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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HKDSE Liberal Studies 

Paper 2 

Question 1 

Sample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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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一題 

試題內容: 提問 

(a) 你認為哪些因素可能影響香港的新聞
自由？解釋你的答案。(8分) 

(b)「高度的新聞自由會提升香港政府的管
治效能。」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
法？解釋你的答案。(12分) 



P2Q1(a) 常見問題 

題目要求的「因素」需作概念化處理；若只
作事實描述或簡單歸納，只屬「原因」，評
分層級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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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因素 

劉進圖被襲令新聞 

工作者擔心其安全 

暴力襲擊威脅新聞 

工作者人身安全 

商界抽廣告令新聞 

機構需考慮收益 
成本高企令新聞機構

需考慮廣告收益 



P2Q1(a) 常見問題 

本題一如以往，不論政治立場。但考生提
出的論點必須有其根據，否則流於陰謀論
，難以成立。例如指特區政府妨礙新聞自
由： 

「劉進圖案是親建制人士不滿其報導所致」 

 

「政府曾於若干新聞發布會中，選擇性邀請傳
媒，令其他媒體未能公平享有採訪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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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Q1(a) 常見問題 

須正確理解問題性質，如： 

「自我審查」並非因素或原因而是傳媒行為；
考生應解釋行為背後的原因 

傳媒有既定立場不一定代表新聞自由受損；
若扭曲事實來迎合既定立場才是 

言論自由影響新聞自由：二者性質過於類近，
難言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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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7/ 示例7 (a) 
Some attempt in 

discussing a 

factor 

Used Kevin 

Lau’s case as 

example but too 

vague, thus 

failed to connect 

to freedom of 

press 

Note: Verdict on Kevin 

Lau’s case was only 

reached in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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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7/ 示例7 (a) 

3/8 

Hint at a reason 

but not factor 

Highly 

speculative 

without details 

& evidence 



8 

Exemplar 7/ 示例7 (a) 

評語: 

 The candidate gave some facts like violent attacks on 
journalists, use of financial power to coerce the press, 
etc., without generalizing from such facts. 

 The whole answer was a bit short, though some valid 
examples were used in the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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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a) 

政府的角色 

政府處理資訊
的方法與新聞
自由的關係 

單向溝通與
資訊深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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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a) 

雙向溝通與資
訊的豐富度 

報社收入來
源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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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a) 

商業考慮： 

報社經濟來
源與編採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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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a) 

市民對新聞
自由的重視
與相應行動 

例子恰當， 

能指出市民行
為對新聞自由
可能形成的正
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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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a) 

市民對記者報
道新聞自由度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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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a) 

7/8 

科技普及未
必會有助維
護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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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a) 

Comments: 

 考生從不同層面解釋影響香港新聞自由的因素，角度多元亦
能運用香港實際相關例子作深入及恰當的解說。 

 考生解說不同因素之時能從不同面向，可能是正、負面來解

釋對香港新聞自由可能造成的影響。 

 考生處理科技與資訊流通度高的解說稍嫌不足，未能清楚指

出市民能獲得不同類型的資訊，能作比較不同資訊的真偽，
資訊的深入度才是對新聞自由帶來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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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一題 

試題內容: 提問 

(a) 你認為哪些因素可能影響香港的新聞
自由？解釋你的答案。(8分) 

(b)「高度的新聞自由會提升香港政府的管
治效能。」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
法？解釋你的答案。(12分) 



P2Q1(b) 常見問題 

管治效能的向度： 

政府認受性 

行政效率及暢順度 

市民政治參與 

對政府官員的監察 

立法會議員是否政府一部分？ 

需討論高度的新聞自由對立法會議員與政府管治效
能的關係 

減少貪腐是否提升政府的管治效能？ 

如高度的新聞自由能監察管治團隊，能盡量減少貪
腐以提升認受性，亦可視為提升管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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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7/ 示例7 (b) A clear 

stance 

Valid point, 

but no 

example…... 

Definition no 

necessary 

Appropriately borrowed 

concept  for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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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7/ 示例7 (b) 

Still no 

example 

throughout the 

paragraph… 

Overall speaking, able to 

point out how freedom of 

pres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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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7/ 示例7 (b) 

Seems 

reasonable… 

What 

happened to 

the SCMP & 

AM730? No 

elaboration… 

How was the 

HKTV issue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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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7/ 示例7 (b) 

Som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relevance to 

governance, but suffer from a lack of well-

explained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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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7/ 示例7 (b) 

6/12 

Not related 

to HK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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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7/ 示例7 (b) 

評語: 

 The candidate was able to raise a few valid point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high degree of press freedom and good 
governance. However, the first two points, monitoring and 
pressurising the government, were similar in nature. The 
counter-argument was also not very well elaborated. 

 Concepts like ‘check and balance’, ‘fourth power’, ‘public 
interest’, ‘black box operation’, etc. are appropriately applied. 

 The use of examples was mostly flawed. No concrete example 
was quoted in the first point. In the second point, how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AM730 were related to the point 
was not explained. In the third point, the event involving ISIS is 
not related to Hong Kong. Only the example on public voices 
supporting HKTV was mor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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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b) 

新聞自由監
察作用 

例子恰當 

可能出現的正
面管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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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b) 

新聞自由與政
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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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b) 

指出新聞自由
的重要性 

 

未能用正面例
子解釋新聞自
由對改善香港
政府管治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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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b) 

新聞自由對市
民參與社會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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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b) 

高度新聞自
由可能對管
治造成的問
題， 

但解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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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b) 

11/12 

理解社會多元
意見是政府的
責任 

新聞自由反映
不同意見對施
政及管治的好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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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8/ 示例8 (b) 
Comments: 

 考生明白及理解題目所問，能清晰顯示立場並能從不同角
度解釋高度新聞自由對管治帶來的正面作用，能有效提升
管治效能。 

 考生提出新聞自由可以監察政府、提升市民的參與及政府
的公信力，亦能以相關的香港時事例子，例如，香港電視
發牌事件、國教科事件等作恰當解說，並能充分解說新聞

自由怎樣提升香港政府的管治。 

 考生能指出新聞自由可能會拖慢政策的推行及減慢效率，
但從政策的完善度考慮，時間的代價相對不太重要，解說

合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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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Question 2 

Sample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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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a) 

Able to 

identify 

different 

stakeholders 

with different 

concerns and 

standpoints 

about th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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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a) 

Showed 

par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labour 

cost as 

mentioned in 

Sourc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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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a) 

Tried to 

explain the 

concern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but unable to 

relate to the 

barriers of 

achieving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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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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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a) 

Used 

inappropriate 

examples, 

i.e. 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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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a)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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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a) 

Comments: 

Was able to identify different stakeholders with 

different concerns or different standpoints on 

the issue 

Explained the concern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but was unable to relate it to the 

barriers in achieving consensus 

Showed a par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labour 

cost mentioned in Source A  

Used inappropriate examples, i.e. 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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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0/ 示例10 (a) 

   香港就達成標準工時一個議題，要 

達到共識有以下的障礙，包括僱主及僱員之 

間的價值取向有分歧、時間不足、難以統 

一制定，及雙方議價能力不均。 

 

  首先，在僱主及僱員之間，基雙方在工時的討論開展
出現分歧，因此難以達到共識形成障礙。 

因為在僱主的立場，他們以利潤極大化為 

先，因此標準工時令他們僱主的營運成本 

上升，包括需要比超時的員工大量的補 

水，及可能要聘請額外人手，因此他們普 

遍反對標準工時或他們會刻意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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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0/ 示例10 (a) 

，例如要求訂立標準工時為每周多於48小時， 

以減低他們的損失，而僱 

員則希望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及合理的 

工作權益，因此雙方都為自己的利益優 

先。根據資料A，僱主害怕勞工成本的 

上升，而僱員則想改善生活素質，兩者 

根本出現矛盾及對立的立場。因 

此他們的分歧令到難以達到 

標準工時的長短，因此有難以達到 

共識的障礙，正因為雙方分 

歧意見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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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0/ 示例10 (a) 
  其次，討論標準工時的時間過短，造成障礙。因此
難以達到有效的共識。根據資料B， 

六個月的公眾諮詢未能消除僱主與僱員 

之間的分歧。因為政府的公眾諮詢根 

本太短。甚至宣傳廣泛性亦不足。因此 

政府難以收集民意，加上部份僱 

員亦對至對諮詢毫不知情。因此 

政府不能收集各個層級僱員及不 

同工種僱員的意見。因此因為意見不 

足的情況下，討論雙方即（僱主及僱員、政 

府）都在不大了解社會意見時，而達 

到的共識亦不夠全面及深入。因此 

時間過短令他們難以達到有效 

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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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0/ 示例10 (a) 
   再者，本港勞動市場多元化，導致難以達成
共識。因為本港需有89%為服務業員工。 

但服務業覆蓋層面廣泛，例如清潔及洗碗， 

餐廳侍應，而醫生，金融服務甚至 

高層管理人員都是服務業。因此，各 

工種的工作性質都不同，因此部份工作是不 

能訂立標準工時，例如醫生需一次手術多 

達十小時，金融及管理層級要全日工作。 

因此就各個工種都不同時數，這令到 

政府同各持份者，僱主，僱員都難以 

為每一個工種達到討論的共識，加上正 

如上述所言，諮詢時間共過短。因 

此，本港的勞工市場根本難以界定標 

準工時，因此難以達到共識。正因為本港 

的勞工市場多層，成為共識的障礙。 



Exemplar 10/ 示例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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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最後，雙方的議價能力不均衡成為討論 

達到共識成為障礙。根據資料B，香港 

政府委任僱主及僱員代表進入標準工 

時委員會。但政因僱員團體的談判能力 

及議價能力都比較低，但僱主聯會 

則財雄勢大。因此，雙方的議價能 

力及地位根本不相等及對等，因 

此，這令雙方達成一個完善共 

識出現障礙及因難。因為雙方地位 

在討論，難以溝通不均等。 

    故此，在主要持份者即政府、僱主、僱員出
現障礙，故難以達到共識。 



44 

Exemplar 10/ 示例10 (a) 

評語: 

 清晰理解題目的要求，仔細說明僱主和僱員的不同關
注點(利益)導致立場對立，指出持份者之間的不同價
值取向所引致的衝突/阻力，從而說明達到共識的困
難 

 清晰及仔細解說標準工時在立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
爭議(如不同持份者對標準的預期、不同工種的特殊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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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b) 

Showed a 

clear 

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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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b) 

Discussed 

the 

negative 

impact 

brought 

about by 

the 

standard 

working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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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b) 

Unable to 

explain 

clear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ndard 

working 

hours and 

welfare of 

Hong Ko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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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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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b) 

Unable to relate the 

discussion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social disparity with 

quality of life 



50 

Exemplar 9/ 示例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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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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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b)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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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9/ 示例9 (b) 
Comments: 

Showed a clear stance 

Discussed the negative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standard working hours  

Was unable to relate the discussion on the 

environment impact and social disparity with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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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0/ 示例10 (b) 
   我大程度上同意標準工時對改善香港人 

的生活素質是必要的。生活素質是包括一個人 

的生活滿意度，包括從社會政治，經濟，環境 

及物質同非物質作為標準。並因為以彌補政策 

不足，喚起社會關注及社會公義。而必要去推行政策。 

    首先，標準工人能馬上改善工人其本身的 

經濟生活素質。根據資料A的說明：標準工時 

指僱員的工作時數，一旦超時工作，就有一 

定百分比的工資率。例如：台灣為其人工的2.5倍， 

南韓亦然。基於現時本港僱員超時 

都無僱主的補貼。所以變到僱員多是比 

人剝削的一群，因此標準工時的成立 

能保障員工的權益，得到所得。例如：得到 

超時補水，因此其收入上升，從而 

提升其經濟的生活素質。因此對改善 

員工的生活素質有著馬上的效果。固此， 

標準工時是必要改善員工的生活素 

質。 

立場清晰 

經濟層面：
標準工時帶
來的超時工
作補貼如何
能夠改善生
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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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0/ 示例10 (b) 
   其次，在員工立場上，標準工時讓他們增加 

休息的及其家庭時間，因此是必要改善 

其非物質生活素質。根據資料A，僱員需要 

有工餘的生活，可以專注家庭康樂及休 

息。正因為現時的制度只有最低工資及 

僱傭條例是最明顯去對工人。因此舊有的 

政策是無效去應付員工有足夠的休息 

時間，因此政府有必要以標準工時 

以彌補現有的政策不足。故此亦能提升 

員工及其家庭的天倫之樂時間，因 

此因為現時政策不足，故此有必要以 

標準工時改變其生活素質。 

非物質層面：
標準工時讓僱
員有更多家庭
時間，也可用
作休息或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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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0/ 示例10 (b) 
   再者，標準工時能引起社會的關注，去改變香港人
的生活素質，所以是必要的。根據資料A，僱 

員經常比僱主剝削，在沒 

有標準工時前，僱主可以經常剝削員工。因 

此，他們員工要經常是受害一群，因此他 

們亦有苦無路數。因此訂立最低工 

時後，他們的權益會得到香港社會的 

關注。因此僱主亦因為有了法例的管 

束，而不輕易剝削員工。因此，亦因 

為有了政策，政府亦可以作為監管者的角色去 

保障員工。因此，標準工時可以喚起大眾去 

關注員工權益。正如上述，他們的 

收入得到保障，亦可以得到非物質生活 

素質。因此標準工時以改善香港人生活素質 

是必要的。 

社會層面：標
準工時引發社
會關注受剝削
的員工，政府
可履行監管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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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0/ 示例10 (b) 
     然後，立法標準工時能回應公眾對政府現時政
策的訴求，而改善生活素質。因為現時社會都 

對政府的施政不滿。因此政府有必要 

去推行一些利民的政策而非只偏幫大財 

團及僱主一方。因此標準工時是有必要的， 

以緩解對社會上對施政的不滿。因 

此標準工時是必要的，去回應社會大眾 

的訴求，因而提升社會和諧，減低市民 

對政府不滿。 

政治層面：
標準工時如
何有助政府
回應市民訴
求，減少誤
解政府偏幫
商界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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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0/ 示例10 (b) 
   最後，標準工時能提升香港社會整體的人民素
質。因此是必要的。根據勞工處所述，設立標 

準工時可以比員工有時間去學習及再 

進修。因此員工的能力及學歷便得以 

提升。本港的教育水平亦因為 

勞工去再進修而提升，因此令標準工時 

影響的員工得以有機會學習。因此能提升非 

物質生活，對社會亦然，而有好處。因為人 

民整體的素質提升，因此，標準工時對改善 

香港人生活素質是必然。 

非物質生活的
增值層面：實
施標準工時後
僱員有空間進
修增值，整體
社會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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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0/ 示例10 (b) 
    有意見認為，香港現時已經有最低工資及 

僱員條例、僱員保償條例，來保障 

僱員的福利及提升其生活素質，包括最低 

工資令員工的收入提升應付通脹。所以標 

準工時不是必要的，去改善生活素質。但我不
認同這說法。因為現時的保障條例只適 

用於對員工金錢上的物質生活素質。因此 

現有政策是不全面，因此，加 

一個標準工時能全面保障員工， 

包括物質同非物質。因此，本港現時 

政策不足以保障員工，因此， 

標準工時是有必要的。 

反面論述：為
什麼僱員保償
條例和最低工
資不能取代標
準工時，正因
現行保障不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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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0/ 示例10 (b) 

12/12 

    再有意見認為，標準工時的出現令到 

僱主的生活素質下跌。因為不是保障 

及改善香港人的生活素質。因為僱主、即 

中小企需要大量資源去應付因標準 

工時帶來的額外支出，因此僱主有損 

失，因為保障不到僱主的生活素質，因此標
準工時是不必要的。但我不認同這 

說法。因為本港大多數的市民多是僱員， 

為及社會的大眾利益，所以假若僱主 

只為個人利益是不可取的。因此為了 

大眾員工的生活素質提升，政府是有必 

要訂立標準工時。 

     故此我大程度上同意標準工時對改善本港
人生活素質是必要的。 

反面論述：為什麼
即使實施標準工時
可能有少部份僱主
利益受損也要實施
，主因是香港僱員
佔大多數。 

重申立場 



較易閱讀版本 

嘗試不受字體影響，只集中以內容、觀點
理據是否完備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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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0/ 示例10 (b) 

評語: 

 能因應扣連香港社會的實況，清楚及詳細解說標準工

時能在不同的向度，有效改善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
展示其對相關概念的認識 

 能因應香港社會的實況，清楚及詳細解說標準工時在

不同的向度，有效改善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展示其
對相關概念的認識 

 考生對該議題有充分的認識，且展示其敏銳的批判思
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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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Question 3 

Sample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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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1/ 示例11 (a) 

尚能理解
題目的提
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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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1/ 示例11 (a) 

欠解說 

與提問重
點沒有直
接關係。 

欠解說 

對娛樂產業
有簡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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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1/ 示例11 (a) 

4/8 

嘗試舉例，但
解說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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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1/ 示例11 (a) 

評語: 

 大致掌握題目的考核重點 

 惟分析片面，對有關受眾的討論薄弱 



Exemplar 12/ 示例12 (a) 

68 

.  The 

candidate 

understands 

the question 

Explains 

with a good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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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a) 

Detailed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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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a) 

Fully 

understands 

the features 

of “glob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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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a) 

Clear 

illustration 

with  a 

prope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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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a) 

Negative 

impact 

with a 

good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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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a) 

Highly 

related to 

influence 

on  

global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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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a) 

8/8 

Multipl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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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a) 

Comments: 

The candidate  provided an in-depth and 

multiple-per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e.g. understanding 

other cultures, cultural rejection) by deploying a 

wide variety of examples for illustration.  

The candidate provided an explanation which 

was highly relevan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culture, such as Americans lear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through martial arts 

films, demonstrat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ed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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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1/ 示例11 (b) 

立場明確 

與提問重點
有何關係？ 

解說欠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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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1/ 示例11 (b) 

4/12 

論點模糊，未
能明確指出政
府可透過軟實
力如何提升對
世界的影響力 

嘗試提出駁論，
但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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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1/ 示例11 (b) 

評語: 

 立場清晰 

 可惜只從軟實力角度提出理據 

 解釋欠仔細 

 未能掌握題目的回應重點 

 例子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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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b) 

Clear 

stance 

Clear 

criteria 

Compares 

with other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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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b) 

Clear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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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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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b) 

Able to 

compare 

but had 

better 

use 

some 

examples 

in real life 

to 

illu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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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b) 

Counter-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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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b) 

10/12 

Example 

to 

illu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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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 12/ 示例12 (b) 
Comments: 

The candidate  gave some criteria for 

compa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oft power with 

other ways to increase governments’ world 

influence, e.g. the level of constraints, the time 

span of the impact. 

The candidate formulated logical and sound 

arguments, though a wider range of examples 

could have made the arguments more 

comprehensive. 

The candidate exhibited a high level of 

analytical power and multi-perspective thinking. 



一般評論 

考生須加強概念化的能力。考生答題時，經常作
出表面化的解釋或只作描述，而未有嘗試把問
題概念化或加以歸納 

考生應嘗試在分析議題時採取宏觀或全球角度 

部分考生只嘗試簡單背誦某些事實、概念及定
義，作答時亦未能仔細分析議題及瞭解題目所
考查的重點 

本科沒指定某些答法才能取得理想分數。要有
較佳表現，關鍵是考生懂得何謂議題探究，瞭解
題目要求，能運用相關概念和知識回應題目作
答，並輔以恰當例子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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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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