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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 (核心科目) 

 

 

1. 課程特色 

   三年制高中中國語文課程要均衡兼顧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要在初中中國語文的基礎上全面

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 學習內容包括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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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通過學習中國語文, 提升語文應用、審美、探究、創新的

能力, 養成良好的國民素質, 認同國民身份, 承傳民族文化。 

 

2. 課程綱要 

    
課程分必修部分及選修部分。必修部分約佔本科課時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 選修部分約佔本

科課時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必修部分由中四貫串至中六。  

2.1 課 程 結 構 及 組 織              

中

六 

 
選 修 部 分  

 建議約佔本科課時的六

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建議選修二至四個單元

(其一可由學校自擬) 

 

 

建議選修單元： 

 名著及改編影視作品 

 戲劇工作坊 

 小說與文化 

 文化專題探討 

 新聞與報道 
 多媒體與應用寫作 

 翻譯作品選讀 

 科普作品選讀 

 普通話傳意和應用 

 普通話與表演藝術 

自擬單元 

中

五 

必 修 部 分  

 建議約佔本科課時的三分之二至 
  六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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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學習 

 

 

 必修部分體現課程的基礎性 

 選修部分是必修部分的延伸和發展，體現課程的選擇性，重視學生 

     學習多元化 

 必修與選修的關係：互相促進、互相補足



 2

2.2 學習進程               

 必修部分由中四貫串至中六；選修部分則由中五開始 

 中四須安排必修部分的學習，為中五、中六奠定基礎 

 
2.3 課 程 評 核  

2.3.1 校內評估 

本科的校內評核以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聯合編訂的中國語文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六）為根據。 

i. 必修部分 (語文本科) ---- 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 

評核目標 

本科主要評核考生： 

(1) 讀寫聽說能力、思維能力、審美能力和自學能力； 

(2) 語文學習的興趣、態度和習慣； 

(3) 文學、文化素養和品德情意； 

(4) 對家庭、國家和世界的責任意識。 

 

   a. 進展性評估 : 運用多元化的評估活動進行, 例如: 持續觀察、討論、專題研習、 

     作文、綜合評估活動、紙筆測試、口頭報告、學習歷程檔案……等收集學生學習表現。 
 

b. 總結性評估 : 在一個學習時段結束, 如在學習單元終結、學期或學年終結時進行。 主

要目的是要讓學校了解學生整體的學習表現。 
 

ii 選修部分 ---- 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 

同樣採用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兩種評估方法。須向香港考評局提交完成兩個選修單元後的

校本評核成績。每個選修單元的校本評核成績須包括學生的日常學習表現及單元終結表

現。  

 

2.3.2 公開評核 
 

i. 水平參照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即把學生的表現，跟預定的水平比對以評定學

生達到的等級。 

課程的評估目標是衡量學生： 

(1) 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 

(2) 語文學習的興趣、態度和習慣； 

(3) 文學、文化素養和品德情意； 

(4) 對家庭、國家及世界的責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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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2018 年公開考試閱讀能力新修訂 

從 2015 年度開始，高中三年須修讀 12 篇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 

1.宋詞三首： 

念奴嬌 

青玉案  

聲聲慢 

2.唐詩三首： 

月下獨酌 

登樓  

山居秋暝 

3. 出師表 

 
4. 論仁、論孝、

論君子 

 

5. 六國論 

 

6. 廉頗藺相如

列傳 
7. 魚我所欲也 8. 師說 

 
9. 始得西山宴

遊記 
10.岳陽樓記 

 
11.勸學 

（節錄） 
12.逍遙遊 

（節錄） 
   

 

12 篇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的評估，佔閱讀能力 30%。學生需要熟記精華片段，理解文意，

掌握文學、文化內涵。 
 

iii.校本評核 

       所有學校考生必須參加校本評核。本科校本評核包括必修部分及選修部分，合共佔全科總

分百分之二十。 

評核內容 

必修部分 

閱讀活動呈交一個分數，佔全科總分百分之六。 

選修部分（兩個單元） 

每個單元呈交一個分數，包括日常學習表現與單元終結表現。兩個單元合共佔全科總分百

分之十四。 

考生須妥善保存有關課業，以供查核，直至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布為止。 
 

2.3.3 評核模式：本科的公開評核包括公開考試及校本評核兩部分，概述如下： 

            
 2016 

部分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評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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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設首輪發

言） 

24% 
24% 
18% 

 
 

14% 
____ 
80% 

1 小時 30 分鐘 
1 小時 30 分鐘 
約 1 小時 30 分鐘 

25 分鐘 

筆試 

筆試 

筆試 

 

口語 

溝通 

 

校本評核 內容 比重  

必修部分 

閱讀活動 

 

選修部分 

日常學習表現 

單元終結表現 

 
6% 

 
 

 
 

7%x2= 

1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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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要求 

3.1 學習態度 

       新中國語文課程更強調學生主動學習與自學。學生是學習的主人，要積極主動學習、掌握

學習策略、不斷自我完善、規畫個人發展。 
 

       課程宗旨: 

 提高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 

 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培養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 

 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 

 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3.2 選修課程 

 在必修部分的基礎上，通過選修部分讓學生獲得開闊、深化的學習，故此當局鼓勵學

校教授三至四個選修單元。 

 學校按實際情況，在中五級開設兩個校本選修單元，中六級則開設一個校本鞏固性質

的選修單元。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本課程的必修和選修部分，提供多元化的學習內容，讓學生透過閱讀不同的學習材料，參與不 

同的學習活動，在語文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以及共通能力等均得到全面發展，為他 

們將升學選科，奠下良好的語文基礎，為日後工作作好準備。 

 

 

 

資料源自：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 2014 年 1 月 更 新 版 ）  

~高中中國語文課程中七方案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的規劃與實施（2015 年 1 月） 

 

 

 



 5

 

 English Language (Core Subject) 
 
The HKDSE English Language exam is made up of two separate components: 

• the public examination, with four separate papers; and 

• the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The weighting of the individual parts of the exam is shown in the chart below. 
Paper1 (Reading) 20% 
Paper 2 (Writing) 25%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30% 
Paper 4 (Speaking) 10% 
SBA 15% 
 

Your performance in the HKDSE will be assessed using standards-reference reporting (SRR). For the 

overall exam and for each individual part, you will be awarded a level based on a set of descriptors 

detailing what a typical candidate can do at each level. For the public examination papers, there are five 

levels of performance. Candidates in the best and second-best groups at Level 5 (the highest level) will be 

graded 5* and 5**’ respectively. 

 

Paper 1 Reading (1 hour and 30 minutes) 

Paper 1 consists of a number of written texts accompanied by a variety of comprehension-based questions. 

The texts, taken from various sources (newspapers, websites, magazines, etc.), will cover a range of 

themes and issues, and will vary both in length and in level of difficulty. The questions, meanwhile, will 

include a variety of formats (multiple choice, short answer, proofreading, etc.). 

 

Paper 1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 Part A and Part B — each worth 10% of the subject mark. You must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in Part A, but you can choose to answer either Section 1 (the easier section) or 

Section 2 (the more difficult section) in Part B. If you choose Section 1, the highest level you can reach 

for Paper 1 will be Level 4. 

 

Paper 2 Writing (2 hours) 

Paper 2, like Paper 1,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 Part A (worth 10% of the subject mark) and Part B 

(worth 15% of the subject mark). 

In Part A, you have to complete a guided writing task of about 200 words. In Part B, you need to 

complete a more open-ended writing task of about 400 words, from a choice of eight questions — each 

based on one of the eight Elective Modules (Drama, Short Stories, Poems and Songs, Popular Culture, 

etc.).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about 2 hours) 

Paper 3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 Part A and Part B — each worth 15% of the subject mark. As in 

Paper 1, you must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in Part A, and you can choose to answer either Section 1 (the 

easier section) or Section 2 (the more difficult section) in Par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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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4 Speaking (about 20 minutes) 

Paper 4, the oral exam, is worth 10% of the subject mark. Like all the other papers, it’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 Part A (Group Discussion) and Part B (Individual Response). But unlike the other papers, its 

parts are not marked separately. In Part A, you have to take part in an eight-minute discussion with three 

other candidates. Then, in Part B, you’re given one minute to answer a question from the examiner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task. You’ll be given 10 minutes to prepare and make notes before Part A begins.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SBA consists of two parts — Part A (worth 7.5% of the subject mark) and Part B (worth 7.5% of the 

subject mark). 

In Part A, you need to read or view at least four texts over three years — one each from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print fiction, print non-fiction, non-print fiction and non-print non-fiction. You will then be 

assessed in S5 and S6 on your oral performance in one group interaction and one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both of which will be based on the texts that you’ve read or viewed. 

In Part B, you’ll be assessed on your oral performance in either a group interaction or a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Elective Modules (Drama, Short Stories, Poems and Songs, Popular Culture, 

etc.) that you have studied. 

 
1. Introduction of Core curriculum of Elective Modules: 

A.  Short Stories 

• Learn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key features of a short story 

B.  Popular Culture 

• Learn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text-types that focus on areas tied to popular culture 

C.  Social Issues 

•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and vocabulary of different social issues 

• Learn about how an issue may affect the world, society and them as individuals 

 

2. Course Outline: 
Elective modules and allocation of periods 

S4 (19-20) 
 Short Stories 

S5 (20-21) 
 Popular Culture 

Social Issues 

S6 (21-22) 
 Revision 

50 lessons 
2 periods /cycle- 
per year 

50 lessons of each module 

 Popular Culture  
(2 periods /cycle per year) 

 Social Issues 
(2 periods/cycle-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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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features: 

 

A. Short Stories 

 Learn about the various key features of a short story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features by writing personal responses in the reading journal 

 Produce short pieces of writing as practices 

 Take part in story-telling 

 

B. Popular Culture 

 Read the materials related to popular culture (e.g., captions, advice columns, advertisement)  

 Create the time capsule to reflect the popular cultures of a particular moment 

 Learn caption-writing 

 Create comic strips for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Learn and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features, language and structures found in advice columns  

 Produce an advertisement 

 

C. Social Issues 

 Read and examine social issu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Produce both oral and written work related to a social issue of their choice 

 Learn the relevant features of a variety of texts 

 Learn and examine a variety of ways to reflect perspectives on an issue 

 Research and investigate a social issue. 

 

 

3. Basic requirement: 
 

S4 S5 S6 

 Short Stories  

All S4 Students 

 Popular Culture  

All S5 Students 
 

 Social Issues 

All S5 Students 
 

 Revision 

 

 

4. Minimum requirement of University entry: 
Level 3 or above in HK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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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學 (必修部分) (核心科目) 
 

 

1. 課程特色 

 1.1 為新高中的必修科目，為每位高中學生而設 

 1.2 進一步發展數學知識、技能和概念 

 1.3 提供日後個人發展的數學工具 

 1.4 培養學生的共通能力，尤其是運用數學解決問題，推理及傳意的能力 
 
 
2. 課程綱要 

 2.1 本科必修部份分為三個學習範疇，分別為 : 
  「數與代數」、「度量、圖形與空間」及「數據處理」 

 2.2 學習範疇清楚劃分 基礎課題 及 非基礎課題 

 2.3 基礎課題是指所有學生均須致力學習的課題 

 2.4 學生應對基礎課題有較佳的理解後，才開始學習非基礎課題 
 
 
3. 課程要求 

 本科的考核分 試卷一 及 試卷二 進行。 

 (a) 試卷一（傳統題，佔本科 65%）   [ 考核時間 : 2小時 15分 ] 

   甲部： 高中基礎課題 及 初中基礎部分 (佔本試卷的70分，即三分之二)。 

   乙部： 全部課題，共有4 – 7題較難問題 (佔本試卷的35分，即三分之一)。 

 (b) 試卷二（多項選擇題，佔本科 35%）  [ 考核時間 : 1小時 15分 ] 

   分甲部及乙部，分類與試卷一相同。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數學是新高中的核心科目，其成績為所有高等教育入學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所有大學皆要求考生數學科達第 2級的成績，部份院校更標明達第3級或以上才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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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 (延伸部分單元二) 

 

1. 課程特色  

 1.1 提供必修部分以外的技能與概念 
 1.2 強調數學的理解，為希望日後進修數學或其他與數學有關學科奠定良好學習基礎 

 1.3 幫助學生建立穩固的代數與微積分的基礎，為將來就業和深造作準備 
 

2. 課程綱要  

學習單位分成三個領域：「基礎知識」、「代數」和「微積分」。 

基礎知識領域 微積分領域 
代數領域 

矩陣及線性方程組 向量 

1 根式 

2 數學歸納法 

3 二項式定理 

4 續三角函數 

5 e 的簡介 

6 極限 

7 求導法 

8 求導法的應用 

9 不定積分法 

10 定積分法 

11 定積分法的應用 

12 行列式 

13 矩陣 

14 線性方程組 

 

15 向量的簡介 

16 純量積與向量積 

17 向量的應用 

 

3. 課程要求 

 延伸單元並非必修課程，一般學生無須修讀。此部份乃為了那些將來選修或從事與

數學有關領域，並希望在高中階段學習更高深的數學知識的學生而設；延伸單元二

更強調數學的理解及其嚴謹性，只適合數學較佳的同學修讀。 
 本科的考核只有一卷，均為傳統題。[ 考核時間 : 2小時 15分 ]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註：以上資料參照「334」新學制大學入學要求聯合公布[二零一零年九月]。 

 香港中文大學於2015年開始將 M2 當1個選修科計算[二零一四年七月]。 

 

 以數學科延伸單元(M2)為特定入學要求的學系 

香港大學 工商管理學(資訊系統)、精算學、理學士(計量金融)、 
工程(註：優先，但非必須) 

香港中文大學 保險、財務與精算學、計量金融學、風險管理科學、 
工程學、數學精研 

香港科技大學 註：數學科延伸單元達第3級可視為選修科目看待。 
香港理工大學 優先：應用科學、建設及地政、工程、生物醫學工程 
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學士 (主修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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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教育 (核心科目) 
 

1. 課程特色 

高中通識教育科旨在幫助學生： 

(a) 加深對自身、社會、國家、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的理解； 

(b) 對不同情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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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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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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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能力和

運用資訊科技能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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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建立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度，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識和負責任的

公民。 

 

2. 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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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範圍 獨立專題探究 

自我與個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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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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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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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要求 

部分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資料回應題 

卷二 延伸回應題 

50% 

30% 

2 小時 

1 小時 15 分鐘 

校本評核 獨立專題探究 20%  
 

 
卷一 資料回應題 

資料回應題旨在評核考生在識別、應用和分析資料等方面的能力。考題中的資料有助釐訂議題

範疇和反映議題的複雜或爭議的本質。 

 

卷二 延伸回應題 

延伸回應題提供更廣泛的層面，讓學生展示所學的各種高階能力，例如深入剖析自己的經歷，

展現創意思維和以有系統的方法來表達等。 

 

獨立專題探究是通識教育科所採納的校本評核模式。學生須在以研究為主的獨立專題探究中展

示不同的能力，例如解難、資料搜集、分析和傳意。每一學生應透過閱讀、研究及其個人經驗，

在獨立專題探究報告中展示一定份量與本學科相關的題材。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通識教育科是新高中的核心科目，其成績為所有高等教育入學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申請入讀教資會資助院校通識教育科的成績必須達第2級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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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  史 (選修科目) 

 
 

1. 課程特色 

本科作為人文學科的主要部份, 着重介紹二十世紀香港、中國、亞洲及世界的主要發展。  透

過探索各項歷史議題, 學生將能發展他們的批判性思考及判斷能力, 以公正持平、設身處地的態

度及多角度的視野審視過去及當代的事件, 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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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學習歷史, 學生亦能培養國民及全球公民意識, 同時裝

備自己, 使自己可深入探索配合個人興趣, 有助將來就業或專業進修的課題。 

 

2. 課程綱要 

本科課程包括: 

 

(A) 引言 :  現代世界的孕育 

 

    (B) 主題甲 : 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一) 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二) 中國的現代化與蛻變 

(三) 日本及東南亞的現代化與蛻變 

 

  (C) 主題乙 : 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四) 主要衝突與和平的訴求 

(五) 協作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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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要求 

    學生應能掌握以下能力: 

 

- 恰當地選用及組織史料及提出論點 

- 綜合並分析對歷史事件不同的詮釋, 以辨識偏頗的觀點 

- 有效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歷史研習有助學生掌握順時序思考、 對歷史大事的理解、代入感、探究等技能, 以及批判性思

考、與人溝通等共通能力。  同時, 歷史研習亦能讓學生建立探究及求真的精神、尊重及包容

不同意見的態度, 及客觀與持平的判斷 

 

因此, 歷史研習為準備升讀大學的學生提供一個健全的概念架構及對二十世紀的認識, 以及一

些有助於他們繼續修讀自己感興趣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甚至是工商管理等課程的技能; 他們

亦可進修一些需要歷史研究技巧的課程, 如在文化承傳、考古學及人類學等方面的探究。 高中

歷史課程亦可以幫助學生培養獨立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從而可以應付要求高階思維的職業, 如

分析員及記者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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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理 (選修科目) 

 

 

1. 課程特色 

地理是一個結合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學科，它一方面幫助人們理解文化、社會和經濟體系的

動態，另一方面又幫助人們明瞭自然景觀和環境作用的變化。 

中學地理科讓學生通過『空間』、『地方』和『環境』三方面的研習來探索和理解人類與地球的

關係。在尋求上述理解時，地理科採用了探究式的學習取向，以『是甚麽』、『在哪裏』、『如何』、

『為何』、『如果 ﹍ ﹍ 會怎樣』這五條問題作為探索的重心，為學生提供一套有系統的地理

研習，從而發展終身學習基本能力和批判性思考、溝通、信息處理、解難、抉擇等共通能力的

機會。簡而言之，高中地理教育是要把學生培養成為有地理認知和探究能力的人，培養公民精

神和全球視野，立志為社會、為國家和為世界的福祉作出貢獻。 

 

2. 課程綱要 

高中地理課程以中四至中五課程(2003 年)為基礎，盡量保留原有的六個主題和六個議題，並適

當地加入新知識及資料。本課程主要包括必修部分和選修部分。 

 

(a) 必修部分佔總課時的百分之八十，包括與本港學生息息相關的七個地理議題及問題，預期

它們在一定的時間內仍是公眾關注的事項。目的是幫助學生獲取基本的地理概念和知識，

以及發展思維和探究的架構。必修部分的學習亦對學生升學求職，以及面對未來的生活的

挑戰，都是十分必要的。 

 

這七個地理議題及問題可組構成三個主題，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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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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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轉變中的工業區位 — 它如何及為何随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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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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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 誰應為大規模砍伐雨林付出代價？ 

(7)   氣候變化 — 長期的波動還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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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選修部分佔總課時的百分之二十，包括四個選修單元，以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取向、興趣

和需要。四個選修單元臚列如下： 

(1)  動態的地球：香港地質與地貌的形成 

(2)   天氣與氣候 

(3) 運輸發展、規劃與管理 

(4) 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習 

 

3. 課程要求 

跟隨香港中學文憑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即把學生的表現跟預定的水平比對。該預定的水平

表明學生達到某等級的知識與能力。此外，高中地理課程的重點，是在一個探究的框架下，運

用地理概念和知識，來說明和闡釋本課程所選讀的問題及議題。地理探究要求學生掌握理解地

理概念和知識的能力，以及能夠運用過程技能從地理的角度看世界。評核須包括高階思維的考

核，以評估學生分析、綜合和評鑑能力；評核亦應考核學生衡量證據和識別不同意見的能力，

以及就地理問題包含的價值觀而建立的個人理念。 

 

由 2019 年起，新高中地理科在卷一內加設實地考察評估題 (必答題)，每年均有三個不同的實

地考察研究範圍(已計劃至 2022 年，詳情可向科任老師查詢。) 公開考試採用不同類型的試題

來評核學生各種技巧和能力的表現，現將其分述如下： 
 
 

(1) 卷一 ： 範圍是必修部分(約佔 75%)。試題形式包括： 

實地考察評估題 (必答題) 、多項選擇題(除主要議題外，還包括地圖閱讀

技巧題)、數據/技能為本的結構式問題 和 短文章式問題。 

 

(2) 卷二： 範圍是選修部分(約佔 25%)。試題形式包括： 

數據/技能為本的結構式問題 和 短文章式問題。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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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有選修地理科學生而

言，本科能幫助他們從空間角度理解社會、經濟及環境議題，幫助他們理解公民精神、國

民與全球公民身份認同的重要，以及為學生提供發展分析、綜合、解難、溝通和運用資訊

科技等共通能力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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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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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 (選修科目) 
 

 

1. 課程特色 

 透過研習本國歷史，認識和關心國家民族的過去與現在，並展望未來的發展路向。 

 

 讓學生通過對國家歷史與文化的學習與反思，加深其對國情的了解， 從而增加自己對國家、

民族的認同。 

 
 

2. 課程綱要 

本課程分為必修及選修兩部分。 

 必修部分是以「歷代發展」為基礎，旨在使學生宏觀地了解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著重不同「歷

史時期」的主要特點， 讓學生對中國歷史的整體發展有全面的認識。 

 
 選修部分則為「歷史專題」，提供多個文化範疇，讓學生可按照個人的興趣及能力選擇修讀，

從文化、地理、人物、制度、宗教及性別等方面， 讓學生認識中國歷史的多元面貌，並作深

入的研習，以擴闊其歷史視野。 
 

 

3. 課程要求 

 課程著重深化與鞏固學生在初中階段所獲得的歷史知識與思維方法，並期望進一步激發學生學

習歷史的興趣， 提升他們的思辨能力、促進他們養成優秀的品格，以及幫助他們為日後從事

歷史研究與服務社會奠下良好的基礎。 

 

 採用探究式學習方式， 以帶引學生「學會學習」為目標。透過史事的研習，讓學生學會運用

各種歷史研習的方法，以提升個人的共通及思維能力， 並培養反思能力及奠定獨立學習的基

礎。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本課程要求學生具備研習歷史的正面態度和技巧， 以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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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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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濟 (選修科目) 
 

1. 課程特色 

a) 與時代發展緊密聯繫，可將所學應用於實際生活之中。 

b) 有助發展邏輯思維，培養批判思考能力。 

c)  以經濟學的角度，解釋人的行為，並作出合理預測。 

問自己：你對以下內容感興趣嗎？ 

  i. 為何 iphone 可以貴其他手機這麼多，仍多人排隊購買？ 

  ii. 為何人們對能源需求大幅增加，但石油價格卻不斷下降？ 

  iii. 為何有些店舖想減價吸引消費者，但都不可以這樣做？ 

如果感興趣，你便有潛質成為「經濟人」﹗ 
 

2. 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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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選修單元：壟斷定價、反競爭行為及競爭政策 
 

3. 課程要求 

a) 學生必須願意思考理論與應用的關係 

b) 需經常運用數字、繪圖及分析等數據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a) 為日後在高等院校繼續修讀經濟學或其他學系奠下良好基礎。 

b) 有助修讀管理、金融、法律、環境研究及公共與社會行政等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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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論 

(會計單元) 

(選修科目) 

 

1. 課程特色 

本課程因應本地及環球社會與經濟急速變遷的需要，以當代商業課程結構為發展基礎而編排，

內容包括各商業有關科目的知識，並突出其複雜及互相緊扣的關係。 

 

本課程幫助學生作好各種必要的裝備，使他們對基本商業領域包括營商環境、會計、管理及個

人理財有融合性理解，以便將來能夠適當地處理個人財務，在處理各種商業及財經事宜(如消

費、工作及投資)時能從容面對各種抉擇。 

 
 

2. 課程綱要 

本課程必修部分包括四個單元，分別是營商環境、管理導論、會計導論及基礎個人理財，以基

礎商業知識和技能為主，作為學生日後繼續升學或就業的基礎。 

 

本課程選修部分建基於必修部分所涵蓋的知識及技能，為學生提供不同的商業範疇供深入研習。 

 

 

必修部分 

營商環境 管理導論 

1. 香港的營商環境 

2. 企業擁有權類型 

3. 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 

1. 管理功能 

2. 有效管理方法 

3. 主要商業功能 

4. 企業家精神及中小型企業管理  

會計導論 

1. 會計的目的 

2. 財務報表的用途 

3. 會計原則及慣例 

4. 會計循環 

5. 基礎比率分析 

基礎個人理財 

1. 基礎財務管理 

2. 個人財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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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 

財務會計 成本會計 

1. 有關財務報表編製的期末調整項目 

2. 不同企業擁有權類型的財務報告編製 

3. 控制系統 

4. 公認會計原則 

5. 財務報表分析 

6. 不完整會計紀錄 

1. 成本分類、概念及專門用語 

2. 分批成本計算法 

3. 邊際成本與吸收成本計算法 

4. 成本會計在決策中的功能 

 

3. 課程要求 

學生須對商務感興趣，對數字敏感、頭腦清晰及能將所學之商業知識靈活應用 

 

部分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必修部分 40% 1小時15分鐘 

 卷二 選修部分 60% 2小時15分鐘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1. 四年學士學位，如： 工商管理、會計、財務、資訊系統等 

2. 副學位（包括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及文憑），如：工商管理、財務、旅遊等 

3. 專業資格，如： 會計、財務、人力資源、管理、市場營銷、銀行業等 

4. 事業發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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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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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 (選修科目) 
 

1. 課程特色 

 
修讀生物、化學和物理三個不同範疇，往往相輔相成。物理科讓學生在有關的學術範疇內建

立穩固的知識基礎，以配合他們日後繼續在這些範疇內進修或從事相關的工作。 
 

本課程旨在提高學生學習物理的興趣和實用性，建議運用實際生活情境來引入物理學的知

識。課程會因應學生的不同能力和訴求，採用多元化的情境、學與教策略及評估方法， 藉此

激發學生的興趣和動力。結合其他的學習經歷，使學生能夠應用物理學知識，了解物理學與

其他學科的關係；並認識科學、科技、社會和環境四方面相互關聯的時事議題，從而培養他

們成為盡責的公民。 
 
 
2. 課程綱要 
 
 必修部分 (共 184 小時) 

一. 熱和氣體 (23 小時) 
二. 力和運動 (50 小時) 
三. 波動 (47 小時) 
四. 電和磁 (48 小時) 
五. 放射現象和核能 (16 小時) 

 
 選修部分 (共 50 小時) 

六. 天文學和航天科學 (25 小時) 
七. 原子世界 (25 小時) 
八. 能量和能源的使用 (25 小時) 
九. 醫學物理學 (25 小時) 

 (本校已選定原子世界及能量和能源的使用為選修課題。) 
 
 探究研習 (16 小時) 

十. 物理科探究研習 (16 小時) 
 

總時數 (25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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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要求 
 
 考試形式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部分 概要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必修部分 60% 2½小時 
卷二 選修部分 
（ 從四個選修課題中選取兩個） 

20% 1 小時 

校本評核 
在中五和中六兩年內，須最少作一次實

驗評核，以及進行一次探究研習評核或

須作詳細報告的實驗取代。 
20% 

 

 
 
 
 學生要求 
 
 學生必須： 

˙ 擁有物理學的基本知識和概念及資料分析的能力，並具有邏輯及連貫地組織和表達意念

的能力； 
 將其知識應用到不同的情境上，從而持有把物理學與社會及日常生活連貫起來的能力； 
 運用所懂得的物理學知識進行探究研習，及具有進行科學探究所需的共通能力、實驗技

能、過程技能和報告技能。 
 
4. 與高等教育的銜接 
 

參照「334」新學制大學入學要求聯合公布[二零一零年九月]，各大院校支持把組合科學及單

一科學學科一併列為入學要求，讓學生有更多空間，從各學習領域選擇符合本身興趣的選修

科目。 
 

各大高等院校 學院、學系或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 商學、人文及社會科學、科學及工程、創意媒體及法律 

香港浸會大學 文學、工商管理、傳理、理學、社會科學及視覺藝術 

嶺南大學 文學、工商管理及社會科學 

香港中文大學 
文學、工商管理、教育、工程、法律、醫學、理學(生物化學、環境科學、食

品及營養科學、數學、分子生物技術學、物理、風險管理科學及統計學)及社

會科學 

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科學、應用社會科學、工商管理、傳意、建設及地政、工程、時裝及紡

織、醫療科學(放射學)及酒店及旅遊業管理 
香港科技大學 理學、工學、工商管理 

香港大學 
牙醫、護理學、理學、工程、生物訊息學、運動科學及康樂管理、工商管理

學(資訊系統)、精算學、其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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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 (選修科目) 
 

1.  課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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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綱要 

必修部分 

一.  地球           

二.  微觀世界 I           

三.  金屬            

四.  酸和鹽基           

五.  化石燃料和碳化合物        

六.  微觀世界 II           

七.  氧化還原反應、化學電池和電解      

八.  化學反應和能量          

九.  反應速率           

十.  化學平衡           

十一.  碳化合物的化學           

十二.  化學世界中的規律         

 

選修部分 

十三.  工業化學           

十四.  物料化學(本校不予選修) 

十五.  分析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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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要求 

考核形式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化學科) 

 

部分 概要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必修部分 60% 2½ 小時 

卷二    選修部分 20% 1 小時 

校本評核 實驗有關作業和非實驗有關作業 20%  

 

校本評核 

 實驗有關作業 

 基本化學分析 實驗 

比重 10% 10% 

中五 1 1 

中六 1 1 

 

 學生要求 

  學生必須： 

 明白基本化學詞彙、術語和規則； 

 理解化學現象、事實與規律、原理、概念、定律和理論； 

 認識日常生活中與化學有關的一些應用事例； 

 理解進行科學探究所用的方法。 

 

4.  與高等教育的銜接 

 

 

 

 

 

 

 

 

 

 

 

 

 以單一科學學科(物理、化學、生物為特定入學要求的學系 

香港大學 醫學、牙醫、護理學、理學、工程、生物訊息學、中醫藥、運動科學及

康樂管理、工商管理學(資訊系統) 

香港中文大學 醫學、護理學、藥劑學、理學、分子生物技術學、環境科學、食品、 

工程及營養科學 

香港科技大學 理學、工學 

香港理工大學 應用科學、醫療化驗科學、生物醫學工程、放射學、建設及地政、工程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藥、理學 

香港城市大學 科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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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物 (選修科目) 

 

1. 課程目標 

a) 瞭解生物學上的事實、概念及原理。 

b) 設計並進行實驗以驗證假說。 

c) 分析及詮釋數據及非數據資料，用直接及間接的証據推尋概論。 

d) 應用生物學上知識，幫助解決有關個人、社會、環境、經濟及科技等問題。 

 

2. 課程綱要 

課題 
 
 
 
 
 

必修部分 
 

第 1 部分 細胞與生命分子 
(生命分子、細胞組織、物質穿越細胞膜的

活動、細胞週期和分裂、細胞能量學) 
 

第 2 部分 遺傳與進化 
(基礎遺傳學、分子遺傳學、生物多樣性和

進化) 
 

第 3 部分 生物與環境 
(植物維持生命的活動、動物維持生命的活

動、生殖、生長和發育、協調和反應、體內

平衡、生態系) 
 

第 4 部分 健康與疾病 
(個人健康、疾病、身體的防禦機制) 
 

 
 

選修部分 
4 個課題任選其中 2 個 

 

*第 5 部分 人體生理學 -- 調節與控制 
(水份調節、體温調節、血液內氣體成分的

調節、生殖週期的激素控制) 
 

*第 6 部分 應用生態學 
(人類對環境的影響、人類對環境的責任) 
 

第 7 部分 微生物與人類 
 

第 8 部分 生物工程 
 

* 本校以第 5 和第 6 部分為選修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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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要求 

a) 由於課程內容與人本身有密切關係，趣味性極高，惟文字表達要求頗高，故學生除多讀多

看，鍛練記憶力外，還要分析力強。 

b) 學生修讀本科必須邊溫習，邊做習作，方能收效。 

c) 生物科的公開評核由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兩部分組成，概略見於下表： 

 
組成部分 概要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試卷一  涵蓋課程必修部分 60% 兩小時三十分鐘 
試卷二  涵蓋課程選修部分 20% 一小時 

 校本評核(SBA) 20%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照「334」學制大學入學要求聯合公布，各大學已把單一科學學科(物理、化學或生物)列為特定

科目入學要求，至於沒有特定入學要求的學系，本科學生也可報讀。 

 

高等院校 學系／學院／課程 
香港大學 牙醫、護理學 、理學、理學(運動及健康)、理學(言語及聽覺科學)  
香港科技大學 理學 、工學、工商管理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醫學、理學(生命科學 ; 中醫學) 、文學、工商管理、教育、 

社會科學 

香港理工大學 醫療科學(醫療化驗科學 ; 生物醫學工程 ; 放射學) 、應用科學、  

應用社會科學、工商管理、傳意、時裝及紡織、酒店及旅遊 
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藥 、傳理、理學 、文學、工商管理、社會科學 、視覺藝術 

香港城市大學 獸醫學、科學及工程、商學、 人文及社會科學、創意媒體  

嶺南大學 文學、工商管理、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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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 (選修科目) 
 

1) 課程目標: 

本課程目的在提升考生對美術認識和視覺表現的能力。 

- 在美感方面表達的能力，例如：明暗、色彩層次、透視等等的能力。 
- 對視覺邏輯的理解。 
- 對美術與設計在傳統上及社會上發展的認識。 

 

2) 課程綱要: 

    (1) 校本評核(50%)=作品集 

考生須呈交 2 個作品集，當中每個作品集應包含： 

作品集(20%--作品的製作過程及研究報告 和 30%--兩件完成作品)，合共四件完成作品。 

作品集由學校教師評核，亦會經校外審核。 

每一作品集由下列內容組成： 

 1. 封面； 

 2. 一主題發展四件作品，探討主題和視覺藝術作品的意念發展； 

 3. 腦圖 mindmap； 

 4. 作品與其他藝術家作品關連的評賞； 

 5. 搜集和作品相關的圖片； 

 6. 與作品內容相關的素描和速寫多幅； 

 7. 描繪2至3幅的草圖。 

  8. 彩色定稿 

  9. 構圖分析 

 10. 圖文並茂紀錄每一件作品的製作過程 

 11. 反思 

 12. 完成作品A4 彩色高清圖 

 

作品集可包括下列視覺藝術類別的作品︰ 

繪畫/                          版畫/                         

  浮雕/                          拼貼/ 

  混合媒介/                      雕塑/ 

裝置藝術/                      多媒體/                     

平面設計/                      時裝設計/ 

室內設計/                      包裝設計/   

 漫畫/                          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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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開考試(50%) 

考生可選考下列其中一卷。每卷考試時間為4 小時。每考卷均有數題試題讓考生選答，並會提

供藝術品複製本及可能包括有關評賞的資料作參考。考生亦可攜帶參考資料入試場。 

卷一： 藝術形式表達主題  考生須選考其中一題，並須完成下列項目： 

1. 藝評 (10%) 寫出對所提供藝術品複製本所作的評賞；及 

2. 創作 (40%) 以任何媒介、風格及技巧創作一件與評賞相關的作品。本部份會評核考生的

視覺藝術表達能力，包括構圖的經營和畫面的空間處理；媒介、材料和技巧的運用以配合

所選的主題；及對所選主題的理解能力等。 

卷二： 設計  考生須選考其中一題，並須完成下列項目： 

1. 藝評 (10%) 寫出對所提供的設計作品複製本所作的評賞； 

2. 創作 (40%) 解決一與設計評賞相關的設計難題。題材可以是海報、賀卡、標誌、書刊、

包裝設計、時裝設計等。本部份考核考生對一件設計在美感及功能兩方面的了解；以創

新方式解決所提供的設計難題的能力；及對設計的基本認識等。 

3) 課程要求:   考驗考生下列能力： 
- 繪描及創作的能力。 
- 運用媒介來表達個人情感的能力。 
- 通過運用不同的材料來表達意念構思的能力。 
- 批判地分析與判斷自己作品與不同情景藝術家作品的評賞書寫能力。 
所以，報讀同學必須： 

1)  對色彩學、明暗變化、透視等美學元素有基礎認識， 

2)  要懂得運用各種媒介來表現自己所思所感， 

3)  但最重要的還是對 藝術的熱誠，有精益求精、不怕辛勞、不斷求變、求美的心！ 

4)  因本科考試範圍涉及評賞關係，所以同學們要多看展覽，多在網上瀏覽及搜羅相關資料！ 

4)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這課程特別適合有志將來從事藝術創作或有志投身設計行業的同學報讀。無論升學、就業或

個人美感的培養，視覺藝術不單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不可分割，也是個人素養的提升，能豐富你

的生活，實在值得深進！ 

高等院校 學系／學院／課程 
香港大學 藝術文學士、建築、藝術管理 

香港中文大學 藝術文學士、建築、藝術管理 

香港理工大學 1) 設計學(廣告設計、傳意設計、平面設計、室內設計、產品設計) 
2) 服裝及纺織榮譽學士(時裝設計、纺織業、內衣設計) 
3) 產品分析及工程設計 
4) 工程學 (互聯網及多媒体科技、產品分析及工程設計) 

香港浸會大學 視覺藝術文學士(藝術及媒體，工藝及設計，視覺藝術研究) 

傳理學社會學學士(電影，媒體藝術，廣告) 

香港城市大學 創意媒體  
嶺南大學 視覺研究學文學士 
演藝學院 舞台及製作藝術學士 

香港教育學院 視覺藝術教育榮譽學士、創意藝術及文化榮譽學文學士 

知專、明愛、職訓局 提供各類建築、室內、時裝、珠寶、遊戲軟件、廣告設計等文憑課程 

香港藝術學院 提供各類繪畫、雕塑、多媒體設計等學位及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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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選修科目) 

1.  課程目標 

幫助學生在「知識和理解」、「技能」、「價值觀和態度」三方面達至以下各項學習目標：  

(A) 知識和理解  

理解電腦系統的組織和系列，其與硬件、軟件及數據之間的相互關係；  

認識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有關的社會、道德及法律方面的問題。  

 

    (B) 技能  

有效、有道德地運用及辨識一系列的應用軟件，以支援資訊處理及解決問題；  

顯示個人對各種分析問題的方法的理解，並懂得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來規畫及實現方案。  

 

    (C) 價值觀和態度  

體會資訊素養和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共享知識如何影響人們的決定和改變社會；  

成為富責任感和有道德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使用者。  

 

2.   課程綱要 

必修部分 (共145小時) 

單元  上課時數 

A 資訊處理 54 

 數據組織及數據控制、數據表示、辦公室自動化軟件的運用、資訊演示。 

B 電腦系統基礎 25 

 基本電腦硬件及軟件介紹。 

C 互聯網及其應用 24 

 互聯網基本知識、互聯網應用、網頁編寫。 

D 基本程式編寫概念 20 

 解難程序、算法設計及測試。 

E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對社會的影響 22 

 工作及健康議題、知識產權、網上威脅及保安。  

 

選修部分 (只選修一項，共75小時)  * 本校以模組C為選修課題。 

模組  上課時數 

A 數據庫 75 

B 數據通訊及建網 75 

*C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75 

D 軟件開發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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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課程要求 

  3.1 考核形式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 本校以模組C為選修課題。 

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必修部分 55% 2小時 

卷二    選修部分 

2(A) 數據庫 

        2(B) 數據通訊及建網 

       *2(C)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2(D) 軟件開發 

25% 1小時30分鐘 

校本評核 20%   

        

         校本評核 :  所有學校的考生必須參加校本評核，評核項目包括一份項目習作。教師將會為 

考生提供選修部分相關習作題目及其項目範疇。 

 

3.2  報讀同學須： 

- 具有分析、邏輯及解難能力； 

- 喜歡探究電腦的基本運作原理； 

- 運用所學的知識進行包括文字、聲音及視訊數據的處理並撰寫報告； 

- 對最新的電腦及資訊科技有興趣。 

 

本科的特色是理論知識及實踐兼備，較有趣味，實用性強，修畢本科後己能掌握有關 

行業的基本技能。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香港已進入資訊科技時代，具備電腦及資訊科技知識對升學或就業都同樣重要。在升學方面，

本科為同學日後在高等院校繼續進修奠下良好基礎，尤其是對準備修讀計算機科學、工程學、

工商管理學等學科均有幫助。而在就業方面，同學也可在通訊網絡、多媒體設計、電腦遊戲及

動畫設計等領域繼續進修及計劃未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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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與款待科 (選修科目) 
 

1. 課程特色 

旅遊與款待科為學生提供該行業穩固的知識基礎，裝備他們以迎接新的社會經濟環境。另外，

旅遊及款待教育的發展已趨成熟，特別在大專教育方面，因此，本課程旨在為對該行業有濃厚

興趣的高中學生提供研習機會。 

 

旅遊與款待科讓學生透過研習本地及國際的旅遊及款待業趨勢和議題，探討和了解個人與社會

之間的關係，以及有關趨勢和議題對社會、經濟和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例如學習旅遊及款待教

育的社會元素，除可以加強學生的個人發展外，還能培養他們的專業操守，孕育健康的服務文

化，對社區有所裨益。 

 

旅遊與款待科涉及多個範疇，可直接或間接影響學生對旅遊業的了解，對學生學習其他科目起

輔助的作用。例如，教授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的課題時，利用學生所熟悉的當前旅遊業議題，將

可以說明生物多樣化的概念和社會責任。 

 

2. 課程綱要 

必修部分包括： 

課題(一)  旅遊導論 

課題(二)  款待導論 

課題(三)  地理名勝 

課題(四)  客務關係及服務 

課題(五)  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選修部分包括： (學生只須選修一個課題) 

課題(一)  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MICE) 

課題(二)  主題公園及景點 

課題(三)  款待業市場學 

 

3. 課程要求 

本科的建議總課時約為250小時 

必修部分約佔220小時，選修部分則約佔30小時。 

選修部分採用以課業為本的學習模式，學生須對所選的課題作深入的研究。 

 

建議用20小時作安排學生進行旅遊及款待業相關的實地考察活動，讓學生參與課堂內/外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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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至2016年文憑試的評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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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1小時15分鐘 

 卷二 論述題 57% 1小時45分鐘 

 

公開考試的整體目標在於評核考生對旅遊及款待業各個層面的認知和理解，並能在各種與本行

業有關的情況下應用適當的知識和技巧。 

 

公開考試採用不同類型的試題—多項選擇題、資料回應題和論述題。 

多項選擇題可全面涵蓋必修部分的課程，鼓勵學生更好地掌握這部分的基礎知識 

資料回應題要求學生分析試題所提供的資料，展示知識應用的能力； 

論述題可以讓學生展現對旅遊及款待業議題的深入討論。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高中階段的旅遊與款待課程建基於學生在初中教育階段，特別是在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

領域所掌握的學習經歷。學生修讀歷史、地理、經濟及公共事務和綜合人文等人文科目時，對

香港的社會、經濟、政治及環境等議題已有基本的認識和了解之餘，也應已培養出修讀本科所

需的基礎共通能力、地理概念，對本港、國家和世界歷史的認識，以及對經濟活動、環保議題

和人類需要等的了解。旅遊與款待科有助學生探索日後升學及就業的不同途徑。 

 

本科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幫助學生探索日後升學及就業的不同出路︰升學方面，學生可繼

續修讀大學或大專的旅遊及款待管理、工商管理、娛樂事業營運、建築文物保育或環境研究等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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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學習課程) 

(選修科目) 

 

1. 課程特色 

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安排老師到本校授課，課程幫助學生理解航空業的實況及前景，為有

興趣日後進修航空業相關課程，以及投身航空業的學生打好基礎。 

 

完成本科目後，學生應能：  

(1) 描述不同航空機構，包括機場管理局及航空公司的功能及運作；  

(2) 描述航空業的國際條例及標準要求；  

(3) 應用航空業的實用技能；  

(4) 利用多角度知識處理與航空有關的議題，以展示解決問題能力；  

(5) 體會航空業內團隊工作及溝通的重要性；  

(6) 體會相關範疇下工程學的最新發展和成就；  

(7) 描述航空業的專業操守，並展示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及  

(8) 提升相關範疇之升學及就業發展所需的自我認知。 

 

2. 課程綱要 

必修部分 — 認識飛機及航空業 

1. 航空業簡介           

2.  空中交通系統           

3.  機場的運作            

4.  航空業發展概要及成就           

5.  航空組織的功能及運作        

6.  飛機運作基礎 — 飛行理論           

 

選修部分 

7.  機場客戶及航線乘客服務 

8. 航線空勤人員服務 

9. 航空安全 

10. 航空業文化討論 

11. 航空業的人為因素 

12. 航空服務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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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要求 

– 修讀期為18個月，橫跨中五及中六兩個學年。 

– 上課時間一般為星期六上午或全日上課。 

– 評核要求包括專題研習、筆試 、實務評估、書面報告及口頭匯報。 

 

4. 與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應用學習課程乃高中課程下的選修科目，由2018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開始，成績將以「達標」、

「達標並表現優異(I)」和「達標並表現優異(II)」三個不同的等級記錄在香港中學文憑證書上。 

 

在新學制下，學生在應用學習課程取得「達標」的成績會被接納為達到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第

2級的成績，而「達標並表現優異(I)」的表現水平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第3級的成績，而「達

標並表現優異(II)」的表現水平等同第4級或以上的成績，作為升學或就業用途。 

 

升學路向 

例如：航空、工程學、旅遊、人力資源管理、物流、運輸  

 

職業發展路向 

例如：見習飛機駕駛員、見習飛機維修員、飛機維修／生產工程師、飛機機械工程師、空勤人

員、客戶服務主任、空運貨物人員、地勤 服務及地面服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