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序

1. 致歡迎辭 副校長曾美月老師

2. 高中學制及學科組合簡介 副校長曾美月老師

3. 學科簡介(一)：文學、中史、歷史、地理、經濟、旅款 相關科主任

4. 其他學習經歷 蘇美琪老師

5. 學科簡介(二)：化學、生物、物理、M1、ICT、視藝 相關科主任

6. 多元升學出路 曾麗安老師

7. 選科行政程序及選科派位機制 副校長曾美月老師

8. 答問時間 相關老師



高中學制
及

學科組合簡介

曾美月副校長



The Academic Structure of the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四個核心科目
Four Core Subjects

*兩科
選修科目

2 Elective 

Subjects

約400小時其
他學習經歷

OLE

• 中國語文
• 英國語文
• 數學(可選擇同時修讀M1)

• 通識

• 文學

• 中史

• 歷史

• 地理

• 經濟

• 生物

• 化學

• 物理

• 旅款

• ICT

• 視藝

• 德育及民教育

• 社會服務

• 與工作有關經驗

• 藝術發展

• 體育發展

高中學制簡介



高中課程組合

若選擇報考數學科的延伸部分(M1)，一般不會
被視為額外一個科目，但成績會與必修部分的
成績分別列出。
M1 is not regarded as an elective subject, 

but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the 

public examination in the Compulsory 

Part and Module 1 will be separately 

reported.



高中課程組合

部分大學收生時認可M1等同一個選修科目來計
算入學分數。
Some tertiary institutions recognise M1 as 

equivalent to an elective subject.



選修學科 特別要求

中國文學 沒有

中國歷史 沒有

歷史 沒有

地理 沒有

經濟 會考慮數學成績

*物理 Physics 會考慮數學及科學成績

*化學 Chemistry 會考慮數學及科學成績

*生物 Biology 會考慮數學及科學成績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會考慮數學成績

視覺藝術 沒有

旅遊與款待 沒有

*數學 延伸部分單元一 數學成績達70分或以上，
限額約15名



公開試中，不論是採用中文或英文作答，考試
局均以同一評卷參考及評級標準處理。
The same marking scheme and grading 

standard were used for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subjects with bilingual 

versions.

考生證書不會列出各科的應考語文。
The language used by the candidates in 

the examination is not printed on the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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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以英文修讀數學、生物、化學、物理或ICT學
生，其中三英文科成績必須良好，並通過學期
初相關學科英文測試，才能獲批以英文修讀。
Students who have passed the language 

test for the subject can study the Maths, 

Bio, Chem, Phy and ICT in English

學生須認真考慮個人能力及升學計劃，並慎重
選擇是否以英文修讀上述學科。
Students are advised to choose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based on your 

strengths and study plans.



校本評核(SBA)

School-based Assessment

 校本評核是指在日常學與教過程中，由學校任課教師評
核學生的表現。所有學校考生須完成有關科目的校本評
核，分數亦會計入其文憑試的成績。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is an assessment 
carried out by schools with students being 
assessed by their own subject teachers. All school 
candidates have to complete the SBA of the 
subjects concerned and the marks awarded are 
counted towards their results in the HKDSE.

SBA



各科校本評核佔科目總成績的百分比
% weighting of SBA in different 

subject result

科目 (% weighting of SBA in subject result)
佔科目總成績的百分比

中文 Chi. Language 20%

英文 Eng. Language 15%

通識 Liberal Studies 20%

視藝 Visual Arts 50%

ICT 20%

生物 Biology 20%

化學 Chemistry 20%

物理 Physics 20%

中國文學 C. Literature 15%

SBA



應用學習 Applied learning (ApL)

應用學習的內容實踐與理論並重，與寬廣的專
業和職業領域緊密連繫
ApL offers studies with equal emphasis on 

practice and theory linked to broad 

professional and vocational field.

中四下學期報名，課程由課程提供機構提供
Form 4 students can apply for ApL courses 

in 2nd term, the courses are provided by 

recognized course providers.

應用學習ApL



考生的表現以三個等級匯報：「達標」、「達
標並表現優異(I)」和「達標並表現優異(II)」

 candidates’ performance is reported in 

three levels: ‘Attained’, ‘Attained with 

Distinction (I)’ and ‘Attained with 

Distinction (II)’

應用學習ApL

「達標並表現優異(I)」
Attained with Distinction (I)

= 3級
= Level 3

「達標並表現優異(II)」
Attained with Distinction (II)

= 4級
= Level 4



其他學習經歷
 目的：為學生提供寬廣而多元的課程以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Objective: OLE is one of the three components that 

complement the core and elective subjects (including 

Applied Learning courses) for the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工作有關的經驗
Career-related 

Experiences

德育及公民教育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藝術發展

Aesthetic 
Development

體育發展

Physical 
Development

社會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學科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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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科

高中課程簡介：何謂文
學？

一名成功的文學家能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展現自己對
於文學的主觀看法，也能抒發自己的情緒和感觸，有時
也能藉此作家的想法帶給社會與國家不同面貌的省思。



學與教特色：優美浪漫
中國文學科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李白《將進酒》

 － 詩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蘇軾《水調歌頭》

 － 詞

 「枯滕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馬致遠《天淨沙》

 － 曲



學與教特色：抒情動人
中國文學科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到的是田田的葉
子。」朱自清《荷塘月色》

 － 散文

 「夾竹桃是你爸爸種的，戴著它，就像爸爸看見
你上台時一樣！」林海音《城南舊事》

 － 小說

 「讓愛，繼續留在世界精彩!」2018器官捐贈金句

－ 創作



中國文學科

課程評估

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元·劉祁《歸潛志》第七卷



中國文學科

作家的風采

白先勇（崑曲）
余光中
（詩人）

小思
（香港文學）

金庸
(小說)

王貽興
（文學雙年獎）
（節目主持人）



中國文學科

升學就業的出路
文學與各行各業均有關係：

升學：大學中文系優先考慮科目

就業：中文科教師、作家、翻譯
記者、編輯、廣告設計、演藝界

（與創作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行業）

獎項：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文學，可以讓你的夢想，馳騁……

將來，得主會是你嗎？



中國文學科

完

「夢想，其實可以飛更遠！」《長榮航空》

(2018廣告創作金句獎)



中國歷史科

科主任

羅善瓊老師

選科講座

此部分可加插與學科
有關之相片 / 插圖

留白亦可



中國歷史

課程簡介

必修部分 (「歷代發展」)

甲部: 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夏商周

秦漢

魏晉南北朝

隋唐

宋元明清 (至鴉片戰爭爆發前)



乙部: 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二十世紀末



選修部份

共六個單元，供學生按興趣選修

 「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

 「地域與資源運用」

 「時代與知識分子」

 「制度與政治演變」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女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學與教特色

本科不設校本評核

資料分析 (文字、地圖、數據、圖片、漫畫)



課程評估

公開試評核要求

試卷一 設必答題，涵蓋甲、乙兩部，佔40分；
選答題，甲乙部各設3題，分別各選答1題，佔
50分。

試卷二，各單元設3題，學生從所選單元選答
其中兩題，佔50分。

內容 比重 時間

試卷一: 歷代發展，分甲、乙部 70% 2小時15分

試卷二: 歷史專題，設6單元 30% 1小時20分



歷史科

科主任

王傑老師

選科講座



歷史科

課程簡介
二十世紀亞洲史及世界史兩大部份

亞洲史包括：
香港史、中國近現代史、日本史及東南亞史*

討論現代化與蛻變

世界史包括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其
他地區衝突*及國際經濟、社會及文化協作
討論衝突與合作



學與教特色
資料為本

課堂討論

戶外考察



課程評估

公開試評核要求

分為卷一及卷二
卷一為資料題，佔60%

卷二為長題目，佔40%

總結：
認識歷史，鑑古知今
訓練思維，明辨是非



地理科

科主任

周紅寧老師

選科講座



新高中地理必修部分
與我們的自然環境共存
1.機會與風險/Opportunities and Risks
2.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Managing Rivers and Coastal Environments

面對人文環境的轉變
3. 建設一個可持續城市/Building a Sustainable City
4. 轉變中的工業區位/Changing Industrial Location

正視全球性挑戰
5. 對抗饑荒/Combating Famine
6.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Disappearing Green Canopy
7. 全球增溫/Climate Change

地理



新高中地理選修部分
 珠江三角洲地域研習 / 

Regional Study of Zhujiang
(Pearl River) Delta

 動態的地球 / Dynamic Earth

三年合共修讀九個單元

地理



實地考察

西貢地質公園 深井麗都灣

地理



實地考察

元朗工業邨 有機農場

地理



卷一 卷二

比重 75% 25%

考試時間 二小時四十五分 一小時十五分

範圍 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試卷形式 甲: 多項選擇題
乙: 實地考察為本問題
丙: 數據式問題
丁: 短文章式問題

戊: 
數據式問題
己: 
短文章式問題

公開試評核模式
地理



地理
多項選擇題



數據題
地理



短文章式試題
地理





經濟科

科主任

曾麗安老師

選科講座



經濟

課程簡介
本課程的必修部分和選修部分課題如下：



學與教特色
通過本科研習，學生能理解及掌握以下的知識：

經濟學術語和概念，及基本的經濟學理論；

個人和社會所面對的基本經濟問題，及處理有關問題
的不同方法；

影響個人、廠商、機構和政府決定的潛在考慮因素和
原因；

不同經濟界別的相互影響；

香港的經濟及其與內地和世界其他經濟體系的關係。

經濟



學與教特色
學生能發展有關的能力，以致可以：

理解以文字、數字或圖表表達的經濟資訊；

將經濟學知識應用在不同經濟情境中的問題和議
題上；

運用經濟學概念和理論分析資料；

從經濟學的不同觀點對各種資料、論點、建議和
政策作有識見的評價和判斷；

以清楚、合邏輯和合適的形式，就有關經濟的意
念和有識見的判斷與人進行交流。

經濟



課程評估
自2019年本科公開公開試評核要求：

經濟



公開試卷一_選擇題_範例 1 ：
(2016 年文憑試題)

下列哪項會減低某國的失業率？

A. 一些大學畢業生加入勞動人口。

B. 一些工廠搬遷到勞工成本較低的鄰近國家。

C. 一些失業工人放棄了尋找工作。

D. 政府增加失業援助金。

經濟



公開試卷二_問答題_範例 2 ：
(2017 年文憑試題)

小玲在某跨國企業的香港分行工作，她現正考慮其事

業的下一步發展。她有數個選項，其優先次序如下︰

第一選項︰前往一家位於南韓的企業工作

第二選項︰轉職到一家毋須加班工作的本地企業

第三選項︰留在現職企業

解釋在下列情況下，轉職到該毋須加班工作的本地

企業的機會成本是否必然維持不變︰

(a) 假若北韓對南韓的軍事威脅加劇

(b) 假若小玲想享受更多閒暇的時間

經濟



公開試卷二_問答題_範例 3 ：
(2017 年文憑試題)

資產 ($) 負債 ($)

儲備 1 000 存款 3 000

貸款 2 000

(a) 找出法定儲備比率。

(b) 假設銀行借出全部超額儲備，而公眾沒有持
有現金。計算信貸創造後存款的轉變。
列示你的計算。

下表顯示某銀行系統的資產負債表。該
系統的超額儲備是 $250。

經濟



旅遊與款待科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科主任

蘇淑貞老師

選科講座



旅遊與款待科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Introduction 

to Hospitality

Theme Park (主題樂園)

Meeting, Incentives,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MICE)

(會議、獎勵、大型會議及展覽)

Destination Geography

Customer Relations & Services

Trends and issues in the industry



旅遊與款待科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課程簡介 Curriculum



學與教特色 Teaching & Learning
 以中文為主要語言，可用英文詞彙及英文課本輔助

Language: Cantonese supplementary with English



旅遊與款待科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迪士尼款待服務工作坊
Disneyland Hospitality Workshop

參觀酒店
Conrad Hotel

考察活動
Field Trip

小組及個人報告
Individual & Group 

Projects and Presentations



課程評估 HKDSE Assessment

本科並沒有校本評核 (No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公開考試佔整科總分100%，包括兩份試卷 (Two papers)。

題目範圍均涵蓋課程五個必修部份 (5 core parts)

旅遊與款待科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考試部份
Exam Paper

比重
Weighting

(佔總分)

考試時間
Duration

卷一
(Paper 1):

設兩部份，
考生須
回答兩部
份的問題

甲部：選擇題Multiple-choice

(30題)

乙部：資料回應題Data-based      

questions 

此卷設3題 (考生須選其中2題)

(Choose 2 out of 3)

45% 1小時30分鐘
1hour & 30 mins

卷二
(Paper 2):

論述題(Essay type questions)

此卷設5題(考生須選其中3題)

(Choose 3 out of 5)

55% 1小時45分鐘
1 hour & 45 mins



其他
學習經歷

其他學習經歷統籌老師
蘇美琪老師



其他學習經歷是高中課程其中一個組成部份

包括體育發展、藝術發展、德育及公民教育、
社會服務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由學校在上課時間表內提供，及由學生自行
參與校外的學習活動。

目的是促進均衡及全人發展，催化將來終身
學習和發展這些不同範疇的動力

其他學習經歷



每位學生須在高中階段學習規劃自己的
發展目標和具體進程

運用SLP展示個人的學習成長歷程和成就

學生學習概覽內容包括：

校內成績

其他學習經歷

校外的表現/獎項

學生的自述 (例如重點描述印象深刻的學習經歷或為事業

訂立的目標)

學生學習概覽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SLP)



學生學習概覽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SLP)

促進學生反思個人發展的學習工具

一個展示學生個人特質及發展的撮要

作為全人發展的佐證

截至2017年12月為止，除了大學聯合招生辦
法外，有30所非聯招的本地專上院校、102所
內地高等院校及超過190所海外教育機構均接
納「學生學習概覽」作為審視學生全人發展佐
證的參考文件。



真實例子：







家長的角色

鼓勵女兒參加不同類型的活動

提醒女兒要妥善保管校外活動的紀錄或奬項

鼓勵女兒對參與過的活動經歷進行反思



化學科
Chemistry

科主任

曾美月老師

選科講座



化學科 Chemistry

課程簡介 Introduction to Curriculum

以微觀層面 及 化學符號
/計算，解釋化學現象及
事實的基礎科學。

 A basic science that use 

microscopic view and 

symbolic level / 

calculation to explain 

macroscopic 

phenomena. 
符號 / 計算

宏觀現象

微觀粒子
Microscopic View

Macroscopic 
View

Symbolic / Calculation



化學科 Chemistry

實驗 / Expt.

(~33.3%)

模型 / Model

(~5%)

計算 / Calc.

(~23.3%)

繪圖 / Drawing

(~5%)

論述 / Lecture

(~ 33.3%)

課程簡介 Introduction to Curriculum



學與教特色

實驗 / SBA

Expt. / SBA

分組合作
Groupwork

中英語言
Bilingual

化學科 Chemistry



課程評估

評核要求 Assessment：

比重 Percentage組成部份 Composition

公開試
Public 

Exam 卷二：

60%

20%

20%
校本評核：實驗 (中五及中六)

卷一：
Paper 1:

MC、SQ/LQ

SQ/LQ
Paper 2:

SBA：Expt (F5 + F6)

化學科 Chemistry



生物科
Biology

科主任

曾美月老師

選科講座



生物科Biology

課程簡介

必修部分： Compulsorypart:

細胞與生命分子 CellandMoleculesofLife

遺傳與進化GeneticsandEvolution

生物與環境 OrganismsandEnvironment

健康與疾病 HealthandDiseases

選修部分： Electivepart:

人體生理學 HumanPhysiology

應用生態學 AppliedEcology



學與教特色



課程評估
Assessment

部分
Component

比重
Weighting

時間
Duration

公開考試
Publicexamin

ation

卷一考核必修部分的試題
Paper1CompulsoryPart

60% 2.5hour

s

卷二考核選修部分的試題
Paper2ElectivePart

20% 1

hour

校本評核School-basedassessment(SBA) 20%



校本評核SBA
生物科校本評核涵蓋教師就學生於中五和中六期間
的實驗作業表現所作出的評核。學生須完成指定數
目的實驗或探究。
The SBA of Biology covers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practical tasks throughout the S5 and 

S6 school year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erform a 

stipulated number of pieces of practical work / 

investigations. 

探究活動中，學生須設計並進行實驗，展示、詮釋
和討論實驗結果，並從結果 中得出適當的結論。
In investigative work,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design 

and perform investigations; present, interpret and 

discuss their findings; and draw appropriate conclusions.





2017年 DSE

有些白然治療師聲稱，沿著四肢並向看軀幹方向施壓，能改善淋
巴液循環及達至減輕體重的效果。可是，這些治療的成效極具爭
議性。簡述淋巴液如何從血液形成及回流到血液循環系統。就以
上每項聲稱，討論其在科學上的合理性。 (11 分)

2017 DSE

Some natural therapists claim that applying pressure along

one’s limbs toward the body trunk can improve the circulation

of lymph and result in reduced body weight. However, the

effects of this treatment are controversial. Briefly describe how

lymph is formed from blood and returned to the blood

circulatory system. For each of the claims above, discuss

whether it is scientifically valid. (11 marks)



生物科
Biology

科主任

曾美月老師

選科講座



生物科Biology

課程簡介

必修部分： Compulsorypart:

細胞與生命分子 CellandMoleculesofLife

遺傳與進化GeneticsandEvolution

生物與環境 OrganismsandEnvironment

健康與疾病 HealthandDiseases

選修部分： Electivepart:

人體生理學 HumanPhysiology

應用生態學 AppliedEcology



學與教特色



課程評估
Assessment

部分
Component

比重
Weighting

時間
Duration

公開考試
Publicexamin

ation

卷一考核必修部分的試題
Paper1CompulsoryPart

60% 2.5hour

s

卷二考核選修部分的試題
Paper2ElectivePart

20% 1

hour

校本評核School-basedassessment(SBA) 20%



校本評核SBA
生物科校本評核涵蓋教師就學生於中五和中六期間
的實驗作業表現所作出的評核。學生須完成指定數
目的實驗或探究。
The SBA of Biology covers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practical tasks throughout the S5 and 

S6 school year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erform a 

stipulated number of pieces of practical work / 

investigations. 

探究活動中，學生須設計並進行實驗，展示、詮釋
和討論實驗結果，並從結果 中得出適當的結論。
In investigative work,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design 

and perform investigations; present, interpret and 

discuss their findings; and draw appropriate conclusions.





2017年 DSE

有些白然治療師聲稱，沿著四肢並向看軀幹方向施壓，能改善淋
巴液循環及達至減輕體重的效果。可是，這些治療的成效極具爭
議性。簡述淋巴液如何從血液形成及回流到血液循環系統。就以
上每項聲稱，討論其在科學上的合理性。 (11 分)

2017 DSE

Some natural therapists claim that applying pressure along

one’s limbs toward the body trunk can improve the circulation

of lymph and result in reduced body weight. However, the

effects of this treatment are controversial. Briefly describe how

lymph is formed from blood and returned to the blood

circulatory system. For each of the claims above, discuss

whether it is scientifically valid. (11 marks)



物理科
Physics

科主任

李志雄老師

選科講座



物理科 Physics

課程簡介 Introduction to Curriculum
 必修部份

1. 熱和氣體(Heat and Gases)

2. 力和運動(Force and Motion)

3. 波動(Wave)

4. 電和磁(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5. 放射現象和核能(Radioactivity and 
Nuclear  Energy)

 選修部份

1.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Energy and Use of 
Energy)

2. 醫學物理學(Medical Physics)



物理科 Physics

必修部份

1. 熱和氣體

2. 力和運動



物理科 Physics

必修部份
3. 波動

4. 電和磁
5.放射現象和核能



選修部份

1.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2. 醫學物理學

物理科 Physics



評核模式
物理科的公開評核由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兩部分組
成, 概略見下表.

物理科 Physics

組成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試卷一 必修部分 60% 兩小時三十
分鐘

試卷二 選修部分 20% 一小時

校本評核 20%



教材: 以中英文筆記為主，教
科書為輔

一名交通意外的傷者懷疑腦部有內出血。為確
定可能有出血的位置，哪一個醫學成像方法 最
適用 ?

 A.超聲波掃描

 B.內窺鏡

 C.X-射線放射攝影

 D.電腦斷層造影(CT)                DSE 2013

物理科 Physics



數學
延伸部分單元一

Mathematics   M1

科主任

張頌儀老師

選科講座



科目名稱

課程簡介
 基礎知識領域

 二項展式

 指數函數及對數函數

 微積分領域

 求導法及其應用

 積分法及其應用

 統計領域

 進階概率

 二項、幾何及泊松分佈及應用

 正態分佈及其應用

 點及區間估計



學與教特色

數學科成績達70分或以上

可以英文修讀



課程評估

公開試評核要求



課程評估

公開試評核要求



資訊及通訊
科技科

科主任

陳憲華老師

選科講座



課程內容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課程宗旨
必修部分

►資訊處理

►電腦系統基礎

►互聯網及其應用

►基本程序編寫槪念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選修部分 - C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多媒體製作

►網站建構

SBA -20%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舊 新

生活模式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傳統手機

語音文字

信件

實體商店

親身購物

智能手機

多媒體

應用程式

分享資料

電郵
網上社交網絡

文字

即時
通訊/分享

網上商店

網上購物

何時何地工作

無限發展空間

互聯網

多媒體



生活模式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的士

酒店

傳統工廠

Uber

網上出租民宿
(Airbnb)

3D 打印

減少交通擠塞

善用空置樓房

存貨/成本減少

舊 新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夕陽行業

廚師 經紀 基金經理 銀行櫃員 醫生 …….

行業運作形式改變，科技節省/取代人力：

有甚麼工作不須使用電腦？

收銀員 記者 司機 運輸 售貨員 客戶服務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世界頭十大企業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新興行業

未來10年需求最大的10種職業，其中5種與ICT直接有關：
2013勞工統計﹕美國政府

App/軟
件設計師

軟件
工程師

網絡系統
及通訊
分析師

電腦網絡
管理員

資料庫
管理員



就業模式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司機

節目主持

在公司工作

Uber司機

Youtuber

在家工作
(自由工作者)

自動駕駛系統設計

廚師
機械人設計

程式設計

舊 新

印刷工人 電子書製作



就業模式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銀行櫃枱職員

基金經理

程式設計

股票/地產經紀

銷售員

人工智能設計

系統管理

用戶體驗設計

舊 新

客戶服務

交易所買賣基金
程式設計 (ETFs)

人工智能診斷系統

高頻交易系統設計

自主外科機器人
醫生



2010 寶血 CIT: Elby Wong (黃瑋甄)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畢業生升學

2048 
(寶血版)

Indoor Navigation System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 Certificate of Merit in the U-21 RFID Awards 2012

Talent Development Scholarship 才藝發展獎學金

Shopping Wizard Apps (SWAP)

Integrated Restaurant System (IRS)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不了解如何適當運用資訊科技:

107



不清楚電郵/電腦病毒運作: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不理解網絡保安: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升學

創新及多媒體科技

謝謝THANKS

雲端應用程式設計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項目管理 傳訊及新媒體管理

雲端系統及數據中心管理 線上遊戲設計及製作

數碼娛樂-遊戲及動畫 創意廣告設計學

時尚商品展示設計 視聽娛樂科藝

資訊及網絡安全 IP 網絡監控系統技術及應用

網頁設計及開發

互聯網及多媒體科技 產品工程兼市場學

產品分析及工程設計學



視藝科
VISUAL 

ARTS

科主任

黃佩雯老師

選科講座



視藝科

課程簡介
兩個學習範疇

Visual Arts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in Context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Skills

-Values and Attitudes

Visual Arts Making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Skills

-Values and Attitudes



香港陶藝家李慧嫻《唔肥唔瘦啱啱好》

課程內容
評賞:由個人到情境，由觀賞情境到創作情境(Visual Arts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in Context: From self to context, from

context of perception to context of creation)



創作:整合由個人經驗與視覺藝術評賞所建構的知識，導向視覺藝術創作(Visual 
arts making: Integrating knowledge constructed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visual arts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into visual arts making)

繪畫 愛如流水 吳茂瀅陶塑 肥仔誘惑 陸嘉瑜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
考試

考生須選擇卷一或卷二

卷一：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卷二：設計

每一卷均分為兩部分：

甲部 對所提供的藝術作品複製本
作評賞，並以文字表達(10%)

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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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針對主題的藝術作品／評賞研究(四件作
品) (30%)

計劃於中五完成

50%

課程評估



(甲) 描述，分析及比較圖1A和圖1B兩幅作品的形式及表現，並詮
釋及評價兩幅作品。
(乙) 以《遊記》為題，創作一幅畫作。

圖1A) 方召麐，《礬登黃山》，
1987年，水墨設色紙本， 96.5x61.5

厘米。

圖1B) 葛飾北齊(Katsudhika Hokusai)，《富
嶽三十六景—駿州江尻》，1831年，設色
木版畫，26x38.5厘米。(註:富嶽即富士山，
江尻為日本古代

(2014年文憑試第一題)



評賞

描述
分析
詮釋
判斷



創作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va/2014-Sample-VA-Level5-C.pdf



(甲) 描述，分析及比較圖3A和圖3B兩幅作品的形式及表現，並詮
釋及評價兩幅作品。
(乙) 以《一個英雄的悲哀》為題，創作一幅畫作。

圖3A) 詹姆斯. 阿倫(James Allen) ，《陰
謀(七十五年的DC漫畫:編造現代神話的
藝術)》，2012年，挖通書籍，79x58x9

厘米。(註:DC漫畫是美國一家漫畫出版
公司，DC是偵探漫畫(detective comics)的
英文縮寫。

圖3B) 薩詩巴定(Sahibdin) ，《叫醒
鳩姆婆咖哩納)》，1653年，不透明
的水彩紙本，23x39厘米。(註:鳩姆
婆咖哩納為印度古代神話人物。

(2016年文憑試第三題)



Arts Appreciation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va/

2016-Sample-VA-Level5A-E.pdf

Art Work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SBA/HKDSE/2016-Sample-VA-SBA-Level5-C.pdf

用螢光筆標示重點

整理資料,歸納重點

交代與創作的關係

標示資料來源

校本評核(SBA):自定主題(一個主題四件作品)

(一)引發意念—搜集資料



簡介藝術
家特色藝術家名稱, 媒介

資料來
源

簡介藝
術家特
色

比較兩件作
品

轉化(學
習藝術家
我風格)

反思

(二)藝術家參考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SBA/HKDSE/2016-Sample-VA-SBA-Level5-C.pdf

(三)媒介技巧試探



反思和學習

應搜集更多資料以
證明……

應學習更多藝術家
應將藝術家的XX技
巧應用在個人創作
中

做的好的地方:

1.能運用畫家的顏
色技巧
2.能以黑白和鮮艷
顏色的對比表達
人類忽略大自然
3.畫功細緻, 花了
很多時間創作

有待改善的地方:

1.人的動作生硬,

不真實
2.樹太整齊, 不
真實
3.天空只是藍天
白雲,沒有其他
東西

解決辦法:

1.多畫人類動態
2.參考多些樹木的
圖片
3.增加明暗變化, 

令物件更具立體
感

(四)反思



尋覓大排檔
的回憶. 情.

事

細味. 分享人情味

一去不返. 消逝的情懷

吞噬中的排檔

創作人:譚愛詩同學



學與教特色
以學生為本的課程取向

採取開放及具靈活性的課程架構

兼重藝術評賞及藝術創作

重視學習藝術的情境因素

創作不同形式的視覺藝術作品

探究多元文化藝術

校本評核(SBA)佔公開試50%

自主和開放的藝術學習探究過程

學生可以帶任何參考資料應考(字典除外)

要購買畫具及創作的物料($)

自行搜尋及印刷參考資料(時間+$)

參觀展覽和藝術工作坊(時間)

不同媒介的創作(時間)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曾麗安老師

多元升學出路



圖片來源：教育局



圖片來源：教育局

多元出路：



資
歷
架
構

圖片來源：教育局



香港本地多元升學簡介

課程 / 出路 修讀年期

資助學士
香港大學 / 中文大學 / 科技大學 / 城市大學 / 

理工大學 / 浸會大學 / 嶺南大學 / 香港教育大
學

4年

公開大學自資學士 4年

自資學士
教育大學 / 職訓局 / 珠海 / 恆大/ 東華 / 明愛
/ 明德 / 樹仁大學

4年

演藝學院資助學士 4年

最低入學要求

中:3 英:3
數:2 通:2
一或兩個
選修科: 2/3

JUPAS

E-APP

直接申請



課程 / 出路 修讀年期

政府資助副學位課程：
城大 / 理大 /教育大學

1-2年

職訓局高級文憑
( 資助及自資 )

資助：2年
自資：2年

資助及自資副學位 /高級文憑：
白英奇/明愛/城大/恆大/港專/三育/藝術
學院/浸大/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嶺大/聖心
商學院/耀中/中大/教育大學/理大/公大/

東華

1-2年

最低入學要求

中:2 英:2
數:2 通:2
一個選
修科: 2

中:2 數:2
通:2
英:1或以上

基礎課程文憑 1年

JUPAS

E-APP/

直接申請

VTC Web-AS



政府資助 非政府資助(自資)

學士學位課程 $42 100 約 $50 000 - $80 000

副學位課程
(副學士及高級文憑)

$15 040 - $31 575 約$40 000 - $50 000

學費水平 (每年)

備註：由2017/18學年起，政府向修讀香港合資格院校開
辦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本地及非本地自資首年學士學位
及銜接學位課程的合資格學生提供免入息審查資助。
2018/19學年資助額為每年30,800元。







內地升學：

憑文憑試成績報讀內地大學課程。

台灣大學：

本校與台灣大學簽訂合作協議。其中包括逢甲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景文科技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等等，讓在校成績優秀並

獲校長推薦下，較易報讀與本校結盟的台灣大學。

海外升學：

中學文憑成績獲英、美、澳、加拿大等多地大學承認，

同學可憑有關學歷負笈多所海外大學或社區學院。

香港以外地區多元升學簡介



高級文憑和副學士均屬專上教育課程，
同樣隸屬資歷架構下的第四級及具有
獨立的結業資格的資歷，大致相等於
大學學位的二分之一。
畢業生可報讀四年制大學學位課程的
第二或第三年。

高級文憑與副學士的分別



課程 特色

副學士
學位

屬通識性質的內容（例如語文、資
訊科技、通識等）須佔課程至少六
成 。

高級文憑

屬專門性質的內容（例如專修科目、
專業訓練、職業技能等）須佔課程
至少六成 。



副學士學位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其中5科
（包括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
達到第2級或以上的成績
‧每名申請人最多可提交兩個
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報讀課程高級文憑

最低入學要求



本校畢業生的升學表現：

本地大學：
 中文大學：醫學院、理學士、教育學系、工商管理

（榮譽)學士、經濟系、歷史系和通識教育
等學系

 香港大學：文學士、護理學士、教育學院理學士等等
 科技大學：工程學院、理學院
 城市大學：工商管理（榮譽）學士、工業工程及工程管

理學（榮譽）工學士、能源及環境學院工學
士等等

 浸會大學：理學士、文學士、社會科學學士及
工商管理學士等等



本校畢業生的升學表現

 理工大學：化學科技、多媒體設計與科學、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
護理學(榮譽) 理學士學位、醫療化驗科、
電子計算廣泛學科學(榮譽)理學士等

 嶺南大學：工商管理（榮譽）學士、社會科學
(榮譽)學士等

 公開大學：護理學士(精神科)、商業管理學榮譽工
商管理學士、英語教學榮譽教育學士及
英語研究榮譽學士、動畫及視覺特技、
創意寫作及電影藝術等學系

 教育大學：中文教育、幼兒教育及數學教育等學系



本校畢業生的升學表現

 東華學院、香港恆生大學、樹仁大學…等大學

台灣：義守大學、逢甲大學、台灣明道、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等大學

內地：西南大學、廈門大學、華僑大學、武漢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大學。

海外留學：英國、加拿大、美國、澳洲、瑞士、
日本、南韓等地的大學



選科秘笈

1.從興趣出發

2.評估自己的能力是否與興趣相符

3.了解自己的事業傾向，選科是事業計劃的起步點。

4.切忌盲目跟風和投機取考，要量力而為。

5.了解社會需要。

6.宜多參考老師、父母及朋友的意見。

7.小心填寫選科表。



修讀不同科目的出路
- 除了某些特別課程外，( 如報讀港大牙醫、內外全科醫學士
課程，報讀中文大學藥劑學等，必須修讀化學；

報讀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必須修讀化學或生物 ) ，

基本上大部分大學課程對同學的選修科沒有特別要求。

- 但須留意：部分選修科在報讀某些大學課程之計分上有

優勢，給予較大之比重。如城大工學士，在收生計分上，

M1 /化學/物理/ICT之比重為1.5 。

(可參考大學聯招網 https://www.jupas.edu.hk/tc/)

- 其實不少同學讀完大學之後，所做的工種同大學所讀課

程並無直接關係。一般行政工作，要求同學具備大學學歷或

副學士之學歷。所以只要讀得好，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出路。

https://www.jupas.edu.hk/tc/


〈請自行登入本網站瀏覽詳情〉

點擊



應用學習課程



應用學習課程



應用學習課程的目標：

應用學習的目標是透過真實情境，
讓學生從應用和實踐中學習有關
的知識和理論，從而培養他們的
共通能力。與其他學校科目一樣，
應用學習課程對知識、技能和態
度同樣重視。



應用學習課程
應用學習課程由大專院校及專業團體提
供。必須在中四下學期完成申請程序，
將於中五及中六時期修讀。
應用學習的六個學習範疇包括：

1) 創意學習、

2) 媒體及傳意、

3) 商業、管理及法律

4) 服務

5) 應用科學工程

6) 生產



應用學習課程資料

每個應用學習課程的總課時為

180小時。

在一般情況下，課程的修讀期橫跨
中五及中六兩個學年。
供同學申請的應用學習課程均由外
間教育機構提供。
上課時間為星期六上午或下午。



https://334.edb.hkedcity.net/new/tc/index.php詳細資料

〈請自行登入本網站瀏覽詳情〉

https://334.edb.hkedcity.net/new/tc/index.php


若家長或同學對選科需作進一步諮詢，歡迎與

本校升學就業輔導組老師聯絡。

本校升學就業輔導組老師包括：

曾麗安老師、蕭志瑛老師、鍾霖霖老師、汪
蘭瑚老師及何藹欣老師。

本校升學就業輔導組的網頁會適時供有關升學

就業的資訊，家長或同學可以瀏覽。



升中四選科行
政程序提要

曾美月副校長



文憑試容易取得3322的最低大學入學
資格嗎？



蘋果日報 2018年7月11日

今屆一共有59,000人報考文憑試

其中21,463人考獲「33222」或以上成績，
符合入讀資助八大的最低門檻。

供文憑試考生申請的聯招八大資助學士學
額僅約1.3萬個，即平均1.6人爭一席

約8,500名合乎門檻考生未能入讀八大學士
課程

最佳五科考到22分或以上的考生，如果選
科得宜，將有非常大機會經聯招入讀八大。



分別考獲中文科及英文科3級的學生比率

57.2%

53.8%



同時考獲中文科及英文科3級的學生比率

44.2%

21480人



分別考獲數學科及通識科2級的學生比率

82.5%

89.0%



致勝之道
良好學習習慣

 找筆記 (課堂筆記、個人筆記)

 帶齊上課用品

 認真完成課業

 良好分類及整理習慣

學習技巧

 摘錄筆記方法

 記憶方法

善用工具書



2018-19 年度中四級的選科組合 (僅作參考)

選科組合 選修學科 ( 每位中四學生可從以下各組合選讀一科 )

組合一 經濟 中國文學 *化學 旅遊及款待 歷史 *資訊及通
訊科技

組合二 *生物 中國歷史 地理 *物理 視覺藝術 /

班別 數學課程

中四信、望 核心部分* + 延伸部分單元一 *

中四愛、敬 核心部分

註： * 代表學生在該學科可根據自己的英語能力，選擇以
英語學習和應試。



2019-20 年度中四級的選科組合

• 2018 年 11 月學科選科調查

• 參考調查結果，在配合學校資源及校情
下，擬定來年中四選修學科組合

• 2019 年 4 月下旬模擬選科

• 在 2019 年 6 月下旬向中三級學生發出
2019/2020 學年中四選科申請表。



日期 工作項目 目標

26-31/10/2018 統一測驗 (上學期) 學科學習的評估

24/11/2018 派發統測成績報告及
升學選科講座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學習情況，共同規劃
學生將來的學習及工作發展進程

5/12/2018 前 高中學科選修意向調
查 (第一次)

學校參考結果，配合學校資源及校情，
設計中四選修科目組合初稿

11-17/4/2019 統一測驗 (下學期) 學科學習的進一步評估

14/5/2019 前 模擬選科 讓學生了解其學習情況能否獲派心儀選
修科，從而修訂學習計劃

21/5/2019 派發統測成績報告
家長及學生進一步了解學習情況，共同
規劃學生將來的學習及工作發展進程

5-17/6/2019 期終考試

20-27/6/2019 考試解題

27/6/2019 正式選科

注意： 班主任、生活教育課、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及高中各選修學科的相
關老師，不定期及不斷地向每班中三學生提供升學選科的輔導。

主要行政流程



日期 工作項目 目標

2/7/2019 電腦編配選
科

運用教育局提供的升高中選科電腦軟件初步處理學
位分派

2/7/2018 中三升中四
編班會議

運用教育局提供的升高中選科電腦軟件初步處理學
位分派，再由各科主任審議及調配，以確保每位升
高中學生能公平、公正及合理地獲配選修學科

8/7/2018 結業禮 發放編班及獲分配選科結果

暑假期間 銜接班 部分科目在暑期中開設中三升中四銜接班。



注意事項

請家長與子女在作出最終選科前作充份
溝通

請準時 遞交選科表

選科期完結後不接受 任何理由申請改動



教育局SOP軟件



處理機制

1. 按照學生期終平均分的級名次及

學生選科意願 的數據

2. 因應下學年中四各選修科目收生人數

3. 利用教育局SOP軟件進行正式選修

學科編配



選科策略









答問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