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祝珊英文中學
中四選科講座

周俊傑副校長



程序

1. 334新學制簡介

2.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

3.選科程序

(如何分配選修科目及數學科延伸單元)

4. 334新學制的其他課程資訊

2



1. 334新學制簡介

｢三三四｣新學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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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34新學制簡介

高中課程課程結構 (4+3)及課時安排

核心科目

(4個)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改名的通識教育

選修科目組合

2至3個選修科目

其他

應用學習課程
其他語言課程

其他學習經歷

德育及公民教育
社會服務
體育發展
藝術發展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佔總課時: 

<=50% 20-35%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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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34新學制簡介

高中科目將以水平參照模式匯報考生的成績。
考生的表現會分為五個等級(1－5 級)，第5 級
為最高等級。於第5 級內，成績較佳的考生，
可獲「5*」，成績最佳的考生，則可獲
「5**」。表現低於第1 級則「不予評級」。
各能力等級均附有等級描述，說明有關等級
的典型考生的表現。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匯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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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34新學制簡介

考評局每年編印文憑試報告書，內容共分為
三部分：

1. 考試程序概覽

2. 考試事務

3. 考試統計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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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

4個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 (CHIN)

英國語文 (ENG)

數學 (MATHS)

改名的通識教育(X)

11個選修科目組合

中國文學 [文學] (C LIT) 

中國歷史 [中史] (C HIST)

經濟 (ECON)

地理 (GEOG)

歷史 (HIST)

旅遊與款待 [旅款] (THS)

生物 (BIO)

化學 (CHEM)

物理 (PHY)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企會財] (BAFS)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訊]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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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

124人
31人/班

班別1 班別2 班別3 班別4

1X

(6 堂)

物理
Phy

化學
Chem

企會財

(管理)

BAFS(M)

經濟

Econ

2X

(6 堂)

化學
Chem

物理 生物 地理 中史 旅款
Phy Bio Geog CHist THS

3X

(6 堂)

企會財 (會計)     生物 經濟 地理 歷史 資訊

BAFS(A) Bio Econ Geog Hist ICT      

本校2021-22開辦的高中科目架構(暫定)
科組數目：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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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

中國文學科課堂安排及申請修讀程序
✓ 為照顧學生的興趣及生涯規劃需要，以及考慮本校人手安排，本校於來

年開設中國文學科時將有以下新安排：
(一)總課時為每循環周80分鐘或2節課堂
(二)同學須以半自修模式修讀本科
(三)課堂安排為正規課堂內2X或3X

的課節或課後課堂，而其餘正
規課堂內的2X或3X課節為自修
堂，文學科老師將於開課後向
同學講解課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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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

中國文學科課堂安排及申請修讀程序
(四)文學科老師會以不同方式支援同學學習及協助同學完成校本評核
(五)同時，同學必須完成所有校內評核包括課堂表現、課業、測驗及考試
(六)升班安排及退修安排與其他選修科目相同

✓ 申請修讀中國文學科程序：
(一)於網上申請時，同學必須完成第一部分「選修科目組合」排列及第二

部分「數學科」單元的選項，然後在第三部分「中國文學科」選項提
出申請

(二)合適的同學將於網上申請截止後一星期內獲邀出席面試，而獲邀同學
必須出席面試

(三)同學的中文科成績及面試表現為取錄之考慮因素
(四) 被取錄的同學必須在獲派的選科組合2X或3X內選擇退修其中一科，

以便於正規課堂內的課節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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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
中四各選修科目
組合(暫定)

2. 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



2. 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

124人

上限31人/班
班別1 班別2 班別3 班別4

1X

上限31人

物理
Phy

化學
Chem

企會財

(管理)

BAFS(M)

經濟

Econ

2X
化學
Chem

上限31人

物理 生物 地理 中史 旅款
Phy Bio Geog CHist THS

上限19人

3X

企會財 (會計)     生物 經濟 地理 歷史 資訊

BAFS(A) Bio Econ Geog Hist ICT 

上限23人

本校2021-22開辦的高中科目各組別名額
科組數目：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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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

數學科延伸單元課堂安排
✓ 在高中課程中，學生可按照自己的興趣及生涯規劃以不

同形式修讀數學科。學生可以選擇：
(一)只修讀必修部分(Compulsory)
(二)同時修讀必修部分及延伸單元一(M1)(微積分與統計)
(三)同時修讀必修部分及延伸單元二(M2)(代數與微積分)

✓ 兩個延伸單元各設一組，每組名額上限35人
✓ 延伸單元總課節為每循環周3節正規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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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修科目及數學科延伸單元
選科
程序

七月初
公佈下學年中四正式科組及網上申請安排

七月下旬開始

eClass內公
佈編配結果

網上申請截止

依據學生的全年全級總分名次排列決定其選科優次

六月上旬

八月初

依據學生的數學科全年全級總分名
次排列為選擇優次排名作出分配

(3.分派選修科目)

(1.網上申請截
止後一星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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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科面試

(2.分派數學科目)

1. 71選修科目組合

2. 數學科單元

3. 中國文學科



3.選科程序(選修科目及數學科延伸單元)

同學可於6月1日或以前，用桌上電腦登入本校eClass
網頁版，體驗選科過程: http://eclass.ccsc.edu.hk

數學科

選修科目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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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科



4. 334新學制:應用學習簡介

應用學習課程 (ApL -Applied Learning)

✓ 於中五、中六兩學年修讀
✓ 完成有關課程並取得「達標」、「達標並

表現優異(I)」和「達標並表現優異(II)」三
個等級將在香港中學文憑證書上記錄。

✓ 取得「達標並表現優異(I)」的學生，其成
績將被評定為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
水平參照成績匯報第三級，而「達標並表
現優異(II)」則評定為等同第四級或以上的
成績。

16



4. 334新學制:應用學習簡介

✓ 該生須放棄於中四學年選讀的其中一科成績較遜之
選修科目；並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重新修讀或中途
入讀已放棄修讀之學科

✓ 該生須完成本校中四之課程，並具備於本校升讀中
五之要求

✓ 該生須獲得提供課程之院校取錄
✓ 該生不得選修影響本校日常課堂之應用學習課程

報讀應用學習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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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34新學制:其他語言

✓ 在高中課程下，共有六種其他語言課程，包括法
語、德語、印地語、日語、西班牙語及烏爾都語。

✓ 這些語言課程必須採用劍橋大學國際考評部（劍
橋國際）的高級補充程度課程，而香港考試及評
核局會承辦有關科目的劍橋評核考試。

✓ 學生須以自修模式修讀其他語言課程。
✓ 修讀該課程的學生，不得因選修該課程而影響本
校日常課堂。

✓ 學生須於中五下學期提出報名申請。

香港考試及評核劍橋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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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選科Q&A:

1. 是否一定要修讀3個選修科目(elective)?
本校所有中四學生必須修讀三個選修科目。同學只能於中四學年完結 (
即完成修讀第一年高中課程後)，方能於中五或中六申請退修其中一個
選修科目或M1/M2。

2. 是否可以於中五或中六時，只修讀一個選修科及M1/M2?
正如前面所講，同學只可以於中五或中六階段申請退修其中一個選修科
目或M1/M2，所以所有同學必須修讀及報考最少二個選修科目(並不包
括M1/M2)。

3. M1/M2 是否選修科目(elective)? 即係是否修讀八科(4 Core + 4 electives)?
根據考評局考試規則第2.8項，數學延伸部分M1/M2並不視爲額外的一
個科目。所以在大學收生要求中，大部分大學課程會視數學或M1/M2為
同一科而取其較佳的成績。不過，也有部份大學課程，例如某些大學的
工程學院，會把M1/M2列為必修科目，而且M1/M2的成績還可以代替
其中一個選修科目的成績。詳情請參考各大學課程的收生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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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選科Q&A:

4. 如何以自修模式修讀第四個選修科目(4X)?
根據考評局考試規則第2.8項，若考生選擇報考八科(即4個核心科目 + 4個選修科

目)，則至少其中一科必須屬於下列範疇的科目：

甲類學科中的倫理與宗教/音樂/體育/視覺藝術；乙類學科中的應用學習科目；丙

類學科中的其他語言科目。

如同學有興趣進一步了解以自修模式修讀音樂科，可聯絡音樂科科主任Miss Fu。

如同學有興趣進一步了解以自修模式修讀其他語言科目及應用學習科目，可聯絡

升學及就業主任Mr. D Lee 。

另外，因視覺藝術科包含有校本評核部份，及考評局規定此部份必須由本校老師

跟進及評分，但因本校未有開辦該科目，所以學校不會接受學生以自修模式修讀。

此外，除了其他語言科目外，所有本校未有開辦又沒有校本評核部份的科目，因

涉及到比較艱深的概念，而考慮到學生並沒有老師在正規課堂上的教學支援，所

以學校不會接受學生以自修模式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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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選科Q&A:

5. 可否以自修模式修讀未能入讀的選修科(elective)/M1/M2或是學校未能提
供的選修科(elective)?

如同學以自修模式修讀第四個選修科目(4X)，同學必須遵守考評局的規定，

修讀指定的科目，詳情可參考Q&A第四項，所以學校是不會接受學生以

自修模式修讀任何本校所開辦或沒有開辦的選修科目申請。

至於M1/M2，因涉及到比較艱深的概念，老師在正規課堂上的教學支援

是非常重要的，故數學科科組不接受同學以自修模式進行。

另外，本校數學科科組亦曾經就M1/M2的名額上限作出過檢討，經過考

慮到學生能力及老師的教學支援後，已經在名額上作出了合適的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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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及有用連結

✓ 新學制網上簡報

✓ 張祝珊英文中學家長教師會

✓ 教育局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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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密切留意Parent App的最新消息

校方仍在審視下學年中四科
組安排及編配學生機制，希
望能盡量滿足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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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如有任何查詢可以電郵：rrchow@live.ccs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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