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科是重要的決定，因為…

選科直接影響往後三年的學習，

因此…

下決定前必須經過慎重的考慮。



2020-2021 年度中四級課程

中
學
文
憑
試
科
目

必修 中國語文、英文、數學、通識

選修

從下列各高中選修科目中選其中兩科修讀：

1. 物理 7. 化學

2. 生物 8. 經濟

3.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9. 中史

4. 地理 10.視覺藝術

5. 旅遊與款待 11. *實踐汽車科技文憑課程

6. 資訊及通訊科技

非
中
學
文
憑
試
科
目

必修 體育、倫理與宗教

選
修

可在升讀中五時選讀應用學習課程，包括六大範疇：

1) 創意學習 4) 服務

2) 媒體及傳意 5) 應用科學

3) 商業管理及法律 6) 工程及生產

＊屬資歷架構第三級別課程。



選修科目

1. 物理 7. 中國歷史

2. 化學 8. 旅遊與款待

3. 生物 9. 資訊與通訊科技

4. 地理 10.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5. 經濟 11. *實踐汽車科技文憑課程

6. 視覺藝術

＊屬資歷架構第三級別課程。



中四選修科目的特點
1. 照顧同學不同的興趣

選修科目涵蓋文、理、商、科技各範疇。

2. 配合同學不同的能力

大部分選修科目與目前中三的學科範疇緊扣，同
學可按自己的成績，選擇較有信心的科目。

3. 考慮同學升學的需要

大部份大專院校只要求同學修讀：

a. 四個核心科目(中、英、數、通識) 及

b. 任何 1 或 2 個選修科目

*只有部份學系會要求同學必須修讀指定的選修科目



編配選修科目準則

1. 同學能於原校升讀中四﹔

2. 同學在中三全年所獲的總平均分的高低﹔

3. 同學所填報的選科意願的先後次序。



編配選修科目基制

1.按各同學中三級全年成績排序。

2. 再根據選科表上所填寫的科目優次，順序為每位
同學編配選修科目。

3.若同學「首選」的科目已滿額，會依「次選」意
願編配，若「次選」的科目學額亦滿，將改派「
下一意願」，如此類推。

4. 同學若未能準時交回選科表，將會待完成其餘同
學的科目編配後，按各科目的餘額由學校代為編
配。



選科組合

選修科
組別 各組所提供之選修科目

X1 物理 生物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地理 旅遊與款待
資訊及
通訊科技

X2 化學 經濟 中史 視覺藝術 *實踐汽車科技



如何填寫選科表？
各組所提供之選修科目

X1

科目 物理 生物
企業、會
計與財務
概論

地理
旅遊與
款待

資訊及
通訊科技

修讀意願

X2

科目 化學 經濟 中史
視覺
藝術

*實踐汽
車科技

修讀意願

5 2 3 1 46

12 345



X1

X2







程序四

選科策略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2019



生涯規劃 –探索未來，為自己人生掌舵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2019第2 - 3頁



高中選科及升
學指南 2018
第2 - 3頁



撥開迷霧 輕鬆抉擇

邁向高中生活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2018

(第4-36頁)



適宜

–先了解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問一問自己有什麼興趣？

–想想你將來的目標是什麼？

–找出自己的長處、強項與潛能

思考一： (指南第4頁)

了解自我 反問自己



切忌

–人云亦云

–隨波逐流

–對人不對事

思考二： (指南第4頁)

釐清志趣能力 定位人生方向



（指南第7頁） http://www.student.hk/s4_subject_choice/

http://www.student.hk/s4_subject_choice/


本校備有不同的選修科讓擁有不同志趣的學生

選擇，學生畢業後可報考各地大學。以下是本

校畢業生曾升讀或獲錄取的學系統計資料：

•工商管理學 企業管理 設計藝術 金融學應用經濟學 款待與旅遊業管
理學 服務業管理 會計學 廚藝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 電子商務 食
品質量與安全 法學(律師) 旅遊管理 制葯工程 國際商務營養學漢語
國際教育 生物技術 觀光學 大眾傳播學 應用英語學

護理學 職能治療學 餐旅管理學 體育學系 車輛工程系
中國文學 表演藝術 資訊傳播學 臨床醫學 中醫學
電腦信息工程 人力資源管理 新聞學(國際新聞)

廣播電視學 中國語文 經濟學 工程學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認可
DSE獲國際承認，可報讀本地、
內地、台灣及世界各地的大學

（指南第12頁）



高中選科策略 (指南第1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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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 http://www.student.hk/s4_subject_choice/curricul
um/00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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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專上學科選擇測評量表

• 學生可利用由學友社與香港公開大學共同
研發，旨在幫助學生瞭解個人的興趣、技
能及特長，並探討適合自身個性特點的進
修專業類別。

http://student.hk/appraisal/appi/?lang=c

http://student.hk/appraisal/appi/?lang=c
http://student.hk/appraisal/appi/?lang=c






高中主要科目介紹 (指南第19至36頁)

倫理及宗教科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本地學士課程一般入學要求
（指南第38至48頁）

• 學校需然有退修制度，但同學選科時要慎
重考慮，不要胡亂揀選，之後又輕言放棄。
因為，本地院校部分課程對選修科數目有
一定要求，而且據以往經驗，大部分能升
讀大學的都是修讀兩個選修科。



（指南第38頁）





大學課程與高中科目關係一覽
（指南第40至48頁）



例子： （指南第40頁）



祝願中三的同學能做出最適合自己的
選擇。多謝大家。

班 主 任 ： 王皓怡老師及鄺國全老師(三信)

魏文輝老師及龍業昌老師(三望)

梁潔玉老師及方子聰老師(三愛)

羅皓婷老師及梁嘉駿老師(三善)

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 ： 陳國榮老師

中 三 級 輔 導 老 師 ： 羅皓婷老師及張素玲老師

中 三 級 級 主 任 ： 溫裕宏老師

社 工 ： 曾玉英姑娘

聯 絡 資 料



實踐汽車科技文憑課程



概述

• 資歷架構第三級認證

–相等於中學文憑

–本地行業認可

–國際認可(學分、資歷互認)



香港資歷架構



本地資歷與歐盟資歷比較



課程內容

• 五個學習範疇，包括
–工具及設備

–引擎

–底盤

–傳動系統

–電器

–空調

–電動車/混合動力車

–工場安全



學習模式

• 面授

• 實習

• 自學/網上學習

• 職場實習



評核

• 平時分(每單元平均2次)

–工作紙、報告、網上學習/自學工作紙、實習表
現等

• 考試分(每範疇一次)

–紙筆考試(1.5小時)及實習評核(0.5小時)

• 評分比例

–平時分40%、考試分60%

• 本科為校內考核，不需參加公開試。





成績

• 學生應在每範疇內之評核表現，最得合格
成績；

• 必須參加職場實習及表現達標(成績由實習
地點負責人評核)；及

• 提交實習報告



升學及就業

• 升學

–可申請修讀VTC之汽車工程高級文憑

• 就業

–可投身汽車行業學徒或見習職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