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中三選科講座
教務組

15/10/2021



家長晚會環節
6:30- 6:40 家長及學生簽到

6:40- 6:50 校長致歡迎辭

6:50-7:15 高中學制及選修安排

7:15-7:45 預備踏上高中路 - 如何和子女一起做
足心理準備

7:45-8:00 中五同學分享

8:00-8:10 問答環節



中學文憑試(HKDSE)

5** : 5等數目的最佳考生(10%)
5*  : 5等數目的其次考生(30%)

合格

語文科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DSE21_Press_Release_Chinese.pdf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DSE21_Press_Release_Chinese.pdf


高中課程架構
• 核心科目(佔課時50%)

(中文、英文、數學、公民與社會發展)

• 選修科目(佔課時35%-40%)

• 其他學習經歷(佔課時10%-15%)

(體育，德育及公民教育，生涯規劃教育)



公民與社會發展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保持科目為必修必考

• 公開考試只設「達標」與「不達標」，釋放考
試壓力

• 重整及刪減課程內容，包括課時，大約是原有
內容的一半，釋放空間予學生學習

• 不設「獨立專題探究」，減輕師生工作量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提供內地考察機會，讓學生親身認識國情和國
家發展

• 主題一:「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 主題二: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 主題三:互聯相依的 當代世界



必修科最低要求

中國語文(3) 文憑試考獲3等或以上
英國語文(3) 文憑試考獲3等或以上
數學(2) 文憑試考獲2等或以上
公民與社會發展(A) 文憑試考獲達標(Attained)成績







選修科

本校自2021學年中四開始，

所有同學須修讀三個選修科



大部分課程計算 4C+2X, Best 5 及 Best 6



選修科
生物 (BIO)

化學 (CHEM)

物理 (PHY)

中史 (C.HIST)

倫理與宗教 (ERS)

地理 (GEOG)

歷史 (HIST)

旅遊與款待 (TH)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BAFS)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HMSC)
中國文學 (C. LIT)
經濟 (ECON)
視覺藝術 (VA)
單元一M1(微積分與統計)
單元二M2(代數與微積分)



高中科目及初中不同

校本評核
(School-Based Assessment)



校本評核佔分 公開試佔分

中國語文 15% 85%

英國語文 15% 85%

生物 20% 80%

化學 20% 80%

中國文學 15% 85%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20% 80%

物理 20% 80%

視覺藝術 50% 50%



選修科與大學入學的關係

必須修讀/優先考慮/

額外計分比重



http://www.student.hk/site/?q=e_book/1922/4404



• http://www.student.hk/site/?q=e_book/1922/4404



善德的高中課程



中四級課程結構



科學教育 1.生物 (BIO)

2.化學 (CHEM)

3.物理 (PHY)

個人、
社會及
人文

4.中史 (C.HIST)

5.經濟 (ECON)

6.倫理與宗教 (ERS)

7.地理 (GEOG)

8.歷史 (HIST)

9.旅遊與款待 (TH)

科技 10.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BAFS)

11.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HMSC)

中國語文 12.中國文學 (C. LIT)

藝術 13.視覺藝術 (VA)

數學延伸單元 14. 單元一M1(微積分與統計)

15. 單元二M2(代數與微積分)

共13科+2
個數學延
伸單元



選修科組合

• 新高中自2009年推行至今超過10年。

• 自2013年起至今，亦大致沿用相同選修科
組合。

• 有必要提供一個穏定的選修科組合，讓學
生、家長和教師及早了解高中選修科目的
安排。



X1 CHEM CHIST# ECON GEOG TH# M2

X2 BAFS BIO C LIT# ERS# HIST PHY

X3 BAFS BIO CHEM HMSC# VA# M1

分三組，X1、X2及X3，每組選一科

本年度中四選科組合(來年組合將於下學期5月公佈)



X1 CHEM CHIST# ECON GEOG TH# M2

X2 BAFS BIO C LIT# ERS# HIST PHY

X3 BAFS BIO CHEM HMSC# VA# M1

分三組，X1、X2及X3，每組選一科

本年度中四選科組合(來年組合將於下學期5月公佈)

選一科



X1 CHEM CHIST# ECON GEOG TH# M2

X2 BAFS BIO C LIT# ERS# HIST PHY

X3 BAFS BIO CHEM HMSC# VA# M1

分三組，X1、X2及X3，每組選一科

本年度中四選科組合(來年組合將於下學期5月公佈)



X1 CHEM CHIST# ECON GEOG TH# M2

X2 BAFS BIO C LIT# ERS# HIST PHY

X3 BAFS BIO CHEM HMSC# VA# M1

分三組，X1、X2及X3，每組選一科

本年度中四選科組合(來年組合將於下學期5月公佈)



特別處理科目
旅遊與款待科及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若選修人數超過規定上限，將先考慮名次為全級
人數一半以後的同學



本校選科計分原則

以全年總平均分為選科次序

選第一志願會否優先? 不會

2020-2021年度，超過90%同學獲派第一志願。



科目人數
•暫訂開設 科選修科，每組上限 人，最少
修讀人數最少為 人( 132 x5%)。選擇只有
人選修科目的學生必須承諾不會退修。

•生物，化學及企業會計財務科，開設兩組。



第一階段：模擬選科 ( 5 月進行)

• 5月進行

• 同學須填寫30個選修科意願組合

• 暫時以學生在上學期考試成績為分配次序。

• 結果將於5月底公布。



第二階段：正式選科 ( 6 月進行)

• 6月底進行

• 同學須填寫30個選修科意願組合

• 以學生在全年總成績為分配次序。

• 結果將於7月中公布。



問題一
• 問 : 中三的全年總名次是怎樣計算的? 

• 答 : 以上學期的總分加下學期的總分而排列，
上學期佔百分之四十，下學期佔百分之六十。



問題二
• 問 : 在中四、中五及中六可以隨時改變正在修
讀的科目嗎? 

• 答 : 由於課程由連貫性，不可轉修。



問題三
• 問 : 可否退修? 

• 答 : 中四階段不可以。至於中五及中六，因應
大學院校收生要求、學生的能力及老師對學生
的評估而決定是否讓學生退修一科。







乙類科目: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

• 兩年制的課程 學生可以在中四及中五或中五及
中六時修讀此課程

• 學生可根據其興趣、志向和能力，修讀最多一
個應用學習課程作為選修科目。此課程之學習
範疇包括「應用科學」、「商業、管理及法
律」、「創意學習」、「工程及生產」、「媒
體及傳意」、「服務」及「職業英語」。



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
• 學生將會於課餘時間，在校外修讀此課程。

• 在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方 面，部份院校、學院或
課程會以應用學習科目作為選修科目、給予額
外分數或作為額外的輔助資料。

• 有關個別課程之內容、課程提供機構等資料，
請參考以下網址 : 
http://www.edb.gov.hk/apl



丙類科目：其他語言(日文)
• 聯校課程

• 學習語言、文化和習俗

• 為日後進修及多元發展
作準備



丙類科目：其他語言(日文)

• 課餘時間，

• 在校外修讀此課程

• (多數是星期六，

• 每次3小時)



丙類科目：其他語言(日文)
• 提早於文憑試前開考

• 10月至11月

(中六上學期)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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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科日程
10月 第一次家長會

1月 上學期考試

3月 科目介紹
第二次家長會

4月 學兄學姐分享

5月 模擬選科

6月 正式選科

7月 公佈結果



第二次中三家長晚會

3月25 日(星期五)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