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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設計 

主要原則 

議題探究 (Issue enquiry) 

跨單元 (Cross modular) 

應用知識、概念和能力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concepts and skills) 

多角度 (Multiple perspectives) 

獨立思考 (Independent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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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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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概念 

香港城市農耕 

社經轉變／發展 

對生活／ 
前途的期望 

生活模式 

人與環境 
的相互關係 

社經轉變／發展 

對生活／ 
前途的期望 

人與環境 
的相互關係 



卷一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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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A： 



卷一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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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描述資料A顯示香港農業的一些趨勢。 (4分) 

分析 

比較、 

概括 

利用數字描
述（趨勢） 



卷一第一題(a)評卷參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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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指出及清楚描述資料A所示的香港農業趨勢，例如﹕ 

 耕地在1995年至2013年期間持續減少，在1995年至2005年之
間大幅縮減1 240公頃(60%)，其後跌幅緩慢； 

 在1995年至2013年期間，本地蔬菜產量由88 000公噸不斷下跌
至16 000公噸(下跌82%)，蔬菜的總食用量則由515 000公噸增
加至827 000公噸(增加61%)； 

 對蔬菜的需求遠高於本地產量，兩者的差異日漸增大等。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所提供的資料 
 

4 

 簡單描述兩個圖表的趨勢，或清楚描述其中一個圖表的趨勢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相關的要點，但不全面 

  

  
2-3 

 簡單描述一些數字，但部分描述或不正確 

 只能運用有限資料，或有時並不恰當地運用資料 

  
1 



卷一第一題 

11 

(b) 就資料A及B，指出及解釋可能影響目前香港農業發展
的兩個因素。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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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概念化 

因素 e.g. 

 

資料e.g. 
• 本地蔬菜供應低
於需求(A) (B) 

• 對土地保育的認
知日增 (B) 

• 農地 ( A) 
• 把農地售予發展商

(B) 
 

• 蔬菜產量 (A) 
• 8 000元薪金 

(B) 
 

解釋 

香港農業發展 
（e.g產量、人力資源） 

經濟回報／ 
土地利用政策 

需求上升／
對食物質素
的關注 

工資低 



卷一第一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指出及清楚解釋可能影響目前香港農業發展的兩個因素；能充分理解
及恰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可採用部分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
例如： 

 經濟回報低﹕農地可能被改作城市發展之用。土地擁有者可能

為了較高的經濟回報而寧願把土地賣給發展商，也不用作農耕
或租予其他農民，這樣可能會引致農地減少（資料A及B）； 

 工資低﹕農耕的收入不吸引，青年人不願意從事體力勞動的農
耕工作（資料B）； 

 市場競爭﹕本地生產的蔬菜未能滿足香港市民的需求（資料A及
B）。市場主要出售內地進口的蔬菜，原因可能是內地蔬菜生產成
本較低； 

 蔬菜需求上升﹕由於本地產量未能滿足市民對蔬菜不斷上升的
需求，人們也渴求本地生產的食物，因而可推動本地蔬菜生產
（資料A及B）； 

 綠色生活方式∕另類生活方式﹕一些青年人可能提倡綠色∕另類生
活方式，並選擇務農，例如資料B的周先生，因此為該行業注入
新血等。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資料A及B 

 答案結構嚴謹，表達清楚且深入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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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嘗試就資料內容歸納出兩個因素，但解釋不充分或欠清晰；或只能清

楚指出及充分解釋其中一個因素；能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但部分分
析欠詳盡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相關的要點，但不全面 

 討論結構嚴謹，但也有欠清晰／詳盡的地方 

  
3-4 

 就香港目前的農業發展，只嘗試提出一個簡單的解釋；或指出一個不
相關的因素；或指出一個或兩個因素，但不大準確，也沒有嘗試就資料
加以解釋 

 只能運用有限資料，或有時並不恰當運用資料，例如因素與資料內容
不一致  

 答案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2 

14 



卷一第一題 

15 

(c) 「城市農耕會改善香港人的生活素質。」解釋資料如
何支持這項聲稱。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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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素質面臨的威脅 
• 本地蔬菜供應低於需求

(A)(B) 
• 未能滿足另類生活模式(B) 
• 城市熱島效應 (C) 

城市農耕的特點／
狀況 
• 本地生產 (C) 
• 綠化屋頂 (C) 
• 在學校／屋苑 (C) 

資料e.g. 

運用資料
作佐證、論
證關係  

 

香港人的生活素質 

• 生活環境 

• 社區／家庭和諧 

• 生活模式 

 

 



卷一第一題(c)評卷參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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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所提供的資料，解釋資料如何支持這項聲稱 

 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清楚及合乎邏輯地解釋及論證資料如何支持
這看法；能充分理解及恰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例如﹕生活素質、
可持續發展、現代生活模式)；可採用部分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
例如： 
 因對蔬菜的需求一直上升（資料A），城市農耕讓香港人獲得他

們渴求的本地出產的新鮮蔬菜（資料B）； 

 有些人享受體力勞動的農耕工作，然而，作為農夫的事業前景
並不吸引，而且可供耕作的土地亦日漸減少（資料A及B）。城市
農耕是熱愛農耕工作∕綠色生活方式人士的另一選擇； 

 由於綠化屋頂可遮擋陽光，因而減低城市熱島效應（資料C）。

屋頂和四周空氣的溫度下降，因而改善生活環境及減少為降溫
而耗用能源的支出； 

 城市農耕透過把光禿禿的水泥景觀變成「綠化空間」（資料C）和
美化居住環境等，改善城市的美感； 

 綠化屋頂項目的增加，顯示更多香港人參與城市農耕（資料C）。

透過自行栽種食物，家庭成員和學生共享農耕的樂趣，並享用
營養豐富的新鮮食材，因而在家庭∕學校中促進和諧及推動健

康生活。城市農場為社區提供社交互動和學習的空間，促進社
區和諧 

 答案結構嚴謹，表達清楚且深入 

  
7-8 



卷一第一題(c)評卷參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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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能運用部分所提供的資料，或有時並不恰當運用資料 

 嘗試就資料作論證，但論點欠清晰／一致性；對相關的知識和概念
只有片面認識，或只能簡單應用相關的知識和概念；嘗試解釋城市
農耕可如何改善香港人的生活素質，但未能以資料深入及詳盡地回
應；主要透過引用資料建立論據，以表明資料如何支持陳述，但解釋
／論證流於片面／或沒有清楚說明城市農耕與香港人的生活素質的
關係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表達或有時未夠清楚 

  
3-4 

 有限度／不恰當運用資料，以解釋資料如何支持該看法；可能從資
料中作出一些錯誤的結論 

 指出／列舉數項城市農耕的好處或簡單解釋生活素質，但沒有把兩
者聯繫起來；嘗試展示其論據，但運用資料方面不足／不恰當；解釋
流於片面，也可能誤解生活素質／可持續發展／現代生活模式等概
念；運用不相關／不恰當的例子／資料作闡述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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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二題 



香港的民主
與其全球競
爭力的關係 

競爭
力 

互相
依賴 

管治 

經濟
發展 

代表性 

民主 

生活
素質 

卷一第二題 

20 

相關概念 



卷一第二題 

資料： 

A. 2014年香港的民主指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 

B. 六個國家和地區在2014年的民主指數和全
球競爭力指數 

C.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立
法會的組成 

21 



卷一第二題 

(a)描述資料A顯示香港在民主和全球競爭力的表現。(4分) 

22 

項目 
整體指數 

分類指數 (%) 
排名 評分 (%) 

民主 66/167 65 48 57 56 94 

全球競爭
力 

7/140 79 89 80 69 

 分別描述兩個項目 

 項目內作比較 

 描述：表現程度 

> 

< < 

高於平均 

排名頗高 



卷一第二題(a)評卷參考(摘要) 

23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清楚地描述資料A顯示香港在民主和全球競爭力的表現，例如﹕ 

 

 香港在民主方面的表現──   

 香港的整體民主指數排名(66)指數評分(65%)均高於平均水
平。 

 極高水平的公民自由（例如: ……），得分為94%。 

 選舉過程的得分偏低(48%) 

 政府運作和政治參與的得分（分別為57%和56%）略高於
平均水平； 

 

  香港在全球競爭力方面的表現── 

 香港的整體競爭力指數排名頗高(7)，指數評分為79% 

 基本需求（例如﹕基礎設施）和促進效率的要素（例如﹕
高等教育）得分甚高（分別為89%及80%）。 

 創新與先進程度因素（例如﹕科技知識）的得分則偏低
(69%)。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資料A 

4  

表現有適
切描述 

配合數據 



卷一第二題(a)評卷參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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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簡單描述香港在該兩項的表現；或清楚描述其中一項表現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相關的要點，但欠全面 

 

  
2-3 

 簡單描述其中一些數字，但有些描述不甚正確 

 只能運用有限資料，或有時並不恰當地運用資料 

 

  
1 欠個別細項目

或描述不清楚 



卷一第二題 

(b) 資料B顯示民主指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的排名。你認為兩
者的排名有沒有關係？利用資料B解釋你的答案。(4分) 

25 

  民主指數 

（在167名之中的排名） 

全球競爭力指數  

（在140名之中的排名） 

瑞士 6 1 

美國 19 3 

新加坡 75 2 

香港特別行
政區 

66 7 

埃塞俄比亞 124 109 

中國 144 28 



卷一第二題 

(b) 資料B顯示民主指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的排名。你認為兩
者的排名有沒有關係？利用資料B解釋你的答案。(4分) 

26 

  民主指數 

（在167名之中的排名） 

全球競爭力指數  

（在140名之中的排名） 

瑞士 6 1 

美國 19 3 

新加坡 75 2 

香港特別行
政區 

66 7 

中國 144 28 

埃塞俄比亞 124 109 



卷一第二題 

(b) 資料B顯示民主指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的排名。你認為兩
者的排名有沒有關係？利用資料B解釋你的答案。(4分) 

27 

  民主指數 

（在167名之中的排名） 

全球競爭力指數  

（在140名之中的排名） 

瑞士 6 1 

美國 19 3 

新加坡 75 2 

香港特別行
政區 

66 7 

中國 144 28 

埃塞俄比亞 124 109 



卷一第二題 

(b) 資料B顯示民主指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的排名。你認為兩
者的排名有沒有關係？利用資料B解釋你的答案。(4分) 

28 

  民主指數 

（在167名之中的排名） 

全球競爭力指數  

（在140名之中的排名） 

瑞士 6 1 

美國 19 3 

新加坡 75 2 

香港特別行
政區 

66 7 

中國 144 28 

埃塞俄比亞 124 109 



卷一第二題 

(b) 資料B顯示民主指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的排名。你認為兩
者的排名有沒有關係？利用資料B解釋你的答案。(4分) 

29 

  民主指數 

（在167名之中的排名） 

全球競爭力指數  

（在140名之中的排名） 

瑞士 6 1 

美國 19 3 

新加坡 75 2 

香港特別行
政區 

66 7 

中國 144 28 

埃塞俄比亞 124 109 



卷一第二題(b)評卷參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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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利用資料B，清楚說明民主指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的排名是否有關係，
例如﹕ 

 
 部分民主指數排名高的國家在全球競爭力指數中排名大致也高，

例如﹕瑞士和美國； 
 部分民主指數排名低的國家在全球競爭力指數中排名大致也低，

例如﹕埃塞俄比亞； 
 亦有異常∕關係微弱∕毫無關係的情況﹕民主指數排名較低的

地區／國家在全球競爭力指數中排名則高，例如﹕香港、新加
坡和中國。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資料B 

4  

三組
情況 



卷一第二題(b)評卷參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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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利用資料B，簡單說明兩者是否有關係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相關的要點，但不全面 

 

 

 

 

 

  
2-3 

 簡單描述其中一些數字，但有些描述不甚正確，並沒有提及兩者
是否有任何關係 

 只能運用有限資料，或有時並不恰當運用資料 

 

 

 

 

  
1 

指出三組情況但引用數據欠準確或
有缺漏，或只能解說兩組情況 



卷一第二題 
(C)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組成更具代表性，會提升香港的

全球競爭力。」你是否同意這看法？參考所提供的資料及就你所
知，解釋你的答案。 (8分) 

32 

同意：更具代表性（何謂和如何更具代表
性）解釋為何能改善兩個組織的不足和
可能引起的問題，並解釋為何會提升香港
的全球競爭力。 

不同意：更具代表性（解釋何謂更具代表
性）削弱現時的兩個組織的組成的優勢
解釋為何無助提升或/和甚至可能會降
低香港的全球競爭力。 



卷一第二題 
(C)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組成更具代表性，會提升香港的

全球競爭力。」你是否同意這看法？參考所提供的資料及就你所
知，解釋你的答案。 (8分) 

33 

選舉委員會的
組成 

立法會的組
成 

香港的全球
競爭力 

(資料A＆知識) 

論
證
更
具
代
表
性
正
／
負
面
影
響 

代表性 
委員、選民數
目、界別、選
舉方法、利益 

議席、選民數
目、界別、選
舉方法、利益 

立法會
職權 

行政長
官職權 

(引用資
料B＆
知識) 

(引用資
料B＆知
識) 

(知識) 

(資料C＆知識) (資料C＆知識) 

(知識) 

例如：基本需求、
促進效率的要素、
創新與先進程度（
資料A＆知識） 

 

認受性、代表
性、中央和港
人接受等 

價值衝突、效率
、利益均衡、福
利主義等 

論
證
更
具
代
表
性
正
／
負
面
影
響 

可取、不足？ 



卷一第二題(c)評卷參考(摘要) 

34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清晰說明為何和如何兩個組織更具代表性會提升或不能提升香港的
全球競爭力, 能明確舉出具體例子，例如 

 由更多不同組別組成的較大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全部／部
分選舉委員會委員由市民直接選舉產生、更多來自功能界別的
合資格選民，例如把公司票改為個人票、全部立法會議員由地
區直接選舉產生…… 

 可能導致政府被某些團體∕個人支配，他們或會提倡民粹主義及
制定激進的福利主義政策，因而影響政府運作，例如﹕在制訂
財政預算時未能依從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的原則（《基本
法》第107條）…… 

  

7-8 

 未能充分運用有關資料和知識以支持論點，就該議題作出的討論可

能略為不足，例如 

 代表性與全球競爭力的解說一項深入，另一項卻表面 

 有引用資料討論，但沒有正反討論關係 

5-6 

無論正或
反，要有
明確且具
體的例子
作說明 

資料運
用不足
或解釋
欠深入 

傾向其中
一項不
平衡 未能正反論

述，不夠多
角度 



卷一第二題(c)評卷參考(摘要) 

35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立場不夠清晰，論點欠清晰 

 只考慮其中一個組織，部分佐證可能毫不相干或使用不恰當 

 傾向從某角度（例如經濟）籠統地解釋且深度不足及欠詳盡 

 少用資料 

 扣題不準確/迴避討論問題核心 

  
3-4 

 前後矛盾 

 解釋／指出掠兩個組織的好處或弊端 

 未能聯繫兩個組織和香港的競爭力的關係 

 誤解概念；運用不恰當的例子 

  
1-2 

誤用或錯用
資料 

解釋粗疏，
流於表面 沒有針對題

目核心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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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1 Ques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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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concepts 

HIV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Medical 

resources allocation/ 

drug patenting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developed &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ponsibility of 

global citizens 

Epidemic 

Global village/ 

Betterment of  

humankind 

Epidemic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Medical 

resources allocation/ 

drug patenting 



Paper 1 Ques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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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scribe the pattern of HIV infection as shown in Source A.

       (4 marks) 

Analyse the 

Data 

Compare, 

relate 

Use the figures to describe 

(the features of the 

distribution) 

• GDP—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 Literacy rate 

• In different 

regions 



P1 Q3(a)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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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identifies and clearly describes the pattern of HIV 
infection as shown in Source A, e.g. 

 HIV was more preval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those 
in Africa,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with lower GDP per capita 
tha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ose in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 In regions with lower adult literacy rates, the percentage of 15 
year olds and above living with HIV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living with HIV are higher, e.g. the 
percentage of 15 year olds and above living with HIV was 2.60% 
in Africa, while it was only 0.14% in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he percentage of children living with HIV was 0.34 % in Africa, 
but 0% in West and Central Europe; 

 - The number of people aged 15 and above living with HIV in 
Africa (excluding North Africa) was about 25 times that of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he figure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though lower, was about 4 times that of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etc. 

 makes appropriate and full use of the sources 

4  



P1 Q3(a)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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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 identifies the pattern but only describes it 
briefly, making limited use of the source; or 
neglects some key features when describing 
the pattern 

• makes use of some points of relevance in the 
sources, but not comprehensively 

  2-3 

• describes briefly some of the figures, but 
some of the description may not be correct 

• makes use of the source in a limited manner 
or sometimes inappropriately 

  1 



Paper 1 Ques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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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IV is a global problem. From the sources provided, 

identify and explain two difficulties in tackling this global 

problem.      (7 marks) 



Paper 1 Ques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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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HIV infection 
(B) –transmission, 
diagnosis & treatment  
 

Situation in regions 
with high % of HIV 
 e.g. education (A, 

B), financial 
resources (A, C ) 

DATA 

Analyse, generalise, 

conceptualise, explain 

Difficulties in 

 transmission 

 diagnosis, treatment 

 i.e.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global village  

Tackle HIV 

as a global problem 



P1 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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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identifies and explains clearly  two difficulties in tackling HIV as 
a global problem; show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an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concepts 
(e.g. inequality of public health resources, economic 
development, drug patenting, educational level,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may draw upon some of the points below 
or any other appropriate alternatives, e.g. 

 Inadequate financi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Source A,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of HIV is foun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have much lower GDP per capita than thos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Source A). In Africa, a lot of resources are used to 
tackle problems like hunger or other diseases and to pay for 
international debts (Source C). Support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alleviating deb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not apparent. 
These problems are not confined to Africa.  Some countries in the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Region are also facing these problems 
due to their relatively low GDP per capita (Source A).  In these 
places, the public health expenditure/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diagno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IDS are much lower;  

6-7 
 



P1 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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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Low education levels: the literacy rate (Source A) of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lower than thos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Lower literacy rates may lead to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ute of transmission of HIV (Source B) and therefore enhance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High prices of drug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sell anti-HIV 
drugs for high prices (Source B), which are not affordable for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oor governance: poor governance (e.g. due to 
corruption and poor medical knowledge (e.g. caused by low 
literacy rate) shown in Source A)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the 
African countries shown in Source C) may lead to i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health policies and inappropriate use of 
public health resources. Since most people with HIV are found in 
Africa, poor governance in Africa may pose an obstacle to tackling 
the problem in the world as a whole, etc. 

 makes appropriate and full use of the sources to provide a clear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rces and the 
difficulties identified 

 provides a well-structured, clear and in-depth elaboration 

6-7 



P1 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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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 identifies and explains two difficulties in tackling HIV 
as a global problem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urces, 
but does not explain fully or with sufficient clarity; 
or clearly identifies and fully explains one difficulty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urces; or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described may be irrelevant; applies 
relevant knowledge and concepts, but the analysis 
might lack detail in parts; may not generalise the 
difficultie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 makes use of some points of relevance in the 
sources, but not comprehensively  

• provides a well-structured elaboration, though it 
might lack clarity/ detail in parts 

 

  3-5 



P1 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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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 identifies or attempts to elaborate on one difficulty 
in tackling HIV as a global problem, but the 
explanation is partial; or identifies one or two 
difficulties but makes no attempt to explain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urces; or may attempt to 
describe briefly the cartoon/ some problems in 
Africa without focusing on how they pose difficulties 
in tackling HIV as a global problem 

•  uses the sources in a limited manner or sometimes 
inappropriately, e.g. showing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difficulties and the sources  

• gives a superficial answer with little organisation/ 
without focus; expresses his/her ideas vaguely 

  1-2 



47 

卷二 Paper 2 



卷二表現和選答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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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答百分比 

(Popularity 

(%)) 

Q1 Q2 Q3 

25 44 31 

43.8 43.8 

40.3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Q1 Q2 Q3

百
分
比

 
卷二第一至第三題的平均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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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一題 



一孩和
二孩政
策 

可持續
性 

衝突 

價值 

管治 發展 

權利 

責任 

卷二第一題 

50 

相關概念 



卷二第一題 

試題內容:資料 

51 

在2015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
次全體會議提出全面實施二孩政策(一對夫婦可生
育兩個孩子)。 

  

為了防止人口不斷失控增長，中國在1978年推行
一孩政策。由於這項政策被許多專家視為過時，
因而將被修改。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當然涉及一
些價值衝突，因此，中國在調整其政策時面對兩
難局面。 

政策轉變 

轉變原因和可
能影響 

挑戰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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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一題 
(a) 中國的一孩政策涉及不同持份者，這些持份者之間會

有什麽價值衝突？解釋你的答案。 (8分) 

價值觀
X 

持份者X 

價值觀
Y 

持份者Y 

衝突 

抽象層面: 

概念、理
念、態度
等…… 

具體層面：
執行者、受
益者、受損
者、價值/
原則堅持者
…… 

衝突 

國家政策 

不同角度、
價值觀等 

個人主義 集體主義 

經濟收益/短期
利益 

可持續/長遠發
展 

人權 政策/國家需要 

…… …… 

vs 

家庭 政府/政策製訂
執行者 

僱主/投資者 國家資源分配者
/政府/規劃者 

家庭/個人/團體 政策執行者/機
構主事人 

…… …… 

vs 



卷二第一題(a)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個人主義相對集體主義… :（希望擁有超過一名孩子的家庭相對
於政府及支持這項政策的人士）， 

 人權相對於政府的優次選擇:（提倡人權者相對於政府及支持這項
政策的人士） 

 經濟收益優先相對於可持續發展﹕（投資者／僱主相對於政府及
支持這項政策的人士）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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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配對出現
價值觀衝突的
持份者 

比較＋解釋
有什麼及為什
麼出現衝突 



卷二第一題(a)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以相關知識及概念解釋一孩政策涉及的不同持份者之間的價值衝
突，但部分解釋有欠詳盡；或傾向分別描述價值／利益，而未有
解釋衝突的源頭／把衝突源頭概念化 

 討論結構嚴謹，但也有欠清晰／詳盡的地方／傾向分別描述價值
／利益 

3-5 

54 

分別解釋一些持
份者對一孩政策
的評價/看法 

解釋衝突原
因較簡，或
沒有做比較 傾向解釋政

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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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一題 
(b) 二孩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會促進中國的長遠發展？論證

你的看法。 (12分) 

二孩政策 
中國的長
遠發展 

效果/影
響 

經濟 
政治 

環境 社會 

養老/醫療/
福利 

人民與政府
關係 

生產成本 
資源消耗 

促進？ 

難以解決長遠發
展問題／無助長
遠發展需要 

有助解決長遠發展
問題／提供長遠發

展有利條件 

男女比
例 

整體/工
作人口 

傳統/現
代觀念 

社會開
支 

宏觀&不
同角度 



卷二第一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就正反兩方面及政府在實施該政策時可能遇到的兩難局面，提供
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 

二孩政策會促進中國的長遠發展：  
 …增加工作人口…減低政府及工作人口為長者所承擔的社會福

利… 更多資源投放於經濟發展…可提升其全球競爭力…； 
 …降低勞動力供應的成本…競爭力…將有所提升…有助刺激內部

／本地需求，促進不同經濟活動及提供營商機會…； 
 …可能會促成更平衡的性別比例…有助提升中國的社會和諧； 
 …享有較高的社會自由度，在某程度上可紓緩社會壓力，長遠而

言，人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或可改善等 
 

10-12 

56 



卷二第一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二孩政策不會促進中國的長遠發展： 

 …增加政府在多方面的開支…對環境造成的壓力亦可能增加； 

 …新一代的夫婦…未必想生育兩名孩子…未必可以增加工作人口
或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及提升全球競爭力； 

 …基於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和農村地區對勞動力的需求，二孩政策
或會使人工流產和遺棄女嬰的問題持續，長遠來說性別失衡的問
題將繼續存在； 

 人們的生育權利…仍然受到限制…社會道德問題，貪污的漏洞，
以及部分家庭和政府之間的對抗依然存在，從而妨礙和諧社會的
發展等。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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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政策要點
影響 

長遠發展：較
宏觀+前瞻性 

兩者關係：
二孩長遠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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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根據他／她所知，論證他／她的立場，但評估支持和反對的

論點範圍不全面；展示對有關知識及概念的理解和恰當地運
用的能力，但未能在討論中充分利用概念／具體例子解釋其
論據；可採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也有欠詳盡的地方 
 
 
 
 

  
7-9 

 嘗試就他／她所知，論證他／她的立場，但有欠清晰／一致
性；對相關的知識和概念只有片面認識，或只能作簡單的應
用；可能在討論中甚少參照中國的情境／中國的長遠發展；
嘗試運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但解釋欠深
入 
 
 

  
4-6 

卷二第一題(b)評卷參考(摘要) 

較側重二孩或長遠發展，
欠平衡論述 

欠缺對另
一立場討
論或回應 

具體例子不足 

未能辨識長遠發
展的特點和方向 

情景分析較弱，中
國具體情況少分析 政策轉變前後的

分別解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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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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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概念 

香港本地傳統行業 

社經轉變／發展 

傳統文化／ 
習俗 

全球化的影響 

文化承傳／ 
保育 

現代生活模式 

社經轉變／發展 

傳統文化／ 
習俗 

全球化的影響 

文化承傳／ 
保育 



卷二第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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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解釋可能引致香港本地傳統行業衰落的因素。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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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發展／狀況 
• 服務業為主 
• 集團式經營 
• 跨國企業 

 

本地傳統行業的特色
／經營 e.g. 
• 人手製作 
• 著重工藝技巧、需時 
• 小本經營 

香港社會／文化的
特色 
• 傳統文化被忽略 
• 流行外來文化／
產品 

解釋 

關係 

香港本地傳統行業 + 例子 

分析 

概念化 

• 因素 e.g. 

 

租金高昂 

後繼無人 
生活方式/

文化轉變 政府政策 



卷二第二題(a)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能充分理解及恰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
(例如﹕傳統文化／習俗、現代生活模式、全球化的影響)，深入及

全面分析，指出及清楚詳盡解釋一些可能引致香港本地傳統行業
衰落的因素；可採用部分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例如： 

  

 租金∕工資成本高昂﹕對於部分勞力密集型的行業來說，香港

高昂的租金和工資成本使他們難以維持利潤。市區重建迫使
部分這類行業因租金上漲而搬遷或結束營業； 

 新科技∕新產品﹕新科技創造另類及∕或品質較佳的產品，不單
更便宜和方便使用，生產亦較省時。新科技亦有利達致國際標
準（例如﹕安全），也許令本地傳統產品∕服務變得乏人問津∕競
爭力較低。此外，世界上其他地方流行的產品也可能使人們對
傳統產品失去興趣； 

  
6-8 

63 



卷二第二題(a)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生活方式/文化轉變﹕基於生活方式改變和傳統文化逐漸褪色，
部分這類產品不能吸引遊客或本地人。隨著行業的息微和文
化意義的退減，傳統行業可能萎縮； 

 後繼無人﹕由於不認同行業價值，前途亦欠吸引力，以致缺乏

願意投身這類本地傳統行業的青年人。既缺乏繼承人，這類行
業因而極難維持下去； 

 政府政策﹕香港政府鼓勵發展如金融服務和創新及創意工業
等，因為可為本地生產總值帶來巨大的貢獻，其目標在於改善
香港的全球競爭力；看來政府把政策焦點放在新產品／服務和
新構思上，而非保留傳統產品及服務等。 

  

 答案結構嚴謹，表達清楚且深入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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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二題(a)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嘗試歸納出因素並以相關知識及概念解釋香港本地傳統行業的衰
落，但部分解釋有欠詳盡；或傾向某些角度；  

 討論結構嚴謹，但也有欠清晰／詳盡的地方 

  

  
3-5 

 嘗試簡單描述香港本地傳統行業的衰落的情況；列出一些傳統行
業倒閉的個案；解釋不足／不完全正確／相關；運用膚淺的知識及
概念，顯示對這些因素／香港的現況理解不足 

 答案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1-2 

65 



卷二第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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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政府應否推行措施，以支持本地傳統行業的生存？
論證你的看法。   

        (12分) 



67 

支持 支持 

香港 

支持e.g. 
經濟／技術
支援、培訓、

宣傳 

 

政府的責任／角色 
• 文化保育 
• 歷史、文化教育 
• 輔助、規管、支
援經濟發展 

• 制定發展策略
（大市場小政
府？維持公平競
爭環境？） 

• 社會資源分配 

本地傳統行業的社會價值 

• 文化承傳 
• 集體回憶 
• 身份認同 

  影響   需要？ 
• 解決行業面對的
問題？ 

• 自由市場？ 
• 香港的經濟？ 
• 國際形象？ 

分析 

論證 
+ 例子 



卷二第二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清楚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清楚及合乎邏輯地論證他／她對香港政府應否推行措施以支持本
地傳統行業的生存的看法；能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充分理解及恰
當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例如﹕尊重不同生活方式、政策制定、自由
貿易、文化遺產的保育、全球化及本地特色)；並就推行措施的正反

兩方面，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運用相關及合理的例子／就
對香港的觀察所得，清楚及詳細地解釋其論據；可採用部分下列或
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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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二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支持的論點：  
 

 不少這類本地傳統行業涉及的產品或服務需要特定藝術或工藝

技巧及知識。政府應當履行責任，推行措施以支持它們繼續存
在（例如﹕培訓工藝師）及確保這些特定技巧及知識能保存下來，

並傳遞給未來世代。因此，這不僅只是為了延續傳統行業，亦是
為了保存香港的文化遺產和身份認同等方面的重要性； 

 為了吸引遊客及建立香港品牌，政府有責任透過保存香港的獨
特文化，以支持本地傳統行業繼續存在。保存這些行業是讓香
港文化遺產的活力得以延續，和避免香港變為另一個全球城市
的直接方法； 

 政府用以保存這類本地傳統行業的支援措施，將有助香港保持
一系列多元而健全的不同行業。而為不同類型及規模的行業創
造公平的經營環境，亦是香港政府的責任。香港的經濟現實是
租金及工資高昂，政府應推行支持本地小型行業的不同措施，
讓它們亦得以在大型國際商業之間覓得立身之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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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二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反對的論點：  
 

 由於香港自由的營商環境向來穩健和受到法律保障，因而能吸
引不少大型商企。假如香港政府實施保護本地傳統行業的特別
措施，可能會被視為偏袒某些特選行業，勢將損害香港聲譽； 

 假如這類本地傳統行業未能自行維持下去，即意味著它們所銷
售的產品或服務在當代香港已乏人問津或毫不相關。這些傳統

商品的地位可能已被另一些替代品取代。在某些情況下，這類
本地傳統行業式微的原因是後繼無人──  可能由於所涉及的技

巧和工藝未能吸引青年人，又或已沒有人再傳授，而資助息微
的企業並不是政府的責任；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業界人士有責任就產品素質、工作前景、發

展和擴充等方面保持其競爭力。政府的介入會損害商貿環境的
公平性。此外，運用公帑支持私人行業亦可能在政府和社會中
帶來不斷的爭議等。 

 

 結構嚴謹，又深入討論，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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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二題(b)評卷參考(摘要) 

71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 

 嘗試就他／她所知，論證他／她的立場，但有欠清晰／一致性；對
相關的知識和概念只有片面認識，或只能作簡單的應用；傾向籠
統地解釋推行措施的利或弊，深度不足及欠詳盡；嘗試運用部分
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但解釋欠深入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表達或有時未夠清楚 

 

  
4-6 

 未能明確表達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嘗試列舉一些措施，但這些措施或不相關；嘗試就他／她所知，指
出其立場，但內容流於片面，也可能誤解尊重不同生活方式／政
策制定／自由貿易／文化遺產的保育／全球化／本地特色等概念；
運用不相關的例子／資料作闡述等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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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Question 3 



Electronic 
social media 

& soci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operation
/ empathy 

Value 

Sense of 
responsibi-

lity 

Participa-
tion 

Rationality 

Communi-
cation 

Globaliza-
tion 

Paper 2 Question 3 

73 

Related 

concepts 



Paper 2 Question 3 

The ‘Ice Bucket Challenge’ 

Global charitable activity 

Facebook, Instagram  

more than 2.4 million videos posted 

28 million people 

US$98.2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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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Daily life 

Social movements 

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ceive information on current affairs 

Local level 

Global 

level 

Global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niversal 
values & some 
are local 
concern more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Universal 
values 

Social 
networking 

Spread, share  
of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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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Question 3 (a) 
(a) How might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charitable activities be 

raised in a globalized world? Explain your answer. (8 marks) 

Globalized world 

 Fast & free flow of 

info  dialogue 

 Universal values 

 Multiple channels/ 

diversified  

platforms 

 Int’l organizations, 

NGOs 

 Advanced 

technology 

 Globalized networks 

 … 

 

Global 

participation 

 Universal 

 Recognition 

 Promotion 

 Sharing 

 … 

Donation, various kinds of 

activities, experience, 

understanding, 

exchange… 

HOW 

Different modes 

in different levels 

Features 

of a globalized 

world  Visible and 

invisible  

Conceptualized feat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hould be 

substantial & 

multi-

perspectives 



P2 Q3(a) 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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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more convenient travelling 

foste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charitable activities, 

which usually aim at lending a helping hand to people in need 

around the world and appeal to different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In a globalized world, people may share similar cultural 

values, ethics and universal values… 

 There ar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global cooperation in 

organising and promoting charitable activities… 

 6-8 

Explain  

How to 

enhance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a globalized 

world + participation + 

enhancing 

Relevant 

examples other 

than ice bucket 

challenge 

 



P2 Q3(a) 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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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Arks 

 …but the explanation lacks sufficient detail/ tends to focus on 

certain perspectives/ lacks reference to charitable/ global activities 

in parts 

 …might lack clarity/ detail in parts 

 

 

 

3-5 

 attempts to describe briefly a globalized world…without relating 

them together;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which is partial/ may not be 

all correct/ relevant… 

 

 

 

1-2 

Misinterpreted the 

question: e.g. making 

suggestions 

Limited perspectives and 

types of examples; 

focusing on “what” 

instead of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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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Question 3 (b) 
(b)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electronic social media in enhancing the 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Hong Kong young people. Justify your answer. (12 marks) 

Electronic social 

media 
 Multi-media, 

Internet platform, 

a variety of Apps 

 Free to join, 

retreat and 

express 

 Popular, 

convenient, fast 

(less restriction) 

 Rights & 

obligations 

 Accuracy of the 

information 

 ... 

 

Young people: 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raits of young people 

 Form 

 Formal and informal 

channels 

Various modes: On-line 

broadcast, fund raising, etc. 

 Demands 

 Scale 

 Time, continuity 

 Drawing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mass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 etc. 

 … 

[Degree of] 

popularity, legitimacy, 

interaction, 

participation, cost, 

mobi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ccuracy/ reliability of 

info, etc.  

Relevance, multiple 

perspectives, 

conceptualization… 

+ Examples 

+ Examples 

Make a holistic 

judgement 

Relevant criteria/ 

perspectives 

Enhance? 

Effective? 



P2 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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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Electronic social media are effective: e.g. 

 Electronic social media (e.g. Facebook) are one of the 

major platforms…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motivated to participate in;  

 Many political parties…use electronic social media to 

express their concerns and recruit supporters…young 

people may get resources/ information…The sense of self-

efficacy may be enhanced…; 

 … Electronic social media enable young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views and connect to others who share similar 

thoughts…convenient way to set up online concern groups 

to advocate their ideas and organise social activities, etc. 

 10-12 



P2 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80 

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Electronic social media are not effective: e.g. 

 … join the event only due to pressure to conform and shared 

values… not actively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 issue and may 

participate in this particular event only once; 

 … free to join and also free to leave.. not be easy to maintain 

group cohesion.. weaken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group… 

“me-generation”. It is likely that no consensus on future 

action will be reached; 

 … does not mean that young people will take part in socio-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person rather than just keeping 

participation to electronic social media, etc. 

 10-12 

Relevant criteria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orough 

evaluation: effective 

and not effective  

judgement 

Contextual analysis: 

young people, HK 

context, relevant 

examples 



P2 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81 

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 part of the evaluation is not in-depth/ specific for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the perspectiv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s not wide enough 

 provides a well-structured discussion, demonstrating some 

evidence of critical analysis, though it might lack detail in 

parts 

 

 7-9 

No evaluation from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limited 

evaluation  not convincing 

enough 



P2 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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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 simple explanation of the positive and/or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acks clarity/  

judgement on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tends not to refer 

to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 in his/ her discussion… partial 

understanding or is only able to apply relevant knowledge 

and concepts in a basic way  

 provides a somewhat shallow discussion, which is not well 

structured and does not always articulate his/her ideas 

clearly 

 

 

 4-6 

Limited degree/ 

superficial/ 

inappropriate/ 

even no 

evaluation done. 

Unable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ion and electronic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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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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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論 

卷一要求考生具備良好的詮釋資料技巧。
考生的共通弱點包括： 

未有完整利用資料中的數據 
未能凸顯數據的顯著特點 
誤解及誤用數據 

考生須加強其解釋能力 
卷二要求考生按題目要求，靈活運用高階
思維能力和相關概念及知識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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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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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論 

考生在回答題目時應仔細審題，然後從
不同角度作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並輔以
例子解說，以論證其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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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