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 選修科目簡介

cnc

歷史科【第一組(X1)】
個人、社會
及人文

歷史

課程宗旨

必修部份

‧ 透過認識現今世界的源起 ‧ 引言：現代世界的孕育(10 小時)
和發展，了解自己在現今 ‧ 主題甲---20 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社會的定位
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 在探索歷史議題的過程
(30 小時)
中，培養批判性思考、溝
中國的現代化與蛻變(40 小時)
通技巧及作出明智的決定
日本及東南亞的現代化與蛻變(30 小時)
‧ 以公正持平、設身處地的
態度，從不同角度去審視 ‧主題乙---20 世紀世界的衝突和合作
過去與當代的事件
主要衝突與和平的訴求(60 小時)
‧ 了解本身所屬的文化特質
協作與繁榮 (40 小時)
和價值，重視人類社會共 ‧ 教學活動建議課時：20 小時
有的特質及共同面對的問
題
‧公開考試
‧ 培育國民意識及全球公民
卷一 歷史資料題
意識，成為本地、國家，
設必答題，涵蓋必修部分，
乃至世界上理智及有識見
佔 60%
的一員
卷二 論述題
‧ 裝備自己，以便深入探索
7 選二，涵蓋必修部分，40%
配合個人興趣、有助將來
就業或專業進修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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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份

必修與選修
安排構思
‧ 學生須修讀必修部
分的主題甲及乙
‧ 學生須選取 3 個選
修項目中的其中 1
項完成學科功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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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

化學科【第一組(X1)】
科學領域

化學

課程宗旨

必修部份

‧ 對化學產生興趣，保持對物理世界 ‧12 個課題(198 小時)：
產生好奇心和求知慾
地球(8 小時)
‧ 建構及應用化學的知識，了解化學
微觀世界 1 (24 小時)
與其他學科間的關係
金屬(22 小時)
‧ 體會和了解化學演進的特質
酸和鹽基(27 小時)
‧ 掌握進行科學探索的技能
化學燃料和碳化合物(20 小時)
‧ 培養按科學的方法、批判性和創造
微觀世界 2 (8 小時)
情的思考能力，以及在單獨或與他
氧化還原反應、化學電池和電解(26 小時)
人協作的情況下，解決與化學有關
的問題的能力
化學反應和能量(9 小時)
‧ 能運用理化學語言討論與科學有
反應速率(9 小時)
關的議題
化學平衡(10 小時)
‧ 在與化學有關的議題上作出明智
(11) 碳化合物的化學(27 小時)
決定和判斷
(12)化學世界中的規律(8 小時)
‧ 建立開放、客觀及主動的態度
‧ 適當地關注作業安全的事項
‧探究研習(20 小時)
‧ 關注物理學對社會、道德、經濟、
環境及科技的影響，以及養成負責
‧公開考試
任的公民態度
卷一 必修部分 60%
‧ 校本評核 20%
呈交實驗有關兩個的校本評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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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份

必修與選修
安排構思

‧從 3 個選修課題 ‧ 學生須修讀必修
中選取 2 個
部分中的 12 個課
 工業化學
題
 物料化學
 分析化學
每個課題 26 小
時，2 個課題 52
小時
‧公開考試：
卷二 選修部分
20%
考核 3 個選修課
題中的其中 2 個

‧ 學生須修讀 3 個選
修課題中的其中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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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

地理科【第一組(X1)】
個人、社會
及人文

地理

課程宗旨

必修部份

‧ 理解人們所居住的地球，
並從空間角度認識及闡
釋；地球上各種現象及形
貌的分佈及其作用，各種
作用的相互作用，各種相
互作用所引致的轉變，各
種轉變所引起的議題和人
們對此所作的反應和處理
‧ 進行地理探究，由此發展
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和共
通能力
‧ 欣賞奇妙的本地及全球

‧ 7 個地理議題(170 小時)：
機會與風險
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
轉變中的工業區位
建設 1 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對抗飢荒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全球增溫

的自然環境，體會各種
生物相互依存的關係，

選修部份

‧從 4 個選修單元中選取 2 個(約 50 ‧ 學生須修讀必修部
小時)
分的 7 個地理議題
 動態的地球：香港地質與地貌 ‧ 學生須從 4 個選修
的形成
 天氣與氣候
 運輸發展、規劃與管理
 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習

實地考察┼空間探究數據 (50 小時)
(滲入必修與選修部分的教學內)

以及生態環境脆弱之處，
並明白推動可持續發展

的重要性。
‧ 培育公民精神和全球視
野，立志為社會、為國家
和為全世界的福祉作出貢
獻

‧公開考試
A 多項選擇題 (20%)
B 數據/技能為本/結構式問題(30%)
C 短文章式問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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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與選修
安排構思

‧公開考試
D 數據/技能為本/結構式問
題(15%)
E 短文章式問題(10%)

單元中選取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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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第一組(X1)】
藝術教育
領域

視覺藝術

課程宗旨
‧ 豐富學生的美感和藝術經
驗
‧ 加強具審美和批判性思考
的欣賞，及創作不同形式
的視覺藝術作品的能力
‧ 透過自主和開放的藝術學
習探究過程，發展感知能
力、共通能力、多角度觀
點，以及後設認知能力
‧ 透過探究多元文化藝術，
加強對文化及跨文化的了
解
‧ 培養個人情操、正面的價
值觀和積極的態度、自我
身份以及其對社區、國
家、世界的投入感
‧ 獲得基礎學習，以備日後
有機會繼續接受與藝術和
創意工業有關的教育，並
從事相關工作

修讀部份

選修部份

必修與選修
安排構思

----

----

‧2 個學習範疇：
視覺藝術評賞的學習
視覺藝術創作的學習
‧公開考試：
學生須選擇卷一或卷二(50%)
卷一 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卷二 設計
‧ 每一考卷均分為兩個部分：
甲部 10%
乙部 40%
‧校本評核：50%
‧考生須提交一個作品集， 作品集須包
括：
(a) 研究工作簿 (20%)
(b) 針對主題的藝術作品／ 評賞研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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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第一組(X1)】
科技教育
領域

課程宗旨

‧ 讓學生可以在高中時掌握
基本的商業知識和技能，
企業、會計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
與
的態度，使他們將來在社
財務概論
會上能恰如其分地擔當消
費者、投資者、僱及/或企
業家等不同的角色
‧ 培養學生多方面的共通能
力，例如研究能力、分析
能力、領導才能、建立團
隊的才能、溝通技巧、批
判性思考、創意、解難能
力等，並可把有關能力運
用和發揮在不同的學習領
域中
‧ 為學生提供一個可以探索
不同商業事項的學習平
台，為日後生活、學習及
就業作好準備

必修部份

選修部份

必修與選修
安排構思

‧2 個選取 1 個 (60%)： ‧ 學生須修讀必修部分
 會計單元
的 4 個單元
財務會計(40%)
‧ 學生須選取 2 個選修
成本會計(20%)
單元中的其中 1 個
 商業管理單元
財務管理(18%)
人力資源管理
(17%)
市場營銷管理
(25%)

‧4 個單元(40%)：
營商環境(7%)
管理導論 (9%)
會計導論(15%)
基礎個人理財(9%)

‧公開考試：
卷一 必修部分(40%)

‧公開考試：
卷二 只選擇其中一
個單元(60%)
甲 會計單元

乙 商業管理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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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第一組(X1)】
科技教育
領域

健康管理
與社會關
懷

課程宗旨
‧ 理解及分析涉及的健康與社
會關懷的問題，危害健康的
因素，並採取相應行動
‧ 理解及分析各種危害健康的
因素、情況和處境，並可以
採取相應的行動
‧ 認識創造和維持健康的不同
方法，並能欣賞健康社區持
續發展的價值
‧ 培養基本能力，以便研究、
分析、評鑑有關健康、社會
和社區關懷的議題，表達有
關意見，並參與有關機構所
舉辦的相關支援活動和服務
‧ 理解不同層面和角度上的健
康和社會關懷議題，並建議
可行的解決方法
‧ 理解個人應擔當的角色
‧ 掌握促進社區健康的知識和
共通能力，明白對發展經濟
競爭力起重要的作用

必修部份

選修部份

‧5 個單元(60%)：
‧3 個選修 2 個 (40%)：
人生不同階段的個人發展、社會關懷及
 健康推廣與健康護理
健康(12%)
服務的延伸學習
本地與全球的健康與社會關懷情境
 社群與社會關懷服務
(12%)
的延伸學習
回應健康與社會關懷範疇的需要(12%)
 健康與社會關懷時事
推廣及維持社區內的健康與社會關懷
議題
(12%)
身體力行—健康推廣、保健及社會關懷
(12%)
‧公開考試：
‧公開考試：
卷二 選修部分 46%
卷一 必修部分(57%)
甲部 短答題 (必答)
甲部 短答題 (必答)
乙部 議論題 (3 選 2)
乙部 結構題 (必答)
卷二必修部分及選修部分
卷二 必修部分
共佔 34%
甲部 短答題 (必答)
‧校本評核：20%
乙部 議論題 (3 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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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與選修
安排構思
‧ 學生須修讀必修部
分的 5 個單元
‧ 學生須選取 3 個選
修單元中的其中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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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

物理科【第二組(X2)】
科學領域

物理

課程宗旨
‧ 對物理世界產生興趣，保持對物理
世界產生好奇心和求知慾
‧ 建構及應用物理學的知識，鑒賞物
理科學與其他學科間的關係
‧ 藉與物理學相關的情境了解和鑒
賞科學的本質
‧ 掌握進行科學探索的技能
‧ 培養科學性、批判性和創造情的思
考能力，以及在單獨或與他人協作
的情況下，解決物理學有關的問題
‧ 理解有關物理學議題的科學語
言，並能與他人交流觀點
‧ 在與物理學有關的議題上作出明
智決定和判斷。
‧ 關注物理學對社會、道德、經濟、
環境及科技的影響，以及養成負責
任的公民態度

必修部份
‧5 個課題(200 小時)：
熱和氣體(25 小時)
力和運動(55 小時)
波動(48 小時)
電和磁(56 小時)
放射現象和核能(16 小時)
‧物理科探究研習(16 小時)：
學生必須進行一項探究活動，解
決一個實質問題
‧公開考試
卷一 必修部分 60%
‧ 校本評核 20%
呈交兩個實驗有關的作業及
1 個探究研習或附有實驗報
告的詳盡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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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份
‧從 4 個選修課題中選取 2
個
 天文學和航天科學
 原子世界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醫學物理學
每個課題 27 小時，2 個課
題 54 小時
‧公開考試：
卷二 選修部分
20%
考核 4 個選修課題中的其中
2個

必修與選修
安排構思
‧ 學生須修讀必修部
分中的 4 個課題
‧ 學生須修讀 4 個選修
課題中的其中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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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

生物科【第二組(X2)】
科學領域

生物

課程宗旨
‧ 培養及保持學生對生物的興
趣，對奧妙的生物世界的好奇
心，並尊重一切生物及環境
‧ 建構及應用生物學的知識，了解
與生物學相關情境的科學本
質，以及體會生物科學與其他學
科間的關係
‧ 培養科學探究的技能，科學思
維、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創造力，
以及獨立或合作解決有關生物
學問題的能力
‧ 了解科學語言，並能就有關生物
學的議題交流意見和觀點
‧ 知道生物學對社會、道德、經
濟、環境及科技的含義，並在有
關生物學的議題上能夠作出明
智的決定和判斷
‧ 培養負責任的公民態度，致力促
進個人和社區健康

必修部份
‧4 個課題(200 小時)：
細胞與生命分子(46 小時)
遺傳與進化 (42 小時)
生物與環境 (86 小時)
健康與疾病(26 小時)
‧科學探究(20 小時)
‧公開考試
卷一 考核必修部分的試題 60%
‧ 校本評核 20%
呈交實驗有關的兩個校本評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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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份

必修與選修
安排構思

‧從 4 個選修課題中選取 ‧ 學生須修讀必修部
2個
分中的 4 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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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課題 25 小時，2
個課題 50 小時
‧公開考試：
卷二 考核選修部分的
試題
20%
考核 4 個選修課題中的
其中 2 個

‧ 學生須修讀 4 個選
修課題中的其中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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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科【第二組(X2)】
個人、社會
及人文

經濟

課程宗旨
‧ 培養從經濟學角度探究人
類行為及社會議題的興趣
‧ 掌握經濟學的基礎知識，
了解身處的世界
‧ 藉著培養經濟分析的能
力，具備對不同議題推

論及理性選擇的能力，
以加強終身學習的能力
‧ 成為有識見和負責任的公
民，參與現代民主社會的
決策過程

必修部份
‧10 個單元(194 小時)：
基本經濟概念(12 小時)
廠商與生產 (30 小時)
市場與價格(32 小時)
競爭與市場結構(8 小時)
效率、公平與政府的角色(18 小時)
經濟表現的量度(12 小時)
國民收入決定及價格水平(16 小時)
貨幣與銀行 (18 小時)
宏觀經濟問題和政策(30 小時)
國際貿易和金融(18 小時)
‧ 進行學習活動(54 小時)
‧公開考試：
卷一 多項選擇題(30%)
卷二 甲部 短答題(必修部分)(30%)
乙部 結構文章式試題
(必修部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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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份
‧2 個選取 1 個 (22 小

必修與選修
安排構思
‧ 學生須修讀必修部分

時)：
的 10 個單元
 壟斷定價、反競爭 ‧ 學生須選取 2 個選修
行為及競爭政策
項目中的其中 1 項完
 貿易理論的延
成課業
伸、經濟增長及發
展
‧公開考試：
卷二

丙部
結構文章式試題
(選修單元)
二選其一 (9%)

卷二：
甲乙丙三部必修及選修
合共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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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

旅遊與款待科【第二組(X2)】
個人、社會
及人文

課程宗旨
‧ 更明白旅遊及款待業對社
會、國家及世界的重要性
‧ 全面了解旅遊及款待

旅遊
與
款待

業，特別是旅遊業體系
和業界所注重的款待客
人的技巧、個人質素和
態度
‧ 認識東道主的重要性，努
力為旅遊及款待業作出

貢獻
‧ 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旅遊
及款待業的知識，培養
終生學習的智能
‧ 了解有助旅遊及款待業
可持續發展的正面價值
觀和態度
‧ 探索旅遊及款待業的升
學及就業的途徑

必修部份
‧5 個課題(190 小時)：
旅遊導論(55 小時)
款待導論 (50 小時)
地理名勝(45 小時)
客務關係及服務(35 小時)
旅遊及款待業趨勢及議題(35 小時)
‧學習活動時間(20 小時)
‧公開考試：
卷一 (43%)
甲部 選擇題
乙部 資料回應題
卷二 論述題(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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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份
‧3 個選取 1 個 (30 小
時)：
 會議、獎勵、商
務、展覽業務
 主題公園及景點
 款待業市場學

必修與選修
安排構思
‧ 學生須修讀必修部分
的 5 個課題
‧ 學生須選取 3 個選修
課題中的其中 1 個完
成作業

2019-20 選修科目簡介

cnc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第二組(X2)】
科技教育
領域
設計與
應用科技

課程宗旨

必修部份

‧成為獨立思考者和勇於創新 ‧三個範籌(課時 50%)：
設計與創新
的解難者；
科技原理
價值與影響
‧增進對科技及設計的知識和
實踐技能；

學、企業、社會、文化、倫

‧4 個選 2 個 (每個課時
25%，共 50%)：
 電子 / 創意數碼媒體
 自動化操作
 實踐設計及材料處理

‧ 學生須修讀必修部
分的 3 個單元
‧ 學生須選取 4 個選
修單元中的其中 2
個(來年中四會教
乙及戊部分)

模塑

‧具備辨別能力，能深思熟慮 ‧校本評核(40%)：
用者，並能意識到科技和美

必修與選修
安排構思

 視像化及電腦輔助設計

‧辨識改善生活質素的需要、 ‧公開考試：
意願和機會，培育科技與設
卷一 必修部分(30%)
計觸覺和創業精神；

及成為富責任感的產品使

選修部份

• 設計作業題目將由香港考試及評
核局提供
• 設計作業將由校外評審員作專業
評核

理的相互作用。

‧公開考試(5 選 2)：
卷二 選修部分(30%)
甲：自動化操作
*乙：創意數碼媒體
丙：實踐設計及材料處
理
丁：電子
*戊：視像化及電腦輔助
設計模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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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選修科目簡介

cnc

中國歷史科【第一組(X2)】
個人、社會
及人文

中國歷史

課程宗旨

必修部份

‧ 理解重要歷史事件的由
來、發展及相互關係，從
而掌握事物的變革軌跡及
發展趨勢，幫助他們能以
古鑒今，策劃未來
‧ 整理、綜合及分析相關的
歷史資料，運用歷史探究
的方法，提昇個人思辨及
評價史事的能力
‧ 培養解難、內省、批判及
創意思維等技能，提昇他
們處理日常生活事務及參
與社會決策的能力
‧ 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培
養個人對社會、國家及民
族的責任感
‧ 體會中外文化交流的意
義，欣賞中國文化的特質
與價值所在，建立民族認
同感，尊重不同的文化與
傳承

‧ 中國歷史概論(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 8 小時
‧ 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不列入公開評核範
圍) 15 小時
‧歷代發展
甲部：上古至 19 世紀中葉
(70 小時)
乙部：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
末(70 小時)
‧公開考試
卷一 歷代發展
設必答題，涵蓋甲、乙兩部，佔 40 分，
甲部及乙部各設 3 題，分別選
答其中 1 題，佔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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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份

必修與選修
安排構思

‧從 6 個選修單元中選 ‧ 學生須修讀必修部
取2個
分中的 4 個課題
 20 世紀中國傳統文 ‧ 學生須從選修 6 個
化的發展
 地域與資源運用
 時代與知識份子
 制度與政治演變
 宗教傳播與文化
交流
 女性社會地位
每個單元 40 小時，2
個課題 80 小時
‧公開考試：
卷二：歷史專題
設 6 單元，每單元各設
3 題，學生從所選的 1
個單元中選答 2 題，佔
50 分。

選修課題中的其中
1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