、及國際貿易、匯率等。（詳細課題見

下表） 

 

本科學習的課題十分有趣，均與日常生活有關，透過大量數學及座標圖建立之經濟理

論，可幫助分析日常生活的種種現象。例如先進國家的出生率較低、遲婚現象等，均可

用婚姻經濟學內的機會成本來解釋。所以「經濟」是一門有趣及活學活用的科目。 

 

3. 修讀本科要具備的特質： 

由於本科涉及大量數學及座標圖去解釋事物的因果關係(例如：*中國的中央銀行「中國

人民銀行」宣佈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後，便會產生一系列反應：銀行的最高存款額下降

貨幣供應上升名義利率下降私人消費支出及企業投資支出上升總體需求上升

物價及 GDP 均會上升因此這個政策能有助刺激經濟)，故此對同學的數理邏輯有一定

要求。 

上述例子橫跨有*的課題 

部份  課題 

必修部份 

A* 基本經濟概念 

B 廠商與生產 

C* 市場與價格 

D 競爭與市場結構 

E 效率、公平和政府的角色 

F* 經濟表現的量度 

G*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H* 貨幣與銀行 

I* 宏觀經濟問題和政策 

J 國際貿易和金融 

選修部份 一 壟斷定價、反競爭行為及競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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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財務管理科 

1. 本科的課程特色與內容 

本課程以當代商業課程結構為發展基礎而編排，旨在幫助學生作好各種必要的裝備，他

們對基本商業領域有融合性理解，為有意在專上教育中選修商業課程的學生及就業作好

準備。本課程著重介紹商業運作中的不同角色，例如消費者、僱員、企業家及投資者，

以加強學生對商業知識的全面理解，學習從多角度看事物，以及因應商業環境的轉變，

制定恰當的商業策略及個人理財的目標。 

 

課程內容： 

 必修部分： 香港的營商環境、企業擁有權、商業道德、管理導論、會

計導論、基礎個人理財 

 選修部分： 

(商業管理單元)  

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及市場營銷管理 

 

2. 本科的出路 

 升學(相關學科)： 

(高級文憑、副學位、學位) 

工商管理、財務、會計、旅遊等 

 相關的專業資格： 會計、財務策劃、管理、人力資源、市場營

銷、銀行業 

 就業： 會計（核數師、財務總監、總會計師等） 

財務（財務分析員、財務策畫師等） 

管理（行政總裁、經理等） 

教育（教師、學者、教育家等） 

 

3. 修讀本科要具備的特質 

 對企業的運作有興趣 

 渴望成為一位管理者 

 能夠從多角度研究、分析及評估商業議題 

 有良好的文字表述能力 

 

4. 其他資料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curriculum/BAFS%20C&A%20Guide_updated_c.pdf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删減課程補充資料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technology-edu/resources/business-

edu/Notes_for_Trimmed_BAFS_Curriculum_Chi_130820r1.pdf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curriculum/BAFS%20C&A%20Guide_updated_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technology-edu/resources/business-edu/Notes_for_Trimmed_BAFS_Curriculum_Chi_130820r1.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technology-edu/resources/business-edu/Notes_for_Trimmed_BAFS_Curriculum_Chi_130820r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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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    

1. 本科的課程特色與內容 

特色:                                        

 以「人」為本(研習人類過去發生的真實事情) 

 活學前人智慧與經驗、活用於現今環宇與社群 

 培育一個務實、具識見(insight)、公正持平、關心家人以致社會、國家、民族及世界

的「人」 

 紥根香港、翱翔世界 

 

 內容：         

 修讀部份 (公開考試：總分100%。卷一: 資料題60% ，卷二：論述題50%) 

主題一：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轉變  

              (研習地區包括香港、中國、日本及東南亞)  

                  主題二：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兩次世界大戰及冷戰；經濟、社會及文化方面的國際協作) 

 學習目標： 

 學術技能 

• 培養探究精神、搜集資料能力、分析推理能力、批判評鑑能力、撰寫一

篇具說服力的論文報告能力 

為日後升學—撰寫學期報告、畢業論文作準備 

為日後就業—撰寫計劃書、研究報告、業績報告、評論文章等作準備 

 

 人生態度 

• 培養兩面甚至多面看事情的態度 

• 培養客觀有理、公正持平、珍惜感恩的品格 

2. 本科的出路 

 升學：修讀人文學科、社會學科、法律學科以至工商管理等課程 

 就業：專才：歷史學家、政治家、考古學家、博物館工作人員、律師、新聞從業 

                        員、劇作家、教師等 

      通才：各行各業--(投考政府 EO、AO)官員、政壇議員、各大公司行政人員 

 

3. 修讀本科要具備的特質 

 對「人」發生的事情有興趣，具國際視野 

 求知慾強、喜愛探究事物、重推理分析 

 多角度思考問題、正義持平、喜愛辯論說理 

 

4. 其他資料(如欲進一步了解歷史科的課程與理念，可瀏覽下列網站)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

resources/history/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history/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histor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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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科 
 

1. 本科的課程特色與內容 

高中中國歷史科課程分「歷代發展」及「歷史專題」兩部分的學習。除了研習歷史源流

發展，治亂興衰外，亦會研習不同專題領域，例如古代婦女史、歷史地理及城市功能、

歷代知識分子及其處世和制度史沿革等等。本科除強調研習古今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

認知、理解、觀察、分析能力外，亦著重訓練學生啓疑、批判、評鑑、反思、辨偽等高

層次的思維能力，為掌握現代世界終身學習的趨勢和未來發展方向作好準備。 

 

2. 本科的出路 

英國《金融時報》在 2015年一則報導稱：越來越多歐美企業開始聘用人文學專業的學

生，因為這門學問能比純商學出身的畢業生更精準地抓到人類的消費模式，這些學生看

到的不只是數字，而是活生生的每個個體。由此可見歷史的出路是廣泛，並且有助學生

於不同領域發展，特別適合現今智識型經濟的職場。歷史學能給予你觀察和決策能力，

於不同的升學和就業發揮所長。 

 

3. 修讀本科要具備的特質 

喜愛閱讀和寫作； 

敢言，勇於表達意見； 

有好奇心，喜歡探究事物之間的關係； 

喜愛博物館和文物。 

 

4. 其他資料 

很多知名人士如港英時期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前警務處長李明逵等都是讀歷史科出身

的。蕭若元是商人，亦本港資深傳媒工作者、著名電視、電影編劇，也是香港著名的主

持人、政治評論員。可知歷史科出路十分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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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1. 本科的課程特色與內容 

本科採用探究式及問題為本學習方法，讓學生明白如何運用資訊科技去解決問題。透 

過學習資訊科技令學生掌握在持續進修或不同職業所需的技能，其中包括解決問題、 

批判性思考、分析能力、邏輯思維、創造力和溝通能力，現時資訊科技對世界經濟及 

通訊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 

課程分為必修和選修兩部分。 

必修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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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學生須在選修部分作深入探究及製作校本評核習作。 

 

2. 本科的出路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資通)是修讀許多專上資訊科技課程的所需科目，其中包括資訊科 

技、通訊科技、互聯網及多媒體科技、電子資訊科技、電腦及網絡保安和不同領域的 

研究。它亦有助修讀工程學、電腦科學、電子計算科學、電子資訊工程學、互聯網及 

多媒體科技、人工智能(AI) 科學 、醫療科技科學、工商管理學、金融科技學等課程。 

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資通)有關的職業範疇包括： 

電腦工程、軟件工程、網絡工程、電子資訊工程、電腦及網絡保安、數據庫系統管理 

、網頁及手機程式(Apps)設計、互聯網及多媒體科技設計、人工智能(AI) 、醫療科技 

、工商管理、金融科技及資訊科技教育等。 

 

3. 修讀本科要具備的特質 

對學習科技科目有興趣 

具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具批判性及創造性的思考能力 

具終身學習能力 

 

4. 其他資料 

如想進一步了解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課程與理念，可參考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聯合編訂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curriculum/ICT%20C&amp;A%20Guide_updated_c.pdf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curriculum/ICT%20C&amp;A%20Guide_updated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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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為使高中課程更多元化和迎合學生的不同需要、性向和興趣，教育局在 24個新高中科目

外，為學生提供應用學習課程，讓他們從應用及體驗中學習。學生可從以下六個應用學習的

學習範疇中選修研習的課程，包括： 

 

(一) 創意學習 
 設計學 － 時裝形象設計、室內設計、展示及首飾設計。 

 媒體藝術 － 電腦遊戲及動畫設計、數碼漫畫設計與製作。 

 表演藝術 － 舞出新機 - 舞蹈藝術、由戲開始.劇藝縱橫。 

 

(二) 媒體及傳意 
 電影、電視與廣播學 － 電影及超媒體。 

 媒體製作與公共關係 － 創意廣告、雜誌編輯與製作、公關及多媒體傳訊。 

 

(三) 商業、管理及法律 
 商業學 －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中小企創業實務、商業數據應用。 

 會計及金融 － 電子商務會計。 

 法律學 － 香港執法實務。 

 

(四) 服務 
 款待服務 － 機場客運大樓運作、酒店服務營運、酒店營運。 

 食品服務及管理 － 甜品及咖啡店營運、西式食品製作。 

 個人及社區服務 － 幼兒教育、幼兒發展、美容學基礎。 

 

(五) 應用科學 
 醫療科學及健康護理 － 動物護理、中醫藥學基礎、健康護理實務、醫務化驗科學。 

 心理學 － 應用心理學、實用心理學。 

 運動 － 運動科學及體適能、運動及體適能教練。 

 

(六) 工程及生產 
 土木、機電及機械工程 － 電機及能源工程、建構智慧城市。 

 資訊工程 － 電腦鑑證科技。 

 服務工程 － 航空學、鐵路學。 

 

(七) 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 
 商業服務中文、實用情景中文、實務中文。 

 

應用學習課程，以發展相關的基礎技能和與職業相關的能力的同時，亦能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人際關係、價

值觀及態度，為未來進修、工作及終身學習做好準備。由 2018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開始，學生的成績匯報細

分為：「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和「達標並表現優異(II)」。「達標並表現優異(I)」的表現水平等同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科目第三級，而「達標並表現優異(II)」的表現水平等同第四級或以上。至於應用學習中

文（非華語學生適用），則沿用「達標」和「達標並表現優異」的等級。在香港中學文憑內會清楚紀錄學生在

應用學習課所達到的水平，而有關資格也能在資歷架構中獲得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