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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高中課程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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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課程的組件

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

選修科目
(選2-3科)

•新高中科目
•應用學習科目
•其他語言

其他學習經歷

包括德育及公
民教育、社會
服務、體藝及
與工作有關的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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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科目的課時

核心科目 建議課時(%) 編排課時(%)

中文 12.5-15% 17.2%

英文 12.5-15% 17.2%

數學 10-15% 17.2%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最少5% 6.8%

選修科目 20-30%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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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特色

提供多元化課程供學生選擇。

透過修讀4個核心科目及多元化的選
修科目，建立寬廣的知識基礎，培養
終身學習的能力。

每年檢討高中各班開辦的選修科，以
配合學校各方面資源及大學收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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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 SS1(F4) elective subjects

附註:
1. * 只給4BCD學生選修 ; ** 只給4C學生選修

4A 4B 4C 4D

Chinese Lit / History / Economics 

中國文學 / 世界歷史 / 經濟
Chemistry**/ Physics / Biology

化學** / 物理 / 生物

Chinese History / BAFS 

中史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Physics / Biology /Geography*/ Economics* 

物理 / 生物 / 地理* / 經濟* 

Geography* / Economics* 

地理* / 經濟*

Chemistry

化學



數學延伸單元一及單元二

報讀方法 於選科表填寫學生意願。

入讀基本資格 (1) 中三全年數學總成績達中上程度。
(2) 被編入4C或4D學生才有機會被挑選修讀 “數學延伸單元一 ”

或 “數學延伸單元二 ” 。

人數 每個數學延伸單元均設有限額。

4CD兩班數學共分三組: (1)必修部份 ; (2)必修部份及單元一 ; (3)必修部份及單元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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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個選修科科目組合

班別 選修科科目組合總數

4A 6

4B 10

4C 9

4D 5

23-24 新高中各班選修科+附錄+網上填表須知+時間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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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讀科目與大學收生要求
(由2024年起)

學院 一般入學要求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嶺南大學

•4個核心科目
•兩科選修科(2x) 或
一科選修科(1x) 及 一個數學延伸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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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讀科目與大學收生要求

一般入學要求為最低收生要求

達到最低入學要求並不保證申請人能入
讀個別大學或課程

部分課程或有額外要求

因應學生能力及大學收生要求，本校學
生將修讀兩科或三科選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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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課程的收生要求
港大藥劑學：化學

醫學院：港大 - 化學 / 中大 - 化學或生物

工程：下列一科選修科目：

◼ - 生物
◼ - 化學
◼ - 物理*
◼ - 組合科學
◼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 數學延伸 (M1 或 M2)
*港大工程必須修讀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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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課程的收生要求

一些學系要求學生修讀數學延伸課程：

◼ 保險、財務與精算學、計量金融學及風險管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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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新高中課程組合能否配合大學收
生要求？

文學院、社會科學學院、教育學院、法律學院：
一般沒有要求學生修讀「特定」科目

理學院或相關學院科目（工程、醫療等）：有
要求學生修讀「特定」科目

本校新高中課程組合均能配合大學收生要求，
但由於個別學系課程有指定要求，因此，中三
同學選科時必須充分了解大學學系課程的收生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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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留意事項
學生的興趣和能力

學生畢業後想從事的職業

認識中四分流機制

課程組合與心儀大學課程的要求是否吻合

◼ 聯招參與院校入學要求

https://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tc/jupas.php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對數學科的入學要求─ 5/2022(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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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334.edb.hkedcity.net/S6_webpage/tc/jupas.php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ma/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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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分流機制

❖新高中選修科編制

❖中四選科網上電子表格

❖按成績決定學生在每一個學科組合的分派次序

❖學生會被派到較喜歡修讀而還有剩餘學額的科目組合

學校進行分派程序

7月下旬公布結果(不設上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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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age allocation for calculation of marks for F.4 streaming(中四分流機制)

Percentage allocation
F.4AB F.4CD

Core 

subjects

55%

Chinese – 15%

English – 15%

Mathematics – 15%

Life & Society – 10%

50%

Chinese – 13%

English – 13%

Mathematics – 18%

Life & Society – 6%

F.3 relevant 

subjects 

30% (Geography, 

History and Chinese 

History) (10% @)  

40% (Geography,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10% @)  

F.3 other 

subjects 

15%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5% @)

10% (History and 

Chinese History)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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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中四各班計算比例

4AB

Chinese Lit(中國文學) /History(世界歷史) 

/Economics(經濟) 、

Chinese History(中史 ) / 

BAFS(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Geography(地理) (For 4BCD only) / 

Economics(經濟)  (For 4BCD only)

F.3 核心科目 55%

Chinese, English, Mathematics, 

Life & Society 
(中、英、數、生活與社會)

F.3 有關科目 30%

Geography, History, Chinese History

(地理、世界歷史、中史)

F.3 其他科目 15%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物理、化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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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D

Chemistry(化學) (For 4C only) / Physics(物理) 

/ Biology(生物) 、

Physics(物理) / Biology(生物) / 

Geography(地理) / Economics(經濟) 、

Chemistry(化學) (For 4D only)

F.3 核心科目 50%

Chinese, English, Mathematics, 

Life & Society 
(中、英、數、生活與社會)

F.3 有關科目 40%

Geography,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地理 、物理、化學、生物)

F.3 其他科目 10%

History, Chinese History

(世界歷史、中史)

(2023-2024) 中四各班計算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