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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高中選修科目資料冊 
 

 
本校高中開設的選修科目分為兩個範疇 (X1 及 X2)，學生須在 X1 及 X2 中各選取一科修讀。

相關科目如下： 
 

X1 X2 

• 倫理與宗教 

• 地理 

• Geography*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商業)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會計) 

• Chemistry* 

• 經濟 

• 中國歷史 

• 視覺藝術 

• 旅遊與款待 

• 物理 

• Biology* 

*以英語為教學語言 

 

本資料冊詳列各科以下內容： 

 

1. 課程宗旨 

2. 課程架構及組織 

3. 公開評核的組成部分 

4. 教學語言 

5. 科目特點及所需技能 

6. 相關的就業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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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與宗教 (X1) 

 

1. 課程宗旨 

倫理與宗教科旨在使學生能： 

 認識所研習的宗教及本港其他的主要宗教； 

 對宗教和道德問題作出理性和明智的判斷； 

 提升在靈性、道德及社會方面的觸覺；及 

 抱持積極的態度與其他宗教信仰者交往，並尊重他人信仰的權利。 
 

2. 課程架構及組織 
 

 第一部分 倫理學  

規範倫理學導論，重點為探究價值觀的形成和以邏輯思考為根據作判斷。透過研究某些個人及社會

問題 (生存與死亡、環境倫理、商業及經濟倫理、傳媒倫理、人權、性關係與家庭等)，幫助學生

建立一套倫理觀作道德判斷及選擇的基礎。 
 

 第二部分 宗教 

主要學習佛教歷史、基本佛教教義及佛法實踐。 
 

3. 倫宗科公開評核的組成部分 
 

評核結構 卷別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必修部分 卷一：倫理學 甲部：規範倫理學 

乙部：個人及社會問題 

50％ 1 小時 45 分鐘 

選修部分 卷二：宗教 單元一：佛教 

單元二：基督宗教 

(2 選 1) 

50％ 1 小時 45 分鐘 

 

4. 教學語言 

本科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5. 本科特點及所需技能 

透過學習倫理學，學生可以掌握做判斷和做決定的基本方法，對於計劃個人和社會幸福均非常重

要。一個人在知性上通過明白倫理判斷背後的理據，可以逐漸形成一種高質素、不斷修正的道德直

覺。這種直覺是現代多元社會的重要基石。另外，道德推理講求理性思考，可以培養學生的明辨性

思考能力。在宗教學習方面，會指出宗教對人類存在的重要性，並強調它的本質，與人類存在的關

係，及對社會和文化的貢獻。 
 

本科學生所需技能如下： 

 初中曾修讀佛化教育； 

 具備獨立思考能力，願意兼聽不同立場的觀點； 

 關心社會時事，喜歡思考人生及倫理議題； 

 不抗拒背誦。 
 

6. 相關就業出路 

倫理與宗教的研習能為學生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讓他們繼續在文化研究、歷史、哲學、公共行政、

人力資源管理、社會工作及刑事司法等範疇進行探索。學生對自我的了解，以及他們從學習中所獲

得有關知識，對日後擔任社會工作者、輔導員、教師、記者等工作將有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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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X1) 
 

1. 課程宗旨 
 

 讓學生理解人們所居住的地球，並從空間角度認識和闡釋地球上各種現象及形貌的分布、各種

分布形態的作用、各種作用的相互作用、各種相互作用所引致的轉變、各種轉變所引起的議題

和人類對此所作的反應和處理； 

 進行地理探究，由此發展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和共通能力，並將其應用於生活中；  

 欣賞奇妙的本地及全球自然環境，體會各種生物的相互依存關係，以及生態環境脆弱之處，並

明白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及 

 培養公民精神和全球視野，立志為社會、為國家和為全世界的福祉作出貢獻。 
 

2. 課程架構及組織 

 

 
 
 
 
 
 
 
 
 
 
 
 
 
 
 
 
 
 
 
 
 

3. 地理科公開評核的組成部分 
 

 卷一 卷二 

比重： 75% 25% 

所需時間： 2 小時 45 分鐘 1 小時 15 分鐘 

範圍： 必 修 部 分 選 修 部 分 

部分∕ 

問題形式： 

A. 多項選擇題 (20%) 

B. 實地考察為本問題 (15%) 

 C. 數據∕技能為本∕結構式問題 (30%) 

 D. 短文章式問題 (10%) 

E. 數據∕技能為本∕結構式問題 (15%) 

F. 短文章式問題 (10%) 

 

4. 教學語言 

本科開設中文及英文組。中文組的學生須使用中文上課及應考中學文憑試。 
 

5. 本科特點及所需技能 
 

 本科課程範圍廣泛，學生需涉獵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此須有良好的背誦及理解能力。 

 本科著重應用地理概念解釋現實世界中不同現象和人與環境的關係，故須具良好邏輯推理能力。 

 本科公開試設有地圖閱讀和實地考察題目，學生宜有良好的運算、分析和應用能力。 

 實地考察是學習本科的重要元素，適合熱愛自然和對空間環境探究有強烈興趣的學生。 
 

6. 相關就業出路 
 

本科的共通能力適用於多元的就業選擇，包括城市規劃、土力工程、測繪、數據分析、資源與環境

管理、地質、教育、旅遊管理等，適合搭配各類文理科目學習。 

 
必修部分 

(1) 機會與風險  

(2) 管理河流和海岸環境 

(3) 轉變中的工業區位 

(4) 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5) 對抗饑荒  

(6) 消失中的綠色樹冠 

(7) 氣候變化 

 

選修部分 (本校) 

(1) 動態的地球 

(4) 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習 

 

+ 

實地考察+地圖閱讀+空間數據探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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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X1) 
 

1. Curriculum Aims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Earth they inhabit, and enable them to recognize and interpret,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arrangement of phenomena and features on Earth, the processes at work, the 

interactions that occur, the changes that result, and the issues and management responses that arise;  

 develop the general intellectual capacity and generic skills needed for lifelong learning through 

geographical enquiry,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these in life situations; 

 appreciate the wonder, interdependence and fragility of the loc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develop a sense of citizenship, a global outlook, and readiness to take action for the betterment of 

society,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2.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3. Components of the Public Assessment of HKDSE Geography 
 

 Paper 1 Paper 2 

Weighting: 75% 25% 

Duration: 2 hours and 45 minutes 1 hour and 15 minutes 

Scope: Compulsory Part Elective Part 

Section∕ 

Question type： 

A. Multiple-choice (20%) 

B. Fieldwork-based (15%) 

 C. Data / Skill-based / Structured (30%) 

 D. Short Essay (10%) 

E. Data / Skill-based / Structured (15%) 

F. Short Essay (10%) 

 

4.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ere are Chinese and English groups. Students admitted to English group are required to use English in 

class and to take the HKDSE. They should be in the top 60% in whole form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exam. 
 

5. Features and Skills Required 
 

 Geography is a broad curriculum composed of both physical and human geography, which requires 

students to have good abilities on reci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is subject focuses on applying geographical concepts in explaining different real-world phenomena 

and 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Students with good logical reasoning skills are preferred. 

 There are map reading and fieldwork-based questions in the public examination. Students are advised to 

have sound arithmetic, analytical and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Fieldwork is a key component in learning this subject, which is suitable to students who enjoy nature 

and have strong interests on spatial environment analysis. 
 

6. Geography-related Career Pathways 
 

The generic skills of this subject are applicable to diversified choices of career, including urban planning, 

civil engineering, survey and mapping, data analysis,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geology, 

education, tourism management etc., which suits to learn with any arts and science subjects. 

 
Compulsory Part 

(1)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2) Managing River and Coastal Environments 

(3) Changing Industrial Location 

(4) Building a Sustainable City 

(5) Combating Famine 

(6) Disappearing Green Canopy 
(7) Climate Change 

 

Elective Part (Our school) 

(1) Dynamic Earth 

(4) Regional Study of Zhujiang Delta  

Fieldwork + Map Reading + Spatial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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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X1) 

 

1. 課程宗旨 
 讓學生可以在高中時掌握基本的商業知識和技能，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使他們將

來在社會上能恰如其分地擔當消費者、投資者、僱員或企業家等不同的角色； 

 培養學生在多方面的共通能力，例如研究能力、分析能力、領導才能、建立團隊的才能、溝通

技巧、明辨性思考、創意及解難能力等，並可把有關能力運用和發揮在不同的學習領域中；及 

 為學生提供一個可以探索不同商業事項的學習平台，為日後生活、學習及就業作好準備。 

 

2. 課程架構及組織 

本課程包括必修及選修兩個部分。 

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學生可選修會計單元或商業管理單元) 

1. 營商環境  

2. 管理導論  

3. 會計導論  

4. 基礎個人理財 

• 商業管理單元 

(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埸營銷管理 ) 

• 會計單元 

(財務會計、成本會計) 

 

3. 企會財科公開評核的組成部分 

 卷一 卷二 

比重： 40% 60% 

所需時間： 1 小時 15 分鐘 2 小時 15 分鐘 

範圍： 必 修 部 分 選 修 部 分 

部分∕ 

問題形式： 

A. 多項選擇題 (27%) 

 B. 短文章式問題 (13%) 

會計單元 商業管理單元 

C. 短文章式問題/ 會計報

表/ 數學應用題 (60%) 

C. 短文章式問題 (18%) 

D. 個案題 (27%) 

E.  論述題 (15%) 

 

4. 教學語言  

本科開設會計和商業管理兩組，皆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5. 本科特點及所需技能 

 本科課程範圍廣泛，學生需涉獵商業概念及知識，因此須有良好的背誦及理解能力。 

 會計單元的學生須編製會計帳目及作出商業決策，學生須具備良好的運算及分析能力。 

 

6. 相關就業出路 

 本科升學方面多元化，包括工商管理、國際商貿及環球管理、會計、人力資源、市場營銷及市

場推廣等課程。  

 本科的相關就業包括會計從業員、財務分析員、企業管理層、人力資源管理及銀行從業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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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stry (X1) 

1. Curriculum Aims 
 

The broad aims of the Chemistry Curriculum are to enable students to: 

 develop interest and maintain a sense of wonder and curiosity about chemistry; 

 appreciate and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ary nature of science; 

 develop the ability to think scientifically, critically and creatively, and solve problems individually 

and collaboratively in chemistry-related contexts; 

 discuss science-related issues using the language of chemistry;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the social, ethic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techn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hemistry, and develop an attitude of responsible citizenship 
 

2.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Compulsory Part Elective Part 

 (select any 2 out of 3) 

1. Planet earth 

2. Microscopic world I 

3. Metals 

4. Acids and bases 

5. Fossil fuels and carbon 

compounds 

6. Microscopic world II 

7. Redox reactions, chemical cells 

and electrolysis 

8. Chemical reactions and energy 

9. Rate of reaction 

10. Chemical equilibrium 

11. Chemistry of carbon compounds 

12. Patterns in the chemical world 

1. Industrial chemistry # 

2. Materials chemistry  

3. Analytical chemistry # 

# Selected by our school 

 

3. Components of the Public Assessment of HKDSE Chemistry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nduct a certain amount of experiments and submit the laboratory report (written in 

English). The report must be submitted within half hours after the experiment is finished. 
 

4. Medium of Instruction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use English in class and to take the HKDSE. They should be in the top 60% in 

whole form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exam. 
 

5. Features and Skills Required 

 Students must be good in Mathematics, because there are more than 60% of the content with 

calculation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answer two essay type questions during the examination. 

 Students need to observe the colour changes during some experiment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a lot of English information, memorize chemistry vocabularies, 

chemical equations and symbols. 
 

6. Chemistry-related Career Pathways 

Future career path for students choosing chemistry: After graduation, students can engage in work related 

to science,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boratory testing as well as business,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government official work. 

Component Weighting Duration 

Public 

examination 

Paper 1: Compulsory part 60% 2½  hours 

Paper 2: Elective part 20% 1 hour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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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X2) 

 

1. 課程宗旨 

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 

 培養從經濟學角度探究人類行為及社會議題的興趣； 

 掌握經濟學的基礎知識，了解身處的世界； 

 藉著培養經濟分析的能力，具備對不同議題進行推論及理性選擇的能力，以加強終身學習能力；及 

 成為有識見和負責任的公民，參與現代民主社會的決策過程。 
 

2. 課程架構及組織 

課程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基本概念和微觀經濟學的課題；第二部分是關於宏觀經濟學和全球經

濟的課題；最後則是選修部分，是部份課題的延伸課程。 

 

3. 經濟科公開評核的組成部分 

卷別 考試內容 比重 時間 

卷一 多項選擇題 (MC) 

考核範圍：必修部分。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30% 1 小時 

卷二 甲部： 短題目 

考核範圍：必修部分。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26% 2 小時 30 分鐘 

乙部： 結構/文章式/資料回應試題 

考核範圍：必修部分。全部試題均須作答。 

35% 

丙部： 結構/文章式試題。 

考核範圍：選修部分。考生只須從兩個選修單元中選

取一個作答。 

9% 

 

4. 教學語言 
 

本科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5. 本科特點及所需技能 
 

 本科課程會探討不同經濟區域的現象及政策，學生須具備時事觸覺及應用能力。 

 本科須利用經濟概念解釋不同的經濟現象，學生須具良好邏輯推理能力。 

 本科在不同課題涉及不同運算，學生須有基本的運算能力，如轉變百分比。 
 

6. 相關就業出路 
 

本科適合有關商業範疇的就業，包括銀行業、金融機構、會計及政府部門等。 

中四: 微觀經濟學 中五: 宏觀經濟學 中六: 選修部分 

(只選修一個課題) 

A. 基本經濟概念 A. 經濟表現之量度 (一) 壟斷定價、反競爭行為及

競爭政策* 

B. 生產與廠商 B. 國民收入的決定與一般物價

水平 

(二) 貿易理論之延伸、 

經濟增長及發展 

C. 巿場與價格 C. 貨幣與銀行 *本校選修單元 

D. 競爭與巿場結構 D. 宏觀經濟問題與政策 

E. 效率、公平與政府的角色 E. 國際貿易與金融 



8 

中國歷史 (X2) 

 

1. 課程宗旨 

本課程的宗旨，是讓學生能夠： 

 理解重要歷史事件的由來、發展及相互關係，從而掌握事物的變革軌跡及發展趨勢，幫助他們

能以古鑑今，策畫未來； 

 整理、綜合及分析相關的歷史資料，運用歷史探究的方法，提升個人思辨及評價史事的能力； 

 培養解難、內省、明辨性思考及創意思維等技能，提升他們處理日常生活事務及參與社會決策

的能力； 

 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培育個人對社會、國家及民族的責任感； 

 體會中外文化交流的意義，欣賞中國文化的特質與價值所在，建立民族認同感，尊重不同的文

化與承傳。 

 

2. 課程架構及組織 
 

甲部 乙部 歷史專題 

 西周封建 

 秦皇漢武 

 王莽與東漢戚宦 

 孝文帝漢化 

 士族與寒門 

 隋唐盛世 

 安史之亂及其後發展 

 宋元明清君主集權 

 清邊境民族政策 

 列強入侵 

 改革與革命 

 民初政局與五四運動 

 國共分合 

 抗日戰爭 

 國共內戰 

 社會主義建設 

 文化大革命 

 改革開放 

 外交關係 

時代與知識分子： 

 孔子 

 司馬遷 

 王安石 

 何啟 

 梁啟超 

 

3. 中史科公開評核的組成部分 
 

卷別 內容 比重 時間 

卷一 歷代發展，分甲、乙部 70% 2小時15分鐘 

卷二 歷史專題，設6單元 30% 1小時20分鐘 

 

4. 教學語言 

本科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5. 本科特點及所需技能 

 本科課程範圍廣闊，所以學生須要有良好的背誦及理解能力。 

 本科公開試對學生的書寫量及速度有一定要求，所以學生須有良好的中文表達能力。 

 本科公開試設有評鑑及分析等開放式題目，所以學生更要具備良好的分析及邏輯推理能力。 

 

6. 相關就業出路 

除了醫護、法律、工程、科學等需要專業資格的職業外，本科所訓練的共通能力適用於所有就業選

擇。課程所培養的歷史意識及相關語文能力更適合在政府機構、出版、教育及新聞等界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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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X2) 

1. 課程宗旨 
 豐富學生的美感和藝術經驗； 

 加強具審美和明辨性思考的欣賞，及創作不同形式的視覺藝術作品的能力； 

 透過自主和開放藝術學習探究過程，發展感知能力、共通能力、多角度觀點，以及後設認知能力； 

 透過探究多元文化藝術，加強對文化及跨文化的了解； 

 培養個人情操、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自我身分以及其對社區、國家、世界投入感； 

 獲得基礎學習，以備日後有機會繼續接受與藝術和創意工業有關教育，並從事相關工作。 
 

2. 課程架構及組織 
 

(a) 視覺藝術評賞： 

視覺藝術評賞泛指學生對藝術作品和藝術現象產生的直接反應，以及對自己或藝術家在不

同情境下所創造的藝術作品和藝術現象，所作出批判性欣賞的一切過程。期望學生能夠透

過視覺藝術評賞去建構知識、發展技能、豐富美感和藝術經驗，並培養個人和對社會的正

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 
 

(b) 視覺藝術創作： 

視覺藝術創作泛指一切學生從視覺藝術評賞、觀察記錄及其它途徑所掌握的知識和經驗，

綜合及應用於概念性和實踐性的過程，藉創作多種藝術作品，以表達個人情緒、感覺、展

示意念及解決難題。期望學生透過視覺藝術創作，掌握控制媒介、物料和藝術語言方面的

技巧，藉此豐富美感和藝術經驗，以及從中培養個人和對社會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3. 視藝科公開評核的組成部分 
 

組成部分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考生須選擇卷一或卷二： 

 卷一：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  

 卷二：設計 

在每一考卷均分為兩部分： 

 甲部：藝術 / 設計評賞 (10%)；及 

 乙部：藝術 / 設計創作 (40%) 

50% 4 小時 

校本評核 

考生須提交一個作品集，包括： 

(a) 研究工作簿 (20%)；及  

(b) 針對主題的藝術作品 / 評賞研究 (30%)  

50% - 

 

4. 教學語言 

本科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5. 本科特點及所需技能 

學生須對視覺藝術評賞和視覺藝術創作有探索興趣，並有基礎視覺傳意技巧，如繪畫或黏土創作等。 
 

6. 相關就業出路 

大部分的創意工業都與藝術相關，包括專業藝術、視覺傳意、時裝、室內佈置、創意工藝、博物館

與畫廊策畫展覽、廣告、電影與錄像製作、藝術和電影評論、建築及文化歷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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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款待 (X2) 
 

1. 課程宗旨 
 

本課程的宗旨是要讓學生能夠： 

 更加明白旅遊及款待業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的重要性； 

 全面了解旅遊及款待業，特別是旅遊業體系和業界所注重的款待客人的技巧、個人質素及態度； 

 認識東道主的重要性，努力為旅遊及款待業作貢獻； 

 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旅遊與款待科的概念和知識，培養終身學習的智能； 

 了解有助旅遊及款待業可持續發展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及 

 探索旅遊及款待業的升學及就業途徑。 

 

2. 課程架構及組織 
 

 課題(一) 旅遊導論 

 課題(二) 款待導論 

 課題(三) 地理名勝 

 課題(四) 客務關係及服務 

 課題(五) 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3. 旅款科公開評核的組成部分 
 

卷別 組成部份 比重 考試時間 

卷一 

甲部：多項選擇題 

乙部：資料回應題 

(設3題資料回應題，考生須選答其中2題) 

45% 

 

1小時30分鐘 

卷二 
論述題 

(設5題論述題，考生須選答其中3題) 
55% 1小時45分鐘 

 

4. 教學語言 

本科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5. 本科特點及所需技能 

高中階段的旅遊與款待課程建基於學生在初中教育階段，特別是在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領域

所掌握的學習經歷。學生修讀歷史、地理、經濟及公共事務和綜合人文等人文科目時，對香港的社

會、經濟、政治及環境等議題已有基本的認識和了解之餘，也應已培養出修讀本科所需的基礎共通

能力、地理概念，對本港、國家和世界歷史的認識，以及對經濟活動、環保議題和人類需要等了解。 

 

6. 相關就業出路 

旅遊與款待科有助學生探索日後升學及就業的不同途徑。升學方面，學生可修讀大學及大專院校的

旅遊及款待管理、娛樂事業營運及環境研究等課程；就業方面，則可從事酒店、旅行社、旅遊景點

或與服務行業相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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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X2) 
1. 課程宗旨 

 

本課程的宗旨是讓學生︰ 

 對物理世界產生興趣，保持對物理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建構及應用物理學的知識，鑑賞物理科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 

 藉與物理學相關的情境了解和鑑賞科學的本質； 

 掌握進行科學探索的技能； 

 培養科學性、明辨性和創造性的思考能力，以及在單獨或在與他人協作的情況下，解決與物理

學有關問題的能力； 

 理解有關物理學議題的科學語言，並能與他人交流觀點； 

 在與物理學有關的議題上，作出明智的判斷和決定；及 

 關注物理學對社會、道德、經濟、環境和科技的影響，以及養成負責任的公民態度。 

 

2. 課程架構及組織 
 

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其中兩個課題） 

1. 熱和氣體 

2. 力和運動 

3. 波動 

4. 電和磁 

5. 放射現象和核能 

1. 天文學和航天科學 

2. 原子世界* 

3.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4. 醫學物理學 

*本校選修單元 

 

3. 物理科公開評核的組成部分 
 

組成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試題涵蓋必修部分 60% 2小時30分鐘 

卷二：試題涵蓋選修部分 20% 1小時 

校本評核 20% - 

 

4. 教學語言 

本科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5. 本科特點及所需技能 

學生須保持懷疑的精神、好奇心及想像力，此乃修讀本科的關鍵。另外，基礎的數學能力也是需要的。 

 

6. 相關就業出路 

修讀物理科的學生，適合從事創新科技、機械人研發或電腦軟件編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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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y (X2) 
1. Curriculum Aims 

The aims of the Biology curriculum are to enable students to: 

 develop and maintain an interest in biology, a sense of wonder and curiosity about the living world, 

and a respect for all living things and the environment; 

 construct and apply knowledge of biology,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 in biology-related contexts, 

and appreci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iological science and other disciplines; and 

 develop the ability to make scientific inquiries; think scientifically, critically and creatively; and solve 

biology-related problems individually and collaboratively. 
 

2.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Compulsory Part 

(1) Cells and Molecules of Life 

a. Molecules of life 

b. Cellular organization 

c. Movement of substances across membrane 

d. Cell cycle and division 

e. Cellular energetics 

(2) Genetics and Evolution 

a. Basic genetics 

b. Molecular genetics 

c. Biodiversity and evolution 

 

(3) Organisms and Environment 

a. Essential life processes in plants 

b. Essential life processes in animals 

c. Reproducti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d. Coordination and response 

e. Homeostasis 

f. Ecosystems 

(4) Health and Diseases 

a. Personal health 

b. Diseases 

c. Body defence mechanisms 

 

  

Elective Part (Any 2 out of 4) 

(1) Human Physiology #                              (2)  Applied Ecology # 

(3)  Microorganisms and Humans              (4)  Biotechnology 

#Selected by our school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 Field trips + Laboratory work 
 

3. Components of the Public Assessment of HKDSE Biology 
 

Component Weighting Duration 

Public 

examination 

Paper 1 Compulsory Part 60% 2½  hours 

Paper 2 Elective Part 20% 1 hour 

School-based assessment (SBA)^ 20% /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nduct a specified number of experiments and submit experimental reports. 

The scores of SBA will be counted in the HKDSE results. 
 

4. Medium of Instruction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use English in class and to take the HKDSE. They should be in the top 60% in 

whole form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exam. 
 

5. Features and Skills Required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understand and memorize loads of biological concepts and key terms in English.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have a scientific inquiry mind and an analytical mind.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have good laboratory skills as they have to conduct experiments. 

 Students should be enjoy working with living organisms and studying biological systems.  

 

6. Biology-related Career Pathways 
Related occupations include dentist, pharmacologist, biology teacher, conservation biologist, physiologist, 

nurse, doctor, animal trainer, animal care service worker, veterinarian, laboratory technician, forensic 

science technician, nutritionist and research assis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