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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卷卷卷２２２２：：：：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卷卷卷卷２２２２：：：：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

香港機場管理局於2011年6月就香港國際機場規劃大綱展開諮詢，建議興

建的第三條跑道將跟現時兩條跑道平行，以應付直至2030年及其後的空

中交通發展需要。該局表示，香港國際機場已遠遠不只是香港基本運輸

設施的一環，而是對香港有巨大經濟價值的國際航空樞紐。國際航空運

輸協會表示﹕「儘管人口相對較少，但因為香港四通八達，所以在世界

舞台上表現出色，從而推動經濟及創造職位。為保持機場的競爭力，它

必須具備足夠容量，以支持其發展。」

不過，一些機場附近的居民對第三條跑道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感到憂

慮。多個環保團體表示機場管理局並未發表該項目對當地居民的全面環

境影響報告，並促請當局暫停公眾諮詢，直至公布報告為止。一群關注

這件事的公眾人士設立一個社交網站，作為市民表達反對興建這條跑道

意見的平台。

細閱以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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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香港，發展基本運輸設施時，應優先考慮整體社會利益而非個人

利益。」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解釋你的答案。‘When 

considering developments of the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Hong

Kong, the interests of the whole of society should take priority over 

personal interests.’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Explain your answer. (10分)

b) 在規劃基本運輸設施項目的過程中，香港政府應讓其他持分者有多大

程度的參與？解釋你的答案。In the planning process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o what extent shoul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llow other stakeholders to be involved?  Explain your 

answer.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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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議題議題議題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政府

社會利益

個人利益

運輸基建

其它持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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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政策制訂政策制訂政策制訂政策制訂政策制訂政策制訂政策制訂政策制訂

生活素質生活素質生活素質生活素質生活素質生活素質生活素質生活素質

責任責任責任責任、、、、權利權利權利權利責任責任責任責任、、、、權利權利權利權利

互相依賴互相依賴互相依賴互相依賴互相依賴互相依賴互相依賴互相依賴

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

發展基本發展基本發展基本發展基本發展基本發展基本發展基本發展基本

運輸設施運輸設施運輸設施運輸設施運輸設施運輸設施運輸設施運輸設施



準則

價值觀
生活素質

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

發展基本發展基本發展基本發展基本發展基本發展基本發展基本發展基本

運輸設施運輸設施運輸設施運輸設施運輸設施運輸設施運輸設施運輸設施

社會利益

個人利益

矛

盾

/

一

致

？

個人/團體
責任

經濟

權利

生活素質

生活素質

社會/政府
責任

不同持分者

優先準則

規劃過程/

政策制訂

社會發展

效率

認受性 可持續性

訴求/利益

少數服從
多數？

環保

發展

多元平衡

社會參與

公帑

資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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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基本運輸設施－－－－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

知識和概念（例如：）

集體與個體、社會與個人

權利與責任、多數與少數

即時影響 vs遠期利益
政策制訂：由上而下vs由下而上
可持續性：個人 vs社會

題目處理（例如：）

優先考慮�比較什麼和以什麼角度和層面比較

利益�如何界定？簡單對立？零和vs雙贏？
正面影響�集體利益？

負面影響�個人利益？

能力應用（例如：）

比較、辨識

準則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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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９９９９－－－－１０１０１０１０））））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９９９９－－－－１０１０１０１０））））

清楚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就所提供的資料和他們的知識
及概念(例如﹕整體社會的利益)，清楚有理及合乎邏輯
地解釋他們有多大程度同意該說法，並就正反兩方
面，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例如﹕

同意論點：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在香港的觀察所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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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運輸設施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及社會福祉，所以個
人利益不應窒礙社會發展；

發展基本設施需要高昂的公共開支/ 納稅人的金錢，所以
整體社會的利益應獲優先考慮；

政府有責任保障整體社會的利益，整體社會的利益及個
人利益並非互不相容，長遠來說，社會發展會惠及市
民；

公共政策難以滿足多元化社會中每個人，當社會上大多
數人士同意時，政府便應作出決策等。

概念化和現象
分析、作比較
，例如兩者利
益的特點、應
用知識、釐訂
準則、建構立
場：程度上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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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論點﹕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就香港的觀
察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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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明社會中，必須優先考慮合理的個人利益(例
如：私人財產的擁有權)；

香港作為多元化社會，在制定公共政策時，若相關
政策對個人權益構成重大影響，政府應優先考慮他
們的訴求和個別人士的意見；

不能忽視社會上某群人因為發展而蒙受的損失。一
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考慮其他方案，以儘量減少/補
償他們的損失；

政府可能會以社會利益為名，維護統治者的利益
等。

知識

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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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９９９９－－－－１０１０１０１０））））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９９９９－－－－１０１０１０１０））））

清楚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清楚有理及合乎邏輯地論證香港政府應讓公眾有多大程
度的參與；並從不同向度，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
證；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能充分理解及恰當運用有關
知識及概念(例如﹕公眾參與等)，例如：

支持論點：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在香港的觀察所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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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運輸基建項目涉大量公帑，在決策過程中，一個負責任
及民主政府必須聽取公眾的意見；

採納不同意見後的規劃將更為全面，項目的可行性更高，
也較有認受性；

必須顧及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將之納入多渠道的諮詢過程
或諮詢委員會，以保障少數人士的權利等。

知識應用，

概念化分

析，釐訂準

則，建構立

場



11

反對論點﹕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

就香港的觀察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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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社會難以達成共識，並可能在持份
者之間引起更多爭議及衝突；

不同持份者或會只著重自己的利益和訴
求，可能未有考慮到社會的長遠發展；

公眾諮詢需時，可能延誤工程，阻礙經
濟發展及削弱香港的競爭力等。

多角度思

考和分析，

知識應用，

概念化分

析，例如共

識與爭議、

個人利益

與社會長

遠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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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卷卷卷２２２２：：：：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卷卷卷卷２２２２：：：：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

細閱以下資料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資料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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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全球文化正開始發展。在地球村中，距離和邊界愈來愈

無關重要。許多國家的人正收聽或收看相同的新聞、相同的

音樂和相同的體育活動節目。有些人把這個過程視為「文化

融合」，有些則認為是「把西方文化強加於其他文化之

上」。資訊的自由流動掀起了國際商業全球化浪潮，這流動

會透過有時無法預計的方式把文化匯聚起來。多年以來，中

國領導人似乎未能確定究竟麥當勞為中國帶來了西方形式的

繁榮還是精神污染。

資料B 以下文字節錄自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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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認為全球化可能透過什麽方式影響內地的中國文化？解釋你

的答案。Through what ways do you think globalization might 

influence Chinese culture on the mainland?  Explain your 

answer. (8分) 

b) 「全球化導致西方文化取代其他文化。」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這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Globalization causes Western 

culture to replace other cultures.’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Explain your answer.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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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議題議題議題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全球化
中國文化方式�影響

西方

文化

其他

文化

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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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多元多元多元多元、、、、開放開放開放開放、、、、多元多元多元多元、、、、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交流交流交流交流交流交流交流交流

生活素質生活素質生活素質生活素質生活素質生活素質生活素質生活素質

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身份認同

互相依賴互相依賴互相依賴互相依賴互相依賴互相依賴互相依賴互相依賴

承傳承傳承傳承傳、、、、歷史歷史歷史歷史承傳承傳承傳承傳、、、、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可持續性

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



飲食

商品

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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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素質

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

發展需要

身份認同

互相依賴

承傳、
歷史

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

政治

文化

跨國企業
經濟政策

旅遊互訪

經濟活動

文化交流

互聯網

國家政策

政治參與

商品、消費、

文化生活

價值觀

多元

主導、
主動

資源、
強大

減弱、消失

政治、
經濟

文化、
生活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

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西方文化 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其他文化其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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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

知識和概念（例如：）

中國開放改革下社會、經濟、政治等的轉變�中國文化不同程度上的

轉變

全球化與中國不同方面轉變的關係�透過什麼方式發揮影響力，影

響什麼

文化影響的取代與共存、單向影響與相互影響的討論

影響：深層次的根本文化影響（e.g. 價值觀）、商業活動、消費行為的影
響？

西方、本土文化的流入、接觸與當地社會發展、個人成長的關係

題目處理（例如：）

方式的種類、所涉範圍

文化的的層面：傳統思想、規範、價值觀、政治、經濟、藝術等
全球化與西方不同方面的關係（e.g. 主導、主動）

取代與否�零和（個別）

共存互利�變和（程度）

能力應用（例如：）

辨識、解釋、例子

判斷、提出準則、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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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６６６６－－－－８８８８））））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６６６６－－－－８８８８））））

恰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例如：文化價值觀、

文化交流)，指出及詳盡解釋全球化可能影響內地

中國文化的方式，例如﹕

透過互聯網政治影響：西方民主思想可能對共產

政治文化構成挑戰；文化影響：西方文化可經由電

影及音樂等傳入；

透過跨國公司的經濟活動社會影響：西方生活方

式可能改變傳統中國社會及文化價值觀；經濟變

化﹕資本主義手法可能削弱中央計劃經濟或國營生

產模式；西方形式的消費主義；

透過社會及文化交流(例如﹕探訪、交流學習)文

化影響：透過互相接觸，把西方習俗及思想引入內

地等。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指出一些方

式，歸類影

響 � 解釋

影響什麼、

程度、變化

�舉例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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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２１２１２１２））））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２１２１２１２））））

清楚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清楚有理及合乎邏輯地解釋他們有多大程度同意該說法，

並就正反兩方面，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能充分理

解及恰當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例如﹕全球化、文化取代)，

例如﹕

同意論點：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放眼世界觀察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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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西方文化被視為較高層次及時尚，西方文化在多方面主導

全球文化，例如快餐、衣服；

因採取開放政策，西方文化正在削弱許多國家的本土文化，

例如在中國；

由於西方國家及商業擁有較多資源，因此西方文化得以主導

本土文化等。

知識應用，

概念化和現

象分析、論

證關係、釐

訂準則、建

構立場

解釋西方
文化、經
濟等與全
球化的關
係�取代
的解說：
程度上的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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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論點﹕運用相關及有理的例子/放眼世界

觀察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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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文化並非，也不能由西方文化所主導，而

是世界各地文化混合的產物；

非西方世界的本土文化獲得學校和家庭保存及

捍衞；

西方和和和和本土文化均獲得現代世界許多人尊重

等。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概念和現象分
析，例如本土
文化的存在、
轉變而非消失
，舉例論證，
釐訂準則、建
構立場：程度
上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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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卷卷卷２２２２：：：：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卷卷卷卷２２２２：：：：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

私家醫院擔心內地孕婦或會在香港尋求胎兒*脫氧核糖核酸(DNA)檢測方法，從

而按性別進行選擇性墮胎。

醫生相信部分內地婦女濫用本港某些化驗所提供的基因檢測。這項檢測可確定

胎兒性別，以及患上跟性別相關的嚴重遺傳病症的機會，家族歷史中曾出現嚴

重遺傳病症的父母會藉此測定胎兒有相同病症的機會。

就性別篩選的關注，專業醫療界上月為醫生舉辦一次特別研討會，討論跟該基

因檢測有關的道德議題，但專業醫療界仍未能決定應做些什麽。

細閱以下資料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資料A  2011A  2011年年77月月33日刊登於某報的新聞摘錄日刊登於某報的新聞摘錄

* 胎兒的意思指已在後期發育階段及主要器官已局部形成的未出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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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你可把
它除掉嗎？

對了，那正是
我的意思。

很不幸，我們沒法
除掉該基因，必須
使整個胎兒流產。

2050年年年年 整體來說，你看到的是一名有深色頭髮的健康女
兒，她最高可長至1.75米，沒可能患上嚴重疾病
。不過，她擁有「咬指甲」的基因。

資料B

好了，我們已為你的胎兒
進行完整基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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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考以上資料，提出一些可能成立的原因以解釋為何部分內地

孕婦或會濫用該基因檢測。

With reference to the above sources, suggest some possible 

reasons that explain why some mainland mothers-to-be may 

abuse the genetic test. (10分) 

b) 基因檢測結果的使用可能在日後引致哪些社會和道德問題？

Discuss the social and ethical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through the use of genetic testing results in the future. (10分)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基因檢測

服務

內地

孕婦孕婦孕婦孕婦

使用基因

檢測結果

社會問題

道德問題

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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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

中國傳統中國傳統中國傳統中國傳統、、、、中國傳統中國傳統中國傳統中國傳統、、、、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道德考慮道德考慮道德考慮道德考慮道德考慮道德考慮道德考慮道德考慮

健康觀念健康觀念健康觀念健康觀念健康觀念健康觀念健康觀念健康觀念

社會政策社會政策社會政策社會政策、、、、社會政策社會政策社會政策社會政策、、、、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社會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人權人權人權人權生命生命生命生命、、、、人權人權人權人權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卓越卓越卓越卓越卓越卓越卓越卓越

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



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基因檢測－－－－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

「一孩政策」
「超生」後果

醫學、健康
需要

衝突衝突衝突衝突/
矛盾矛盾矛盾矛盾?

家庭延續

男＞女

經濟發展

使用檢測
需要、動機

矛盾矛盾矛盾矛盾／／／／落差落差落差落差

濫用濫用濫用濫用

醫療開支

可能引起可能引起可能引起可能引起

生命�

貨品
性別�

歧視

缺陷�

歧視

人口失衡
社會規劃

公共設施

不足、錯配

擇偶困難

追求卓越

基因檢測、

檢測結果

內地孕婦

內地社會

政策

中國傳統

文化

中國社會

發展

社會問題 道德問題



28

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題目解構

知識和概念（例如：）

中國傳統文化（e.g. 家庭觀念＋承傳、男女地位）

開放改革下的社會、價值觀、經濟等方面的轉變 （e.g. 「一孩政策」、
經濟能力、生活素質、醫療、殘疾人士福利、人權等）

基因檢測作用（e.g. 治療、預防），科學技術印發道德問題

濫用（e.g. 與原本醫學需要的落差，價值轉變）、個人權利與責任

人口失衡、社會規劃、長遠政策制訂等

生命價值、商品、功利主義、歧視等

題目處理（例如：）

理解提供基因檢測服務在醫學上的目 vs 內地孕婦使用目的、動機

解釋內地孕婦使用檢測的原因（e.g. 傳統文化、內地社會發展情況）及
可能對非理想的胎兒造成的後果�濫用

社會問題�人口男女比例失衡�社會政策、規劃和設施使用的問題

道德問題�原則、理念、價值討論 (e.g. 生命價值、自然與人為，社會
價值觀轉變、功利主義）

能力應用（例如：）

辨識、解釋、例子

判斷、推論、理據



(a) (a) 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99－－－－－－－－1010））））））））

就內地的現況，清楚及合乎邏輯地解釋為何部分內

地孕婦或會濫用該基因檢測，對相關的知識和概念

(例如，濫用、中國傳統文化)有充分認識，並能作恰

當的應用；能深入了解提供檢測的目的和部分內地

孕婦使用這檢測的動機的落差，例如：

由於兒子會帶同家庭姓氏及把家系延續下去/ 結婚後的

男子仍然屬家庭成員，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出現重男輕

女的價值觀；

內地的一孩政策限制每對夫婦生育嬰兒的數目，在此

規限之下，許多夫婦如可選擇，都會選取生育兒子；

這些夫婦會濫用基因測試的機會，一旦發現胎兒性別

不符所好，或會進行墮胎等。

傳統文化
＋內地情
境分析

基因檢測
需要vs內
地孕婦使
用的動機



(b) (b) 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評卷參考（（（（99－－－－－－－－1010））））））））

可能以內地及香港的現況作例子，清楚及合乎邏輯地解釋基

因檢測結果的使用可能引致的社會和道德問題，對相關的知

識和慨念 (例如，生命的價值) 有充分認識，並能作恰當的應

用，例如：

假如社會上的普遍價值偏好某性別的話，基因測試便可能被父

母用作篩選方法，對嬰兒性別擁有較大的控制權。如此，人類

生命差不多淪為貨品，其價值取決於夫婦的個人喜好，甚或社

會的盛行價值觀，因此該行為會構成重大道德問題，並使不受

歡迎的性別進一步被歧視；

這個選擇可造成兩性人口嚴重失衡。在失衡情況之下，像學校

、職位、不同種類服務、公共設施的相關規劃亦會受到影響。

兩性數字失衡可能引致難以尋找結婚配偶及組織家庭等社會問

題；

不必要的墮胎是不道德的，人們會逐漸藐視生命，進而拒絕接

受/歧視肢體/智力有缺陷的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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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