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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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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LS 

Assessment

Curriculum content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and 

learning outcomes 

（（（（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

Assessment

� Skills and approaches (e.g. issue enquiry 

(議題探究), connecting issues, thinking in 

multiple perspectives (多角度思維))

� Knowledge (concepts and ideas)

� Position and values (e.g. open-minded (開

放態度))



44

Assessment Objectives of LS 
Public Exam
–Thinking skills
– Issue-based enquiry 

（（（（議題探究議題探究議題探究議題探究））））
–Common knowledge
–Connection to related issues
–Multiple perspectives
–Underlying issues/ concepts/ 
values/ dilemmas （（（（兩難兩難兩難兩難 ） / 
tension （（（（張力張力張力張力））））

–Drawing upon own experiences

Application

Understanding,
Application

Understanding,
Discussion, Justification（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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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Examination 

Paper 1
• 3 Data-response Questions
• 2 hours 
• 50% of the whole subject

Paper 2
•Choose 1 out of 3 Extended-response Questions 
•1 hour and 15 minutes 
•30% of the whol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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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empty space within 
the margins for 
answers to that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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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ing Process
• Candidature: Chinese 62969;  English 8425
• No. of Senior Assistant Examiners (SAE):12
• No. of Assistant Examiners (AE):  44
• No. of Markers:   P1:  530      P2:  180
• Double marking

Sample Script 
Selection

SAE Meeting 

Markers’
Meeting 

Check-marking 
by AEs, Control 
Scripts

A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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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Marking Notes

The marking guidelines will only list a set of 
suggested marking criteria for each question 
for teachers’ reference.  They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sets of model answers.  
Alternative answers are also accepted as long 
as they are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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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Marking Notes

• Markers should mark positively. 

• When it comes to stand points and points of 
view, there are no ‘wrong’ answers.  
Candidates are entitled to take any position
they wish on an issue.  They are not to be 
marked on the ‘correctness of their views’ or 
on how close their views correspond to those 
of the marker.  What counts is whether they 
can put forward a well-reasoned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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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Marking Notes

• A balanced argument is required for questions 
demanding judgement of stance

• No standard structure of answers e.g. topic 
sentence

• Applying  concepts, rather than defining terms

• The whole range of marks for each question 
should be fully utilised. 

• A script scoring the top mark range needs not 
be perfect.  It may contain minor flaws in 
content, approach or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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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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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

 

香 港 的 實 際 及 推 算 人 口 統 計 數 字  

 

實 際  推 算  
 

1999 2003 2005 2007 2009 2029 2039 

0-14 歲  

（ 佔 人 口 的

百 分 比 ） 

17.5 15.7 14.2 13.3 12.5 12.0 11.0 

15-64 歲  

（ 佔 人 口 的

百 分 比 ） 

71.8 72.6 73.5 74.1 74.7 63.0 61.0 

65 歲 及 以 上  

（ 佔 人 口 的

百 分 比 ） 

10.7 11.7 12.3 12.6 12.8 25.0 28.0 

出 生 時 預 期

壽 命 *（ 年 ）  
80.45 81.45 81.70 82.45 82.80 86.00 86.90 

*
 
該 數 字 代 表 在 該 年 份 出 生 者 的 預 計 壽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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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B

2011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施政報告及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施政報告及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施政報告及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施政報告及
財政預算諮詢中指出財政預算諮詢中指出財政預算諮詢中指出財政預算諮詢中指出，，，，照顧長者是香港人的主照顧長者是香港人的主照顧長者是香港人的主照顧長者是香港人的主
要關注事項之一要關注事項之一要關注事項之一要關注事項之一。。。。有人建議香港政府應為長者有人建議香港政府應為長者有人建議香港政府應為長者有人建議香港政府應為長者
的需要提供更多資源的需要提供更多資源的需要提供更多資源的需要提供更多資源，，，，亦有人提議立法規定青亦有人提議立法規定青亦有人提議立法規定青亦有人提議立法規定青
年人向他們的父母提供財政支援年人向他們的父母提供財政支援年人向他們的父母提供財政支援年人向他們的父母提供財政支援。。。。不過不過不過不過，，，，另有另有另有另有
些人辯稱些人辯稱些人辯稱些人辯稱，，，，由於中國傳統社會一直重視孝道由於中國傳統社會一直重視孝道由於中國傳統社會一直重視孝道由於中國傳統社會一直重視孝道（（（（
即尊敬和順從父母即尊敬和順從父母即尊敬和順從父母即尊敬和順從父母），），），），因此沒有立法的需要因此沒有立法的需要因此沒有立法的需要因此沒有立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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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描述資料描述資料描述資料描述資料A顯示香港人口統計數字的一些趨勢顯示香港人口統計數字的一些趨勢顯示香港人口統計數字的一些趨勢顯示香港人口統計數字的一些趨勢。。。。
(4分分分分)

(b)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A顯示的趨勢可能導致一些社會問題顯示的趨勢可能導致一些社會問題顯示的趨勢可能導致一些社會問題顯示的趨勢可能導致一些社會問題。。。。參考以上參考以上參考以上參考以上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指出及闡述這些問題指出及闡述這些問題指出及闡述這些問題指出及闡述這些問題。。。。 (6分分分分) 

(c)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立法規定青年人向他們的父母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立法規定青年人向他們的父母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立法規定青年人向他們的父母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立法規定青年人向他們的父母
提供財政支援的建議提供財政支援的建議提供財政支援的建議提供財政支援的建議？？？？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
解釋你的答案解釋你的答案解釋你的答案解釋你的答案。。。。 (10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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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driven nature

Ageing

Quality of life

Law 
enforcement

Allo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e.g., medical,

welfare

Core values,
e.g.,Chinese culture

filial piety,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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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描述資料描述資料描述資料描述資料A顯示香港人口統計數字的一些趨勢顯示香港人口統計數字的一些趨勢顯示香港人口統計數字的一些趨勢顯示香港人口統計數字的一些趨勢。。。。
(4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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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未能描述趨勢/沒有嘗試作答所答與題目毫
不相干

1-2•能指出整體人口老化的趨勢等能描述趨勢
，但有欠詳盡；或錯誤理解趨勢

3-4•能正確及清晰地描述有關香港的人口統計
資料的趨勢，例如年輕人口(0-14歲)百分比
下降，老年人口百分比則上升；預計人們會
更為長壽；能指出整體人口老化的趨勢等

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分數建議評卷參考

(a)
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 利用資料利用資料利用資料利用資料描述趨勢描述趨勢描述趨勢描述趨勢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趨勢趨勢趨勢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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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A顯示的趨勢可能導致一些社會問顯示的趨勢可能導致一些社會問顯示的趨勢可能導致一些社會問顯示的趨勢可能導致一些社會問
題題題題。。。。參考以上資料參考以上資料參考以上資料參考以上資料，，，，指出及闡述這些問題指出及闡述這些問題指出及闡述這些問題指出及闡述這些問題
。。。。 (6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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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未能列出社會問題未能列出社會問題未能列出社會問題未能列出社會問題/沒有嘗試作答沒有嘗試作答沒有嘗試作答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1-2�能能能能列出社會問題列出社會問題列出社會問題列出社會問題；；；；或嘗試闡述這些問題或嘗試闡述這些問題或嘗試闡述這些問題或嘗試闡述這些問題，，，，但但但但並並並並
非完全正確非完全正確非完全正確非完全正確/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3-4�指出及闡述社會問題指出及闡述社會問題指出及闡述社會問題指出及闡述社會問題，，，，但並不詳盡但並不詳盡但並不詳盡但並不詳盡

5-6•能正確指出及清晰地能正確指出及清晰地能正確指出及清晰地能正確指出及清晰地闡述闡述闡述闡述可能由香港人口老化可能由香港人口老化可能由香港人口老化可能由香港人口老化
引致的引致的引致的引致的社會問題社會問題社會問題社會問題，，，，例如公共例如公共例如公共例如公共衞衞衞衞生惡化生惡化生惡化生惡化、、、、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
醫療開支醫療開支醫療開支醫療開支、、、、長者長者長者長者「「「「生果金生果金生果金生果金」」」」開支增加開支增加開支增加開支增加，，，，長遠對長遠對長遠對長遠對
社會構成壓力等社會構成壓力等社會構成壓力等社會構成壓力等

•答案結構嚴謹答案結構嚴謹答案結構嚴謹答案結構嚴謹，，，，說明深入說明深入說明深入說明深入

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分數建議評卷參考 說明問題說明問題說明問題說明問題
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

持分者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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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立法規定青年人向他們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立法規定青年人向他們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立法規定青年人向他們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立法規定青年人向他們

的父母提供財政支援的建議的父母提供財政支援的建議的父母提供財政支援的建議的父母提供財政支援的建議？？？？參考以上資料及參考以上資料及參考以上資料及參考以上資料及

就你所知就你所知就你所知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解釋你的答案解釋你的答案解釋你的答案。。。。

(10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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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0•清楚清楚清楚清楚表明立場表明立場表明立場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立場前後一致立場前後一致立場前後一致

•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就所提供的資料和他們就所提供的資料和他們就所提供的資料和他們就所提供的資料和他們
的知識及的知識及的知識及的知識及念念念念(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立法立法立法立法、、、、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清楚清楚清楚清楚有有有有
理及合乎邏輯地解釋他們有多大程度同意理及合乎邏輯地解釋他們有多大程度同意理及合乎邏輯地解釋他們有多大程度同意理及合乎邏輯地解釋他們有多大程度同意立法立法立法立法
要求青年人向其父母提供財政支援要求青年人向其父母提供財政支援要求青年人向其父母提供財政支援要求青年人向其父母提供財政支援，，，，並並並並就正反就正反就正反就正反
兩方面兩方面兩方面兩方面，，，，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同意論點同意論點同意論點同意論點：：：：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清楚及詳清楚及詳清楚及詳清楚及詳
細地解釋其論據細地解釋其論據細地解釋其論據細地解釋其論據；；；；可用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可用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可用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可用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
建立論據建立論據建立論據建立論據，，，，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建議評卷參考

(c) 論證立場論證立場論證立場論證立場

資料

持分者

建議規管

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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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0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強迫強迫強迫強迫青年人青年人青年人青年人照顧照顧照顧照顧父母父母父母父母，，，，有助保持孝道傳統有助保持孝道傳統有助保持孝道傳統有助保持孝道傳統，，，，並透過鼓勵青年人與父並透過鼓勵青年人與父並透過鼓勵青年人與父並透過鼓勵青年人與父
母接觸母接觸母接觸母接觸，，，，促進社會融合促進社會融合促進社會融合促進社會融合；；；；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必須就人們的道德作出規管必須就人們的道德作出規管必須就人們的道德作出規管必須就人們的道德作出規管，，，，以減輕社會問題以減輕社會問題以減輕社會問題以減輕社會問題；；；；

－－－－由於法例強制執行由於法例強制執行由於法例強制執行由於法例強制執行，，，，因此能確保長者有足夠的金錢生活因此能確保長者有足夠的金錢生活因此能確保長者有足夠的金錢生活因此能確保長者有足夠的金錢生活；；；；

減低納稅人減低納稅人減低納稅人減低納稅人/ 社會照顧長者的負擔等社會照顧長者的負擔等社會照顧長者的負擔等社會照顧長者的負擔等。。。。

不同意論點不同意論點不同意論點不同意論點：：：：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清楚及詳細地解釋其論據清楚及詳細地解釋其論據清楚及詳細地解釋其論據清楚及詳細地解釋其論據；；；；可用下可用下可用下可用下
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部分青年人可能沒有足夠入息供養父母部分青年人可能沒有足夠入息供養父母部分青年人可能沒有足夠入息供養父母部分青年人可能沒有足夠入息供養父母，，，，這會使較年長和較年輕兩這會使較年長和較年輕兩這會使較年長和較年輕兩這會使較年長和較年輕兩
代之間的關係緊張代之間的關係緊張代之間的關係緊張代之間的關係緊張；；；；

－－－－由於中國傳統孝道的關係由於中國傳統孝道的關係由於中國傳統孝道的關係由於中國傳統孝道的關係，，，，大部分青年人都會照顧其父母大部分青年人都會照顧其父母大部分青年人都會照顧其父母大部分青年人都會照顧其父母，，，，因此未因此未因此未因此未
必有立法需要必有立法需要必有立法需要必有立法需要；；；；而強迫青年人向父母提供財政支援使社會逐漸淡化孝道的而強迫青年人向父母提供財政支援使社會逐漸淡化孝道的而強迫青年人向父母提供財政支援使社會逐漸淡化孝道的而強迫青年人向父母提供財政支援使社會逐漸淡化孝道的
傳統美德傳統美德傳統美德傳統美德；；；；

－－－－採用法例規管道德採用法例規管道德採用法例規管道德採用法例規管道德，，，，並不恰當並不恰當並不恰當並不恰當；；；；兩代之間的關係或會因子女不願意兩代之間的關係或會因子女不願意兩代之間的關係或會因子女不願意兩代之間的關係或會因子女不願意
向其父母提供財政支援而惡化向其父母提供財政支援而惡化向其父母提供財政支援而惡化向其父母提供財政支援而惡化；；；；

－－－－由於不能核實子女交予父母的金錢由於不能核實子女交予父母的金錢由於不能核實子女交予父母的金錢由於不能核實子女交予父母的金錢，，，，及執行法例所涉的行政費用龐及執行法例所涉的行政費用龐及執行法例所涉的行政費用龐及執行法例所涉的行政費用龐
大大大大，，，，以致難以實行等以致難以實行等以致難以實行等以致難以實行等。。。。

•討論結構嚴謹討論結構嚴謹討論結構嚴謹討論結構嚴謹、、、、深入深入深入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建議評卷參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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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6•表明立場表明立場表明立場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但可能不夠清晰但可能不夠清晰但可能不夠清晰

•嘗試就資料和他們所知嘗試就資料和他們所知嘗試就資料和他們所知嘗試就資料和他們所知，，，，論證他們的立場論證他們的立場論證他們的立場論證他們的立場，，，，但但但但
有欠清晰有欠清晰有欠清晰有欠清晰/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對相關的知識和對相關的知識和對相關的知識和對相關的知識和念只有念只有念只有念只有片片片片
面認識面認識面認識面認識，，，，或只能作簡單的應用或只能作簡單的應用或只能作簡單的應用或只能作簡單的應用﹕﹕﹕﹕

同意的論點同意的論點同意的論點同意的論點：：：： 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
點建立論據點建立論據點建立論據點建立論據，，，，但解釋欠深入但解釋欠深入但解釋欠深入但解釋欠深入

不同意論點不同意論點不同意論點不同意論點：：：： 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
點建立論據點建立論據點建立論據點建立論據，，，，但解釋欠深入但解釋欠深入但解釋欠深入但解釋欠深入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深度不足深度不足深度不足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結構未夠嚴謹結構未夠嚴謹結構未夠嚴謹，，，，表達不一定清表達不一定清表達不一定清表達不一定清
楚楚楚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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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沒有嘗試作答沒有嘗試作答沒有嘗試作答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1 – 3•未能表明清楚立場未能表明清楚立場未能表明清楚立場未能表明清楚立場，，，，並可能提出並可能提出並可能提出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前後矛盾前後矛盾前後矛盾的理的理的理的理
據據據據

•嘗試就其所知嘗試就其所知嘗試就其所知嘗試就其所知解釋解釋解釋解釋其立場其立場其立場其立場(參考部分或沒有參參考部分或沒有參參考部分或沒有參參考部分或沒有參
考資料考資料考資料考資料)，，，，但解釋流於但解釋流於但解釋流於但解釋流於片面片面片面片面，，，，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以以以以錯誤錯誤錯誤錯誤的立的立的立的立
法或中國文化等法或中國文化等法或中國文化等法或中國文化等念作解釋念作解釋念作解釋念作解釋，，，，運用不相關的例運用不相關的例運用不相關的例運用不相關的例
子子子子/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作闡述等作闡述等作闡述等作闡述等

•討論欠深度討論欠深度討論欠深度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結構鬆散結構鬆散結構鬆散/欠缺焦點欠缺焦點欠缺焦點欠缺焦點，，，，表達含糊表達含糊表達含糊表達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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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nsider the following sources:
Source A

Why do we need to wear these 
masks?Why do we need to 

wear these masks?



2626

Source B  Data extracted from a report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 Mass media data were collec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0.

 
2008 年和年和年和年和 2010年受一些煙草管制政策影響的世界人口百分比年受一些煙草管制政策影響的世界人口百分比年受一些煙草管制政策影響的世界人口百分比年受一些煙草管制政策影響的世界人口百分比

8%

6%

28%

15%

14%

11%

6%

5%

8%

13%

5%

0% 5% 10% 15% 20% 25% 30%

徵收購買香煙稅

禁止香煙廣告

透過大傳媒推廣的反吸煙運動*

香煙包裝的警告標籤

戒煙計劃

設立無煙區

 煙草管制政策煙草管制政策煙草管制政策煙草管制政策

世界人口百分比 (%)

2008

2010

Establishing smoke-free areas

Programmes for giving up smoking

Warning labels on cigarette packets

Anti-smoking campaigns promoted 
through the mass media*

Bans on cigarette advertisements

Taxation on the purchase of cigarettes

Share of world population (%) 

Shar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covered by some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in 2008 and 2010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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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B

(a) Identify and explain the public health risk highlighted 
in Source A. (4 marks)

(b)Describe the features of the coverag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by some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changes that occurred between 2008 
and 2010 as shown in Source B. (5 marks)

(c) Which two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shown in Source B 
might be more effective in dealing with the public 
health risk highlighted in Source A in Hong Kong?  
Explain your answer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urces and 

your own knowledge.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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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driven nature

Smoking

Quality of
life

Mandatory 
controls

Health impacts
e.g., physical,
medical system

Family education &
Education via the media

Changes in 
mindset &
behaviour

Freedom of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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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entify and explain the public health 
risk highlighted in Source A.

(4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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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fails to identify the public health risk of passive 
smoking/ makes no attemp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gives an answer which is not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1-2•correctly identifies but does not clearly explain the 
public health risk of passive smoking 

3-4•correctly identifies and clearly explains the public 
health risk of passive smoking (e.g. causing 
respiratory diseases, increasing the risk of developing 
cancer, raising the public medical and welfare 
expenses, etc.) 

The candidate:

分數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a)
Analyse the 

cartoon

Use the 
cartoon to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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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escribe the features of the coverag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by some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changes that 
occurred between 2008 and 2010 as shown 
in Source B. (5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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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5�describes accurately and clearly the features of the 
coverag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by the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and the changes occurred during 
the period 2008 – 2010, e.g. the coverage by each 
policy was small (mostly below 15%); in 2008, the 
lowest percentages of coverage were found with 
smoke-free areas, bans on cigarette advertisements 
and taxation on the purchase;  in 2010, anti-
smoking campaigns were the most popular and the 
percentage coverage doubled the other policies; 
warning labels on cigarette packets and establishing 
smoke-free areas were policies showing the 
greatest increase;  there was a small change in 
percentage for programmes for giving up smoking 
and bans on cigarette advertisements, etc.

The candidate: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Analyse, 

Compare the 
data

Identify and describe the 
features of the data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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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3�describes accurately some features of the 
coverag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by the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and the changes 
occurred, but the description lacks detail

0• is unable to describe any feature/ makes no 
attemp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 gives an answer which is not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１１１１�attempts to describe a few features of the 
coverag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by the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and the changes 
occurred but not always accurately

The candidate: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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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hich two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shown in 
Source B might be more effective in dealing 
with the public health risk highlighted in 
Source A in Hong Kong?  Explain your answer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urces and your own 

knowledge. (10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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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0•compares and provides a detailed and convincing 
argument as to why the two chosen control policies would 
be more effective in dealing with the public health risk of 
passive smoking in Hong Kong, e.g.,

--The data show that anti-smoking campaigns is the 
most popular policy, suggesting its effectiveness.  With the 
well-developed mass media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in Hong Kong, campaigns promoted through the 
media can reach a large audience and can be more 
influential.  The risk of passive smoking will be reduced if 
fewer people smoke.  On the other hand, bans on cigarette 
advertisements and taxation are not so widely adopted in 
the worl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atter may also be 

hindered by smuggling of cigarettes from the mainland;

The candidate: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c) Evaluate with relevant 
concepts and examples

Campare

Criteria for 
assessing 
effectiveness

Reducing 
the risk

Data HK Context



3636

9 – 10－High tax on the purchase of cigarettes will pose a greater 
incentive for smokers to quit smoking, especially those with lower 
economic status.  Campaigns on anti-smoking do not pose any actual 
effects on smok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smoke free areas cannot 
protect people from passive smoking at home.  Hong Kong, being a
crowded city, may have the smoke-free areas close to those for 
smo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moke-free areas, e.g., in restaurants and 
offices, makes it inconvenient for smokers and encourages them to 
quit smoking, safeguarding people from passive smoking. Some 
smokers may not be concerned about the expenditure on smoking 
even with the imposition of heavy tax on cigarettes, etc.

•in making an argument, shows an awareness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other policies 

•makes extensive and appropriate use of the sources and own 
knowledge/ relevant concepts (e.g. mandatory controls, behavioural
changes)

•provides a well structured, in-depth discussion, demonstrating a high 

level of critical analysi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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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6•explains his/ her argument as to why the 
chosen control policies would be effective in 
dealing with the public health risk of passive 
smoking in Hong Kong but with insufficient 
detail and/or clarity; or provides a detailed and 
convincing argument as to why one of the 
control policies would be effective

•shows little awareness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other policies

•uses sources/ own knowledge in a limited 
manner or sometimes inappropriately

•provides a somewhat shallow discussion, 
which is not well structured and does not 
always articulate his/her ideas clearly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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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makes no attemp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gives an answer which is not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1 – 3•attempts to explain why the chosen control policies 
would be effective in dealing with the public health risk 
of passive smoking in Hong Kong, but the explanation 
is partial and/or inconsistent and/or based upon 
inaccurate knowledge or unwarranted assumptions

•in making an argument, shows no awareness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other policies 

•makes very limited use of sources and own 
knowledge/ relevant concepts (e.g. mandatory 
controls, behavioural changes)

•gives a shallow discussion with little organisation/ 
without focus; expresses his/her ideas vagu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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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閱以下資料 :﹕

不知道  12%

無  40%

人
民
力
量

 2%
社
民
連

 2%
自
由
黨

 2%
職
工
盟

 3%
新
民
黨

 4%

工聯會  4%

民主黨  9%

公民黨  11%

民建聯  11%

香港人認為立法會哪一政治組織最能代表或保障他們
的利益

資料A 本港某大學在2011年4月進行了一項調查，圖A1及表A2展
示部分結果

圖
A1

簡稱說明

民建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工聯會:    香港工會聯合會

職工盟: 香港職工會聯盟

社民連: 社會民主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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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香港人在2011年4月對部分政治組織於立法會表現的滿意程度

政 治 組 織  
非 常 不 滿 意

(%) 
頗 不 滿 意  

(%) 
頗 滿 意  

(%) 
非 常 滿 意

(%) 
不 知 道

(%) 

民 建 聯  16 31 34 3 16 

公 民 黨  11 24 40 4 21 

民 主 黨  16 32 33 2 17 

工 聯 會  10 24 43 2 21 

新 民 黨  6 21 37 2 34 

職 工 盟  15 29 37 3 16 

社 民 連  36 27 18 2 17 

人 民 力 量  30 27 15 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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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資料根據資料根據資料根據資料A，，，，香港人對本港政治組織有什香港人對本港政治組織有什香港人對本港政治組織有什香港人對本港政治組織有什麽麽麽麽看法看法看法看法？？？？
(4分分分分)

(b)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B，，，，提出及解釋一些可能成立的因素提出及解釋一些可能成立的因素提出及解釋一些可能成立的因素提出及解釋一些可能成立的因素，，，，以助說明以助說明以助說明以助說明
你在你在你在你在(a)題指出的香港人的看法題指出的香港人的看法題指出的香港人的看法題指出的香港人的看法。。。。

(5分分分分)
(c) 「「「「本港有不同政治組織本港有不同政治組織本港有不同政治組織本港有不同政治組織，，，，因而提升香港政府的管治效能因而提升香港政府的管治效能因而提升香港政府的管治效能因而提升香港政府的管治效能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
知知知知，，，，解釋你的答案解釋你的答案解釋你的答案解釋你的答案。。。。

(10分分分分)

資料B

資料B 報章新聞摘要

在立法會內，建制派和泛民勢力之間的分歧已形成了政治議題上的論爭。在社會層面而
言，主要政治組織已成功組成各自的忠實支持陣營；在地區上，不同黨派區議員設立的
辦事處在回應居民日常關注事項方面擔當重要角色，有關事項包括衞生以至巴士班次等
。
然而，政治組織發展落後於城市經濟及社會發展，這是毋庸置疑的事。政治組織均以緩
慢速度發展，泛民勢力的兩個成員（民主黨與公民黨）以及自由黨，各自只有數百名成
員，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的成員則僅超過20 000人。所有政治組織都在不同程
度上面對類似困難﹕資源不足、政策研究能力薄弱、年輕人才短缺；重要的是，整體上
各政治組織的公形象均為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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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driven nature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Check and balance

Legislative 
process

Harmony and
conflicts

Living 
environment

Political beliefs
and

expectations

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ng Kong-
Mainland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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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據資料根據資料根據資料根據資料A，，，，香港人對本港政治組織香港人對本港政治組織香港人對本港政治組織香港人對本港政治組織
有什有什有什有什麽麽麽麽看法看法看法看法？？？？ (4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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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未能指出數據的特徵未能指出數據的特徵未能指出數據的特徵未能指出數據的特徵/沒有嘗試作答沒有嘗試作答沒有嘗試作答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1-2�指出數據的一些特徵指出數據的一些特徵指出數據的一些特徵指出數據的一些特徵，，，，但描述欠清晰或沒有充分但描述欠清晰或沒有充分但描述欠清晰或沒有充分但描述欠清晰或沒有充分
利用所提供的數據利用所提供的數據利用所提供的數據利用所提供的數據

3-4•就整組數據作出歸納就整組數據作出歸納就整組數據作出歸納就整組數據作出歸納，，，，並清楚及正確地並清楚及正確地並清楚及正確地並清楚及正確地指出指出指出指出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中數據的不同中數據的不同中數據的不同中數據的不同特徵特徵特徵特徵，，，，例如約半數例如約半數例如約半數例如約半數(52%)受訪者覺受訪者覺受訪者覺受訪者覺

得得得得「「「「沒有政治組織最能代表或保障他們的利益沒有政治組織最能代表或保障他們的利益沒有政治組織最能代表或保障他們的利益沒有政治組織最能代表或保障他們的利益」」」」
(40%)、「、「、「、「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12%)；；；；就各組織的表現來就各組織的表現來就各組織的表現來就各組織的表現來
說說說說，，，，少於一半受訪者感到滿意少於一半受訪者感到滿意少於一半受訪者感到滿意少於一半受訪者感到滿意(非常滿意和頗為滿非常滿意和頗為滿非常滿意和頗為滿非常滿意和頗為滿
意意意意)等等等等；；；；可見香港人對政治組織的功能的可見香港人對政治組織的功能的可見香港人對政治組織的功能的可見香港人對政治組織的功能的滿意度不滿意度不滿意度不滿意度不
高高高高，，，，而而而而12-34%受訪者對各組織受訪者對各組織受訪者對各組織受訪者對各組織不大認識不大認識不大認識不大認識

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建議評卷參考

(a)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歸納及歸納及歸納及歸納及描述描述描述描述數據的特徵數據的特徵數據的特徵數據的特徵

利用數
字助描描描描

述述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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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B，，，，提出及解釋一些可能成立的因素提出及解釋一些可能成立的因素提出及解釋一些可能成立的因素提出及解釋一些可能成立的因素，，，，以助以助以助以助
說明你在說明你在說明你在說明你在(a)題指出的香港人的看法題指出的香港人的看法題指出的香港人的看法題指出的香港人的看法。。。。

(5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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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6•能正確能正確能正確能正確指出因素指出因素指出因素指出因素，，，，就香港政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就香港政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就香港政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就香港政治組織發展面臨的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清楚清楚清楚清楚解釋解釋解釋解釋在在在在(a)題指出的題指出的題指出的題指出的香港人的看法香港人的看法香港人的看法香港人的看法，，，，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妨礙政治組織參與政政治體制妨礙政治組織參與政政治體制妨礙政治組織參與政政治體制妨礙政治組織參與政
府管治府管治府管治府管治；；；；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政治文化：：：：香港市民一般傾向把時間香港市民一般傾向把時間香港市民一般傾向把時間香港市民一般傾向把時間
放於工作上放於工作上放於工作上放於工作上，，，，並不熱衷政治並不熱衷政治並不熱衷政治並不熱衷政治，，，，尤其是參與政治尤其是參與政治尤其是參與政治尤其是參與政治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組織規模組織規模組織規模組織規模：：：：大部分政治組織成員尚少大部分政治組織成員尚少大部分政治組織成員尚少大部分政治組織成員尚少，，，，
因而難以動員支持因而難以動員支持因而難以動員支持因而難以動員支持；；；；欠缺資源欠缺資源欠缺資源欠缺資源：：：：因而難以舉辦因而難以舉辦因而難以舉辦因而難以舉辦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向香港人宣傳其工作向香港人宣傳其工作向香港人宣傳其工作向香港人宣傳其工作；；；；政策研究能力欠政策研究能力欠政策研究能力欠政策研究能力欠
佳佳佳佳：：：：難以提出有用的政策選項難以提出有用的政策選項難以提出有用的政策選項難以提出有用的政策選項；；；；欠缺年輕人才欠缺年輕人才欠缺年輕人才欠缺年輕人才

：：：：因而難以持續發展因而難以持續發展因而難以持續發展因而難以持續發展；；；；公公公公形象負面形象負面形象負面形象負面，，，，因而難因而難因而難因而難
以說服市民等以說服市民等以說服市民等以說服市民等

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
建議評卷參考

分析資料及分析資料及分析資料及分析資料及
指出指出指出指出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解釋看法解釋看法解釋看法解釋看法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看法看法看法看法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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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4•能指出因素能指出因素能指出因素能指出因素，，，，並解釋在並解釋在並解釋在並解釋在(a)題指出的香港人的題指出的香港人的題指出的香港人的題指出的香港人的
看法及香港政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問題看法及香港政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問題看法及香港政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問題看法及香港政治組織發展面臨的問題，，，，但但但但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不全面或欠清晰不全面或欠清晰不全面或欠清晰不全面或欠清晰

1-2•嘗試指出一些因素嘗試指出一些因素嘗試指出一些因素嘗試指出一些因素/嘗試解釋在嘗試解釋在嘗試解釋在嘗試解釋在(a)題指出的香題指出的香題指出的香題指出的香
港人的看法港人的看法港人的看法港人的看法，，，，但理由但理由但理由但理由並非完全正確並非完全正確並非完全正確並非完全正確/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建議評卷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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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本港有不同政治組織本港有不同政治組織本港有不同政治組織本港有不同政治組織，，，，因而提升香港政府的因而提升香港政府的因而提升香港政府的因而提升香港政府的
管治效能管治效能管治效能管治效能。」。」。」。」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解釋你的答案解釋你的答案解釋你的答案。。。。

(10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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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0•清楚清楚清楚清楚表明立場表明立場表明立場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立場前後一致立場前後一致立場前後一致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香港現時的情況香港現時的情況香港現時的情況，，，，就所提供的資料和他們就所提供的資料和他們就所提供的資料和他們就所提供的資料和他們
的知識及的知識及的知識及的知識及念念念念(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有效管治有效管治有效管治有效管治、、、、政治組織政治組織政治組織政治組織)，，，，清清清清
楚有理及合乎邏輯地解釋他們有多大程度同意楚有理及合乎邏輯地解釋他們有多大程度同意楚有理及合乎邏輯地解釋他們有多大程度同意楚有理及合乎邏輯地解釋他們有多大程度同意
該說法該說法該說法該說法，，，，並並並並就正反兩方面就正反兩方面就正反兩方面就正反兩方面，，，，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提供全面及具批判
性的論證性的論證性的論證性的論證，，，，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同意論點同意論點同意論點同意論點：：：：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清楚及詳清楚及詳清楚及詳清楚及詳
細地解釋其論據細地解釋其論據細地解釋其論據細地解釋其論據；；；；可用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可用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可用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可用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
建立論據建立論據建立論據建立論據，，，，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建議評卷參考

(c) 論證立場論證立場論證立場論證立場

政治組織及政府的

角色、政府的結構

評估管治成效
的準則

資料 香港現況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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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0－政治組織有助收集及反映不同民意，促使政府制定迎合社會上不同需求/
回應不同關注的政策(例如：環境素質、醫療、社會和諧、香港與內地關係)；

－政治組織招募及培訓人才，例如區議會；

－政治組織有助大得知社會、政治及環境議題，並提高市民大的有關意
識，同時向政府表達他們的意見。參與式的政治文化可助政府制定有效的政策
；

－政治組織有助監察政府/使政府對市民負責，例如透過立法會及來自傳媒
的壓力等。

不同意論點：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清楚及詳細地解釋其論據；可用下列或其他
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例如﹕

－政治組織使社會上的政治鬥爭尖銳化，致使政府減少關注民生/經濟
發展；

－政治組織有不同的利益考慮，因而削弱立法的效率。政治組織之間的政治
矛盾削弱政府管治及其權威

－部分政治組織可能利用非制度化的方式擾亂社會秩序，使社會不和 諧及
妨礙政府管治；

－政治組織有不同的目標及利益考慮，可能削弱政府施政的效率，同時加劇
政治爭議等。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考生考生考生考生：：：：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建議卷參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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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6•表明立場表明立場表明立場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但可能不夠清晰但可能不夠清晰但可能不夠清晰

•嘗試就資料和他們所知嘗試就資料和他們所知嘗試就資料和他們所知嘗試就資料和他們所知，，，，論證他們的立場論證他們的立場論證他們的立場論證他們的立場，，，，但但但但
有欠清晰有欠清晰有欠清晰有欠清晰/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對相關的知識和對相關的知識和對相關的知識和對相關的知識和念只有念只有念只有念只有片片片片
面認識面認識面認識面認識，，，，或只能作簡單的應用或只能作簡單的應用或只能作簡單的應用或只能作簡單的應用﹕﹕﹕﹕

同意的論點同意的論點同意的論點同意的論點：：：： 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
點建立論據點建立論據點建立論據點建立論據，，，，但但但但解釋欠深入解釋欠深入解釋欠深入解釋欠深入

不同意論點不同意論點不同意論點不同意論點：：：： 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嘗試運用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
點建立論據點建立論據點建立論據點建立論據，，，，但解釋欠深入但解釋欠深入但解釋欠深入但解釋欠深入

•討論深度不足討論深度不足討論深度不足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結構未夠嚴謹結構未夠嚴謹結構未夠嚴謹，，，，表達不一定清表達不一定清表達不一定清表達不一定清
楚楚楚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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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沒有嘗試作答沒有嘗試作答沒有嘗試作答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1 – 3•未能表明清楚立場未能表明清楚立場未能表明清楚立場未能表明清楚立場，，，，並可能提出並可能提出並可能提出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前後矛盾前後矛盾前後矛盾的理的理的理的理
據據據據

•嘗試就其所知解釋其立場嘗試就其所知解釋其立場嘗試就其所知解釋其立場嘗試就其所知解釋其立場(參考部分或沒有參參考部分或沒有參參考部分或沒有參參考部分或沒有參
考資料考資料考資料考資料)，，，，但解釋但解釋但解釋但解釋流於片面流於片面流於片面流於片面，，，，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以以以以錯誤錯誤錯誤錯誤的有的有的有的有
效管治或政治組織等效管治或政治組織等效管治或政治組織等效管治或政治組織等念作解釋念作解釋念作解釋念作解釋，，，，運用運用運用運用不相關不相關不相關不相關
的例子的例子的例子的例子/資料作闡述等資料作闡述等資料作闡述等資料作闡述等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欠深度欠深度欠深度欠深度，，，，結構鬆散結構鬆散結構鬆散結構鬆散/欠缺焦點欠缺焦點欠缺焦點欠缺焦點，，，，表達含糊表達含糊表達含糊表達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