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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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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涉及
不同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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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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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小時15
分鐘

校本評核
(SBA)

獨立專題探究(IES)(取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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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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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設計

9

1. 配合課程，以當代議題來設計題目



2021 P1Q1：議題、課程、知識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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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 個人成長與人際
關係

• 今日香港
➢ 生活素質

• 全球化
• 能源科技與環境

議題：郊野公園丟棄物的問題

知識／概念
• 青少年的特質
• 生活素質
• 全球化的特徵
•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

接觸和使用
• 公民責任
• 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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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郊野公園丟棄物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

掌握事實
理解現象

不同角度：
方法(一)

不同角度：
方法(二)

作出評鑑、判斷



題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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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課程，以當代議題來設計題目

2. 不同要求，深淺並重



題目設計2：不同要求，深淺並重 (2021 P1Q2)

(a) 根據資料 A，就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燃料的新增投資，
描述兩個主要特徵。(4分)

(b) 參考資料 B，指出及解釋中國太陽能的使用迅速增長
的兩個原因。(6分)

(c) 「太陽能的使用有助促進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所提
供的資料可如何支持這個看法？解釋你的答案。(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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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資料、比較、
歸納、描述

轉化、歸納、
概念化、解釋

選取資料、運用
概念、解釋論據



題目設計2：不同要求，深淺並重 (2021 P2Q2)

(a) 電子支付對香港消費模式造成什麼影響？解釋你的

答案。(8分)

(b) 「創新科技對香港青年人的就業前景帶來機遇多於

挑戰。」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解釋你的答

案。(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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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論據，作出判斷
深入論證、多角度思考

理解現象、概念化
解釋



題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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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課程，以當代議題來設計題目

2. 不同要求，深淺並重

3. 多種資料，不同形式



題目設計3：多種資料，不同形式(2020 & 2021年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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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

文字

圖

相片

表



題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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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課程，以當代議題來設計題目

2. 不同要求，深淺並重

3. 多種資料，不同形式

4. 不同概念，橫跨單元



增加文化體
育資源以顯
著提升生活

素質

生活
素質

公共
利益

資源
分配的
優次

顯著
提升

限制與
平衡

生活
模式

公共

衞生

政府
角色

題目設計4：不同概念、橫跨單元(2021年卷2第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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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哪些因素影響香港人的運動
習慣？解釋你的答案。(8分)

(b)「要顯著提升香港人的生活
素質，政府應增加投放於文
化體育方面的資源。」你在
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解
釋你的答案。(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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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道考題由兩名閱
卷員評改

• 著重解釋和論證的
質素



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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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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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覽資料，全面運用



a) 根據資料A，就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燃料的新增投資，描述兩個
主要特徵。(4分)

Based on Source A, describe two major features of global new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power and fuels. (4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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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答1：總覽資料，全面運用 (2021 P1Q2) 



P1Q2(a) 根據資料A，就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燃料的新增投資，描述
兩個主要特徵。 (4分)

不同部分的
構成→比較
→特徵？

重要/
顯著的

適當及全面運
用相關數據

運用相關數據
描述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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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Q2(a) 根據資料A，就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燃料的新增投資，描述
兩個主要特徵。 (4分)

「中國」與「發
展中和新興國家」
＞「已發展國家」

「中國」＞
「發展中和
新興國家」

整體投資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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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Q2(a)評卷參考和準則(摘錄)

評卷參考和準則 分數

• 根據資料A，就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燃料的新增投資，
清楚描述兩個主要特徵，例如﹕

•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所提供的資料
4

• 嘗試根據資料A，就全球在可再生能源和燃料的新增
投資，描述兩個主要特徵，但描述不甚清晰；又或只
能清楚描述其中一個特徵

•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相關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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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能運用有限資料，或有時並不恰當地運用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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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答1：總覽資料，全面運用(2021年卷1第2題)

Firstl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 has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portion in the global investment of

renewable power and fuels. From Source A, the investing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has rose from 98.4 billion

USD in 2013 to 204. 1 billion USD in 2011, by 107%, more than

double. Although it has decreased slightly in 2018, it still mark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nd large portion. Starting from 2015, it even

exceeds the investmen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example in

2018, the invest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exceeds on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by 16.7 billion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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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Based on Source A, describe two major features of global new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power and fuels.   (4 marks)

First 

feature

Appropriate

and good 

use of the

source



如何作答1：總覽資料，全面運用(2021年卷1第2題)

It is also seen that China’s investment always consists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investmen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2013

to 2018. It may be due to the increasing economic pow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great power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a.

Secondly, there is also a generally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and fuels globally. Although it slightly decreased

in 2016, it has generally rose steadily from 231.6 to326.3 billion

USD from 2013 to 2017, by 41%, showing a generally increasing

trend. This may be due to the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ll countries.

27

comparison

Second 

feature

made good 

use of the 

source when 

describing 

trends
Good 

performance



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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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覽資料，全面運用

2. 明瞭題旨，運用相關知識和概念



b) 參考資料B，指出及解釋「垃圾清理挑戰」得以成為全球熱潮
的一個原因。(4分)

With reference to Source B, identify and explain one reason for 
the ‘Trashtag challenge’ becoming a global hit. (4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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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答2：明瞭題旨，運用相關知識和概念(2021P1Q1)



P1Q1(b) With reference to Source B, identify and explain one reason 
for the ‘Trashtag challenge’ becoming a global hit.(4 marks)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people

Social 

media

Global hit

- Not local 

level

- Not just in 

HK

-Characteristics

-Impacts on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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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Q1(b) With reference to Source B, identify and explain one reason 
for the ‘Trashtag challenge’ becoming a global hit. (4 marks)

Identify ONE
reaso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concept

With reference 
to Source B

Discourses on 
globalization:
- Shrinking space
- Shrinking time
- Disappearing 

borders
- The speedy flow 

of inform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people:
- Active on social 

media
- Like to challenge 

themselves, gain 
recognition, etc.

Global hit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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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Q1(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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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 with reference to Source B, identifies and clearly explains one 

reason for the ‘Trashtag challenge’ becoming a global hit

• show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an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concepts (e.g. globalizati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people, etc.)

• makes full and appropriate use of the source

4

• with reference to Source B, identifies and explains one reason for the 

‘Trashtag challenge’ becoming a global hit, but does not explain it 

with sufficient clarity; applies relevant knowledge and concepts but 

the explanation might lack detail in parts

• makes use of some relevant points in Source B, but not 

comprehensively

2-3



這項挑戰得以成為全城熱潮的原因是因為
互聯網的普及。從資料B可見，這挑戰原先
是不受大眾迴響的，直到有19年3月的美國
人在面書(Facebook)發了自己清理垃圾的相
片，並呼籲青年人一起參與其中，互聯網
平台使一切資訊更易接觸，只要上網尋找
便可以「知天下」，打破時間與空間，即
時令到美國發起此熱潮，而社交平台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有分享、
按讚、留言等功能，使這消息得以在網上
大量分享，以令事件的接觸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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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相關
資料

原因

運用相關
知識、概
念解說

如何作答2：明瞭題旨，運用相關知識和概念(2021 P1Q1)



資料B中提及超過30萬次轉發，引起印度
、英國等網民響應，因此發展成一個「潮
流」，使能引起更多媒體及網民，尤其青
少年關注，並「跟風」、「打卡」，從而
使一項活動變成熱潮。網上有關保護環境
的資訊及風氣盛行亦使大眾認為清理垃圾
是一項有意義的活動，而參與其中。大量
人因網絡普及使全球人士參與活動，將其
變成一項全球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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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相關
資料

運用相關知識、
概念解說

扣題

如何作答2：明瞭題旨，運用相關知識和概念(2021 P1Q1)



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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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覽資料，全面運用

2. 明瞭題旨，運用相關知識和概念

3. 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21 P2Q2)

(b) 「醫療專業人員在維持公共衞生方面扮演最重要
的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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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P2Q2)

我小程度上同意，基於其他角色有更重要的角色：NGO、國際政府組織、社

區、媒體、企業。

首先，覆蓋性方面，國際性組織扮演更重要的領導角色。誠然，醫療專業

人員必須與跨專業團隊、社區和跨界別合作，甚至帶領醫學的科技發展，

來發展出有效杜絕傳染病的藥物。例如，醫療專家提供各國有關COVID-

19的資訊及建議，有利政府決策，又提供科學的知識及根據各國際性組織

參考及制定國際藥物標準。但是，他們非領導所有的界別、國家。但世衞

卻有效領導各國、各界作出跨境合作。例如，世衞在應對藥物分配時，作

出「多哈宣言」來確保全球中低收入國家在大型疾病中有仿製藥物的專利

技術。不但帶領發展中及已發展國家的醫療技術轉移，也有議定書，是有

國際的認受及認可。相反，醫療專業人員只在自身的專業領域上在領導角

色，覆蓋性不是全球性，也沒有世衞般有更廣泛的權力，來促使國際合作，

提升公共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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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1

例子/社會
情況

知識+概念

比較



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21 P2Q2)

其次，在根本性方面，社區的配合比醫療專業人員的意見更為根

本地提升健康生活習慣。誠然，醫療專業人員可提供有科學根據

的資訊，是正確、中立及專業的。例如，市民在診斷疾病方面，

也要醫療專業人員作出CT、MRI Scan或不同的診斷，來令市民為

自身疾病如癌症、心臟病作出治療，因此減少人們的死亡率，並

令慢性病及早發現，令公共醫療系統的壓力不因病人上升而提升。

但是，這並不根本。雖然人們有提升了的健康意識，但是否身體

力行地配合專業人員的建議在於社區的配合。例如，即使在2019

的coronavirus初期，不少專業人員在RTHK或新聞中提出用口罩，

及守限聚令的方法，但不少國家如英國、美國在人民的不配合下

並沒有遵守，因此淪為空言，疫情也在當地惡化，出現「抗疫疲

勞」。可見，在執行的角色，社區的角色更為根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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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2

知識+概念

例子/社會
情況

比較



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21 P2Q2)

第三，在統籌角色方面，非政府組織在人道支援及緊急的救

援中更為重要。誠然，不少自願醫療專業人員在非洲AIDS爆

發時提供醫療物資及人手，為不少人冒著生命危險治病來防

止傳染病擴散，對公共醫療系統的負荷過重作出舒緩之效用。

然而，NGO才是統籌的根本角色，資金、物資、機器也是醫

療人員的必需品，非單靠他們的醫療治療程序才可杜絕其擴

散。正如無國界醫生及紅十字會也有在不同發展中國家集合

所有專業人員來提供治療。Flying Eye Hospital中的飛機、物

資及藥物也是Orbis自行透過資金的眾籌及推廣而得到的。可

見，統籌之角色更為根本，治療人們疾病的必需品得以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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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3

知識+概念

例子/社會
情況

比較



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21 P2Q2)

第四，各國政府在維持公共衞生的角色有更重要角色。各國政府在

自身國家的施政策略及資源分配比醫療專業人員發揮更廣泛的效用。

例如香港中，為了維持公私營的平衡及分流公營醫療系統的人流、

提升人手、提升醫療系統、減少醫療事故，2019年有公私營合作

的青光眼計劃，而2015年也有公私協作計劃。相反醫療專業人員

沒有了政府的支持，反而未能盡演其角色，例如有自願醫療專業人

員為了到緬甸防止中東呼吸綜合症的擴散，卻被正在開戰的緬甸軍

政府阻止。再者，醫療專業人員是順從政府決策的執行者，沒有法

律草擬權。相反，當政府有預防慢性病的良策，如英國設定廣告中

限制垃圾食物的播放時間，正有利減少兒童大量攝取高糖、高脂肪

的垃圾食物飲食，減少癡肥，因此減少整體醫療系統對血壓高病人

的人手資源投入。可見，政府的法律草擬權及政策才是最重要的角

色。
40

角度4

知識+概念

例子/社會
情況

比較



如何作答3：角度多探，深入論證 (2021 P2Q2)

最後，企業在藥物分配中也有重大的藥物分配角色及資源提

供者。例如：特敏福正因不願轉移技術，令南非沒有AIDS

的仿製藥，導致多人死亡。即使有自願的醫療專業人員到當

地治療，也無效令當地人有高療效的藥方治療，可見企業的

配合的重要。相反，羅氏藥廠樂意給世衞其專利權，更可有

效令世衞在藥物分配的優勢，分給發展中國家。相反，醫療

專業人員在企業的角色只是發展藥方，未能有作出藥物分配

的角色，因此其角色有限，未能全面杜絕各地疾病。

所以我小程度同意以上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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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5

知識+概念

例子/社會
情況

比較



常見問題和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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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主席報告：評論和建議(2021年)

卷一

• 大部分考生均明白題目的要求，能有意識地利用所提供
的資料（如數據、圖片、文字等）作答。

• 然而，不少考生未能比較及綜合資料，只有部分能力較
高的考生能全面運用資料，清楚及詳細地解釋其論據。

• 此外，考生多能展示對與題目相關的知識和概念之基本
理解，但只有部分能力較高的考生能夠綜合運用資料，
並在建立其論據中充分應用相關概念作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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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 考生普遍對題目所選取的當代議題，有一定的認識和理
解，答題大致能表現出合理的水準。

• 然而，他們在援引事例、語境知識的運用上稍欠理想。

• 考生在回答時宜仔細閱讀問題，嘗試從所提供的資料作
進一步的延伸思考，附加例子與相關概念說明其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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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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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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從一些角度理解、分析議題，未能充分掌握議題
的複雜性，以及不同範疇的相互關聯和依頼。

對相關知識和概念掌握欠準繩，未能作出概念性的觀
察；甚或錯誤運用概念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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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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不同多角度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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