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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中四級課程明細表 (p.5)  

4A 4B 4C 4D 4E 課節 

必修科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7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8+1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7 

通識分3組 通識 通識 通識 5+1 

選修科 

地理、歷史、化學、科技與生活、經濟、視覺藝術 

4+1 
生物、旅遊與款待、物理、企會財、中史、資訊及通訊

科技 

其他學
習經歷 

宗教 宗教 宗教 宗教 宗教 1 

體育 體育 體育 體育 體育 2 

全方位/ M1 1+1(連堂) 



選修一 

地  理 

歷  史 

化  學 

科技與生活 

經  濟 

視覺藝術 

 

選修二 

生  物 

旅遊與款待 

物  理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中國歷史 

資訊及通訊科技 

 

 SS1(高中一) 



 修讀 4+2X 

 不會有應用學習供修讀 

 有數學延伸單元一 (M1) 供修讀 

 修讀 4+2X  

 可以選擇修讀應用學習 

 有數學延伸單元一 (M1) 供修讀 

 

 高中一至高中三的 

校本安排 

SS1(高中一) 

SS2(高中二)及 
SS3(高中三) 



  大學對四個核心科目的 
      最低成績要求 

中國語文－第３級 

英國語文－第３級 

數學  －第２級 

通識教育－第２級 



大學計分詳情 

不同學系對不同 X 有不同比重 

以科大為例： 
 http://join.ust.hk/local/jupas/apply_jupas_entry_subject.html 

 

 2014 DSE公開試學生成績資料 (摘自考評局)：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HKDSE_R
esults_20140713_ENG_FULL.pdf 

等級 5** 5* 5 4 3 2 1 U 

計分 7 6 5 4 3 2 1 0 

http://join.ust.hk/local/jupas/apply_jupas_entry_subject.html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HKDSE_Results_20140713_ENG_FULL.pdf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PR/HKDSE_Results_20140713_ENG_FULL.pdf


 修讀時間為高中二至高中三。 

 

 教育局會提供導引課程(TASTER)予
高中一同學。 

 

 成績分為「不達標」、「達標」、
、「達標並表現優異I」及「達標
並表現優異II」。 

 

 「達標並表現優異」的成績將被評
定為相等於香港中學文憑科目水平
參照成績匯報第三級或以上。 

應用學習(pp.73-75) 



總結八大院校基本入學要求 (pp.34-59) 

院校 一般入學要求 應用學習認受性 

香港大學 3322+2X(3) 
「達標並表現優異」作額外

輔助資料 

科技大學 3322+2X(3)(M1) 
「達標並表現優異」作額外

輔助資料 

中文大學 3322+2X(3) (M1)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部份) 

城市大學 3322+2X(3) 作額外輔助資料 



總結八大院校基本入學要求 

院校 一般入學要求 應用學習認受性 

理工大學 3322+1X(2)(M1)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相關) 

浸會大學 
3322+1X(2)(M1) 

(理學院)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視覺藝術課程) ／ 

作額外輔助資料(體育) 

教育學院 3322+1X(2)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嶺南大學 3322+1X(2) 作額外輔助資料 



自資院校 
選科指
南頁數 院校 一般入學要求 應用學習認受性 

p.61 香港公開大學 3322+1X(2)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p.62 香港樹仁大學 3322+1或2X(2) 視為附加資料 

p.63 珠海學院 3322+1X(2) 
相關科目取得「達標」及「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p.64 恆生管理學院 3322+1X(2) 
參與校長推薦計劃者將作額
外輔助資料 



自資院校 

選科指
南頁數 院校 

一般入學要
求 

應用學習認受性 

p.65 香港演藝學院 
3322+1X(2) 

為佳 

「達標並表現優異」視為X 
一科應用學習科達標並表現優異
（須符合個別學院要求） 

p.66 東華學院 3322+1X(2) 
取得「達標」或「達標並
表現優異」視為X 

p.67 明愛專上學院 
3322+兩科選

修科目的成績作
附加分數考慮 

取得「達標」及「達標並
表現優異」視為X 



自資院校 

選科指
南頁數 院校 

一般入學要
求 

應用學習認受性 

p.69 
香港能仁專上
學院 

3322+1X(2) 
取得「達標」或「達標並
表現優異」視為X 

p.70 
宏恩基督教學
院 

3322+1X(2) 不作考慮 

p.71 
香港專業進修
學校 

3322+1X(2) 成績會作個別考慮 



完成HKDSE課程後的升學途徑 (PP.79-81) 

 

 



2014年： 五科取得2級或以上   49 460人  (72.3%)  



副學位課程sub-degree 
program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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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學士 高級文憑 

課程目標 著重教授通識及專科
基礎知識，以便將來
銜接大學課程 

歷史悠久，強調專業導
向的培訓，建立專業的
試基礎 

內容設計 由博而專，通識教育
與專科知識並重 

實用性強，較注重專業
知識與職業技能的培訓 

修讀年期 一般為兩年 兩年或三年 

學歷資格 兩者基本相同，畢業後可銜接大學 



入學要求： 任何三科2 級（如未
包括英文，英文科成績須達第1級） 

科目： 應用科學、 商業服務、 社
會服務、 電腦、 設計、 工程、 
酒店款待。 



養和醫院、浸會醫院、聖德肋撒醫院、東
區醫院、葛量洪醫院、聯合醫院、威爾斯
親王醫院、社會福利署 

DSE成績2級或以上，其中包括中、英、數
及2個選修科，修生物科優先 

學費40,000（2年）；大部分有資助； 

養和醫院甚至有生活津貼， 並與理工大學
合辦學位課程。 

 



伊利沙伯醫院、明愛醫院、屯門醫
院 

3,3,2,2,2及任何一科理科2級
（生物、化學、物理）或以上； 

每年28,000元（共3年課程） 
 



第一級：證書 

第二級：證書 

第三級：文憑 

第四級：高級文憑、副學士 

第五級：學士 

第六級：碩士、深造證書、深造文憑 

第七級：博士 



其他出路選擇 

職業訓練局 
 有興趣的同學可於講座完畢領取申請表及直接向劉偉

明主任(G3室)查詢。 

 

直資中學(包括高中學校) 
 http://www.schooland.hk/ss/direct-subsidy  

 http://www.eduplus.com.hk/edukids/secondary_expenses.jsp 

 http://www.hkexam.com/modules/secondary/index.php?pa=Adsview&cid=101&type=D 

 即將派發的4月至5月份橋樑會闡釋申請方法。 

http://www.vtc.edu.hk/yc/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10&langno=2&inMode=1&txtEngName=&txtChiName=&txtSchNo=&txtSchRegNo=&selSession=3&selGender=3&selRegion=all&selDistrict=all&selLevel=3&selFinType=7&txtSchAddress=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10&langno=2&inMode=1&txtEngName=&txtChiName=&txtSchNo=&txtSchRegNo=&selSession=3&selGender=3&selRegion=all&selDistrict=all&selLevel=3&selFinType=7&txtSchAddress=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10&langno=2&inMode=1&txtEngName=&txtChiName=&txtSchNo=&txtSchRegNo=&selSession=3&selGender=3&selRegion=all&selDistrict=all&selLevel=3&selFinType=7&txtSchAddress=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10&langno=2&inMode=1&txtEngName=&txtChiName=&txtSchNo=&txtSchRegNo=&selSession=3&selGender=3&selRegion=all&selDistrict=all&selLevel=3&selFinType=7&txtSchAddress=
http://www.schooland.hk/ss/direct-subsidy
http://www.schooland.hk/ss/direct-subsidy
http://www.schooland.hk/ss/direct-subsidy
http://www.eduplus.com.hk/edukids/secondary_expenses.jsp
http://www.hkexam.com/modules/secondary/index.php?pa=Adsview&cid=101&type=D


 



選科的六大原則 pp.28-29 

   能力 

   興趣 

   志向 

   參考別人意見 

   避免性別歧視與跟風 

    環境因素 

 



如何協助子女選科 - "三得" + "三不" 政策 

 

 

1. "得" 了解子女的興趣及潛能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興趣及潛能，讓其好好發揮，將來或可成為專才。家長應
耐心與子女傾談，了解其興趣及發掘其潛能。 

2. "得" 了解子女的志向、目標及將來理想的職業 

有些同學可已立定志向，但沒有告訴家長，這或許是因為不知父母會否贊成
及怕自己力有不逮。若家長能主動去了解子女的目標，與他們討論，相信對
子女有莫大幫助。 

3. "得" 了解子女的能力 

要明白子女在某些學科會有較好或較差的成績，故家長應與子女共同分析其
長處或短處。 

Source ： 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career/s4c.htm#1 

家
長
如
何
協
助
子
女
選
科
？ 

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career/s4c.htm
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career/s4c.htm
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career/s4c.htm
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career/s4c.htm


如何協助子女選科 - "三得" + "三不" 政策 

 

 

Source ： 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career/s4c.htm#1 

1. "不" 要把自己的意願及對子女的期望強加在子女身上 

這樣不單會對子女的選科構成壓力，亦會影響他們將來升讀中四的表現。
家長在給予子女意見及替其分析的同時，亦宜留意應讓子女學習自己去作
決定，畢竟家長是不能一世替子女做決定的。 

2. "不" 要以為某些科出路特別好，某些科特別差 

其實，文理科各科要求的技能不同，出路各異，不應如此比較。家長應就
子女的興趣、能力和潛質考慮，不應人云亦云地去選擇。 

3. "不" 要一味指斥子女的學業能力 

倘若子女未能入讀所選取的學科，應鼓勵他們切勿灰心氣餒，也不要懷疑
自己的能力，以致影響學習情緒，相反應嘗試從修讀學科中發掘自己的潛
能。 

家
長
如
何
協
助
子
女
選
科
？ 

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career/s4c.htm
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career/s4c.htm
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career/s4c.htm
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career/s4c.htm


家長  如何協助子女選擇合適出路？ 

吳寶城（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 

 

http://student.hk/s4_subject_choice/curriculum/

003.php 

 

 

 

 

http://student.hk/s4_subject_choice/curriculum/003.php
http://student.hk/s4_subject_choice/curriculum/003.php


選科時可參考… (了解自己及主動了解) 
 1. 了解本校高中課程及選科安排， 以及各選修科的基本資料 (手冊 pp.6-27) 

 

 2. 向老師查詢，以及借閱相關課程大綱及past papers 

 

 3. 向家長或其他長輩賜教、查詢及交流，但前設是要將自己的想法坦白交待， 
令他們更了解你的意向 

 

 4. 選科時同時思考自己將來的工作期望，可嘗試從一些性格及職業性向測驗增
加對自己的了解 

 職業性向測驗  /  你係乜型人? 

 

 5. 主動上網 及閱讀相關資料  

 http://334.edb.hkedcity.net/assessment.php 

 

 6. 衡量從以上得來的資料及資訊，然後作出最後決定 

http://www.pooito.edu.hk/~hse/CQ100.htm
http://www.npc.edu.hk/~careers/career_education.html
http://www.npc.edu.hk/~careers/career_education.html
http://334.edb.hkedcity.net/assessment.php


學生  如何選擇合適出路？ 

 
中三選科  
 
 
發掘自己選科方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9MQSFPXHAY&NOHTML5
=FALSE 
 
 
新高中介紹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XVXJXQ1IW 
 
核心科目 (CORE)  +  選修科目 (X)   +  其他學習經歷 (OLE) 
 

 
中三選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8JFLG1B8UW&NOHTM
L5=FAL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9mqSFPXhaY&nohtml5=Fal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9mqSFPXhaY&nohtml5=Fal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xVXjXQ1I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8jFlg1B8uw&nohtml5=Fal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8jFlg1B8uw&nohtml5=False


高中選科策略 
 新高中學制為學生帶來完全不同的學習經驗，這主要表現在兩

個方面：其一是公開試由二變一，其二是選科組合不再限於文
、理、商分流。 

 作為三年高中課程的總結，以及升讀大學前的考核，中學文憑
試顯然十分重要。學生應考的科目及其成績，直接影響升學的
機會和選擇，高中選科因而可說是升讀大學的前哨戰。然而，
新高中科目的選擇比以往更富彈性，學生和家長選科時的難度
亦相應增加。因是之故， 際此選科時機， 掌握各方資訊， 綜
合分析敵我形勢， 才是謀劃升學出路， 規劃前程的妙計良方
。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高中選科亦離不開這兩方面。 

 http://student.hk/s4_subject_choice/curriculum/002.php 

 

 

列豪章（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 

http://student.hk/s4_subject_choice/curriculum/002.php
http://student.hk/s4_subject_choice/curriculum/002.php


我適合讀哪科？ 

 

性格測驗(MBIT) 

http://www.hktayy3.edu.hk/CustomPage/78/%E6%80%A7%E5%90%9
1%E6%B8%AC%E9%A9%97/RIASEC%E8%88%87%E9%AB%98%E4
%B8%AD%E9%81%B8%E7%A7%91.pdf 

http://www.hktayy3.edu.hk/Cu
stomPage/78/f6apt.html  

http://yen2.hkfyg.or
g.hk/yen2009/lifepla
nning/Research/Html
/test2.php  

http://www.hktayy3.edu.hk/CustomPage/78/%E6%80%A7%E5%90%91%E6%B8%AC%E9%A9%97/RIASEC%E8%88%87%E9%AB%98%E4%B8%AD%E9%81%B8%E7%A7%91.pdf
http://www.hktayy3.edu.hk/CustomPage/78/%E6%80%A7%E5%90%91%E6%B8%AC%E9%A9%97/RIASEC%E8%88%87%E9%AB%98%E4%B8%AD%E9%81%B8%E7%A7%91.pdf
http://www.hktayy3.edu.hk/CustomPage/78/%E6%80%A7%E5%90%91%E6%B8%AC%E9%A9%97/RIASEC%E8%88%87%E9%AB%98%E4%B8%AD%E9%81%B8%E7%A7%91.pdf
http://www.hktayy3.edu.hk/CustomPage/78/f6apt.html
http://www.hktayy3.edu.hk/CustomPage/78/f6apt.html
http://yen2.hkfyg.org.hk/yen2009/lifeplanning/Research/Html/test2.php
http://yen2.hkfyg.org.hk/yen2009/lifeplanning/Research/Html/test2.php
http://yen2.hkfyg.org.hk/yen2009/lifeplanning/Research/Html/test2.php
http://yen2.hkfyg.org.hk/yen2009/lifeplanning/Research/Html/test2.php


選科知多少？  工作紙 

 http://www.stteresa.edu.hk/doc/F3/F4/%E9%81%B8%E7%
A7%91%E5%B7%A5%E4%BD%9C%E7%B4%991,2,3%E
5%8F%8A%E5%85%B6%E7%AD%94%E6%A1%88.pdf 

 

http://www.stteresa.edu.hk/doc/F3/F4/%E9%81%B8%E7%A7%91%E5%B7%A5%E4%BD%9C%E7%B4%991,2,3%E5%8F%8A%E5%85%B6%E7%AD%94%E6%A1%88.pdf
http://www.stteresa.edu.hk/doc/F3/F4/%E9%81%B8%E7%A7%91%E5%B7%A5%E4%BD%9C%E7%B4%991,2,3%E5%8F%8A%E5%85%B6%E7%AD%94%E6%A1%88.pdf
http://www.stteresa.edu.hk/doc/F3/F4/%E9%81%B8%E7%A7%91%E5%B7%A5%E4%BD%9C%E7%B4%991,2,3%E5%8F%8A%E5%85%B6%E7%AD%94%E6%A1%88.pdf


選修科目對未來 

升學/就業的關係及幫助 
 

 









經濟科 

 可報讀大學及大專院校之商管、市場學、國際貿易金
融、法律和社會科學等課程。 

 

 可從事的行業：與選修企會財相類 

 畢業後可從事經濟分析、銀行或工商界行政主任、教
育界、財務經理、金融機構投資顧問等。 



科技與生活科 

1. 商業- 例如：經理、採購員 

2. 食品行業 – 例如：管理人員、研究員、產品開
發員 

3. 健康行業 – 例如：營養師、營養學家 

4.  教育事業 – 例如：教師、食品科學家 

5.  繼續升學 – 例如： 

-食物及營養科學學位課程(香港大學) 

-食物科學及科技副學位課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師資培訓(香港教育學院) 

 



旅遊與款待科 

進修 

香港中文大學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 

香港理工大學 酒店管理、旅遊管理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康樂及旅遊管理副學
士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旅遊管理副學士 

職業發展 

酒店業、旅遊業、餐飲業、展覽業、零售業
、保險業 

 

 



數學(延伸部分:微積分與統計) 

 有助修讀各大專院校之財務、危機管理、精算學、工
程、電腦、物理、數學及統計學等課程。 

 

 提供微積分與統計的直觀概念、技能及工具，為深造
及就業作準備。 

 

 可從事不同與數學相關的行業，例如精算、金融分析
等。 

 



視覺藝術科 

 有利繼續深造各大學大專院校之視覺藝術設計課程及
職訓局開辦的部份課程(例如:珠寶設計、時裝設計、
玩具設計及室內設計等)。 

 

 對從事創意行業有幫助，如資訊科技、印刷業及各種
傳媒。另亦有助專門行業如平面設計、珠寶設計、時
裝設計、室內設計、產品設計、舞台設計等。 



中國歷史科 

 培養解難、內省、批判及創意思維等技能。 

 提升組織及表達能力。 

 提升處理日常生活事務及參與社會決策的能力。 

 可從事的行業十分廣泛，例如教育界、文化界、傳播界
、政界、工商界（如中國貿易）和博物館等工作，甚至
一般的行政工作皆適合。 



地理科 

 可投身那些需要全球視野、環境意識和空間區域觀感
的職業，當中最常見的職業包括城市和運輸規劃、物
流管理、建築、土力工程、測繪、資源和環境管理、
旅遊和閒暇管理等。 



歷史科 

可報讀各大學之歷史系、社會學系、政治學
系、翻譯學系及傳理系等。 

  本科對所有要求獨立判斷能力，分析能力的
工作均能提供基礎訓練。 

  較為專業的，可於博物館及古物古蹟辦事處
擔任助理館長一職，同學亦可投考政府部門
的各政務及行政工作、報館編輯工作、電視
台任記者工作；亦適合投身商界及從事教育
行業。 



物理科 

 大學及大專學院校之理科學系、工程學系及醫科等，
都會考慮物理科的成績作為入學標準。 

  可從事的行業：科學家、工程師、教師、天文台科
學主任、科研中心技術人員等。 



化學科 

 大學某些科目，如中、西醫學、藥劑學、牙醫學、化
學、生物化學、食品及營養科學、醫療科學等，均須
要求考生選修化學科。 

 畢業後可從事與科學、科技、環境保護、化驗等相關
工作，亦可從事商界、工業生產及政府公務工作。 



生物科 

 可報讀生物學、人類學、動植學、微生物學、生物科
技、生態環境學、醫學、牙醫學、藥劑系、營養學、
食品科學、護理學、視光學、職業治療學等課程。 

  畢業後可從事醫藥護理、環境管理、食物衛生、食
品工業、科學研究、教育、化驗等工作，亦可從事商
界及政府公務工作。 



資訊及通訊科技 

 為學生日後投入社會工作，或是繼續進修資訊及通訊
科技相關的課程奠下良好的基礎。 

 可從事的行業：電腦操作員、電腦程式編寫員、電腦
工程師、網絡管理員、電腦培訓員、電腦維修員、系
統分析員，電腦儀器推銷員。事實上，現在很多寫字
樓的工作，都要求應徵者懂得使用電腦。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培育企業家精神，讓學生在高中掌握商業的知識及技
能。 

 有助升讀工商管理、會計、財務、資訊系統等學士學
位及副學位。 

 可選擇投身商界，擔當不同的職位，例如核數師、會
計師、財務分析員、財務策劃師及市場研究員等。 



選科 - 自我建構及總結 

 我清楚各科的組合及所需的能力嗎？ 

 

 我最喜歡哪類科目？如何衡量自己的興趣？我的興趣是跟
成績掛鉤，還是受了老師及同輩的影響？ 

 

 我的能力會否偏向某一類科目呢？哪些科目成績較佳？哪
些科目則力不從心？ 

 

 我將會選的科目與未來升學就業的關係如何呢？ 

 

 需考慮父母的期望及家庭的經濟負擔嗎？ 
   

 我的中三校內成績可否確保成功修讀自己喜歡的科目嗎？ 





 



 



 



如何填寫選科意願表？ 

選科意願表 

選科表1516 (110416).pdf


如何填寫選科意願表？ 

選修一組 次序(1至6) 選修二組 次序(1至6) 

地理 1 生物 2 

歷史 3 旅遊與款待 3 

化學 4 物理 1 

科技與生活 6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4 

經濟 2 中國歷史 5 

視覺藝術 5 資訊及通訊科技 6 

*各科學額：20 ± 5人 

示例： “1”代表最期望獲編配的科目，如此類推。 



選科意願表遞交日程 
學生須於5月20日或之前交班主任老師。 

 

請班主任老師於5月23日或之前把集齊的選
科意願表順班號連同人名單交馬威雄副校
長。 

 



發問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