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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開設的選修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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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原則

興趣

能力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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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的六大原則

 能力

 興趣

 志向

 參考別人意見

 避免性別歧視與跟風

 環境因素 5



能力 + 環境因素

校方在分派選修科目時會盡可能參照各同
學之意願，惟最後之決定乃主要根據：

學生的整體考試成績
學生相關科目的考試成績
每科之學額及競爭人數
會否額外修讀數學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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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 環境因素 + 興趣 + 志向
+ [參考別人意見 及避免性別歧視與跟風]

選修一組 次序(1至6) 選修二組 次序(1至6)

地理 生物

歷史 1 旅遊與款待

化學 物理 1

科技與生活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經濟 中國歷史

視覺藝術 資訊及通訊科技

*各科學額：20 ± 5人

舉例： “1”代表最期望獲編配的科目，如此類推。

會否修讀數學的延伸課
程單元一 (M1)？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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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 環境因素 + 興趣 + 志向
+ [參考別人意見 及避免性別歧視與跟風]

選修一組 次序(1至6) 選修二組 次序(1至6)

地理 生物

歷史 1 旅遊與款待

化學 物理 1

科技與生活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

經濟 中國歷史

視覺藝術 資訊及通訊科技

*各科學額：20 ± 5人

舉例： “1”代表最期望獲編配的科目，如此類推。

會否修讀數學的延伸課
程單元一 (M1)？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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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她的志向是成為一
位工程師，所以選讀了
物理科及MI；而她還
喜愛世界歷史，所以亦
選讀了歷史科。 參考
了家人及老師的意見，
以及衡量了自己的能力
後，最後作出以上抉擇。



選科原則

望子成龍，一些家長會有以下的想
法……

為了孩子不落後於人，選擇
最「熱門」的科目

我有否以為某些科目出
路特別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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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原則

我有否把自己的意願
及對兒子的期望強加
在兒子身上 ?

我了解兒子的志向及
理想中的職業嗎 ?

家長可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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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原則

我有否強迫兒子做能力範
圍以外的事 ?

我有否時常指斥兒子
的學業能力 ?

家長可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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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對學習、選科毫不起勁時……

我有否縱容兒子逃避現實 ?

選科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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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否激發孩子的動力 ?

我有否幫助孩子訂立具體的、可實
現的短期和長期目標 ?



協助兒子選科時，家長要⋯

了解孩子的情況、能力

支援孩子的需要

尊重孩子的意向

體諒孩子在作出選擇時的困難和混亂

與孩子討論他們的興趣和嗜好，共同

找出最適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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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正面鼓勵、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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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

不能入讀期望入讀的科目，

並不註定失敗

科科出狀元，

無論讀甚麽科皆有發展的機會15



如何協助子女選科 - "三得" + "三不" 政策

1. "得" 了解子女的興趣及潛能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興趣及潛能，讓其好好發揮，將來或可成為專才。家長應
耐心與子女傾談，了解其興趣及發掘其潛能。

2. "得" 了解子女的志向、目標及將來理想的職業

有些同學可已立定志向，但沒有告訴家長，這或許是因為不知父母會否贊成
及怕自己力有不逮。若家長能主動去了解子女的目標，與他們討論，相信對
子女有莫大幫助。

3. "得" 了解子女的能力

要明白子女在某些學科會有較好或較差的成績，故家長應與子女共同分析其
長處或短處。

Source ： 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career/s4c.htm#1

家
長
如
何
協
助
子
女
選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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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協助子女選科 - "三得" + "三不" 政策

Source ： http://www.tkogss.edu.hk/web_subject/career/s4c.htm#1

1. "不" 要把自己的意願及對子女的期望強加在子女身上

這樣不單會對子女的選科構成壓力，亦會影響他們將來升讀中四的表現。
家長在給予子女意見及替其分析的同時，亦宜留意應讓子女學習自己去作
決定，畢竟家長是不能一世替子女做決定的。

2. "不" 要以為某些科出路特別好，某些科特別差

其實，文理科各科要求的技能不同，出路各異，不應如此比較。家長應就
子女的興趣、能力和潛質考慮，不應人云亦云地去選擇。

3. "不" 要一味指斥子女的學業能力

倘若子女未能入讀所選取的學科，應鼓勵他們切勿灰心氣餒，也不要懷疑
自己的能力，以致影響學習情緒，相反應嘗試從修讀學科中發掘自己的潛
能。

家
長
如
何
協
助
子
女
選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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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科時可參考… (了解自己及主動了解)
 1. 了解本校高中課程及選科安排， 以及各選修科的基本資料 (手冊 pp.6-27 )

 2. 向老師查詢，以及借閱相關課程大綱及past papers

 3. 向家長或其他長輩賜教、查詢及交流，但前設是要將自己的想法坦白交待，
令他們更了解你的意向

 4. 選科時同時思考自己將來的工作期望，可嘗試從一些性格及職業性向測驗增
加對自己的了解

 職業性向測驗

 5. 主動上網 及閱讀相關資料

 http://334.edb.hkedcity.net/new/tc/index.php

 6. 衡量從以上得來的資料及資訊，然後作出最後決定
18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高中選科亦離不開這兩方面。

sssg_2017_Full.pdf
http://www.pooito.edu.hk/~hse/CQ100.htm
http://334.edb.hkedcity.net/new/t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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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SEC與高中選科 (參考：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類型 高中科目例子 職業例子

R- Realistic

實際型
物理、化學、生物、數
學、資訊科技、體育

工程師、消防員、機械技術
員、遊戲程式員、金融分析
師、視光師、網絡系統管理
員

I- Investigative

研究型
物理、化學、生物、數
學、地理、經濟、企會
財、科技與生活

醫生、遊戲程式員、金融分
析師、視光師、網絡系統管
理員

A- Artistic

藝術型
語文、中史、歷史、音
樂、藝術

藝術家、音樂家、作家、編
輯、攝影師、、舞蹈員、演
員

S- Social

社交型
語文、歷史、音樂、藝
術、旅款、科技與生活

老師、警察、護士、社工、
導遊、心理學家、健身教練

E- Enterprising

企業型
經濟、企會財、旅款、 售貨員、市場推廣、導遊、

股票經紀、公關

C- Conventional

傳統型
經濟、企會財 會計、金融分析師、文員、

電腦操作員、秘書



發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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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科鋒味

12科鋒味.pptx


想做消防員、飛機師
或空姐應擇讀什麼科目，
應選擇哪科？

如果想做會計師、律師
或心理醫生應讀什麼科目？

金融行業／酒店管理
應該選什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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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對未來

升學/就業的關係及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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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生活科

1.商業- 例如：經理、採購員

2.食品行業 – 例如：管理人員、研究員、產品開
發員

3.健康行業 – 例如：營養師、營養學家

4.  教育事業 – 例如：教師、食品科學家

5.  繼續升學 – 例如：

-食物及營養科學學位課程(香港大學)

-食物科學及科技副學位課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師資培訓(香港教育學院)
23



旅遊與款待科

進修

香港中文大學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

香港理工大學 酒店管理、旅遊管理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康樂及旅遊管理副學士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旅遊管理副學士

職業發展

酒店業、旅遊業、餐飲業、展覽業、零售業、
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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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培育企業家精神，讓學生在高中掌握商
業的知識及技能。

有助升讀工商管理、會計、財務、資訊
系統等學士學位及副學位。

可選擇投身商界，擔當不同的職位，例
如核數師、會計師、財務分析員、財務
策劃師及市場研究員等。 25



化學科

大學某些科目，如中、西醫學、藥
劑學、牙醫學、化學、生物化學、
食品及營養科學、醫療科學等，均
須要求考生選修化學科。

畢業後可從事與科學、科技、環境
保護、化驗等相關工作，亦可從事
商界、工業生產及政府公務工作。 26



經濟科

可報讀大學及大專院校之商管、市場學
、國際貿易金融、法律和社會科學等課
程。

可從事的行業：與選修企會財相類

畢業後可從事經濟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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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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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有利繼續深造各大學大專院校之視覺藝
術設計課程及職訓局開辦的部份課程(

例如:珠寶設計、時裝設計、玩具設計
及室內設計等)。

對從事創意行業有幫助，如資訊科技、
印刷業及各種傳媒。另亦有助專門行業
如平面設計、珠寶設計、時裝設計、室
內設計、產品設計、舞台設計等。 28



中國歷史科

培養解難、內省、批判及創意思維等技能
。

提升組織及表達能力。

提升處理日常生活事務及參與社會決策的
能力。

可從事的行業十分廣泛，例如教育界、文
化界、傳播界、政界、工商界（如中國貿
易）和博物館等工作，甚至一般的行政工
作皆適合。 29



地理科

可投身那些需要全球視野、環境意
識和空間區域觀感的職業：

當中最常見的職業包括城市和運輸
規劃、物流管理、建築、土力工程
、測繪、資源和環境管理、旅遊和
閒暇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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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

可報讀各大學之歷史系、社會學系、政治學系、
翻譯學系及傳理系等。



本科對所有要求獨立判斷能力，分析能力的工作
均能提供基礎訓練。

較為專業的，可於博物館及古物古蹟辦事處擔任
助理館長一職，同學亦可投考政府部門的各政務
及行政工作、報館編輯工作、電視台任記者工作
；亦適合投身商界及從事教育行業。 31



物理科

大學及大專學院校之理科學系、工
程學系及醫科等，都會考慮物理科
的成績作為入學標準。



可從事的行業：科學家、工程師、
教師、天文台科學主任、科研中心
技術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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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

可報讀生物學、人類學、動植學、微生
物學、生物科技、生態環境學、醫學、
牙醫學、藥劑系、營養學、食品科學、
護理學、視光學、職業治療學等課程。



畢業後可從事醫藥護理、環境管理、食
物衛生、食品工業、科學研究、教育、
化驗等工作，亦可從事商界及政府公務
工作。 33



資訊及通訊科技

為學生日後投入社會工作，或是繼續進
修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的課程奠下良好
的基礎。

可從事的行業：電腦操作員、電腦程式
編寫員、電腦工程師、網絡管理員、電
腦培訓員、電腦維修員、系統分析員，
電腦儀器推銷員。事實上，現在很多寫
字樓的工作，都要求應徵者懂得使用電
腦。 34



數學(延伸部分:微積分與統計)

有助修讀各大專院校之財務、危機管理
、精算學、工程、電腦、物理、數學及
統計學等課程。

提供微積分與統計的直觀概念、技能及
工具，為深造及就業作準備。

可從事不同與數學相關的行業，例如精
算、金融分析等。 35



要成為天文台(高級) 科學主任？要修讀哪一
科？

A. 傳理

B. 地理

C. 物理

36

李鳳瑩須負責撰稿、設計圖像、剪接及傳
送片段等，可謂台前幕後「一腳踢」。



當天文台科學主任 大學要讀物理

 (星島日報報道)不同政府部門之中，天文台主要負責天氣預測，跟市民
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有參觀天文台的學生稱，到訪部門的錄製室，觀看
氣象圖，令他感覺新鮮。天文台科學主任江偉稱，發現不少學生都對天
文台工作有誤解，以為要在大學修讀地理科，但其實應修讀物理科，或
數學、統計相關範疇。

 就讀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中四的賴炳良，小學時曾經親眼觀看月
全蝕，自此迷上天文學，一直有志入讀大學的物理系，今次首度踏足天
文台，分外興奮。

 他稱最深刻可到訪錄製室，觀看天氣圖及氣象資訊，模擬天文台科
學主任講解天氣的情況。賴炳良又好奇部門的員工會否為獲得良好晉升
機會而進修，「對方回答只要做人腳踏實地，老闆自然會賞識」，令他
反思這種工作態度。

 天文台科學主任江偉稱，不少人誤解入職天文台主任要修讀地理科
，但其實相關學科應為物理科。他指部門內有不同職級工作、工種，非
理科的同學都可入職，從事文書、行政。

 他又認為，天文台是講求科學的部門，性質有別其他政府部門，相
對可吸引對科學有興趣的同學，加上現時氣象資訊較透明，甚至有人會
自行預測天氣，在網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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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為二級助理館長 (文物修復)？要修讀哪
一科？

A. 化學

B. 人類學

C. 歷史

38

一絲不苟: 修復人員分析
後發現門神的盔甲有真金
成分，修復時鋪上金箔。

回復面貌: 達德公所的
木門修復之後，門神重
現光采。



要成為康文署二級助理館長 (文物修復)？要
修讀哪一科？

A. 化學

B. 人類學

C. 歷史

39

申請人須：

(1) 持有香港任何一所大學頒發的
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並主修以
下其中一個相關學科：文物修復學、
應用化學／化學、材料科學、材料
工程，或同等學科；及

(2) 符合語文能力要求，即在綜合
招聘考試兩張語文試卷（中文運用
及英文運用）中取得「二級」成績，
或具同等成績。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health/html/2015/06/201
50604_194937.shtml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health/html/2015/06/20150604_194937.shtml


要成為機長/飛機師，要選修哪一科？

A. 物理 / 工程

B. 氣象學

C. 任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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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大專/ IVE很多科目及課程均考慮任何選
修科， 因此同學不需過份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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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選修科的出路很廣，
選擇很多

焦點： 應是怎樣取得理想成績，
開拓自己的選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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