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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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一體化、資訊科技以及知識型經濟體系的發展，
再加上經濟轉型，為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轉變。香
港市民必須具備適應力、創意、獨立思考以及終身
學習的能力，才能保持香港於國際舞台的競爭力。
2009年9月開始推行的新高中學制，正好幫助學生
作好準備，迎接未來的挑戰。在新學制下，所有學
生均有機會修讀中六，透過均衡而寬廣的高中課程，
讓不同能力、興趣和性向的學生能夠盡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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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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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5% 20-30%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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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the_reporting_system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the_reporting_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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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exam_reports/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exam_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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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 (LS)

11個選修科目組合

中國文學 (C LIT)

中國歷史 (C HIST)

經濟 (ECON)

地理 (GEOG)

歷史 (HIST)

旅遊與款待 (THS)

生物 (BIO)

化學 (CHEM)

物理 (PHY)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BAFS)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2.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

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架構 (新)

4A 4B 4C 4D 4E

1X

(6 堂)

2X

(6 堂)

3X

(6 堂)



2.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

本校2018-19開辦的高中科目組合(暫定)

144人

28-29人/班
4A 4B 4C 4D 4E

1X

(6 堂)

物理
Phy

化學
Chem

企會財

(管理)

BAFS(M)

經濟

Econ

地理

Geog

2X

(6 堂)

化學
Chem

物理
Phy

生物
Bio

中史 文學 地理 經濟 旅遊 資訊(媒)

CHist CLit Geog Econ THS ICT(M)

3X

(6 堂)

企會財 (會計)     生物 經濟 地理 歷史 資訊(程式)

BAFS(A)          Bio      Econ    Geog Hist ICT(P)

科組數目：

72



2.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

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組合(暫定)及網上申請安排

學生可於4月30日或以前，登入
eClass 網頁版體驗選科過程:

http://eclass.ccsc.edu.hk



2.本校開辦的高中科目

數學科延伸單元課堂安排
 學生可選擇：
• 只修讀必修部分(Compulsory)或
• 修讀必修部分(Compulsory)＋
延伸單元 (Extended Module)

單元一(M1) : 微積分與統計或
單元二(M2) : 代數與微積分

 兩個延伸單元各設一組，每組名額暫定35人
 延伸單元總課節為每循環周3節
 其中2個課節為課後堂(短日的第九及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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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科目)

(數學科延伸單元 )



4.大學入學要求

 一般而言，大學的最低入學要求包括在四個核心科
目達「3322」的成績，即在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
科達到第 3 級、數學科和通識教育科達到第 2 級;以
及在一個或兩個選修科目達到第 2 級或 3 級成績。

 各院校亦可因應課程的特質和需要，自行制訂學院
／課程的入學要求，包括選修科目的總數及所需成
績。有關各所院校／課程入學要求的最新詳情，請
參閱各院校網頁。



4.大學入學要求

e導航 -新學制多元出路 課程搜尋工具

透過APP隨時隨地搜尋課程資料

提供官方課程網頁連結，直達相
關網站

提供院校去年聯招課程的收生成績

定期更新課程資訊



4.大學入學要求

e導航 -新學制多元出路 課程搜尋工具

手機程式
下載APP

網頁版本

iOS Android

https://enavigator.edb.hkedcity.net/main/index.php
https://enavigator.edb.hkedcity.net/main/index.php


5.應用學習簡介

 於中五、中六兩學年修讀
 完成有關課程並取得「達標」及「達標並
表現優異」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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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
生，其成績將被評定為相等於香港中學文
憑科目水平參照成績匯報第三級。

應用學習課程 (ApL -Applied Learning)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course-information/2018-2020/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course-information/2018-2020/index.html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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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學習經歷簡介

 德育及公民教育
 社會服務
 體育發展

其他學習經歷 (OLE-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藝術發展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校內高中學科成績
 其他學習經歷(校內)
 校外的表現/獎項
 校內頒發的主要獎項及成就
 校內的職務
 學生的自述

學生學習概覽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6.其他學習經歷簡介



6.其他學習經歷簡介

 為配合新高中學制促進學生全人發展的目標，參與
大學聯招辦法的院校在考慮入學申請時，將會參考
申請人學術成績以外的表現。

 校外內的獎項及活動(10項)
 附加資料(學生的自述)

比賽/活動的經驗及成就
Other Experiences & Achievements in 

Competitions/Activities (OEA)



參考資料

 新學制網上簡報

 張祝珊英文中學家長教師會

 張祝珊英文中學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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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