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

高級程度

本課程是基於地理科對教育可作出有價值貢獻的信念而制定的，這貢獻部分
源於地理學家提出問題的特性，部分則源於解答這些問題的多類型的答案。其重
點在於通過價值判斷而作出理性的選擇。地理學習的價值同時亦在於它能提供多
種多樣的學習經驗和它須運用多種類型的資料。地理學習亦須建立一個開放的態
度去面對問題的解答。因此本課程強調創造性及批判性的思維及解決問題的方
法，而課程內容則以人－環境系統的研究為中心。

宗旨與目標
1.

2.

3.

認識自然、農業、城市及工業景觀內的人－環境系統，其中包括
1.1 (a) 各種獨特景觀，並在可能情況下利用選自亞洲及亞洲以外適當地
區的例子。
(b) 這些系統的主要組元。
(c) 不同類型景觀內人與其環境的相互作用。
(d) 人對其環境的感觀及由此而作出的選擇和決定在形成獨特景觀
時所起的作用。
1.2 (a) 人是一個包括有自然、生物及社會文化等環境的一部分。
(b) 人在系統內的位置有助其改變各種相互關係：這些改變的性質和
大小往往是人本身的決定和活動的結果。
理解和應用下列原理：
2.1 一個景觀內的自然和文化因子可組成自然和文化單元及區域。
2.2 這些單元及區域可擁有極不相似的特徵，而由一單元或區域過渡至另
一單元或區域特徵上的轉變可以是突然或逐漸的。
2.3 空間特徵的改變是不斷地出現的。
2.4 對比強烈的相互作用在任何時間均可顯現。
利用有關事實表達出對下列組織念的理解、應用、分析和綜合的能力
3.1 景觀
3.2 系統
3.3 人－環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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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這些主要念的解釋：
3.1 景觀：景觀是一個由獨特的自然和文化形態組合成的地區。它的因子包括
有自然和生物現象（地形、植被等）及文化現象（屋宇、道路、作物等）。
人和自然的活動或二者的相互影響所產生的作用亦將上述單元揉合成一系
統。
3.2 系統：系統是一個各組元相互作用的集合，一個組元的改變會引起系統內其
他的改變。生態系統是一種特殊的系統，它們是生物及其有效環境相互作
用的功能系統。因此生態系統不論作為生物地理學的具體念或作為多個
人－環境情境的組織思想均是有其價值的。
3.3 人－環境系統：人－環境系統表達了人與其文化及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情
況。它一方面表達了人有能力將環境組織為己用，從而導致景觀的轉變，
另一方面亦表達了人亦受環境限制所約束。
4.
評估地理研究的中心問題
地理科和其他學科一樣，主要不是被它研究的範圍和對象所界定，而是它
所提出問題的特性所界定的。地理科的主要問題是與空間區位及上文列出
的其他念有關的。考生須判斷用於解決地理問題的資料和方法是否有價
值及完善，他們亦應能評定應用於判斷這些解決方法的各種評鑑標準的有
效性。
4.1 地理學家關注的三個主要問題是：
(a) 何種因素造成各景觀的獨特性？它們按重要排列的次序是怎樣
的？
(b) 這些因素在甚麼程度上反映了各地的異同？
(c) 可否將類似的地區辨別出來並將它們分類為景觀地區？
4.2 這些問題在課程內又可組成四個主要問題：
(a) 在地球表面上可以見到哪些特徵？
(b) 這些特徵位於地球表面上哪些地方？（它們的空間區位和空間分
布）
(c) 為甚麼它們位於該處？由甚麼連串事件造成？（關於空間相互作
用、空間聯繫、空間因時演變、空間作用及空間結構）
(d) 這些特徵是如何在空間上及功能上聯繫的？（這些關係的量度是
源於空間聯繫、空間相互作用及空間因時演變等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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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技能
考生應具備下列的技能
5.1 由不同數據來源摘錄資料；
5.2 辨別有關系統的主要組元和聯繫；
5.3 引申出解釋性的推斷。
價值
考生應
6.1 除了認識香港具體的地理問題外，還應能辨別及闡釋世界其他地方的
類似問題。
6.2 持平地認識較少在香港出現的問題。
6.3 注意及決心保護及改良香港及其他地方人－環境系統的質素。
6.4 注意世界上各群落互相依存，從而重視國際合作及友情的需要。
6.5 了解及重視地理學家對解決人－環境問題的特殊頁獻。

試卷形式

本科分兩試卷，考試時間各為三小時。試卷一為結構式試題而試卷二則為自
由發揮論述式試題。
部分 / 組別
描述
擬題數目 時間
試卷
一 第一部 (必答)
地圖試題
1
三小時
第二部
4
數據反應類，
結構式試題
甲： 自然景觀
2
乙： 農業景觀
丙： 城市及工業景觀
4
自由發揮
三小時
二 甲： 自然景觀
4
論述式試題
3
乙： 農業景觀
4
丙： 城市及工業景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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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在試卷一，考生須作答第一部，並於第二部選答四題，共答五題完卷（每
題佔總分百分之二十）。第二部作答的題目，其中三題須分別選自甲、乙、
丙組，另一題則須選自甲組或丙組。本卷旨在利用數據或刺激反應類試題
測驗考生對課程內容的認識。試題將採用結構式，以測驗考生下列各項能
力：
(1) 摘出及簡化數據，
(2) 分析顯現出來的關係，
(3) 在適當情況下評估可能的結果。
在試卷二，考生須於甲、乙、丙組各選答一題，並於甲組或丙組再選答一
題，共答四題完卷（每題佔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試卷一及試卷二均可測驗課程內容及技能。試題除可要求考生運用具體個
案∕例子說明答案外，亦可考核考生個人對實地考察的認識及應用能力。

課程內容
I.
景觀闡釋
1.

2.

主要目的在培養考生運用課程目標列出的各種念和技能的能力，並
將這種念和技能用於景觀分析和闡釋，從而表達不同環境系統的人
－環境關係。在研究每一景觀時應着重它的組元、形態和作用如何令
它與其他景觀相似或相異；同時亦應進行範圍大小不同的個案研究，
如有可能更應輔以實地考察。
所以考生應能顯示出分析景觀資料的能力，他們應可根據地理念
(a) 閱讀、明瞭及闡釋不同類型及不同比例的地圖及圖表。
(b) 辨別及闡釋地面及空中照片及地形圖內不同景觀的自然及文化
因子的相互關係。
(c) 在戶外及課室內有系統地及準確地觀察、量度及記錄用於解決地
理問題的數據。
(d) 撮寫、闡釋及運用文字資料，例如報告、表格、統計數據、報章
報導、有關期刊摘錄、雜誌文章等。
(e) 繪畫並利用適當圖表（地圖、圖畫、模式、景觀素描及圖表）以
輔助及補充文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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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及應用初級統計技巧（抽樣法；統計圖表；集中趨勢、偏差
及離差；相關）
(g) 在課室內及戶外提出及檢驗假設以解決地理問題。
(h) 有結構地及邏輯地表達資料及論據，並能熟悉地理辭彙。
就課程內容來說，考生應能認識到
(a) 各環境作用及反應的特性；
(b) 人了解其環境的能力及它如何影響人利用環境的決定；
(c) 這環境利用如何影響人文活動的空間分布及對生態系統的整體
影響；
(d) 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系統和態度的影響。

(f)

3.

II.

景觀
A.

自然景觀
氣候系統
(a)
能量收支、能量流、空間差異
(b)
大氣水分、作用、系統內流動
(c)
大氣環流、氣團、主要風系統
(d)
(a)、(b)及(c)的相互作用及其引起的氣候差異
2.
地形系統
(a)
板塊構造及主要地貌形態的分布
(b)
河盆系統及其在不同環境的差異（熱帶濕潤、熱帶乾旱、
極地）
(i)
與地貌發展有關的水分循環
(ii) 風化子系統
(iii) 坡面子系統
(iv) 河道子系統
生物系統
3.
(a)
生態系統
(b)
影響成土的主要因素，並參照氧化土和旱成土的特性為
例
(c)
影響植被發展的因素
(d)
全球性（生物群落）及地方性的植物－環境關係
下列環境內人－環境關係的認識：
4.
(a)
熱帶雨林
(b)
熱帶荒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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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景觀
農業作為(a)生態系統(b)經濟系統：
(i)
自然、社會及經濟組元、相互作用、流動
(ii)
對選擇及生產作物與∕或牲畜的影響
農業景觀的空間形態：地租及隨距遞減念、農業區位念（范
2.
杜能、辛克萊）
3.
城市化及工業化對農業的影響
4.
農業災害（泛濫、乾旱）：特性、量度及頻度、後果及解決方法
C. 城市及工業景觀
1.
城市落的區位、間距、大小及功能（克里斯泰勒）
2.
城市景觀的空間形態
地租及隨距遞減念、城市結構念（伯吉斯、霍伊特、
(a)
哈里斯及烏爾曼）
城市人口密度
(b)
3.
製造業區位念（韋伯）：原料、能源、勞動力、交通、市場、
科技、行為及機構因素的作用；集與離心
4.
城市問題：房屋、交通
5.
城市化及工業化對環境質素的影響
實例及個案研究
選用詳細實例及個案研究是發展論據及給與例證的必要基礎
在自然、農業、城市及工業等景觀中各選用一個或以上個案研究或詳
1.
細實例。考生應能在各景觀內將念結合實際。
個案研究是使考生明瞭實際情況的有效方法。考生可選用一些包含多
2.
個主觀念的個案，以達綜合明白之效。可是這方法未必可以適合所有
情況，有時選用詳細實例會更為可行。但考生如只能舉出例子名稱，
則未能符合要求。
有些個案是適用於研究較小範圍，而有些則適用於研究較大範圍。
3.
選用個案時應着重該個案與特定課題的學習是否有關，及能否方便個
4.
案間的比較。個案範圍應包括亞洲以內及以外地區選用個案，但此課
程不着重全面性的區域或大洲範圍的學習。
選用個案時應配合課程內容第一章的主題及第一章的課程說明，同時
5.
亦應符合本課程開始部分所列舉的宗旨與目標。
B.

1.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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