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數學延伸單元二(M2) 

1. 課程內容：代數及微積分 

基礎知識領域 

根式、數學歸納法、二項式定理、續三角函數、e的簡介 

微積分領域 

極限和求導法： 極限、求導法、求導法的應用 

積分法： 不定積分法、定積分法、定積分的應用 

代數領域 

矩陳及線性方程組： 行列式、矩陣、線性方程組 

向量： 向量的簡介、純量與向量積、向量的應用、 

進階學習單位 

探索與研究 

 

2. 考試模式： 

部份 比重 考試時限 

公開考試 傳統題 100% 2 小時 30 分鐘 

本單元只考一試卷，時間為兩小時三十分鐘。本卷分為兩部份，全部題目均須作答。甲部(佔

50 分)  包括八題至十二題短題目。乙部(佔 50 分)  包括三題至五題長題目。 

 

3. 考核內容：包括必修部份和中一至中三數學科課程中基礎部份及非基礎部份的知識。 

 

4. 修讀要求： 

- 對數學有興趣及信心、想更深入了解不同數學課題 、解難方面有鍥而不捨的精神、修讀理學或

工程學的必修科 

- 喜歡數學、數學科成績 70 分或以上 

- 修讀學會被編入 4B 班 

 

5.    選科優勢  

- 課程入學的附帶要求必須要修讀數學科延伸單元，如：工程科、理科、經濟科等 

- 部份學院會優先考慮有修讀數學科延伸單元的考生，如：科技大學。 

- 在核心科目及兩個選修科目外，修讀數學科延伸單元會令學生將來選升大專課程更具競爭力。 

- 受教資會資助院校對數學科的入學要求 （截至 2017 年 7 月 14 日資料），可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ma/u.pdf 

 

 

 

 



生物科 

1. 課程範圍： 

必修部分 

I. 細胞與生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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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遺傳與進化 

a. 基礎遺傳學  

b. 分子遺傳學 

c. 生物多樣性和進化 

III. 生物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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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健康與疾病 

a. 個人健康  

b. 疾病 

c. 身體的防禦機制 

選修部分 

單元 1 

人體生理學:調節與控制 

a. 水份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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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 2 

應用生態學 

a. 人類對環境的影響  

b. 污染控制 

c. 保育  

d. 可持續發展 

 

2. 課程要求︰ 

明白及掌握概念，背記生物科用語，掌握實驗技巧，理解及分析題目要求，熟悉答題技巧。 

 

3. DSE 評核模式 

組成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考核必修部分的試題 60% 2 小時 30 分鐘 

卷二 ：考核選修部分的試題 20% 1 小時 

校本評核 SBA 20% 
2 年內，於校內進行實驗有關作業和

非實驗有關作業 

 



化學科 

1. 課程範圍： 

中四 中五 中六 (選修部分) 

地球       (中三級) 化石燃料和碳化合物 工業化學 

微觀世界 I  (中三級) 碳化合物的化學 物料化學 

金屬       (中三級) 化學反應和能量 分析化學 

酸和鹽基 反應速率  

氧化還原反應、化學電池和電解 化學平衡  

微觀世界 II 化學世界中的規律  

 

2. 其他活動： 

課程實驗 (例： 測試「醋」中酸的濃度) 

校外參觀 (例：「化學與生活」、昂坪污水處理廠、IVE、VTC) 

校外比賽 (例：澳洲國家化學測試、化學安全物品海報 / 短片設計比賽、化學奧林匹克) 

 

3. DSE 評核模式： 

組成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試卷一 

(中四、五必修部分) 

60% 2 小時 30 分鐘 

試卷二 

(中六選修部分) 

20% 1 小時 

校本評核 SBA 

(只須呈交校內有關實驗的分數) 

20% 2 年內 

6-8 個實驗時間 

 

4. 與化學科有關的工作/出路/方向的例子： 

-醫護人員、健康及公共衞生; 化驗師 / 實驗室硏究員 / 技術人員;  

-環境工程 (e.g. 材料建築、污水處理) 

-食品檢驗 / 監管 

-化妝美容 

-電子科技 (e.g. iPhone 零件電鍍) 

-教育 

 

5. 入讀高中化學科選修要求： 

本科平均成績達 60 分或以上；數學科合格；好奇心；願意去努力、繼續去嘗試！ 

(CHEM-is-TRY ！） 

 

  



中國歷史科 

1. 中四及中五級課程 

甲部課程 -- 1 西周封建 2 春秋戰國政治社會變遷  3 春秋戰國學術思想 4 秦始皇治國措施  5 漢

武帝治國政策  6 王莽篡漢  7 東漢戚宦紛爭  8 北朝漢胡融合及孝文帝漢化改革  9 南朝士族與寒

門  10 宋代強幹弱枝政策  11 元朝行省制度  12 明太祖及明成祖統治政策 13 康熙及雍正統治措

施  14 清朝民族政策 （漢/回/藏/蒙/西南地區） 

 

乙部課程 -- 1 鴉片戰爭 2 英法聯軍之役  3 洋務運動 4 甲午戰爭 5 百日維新（戊戌變法）6義和

團及八國聯軍之役  7 辛亥革命 8 民國初年政局（袁世凱弄權/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護國之役/護

法運動）9五四運動  10 第一次國共合作  11 日本侵略中國及第二次國共合作 12 抗日戰爭 13 國共

內戰  14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運動（土改/鎮反/三反/五反/整風運動及反右運動/三面紅旗）15 文

化大革命 16 改革開放  17 中國與台灣/香港/澳門  18 中國外交關係（美  蘇） 

 

2. 考評要求 

試卷一  周朝至中國改革開放 

考試時間：2小時 15 分鐘 

第一部份：必答題    考生必須作答      55 分鐘 

第二部份：選答題  

甲部   3 題   選答 1題    周朝至清朝初年 

乙部   3 題   選答 1題    鴉片戰爭至改革開放  每題 40 分鐘 

 

3. 中六級課程 

試卷二 

考試時間：1小時 20 分 

選修單元三︰時代與知識分子 3 題   選答 2題 孔子/司馬遷/王安石/何啟/梁啟超 每題 40 分鐘 

  

4. DSE 評核模式 

部分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文憑考試 試卷一：歷代發展   甲、乙部 70% 2 小時 15 分鐘 

試卷二：歷史專題   設 6 單元 30% 1 小時 20 分鐘 

 

  



經濟科 

1. 新高中經濟課程範圍： 

必修部份 

　 基本經濟概念 

　 廠商與生產 

　 市場與價格 

　 競爭與巿場結構 

　 效率、公平和政府的角色 

　 經濟表現的量度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 

　 貨幣與銀行 

　 宏觀經濟問題和政策 

　 國際貿易和金融 

選修部份 

　 壟斷與競爭政策 

　 經濟增長與發展 

2. DSE 評核模式 

公開考試 

　 試卷一  多項選擇題 30% 

 1 小時  

 試卷二 (寫作題)  70%  

 2 小時 30 分鐘 

 第一部分 必修部分  

第二部分 選修單元 (二擇其一) 

3. 經濟科對升學與就業的重要性： 

升學方面： 

---經濟科是將來進修工商管理、金融業、銀行業、證券、保險等課程其中一項基礎必修課程 

--經濟科也是考取專業試資格的其中必要考卷 

  例如：證券及期貨從業員資格考試 

        註冊財務策劃師 

        銀行投資顧問 

        註冊會計師 

4. 本校修讀經濟科要求 

　 學生最好具備數理邏輯思維，能分析及理解圖表趨勢， 

    利用圖表去解釋經濟現象。 

　 掌握變量之間相互關係，例如存量與流量 

5. 全方位學習機會 

　 參觀香港交易所 

　 參觀香港金融管理局 

　 參加金融及理財講座 

　 參觀企業及金融機構業務運作 



倫理與宗教科 

1. 課程目的： 

　 倫理與宗教科是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領域中的選修科之一，旨在幫助學生探索有關意

義、價值觀和人生目標等問題。 

　 本課程致力培養學生的洞察力， 使他們能夠在道德與精神生活及獨立自主方面獲益，從而可以

在多元化的香港社會、文化和政治情境中充滿意義地生活。 

 

2. 考核內容： 

倫理與宗教科共有兩卷，各佔 50% 

卷一﹕ 

倫理學的重點是探究價值觀的形成和如何以邏輯思考為根據作判斷。透過研究某些個人及社會問

題，幫助學生建立一套倫理觀作道德判斷及選擇的基礎。 

a. 規範倫理學(必答題) 

(道德的本質、行為理論、價值與美德理論) 

b. 個人及社會問題(四選二) 

　 人權:天賦尊嚴 、公民及政治權利、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防止歧視 、權利的本質、自決  

　 生存與死亡:生育、避孕、墮胎、衰老、受苦、自殺、安樂死、死刊 

　 性、伴侶關係與家庭:異性與同性的性關係、獨身、婚前及婚外的性行為、婚姻與離婚、色情、

賣 淫、家庭 

　 生物倫理:醫學倫理、性別選擇、基因工程、複製 

　 環境倫理:污染與消費主義、對自然環境的運用與剝削、生物多樣化的保育、地球村與可持續發

展 

　 商業及經濟倫理:公義、公平、平等、貧窮、廣告、企業及社會責任 

　 傳媒倫理:資訊與娛樂、言論自由與編輯自由、專業操守及專業精神、與傳媒倫理相關的議題 

時限：1 小時 45 分 

 

卷二﹕ 

基督宗教 

　 背景 (舊約的信念、舊約中以色列民族 歷史、兩約之間的歷史、社會及政治背景 

　 基督宗教之源頭──耶穌基督 (一、耶穌的事工、二、耶穌的教訓、三、耶穌的身份、四、初

期教會的發展、五、基督宗教基本信仰的發展) 

時限：1 小時 45 分 

 

 

 

 

 



地理科 

1. 課程目標 

 知識和理解 

本科期望學生能獲得以下的知識和理解： 

 自然環境如何影響人類活動，以及人類活動如何改變自然環境； 

 地理現象和議題的發展如何隨著空間和時間而出現變化； 

 人與環境相互作用而出現的議題和人類對此的反應，以及這些反應對資源管理產生的影響。 

 

 技能 

本科期望學生能發展： 

 地理的探究能力； 

 溝通、明辨性思考及解難等透過地理探究培養出來的共通能力。 

 

 價值觀和態度 

本科期望學生可以發展以下的價值觀和態度，能夠： 

 尊重不同的民族，以及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認識環境問題，並以合適的方法推動可持續發展； 

 產生對社會和國家的歸屬感，成為一個積極和負責任的公民。 

 

2. 課程內容 

必修部分：基本地理技能、機會與風險、持續的挑戰、工業區位的轉變、建設可持續城市、對抗

饑荒、消失中的綠色樹冠、全球增溫 

選修部分(4 選 2)：動態的地球、天氣與氣候、運輸的發展、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究 

 

3. DSE 課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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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單元) 選修部分(4 選 2) 

試卷形式 甲. 多項選擇題       (20%) 

乙. 實地考察為本問題 (15%) 

丙. 數據/技能為本/結構式問題 (20%) 

丁. 短文章式問題     (10%) 

戊.  數據/技能為本/結構式問題 (15%) 

己.  短文章式問題  (10%) 

 

4. 本科特點 

為鞏固學生所學知識及提升學生對地理科的興趣，本科會參與及舉辦： 

1. 本地實地考察：香港地質公園(馬屎洲、萬宜水庫東壩、赤門海峽、東平洲等) 

2. 跨境實地考察：台灣、韓國、日本、武漢、福建等 

3. 米埔公民科學家(濕地生物多樣性研究、GPS 海洋垃圾追蹤) 

4.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5. 青年地質保育大使計劃  6. 野外考察研習營(2 日 1 夜) 

  



歷史科 

一、課程目標 

學生應能建構知識並了解： 

(a) 基本的歷史概念，如因果關係、演變與延續、不同事件的異同； 

(b) 陳述和詮釋歷史的不同方式，藉以表達不同的觀點與角度； 

(c) 本身所屬國家和其他國家的信念、經驗及行為，明瞭三者如何影響當今世界的發展； 

(d) 二十世紀本地、國家、亞洲，以及世界發生的主要事件/運動間的相互關係； 

(e) 塑造今日世界的主要歷史發展及趨勢。 

 

二、校本特色 

新高中歷史課程希望學生應能建構知識並了解二十世紀本地、國家、亞洲，以及世界發生的主要事件/

運動間的相互關係。並引用因果關係、延續與轉變，以及異同的比較等歷史概念。本課程力求提供學生建立

正面的價值觀與態度的學習經歷，也提醒學生檢討及反思自己的觀點，以能對議題作出客觀持平的判斷。 

在研習本科過程中，本科為學生提供充足的學習資源，除了課堂上的訓練外，學生運用不同的方法探究

歷史，包括利用資訊科技、本地考察及境外考察活動等。為進一步提升學與教效果，本科與其他人文學科將

於 2019 年起，為同學設置人文學科室，提升學生的學習環境。 

 

二、 學生表現 

A. 公開試合格率 

年份 應考人數 合格人數 合格率 
2019 23 21 91.3% 
2020 19 17 89.5% 
2021 19 18 94.7%(合格及 Level 5 水平高於全港) 

 

B. 近五屆歷史科優秀畢業生 

年份 學生姓名 本地大學/學院 學系 

2016 繆子妍 香港大學 商學院 

2017 葉文意 樹仁大學 新聞系 

2018 鄭宛汶 嶺南大學 文化研究系 

2019 劉心怡 公開大學 國際款待學 

2019 盧卓賢 公開大學 政治及公共行政學 

2021 王若瑄 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研究系 

2021 黃廷軒 香港嶺南大學 哲學系 

 

近五年歷年境外考察紀錄 

年份 地點 

2015-2016 年度 韓國春川學習之旅 

2016-2017 年度 馬來西亞之旅 

2017-2018 年度 武漢史地考察 

2018-2019 年度 日本長崎原爆考察歷史營 

2020-2021 年度 日本宮崎虛擬考察 

 



三、 課程架構及組織 

引言：現代世界的孕育 

 西方優勢的基礎 

 西方的擴張及殖民帝國的形成 

 亞洲對西方擴張的反應 

 邁向國際協作 

主題甲：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學生須了解「現代化」的概念，以及對香港、中國、日本及東南亞在二十世紀經歷的現代化有概略的認

識。 

一、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1.政治及行政轉變 

 主要發展趨勢 

 不同發展階段的特色 

2.作為國際城市的發展 

 經過發展、都市化與人口轉變 

 中、外文化的並存與相互影響 

 與內地的關係及在亞太地區擔當的角色 

二、中國的現代化與蛻變 

1.早期的現代化努力──改革與革命 

 清末新政 

 辛亥革命 

 五四運動 

 南京政府的現代化努力 

 共產主義革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立 

2.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及後毛澤東時代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演變 

 政治體制的確立，以及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毛澤東時代的現代化努力 

 「文化大革命」及其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 

 1978 年以後的改革開放 

三、日本及東南亞的現代化與蛻變 

1.日本 

 日本在二十世紀初的現代化與蛻變 

 二十世紀初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概況 

 軍國主義的興起及影響 

 二次大戰後的重建與增長 

 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 

2.東南亞──從殖民地到獨立國家 

 西方殖民主義的影響 

 非殖民地化的起因及獨立運動 

 後殖民地時代的發展；東南亞國家聯盟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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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0 年至 1914 年的國際關係 

 二十世紀初的歐洲 

 競爭與衝突的起因；爭取和平的努力 

2.兩次世界大戰及有關的和約的簽署 

 巴黎和會對國際秩序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安排及其影響 

 兩次世界大戰的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意義 

3.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衝突及為和平所作的努力 

(a)超級大國的對抗與關係緩和 

 冷戰的成因、發展及特點 

 美蘇關係的緩和 

 蘇聯與華沙公約組織的瓦解 

(b)其他主要衝突及爭取和平的努力 

 主要衝突的起因與發展──以色列與阿拉伯國家的衝突；巴爾幹半島的種族衝突；南非的種族隔離政

策 

 聯合國在維持和平方面擔當的角色 

五、協作與繁榮 

1.經濟方面的國際協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重建、經濟合作與統合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問題與復興 

 美國和蘇聯在歐洲的經濟重建及發展方面擔當的角色 

 歐洲經濟統合的趨向及意義 

2.社會及文化方面的國際協作 

 人口與資源；環境保育；醫學及科技 

 主要發展 

 成就與局限 

歷史科公開評核的組成部分 

評核部分 卷別 內容 佔分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卷一設歷史資料題。所有題目均須作答。試題內容

乃根據不同形式之歷史資料，包括文獻、統計數

據、地圖、漫畫及照片。 

60% 兩小時 

*主題甲

(三)2.及主題

乙(四)3b 兩部

分只會在卷二

設題。 

卷二 卷二設七題論述題，考生可選答任何兩題。 40% 一小時三十分鐘 

 

 

四、 升學就業 

根據 2016 年香港各大專院校的統計資料所指，歷史系畢業生出路甚廣。投身社會者，除任職教育界外，加

入政府不同部門、工商界、金融界、傳播界、出版界、記者、旅遊從業員、編輯、博物館或檔案館的人數亦

不斷增多。部分畢業生更投身律師或作家行列，事業發展日趨多元化。 

  



資訊及通訊科技 

1. 課程內容 

 資訊及通訊科技概念 

 電腦軟件-由系統軟件到流動應用程式 

 電腦硬件-由晶片到超級電腦 

 電腦網絡-由家居網絡到互聯網再到物聯網 

 基礎程序編寫概念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2. 選修單元 

 1.  算法與程式編寫 

i. Python 程式編寫 

ii. 程式編寫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 

iii. 算法設計(排序/搜尋…) 

iv. 鍛鍊邏輯思維及解難能力，終身受用 

 

 2.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i. 開發簡單的網絡應用程式 

ii. 應用新技術於網絡開發應用程序的能力 

 

 

3. 考評要求 

 公開考試 

 卷一(55%) 

 卷二(25%) 

 校本評核(20%) 

  



日文科 

日文科 

 

1. 緒言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除了四個核心科目（中文、英文、數學、通識）外，考生需要從甲類

高中科目（如物理、歷史等）；乙類應用學習科目或丙類其他語言科目（如日文、法文、德文等）選

取選修科目。本校的高中日文科便是屬於丙類其他語言科目。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的丙類其他

語言科目全部採用日本語能力試驗(JLPT)的 N3 級別試題。只要在修讀高中課程期間通過日本語能力

試驗(JLPT)的 N3 考試，即可視爲 DSE 日語科達標。。 

 

2. 課程目標 

 語言知識 

本科期望同學在修畢課程後，能在日常生活所要面對的場合中以日語（書寫、閱讀、聆

聽、說話）進行交流，相等於日本語能力試驗（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簡稱

JLPT）N3 程度。 

 溝通技能 

在現今求職市場，良好的語文能力被視為最重要的能力之一。能說多一門外語將有助提升

同學自身素養和未來就職競爭力。同學修畢本課程後，本科期望同學能掌握多一門外語能力，

提升個人溝通技能。此外，本科課程涵蓋商業日語，同學們亦能藉就讀本課程接觸商業日語、

日資公司文化，同學將來就職國際企業時亦有莫大益處。 

 日本文化 

學習語言離不開對文化背景的學習，日文亦如是。本科期望同學在修畢課程後能掌握現今

日本的「傳統與現代」，不僅能學習日文的傳統文化，更能掌握現今日文最新的潮流與資訊，擴

闊視野，增廣見聞，為將來升學與就業做好準備。 

 

3. 課程大綱 

本校日文科以《大家的日本語》（みんなの日本語）為主要教材，輔以由本校日文老師編撰

的教材進行教授，能照顧不同同學的學習程度和需要。 

 中四課程大綱 

《大家的日本語》第 1課至第 28 課（視乎同學學習進度將有所調整） 

 課程由暑期開始 

 學習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 

 學習日語的基本語言結構 

 學習簡單的日語名詞、動詞、形容詞及副詞，助詞的使用方法 

 閱讀以日語撰寫的簡單文章 

 學習撰寫簡單日文語句 

 學習使用日語進行簡單會話 

 具參加日本語能力試驗（JLPT）N5 的能力 

 

 



 中五課程大綱 

《大家的日本語》第 29 課至第 50 課（視乎同學學習進度將有所調整） 

教授部分相等於日本語能力試驗（JLPT）N3 文法和詞彙 

 學習高階日語名詞、動詞、形容詞及副詞，助詞的使用方法 

 閱讀以日語撰寫與日常生活相關內容具體之文章 

 學習以日語撰寫簡單文章 

 學習使用日語進行簡單日常生活會話 

 學習日本語能力試驗（JLPT）N3 文法和詞彙 

 熟習 DSE 日文題型和答題技巧 

 學習日本生活與文化 

 教授旅遊實用日語 

 具參加日本語能力試驗（JLPT）N4 的能力 

 中六課程大綱 

教授部分相等於日本語能力試驗（JLPT）N3、N2 文法和詞彙 

 閱讀以日語撰寫的新聞、雜誌、簡易評論 

 學習以日語撰寫具條理的文章 

 學習使用日語進行日常生活會話、商業會話 

 學習日本語能力試驗（JLPT）N3、N2 文法和詞彙 

 學習商業日語 

 學習日本文化（如動漫）等潮流 

 具參加日本語能力試驗（JLPT）N3（香港中學文憑試日文科考試級別）的能力 

  



體育科 

1. 課程目標 

修讀體育選修科後，學生將擁有廣闊的知識基礎、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度，以及基要的技能和

習慣，俾能自我調控活躍而健康的生活。他們亦能為升讀科學、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等不同領域的

專上教育課程，奠定良好的基礎。 

 

2. 課程結構 

1) 理論部份，共九個課題，分別為：1. 體育、運動、康樂、消閒與豐盛人生：歷史和發展 2.人

體 3.動作分析 4. 維持健康與活動表現的體適能和營養 5. 運動與訓練的生理學基礎 6. 運動

創傷、處理與預防方法 7.  體育、運動及康樂相關心理技能 8. 體育、運動及康樂的社會影響 

9. 運動和康樂活動管理 

 

2) 實習部份，共有三項目，各項目皆需修讀，分別為： 

1. 體適能、仰臥起坐、坐地體前屈、引體向上（男子）/ 曲臂懸垂（女子）、1609 米跑 

2. 球類活動 (任選其一) 

　 羽毛球、籃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手球 

3. 個人活動 (任選其一) 

　 田徑、體操、游泳  

 

3. DSE 評估模式 

 

 

 

  

 

 

 

 

 

 

4. 全方位學習課堂活動 

　 康文署聯校田徑課程 

　 課後體能、田徑練習 

　 校隊球類練習 

　 聖約翰救傷隊成人急救証書課程 

　 參觀體育機構、海外考察交流 

 

5. 入讀要求 

　 全年體育科成績為 C級或以上 

　 為學校體育校隊成員 

　 對體育科有興趣 

 考試內容、形式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多項選擇題和短答題 42% 2小時15分鐘 

卷二 長答題 

     (三題選答二題) 

18% 1小時15分鐘 

卷三 實習試 

 體適能考核 

 球類活動考核 

 個人活動考核 

40% 

(各項目為

13.33%) 

/ 



物理科 

1. 課程大綱 

必修部份 

 熱和氣體  

 力和運動 

 波動 

 電和磁 

 放射現象和核能 

選修部份 

 天文學和航天科學 

 醫學物理學 

 

2. DSE 評估模式 

公開考試 

 試卷一  (必修部份)  60%   2 小時 30 分鐘  

 多項選擇題 (3 題) 

 短題目、結構性題目及論述題 (14 題) 

 試卷二 (選修部份)  20%    1 小時 

 多項選擇題 (8 題) 

 結構性題目 (1 題) 

校本評核 20% 

 實驗 (最少 2次)  探究研習 (1 次) 

 

3. 本校修讀物理科要求 

 全年數學科成績達 60 分或以上 

 全年物理科成績達 60 分或以上 

 強烈建議選修數學延伸單元  

 

4. 全方位學習機會 

 中學生天文暨環境教育野外考察課程 

 (中四至中六，3年內必須參加最少 1次) 

 夜幕星空 

 廸士尼科學探索之旅 

 海洋公園「智慧鯨訓練班」 

 香港工程師學會學校講座 

 物理奧林匹克培訓課程 

 HDMVA 電腦軟件使用課程 

 香港物理奧林匹克 

 香港理工大學數學及科學比賽 (SSMSC) 

 中學基建模型創作比賽 

 電機模型設計比賽 



旅遊與款待科 

1. 為甚麼要修讀旅遊與款待科？ 

新高中學制其中一個重點，是提供學生更多科目的選擇，以切合其興趣、能力及將來升學就業的需要。

旅遊與款待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提供大量升學及不同層級的工作機會。目前本地大學普遍以五科

計算入學成績 (即四個核心科(中、英、數、通)加一個選修科)，在兩科選修科中，同學可考慮選擇其中

一科較為實用及能切合將來個人事業發展需要的科目，以增強競爭力。旅遊與款待科無疑是一個機會，

為對該行業有興趣或有意將來從事服務業的高中同學提供研習機會。 

 

2. 旅遊與款待科的學習內容是甚麼？ 

旅遊與款待科讓同學認識旅遊及款待業的基本概念與知識，例如：旅客的分類、旅遊產品及景點規劃(如

文物旅遊、生態旅遊、主題公園)、酒店的分類與管理知識、客務關係、旅遊及款待業相關機構(如政府

旅遊事務處、旅遊發展局、航空公司、會議展覽機構和旅行社等)的角色及工作；課程亦讓同學了解本地

和國際旅遊及款待業的一些發展趨勢和議題，及其對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影響。 

 

3. 旅遊與款待科有甚麼特色？ 

旅遊與款待科是一個富有活力和切合學生興趣的科目。本科的學習內容是跨學科及多樣化的。評核的重

點並不在於資料記誦，而是透過情境及問題，要求同學運用所習的知識和概念解決有關問題。本科強調

全方位學習，例如：旅遊景點考察、旅遊產品設計(如籌劃特定旅行團)、酒店及主題公園參觀及其工作

體驗等，讓同學親身參與，把所習知識從生活經驗中結合起來。 

 

4. 我們合適修讀旅遊與款待科嗎？ 

本科作為新高中選修科目之一，適合所有高中同學修讀。由於課程內容富趣味性和實用性，對喜愛旅遊

有興趣的同學尤為合適。 

 

5. 旅遊與款待科的考評設計如何？ 

本科公開考試分卷一和卷二部分，卷一佔 45%，卷二佔 55%，表列如下： 

公開考試 (DSE) 內容 考試時間 

旅遊與款待科 卷一: 選擇題及資料回應題

卷二 : 論述題 

1 小時 30 分鐘 

1 小時 45 分鐘 

回顧歷年本校公開試(DSE) 成績及學科增值指標，本科為整體表現炙佳科目之一，可見選修同學能達致

本科的成績要求。  

 

6. 修讀旅遊與款待科的出路如何？ 

香港正值經濟轉型時期，旅遊與款待業對本地經濟日趨重要。政府及專上院校亦積極支援和配合有關行

業的發展，為修讀同學提供廣大的升學及就業機會。升學方面，同學可報讀本地公營及私營大學各學院

提供的各項一般學位課程(DSE 4 核心科+1 選修科)，或繼續修讀本地公營及私營大學(如香港中文大學、

理工大學和城市大學等) 提供與本科相關的旅遊與款待管理、工商管理、建築文物管理、市場營銷、環

境研究及酒店管理等學位及高級文憑課程；其他專業機構(例如職業訓練局、明愛等)亦提供各種有關的

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DSE 5 科合格)，供同學修讀。同學亦可透過學校推薦計劃，免試報讀台灣首府大

學、韓國善鄰大學等海外大學；就業方面，則可從事酒店、會議展覽、餐飲、航空公司、主題公園、旅



遊景點或與服務行業相關的策劃、管理及營運等工作。   

 

7. 旅遊與款待科的課堂學習有何特色？ 

本科學習以多元方式進行，除課堂講授外，會因應課題內容安排學習活動，例如分組研習和舉辦專家講

座等。此外，為加強學習的果效，本科每年會籌辦本地或境外學習活動。就境外學習而言，本科先後舉

辦澳門、珠海、泰國、韓國等地學習團，了解當地的旅遊資源及旅遊業發展。至於本地學習活動方面，

本科也曾先後籌辦住宿體驗和酒店營運工作坊、大澳旅遊資源考察、酒店參觀和餐桌禮儀工作坊等活

動。這些學習活動皆有助同學從體驗中結合書本知識，鞏固所學。         

 

8. 旅遊與款待科曾舉辦哪些具特色的學習活動？ 

本科關注同學的學習果效，歷年籌辦不同類型和目標的本地及境外學習活動。以下一些具特色的學習活

動回顧，已上載於本校的學科網頁，供同學和家長瀏覧： 

- 澳門珠海三天學習之旅    -  泰國四天遊學團 - 韓國四天學習團 

- 酒店管理及住宿體驗工作坊 - 餐桌禮儀與酒店營運工作坊 

-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視覺藝術科 

1. 課程結構及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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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兩個範疇的關係十

分緊密，因此須以綜合統整的方式學習。 

 

2. 視覺藝術科的兩個範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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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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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評核設計 

下表顯示本科自 2016 年香港中學文憑試起生效的評核設計。評核設計會因應每年度考試的回饋而不

斷改進。評核的詳情刊載於有關考試年度的「考試規則及評核大綱」及其他補充文件中，並見於考

評局網頁(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assessment_framework/)。 

 

公開考試 

綜合以上所述，視覺藝術科的公開考試在於評核學生以文字表達藝術評賞和創作藝術的能力。

公開考試將評核學生下列能力： 

‧ 對藝術品的分析、詮釋及評價，並以書面表達； 

‧ 將個人對藝術品的評賞聯繫到個人的藝術創作(只適用至 2017 香港中學文憑試)﹔以及 



‧ 選擇及運用適切的視覺語言、媒介、物料、工具、技能、技術及意象，對主題作具創意的藝

術表達、傳情達意，或解決特定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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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問答題和藝術創作。問

題的甲部要求學生對所提供的藝術作品複製本作評賞，乙部則要求學生以任何媒介、風格及技

巧創作一件針對主題的平面作品，再以創作自白回應創作與評賞的關係(註：創作自白只適用至

2017 香港中學文憑試)。學校可參閱每年考試試卷，以了解考試的形式和試題的深淺程度。 

 

校本評核 

公開評核中的校本評核，是指在學校進行、由任課教師評分的評核。對於視覺藝術科來說，校

本評核的主要理念是要提高評核的效度，並涵蓋在「廣泛的學習成果」中所提及的學習成果。

校本評核將評核學生下列的能力：  

‧ 透過觀察、經驗、想像、科技及其他能力的運用，引發意念；  

‧ 透過識別、選擇、組織一手及二手資料，發展基於個人感覺或意念的主題，與社會有關的議

題，或解決難題的意念；  

‧ 對藝術作品／藝術現象作分析、詮釋及評價，顯示對其形式、目的、意義及情境的理解，並

以書寫的方式表達；  

‧ 轉化及綜合從藝術評賞及其他學習範圍所獲得的經驗、知識及觀點，成為創作實踐；  

‧ 探索、選擇及操控適切的視覺語言、媒介、物料、工具、技能、技術及意象，對主題作具創

意的藝術表達、傳情達意，或解決特定的難題；以及 

‧ 不斷對自己及別人的實踐和作品作反思、回應、評估，並對自己的作品作修改。  

 

視覺藝術科進行校本評核還有其他原因。其一是減少對公開考試成績之過分依賴，因為考試成績間

或未能可靠地反映學生的真正能力。根據學生在較長時段內的表現，並由認識學生的任課教師進行

評核，可以提供較為可靠的學生評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