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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指南

給中三同學的信

認清方向放膽追夢

各位中三同學：

你們即將完成初中課程，踏進高中階段，高中學習，會面對種種

轉變，而首要應付的是選科。在現有學制下，高中選科的組合可以

文理商互相搭配，選擇比以往更富彈性，難度亦相應增加。

中四選科直接影響你們將來升學就業的選擇，希望你們在選科時

能平衡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綜合分析各方資訊，還要諮詢父母、師

長的意見，以作出明智的抉擇。

無論你們最終選讀甚麽科目，只要是能認清自己意向興趣所在，

讓你發揮最大潛能的，日後無論康莊還是迀迴，條條大路通羅馬，

成功必定可期！

學務組



選科指南

給家長的
小貼士



本校高中課程內容
4個

必修科目
2個

選修科目
其他學習
經歷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高中選修科目

德育及公民教育

體育發展

藝術發展

社會服務

工作有關的經驗

★同學須從本校提供的12個高中選修科目中，選讀2個選修科目。



2020/2021年度本校提供的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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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與應用科技和視覺藝術科的校本評核，分別佔科目總成績40%及

50%，其他科目校本評核一般佔科目總成績15%或20%。

◆ 2023年文憑試中，設有校本評核的科目包括：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通識教育

選修科目 生物 化學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設計與應用科技 視覺藝術

校本評核



選科策略 -糾正選科謬誤

 跟隨同學的選擇

 選現時最熱門的科目

 選自己喜歡的老師任教的科目

 讀理科才算精英

 男孩子要讀理科

 女孩子要讀文科

 讀商科將來賺錢多

先糾正以下的錯誤想法：



選科策略 –知己知彼

性格與興趣

能力與潛能
大學入學要求

理想與志願

性格與興趣 :
-想想自己是好動還是好靜、細心還是大意、外向還
是内向的。修讀配合自己性向的科目有助增强學習
動機，提升學習效能。

理想與志願：
-宜結合自小或最近定立的志願作選科考慮，這會令你學習動力倍增。

大學入學要求：
-文學院、商學院、社會科學學院及法律
學院：沒有要求學生修讀「指定」科目

-理學院或小部分學院科目（如工程、醫
療）：要求學生修讀一個或以上的指定
科目，如化學、物理等。

能力與潛能：
-根據過往讀書的經驗，分析哪些科目
較易掌握，成績較理想的可以優先考
慮。若力有不逮，切勿勉強修讀，否
則跟不上進度，便要承受一定的壓力。



選科策略 – 瞭解個人特質、選讀科目與職業關係

個人特質



本地大學

基本收生要求

• 考生在中學文憑的中國語文、英國
語文科達到第3級，以及數學和通識
教育達到第2級的成績（簡稱
「3322」），便符合資格申請修讀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
助的大學和院校的四年制學士學位
課程。除了四個核心科目外，各院
校仍會制定包括一個或兩個選修科
目的成績要求，以及其他入學條件。

• 至於香港演藝學院（演藝學院）及
自資院校，就四個核心科目所訂的
入學要求，與教資會資助院校相同。
在選修科目方面，這些院校一般要
求一個選修科目達到第2級。

• 有關各院校的入學要求，請參考大
學聯合招生辦法及院校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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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中學生

升學出路

簡圖



選科進程表
日期 内容

10月14日 「高中學制介紹」講座

1月20日 學兄學姊選科分享會

3月下旬 派發選科表（模擬選科）及《選科指南》【電子版】

4月3日 遞交選科表（模擬選科）限期

5月中旬 公布下年度中四選修科的兩個組別科目

7月上旬 派發選科表（學生選科）

7月中旬 公布選修科目分派結果



選科介紹



物理科

課程理念

研究自然界的定律，以及物理現象之間的關係。

獲得與生活相關的物理概念和知識。

認識物理學在工程學、醫學、經濟學和科技世界
等不同領域中所擔當的角色及實際應用。



課程結構
本課程包括必修和選修兩部分

必修部分：

熱和氣體

力和運動

波動

電和磁

放射現象和核能

選修部分：

能量和能源的使用

醫學物理學



評核

部分 摘要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必修部分 60% 2½  小時

卷二：選修部分
（從四個選修課題中選取兩個）

20% 1 小時

校本評核 實驗有關作業 20% /

建議選科組合：

物理 + 化學 / 生物 / 地理 / 視覺藝術

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物理科)全體考

生平均合格率為 90.0 %



在大學或大專院校的入學所需科目要求中，各類工程學系大多需要修

讀物理科，入學要求較為寬鬆，而且工程界的專才一向人手不足，就業前景

一片光明。

各類護理學，特別是物理治療，中醫或護士等專業亦要求物理學知識；

傳統的應用物理系和應用化學系亦需要物理學，香港天文台的科學主任也要

求大學物理系學位。

其他重視基礎物理學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的學位或副學位

課程，如工商管理、經濟、會計等也適合修讀物理的學生報讀。

升學及就業



理工大學
• 醫療護理：眼科視光學(榮譽)理學士學位、放射學(榮譽)理學士學位、生物醫學

工程(榮譽)理學士學位、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 工程：電機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電子及資訊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互

聯網及多媒體科技(榮譽)理學士學位、機械工程(榮譽)工學士學位組合課程、運

輸系統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航空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 科學/應用科學：應用生物兼生物科技(榮譽)理學士學位、化學科技(榮譽)理學

士學位、食品科技與食物安全(榮譽)理學士學位、服裝及紡織(榮譽)文學士學位

組合課程

修讀化學科， 報讀下列大學科目佔優： 2020年2月網上資料

化學科



中文大學

• 金融：金融科技學、計量金融學

• 醫療護理：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課程、護理學士學位課程、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 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組別、中醫

學學士學位課程、生物醫學理學士學位課程

• 工程：工程學系、計算機工程學, 計算機科學, 信息工程學, 

數學與信息工程學、人工智能：系統與科技、能源與環境

工程學

• 科學：理學院的科學科、地球系統科學



浸會大學

• 分析及測試科學Analytical and Testing Sciences /Chemistry

• 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Bachelor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Bachelor of Science in 

Biomedical Science

• 中藥學學士 Bachelor of Pharmacy in Chinese Medicine



修畢化學課程後，學生能……

• 對化學課程所涵蓋的事實、概念及原理有充分的認識

和理解。

• 應用化學概念於不熟悉的情境中。

• 從數個角度分析、綜合及評鑑資料。

• 以科學辭彙和適當的方式，有條理地表達意念。

• 設計及進行科學探究、處理和詮釋所收集到的數據，

並作出結論。



生物科

必修部份
「細胞與生命分子」

「遺傳與進化」

「生物與 環境」

「健康與疾病」

選修部份
「人體生理學：調節與控制」

「應用生態學」

「微生物與人類」

「生物工程」 <只須選修其中兩個課題>

課程架構：



公開考試 (80%)

• 考核必修部分的試題（60%）

• 考核選修部分的試題（20%）（從四個選修課題中選答兩個）

校本評核（20%)

評核內容：



升學及就業 :

中四至中六生物科

四年學士學位

副學位及職業相關課程

專業資格
升學／就業

本課程幫助學生奠定在生物和生命科學範疇的知識基礎，讓學生能夠在大專
或職業訓練學院繼續進修，或從事與科學、科技和環境有關的職業。



升學及就業 :

環境影響評估
生態導賞員

獸醫助理

技術員
醫護

動物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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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通訊

電腦系

統

ICT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具備資訊素養的 I T 人

• 能幹、有效率、懂得分辨資訊

• 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度

• 有道德

• 終身學習

課程宗旨、學習目標

知識

應用
價值觀

和

態度

輔助學習工具



必修部分
佔公開考試 55%

筆試限時 2小時

A. 資訊處理

B. 電腦系統基礎

C. 互聯網及其應用

D. 基本程式編寫概念

E.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選修部分

(選修一項)
佔公開考試 25%

筆試限時 1小時30分鐘

A.數據庫

校本評核
佔公開考試 20%

(中五下學期至中六完成)

個人習作(校內完成的任務)

課程架構 :



物理

29

相關科目 :

生物

會計
BAFS

旅遊

ICT 應用學習



電腦應用
數據庫管理

多媒體創作

電腦文員

輔助學習
程式編寫

系統管理

工作 持續進修



必修部分
- 設計與創新
- 科技原理
- 價值與影響

選修部分 (選其中兩個)

1.創意數碼媒體
2.設計實踐與材料處理
3.視像化及電腦輔助設計模塑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課程 學習模式

實踐

理論



科技素養
+

培養共通能力



升學
建築、室內及園境設計

產品、傢俱及珠寶設計

活動、展覽及表演場境設計

廣告設計

創意媒體

數碼音樂及媒體

視覺藝術與文化

視覺傳意

超媒體

動畫及視覺特效

電影電視及攝影

插畫設計

時裝形象設計

時裝品牌策劃及採購

時裝媒體設計

演藝造型設計

時裝設計男裝

時裝設計

建造管理學

測量學

建築學

環境工程

建築科技及設計

電機工程

電腦及電子工程

機械工程學

屋宇裝備工程學

飛機維修工程

汽車工程

海事科技

航空學

檢測及認證

人工智能及機械人學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0512-higher-diploma-in-architecture-interior-and-landscape-design-subject-group/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0513-higher-diploma-in-product-furniture-and-jewellery-design-subject-group/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0514-higher-diploma-in-design-for-event-exhibition-and-performance-subject-group/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101-higher-diploma-in-advertising-design/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102-higher-diploma-in-creative-media/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104-higher-diploma-in-digital-music-and-media/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105-higher-diploma-in-visual-arts-and-culture/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106-higher-diploma-in-visual-communication/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109-higher-diploma-in-transmedia/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110-higher-diploma-in-animation-and-visual-effects/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111-higher-diploma-in-film-television-and-photography/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112-higher-diploma-in-illustration/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303-higher-diploma-in-fashion-image-design/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304-higher-diploma-in-fashion-branding-and-buying/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305-higher-diploma-in-fashion-media-design/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306-higher-diploma-in-costume-design-for-performance/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307-higher-diploma-in-fashion-design-menswear/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de114308-higher-diploma-in-fashion-design/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105-higher-diploma-in-building-studies/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111-higher-diploma-in-surveying/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128-higher-diploma-in-architectural-studies/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138-higher-diploma-in-environmental-engineering/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142-higher-diploma-in-architectural-technology-and-design/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401-higher-diploma-in-electrical-engineering/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403-higher-diploma-in-computer-and-electronic-engineering/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701-higher-diploma-in-mechanical-engineering/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702-higher-diploma-in-building-services-engineering/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704-higher-diploma-in-aircraft-maintenance-engineering/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705-higher-diploma-in-automotive-engineering/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712-higher-diploma-in-maritime-studies/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714-higher-diploma-in-aviation/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717-higher-diploma-in-testing-and-certification/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eg114728-higher-diploma-i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robotics/


- ICT  

- VA    

- Physics 

與DAT 科相關度較高的科目

你有沒有以下特質?

- 不抗拒畫圖 (徒手, 直尺, 電腦) 

- 有空間感
- 喜歡創作/組裝/實踐
- 喜歡科技/數理
- 有志投身科技/工程/設計等行業
- 有毅力



課程內容

單元(1) –管理環境 單元(2) –管理導論
單元(3) –會計導論 單元(4) –個人理財

會計單元(包括財務會計及成本會計)，
＜或＞
商業管理單元
{本校將提供 的選修部分}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中學文憑考試評核方法

卷(一)：必修部分 (40%) (1.25小時)

(甲部)： 30題選擇題 (必答) 

(乙部)： a)第一部分：約3題短問答題 (必答)  

b)第二部分： 2題短問答題 (選答)

卷(二)：選修部分 [會計單元](60%)      (2.25小時)

(甲部)： 約4題短題目 (必答) 

(乙部)： 約3題應用題 (必答) 

(丙部) :   選答1題論述題



與本科最相關的科目

經濟科

1.貿易 (eg.國際貿易)

2.企業類別 (eg. 獨資公司、合夥公司)

3.銀行體制 (eg. 商業銀行、投資銀行)

4.生產級別 (eg. 第一級生產、第二級生產) 

5.成本計算 (eg. 機會成本、現值、變動成本、固定成本)



本科生可從事的工作

1. 會計

2.財務分析、財務顧問

3.核數

4.秘書

5.銀行

6.保險

7.酒店管理

8. 文員…..



評核內容(2023年)

公開評核(香港中學文憑試) 100%

部分 比重 考試時間

卷一
甲部：選擇題
乙部：資料回應題 45% 1小時30分鐘

卷二 論述題 55% 1小時45分鐘

***考試時間相對本校其他選修科短

旅遊與款待科



本科特色
◼ 無須校本評核(不用進行獨立專題探究習作)

◼ 綜合性學科，不少課題與其他學科息息相關

◼ 課題內容生活化，經常留意時事能有助學習

◼ 本科的趣味性及實用性較高

◼ 較多出外參觀及參加工作坊的機會

高級餐飲服務工作坊 西式餐桌禮儀工作坊參觀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



與本科相關的科目
科目 相關概念

地理

旅遊點的地理位置、經緯度、氣候、時差/時區
、自然景點(如地貌)的分布、環境污染、全球化
、可持續發展

經濟 旅遊業對經濟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中國歷史/歷史 歷史景點的背景

資訊及通訊科技 全球分銷系統、科技對旅遊業及款待業的影響

通識科 全球化、可持續發展
*由於通識科是必修科，所有同學都須要學習這兩個課題。



修讀本科的出路及好處

◼ 可於大專院校(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

學、IVE等)修讀相關課程

◼ 為投身旅遊業作好準備(旅行社、酒店、餐
飲業、零售業、會展業等)

◼ 能掌握良好的溝通及顧客服務技巧，適用於
任何行業，並終身受用

◼ 擴闊視野，認識不同國家的景點及旅遊發展

◼ 成為精明的旅遊消費者



中國歷史科
安史之亂



中國歷史科課程架構必修部份：

甲部：周朝建立至清代初期
例子：安史之亂與唐代衰亡

乙部：清中葉至中華人民共和國
例子：鴉片戰爭(清朝)、抗日戰爭

選修部份：時代與知識份子
例子：司馬遷、王安石、梁啟超



評核模式

試卷一：必修部份 (70%)

設歷史資料題作為必答題；其餘甲部及乙
部各設三題問答題，考生須分別各選答1題。

試卷二：選修部份 (30%)

學生從所選的1個單元中選答2題。

本科不用進行校本評核



選科配搭與就業出路

1.中史+歷史：歷史學系、考古、中國研究、教育行業

2.中史+經濟(其他商科科目)：工商管理、行政人員

3.中史+視覺藝術/資訊科技：博物館行業、廣告設計

4.中史+地理/旅遊與款待：資源管理、活動策劃



歷史科

香港 中國 亞洲 歐洲 世界



課程架構

主題甲：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課題：香港、中國、日本及東南亞國家

主題乙：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課題：兩次的世界大戰、冷戰、以阿衝突、南斯

拉夫、南非黑白人問題、二十世紀國際協

作及衝突



評核模式

公開考試試卷分為：

卷一：歷史資料題 (佔60%) (2小時) 

所有題目均須作答

卷二：論述題 (佔40%)(1小時30分鐘)

七題論述題選答兩題



修讀本科的好處及升學和就業的出路

好處：

1. 對現世今發展有較全面的認識。

2. 培養探究精神、客觀持平的態度分析事物。

3.考試題型與核心科目通識科相近，答題上容易掌握。

4. 同學若同時修讀旅遊與款待科，對日後個人事業發展有一定幫助。

建議科目組合：歷史 + 旅遊與款待科 / 歷史 + 中史

出路： 1. 升學：政治及行政學系、新聞及傳播學系及歷史系

2. 就業：與旅遊業相關的行業，如博物館相關工作



• 經濟科是大學選修科及其他有關商管學科的基礎。

• 可報讀大專院校之商管、市場學、國際貿易金融、法律、環境研
究和社會科學等課程。

• 畢業後，同學可從事經濟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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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經濟科亦是考取許多專業資格的必修科，例如：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公司秘書(ICSA)、特許財務分析師(CFA)等。



必修部份 I（微觀部分）

• 基本經濟概念
• 經濟問題與經濟活動
• 生產基礎概念
• 勞力與分工
• 生產與成本

• 廠商的所有權、擴張
及結合

• 競爭與市場結構

課程內容（共27個課題）

• 需求與供應：
價格釐定

• 需求與供應：
市價的改變

• 需求和供應的價格彈性
• 效率與市場
• 市場干預（I）
• 市場干預（II）
• 效率、公平與政府



必修部份 II（宏觀部分）

•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和實質
本地生產總值(I)

• 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和實質
本地生產總值(II)

• 貨幣與銀行

• 貨幣供應與貨幣需求

• 經濟周期、失業、物價水平

* 選修部分：壟斷定價、反競爭行為及競爭政策

• 總供應-總需求模型政
府的財政預算

• 短期均衡與長期均衡

• 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

• 國際貿易

• 貿易障礙

• 國際收支平衡及匯率



適合哪些同學選修？

• 較強的運算能力和解圖能力，明瞭數據及圖象

的應用。

• 關心社會時事(香港方面、國際方面)，願意多
動腦筋，分析經濟議題。(分析能力)

注意：本科不設 ｢校本評核」



地理科
1.課程宗旨 ：
讓學生
-理解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
的影響，以及人類活動
如何改變自然環境。
-理解和促進可持續發展。
-認識地理考察技能和共通
能力，探究地理問題。



2. 課程內容

2.1 必修單元(七個)：
包括板塊運動與地貌、河流與海岸
環境、工業區位轉移、城市與可
持續發展、農業與饑荒、熱帶
雨林與濫伐及全球增溫
2.2 選修單元(四個選兩個)：
包括香港地質環境與運用、天氣與
氣候、香港運輸交通與物流及珠江
三角洲研習
2.3 其他內容：
地圖閱讀技巧、地理考察探究技能



3. 文憑試(DSE) 評核模式

卷一：必修部分 (75 %) (2小時45分)

1) 選擇題 2) 考察為本題

3) 資料回應題 4) 短文章

卷二：選修部分 (25 %) (1小時15分)

1) 資料回應題 2) 短文章

本科評核特色：

1. 本科不需做校本評核(SBA)。

2. 地圖閱讀題由八題減至六題。

3. 選修單元題目可選自相同單元。



4. 地理科 選修組合與升學就業

4.1 建議選科組合：

除了根據個人興趣外，同學可考慮以下的選科組合，提高學
習效益，包括旅遊與款待科、中史科、歷史科、生物科、經
濟科及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等。

4.2 升學方面：

浸會大學設有地理及環境管理學士課程，理工大學設有地理
測量及地理資訊課程，還有不少大專院校設有環境管理與航
空運輸管理的副學士和證書課程等。另外，修讀本科也有助
同學應付升讀內地大學的聯招試。

4.3 就業方面：

修讀本科的同學，裝備了豐富的環境知識及懂得進行獨立探
究，可應用於各行各業，包括環境管理、航空運輸業、地政
測量、物流運輸業、生態導遊及商業發展等。



視覺藝術科 評核內容



視覺藝術包括下列類別 :



視覺藝術科與其他科目配合，如何擴闊學生升學
和就業的發展？

•與設計與應用科技科、應用學習課程一起學習，
可為學生在創意工業發展上建立基礎。

•美感和藝術創作能力，與物理科的學習互相配合，
有助學生在工程學和建築學方面的發展。

•藝術情境的知識和理解，與歷史科的學習互相配
合，有助學生在美術史和人類學方面的發展。

•與語文科的學習互相配合，有助學生在藝術行政、
比較文學、劇本和創意寫作、藝術評論和大眾傳
播媒體等方面的發展。



升學及就業

•視覺藝術科是大學收生考慮的其中一個高中選修科，更獲

多間大學藝術課程列作優先考慮的科目。

•香港的主要創意工業包括 :

網頁製作

電視製作

舞台製作

電影製作

藝術行政

建築及其他

時裝設計

產品設計

室內設計

形象設計

視覺傳意

廣告及多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