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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中四選修科公布

註冊編號 X1 X2
171107 航空 歷史

171123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171124 航空 歷史

181001 航空 視覺藝術

181002 旅遊與款待 地理

181003 航空 歷史

18100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181005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地理

181006 旅遊與款待 歷史

181007 生物 視覺藝術

181008 物理 經濟

181009 中國歷史 歷史

181010 生物 化學（英文組）

181011 物理 化學（英文組）

181012 旅遊與款待 化學（英文組）

181013 航空 體育

181016 旅遊與款待 地理

181017 設計與應用科技 視覺藝術

181018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視覺藝術

181019 航空 經濟

181020 旅遊與款待 經濟

181021 旅遊與款待 地理

181023 生物 歷史

181025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視覺藝術

181026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化學（英文組）

181027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181029 航空 歷史

181030 生物 視覺藝術

181031 生物 地理

181032 旅遊與款待 地理

181033 旅遊與款待 歷史

181034 航空 歷史

181035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181036 中國歷史 視覺藝術

181037 生物 體育

181039 航空 歷史

181041 生物 歷史

181042 航空 體育

181043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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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181046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181047 生物 地理

181048 航空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050 物理 經濟

181051 中國歷史 歷史

181052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181056 航空 視覺藝術

181058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地理

181059 設計與應用科技 視覺藝術

181060 生物 視覺藝術

181062 航空 地理

181063 物理 化學（英文組）

181065 航空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066 物理 經濟

181067 旅遊與款待 歷史

181068 中國歷史 歷史

181069 航空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070 航空 經濟

181071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181072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181073 物理 化學（英文組）

181076 中國歷史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077 物理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080 航空 體育

181081 生物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082 設計與應用科技 歷史

181083 旅遊與款待 體育

18108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085 生物 化學（英文組）

181086 設計與應用科技 視覺藝術

181087 物理 地理

181088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181089 旅遊與款待 歷史

181090 生物 經濟

181091 航空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092 航空 歷史

181093 航空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094 航空 資訊及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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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95 中國歷史 歷史

181096 生物 經濟

181097 中國歷史 體育

181098 物理 化學（英文組）

181100 物理 化學（英文組）

181101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181102 物理 歷史

18110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105 中國歷史 地理

181106 設計與應用科技 視覺藝術

181107 物理 地理

181108 旅遊與款待 視覺藝術

181109 旅遊與款待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110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181111 設計與應用科技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112 物理 地理

181113 物理 地理

181115 航空 化學（英文組）

181116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117 生物 地理

181118 航空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119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181120 旅遊與款待 資訊及通訊科技

181122 旅遊與款待 地理

181123 中國歷史 地理

181124 生物 地理

181125 中國歷史 地理

181126 物理 視覺藝術

181127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經濟

181128 旅遊與款待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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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延伸部分 M1 收生名單： 

註冊編號 X3 

181126 數學科延伸部分 M1 

181063 數學科延伸部分 M1 

181112 數學科延伸部分 M1 

181026 數學科延伸部分 M1 

181100 數學科延伸部分 M1 

181102 數學科延伸部分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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