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潮州會館中學 
 

 
高中課程 

科目簡介 
2020



2 

 

 

目  錄 

 

核心科目：中國語文 p.3-4 

Core Subject：English p.5-8 

核心科目：數學 p.9-10 

核心科目：通識教育 p.11-15 

選修科目：中國歷史 p.16-17 

選修科目：經濟 p.18-19 

選修科目：地理 p.20-23 

選修科目：旅遊與款待 p.24-25 

選修科目：生物 p.26-28 

選修科目：物理 p.29-30 

選修科目：化學 p.31 

選修科目：視覺藝術 p.32 

選修科目：資訊及通訊科技 p.33-34 

附錄一：升學途徑 p.35 

附錄二：新學制大學入學要求 p.36 

 



3 

核心科目：中國語文科 

1、課程簡介： 

所有學生必須修讀中國語文科，課程分為「必修」及「選修」兩部分。 

 

1.1 必修部分 

學生通過必修部分的學習，培養必須具備的語文素養，包括：更強的讀寫聽說能力，

表達準確、流暢、得體，能滿足學習、生活和日後工作的需要；具獨立思考、批判、創

造和探究的能力；具審美情趣、審美能力和文化修養。 

必修部分的學習內容涵蓋閱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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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重： 

• 綜合運用語文能力的培養； 

• 思想情感的薰陶感染； 

• 語言的文化內涵； 

• 思維和語文自學等能力的提升。 

 

學習範疇 學習重點 

閱讀 側重高層次閱讀能力的培養，透過整理分析、對照比較，深入理解作品，並

透過質疑辨析、評價反思，作批判性閱讀和創造性閱讀。 

寫作 側重綜合運用各種寫作手法以表情達意，並加強論說能力和創造力的培養。 

聆聽 側重對話語深層意義的理解，以及對說話內容和言辭優劣的評價。 

說話 側重培養學生隨機應變、應對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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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側重結合生活，加強對生命意義等問題的思考，幫助學生建立正面的價值觀

和積極的人生觀。 

綜合學習

和運用語

文 

培養思維和語文自學能力，以及探究、溝通、協作等共通能力，同時增進對

中華文化的認識和反思，並欣賞和廣納多元文化。 

本課程提供12篇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作為學生學習的切入點。學生透過熟記文言經

典作品的精華片段，理解文意及掌握篇中文學、文化內涵，有助加強語文積澱。 

 

1.2 選修部分 

1.2.1 選修單元1：小說與文化 

閱讀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的小說，探討作品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培養理解、分析、

評價的能力，並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反思和認同。 

 

1.2.2 選修單元2：新聞與報道 

透過新聞閱讀、資料搜集、新聞採訪及寫作，提高閱讀、寫作、聆聽、說話和思維

能力，培養認真、客觀、持平、公正和實事求是的處事態度。 

 

2、評核大綱： 

部分 內容 比重 評核形式 考試時間 

 

公開

考試 

卷一 閱讀能力 

卷二 寫作能力 

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卷四 說話能力 

24% 

24% 

18% 

14% 

筆試 

筆試 

筆試 

 口語溝通 

  

1 小時 30 分鐘 

1 小時 30 分鐘 

約 1 小時 30 分鐘 

25 分鐘 

校本

評核 

 

必修部分： 

    閱讀活動 

     

6% 

 

閱讀活動 

1 個分數 

 

 

 

 

 

/ 選修部分 (2 個單元)： 

    日常學習表現 

    單元終結表現 

14% 每個單元 1 個
分數，選修部分
合共呈交 2 個

分數 

 

資料來源：http://www.edb.gov.hk 

     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edb.gov.hk/
http://www.hkeaa.edu.hk/


5 

Core Subject：English 

1 Curriculum Framework： 

The senior secondary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seeks to build on the effect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practices promoted in basic education (P1 – S3). As presented in Figure 

2.2, it consists of a Compulsory Part and an Elective Part. 

 

Figure 2.1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Framework 

 

Stands* 

Strands highlight the major purposes for which English is learned in Hong Kong, and are 

used to organise learning content and activities for developing learners’ knowledge 

(general and linguistic), skill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learning how to learn), 

values and attitudes as a holistic process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provides learners with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increase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for study, work, leisure and personal 

enrichment; develop their knowledge, skills, values and 

attitudes;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so as to enhance their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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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ompulsory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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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mmar,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vocabulary and text-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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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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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lective Part 

 

Language Arts 

 

1.2.1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hort Stories 

The module comprises three parts. 

 

In Part 1, learners are introduced to the aims, design and content of the module. They will 

learn to identify and understand the key features of a short story, and read short stories with 

appreciation. 

 

In Part 2, learners read and write specific aspects of a short story such as setting, 

character, theme, dialogue, opening and closing. They will also start to write their own story 

for the module by gathering ideas and producing drafts. 

 

In Part 3, learners practise oral and story telling skills by sharing a story of their own 

choice with the class. They will finalise the draft for their module story and perform it to the 

class. 

 

Non-Language Arts 

 

1.2.2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ocial Issues 

The module comprises three parts. 

 

Part 1 is an introductory component that presents the idea of social issues and gives 

learners the opportunity to consider various ways social issues may affect them personally, 

their society and the world around them. Learners practise reading, identifying and writing 

definitions, causes and effects, and solutions to social problems. 

 

Part 2 introduces learners to the idea that social issues can be looked a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y learn how to follow an argument and research a social issue. They also 

develop strategies for evaluating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nd techniques for citing 

and acknowledging sources. 

 

In Part 3, learners identify a social problem they are interested in, and carry out research 

on it. They will define the issue, examine it and analyse i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earners may choose to present their work in formats such as a letter to the editor, a pamphlet 

or a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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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The module has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lesson. 

 

There are lessons that concentrate on work-related reading and writing texts and activities, 

including business memos, letters, e-mails, sales/promotional materials, meeting agendas and 

minutes.  

 

There are lessons that concentrate 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ctivities which help to 

develop skills in handling spoken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kplace. Activities will cover 

telephone enquiries and complaints, sales presentations and job interviews. 

 

There are other lessons which allow learners to develop work-related vocabulary and 

discuss business concepts. Learners will also plan and make a final presentation / performance 

of the work-related texts that they have produced in the courseof the module. 

 

2  Assessment Frameworks for English Language： 

 

Components Details 

Weighting Duration 

Paper 1 Reading 20% 1½  hours 

Paper 2 Writing 

Part A 

Part B 

25% 

10% 

15% 

2 hours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30% 

 

about 2 hours 

Paper 4 Speaking 10% about 20 minutes 

School-based Assessment  

Part A 

 

 

 

Part B 

15% 

 

 

 

 

 

Group interaction or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texts read/viewed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years 

 

Group interaction or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modules taken in 

the Elective Part of the curriculum 

 

 

Source：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hkeaa.edu.hk/


9 

核心科目：數學科 

1、課程簡介： 

 

 

 

 

 

 

 

 

 

 

 

 

 

 

 

所有學生必須修讀數學科「必修」部分。 

 

1.1 必修部分 

必修部分包含三個學習範疇， 分別為「數與代數」、「度量、圖形與空間」及「數

據處理」。此外，必修部分亦設有「進階學習單位」讓學生能綜合運用各範疇內的知識

和技能， 以解決現實生活和數學情境中的問題。 

必修部分的內容畫分為基礎課題及非基礎課題。 

數學課程 

提供學習內容，藉以發展學生的 

思維能力及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和學習數學的正面態度 

學習範疇 

提供課程內一個包含不同課題的 

學習重點的組織架構 

9
項

共
通

能
力

 

小一 

至 

小六 

 

數 代數 度量 

圖形

與 

空間 

數據

處理 

 小一至 

小六 

價
值

觀
及

態
度

 

中一 

至 

中三 數與代數 
度量、圖形與 

空間 

數據

處理 

中一至 

中三 

中四 

至 

中六 

 

 (必修部分)  
中四至 

中六 
 數與代數 

度量、圖形與 

空間 

數據

處理 
 

 進階學習單位  

 

學與教及評估的連繫 

數學科的整體宗旨和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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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課題內容與初中的基礎部分連貫，包括重要概念和知識。 

 

非基礎課題包括了比基礎課題更廣泛和更深入的課題，提供更豐富的學習內容，為

只修讀必修部分的學生打好基礎，以應付日後升學及工作上的需要。 

 

 

下圖顯示不同能力的學生修讀數學課程（中四至中六）的情況： 

 

(1) 學生只修讀必修部分中的基礎課題 

 

基礎課題 
非基礎

課題 

必修部分 

 

(2) 學生只修讀必修部分中的基礎課題和部分非基礎課題 

 

基礎課題 
非基礎

課題 

必修部分 

 

(3) 學生只修讀必修部分中的所有課題 

 

基礎課題 
非基礎

課題 

必修部分 

 

 

2、評核設計： 

必修部分 

部分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傳統題 

卷二        多項選擇題 

65% 

35% 

2¼ 小時 

1¼ 小時 

 

 

資料來源：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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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科目：通識教育科 

1、課程簡介： 

 所有學生必須修讀通識教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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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列通識教育科的課程架構： 

 

學習範圍 獨立專題探究 

自我與個人成長 

⚫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學生須運用從三個學習範圍所獲取

的知識和角度，並推展至新的議題或

情境，來進行一項獨立專題探究。下

列的建議主題，可用於幫助學生發展

自己的獨立專題探究題目︰ 

 

⚫ 傳媒 

⚫ 教育 

⚫ 宗教 

⚫ 體育運動 

⚫ 藝術 

⚫ 資訊及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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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科技與環境 

⚫ 單元五︰公共衛生 

⚫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1.1 三個學習範圍 

1.1.1 自我與個人成長 

 集中處理與學生個人層面相關的議題，旨在讓學生加深對自己的認識，培養積極面

對人生的態度。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自我了解 個人在青少年期會面對哪些挑戰與機遇？ 

2. 人際關係 哪些人際關係的因素，能幫助青少年反省和為過渡至成年階

段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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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社會與文化 

 集中處理在社會和文化的處境，人類所面對的境況，讓學生探討本地、國家和世界

的社會與文化發展。 

 

單元二︰今日香港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生活素質 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 

2. 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香港居民如何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就法治精神而言，香港

居民如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3. 身份和身份認同 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是怎樣形成的？ 

 

單元三︰現代中國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中國的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甚麼影響？ 

2.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家庭觀念的演變，展示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有甚麼關係？ 

 在何等程度上，傳統習俗與中國人的現代社會是相容的？ 

 

單元四︰全球化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回應 為甚麼世界各地的人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有不同的回

應？ 

 

 

1.1.3 科學、科技與環境 

 主要探討物質世界、科技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讓學生理解科技和人類活動對環

境所帶來的影響。 

 

單元五︰公共衛生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對公共衛生的理解 人們對疾病和公共衛生的理解如何受不同因素影響？ 

2. 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科學與科技在何等程度上可以促進公共衛生的發展？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能源科技的影響 能源科技如何與環境問題相關？ 

2.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為何成為當代的重要議題？其出現與科學及科技

的發展又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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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六個單元 

1.2.1：單元一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A） 主題 1：自我了解 

 影響個人發展的因素包括：隨青春期而來的生理、情緒和社群發展的轉變及處理這

些轉變的方法；個人的獨特之處；兩性間的共通及相異處；個人身份認同及自尊；自我

形象及自我意識；個人的長處及短處；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理；金

錢運用；處理壓力和挫折感；處理感情的經驗；面對陌生處境的策略；在挑戰的環境下

作出決定等。 

 

（B） 主題 2：人際關係 

 影響對性的態度、人際關係、價值觀和信念的因素；身份認同和社會認許；個人在

家庭及其他社群中的角色、權利及義務；友儕群體及它的影響；性別角色與關係；與異

性的關係；從眾與獨立；在日常生活中化解衝突的簡單技巧；增進人際關係和社交技巧；

尊重與自己有不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人；在社區內與人溝通及和睦相處；參與社會事

務的重要性等。 

 

1.2.2：單元二 今日香港 

（A） 主題 1：生活素質 

 香港社會的需要和問題；香港的經濟發展歷史和現況；政府的功能和所提供的服

務；香港的自然和人文特徵（例如地勢、氣候、人口）；消費者的權利和義務；現今本

地的環境議題等。 

 

（B） 主題 2：法治和社會政治參與 

 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的發展歷史和現況；中央和香港特別行政區的關係；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與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對香港居民的重要性；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律的根源；

香港特別行政區的管治；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的功能及其與香港居民的關係；香港居民

的身份、權利和義務；香港居民在社會和政治事務上的參與等。 

 

（C） 主題 3：身份和身份認同 

 個人在不同社群中的身份和角色；作為香港居民及中國公民的身份認同；對本地、

國家及世界的認知和關注；在相互依存的世界出現的世界公民身份等。 

 

1.2.3 單元三 現代中國 

（A） 主題 1：中國的改革開放 

 國家近百年發展的主要歷史時期和重要歷史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和外交概

況；國家憲法的重要性；重要的政府組織；國家的地方及區域特徵及其主要自然和人文

形貌的特定分佈形態的成因和影響；國家的經濟和環境議題等。 

 

（B） 主題 2：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主要特徵；國家內相同和不同的地域、文化、種族及宗教的人在

傳統風俗習慣上的異同；不同的文化如何適應轉變中的環境；文化遺產的保存和保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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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單元四 全球化 

主題：全球化帶來的影響與回應 

 科學與科技如何改變世界各地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往方式與關係；人們交換貨物及

服務的重要性；人們在地球上聯繫的方法；地理環境及社會情況對世界各地區文化發展

的影響；全球體系內不同文化群體的互相推動方式及其發展；國際時事；東西方的接觸；

國際紛爭及危機；國際合作及為和平作出的努力；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工業遷移；人口

分佈及問題；資源與發展；發展與互相依賴；二十世紀戰爭的原因和影響等。 

 

1.2.5 單元五 公共衛生 

（A） 主題 1：對公共衛生的理解 

 身體主要部分、系統和主要功能；影響個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及如何保持健康；健康

生活包括個人衛生、均衡飲食、適量運動及休息的健康生活方式；濫用物質的成因及影

響；香港普遍的疾病，其成因和預防；個人操守所引起的正及／或反面後果；社區健康

的重要性等。 

 

（B） 主題 2：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細胞的結構與功能；人類的繁殖過程；利用感覺器官察覺環境；利用科學概念解釋

現象及實驗證據的重要性；不同文化下使用科技的分別；科學的局限及科學知識的演進

本質；有關愛滋病及癌症教育的本地議題；科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以有限資源面對整

體社區的需要；文化是運用科學與科技的考慮因素；一些國際組織的工作等。 

 

1.2.6 單元六 能源科技與環境 

（A） 主題 1：能源科技的影響 

 能量的形式、能量的轉換、電的產生及能源；空氣的成分、自然界中二氧化碳與氧

的平衡；空氣污染、酸雨、全球增溫及溫室效應；發展核電的利弊；科學與科技在不同

文化中產生的影響；火藥的發明等。 

 

（B） 主題 2：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個人在環境保護所擔當的角色；吸煙和污濁空氣對人們呼吸系統的影響；水的供

應、處理、節約及污染；棄置金屬和塑膠所帶來的環境問題；生物與環境的互相依賴性；

資源的規畫及管理概念；使用有限資源的選擇及其代價；利用科學知識來解釋及闡明熟

悉現象；發展中國家和較發達國家的發展和互相依賴等。 

 

1.3 獨立專題探究 

 獨立專題探究是一個自主學習的經歷，讓學生承擔學習的主要責任。在獨立專題探

究中，學生是「獨立」和「自主」的，也就是說，學生在參考各種文獻和徵詢不同的意

見後，須為自己訂立探究題目、確定探究的範圍、方法和採用適合表達探究結果和成果

的形式。學生須主動提出問題、尋找答案和評估探究的過程，也須為履行自己的計畫和

決定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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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學習範圍內的六個單元提供基礎和情境，讓學生訂定自己的獨立專題探究的題

目。獨立專題探究擬訂課題和範圍，只要所選的題目能聯繫三個學習範圍，並能延伸至

六個學習單元後，沒有直接涵蓋的新情境和主題，以及具時代性便可。 

 

 建議探究主題： 

 以下建議的主題，適用於聯繫、應用和擴闊學生在六個單元所學到的概念。設立有

關主題的目的，並非要局限學生選擇題目的範圍，而是提供建議和範例： 

▪ 傳媒 

▪ 教育 

▪ 宗教 

▪ 體育運動 

▪ 藝術 

▪ 資訊及通訊科技 

 

上述建議依據的準則是，有關主題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 引發多角度觀察和擴闊知識的可能性 

▪ 聯繫三個學習範圍的可能性 

▪ 訂立有趣和學生可處理的題目的可能性 

 

2、評核設計： 

 

部分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資料回應題 50% 2 小時 

卷二    延伸回應題 30% 1 小時 15 分鐘 

校本評核 獨立專題探究 20%  

 

頒予考生的整體等級將由校外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的成績組成 

 

 

資料來源：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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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中國歷史科 

1、課程簡介： 

課程分為「必修」及「選修」兩部分。 

 

本課程主要分為「歷代發展」（必修部分）與「歷史專題」（選修部分）兩部分。 

 

「歷代發展」部分旨在使學生宏觀地了解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歷史專題」部分

則供學生按興趣選修各擬設的主題。 

 

1.1 必修部分 

「必修部分」（歷代發展）分為「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及「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

紀末」兩大時段， 選取具明顯特色的課題，供學生研習。 

 

1.1.1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時期 課題 

夏商周 1. 周代分封 

2. 春秋戰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動 

秦漢 1. 秦漢的統治政策 

2. 兩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魏晉南北朝 1. 北朝的漢胡融和 

2. 東晉及南朝的士族與寒門 

隋唐 1. 隋唐治世 

2. 安史之亂與唐代衰亡 

宋元明清（至鴉片戰爭爆發

前夕） 

1. 宋元的中央集權 

2. 明清的君主集權 

3. 清初的民族政策 

 

1.1.2 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時期 課題 

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 1. 列強的入侵 

2. 改革與革命 

辛亥革命至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 

1. 民初政局 

2. 國共分合 

3. 抗日戰爭 

4. 國共和談與內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二

十世紀末 

1. 社會主義建設 

2. 「文化大革命」 

3. 改革開放 

4. 對外關係 

教育局科目簡介錄像 

http://www.edb.gov.hk收看科目簡介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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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選修部分： 

單元(三)︰時代與知識分子 

課題 學習要點 

1. 中國知識分子的特色 

2. 時代與知識分子的互動 

3. 實踐理想與貢獻時代 

知識分子的個案研究 

▪ 孔子 (約前551 – 前479) 

▪ 司馬遷 (約前135 – 前87 / 前145 – 約前87) 

▪ 王安石 (1021 – 1086) 

▪ 何啟 (1859 – 1914) 

▪ 梁啟超 (1873 – 1929) 

 

2、評核設計：  

部分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

考試 

卷一            歷代發展 

設必答題，涵蓋甲、乙部，佔全卷40分 

（提供多項資料，考核學生不同能力，預期

作答時間為 55分鐘）；其餘甲部及乙部各設

三題，考生須分別選答其中一題，佔全卷

50 分。 

70% 

 

2小時 

15分鐘 

 

卷二           歷史專題 

設六單元，每單元各設三題，學生從所選的

一個單元中各選答兩題，共答兩題完卷，佔

50 分。 

30% 

 

1小時 

20分鐘 

 

 

3、出路： 

 本課程為日後在大專院校修習歷史、中國語言及文學、新聞、宗教、哲學、人類、

社會、經濟、心理、文化研究等課程打好穩固的學術基礎。此外， 歷史研習亦能讓學

生學習處世方式。這種經驗對學生將來服務社會，特別是從事文物保育、文化旅遊、文

物考古、檔案管理及出版編輯等工作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外地升學乃新高中出路大趨勢。由於部分內地大學亦強調學生需具備歷史基礎知

識，故修讀本科對銜接內地升學亦有較大優勢。 

 

 

資料來源：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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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經濟科 

 

1、課程簡介： 

 

經濟學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大至國家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中至一間公司的營

運，小至個人的日常生活，都可用經濟學有效地解釋及分析。經濟科是一門分析社會行

為的科學，它可以很生活化，很有趣，在日常生活中廣泛應用。為什麼排隊換購紀念產

品，排隊的多不是在職人士﹖為什麼一些野生動物(如鯊魚、大象)有瀕臨絕種危機，但

其他牲畜(如豬、牛、雞鴨、)卻有沒這問題﹖ 這些日常現象和行為全都可用經濟學來

解釋。因此，學生修讀與時代發展緊密聯繫的經濟科， 就可將所學應用於實際生活中。 

 

 

1.1 課程宗旨: 幫助學生 

(1) 培養從經濟學角度探究人類行為及社會議題的興趣。 

(2) 掌握經濟學的基礎知識，了解身處的世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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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終身

學習的能力。 

     

1.2 課程結構 

 

 微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 

 

必修部分 
A. 基本經濟概念 

B. 廠商與生產 

C. 市場與價格 

D. 競爭與巿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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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部分 

(二選一，由學校決定） 

壟斷定價/反競爭行為及競

爭政策 

貿易理論之延伸/經濟增長

及發展 

 

 

教育局科目簡介錄像 

http://www.edb.gov.hk收看科目簡介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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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核設計： 

    公開考試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卷一    多項選擇題 30% 1 小時 

卷二    短題目 / 結構 / 文章式 /  

        資料回應題 

 

70% 2.5 小時 

 

 

3、出路： 

 

學生學習經濟學知識，鍛鍊分析及判斷能力，為日後在大專院校修讀經濟學、商業

管理、金融、法律、環境研究及公共與社會等學科，奠下良好基礎。學生在經濟科亦學

習到基本投資及營商知識，並有較強的時事觸覺和分析力，有助面對和適應不斷變化的

工作及生活環境。  

 

 

 

 

  

資料來源：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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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地理科 

1、課程簡介： 

課程分為「必修」及「選修」兩部分。 

實
地
考
察
〔
包
括
空
間
數
據
探
究
滲
入
必
修
部
分
與
選
修
部
分
的
教
學
內
〕 

 

 

必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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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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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視全球性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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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氣候變化 – 長期波動還是不可逆轉趨

勢？ 

 

 
選修部分 

動態的地球 天氣與氣候 

教育局科目簡介錄像 

http://www.edb.gov.hk收看科目簡介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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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必修部分 

 必修部分包括與本港學生息息相關的七個地理議題和問題，預期它們在一定的時間

內仍是公眾關注的事項。七個地理議題和問題可組構成三個主題，分別是「與我們的自

然環境共存」、「面對人文環境的轉變」和「正視全球性挑戰」。 

 

1.1.1 與我們的自然環境共存 

(1) 機會與風險 — 居住在災害頻生的地區是否明智之舉？ 

 檢視三種主要的自然災害 — 地震、火山爆發及海嘯。通過檢視這些自然災害的空

間形態及其存在的原因，引導學生學習板塊構造的概念，以及了解因地球內部活動而引

致的板塊移動如何形成世界上的山脈系統、一些大型地貌及構造災害。根據這些理解， 

學生可進一步檢視這些構造災害如何及為何會因地而異，同時，亦可體會選擇居住在災

害頻生的地區背後的複雜決策過程，並學習體會與尊重不同人在同一情況下的理性選

擇。 

 

(2) 管理河流和海岸環境： 一個持續的挑戰 

介紹淡水和海水如何創造不同的河流和海岸環境。透過研習水作用和由此形成的地

貌，學生可對各種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地表形貌，以及由於人類對河流和海岸

環境干擾活動日益頻繁而引致的管理議題有基本的理解。學習目標應集中於透徹理解有

關侵蝕、運輸和沉積等地理概念，並把這些概念轉移及應用於學習其他環境的地貌。 

 

1.1.2 面對人文環境的轉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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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鋼鐵業和資訊科技工業為例，讓學生研習影響工業區位的各種因素。選擇鋼鐵業

的原因，是因為該工業是研習工業區位因素隨時間而改變的最佳例子。鋼鐵業的區位因

工業科技出現突破而經歷數次主要變化，雖然生產仍舊是集中在某一點（單一區位生

產），但其區位的轉變主要是由於其中最重要的區位因素被另一因素取代，以致為一些

地區帶來新工業， 而另一些地區則成為「鐵銹帶」。另一方面，研習資訊科技工業的

區位則讓學生認識另一組區位因素，如人力資源、研究與開發等，有別於如能源、原料、

市場等傳統的區位因素。總體來說，資訊科技工業明顯地不受某一區位因素所支配，生

產地點亦不局限於單一城市或地區（多邊區位生產）。該類工業現正趨向發展為跨區域

或跨國界生產的跨國企業化模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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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和亞太區很多城市一樣， 增長迅速，人口密度高， 同時面對嚴峻的環境問題。

本單元檢視為何一個像香港這樣的城市會不斷增長，並探討這種增長所引起的問題。本

單元另一個重點是「可持續發展」，人們可以怎樣維持一個城市的繁榮和活力，而又不

會犧牲其環境質素。本單元讓學生掌握可持續發展的概念，讓他們知道把香港變成可持

續發展的城市的各種途徑，以及把香港發展為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所需要付出的代價。 



22 

 

1.1.3 正視全球性挑戰 

(5) 對抗饑荒 — 科技是否解決糧食短缺的靈丹妙藥？ 

 本單元旨在探討饑荒問題。透過探求饑荒的成因和找出饑荒只發生在某些地區的原

因，讓學生基本理解農業因素如何塑造農業特徵和影響農產量。建基於此，學生可進一

步驗證饑荒在何種程度上是由自然因素或人為因素所引起的災害。本單元所選的兩個個

案，幫助學生識別不同的因素如何引致自然環境相類的地區的農業特徵出現重大差異，

同時，也讓學生檢視科技在農業中扮演的角色和對農業的影響，以及農業科技在提高產

量和對抗糧食短缺問題方面所引起的正面和負面效果。 

 

(6) 消失中的綠色樹冠 — 誰應為大規模砍伐雨林付出代價？ 

熱帶雨林是擁有最多植物和動物品種的生物群落，它既有複雜的生態系統結構和功

能，同時也是一個受威脅的脆弱生態系統。因此，熱帶雨林是一個展示生態系統概念的

好例子。研習本課題，學生可以明白熱帶雨林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正受威脅，並透過

理解人類濫伐熱帶雨林的後果，探討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此外，本課題還可以展示破

壞生態系統其中一個元素如何導致整個系統的平衡受破壞。學習本單元可以培養學生對

環境保護的觸覺和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7) 氣候變化 — 長期波動還是不可逆轉趨勢？  

介紹氣候變化的議題，並以此作為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典型例子。此議題的重點在

於氣候變化(特別是全球暖化)究竟是否只是氣候的長期波動而已，並就此引導學生驗證

氣候變化是否一個不可逆轉的現象。除了探討全球氣候變化的成因和影響外，本單元的

第二項重點在於研習本地氣候變化，主要是全球暖化和城市化共同影響下的結果。透過

探究此議題，學生可對本地和全球氣候元素和相關形態有基本的認識，並更清楚瞭解人

類活動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以及這些自然環境的改變反過來對人類的影響。 

 

1.2 選修部分 

選修單元是必修部分的延伸。 

 

1.2.1 動態的地球： 香港地質與地貌的形成 

本單元以塑造地表面貌的作用為基礎，重點是讓學生對香港的地質和地貌及主要的

內部和外在作用如何塑造整體的自然景觀有概括的認識。本單元還討論有關地質資源和

地質災害的管理問題，令學生能將所學的與日常生活連繫及加以運用。 

 

1.2.2 天氣與氣候 

本單元介紹熱能、水分和流動三個大氣的主要特性，並以香港及內地不同地方為例，

讓學生了解天氣的基本元素，以及氣候如何隨區位和時間而轉變。學生亦將研習氣候與

人類活動的相互關係，特別是氣候如何影響人類活動和人類對此所作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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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核設計： 

 卷一 卷二 

比重: 75% 25% 

所需時間: 二小時四十五分 一小時十五分 

範圍: 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部分∕ 

試題形式: 

甲. 多項選擇題 

乙. 實地考察為本問題 

丙. 數據∕技能為本 / 

    結構式問題 

丁. 短文章式問題 

20% 

15% 

30% 

 

10% 

戊. 數據∕技能為本/結 

    構式問題 

己. 短文章式問題 

15% 

 

10% 

 

3、出路： 

 高中地理科為進大學修讀地理的學生，奠定穩固的基礎；為準備修讀其他學科，例

如文科、社會科學和環境科學的學生，提供更多接觸高階思維的機會。本科也可為投身

不同職業的學生提供幫助，尤其是投身那些需要全球視野、環境倫理意識和良好空間區

域觀感的職業，例如城市及運輸規劃、資源和環境管理、旅遊和閒暇管理等。從較廣的

方面來說，將投身於行政和商業管理的學生也可從本科的學習中受益。 

 

 

資料來源：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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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旅遊與款待科 

1、課程簡介： 

A. 課程宗旨 

本課程的宗旨是要讓學生能夠： 

(a)  更加明白旅遊及款待業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的重要性； 

(b)  全面了解旅遊及款待業，特別是旅遊業體系和業界所注

重的款待客人的技巧、個人質素 及態度；  

(c)  認識東道主的重要性，努力為旅遊及款待業作貢獻； 

(d)  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旅遊與款待科的概念和知識，培養終身學習的智能； 

(e)  了解有助旅遊及款待業可持續發展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f)  探索旅遊及款待業的升學及就業途徑。 

 

B. 課程目標 

學生應能建立知識，並了解： 

(a)  旅客旅遊的原因，以及旅遊及款待業應如何切合旅客的需要； 

(b)  旅遊及款待業的性質是跨學科及多樣化的，其中包括旅遊目的地、基礎設施及

地上建築 

(c)  本地和國際旅遊及款待業的發展趨勢和議題，及其對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影響； 

(d)  旅遊及款待業的主要功能範圍或界別，以及職位空缺的情況。 

 

學生應能掌握技能，以便： 

(a) 培養一系列在旅遊及款待業內外不同地方都能應用的專門及共通能力 

(b) 運用適當的技巧，處理旅遊及款待業與服務業的各種情況。 

 

學生應能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以便能夠： 

(a)  願意向遊客介紹本地的旅遊資源； 

(b)  到外地遊覽時，欣賞和尊重東道國的旅遊資源； 

(c)  反思遊客與東道國之間的關係，欣賞其他文化、風俗和信仰； 

(d)  了解旅遊及款待業重視誠信及專業操守的重要性，並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e) 認識投身旅遊及款待業所需的個人質素； 

(f)  珍視旅遊及款待業在經濟、環境、文化和社會方面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g)  認識並展示優質的顧客服務。 

 

C. 學習成果 

修畢課程後，學生應能：  

(a)  描述旅遊及款待業中各個互相緊扣環節的架構和性質； 

(b)  解釋與評估旅遊及款待業對東道國/旅遊目的地和全球經濟的相對重要性； 

(c) 了解旅遊及款待業的重要議題，分析影響旅遊與款待服務供求的主要因素； 

(d) 指出應採用的可持續發展的旅遊策略，儘量減低有關的負面影響之餘，擴大旅

遊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等方面的正面影響； 

(e)  反思旅客和旅遊或款待從業員能以符合道德標準的態度來履行責任的重要性； 

(f)  展示有效運用資訊科技、溝通、解決問題和明辨性思考等能力於充滿動力的旅

遊及款待業環境中； 

(g)  說明提供優質客戶服務的基本原則及技能； 

(h) 透過課堂討論、角色扮演和專題作業等方式，展示生活技能；  

(i)  了解會議從概念階段至完成的發展過程； 

(j)  描述及提供例子，說明款待業如何依據所提供的服務類型和組合來分辨不同的

界別。 

教育局科目簡介錄像 

http://www.edb.gov.hk收看科目簡介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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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課程架構及組織 

本課程讓學生探索旅遊與款待這一性質複雜又涉及多個學科的行業，加強他們對本

科與其他學科，如工商管理、地理、歷史和資訊科技科的特殊關係的理解。旅遊與

款待教育著重擴闊學生對整個行業的知識及了解，包括發展趨勢及議題，所教授的

基本概念、知識和所提供的實際經驗，有助學生了解本行業的實際運作。本科的課

程架構包含五個課題，均會探討旅遊及款待業內不同界別的情況。每個課題包括了

各界別所需的知識、概念、態度和基本的共通能力。 

 

課題包括： 

(一) 旅遊導論 

1. 旅遊的概念與原理旅遊與旅客 

2.  本地旅遊業 

3. 會議、獎勵、商務、展覽是旅遊業中的一個界別 

 

(二) 款待導論 

1.  款待業 

2.  住宿業 

3.  餐飲業 

 

(三) 地理名勝 

1. 地理名勝 

 

(四)客務關係及服務 

1. 顧客服務 

2. 客務關係 

3. 溝通技巧 

 

(五) 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1.  旅遊與款待業的熱門議題 

2.  旅遊業的趨勢 

3.  款待業的趨勢 

 

2. 評估 

公開評核 

自 2021 年文憑試起生效 

部分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甲部：選擇題 

乙部：資料回應題 
45% 1½小時 

卷二 論述題 55% 1¾小時 

 

3. 出路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旅遊與款待科有助學生探索日後升學及就業的不同途徑。升學方面，學生可修讀大

學及大專院校的旅遊及款待管理、娛樂事業營運及環境研究等課程； 

就業方面，則可從事業內如酒店、旅行社、旅遊景點或與服務行業相關的工作。 
 

資料來源：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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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生物科 

1、課程簡介： 

課程分為「必修」及「選修」兩部分。 

 

 

 

 

 

 

 

1.1 必修部分 

必修部分共分四個課題――細胞與生命分子、遺傳與進化、生物與環境，以及健康與疾病。 

 

1.1.1 細胞與生命分子 

 細胞和生物分子是生命的基本單位。生物是由這些基本單位建構而成，並以一個整

體去發揮其功能。學生將透過研習細胞的結構和功能，建立知識基礎，把細胞活動和生

物體維持生命的活動連繫起來。研習細胞的發現，將幫助學生體會科技對科學發展的貢

獻和生物學知識的不斷發展。 

a. 生命分子 

b. 細胞組織 

c. 物質穿越細胞膜的活動 

d. 細胞週期和分裂 

e. 細胞能量學 

 

1.1.2 遺傳與進化 

 研習基礎遺傳學，可幫助學生建立對基因的概念及認識基因在生命中的角色，為他

們奠定將來在生物工程範疇繼續研習的基礎，以及了解生物工程對社會的影響。 

 研習生物多樣性，有助學生明白生物的複雜性和各種生物對其環境的適應性。本課

題將以系統發生的導向引入分類系統，期望學生了解分類系統是經由分子遺傳學所得來

的證據發展出來。本課題的學習有助學生體會進化現象並對生命的起源產生好奇心。除

達爾文理論外，還鼓勵學生探索其他有關進化和生命起源的解釋，以展示科學知識不斷

轉變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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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礎遺傳學 

b. 分子遺傳學 

c. 生物多樣性和進化 

 

1.1.3 生物與環境 

 本課題讓學生認識生物如何從環境獲取生命必需的氧氣、水份和食物。研習各種維

持生命的活動，如營養、氣體交換和轉運時，必須從生物整體著眼，深入認識生物的結

構和功能。在研習生殖、生長和發育課題時，讓學生了解生物如何在環境中繁衍下代。

本課題以人作為研習動物維持生命的活動的主要對象。此外，還幫助學生認識生物如何

為了存活而探測環境的轉變並作出適當的反應，以及人體如何維持穩定的內在境。最

後，學生會研習生物與生物間及環境的整體相互作用，並探究生態系內能量流和物質的

循環，從而體會生態系不斷轉變的本質。學生須學習關注人類活動對生態系的影響，以

及明白保育的需要。 

a. 植物維持生命的活動 

b. 動物維持生命的活動 

c. 生殖、生長和發育 

d. 協調和反應 

e. 體內平衡 

f. 生態系 

 

1.1.4 健康與疾病 

    本課題旨在幫助學生認識何謂健康，從而在選擇生活方式、習慣及預防疾病的措施

上，作出明智決定。此外，培養學生對健康的積極態度，並知道個人和公眾對維持健康

社區的責任。研習病原體的傳播途徑及非傳染病的成因時，應與疾病的預防及控制方法

的生物學原理聯繫起來。本課亦會討論人體對抗疾病的生理防禦機制、接種的原理、抗

生素的利用及其他相關議題。 

a. 個人健康 

b. 疾病 

c. 身體的防禦機制 

1.2 選修部分 

 選修部分旨在讓學生對必修部分的某些課題有較深入的理解，應用基本知識和概

念，或對某些範圍作延伸學習。選修部分共分四個課題――人體生理學：調節與控制、

應用生態學、微生物與人類、生物工程。老師會因應各班情況，選擇兩個選修課題。 

 

1.2.1 人體生理學： 調節與控制 

 本課題旨在幫助學生加深對人體生理過程的理解。調節與控制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說明體內機制如何讓身體在各種環境狀況下正常運作。本課題的研習可以讓學生了解神

經和激素控制如何協調體內各個器官和系統，以達致一個穩定的體內環境。 

a. 水份調節（ 滲透調節）   b. 體溫調節 

c. 血液內氣體成分的調節   d. 生殖週期的激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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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應用生態學 

 本課題探討人類活動對環境所帶來的一些深遠影響，並討論本地和全球性污染、資

源管理、污染控制措施和保育議題。透過本課題的研習，學生須應用一系列的野外考察

技巧來探究污染對本地環境的影響。 

a. 人類對環境的影響    b. 污染控制 

c. 保育       d. 可持續發展 

 

1.2.3 微生物與人類 

 本課題幫助學生認識微生物的多樣性，及其有用和有害的角色。學生有機會研習微

生物的生長，並認識進行微生物實驗所需的實驗儀器和技術。本課題還以由微生物引致

的人類疾病和破壞作例子，說明微生物的害處。 

a. 微生物學      b. 微生物的利用 

c. 微生物遺傳學     d. 微生物的害處 

 

1.2.4 生物工程 

 本課題幫助學生認識生物工程的一般原理及其應用的廣泛性，並明白生物工程是一

間急速發展的生物學學科。本課題首先讓學生了解現代生物工程技術的原理，繼而讓學

生認識生物工程在醫學和農業上的應用，以及生物工程對道德倫理、法津、社會、經濟

和環境的含意。 

a. 生物工程入門     b. 現代生物工程的技術 

c. 生物工程在醫學上的應用   d. 生物工程農業上的應用 

e. 生物論理學 

 

2、評核設計： 

部分 概要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考核必修部分的試題 60% 2½  小時 

卷二    考核選修部分的試題 

（從四個選修課題中選答兩個） 

20% 1 小時 

校本評核 (SBA) 實驗有關作業和非實驗有關作業 20%  

 

3、出路： 

 本課程幫助學生奠定在生物和生命科學範疇的知識基礎，讓學生能夠在大專或職業

訓練學院繼續進修，或從事與科學、科技和環境有關的職業。此外，生物科的學習有助

發展學生的邏輯思維及解決問題的能力，使學生能解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並在

就業上更具競爭力。 

 

資料來源：http://www.hkeaa.edu.hk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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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物理科 

1. 課程簡介： 

 

物理學是基礎的自然科學之一，研究自然界的定律，以及眾多物理現象之間的種種關係

和行為。透過學習物理學，學生可獲得與生活相關的概念和過程的知識。在了解物理學

與生活的關係及其內在美的同時，修讀物理學也有助學生進一步認識物理學其他領域內

的實際應用。藉着鞏固的物理學基礎，學生能夠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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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

關物理學創新的貢獻、及由此衍生的議題和難題，都有助學生建立一套科學、科技、社

會和環境四方面互相關係的整體概念。 

 

課程內容 

必修部份 

1. 熱和氣體 

a. 溫度、熱及內能 

b. 熱轉移過程 

c. 物態的改變 

d. 氣體 

3. 波動 

a. 波的本質和特性 

b. 光 

c. 聲音 

2. 力和運動 

a. 位置和移動 

b. 力和運動 

c. 拋體運動 

d. 作功、能量和功率 

e. 動量 

f. 勻速圓周運動 

g. 引力 

4. 電和磁 

a. 靜電學 

b. 電路和家居用電 

c. 電磁學 

5. 放射現象和核能 

a. 輻射與放射現象 

b. 原子模型 

c. 核能 

 

選修部份 (由學校選定) 

A.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a. 家居用電 

b. 在建築和運輸業中的能源效率 

c. 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 

B. 醫學物理學 

a. 眼和耳的感官 

b. 非電離輻射醫學影像學 

c. 電離輻射醫學影像學 

 

探究研習 

X. 物理科學探究研習 

學生必須進行一項探究活動，解決一個實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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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核 

 

物理科的公開評核由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兩部份組成，概略見下表： 

組成部份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試卷一 試題涵蓋必修部份 60 % 兩小時三十分鐘 

試卷二 試題涵蓋選修部份 20 % 一小時 

校本評核 (SBA) 20 % -- 

 

3. 出路 

高中學制提供多條路徑銜接專上教育及就業，使每位學生均有機會踏上成功之路。 

 

本課程有助學生將來在大專院校繼續進修與科學有關，或其他重視本課程內的基礎物理

知識、技能，以及價值觀和態度的學位或副學位課程。在本科所學的有關日常生活應用

的物理學知識和技能可幫助學生有效地研讀各種與職業相關的課程。此外，在本科所學

到的邏輯思維和解決問題的技能亦令學生在就業上更具競爭力。 

 

參考資料： 

https://334.edb.hkedcity.net/new/doc/chi/curriculum2015/Phy_CAGuide_c_2015.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phy/2022hkdse-c-phy.pdf

https://334.edb.hkedcity.net/new/doc/chi/curriculum2015/Phy_CAGuide_c_2015.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phy/2022hkdse-c-ph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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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化學科 

1、課程簡介： 

 課程分為「必須」及選修兩部份。 

 

必修部分 (共182小時) 

一 地球 * (6小時) 

二 微觀世界 I * (21小時) 

三 金屬 * (22小時) 

四 酸和鹽基 * (25小時) 

五 化石燃料和碳化合物 * (18小時) 

六 微觀世界 II  (8小時) 

七 氧化還原反應、化學電池和電解 * (23小時) 

八 化學反應和能量 * (7小時) 

九 反應速率  (9小時) 

十 化學平衡  (10小時) 

十一 碳化合物的化學  (25小時) 

十二 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8小時) 

選修部分 (共48小時，三個課題任選其中兩個) 

十三 工業化學 (24小時) 

十四 物料化學 (24小時) 

十五 分析化學 (24小時) 

探究研習 (共20小時) 

十六 化學的探究研習 
  

* 這些課題已納入組合科學課程之化學部分。 

 

2、評核設計： 

組成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試卷一  涵蓋課程必修部分 60% 2 小時 30 分鐘 

 試卷二  涵蓋課程選修部分 20% 1 小時 

校本評核  20%  

 

3、出路： 

 化學科幫助學生奠定在科學範疇的知識基礎，讓學生能夠在大專或職業訓練學院繼

續進修，或從事與科學、科技、環境和醫療有關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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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視覺藝術科 

1、課程簡介： 

 視覺藝術科課程可以使學生建構出範圍廣闊的知識，例如對事實

及資料的了解、概念、實踐知識、個人信念、視點、領悟；掌握經驗

及技能；以及培養價值觀和態度。學生可以透過一個結合了視覺藝術評賞和視覺藝術創

作兩個交錯纏結的範疇的均衡課程，來學習藝術。 

1.1.1視覺藝術評賞 

 視覺藝術評賞泛指學生對藝術作品和藝術現象產生的直接反應，以及對自己或藝術

家在不同情境下所創造的藝術作品和藝術現象，所作出批判性欣賞的一切過程。期望學

生能夠透過視覺藝術評賞去建構知識、發展技能、豐富美感和藝術經驗，並培養個人和

對社會的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 

1.1.2視覺藝術創作 

 視覺藝術創作泛指一切學生從視覺藝術評賞、觀察記錄及其它途徑所掌握的知識和

經驗，綜合及應用於概念性和實踐性的過程，藉創作多種藝術作品，以表達個人情緒、

感覺、展示意念及解決難題。期望學生透過視覺藝術創作，掌握控制媒介、物料和藝術

語言方面的技巧，藉此豐富美感和藝術經驗，以及從中培養個人和對社會正面的價值觀

和積極的態度。 

2、評核設計： 

組成部分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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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對所提供的藝術作品複製本作評賞，並以

文字表達(10%)，以及 
(b) 藝術創作(40%) 

50% 4 小時 

校本評核 

 
學生須提交一個作品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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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針對主題的藝術作品／ 評賞研究(每一作

品集包含四件作品)(30%) 

50%  

3、出路： 

 視覺藝術科可為學生在創意工業發展上建立基礎，例如時裝設計、產品設計、室內

設計、形象設計、視覺傳意、廣告，及多媒體、網頁、電視、舞台和電影製作等，有所

裨益。在本科學習中所獲得有關情感和審美的敏銳力，同樣有助培養個人的生活品味，

豐富其日常生活，並能藉此提高學生對如何追求優質生活的關注。 

 

 

資料來源：http://www.hkeaa.edu.hk 

  

教育局科目簡介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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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1、課程簡介： 

課程分為「必修」及「選修」兩部分。 

 

必修部分 (145 小時)  

A. 資訊處理 52 小時 B. 電腦系統基礎 25 小時 

C. 互聯網及其應用 22 小時 D. 基本程式編寫概念 24 小時 

E. 資訊及通訊科技 

   對社會的影響 

22 小時   

 

 

 

 

 

選修部分 (75 小時)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1.1 必修部分 

 A. 資訊處理 
     a. 資訊處理簡介 

     b. 數據組織及數據控制 

     c. 數據表示 

     d. 辦公室自動化軟件的運用 

     e. 資訊演示 

 
 B. 電腦系統基礎 
     a. 基本機器組織 

     b. 系統軟件 

     c. 電腦系統 

 
 C. 互聯網及其應用 
     a. 建網及互聯網基本知識 

     b. 互聯網服務及應用 

     c. 初級網頁創作 

 
 D. 基本程式編寫概念 
     a. 解難程序 

     b. 算法設計 

     c. 算法測試 

 
 E.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a. 公平存取 

     b. 工作及健康議題 

     c. 知識產權 

     d. 網上威脅及保安 

 

校本評核 

30 小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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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選修部分：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a. 多媒體製作  

b. 網站建構 

 

2、評核設計： 

部分 內容 比重 

公開考試 卷一 (必修部分) 55% 

卷二 (選修部分) 25% 

校本評核 網站製作課業 20% 

 

3、出路：  

  

 

 

 

 

 

 

 

 

 

 

 

 

 

 

 

 

 

 

 

 

 

資料來源：http://www.hkeaa.edu.hk 

 

         高中                        中學後 

 

高中 

資訊及通訊 

科技課程 

在專上學院進修

資訊及通訊科技 

 

熟練地運用資訊

及通訊科技作為

支援學科的學習

工具 

 

持續進修資訊及

通訊科技，以達

至業界認可程度 

 

在工作上有效地

運用資訊及通訊

科技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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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升學途徑 

 

「條條大路通羅馬．總有一條適合你」 

 
 

備註： 

 

副學位課程是一個總稱，包括： 

    – 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 

    – 高級文憑(Higher Diploma)， 

    – 專業文憑(Professional Diploma)課程及 

    – 其他同等程度的專上課程。 

 

副學位課程涵蓋多個學科，包括人文及社會科學、科學及科技、資訊科技、工商管理、

設計及建築等。 

 

 

參考網址︰ 

新學制 334 網上簡報 http://334.edb.hkedcity.net/ 

學友社網頁 http://www.student.com.hk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http://www.hkacmgm.org 

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http://www.ipass.gov.hk 

 

 

新高中課程及 

香港中學文憑 

學士學位課程 

副學位課程 

毅進文憑 

就業 

內地/台灣/海外升學 

職業課程 

非本地課程/ 

遙距課程 

http://334.edb.hkedcity.net/
http://www.student.com.hk/
http://www.hkacmgm.org/
http://www.ipas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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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新學制大學入學要求 

     

 

 

院校 一般入學最基本成績要求 

英國語文科： 第 3 級 

中國語文科： 第 3 級 

數學科： 第 2 級 

通識教育科： 第 2 級 

香港大學 選修科目： 兩科達第 3 級 

香港科技大學 
選修科目： （i）兩科第 3 級，或 

（ii）一科第 3 級加數學延伸單元達第 3 級 

香港教育學院 選修科目：一科達第 2 級 

香港中文大學 
選修科目： （i）兩科第 3 級，或 

（ii）一科第 3 級加數學延伸單元達第 3 級 

香港浸會大學 選修科目： 二科達第 3 級 

香港城市大學 選修科目： 二科達第 3 級 

香港理工大學 選修科目： 二科達第 3 級 

嶺南大學 選修科目： 一科達第 2 級 

 

 

 

可瀏覧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334，以了解各大院校建議有關課程的最新入學

條件。 

 

 

http://www.edb.gov.hk/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