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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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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學習範圍 單元 

自我與個人成長 1.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社會與文化 

2.  今日香港 

3.  現代中國 

4.  全球化 

科學、科技與環境 
5.  公共衛生 

6.  能源科技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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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課程及評估指引》，頁8） 



課程架構 

學習範圍 單元 

自我與個人成長 

社會與文化 

科學、科技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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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涉及
不同單元 



議題探究及多角度思維  

過程 與培養多角度思維的關係 

( I ) 掌握事實、理解現
象、澄清概念 

 

( II ) 明白有關的分歧和
衝突 

 

( III ) 進行反思、作出評
鑑、判斷、探求出
路、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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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課程及評估指引》，頁70） 

卷1 

卷2 

● 資料的不同來源 
● 採集資料的不同方法 
● 不同的詮釋及解釋 
● 不同的關連 
● …… 

● 不同的價值觀 
● 不同的利益 
● 不同的信念 
● …… 

● 考慮多方面的論據 
● 權衡正反兩方的觀點 
● 提出理據和解釋 
● 作出行動、評鑑和接納結果 
● 修訂立場 
● …… 



評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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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架構 

項目和卷別 比重 
考試時
間 

筆試 

卷1: 資料回應題 
• 資料處理和應用，題目

由淺入深 
• 三題必答 

50% 2小時 

卷2: 延伸回應題  
• 考核一些較高階的思維

能力 
• 三題選答一題 

30% 
1小時15
分鐘 

校本評核 
(SBA) 

獨立專題探究 (IE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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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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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設計 1：議題為本、不同角度 (2018年卷1第2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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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B 

資料C 

資料A 

議題：學生考試壓力來源和出路 

角度: 考試壓力
來源 

角度: 多元出路
的訴求 

角度: 不同的教育理念 



題目設計 2：不同要求、深淺並重 (2018年卷1第1題) 

(a) 根據資料A表A1，就UNV計畫中國家∕地區之間
的義工流動，闡述兩個結論。(4分) 

 

(b) 就資料A及B，解釋香港義工在參與國際義工計
畫時可能面對的兩項挑戰。 (6分) 

 

(c) 「香港人與其參與境外義工計畫，不如參與他們
自己社會的義工計畫。」利用所提供的資料及就
你對公民身份的理解，提出並解釋一個支持和一
個反對這項陳述的論據。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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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資料、比較、
闡述 

轉化、解釋 

選取資料、運用
概念和解釋 



題目設計 2：不同要求、深淺並重 (2018年卷2第2題) 

(a) 哪些因素可能影響到人們日後會否購買電動車的決

定？解釋你的答案。(8分) 

 

 

(b) 「政府應提供經濟誘因，以增加在香港社會使用非

汽油作能源驅動的交通工具。」你在多大程度上同

意這看法？解釋你的答案。(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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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證據、多角度思考，
作出判斷、建立論據 

理解現象、概念化
為因素、解釋 



題目設計 3：多種資料、不同形式 (2017 & 2018年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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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 

文字 

圖 

表 



抗微生
物藥物
耐藥性 

生活
素質 

全球
經濟 

大規模
疾病:疾
病控制 

持續 

互相
依存 

責任 

全球化
影響 

國際
合作 

題目設計 4：不同概念、橫跨單元 (2018年卷2第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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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解釋抗微生物藥物
耐藥性的蔓延對生
活素質可能造成的
影響。(8分)  
 

(b)「全球化妨礙多於
促進對大規模疾病
的控制。」你是否
同意這看法？解釋
你的答案。 (12分)
  

  
 

議題涉及不同單元、角度、概念和價值觀 



評卷參考和評分原則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 

6-8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 

4-5 

XXXXXXXXXXXXXXXXXXXXXXX 1-3 

XXXXXXXXXXXXXXXXX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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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要求、建議內
容、例子 

考生表現符合某一層
級的說明，便給予相
應分數 

• 正面評分
（不扣分） 

• 整體評分
（不按點、
項打分） 

• 著重解釋和
論證的質素，
而非什麼立
場 



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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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答1：總覽資料，全面運用 (2018年卷1第2題) 

2(a)描述資料A所示在2013至2017年期間的兩個普遍趨勢。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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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高 
低 



如何作答1：總覽資料，全面運用 (2018年卷1第2題) 

就壓力來源方面， 2013至2017年間，文憑試考
生認為最大及最小的壓力來源一直維持不變。
根據資料A，選擇「學習時間不足」及「往後
出路」為文憑試壓力來源的比例一直是最高的，
百分比分別是2013年的65.8%及2017年的51.5%，
以及2013年的56.3%及2017年的47.2%，兩項數
據均超過50%。相反，視「朋輩競爭」為壓力
來源的文憑試考生百分比是最低的，分別是
2013年的18.8%及2017年的15.9%， 2013年至
2017年間的趨勢，其百分比一直不超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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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描述資料A所示在2013至2017年期間的兩個普遍趨勢。
(4分) 

最高 

最低 

引用資料
說明 

引用資料
說明 

普遍趨勢 1 



如何作答1：總覽資料，全面運用 (2018年卷1第2題) 

此外，在文憑試考生的整體壓力來源方面，
2013至2017年間考生的壓力有下降的趨勢。
概括來說，所有的壓力來源均下降了約10%，
例如選擇「課程內容太多」為壓力來源的考
生由2013年的超過4成降至2017年的約3成。
至於選擇「學習時間不足」為壓力來源的考
生的百份比持續最高，但百分比也由65.8%

降至51.5%，下降了約10%。因此整體來說，
2013至2017年間，文憑試考生的壓力水平有
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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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較佳 

解說下降
的趨勢 

引用資
料說明 

普遍趨勢 2 



如何作答2：明瞭題旨，扼要作答 (2018卷1第1題) 

(b) 就資料A及B，解釋香港義工在參與國際義工
計畫時可能面對的兩項挑戰。(6分) 

 

(b) From Sources A and B, explain two challenges 

that volunteers from Hong Kong might face when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programmes. (6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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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答2：明瞭題旨，扼要作答 (2018卷1第1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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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A 

資料B 



如何作答2：明瞭題旨，扼要作答 (2018卷1第1題) 

第一項香港義工在參與國際義工計畫時可能面
對不被當地人接納的挑戰。就資料A 和B ，提
及到UNV由專家、青年人和大學生組成，而B 

中提及學生義工高人一等的態度會冒犯其服務
對象。由於義工當中不乏是青年人和大學生，
他們剛成年，踏出青春期，與人相處的模式未
必足夠成熟，加上他們的言語較直接，因此在
擔任義工時可能未必真正設身處地能從服務對
象的身份出發，令其態度有機會冒犯服務對象。
對象可能認為義工的態度並不屑他們，甚至並
非真心想幫助他們，因此對義工感到反感，抗
拒義工的協助，甚至作出反抗的行為，令兩者
的關係變得惡劣，最終令香港義工無法真正協
助他們，形成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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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資料
解釋 

挑戰 1 

困難 1 

推論 



如何作答2：明瞭題旨，扼要作答 (2018卷1第1題) 

第二項挑戰是香港義工未必對協助的地區有認識，令
香港義工未能了解其需要。參考資料，義工會在惡劣
處境及偏遠地區服務，但資料B亦指出全球社會參與
計畫的前經理梁先生說在熱心助人的港人中，儘管是
出於善意，但卻做了不恰當的事和傻事。當香港義工
參與國際義工計畫時，由於文化的差異，以及環境的
差異，都令港人未能了解當地真實的情況，加上當地
的通訊設備等未能與外界經常聯絡，令港人更難得知
當地情況，因此港人在參與義工計畫時因不了解當地
情況，有機會作出錯誤的判斷，例如其所興建的建築
物，未能真正使當地居民受惠，成為了維修資源缺乏
的社區不必要負擔，這不但未能幫助當地居民，反而
為他們造成麻煩，與此同時，香港義工也因不了解當
地而想前往行醫，這有機會令義工團不適應當地生活
而影響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為港人帶來挑戰。 

23 

挑戰 2 

表現較佳 
解說應可更

詳細 

引用資料
解釋 

推論 

困難 2 



如何作答2：明瞭題旨，扼要作答 (2018卷1第1題) 

First, Hong Kong volunteer may lack a 

budget for long term voluntary services. 

In Source B, volunteers built infrastructures, 

but ‘lack the resources to maintain them’, 

causing an extra financial burden in the 

community. As Hong Kong only has little 

people to volunteer, which is 5 people from 

Source A,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apply too 

much subsidy/budget for their volunteer 

services. Only short-term services can be 

done, like constructing a building without 

long-term maintenance. The lack of budget 

may disable Hong Kong volunteers to carry 

out an all-rounded plan to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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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B: 

‘Buildings volunteers 

constructed may 

become unnecessary 

burdens on 

communities that 

lack the resources to 

maintain them…’ 

? 

? 



如何作答2：明瞭題旨，扼要作答 (2018卷1第1題) 

Secondly, Hong Kong volunteer may lack 

guidance to their volunteer works. In Source A, 

it is said that some volunteers need to serve in 

‘difficult contexts and remote locations’, like 

Ecuador and Palestinian. As Hong Kong has a 

small volunteer community,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collect enough information from their destinated 

country, and may mis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by miscommunication.  

This is proved in Source B as the student had no 

idea what an African village looks like. Hong Kong 

volunteer is lacking education in their oversea 

targets, and some of these targets are in ‘remote 

locations’, which increases difficulties for Hong 

Kong 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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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hat is 

the challenge? 

Should have 

further 

explained Low  

performance 



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18年 卷2第2題) 

(b) 「政府應提供經濟誘因，以增加在香港
社會使用非汽油作能源驅動的交通工
具。」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解
釋你的答案。(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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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18年 卷2第2題) 

我在大程度上同意。 

首先，在可行性方面，政府手握充裕的經濟資源，

絕對有能力提供經濟補貼，以增加環保的交通工具。

由於現時本港政府有9,000億儲備，具有資源力和

經濟能力，所以當作出上述政策時，政府不用被財

政壓力所影響，能大量發放補貼。舉例說，增加單

車津貼，鼓勵上班、上學距離較短的上班族和學生

轉用單車代步，減輕公共交通工具之壓力和道路壓

力、擠塞之問題。另外，如政府補貼港鐵，增加鐵

路、或減少票價，能吸引更多人乘搭巴士、的士、

小巴等交通工具轉乘港鐵，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由

此可見，政府具有龐大資源力，能輕易提供大量經

濟誘因予市民、商人、公司享用，從而推廣綠色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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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1 

例子/社會
情況 

知識+概
念 



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18年 卷2第2題) 

其次，在應然性方面，政府是香港社會中最為重要、最

有影響力的持份者，須為社會負責任，為下一代謀福祉，

為大眾利益而實行政策。由於政府應為本港作長遠規畫，

例如以可持續發展的方式令香港成為注重環保、在環境

上負責任的城市，以及提升人民的公共衛生水平。由於

本港的空氣污染十分嚴重，而且充滿PM2.5粒子、NOx、

CO2等污染物—溫室氣體，所以政府應以經濟誘因之方

式，提供補助予電動車買家，減少現有道路上汽車的數

目，增加電動車數目，此舉不單能改善社會整體的健康

水平、非物質生活素質提升、改善生活素質，而且也能

改善香港的國際形象。因此，由於政府的責任在於香港

的整體利益，不論公共衛生、環境，以及形象方面皆有

利，所以應提供經濟誘因，沒有持份者比政府更適合提

供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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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2 

知識+概
念 

例子/社會
情況 



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18年 卷2第2題) 

再者，在針對性方面，政府的經濟援助能針對香港

市民的價值，即經濟為先，物質至上的生活模式。

由於本港市民受中環價值影響，即重利重錢，不會

虧蝕於他人，所以任何福利、任何補貼，也會去支

持。所以，香港市民的心態是社會有大量柴油、汽

油車的原因。他們為求利益最大化，不論商界、人

民，在競爭激烈下的市場，唯有把成本降低，才能

有利可圖，獲得經濟成果，否則將被淘汰。因此，

當政府提供經濟津貼，建議增加的士轉用比亞迪電

動的士，當政府津貼九巴引入單層電動巴士，該公

司便因其成本下降，企業形象上升的緣故，轉用電

動公共交通工具，因而增加非汽油交通工具。由此

可見，針對重商主義、重利主義、自由市場的問題，

政府提供經濟援助是適合不過的，能有助增加道路

上綠色能源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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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3 

知識+概
念 

例子/社會
情況 



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18年 卷2第2題) 

而且，在反效果方面，經濟誘因並無任何反效果，

反效果變少。相比起立法、懲罰性的方法，其實經

濟誘因已是最具鼓勵性的手法。由於香港奉行「大

市場，小政府」之原則，當政府以經濟干預時，自

由市場便受損害，因為政府干預市場運作，降低效

率。然而，我並不認同此看法，政府亦有提供長者

津貼，提供電費津貼，是政府化解社會問題，化解

資本主義不公的手法，是有效促進社會正面發展。

因為市民、商人他們只著重個人利益，變相帶來了

社會成本，例如空氣污染物等等，政府是有責任維

持社會健康發展，維持環境潔淨度，因此，此舉並

非上述帶來反效果，損害自由市場，而是減少自私

自利、重視個人利益、經濟利益的反效果，因此經

濟誘因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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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4 

知識+概
念 

例子/社會
情況 



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18年 卷2第2題) 

另外，在必然性方面，經濟誘因是最佳的方

法，其他方法的好處較經濟誘因少。由於經

濟誘因是軟性、鼓勵性的手段，相較於強行

立法限制使用某型號的汽油車，強迫企業轉

用電動車或轉用鐵路運輸，會引起社會輿論

和龐大的反對壓力，是不可行的。由於香港

的遊行文化盛行，市民和政黨把民主議題、

環保議題政治化，使政府市民之間關係破裂，

雙方對立，立法困難重重，並不是最即時最

直接之策略。相對而言，經濟誘因能透過財

政預算案在立法會通過，縱使或有議員阻撓，

但其阻力遠不及市民大眾的示威遊行巨大，

由此可見，經濟誘因是相對上較佳的方法。 
31 

角度 5 

知識+概
念 

例子/社會
情況 

? 

? 



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18年 卷2第2題) 

此外，有人認為教育是最佳方法，但我

不認同。有人認為教育是最為長遠，是

軟性的手法，能潛移默化改變人的思想

和價值取向。然而在即時性方面，由於

香港人的健康問題，如肺癌、氣管炎等

呼吸道疾病已嚴重，所以刻不容緩，是

具有急切性，如不立刻進行，情況有如

內地霧霾，惡化和嚴重化。由此可見，

經濟誘因的成效時間較短，能在短期內

收到成效，令企業轉用電動車和單車運

輸。因此仍是經濟誘因較佳。 
32 

角度 
6 

比較 (提出和
另一些方法/

觀點) 

知識+概
念 

例子/社會
情況 

反
駁 

? 

? 



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18年 卷2第2題) 

然而，有人認為從根本性方面，政府實行經濟誘因是「治標不

治本」的措施。由於教育和宣傳是使人潛移默化，提供正確之

價值觀，令市民從心中認識到綠色生活，保護環境之重要性，

因而在日常生活上用碳足印較少之交通，如電車、單車、步行、

地鐵等交通工具，使汽油驅動的交通方式無利可圖，也增加該

環保交通的供應，增加使用綠色交通工具。然而，我並不同意

上述說法。由於經濟誘因也可是宣傳手法的一種，在實行經濟

誘因時，政府可輔以廣告宣傳和座談會，來增加大眾對環保生

活模式的意識。舉例說，在實行港鐵票價減免時，在成人和小

童擴展，減免票價，令他們乘坐排放量較低的交通，是日常生

活中的宣傳，久而久之，經濟誘因也是讓人民知道政府的施政

方針—環保和環境保護，長遠而言，通過經濟誘因，事實上，

也有其宣傳功能，加上上述即時性，可行性等優勢，教育和宣

傳相對的優勢較少。由此可見，經濟誘因也可改變市民之價值

觀，長遠未來能潛移默化，從其心態上改變其行為，因而選用

較潔淨的交通工具，如電車、單車等，使香港的環境更潔淨，

提升香港市民之健康，故此改善其生活素質，有利香港發展。

故此，我在大程度上同意經濟誘因是有效增加環保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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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7 

提出和解釋相
反的觀點 

知識+概念 

例子/社會情
況 

表現較佳 

回應相反的觀
點 



常見問題和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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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類別 一般情況 

互
相
有
關 

探究論證 

題目要求 
誤解題旨或未有深入剖析題目，未能扣題
作答；作答內容與題目要求相關度低。 

社會議題 

知識概念 

有立場或觀點，但理據不足或解釋欠深入，
未能準確引用資料，或沒有提出證據和例
子支持（或提出不相關或錯誤的例子）。 

對議題只有膚淺認識，未能抓住爭議點，
或甚錯誤理解議題。 

對相關知識和概念掌握欠準繩，概念化程
度不高，或甚錯誤引用概念和資料。 



改善建議 

 因應題目要求，適當分配時間作答 

 小心閱讀資料和作適當應用  

 了解整道題目要求，不宜只針對個別提問用詞 

 引用知識、概念及例子作解釋 

 不盲目套用預設答題框架 

 從不同多角度作正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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