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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物理科 課程 

 

課程內容及建議課時： 

必修部份 (共 184小時) 

I.  熱和氣體 a. 溫度、熱及內能 c. 物態的改變 

 (23小時) b. 熱轉移過程 d. 氣體* 

II. 力和運動 a. 位置和移動 e. 動量 

 (50小時) b. 力和運動 f. 勻速圓周運動* 

  c. 拋體運動* g. 引力* 

  d. 作功、能量和功率   

III. 波動 a. 波的本質和特性 c. 聲音 

 (47小時) b. 光   

IV. 電和磁 a. 靜電學 c. 電磁學 

 (48小時) b. 電路和家居用電   

V. 放射現象和核能 a. 輻射與放射現象 c. 核能 

 (16小時) b. 原子模型   

選修部份 (共 50小時，已由校方選擇教授的兩個課題) 

VII. 原子世界 a. 盧瑟福原子模型 d. 粒子或波 

 (25小時) b. 光電效應* e. 窺探納米世界 

  c. 玻爾的氫原子模型   

VIII.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a. 家居用電 c. 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 

 (25小時) b. 在建築和運輸業中的能源效

率* 

  

探究研習 (16小時) 

* 延展部分：按學生進度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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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 

 

第 1冊 熱和氣體 

1.1 温度與温標 

1.2 温度計 

2.1 內能 

2.2 比熱容量 

3.1 潛熱 

3.2 蒸發 

4.1 傳導 

4.2 對流 

4.3 輻射 

5.1 氣體定律 (延展部分) 

5.2 氣體分子運動論 (延展部分) (略教) 

  

 

第 2冊 力和運動 

1.1 長度與時間 

1.2 距離與位移 

1.3 速率、速度與加速度 

1.4 直線上的運動 

2.1 直線運動的線圖 

2.2 勻加速運動方程 

2.3 自由落體的運動 

3.1 力的簡介 

3.2 慣性與牛頓運動第一定律 

3.3 淨力與運動：牛頓運動第二定律 

3.4 重量、摩擦力與流體阻力 

3.5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牛頓運動第三定律 

4.1 力的合成與分解 

4.2 共面力與牛頓運動定律 

5.1 力的轉動效應 

5.2 剛體的平衡 

6.1 功與能量轉移 

6.2 動能與勢能 

6.3 能量轉換與能量守恆 

6.4 功率 

7.1 動量守恆 

7.2 動量變化 

8.1 平拋運動 (延展部分) 

8.2 一般拋體運動 (延展部分) 

9.1 圓周運動的簡介 (延展部分) (略教) 

9.2 向心力 (延展部分) (略教) 

10.1 牛頓萬有引力定律 (延展部分) (略教) 

10.2 引力作用下的圓周運動 (延展部分) (略教) 

  

 

第 3A冊 波動 (光學) 

  

1.1 光線 

1.2 反射定律 

1.3 平面鏡成像 

2.1 折射定律 

2.2 光的全內反射 

3.1 凸透鏡與凹透鏡 

3.2 凸透鏡成像 

3.3 凹透鏡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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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 

第 3B冊 波動 

4.1 波動 

4.2 粒子運動與波動 

4.3 以線圖描述橫波 

5.1 利用水波研究波的現象 

5.2 波的現象：反射與折射 

5.3 波的現象：衍射 

5.4 波的現象：干涉 

5.5 駐波 

6.1 光的波動本質 

6.2 楊氏雙縫實驗與平面透射光柵 (延展部分) 

6.3 電磁波 

7.1 縱波 

7.2 聲音的波動本質 

7.3 聲音的特性 

7.4 樂音與噪音 

  

  

 

第 4冊 電和磁 

1.1 電荷與電場 

1.2 深入認識電場 

2.1 電流 

2.2 電壓、電動勢和電勢差 

2.3 電阻 

2.4 串聯與並聯的電阻器 

2.5 安培計、伏特計和電源的電阻 

3.1 電功率與電能 

3.2 市電和家居電線佈置 

4.1 磁力與磁場 

4.2 電流的磁場 

4.3 磁場產生的力 

4.4 作用於移動電荷的磁力 (延展部分) (略教) 

5.1 磁場產生的電流 

5.2 法拉第定律和磁通量 (延展部分) (略教) 

5.3 電磁感應的應用 

6.1 交流電 (延展部分) (略教) 

6.2 變壓器和高壓輸電 (延展部分) (略教) 

  

 

 

第 5冊 放射現象和核能 

1.1 X射線與核輻射 

1.2 放射現象 

2.1 原子模型 

2.2 放射衰變 (延展部分) 

2.3 放射性同位素的應用與輻射安全 

3.1 核裂變及核聚變 

3.2 質能關係 (延展部分) 

3.3 核能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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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 

 

第 E2冊 原子世界 

1.1 盧瑟福原子模型及散射實驗 

1.2 令人費解的光電效應 

1.3 愛因斯坦對光電效應的解釋 

2.1 原子光譜與玻爾的原子模型 

2.2 是粒子還是波？ 

3.1 納米材料 

3.2 在納米標度下觀察 (略教) 

3.3 納米科技的應用及發展 

 

 

 

第 E3冊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1.1 家用耗能電器 

1.2 無火烹調 

1.3 空氣調節 

2.1 照明 

2.2 節約能源 (略教) 

3.1 建築物的能源效益 (略教) 

3.2 交通工具的能源效益 (略教) 

4.1 不可再生能源 

4.2 可再生能源 

4.3 能源消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