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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流程:

1. 校長致歡迎詞

2. 新高中課程架構

3. 屯門區高中聯合課程 (中四)

應用學習課程 (中五)

4. 怎樣協助我的子女選科(學友社代表)

5. 答問時間及填寫問卷



致歡迎詞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
的優化措施

鄭繼霖校長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教育局於 2021 年 2 月 2 日至 3 月 2 日期
間，進行「優化高中核心科目——為學生
創造空間和照顧學生多樣性」學校問卷調
查，蒐集學界對高中四個核心科目優化方
案的建議及意見。

優化高中四個科目在 2021/22 學年於中四
級實施，並於 2024 年文憑試生效。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科目 可釋放的課時(概念上) 

中國語文科 約50小時

英國語文科 約50小時

數學科 約50小時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以代替通識教育科

約100小時

總計 約25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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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中國語文科

部分 現行模式 建議方案 修訂方向

公開
考試

卷一:閱讀能力
卷二:寫作能力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
卷四:說話能力

卷一 閱讀能力
卷二 寫作能力

保留及優化卷一和
卷二增設實用寫作，並
增加考試時間
取消卷三和卷四，兩卷
所考核的能力融入「公
開考試」及「校本評
核」。

校本
評核

必修部分: 
閱讀活動
(閱讀紀錄及閱讀匯報) 
選修部分: 
選修單元 (兩個單元) 

閱讀匯報: 
一次文字報告
一次口頭匯報

說話能力的評估融 入校
本評核「閱讀匯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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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English Language

Existing Design Optimising Measures 

Paper 2 

(Writing) 

Part A – one short guided task 
(about 200 words) 
one compulsory short 
question 

no Change

Part B – one long task (about 
400 words) 
eight questions (each on one 
elective module of the Elective 
Part) for students’ free choice 

Part B – one long task (about 
400 words) 
• delinking questions in Part 

B from the eight elective 
modules 

• reducing the number of 
questions from 8 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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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English Language

Existing Design Optimising Measures 

SBA • two marks to be submitted, 
one from the reading / 
viewing programme, one 
from the Elective Part, each 
accounting for 7.5% of the 
total subject mark 

• 4 texts to be read / viewed in 
the course of 3 year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SBA 

• two marks (7.5% each) 
submitted based only on the 
reading / viewing 
programme (i.e. no SBA 
required on the Elective Part, 
which is to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Compulsory Part) 

• adjusting the number of texts 
to be read / viewed from 4 to 
2 - 4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數學科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數學科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保持科目為必修必考

公開考試只設「達標」與「不達標」，釋放
考試壓力

訂明重要學習概念，加強知識內涵，建立穩
固知識基礎

重整及刪減課程內容，包括課時，大約是原
有內容的一半，釋放空間予學生學習

不設「獨立專題探究」，減輕師生工作量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重視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積極態度及國民身份
認同，學習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和法
治

 透過涉及香港、國家及全球發展的重要課題，拓闊
學生的國際視野，聯繫 不同學科的知識、培養慎
思明辨能力，以理性分析當代領域的課題

 提供內地考察機會，讓學生親身認識國情和國家發
展

 設立「適用書目表」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主題一：「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主題二：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主題三：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內地考察：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本科考試只設一卷。

考生須就題目所提供的資料，回答所有題
目。

視乎資料、課題的性質，資料回應題內會
擬設不同題目類型，例如多項選擇題、短
題目、短文章式問題等。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建議課程結構

中國語文 English Mathematics 公民與社會發展

9堂 10堂 8堂 4堂

中四五：M2(3)＋職業英語(4)

中六：M2(7)

X1 (7堂) X2 (7堂) X3 (7堂)

化學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經濟
資訊與通訊科技

歷史
視藝

中史
生物
企會財
地理
物理

生物
企會財

M2



X1 (7堂) X2 (7堂) X3 (4堂)

化學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經濟
資訊與通訊科技

歷史
視藝

中史
生物
企會財
地理
物理

職業英語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建議課程結構

中國語文 English Mathematics 公民與社會發展

10堂 11堂 8堂 4堂

中四五：職業英語
中六：多元課堂(LAC/補底)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
與持分者溝通

1. 1/3與核心科目科主任討論
2. 8/3科主任委員會與科主任討論
3. 15/3法團校董會討論
4. 15/4向全體教師公佈計劃
5. 15/4與家長教師會溝通
6. 16/4中三家長晚會公佈
7. 8/5教職員會議討論
8. 11/6於法團校董會作最後決定



中三全年成績比重

鄭繼霖校長



中三全年成績比重

上學期
成績

下學期
平時分

下學期
統測(一)

下學期
統測(二)

下學期
考試

30% 15% 10% 15% 30%



第四個選修科的選擇

(1)屯門區高中聯合課程

(2)應用學習課程

黃幹文副校長



屯門區高中聯合課程

黃幹文副校長



屯門區高中聯合課程

其他語言 -- 日語/法語

人數: 視乎報名人數再作決定

甄選準則:
學生的報名表內所分享報讀的原因、學習
態度、校內操行表現及缺課日數均為甄選
準則



屯門區高中聯合課程報名須知

音樂及體育課程：

 人數: 兩科合共最多4人

 甄選準則:
學生的性向、興趣、學習態度、校內操行
表現、缺課日數及該課程所需專長均為甄
選準則。



屯門區高中聯合課程報名須知

 同學必須考慮清楚自己的能力及所需付出
的代價才選擇修讀此等課程!!

 學費由教育局及學校共同承擔，故學生不
用負擔學費



屯門區高中聯合課程報名須知

 學生不能退選校內新高中課程的選修科

 同學在修讀課程期間，如需請假，除必須
按課程提供機構之規則請假外，亦必須按
本校之請假手續向校方請假，否則作曠課
論。



屯門區高中聯合課程報名須知

 所有課程須於星期六下午上課(三小時)，
有興趣修讀的學生只能修其中一個課程

 2021年8月開始上課

 同學一經取錄後，必須完成三年的課程，

不可中途退選。



屯門區高中聯合課程報名須知

於學校網頁「最新消息」下載報名表



屯門區高中聯合課程報名須知



屯門區高中聯合課程報名須知

於學校網頁「最新消息」下載報名表後，

填妥以下資料：

個人資料

報讀課程

以約300字，列出個人的興趣、

強項、對未來職業的期望及對

所報讀科目的了解等

家長簽署



屯門區高中聯合課程報名須知

2021年5月7日(五) 

1:30p.m.或以前交到校務處

若有查詢可聯絡張東慧老師(教務主任)



應用學習課程

黃幹文副校長



應用學習課程

強調真實情境，從應用和實踐中學習基礎
理論和概念；知識、技能和態度並重

新高中課程的一部分，與其他選修科一樣



應用學習課程

修讀年期: 橫跨中五及中六兩個學年

上課時間：星期六的上午或下午

每個課程的課時為180 小時

上課地點: 於課程提供機構的場地進行，並
由該機構的導師教授



應用學習課程

課程提供機構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香港演藝學院

 職業訓練局(VTC)

 明愛社區書院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香港科技專上學院



應用學習課程 (2021-23)

 共40個課程(部分課程設有選科限制)

創意學習

媒體及傳意

商業、管理及法律

服務

應用科學

工程及生產



應用學習課程



創

意

學

習

• 設計學 展示及首飾設計

時裝及形象設計

室內設計

• 媒體藝術 電腦遊戲及動畫設計

數碼漫畫設計與製作

流行音樂製作

• 表演藝術 舞出新機-舞蹈藝術

由戲開始 . 戲藝縱橫



應用學習課程



媒
體
及
傳
意

• 電影、電視與 數碼媒體及電台製作

廣播學 電影及超媒體

• 媒體製作及與 公關及多媒體傳訊

公共關係



• 會計與金融 電子商務會計

• 商業學 商業數據分析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 法律學 香港執法實務



商
業
、
管
理
及
法
律

應用學習課程



• 食物服務及管理 甜品及咖啡店營運

西式食品製作

• 款待服務 機場客運大樓運作

酒店服務營運

酒店營運

• 個人及社區服務 幼兒發展

幼兒教育

美容學基礎



服
務

應用學習課程



應用學習課程



應
用
科
學

• 醫療科學 動物護理

及健康護理 中醫藥學基礎

健康護理實務

醫務化驗科學

復康護理實務

• 食物科學 食品創新與科學

• 心理學 應用心理學

實用心理學

• 運動 運動科學及體適能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



應用學習課程



工
程
及
生
產

• 土木、電機 建構智慧城市

及機械工程 電機及能源工程

• 資訊工程 電腦鑑證科技

電競科技

資訊科技精要

• 服務工程 航空學

鐵路學



評估方法及資歷認可：

不設公開考試，考核由課程提供機構負責
執行；

以進展性及總結性評核為主；

香港中學文憑將標示應用學習課程的評核
結果；

應用學習課程



應用學習課程

評估分為：

「達標並表現優異」(II)

成績將被評定為相等於第四級或以上(Level 4)

「達標並表現優異」(I)

成績將被評定為於第三級或以上(Level 3)

「達標」

成績將被評定為相等於第二級(Level 2)

「未達標」



應用學習課程 – 就業方面的認受性

公務員事務局已宣布在聘任公務員時，將
會接受應用學習科目在香港中學文憑的成
績（最多計算兩科）



應用學習課程 – 資歷認可

有大部份應用學習課程已與資歷架構第三級
掛鈎：

「西式食品製作」

「美容學基礎」….

同學除了獲得香港中學文憑資歷外，亦會獲得課程提供機構
頒發資歷架構第三級證書。



應用學習課程

課程費用：學費由教育局支付，故學生不用負擔
學費；

由於涉及政府資源，同學一經取錄後，必須完成
整項課程；

於2021-2022學年(中四下學期)開始報名

屆時會另行安排簡介會公佈詳情

若有查詢可聯絡吳慧琼老師(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問答時段

請家長給予寶貴意見，填寫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