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三升中四選科家長晚會事宜
敬啟者：本校為協助中三級同學選修升讀中四學年的修讀科目，特安排中三升中四
選科輔導講座，現邀請 台端與 貴子弟出席是次講座，並作深入瞭解選科的重要性，
屆時將會派發選科表格（樣本）及講解本校高中課程、選科原則及選科程序。講座後
設有答問時段，由有關老師解答家長及同學的提問，茲列詳情如下──
日
時
地
備

期：二零一八年三月九日（星期五）
間：晚上六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
點：本校禮堂（空調）
註：貴子弟必須陪同 台端出席是次講座(同學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

有關高中課程架構及內容、選科原則等資料，請家長與同學預先參閱電子檔案
（校方會於家長晚會當晚再派發有關文件）。倘若有任何查詢、意見及建議，請於
內聯網的電子回條上回應，以便校方於當晚講座作出回應。
中四選科關乎 貴子弟之將來發展，冀盼 台端務必出席是晚講座，並請預先與
貴子弟細閱本校高中課程架構及內容、選科原則等，並與 貴子弟商討選修科目為荷！
此致
貴 家 長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謹啟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TMK/ww-M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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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回 條 ＊ ＊ ＊ ＊ ＊ ＊ ＊ ＊ ＊
敬覆者：本人知悉 貴校於本年三月九日（星期五）晚上在 貴校禮堂舉行 「中三升
中四選科輔導講座」
，本人（請在□內加  ）
□將與敝子弟一同出席是晚講座。
□因事未能出席，將由敝子弟代表出席是晚講座。
(一)對 貴校高中課程的編排，本人有以下的查詢／意見：
＿＿＿＿＿＿＿＿＿＿＿＿＿＿＿＿＿＿＿＿＿＿＿＿＿＿＿＿＿＿＿＿＿
＿＿＿＿＿＿＿＿＿＿＿＿＿＿＿＿＿＿＿＿＿＿＿＿＿＿＿＿＿＿＿＿＿
(二)除家長信中提及的講座內容之外，本人亦希望是晚講座可以包括以下
內容：＿＿＿＿＿＿＿＿＿＿＿＿＿＿＿＿＿＿＿＿＿＿＿＿＿＿＿＿＿＿
【以下表格祇適用於採用紙本通告之家長（由學生到校務處取紙本家長信）
】
學生姓名：
班
別：
學號：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電話：
備
註：請家長簽署回條後由 貴子弟於3月6日(星期二)或之前交校務處。
此覆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編號：

１1５

二零一八年三月
日
備註：請 貴家長查閱後於 3 月 6 日(星期二)或之前在內聯網簽署回條，以茲確認。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高中課程架構 (2018-2021)
前言
在高中學制下，學生須修讀四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數學及通識教育）、
兩至三個選修科目及體驗一些學業以外的其他學習經歷（包括體育、藝術、德育及公
民教育、社會服務和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本校高中的課程架構安排如下：
高中課程目標
 提供均衡的全人教育
 提升同學學習能力及期望、競爭力
 開設不同的科目選擇（文中有理、理中有商......），以配合同學不同的需要，
銜接多元的升學出路。
四個核心科目：
 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
 數學
 通識教育

其他學習經歷：
 體藝
 班主任課／週會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服務及其他學習經
驗

選修科目：
從 10 個科目中，
選擇其中 2 個 / 3
個選修科目。

* 本校提供的 10 個選修科目：地理、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歷史、中國歷史、
物理、化學、生物、視覺藝術、資訊及通訊科技
（科目開設與否，會視乎同學報讀人數及整體資源能否配合而定。）
課時分配
核心科目
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
數學
通識教育

(53%)
(9 節)
(9 節)
(7 節)
(7 節)

選修科目 (35%)
其他學習經歷 (12%)
本校開設 10 個選 體育課
（2 節）
修 科 目 ； 每 科 7 班主任課/週會/德育及公民教育 （2 節）
節。
美藝的學習體驗/表演藝術/職業相關經歷/
文化與人生系列/其他
(3 節)

選修科目組合

4A

4B

4C

中國歷史∕生物∕經濟∕物理(安排在 4C 班)
歷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化學∕視覺藝術
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地理∕資訊及通訊科技
「其他學習經歷」選修單元
數學單元 2

4D
化學
物理
生物
數學單元 2

選科安排
1. 本校會為每位中三升中四的同學，按其意願安排修讀 3 個選修科目（即 3X）
。
2. 若有意修讀其中一個選修科目的同學太多，學校會以同學的整體成績（總平均分）
決定優先次序。
3. 同學須在六月下旬遞交選科表，學校會在七月中旬公布選科結果。
4. 同學可以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間提出上訴，或退修其中一科選修科目。學校會在八
月尾公布最終編班結果。
5. 擬提出申請退修科目的同學（由 3X 減為 2X）
，祇可於中四學年開始前／中四級期中
考試後／中四學年結束時／中五級期中考試後作出申請。
校本評核時間表
以下科目須於 3 年高中期間（2018 至 2021 學年）進行校本評核：
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
通識教育
物理
化學
生物
視覺藝術
資訊及通訊科技
其他學習經歷
本校高中「其他學習經歷」的課程安排：
 必修課程（每循環週共 5 節）
，包括：體育課、週會、班主任課、德育及公民教育、
美藝／演藝欣賞、社區服務的策劃與實踐等學習項目。
 選修單元／課程（每循環週共 2 節)。而修讀數學科延伸部分（單元 2）的同學亦
在此段時間上課。
 課堂以外的全校活動如陸運會、全校旅行／外展日、班際演藝比賽，以及同學個別
參與學會／社／學生會的活動、幹事工作、校內服務等體驗。
其他學習經歷選修單元
中四 (S4)

中五 (S5)
數學科延伸部份(單元 2)
文書處理 (City & Guilds)
(1)品味戲劇
(1)國際英語測試(IELTS)
(2)飲膳與生活面面觀
(2)文化與生活

中六 (S6)
/
/

備註：
 每位同學祇可於每學年選修一個課程。
 數學延伸課程(單元 2)為期三年(中四、中五、中六)；
文書處理(City & Guilds)課程為期兩年(中四、中五)；
其他均為一年課程。
 文書處理(City & Guilds)、國際英語測試(IELTS)皆為認證課程，特為同學應考相
關課程而設。
 上述選修課的編排，為暫定版本，最終安排以七月派發的選科表所列為準。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選科的五項原則
高中選科是非常重要的，它或多或少對同學日後升學或就業皆有一定的影響，
因此，同學必須慎重考慮，以下提供一些選科時應考慮的因素，供同學參考：
（1） 興趣：應了解自己的性格，從而發掘自己的興趣，例如：你喜歡看那類書籍和
電視節目呢？與文物歷史有關？天文地理？科幻？你喜歡那類的活動呢？同學
應透過多方面的理解，找出自己的興趣。此外應集中精神上課，留心老師授課
的內容，清楚自己對那些科目較有興趣。
（2） 能力：選科不應祇按照自己的興趣，若能力不足，不應勉強修讀。一般而言，
理科科目須要較好的數學和科學根基，文科及社會人文科目要求良好的組織
能力，商科科目要求有條理、及具分析能力；然而，任何科目皆須清楚了解該
科目的性質及具備良好的語文（中文及英文）基礎。假若同學有多方面的興趣
，則以自己的能力作為指標；此外，同學應憑自己過往的溫習進度和各科測驗
的成績，分析自己的能力。
（3） 師長、家人、朋友的意見：同學於選科過程當中，應多聽取別人的意見，幫助
自己作出正確的選擇。老師、長輩和學兄、學姐的經驗，作為參考。
（4） 抉擇應具獨立性：不要盲目跟隨別人的選擇。朋輩選修的科目，未必適合自己，
此外，勿被「男孩子就應修讀理科，女孩子就應修讀文科、商科」的觀念困擾，
高中課程設計，目的是鼓勵多元化選擇。對於升讀大學而言，祇有小部分課程
（例如：醫科、理工科）對同學的選修科目有特定的要求。
（5） 志願或職業期望：若已經確立志願，希望將來在某個行業發展，不妨朝著目標
邁進。若要從事工程，科學或醫療方面的工作，選修科目應具理科科目則較為
適合；若文學和語文根基較好，則較易勝任翻譯、寫作、新聞等工作。惟應
注意，就業計劃必須具彈性，例如：希望當工程師，但數、理科成績卻不濟，
則是否須要修訂就業計劃的必要？總而言之，新高中課程選修科目，可以容許
多種配搭組合，於本港各大學、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和其他專上院校均有多元
出路，極具彈性。

參考網址：
1. http://www.edb.gov.hk/334 (教育局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334」網上簡報)
2. http://www.student.com.hk (學友社學生專線網頁)
3. http://www.skhsbs.edu.hk/library/careers/careers/careers.htm (勞工處擇業錦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