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高中課程檢討： 

化學科及組合科學科（化學部
分）課程詮釋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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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偉雄博士 



組合科學課程修訂 
教師指南內容簡介 (1/2) 

頁數 課題 部分 內容 

I-15 酸和鹽基 
反應速率 
 

概述 學生亦應陳述濃度、溫度、表面面積、及使用催化劑對反應速
率的影響，以及以定性角度解釋研習影響反應速率因素的實驗
結果，但不需使用粒子概念來解釋反應速率和進行與反應速率
有關的計算。 

I-18 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 

…… 

I-19 建議學與教
活動 

進行實驗研究濃度、溫度、表面面積及使用催化劑對反應速率
的影響 

I-21 化石燃料和碳
化合物 

概述 塑膠主要源自化石燃料；它是非常有用的原材料，許多日用品
都採用塑膠為材料來製造。學生應瞭解「塑膠」為多種聚合物
的統稱，各種塑膠的用途與其物理性質有關，而物理性質則與
其結構有關。學生應明白如何生成加成聚合物和縮合聚合物；
此外，他們應懂得塑膠較其他物料優勝的地方是其耐用性，但
這一特性同樣也是塑膠的缺點，因它們在自然界中難以降解。
因此，我們需要尋求適當的方法來棄置塑膠廢物。 

I-24 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 

塑膠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物料 
脲甲醛…運用熱塑性塑膠及熱固性塑膠…受熱效應 
與使用塑膠有關的環境問題 



組合科學課程修訂 
教師指南內容簡介 (2/2) 

頁數 課題 部分 內容 

I-30 氧化還原反應、
化學電池和電
解 

學生應能 
 

以氫氧燃料電池為例，認識氫氧燃料電池的原理 
論證以燃料電池作不同的用途 
陳述氫氧燃料電池的優點和缺點 
 

I-31 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 

氧化還原反應對現代生活的重要性 
以燃料電池科技和可充電鋰電池為例，說明應用氧化還
原概念的新科技的發展 

認識氧化還原反應在不同工業和科技發展領域的
應用 
討論氧化還原反應在現代生活的重要性 

I-33 化學反應與能
量 

概述 研習本課題前學生須對以熱容量計算為基礎的熱變定量討論有
基本認識。 

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 

b. 各種標準焓變，包括：中和焓變、溶解焓變、生成焓變和燃
燒焓變 標準反應焓變 

解釋並運用以下詞彙：反應焓變和標準狀況（特別有關
中和、溶解、生成和燃燒） 

I-34 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 

c. 赫斯定律 
焓階圖 

運用赫斯定律繪畫簡單的焓變循環和焓階圖 
 



學校本位課程規畫 

• 此課程未預期切合每一位學生個別的需要，
亦非所有學校須全部採用的指定學習內容。
基於這原則，教師應按其學校情況、學生
性向等因素，運用專業判斷，規畫一個適
合的校本課程。 

• 參閱課程及評估指引第3章－－－如何統整
不同課題以促進學生學習，以及照顧學生
多樣性的策略等。 

 



知識和概念的應用 

• 這課程在科學思維方面的要求，期望學生
應能將新概念融入已有的知識架構，繼而
應用於新的情況。基於這一點，如情況許
可，教師可考慮給予學生機會，讓他們應
用化學知識來解釋觀察所得，以及解答不
熟悉情景的難題。在此情況下，教師應為
學生提供足夠的資料或合適的學習鷹架。 



教科書在學與教所扮演的角色 

• 在眾多的課程資源中，或許教科書是最重要的
一項。教科書為學生和教師提供了良好的支援，
但不應視教科書為詮釋課程深度和廣度的材料。 

• 要讓學生掌握課程，教師不必將課本從頭到尾
教授一遍。取而代之，教科書可以靈活運用，
例如：使用課本特定部分作為課前和課後的閱
讀材料、作為課堂上互動學習的鷹架，及作為
學生於課後或在家鞏固所學的資源。 



課題深度和廣度及其他注意事項 
課題 說明 

四(f) 在獲提供足夠資料下，學生應能解決涉及反滴定的問題。 

五(b) 學生需懂得以不同方式表示有機化合物的結構式（例如…）。 
學生應能寫出碳鏈帶著不多於四個碳原子的烷烴、烯烴、烷醇和烷酸的
系統名稱。（在指引內課題概述中已說明） 
學生應能寫出多於一個相同官能基的有機化合物的系統名稱，例如丙-
1,2,3-三醇。學生不需運用主官能基的優先次序來命名其他含多個官能基
的有機化合物。 
學生應能寫出含不飽和碳-碳鍵和/或鹵取代基的有機化合物的系統名稱，
例如3,3-二氯丙烯和2-溴戊-3-烯-1-醇 

五(e) 學生應明白苯和芳香族化合物內苯基的碳-碳雙鍵是不會起加成聚合反應。 
學生不用解釋苯和芳香族化合物的穩定性。 

六(a) 學生不用描述鹼性錳電池、氧化銀電池、鋰離子電池、鎳金屬氫化物
(NiMH)電池，以及鉛酸蓄電池的結構及操作原理。 

六(d) 在獲提供足夠資料下，學生應能運用電化學的概念來解決涉及較複雜的
化學電池的問題。 

七(b) 學生不用研習彈式熱量計的原理及操作步驟。（在指引內課題概述中已
說明） 



Chemistry School-based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for  

S5 + S6  
(2014 and 2015 Exams) 

 





School 

Year 

Chemistry 

Minimum number of 

assessment marks 

Subject 

weighting 

S5 2 10% 

S6 2 10% 
 

 Over the two years of S5 and S6, there should be at least one mark for 
Volumetric Analysis (VA), one mark for Qualitative Analysis (QA) and two 
marks for Other Experiments (EXPT). 
 

 Investigative Study (IS) can be done in lieu of Other Experiments (EXPT). 
In this case, one mark on ‘planning’ and one mark on ‘process and 
reporting’ should be awarded. These two marks can satisfy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for Other Experiments (EXPT). 

 



On-line Mark Submission Screen --- Chemistry 

S5 (10%) S6 (10%) 

Student Name V V Q Q E E V Q E E E E 

(Note: V= VA, Q = QA, E = EXPT)     (Note : maximum mark per task : 10) 



 
 In SBAS, system checks:  
At least any 2 marks per student in S5  
At least any 2 marks per student in S6  
At least 1V, 1Q, 2E per student in S5+S6  

Chemistry 





School 

Year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Minimum number 

of assessment 

marks 

Subject weighting 

S5 1 5% 

S6 1 5% 

Over the two years of S5 and S6, there should be at 
least one mark for Volumetric Analysis (VA) and one 
mark for Other Experiments (EXPT).  



On-line Mark Submission Screen ---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Note: V= VA, E = EXPT)     (Note : maximum mark per task : 10)  

S5 (5%) S6 (5%) 

Student Name V V E V E E 



 
 In SBAS, system checks:  
At least any 1 mark per student in S5  
At least any 1 mark per student in S6  
At least 1V, 1E per student in S5+S6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Requirements for 2015 Exam 
(Same as 2014) 

Please refer to HKEAA website for details. 

 

http://www.hkeaa.edu.hk/tc/sba/sba_hkdse_electi

ve/dse_subject.html?7 

http://www.hkeaa.edu.hk/tc/sba/sba_hkdse_elective/dse_subject.html?7
http://www.hkeaa.edu.hk/tc/sba/sba_hkdse_elective/dse_subject.html?7




Implementation of NSS Chemistry 
Curriculum /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part) Curriculum 
Please describe ONE implementation issue / concern about each of the 
curricula, and put forward reason and solution. 

Curriculum Issue / Concern Reason Solution 

Example Chem & 
CS(Chem) 

Students do not have 
the skills needed!  

Lack of time to 
practice the 
skills 

Discuss in 
Science KLA 
meeting to … 

1 Chem 

2 CS(Chem) 



新高中化學課程及組合科學（化學部分） 
課程的實施現況 

分別就上述課程實施時，描述壹個議題／關注項目，並說明
原因及解決方法。 

課程 議題／關注項目 原因 解決方法 

例 化學和組合
化學 

學生沒有掌握必要的
技能！  

沒有充足時間
練習該些技能 

在科學育學習領
域會議討
論．．． 

1 化學 

2 組合化學 



新高中化學課程及組合科學（化學
部分）實驗技術員的角色 

• 管理實驗相關資源／採購不同的化學品 

• 測試新實驗（例子隨後介紹） 

• 向教師和學生示範實驗／實驗技巧 

• 評估新／舊實驗風險 

• 設計、組裝和測試新實驗裝置、儀器 

• 為教師和學生提供實驗／探究研習相關的
意見 

• 持續進修實驗技巧相關的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