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與通訊科技科 (資通) DSE2025

任教老師：

梁國澄老師

李均洪副校長



為何要選讀 ICT呢？

我們要考慮些甚麼呢？





大學相應科目

• 必須修讀科目

• 優先考慮選修科目

• (以下資料只供參考，最新情況請參考
聯招網站
https://www.jupas.edu.hk/tc/

https://www.jupas.edu.hk/tc/


香港大學

資訊系統工商管理學學士

(必須修讀生物/化學/物理/資通科)  

( #優先科目：數學M2)



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學士

(必須修讀兩科：生物/化學/物理/資通/M2科) ( #優
先科目：數學M2)

數學精研學學士

(必須修讀生物/化學/物理/經濟/地理/資通及 M2科)

理論物理精研學學士

(必須修讀生物/化學/物理/經濟/地理/資通及 M2科)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學士(必須修讀科目：生物/化學/物理/資通
科)   ( #優先科目：數學M2)

運輸系統工程學學士(#優先科目：生物/化學/物理/

資通/M2科)

產品工程兼巿場學工學士(#優先科目：生物/化學/

物理/資通/M2科)



香港理工大學(1)

運輸系統工程學學士

(#優先科目：生物/化學/物理/資通/M2科)

產品工程兼巿場學工學士

(#優先科目：生物/化學/物理/資通/M2科)

互聯網及多煤體科技學士

(#優先科目：生物/化學/物理/資通/M2科)

機械工程學理學士

(#優先科目：生物/化學/物理/資通/M2科)



香港理工大學(2)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工學士

 (#優先科目：生物/化學/物理/資通科)

電子及資訊工程學工學士

 (#優先科目：生物/化學/物理/資通/M2科)

電機工程學工學士

 (#優先科目：生物/化學/物理/資通/M2科)

測繪及地理資訊學理學士

 (#優先科目：地理/資通/物理/M2科)

電子計算廣泛科學學士

 (#優先科目：物理/經濟/資通/M2科)



沙田 IVE IT 學系的高級文憑課程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T5L2S6ZDJU1TK5RND5C_HE15G5ZQEETG

軟件工程高級文憑 (IT114105)

 https://youtu.be/Sh5-sM27i74

人工智能及手機軟件開發高級文憑 (IT114118)

 https://youtu.be/_I7ba2dz0n8

遊戲及動畫高級文憑 (IT114206)

 https://youtu.be/iA2_hnOOLfI

多媒體、虛擬實境及互動創作高級文憑 (IT114212)

 https://youtu.be/wazgiVKYpgo

 https://youtu.be/M6vBKuauD9w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t5L2s6zDJU1tK5RnD5C_he15G5ZqEeTg
https://youtu.be/Sh5-sM27i74
https://youtu.be/_I7ba2dz0n8
https://youtu.be/iA2_hnOOLfI
https://youtu.be/wazgiVKYpgo
https://youtu.be/M6vBKuauD9w


專業認証

•Cisco 網絡証書

•Oracle 數據庫証書

•MOS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Help Desk Support Officer (Salary: 15K - 17K) 

Requirements:

Working knowledge in Windows platforms

Working knowledge in VBScript, WSH and MS 
Access

Working knowledge in wireless network 
technology

Knowledge in Macintoshes, web sites 
development and MS SharePoint is an added 
advantage 

Ability to work under minimal supervision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willing to learn, energetic and 
conscientious

傳統ICT工作要求



有沒有想過”FACT CHECK” 可以成為一
份工作， 一門產業？！

• 資料來源：CUP, 政經趨
勢, 社會脈衝, 2019年12

月18日 BY BILLY TONG

• https://www.cup.com.

hk/2019/12/18/fact-

check-industry/

將來……..



前景：
內容重點 全文

河套創科園
料創四萬職
位

2017-01-05 星島日
報

(星島日報報道)香港及深圳政府日前簽署合作備
忘錄，….

港深兩地政府已落實….興建一個面積八十
七公頃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日後河套
區的創新及科技園預料可創造四萬個職位，港
深兩地會共同參與發展及推廣……… https://goo.gl/4EKVd

M

香港資訊科
技人力資源

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勞工及福利局的
《2027年人力資源
推算報告》

資訊科技僱員（2004至2018年）
香港資訊科技的人力市場保持平穩增長，在
2018年4月，整體資訊科技就業人數上升至95 

780人（包括自由工作者），分別較2016年4月
增加9.1％（87 794人）和2004年3月增加54.2

％（62 098人）。然而，由於整體勞動人口略
有增加，資訊科技僱員（包括自由工作者）在
勞動人口中所佔比率從2016年4月的2.31％只輕
微上升至2018年4月的2.41％。……..

https://qrgo.page.link/UUvB
Y

https://goo.gl/4EKVdM
https://www.lwb.gov.hk/tc/other_info/mp2027_tc.pdf
https://qrgo.page.link/UUvBY


選讀ICT的重點是甚麼？？

➢ 如何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來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以 及 如 何 將 此 解 難 過
程 更 新 及 轉 移 ， 以 解
決 日 新 月 異 的 問 題 。

➢右圖闡述本科與高等教育，
以及就業出路方面的銜接。



課程結構

必修: (建議課時)

單元A–資訊處理 (37小時)

單元B–電腦系統基礎 (20小時)

單元C–互聯網及其應用(31小時)

單元D–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48小時)

單元E–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8小時)

選修(三選二)：*所以必須學習不少於一個程式語言
選修部份A–數據庫 (38小時)

選修部份B–網絡應用程式開發(38小時)

選修部份C–算法與程式編寫(38小時)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聯合編訂
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及評估
指引（中四至中六) P.8👉
由 2022/23 學年 中四級開始適用

各單元的學習目標及指引，
請參考全文(p.10~42)：👇
https://hkhoyu.sharepoint.com/:b:/s/20-

21SubjectComputerTEAM/ES5i3xootidAnJWas

SmeSXIBs1AW8P0N2Qi_gaEjGrYyeQ?e=JvZk

az

https://hkhoyu.sharepoint.com/:b:/s/20-21SubjectComputerTEAM/ES5i3xootidAnJWasSmeSXIBs1AW8P0N2Qi_gaEjGrYyeQ?e=JvZkaz


課程結構與考核 ICT 
(DSE)

核心課程

(筆試:卷1A(M.C.),1B)

選修課程

中五下學期開始

(筆試:卷2+ SBA)

選修 2A: 數據庫

選修 2B: 網絡應用程式開發

選修 2C: 算法與程式編寫



評核簡介

評核模式
說明

(試題形式)
考核範圍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甲：40%
40題多項選擇題

卷一乙：60%
6至8題短問題約佔5分之2
3題長問題約佔5分之3
*所有問題必須回答

必修部分 55% 2小時

卷二: (從2A,2B,2C選修卷中選二)

每份選修卷中：

3至5題短問題約佔2分之1

1題長問題約佔2分之1

*所有問題必須回答

選修部分 25% 1小時30分鐘

校本評核

三個選修課題中所選取的
兩個選，分別完成教師設
計的引導性課業
(詳情2022年10月考評局公佈)

選修部分 20% 30個課堂小時



知多一點點聯絡梁老師
WhatsApp:

https://wa.me/qr/U67KPF5PKEAGL1

或電郵：lkc@hoyu.edu.hk

~~~~~~~~~~~~完 ~~~~~~~~~~

https://wa.me/qr/U67KPF5PKEAGL1
mailto:lkc@hoyu.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