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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設計與課程涵蓋面
主要項目
教與學取向與策略
三個範圍 & 六個單元(主題，探討問題，概
念，價值觀等)
評估目標(能力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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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設計與課程涵蓋面
主要原則
議題和探究為本
「通識教育科採納議題探究模式，並且以該模式為選
擇課程內容和教學法的取向。 」(《課程及評估指
引》, 第69頁)
「本科在學與教上所採用的探究模式，會反映在筆試
考卷的設計中。 」(《課程及評估指引》, 第102頁)

單元間的關係
「各單元緊密相連，一個單元中的議題，可與其他單
元的議題互相關聯。」(《課程及評估指引》第49頁)
對不同情境中（例如文化、社會、經濟、政治及科技）
經常出現的當代議題作多角度思考(《課程及評估指
引》, 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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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與課程內容:注意事項
試題設計乃議題為本，議題內容涉及課
程不同部分:
主題、概念、探討問題、說明、價值觀和態
度等在不同單元中互有關連

基於議題、探究和能力為本，答題時應
作多角度和獨立思考，不應受課程內個
別「範圍」和「單元」的劃分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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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目標

(《課程及評估指引》, 97-98頁)

評估目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對科目的主要意念、概念和詞彙有充分認識；
在探究議題時，透過掌握資料作概念性的觀察；
在研習當代議題時能應用相關的知識和概念；
指出並分析個人、社會、國家、全球和環境等範疇的相互關聯和依頼；
認知個人和社會價值觀對分析人類所關注的當代議題的影響；
從個人經歷、社會、環境和科技的接觸，提出深入的論證；
辨識事實資料中所闡明和隱含的觀點、態度和價值觀；
運用多角度、創造力和恰當的思考方法來分析議題（包括其中的道德和社
會含意）、解決問題、作出明智的判決和提出結論和建議；
從不同角度來詮釋資料；
在處理不同議題時，能考慮和評論不同的觀點；
在探究學習過程的不同階段中，在時間、資源和實踐探究目標方面能發揮
自我管理和反思的能力；
能清楚和準確地以簡明、合乎邏輯和具系統的方式來表達；
搜集、處理、分析數據和作出結論，以促進達到探究的目標；
展示對不同文化及普世性價值的理解、認識和體會；
在處理不同議題時展示能設身處地、了解他人立場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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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評估指引》, 103頁)

考生應能在考試中表現下列能力
展示對重要意念、概念和辭彙有良好的理解，使能對問題提出具識見的
回應； (1)
從當代的議題中辨識一些概念和/或應用某些概念來分析當代的議題，並
能恰當地引用例子/提出證據來支持其論據； (2) 及 (3)
了解某些主題/概念與個別領域，如自身、社會、國家、人類世界及環境
等的關係，或該些主題/概念怎樣可以同時展現在不同領域之中； (4)
為分析議題時所持的價值觀提出理據； (5)
識別當代議題中不同觀點背後的價值觀，並分辨事實、意見和價值判斷；
(5) 及 (7)
從個人經歷、社會、環境和科技的接觸，提出深入論證； (6)
從有關爭議性議題的資料中，識別矛盾和吊詭之處，並帶出所涉及的道
德和社會含義，並從不同角度分析議題，以達到結論； (7)、(8)及(9)
能提出合理的建議和適切的解決辦法； (8)
持開放和容忍的態度看不同的觀點，特別是非主流而有理據支持的觀點；
(10)
作出回應以展示對考試題目要求的恰當了解； (12)
清楚和準確地以簡明、合乎邏輯和具系統的手法表達； (12)
有效地利用數據來作描述、解釋和推論； (13) 及
基於有力理據而作出判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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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Pap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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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考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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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
試題內容:資料
A. 中國不同類型產業佔國內生產總值(GDP)

的百分比 (1990-2013) 的數據
B. 中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百分比 (19902013) 的數據
C. 一幅關於中國城鎮與農村收入的漫畫
D. 一則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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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
試題內容: 提問
(a) 參考資料A、B及C，描述中國三農 (農業、農村、
農民) 狀況的轉變。(5分)
(b) 參考所提供的資料，解釋因應中國三農狀況的轉
變而可能引發的兩個社會問題。(6分)
(c) 就每一個你在(b)題指出的社會問題，提出及解釋
一項可以處理該問題的措施。參考所提供的資料
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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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

概念&知
識

現象: 轉變

資料

社會問題

建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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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
相關概念

生活素
質
可持續
發展

矛盾/
和諧

權利/
責任

三農
問題

互相依
賴

機遇/
挑戰
差距/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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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
(a) 參考資料A、B及C，描述中國三農 (農業、農村、農民) 狀況的轉變。(5分)
數據: 不同類型
產業佔國內生產
總值(GDP)的百
分比

數據: 中國
農村人口佔
全國人口百
分比

農村狀
況

農業狀
況
漫畫: 城鎮
與農村收入

三農
問題

農民收
入狀況

評論文章:
耕地，環境
和糧食生產
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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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
(a) 參考資料A、B及C，描述中國三農 (農業、農村、農民) 狀況的轉變。(5分)
數據: 不同類型
第一產業所佔比率下
產業佔國內生產
降  在中國經濟中
總值(GDP)的百
的重要性下降
分比

數據: 中國
農村人口佔
全國人口百
分比

農村狀
況

農業狀
況
漫畫: 城鎮
與農村收入

三農
問題

農民收
入狀況

評論文章:
耕地，環境
和糧食生產
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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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
(b) 參考所提供的資料，解釋因
應中國三農狀況的轉變而可
能引發的兩個社會問題。(6
分)

農村勞動力
減少

健康問題，損
害人民健康

在中國經濟
中的重要性
下降

三農
問題

人民的生活和
健康等受影
響，也有可持
續發展的問題

社會不滿影
響社會和諧
，穩定

兩者收入差
距日大

糧食短缺，人
民負擔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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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
(c) 就每一個你在(b)題指出的社
會問題，提出及解釋一項可
以處理該問題的措施。參考
所提供的資料及就你所知，
解釋你的答案。(6分)

農村勞動力
減少

嚴格的監控及發牌制
健康問題，損
度、淨化糧食產地的
害人民健康
環境、嚴厲懲罰

在中國經濟
中的重要性
下降

三農
問題

人民的生活和
健康等受影
響，也有可持
續發展的問題

改善農民生活，支援
社會不滿影
農村和農民所需，改
響社會和諧
良「戶口」制度，加
強城鎮就業服務和職
，穩定
業培訓等

兩者收入差
距日大

資助及貸款，機械化
糧食短缺，人
農耕，提高最低購買
民負擔加重
價、補貼農民、改善
農地土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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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a)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就 資 料A、B及C， 清 楚 及詳盡 地 描 述 中國三 農（農 業、農 村、
農民）狀況轉變，例如﹕
 農業﹕反映出農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等
 農村﹕反映出中國農村正面臨勞動力減少等問題
 農民﹕農民和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城鎮居民賺取的
收入迅速增加，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等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所提供的資料
就所提供的資料描述中國三農三個組成部分的狀況轉變，但解
釋不充 分 或欠清 晰 ； 就 資料A、 B 及 ／或 C清 楚 及 詳 盡地描述中
國三農之中兩個組成部分的狀況轉變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相關要點，但不全面
描述資料A、B及／或C的部分數字或漫畫；嘗試描述一個組成
部分的狀況轉變，但或不完全正確／相關／未必有運用資料作
佐證
只能運用有限資料，或有時並不恰當運用資料

分數
4-5

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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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指出及清楚解釋因應中國三農狀況的轉變而可能引發的兩個社會問題；
能充分理解及恰當地運用有關知識概念；可採用部分下列或其他恰當
的要點，例如：
 社會不滿會隨著農民與城鎮居民財富差距擴大而產生 。
 耕地質量下降將損害中國人民的健康。
 中國社會將面臨糧食供應短缺問題。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所提供的資料
答案結構嚴謹，表達清楚且深入
參考所提供的資料，指出及解釋兩個因應三農狀況轉變而引發的社會
問題，但解釋不充分或欠清晰；或就資料清楚指出及解釋一個社會問
題；能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但部分分析欠詳盡，未有把問題加以歸
納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相關要點，但不全面
討論結構嚴謹，但也有欠清晰／詳盡的地方
指出或嘗試闡述一個因應三農狀況轉變而引發的社會問題 ，但解釋流
於片面；可能嘗試描述一些中國的案例；或其中一個問題可能不相關；
指出一個或兩個社會問題，但沒有嘗試就資料而加以解釋
只能運用有限資料，或有時並不恰當運用資料，例如問題與資料內容
不一致
答案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分數
5-6

3-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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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一題(c)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指 出 及 清 楚 解 釋 一 項 措 施 以 處 理 你 在 (b) 題 指 出 的 每 一 個 社 會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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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不滿問題﹕改良「戶口」制度，為農村移民勞工加強就業服
務和職業培訓等
 健康問題﹕嚴格的監控及發牌制度提升食物安全水平 、淨化糧食
產地的環境、嚴厲懲罰導致嚴重食物安全問題的不負責任生產者
 糧食短缺問題﹕資助及貸款協助農民使用機械化農耕技術提高糧
食產量、提高購買價、補貼農民、改善農地土壤條件以增加農業
產出等
答案結構嚴謹，表達清楚且深入
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 ，為(b)題所指出的每個問題提出一項措施，並
加以解釋，但解釋不充分或欠清晰；或為其中一個問題指出及清楚
解釋一項措施
討論結構嚴謹，但也有欠清晰／詳盡的地方
指出或嘗試闡述其中一個問題的一項措施，但解釋流於片面；所提
出的其中一項措施可能毫不相干；或為毎一個問題指出一項措施，
但沒有嘗試就所提供的資料作出解釋
答案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分數
5-6

3-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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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二題

20

相關概念
健康風險

責任/權利
對未來的期望

青年人進行
整形外科手術

立法/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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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二題
(a) 就資料A，指出及解釋愈來愈多香港青年人進行整形外
科手術的兩個原因。
(6分)

資料
分
析

• 個案
• 醫生提供的資料

• 青年人的成長特點
• 香港社會趨勢 e.g.就業精況、傳
媒影響
運用資
料解釋
行為的原因
22

卷一第二題(a)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就資料 A ， 指 出及清楚詳 盡 解釋 愈來愈 多 香港青年人 進 行整形
外科手術的兩個原因；能充分理解及恰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
念；可採用部分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原因可包括：

分數
5-6

 自我形象欠佳／自尊心低落，他們對自己的外貎欠缺
信心（就像那名大學畢業生一樣）；
 他們相信「較好」的外貎有助在面試中使僱主留下深
刻印象，並可改善就業前景（就像那名大學畢業生一
樣）；
 他們面對朋輩壓力，並可能跟從朋友所做的事情；他
們認為整容後，便不會因外貎而被朋友取笑（就像那
名大學畢業生一樣）；
 青年人較易受名人／媒體的影響，以其偶像作為榜樣，
可能會加以模仿；媒體透過廣告塑造美麗的概念，例
如﹕外表西化便美麗（正如整形外科醫生所提及）等
 能適當地運用資料清楚解釋原因
 答案結構嚴謹，表達清楚且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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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二題(a)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指出愈來愈多香港青年人進行整形外科手術的兩個原因，
但解釋並不詳盡；或指出及詳盡地說明一個原因；能運用
有關知識及概念，但部分分析或欠詳盡，或未有把原因加
以歸納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相關要點，但不全面
 討論結構嚴謹，但也有欠清晰／詳盡的地方

3-4

 指出或嘗試解釋一個原因，但解釋片面；或其中一個原因
並不相關；或指出一個／兩個原因，但沒有嘗試就資料解
釋
 只能運用有限資料，或有時並不恰當運用資料，例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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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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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二題
(b) 參考所提供的資料及就你所知，香港政府應否立法
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行「醫療上非必要」的整形外科
手術？論證你的立場。
(8分)

25

資料
分析
問
立法的效用
題
政府VS父母的責任
香 • 保護青少年?
立法VS教育
港 • 減低風險?
立法VS自由
• 漏洞?
青少年接受整形外科手術的趨勢
需要立法?

•
•
•
•

立法的考慮

立法

運用資
料論證

青年人的成
長特點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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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二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清楚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清楚及合乎邏輯地解釋及論證有多大程
度同意政府立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行「醫療上非必要」的整
形外科手術，恰當運用資料作證及就他／她所知，利用恰當
念 ( 例如 ﹕ 自我形象 、 自 尊、 朋 輩 壓 力 、個 人 自 由 、立法 ) ，
並就支持及反對禁令兩方面，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例
如：

分數
7-8

支持禁令的論點：
 未滿 18歲人士的身體正在發育成長 ， 部分整形外科手術方
式可能不適用於他們；
 未滿 18歲人士可能未夠成熟 ， 不足以作出這類與其身體有
關的重大決定，而且未能理性評估手術的風險及後果。他
們可能易於受到同輩及／或名人影響；
 部分家 長 可 能 沒 有 所 需 的 知 識 ， 就 其 子 女 應 否 接受整形外
科手術 作 出 明 智 的 決 定 。 因 性 格 上 較 弱 勢 的 家 長可能受子
女施壓而准許子女接受整形外科手術；
 整形外 科 手 術 有 其 風 險 因 素 ， 因 此 有 需 要 立 法 ， 藉以向青
年人及其家長傳遞清晰信息以示其風險及不當之處等
27

卷一第二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對整形外科手術的需要是個人的，在某些情況下可能
難以確定整形外科手術是否「醫療上非必要」；
 未滿18歲人士是否該進行整形外科手術是青年人個人
成長的家庭／個人課題；確保子女的健康和安全也是
家長責任，而非政府／法律的責任；
 禁令可能使許多未滿18歲人士前赴外地接受整形外科
手術，當地的費用／風險或會高於香港；
 禁令可能促使人們尋求非法途徑進行整形外科手術，
間接增加手術風險等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7-8

反對禁令的論點：：

28

卷一第二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
3-4
 嘗試就部分資料和他／她所知，論證他／她對立法禁止
手術的立場，但論點欠清晰／一致性，部分佐證可能毫
不相干或使用不恰當；傾向籠統解釋禁令的利或弊，深
度不足及欠詳盡；對相關的知識和 念只有片面認識，
或只能作簡單的應用﹕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表達不一定清楚
 未能表明清楚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1-2
 指出一些整形外科手術的利及／或弊；嘗試展示其立場，
但有限度／不恰當運用資料及其所知；或沒有嘗試利用
資料解釋；內容含糊及流於片面，例如：以錯誤的自我
形象／自尊／朋輩壓力／個人自由／立法等 念作解釋，
運用不相關／不恰當的例子／資料作闡述
 答案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29

Paper 1 Question 3

30

Related concepts
Caring for the
living and
non-living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ctors
limitations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Tourism
Quality of life

Local &/vs global
thinking
& action

Globalization



impact
responses

Cultural diversity/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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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1 Question 3
(a) Describe 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shown in Source A and
suggest one potential benefit that might arise from the trends. Explain
your answer.
(4 marks)

Analyse the
table
Compare,
Relate, deduce

Use the figures
to describe (the
changes)






tourist activities
social &
economic
conditions
government’s
response

Explain the
potential
benefi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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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s

 identifies and clearly describes the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4

tourism as reflected in Source A, e.g. a continue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increased continuously from 1990
to 2012 (the number in 2012 is nearly 2.5 times that of
1990), exceeding 1 billion in 2012; there is a great
increase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receipts from 1990 to
2012 (the receipts of 2012 is about 4 times that of
1990), etc.;
 explains clearly and logically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s
deduced from Source A, e.g. economic: the creation of
new jobs (e.g. providing services to tourists) and
enterprises (e.g. hotels, travel agencies); mor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e.g. road networks, airport
facilities), etc.
 provides a well-structured and clear elaboration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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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s

• identifies the trends but describes briefly with

2-3

•
•
•

the source
identifies a potential benefit from Source A,
but does not explain fully or with sufficient
clarity
describes briefly some of the figures, but
some of the descriptions may not be correct
identifies one or does not identify any
potential benefit and the explanation is too
partial, and may not draw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ur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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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1 Question 3

(b)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urces provided, identify and
explain two global concerns arising from 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you described in (a). (8 marks)

35

Paper 1
Question 3

Global problems:



Data—
tourists,
receipts

what is worrying
why does it deserve
global attention(effects,
extent)

Analyse,
generalise,
conceptualise,
explain

CO2

Tourist
activities

Cases of tourists’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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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s

 clearly identifies and explains in detail two global concerns

6-8

arising from 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urces; show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an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concepts
(e.g. cultural diversity, quality of life); may draw upon some of
the points below or any other appropriate alternatives, e.g.:
 Environmental impacts: increasing emissions of CO2 caused by
tourists (as shown in Source B) may aggravate global warming;
therefore, how to use energy efficiently or the possibilities of
alternative energy resources to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energy use (e.g. on transportation) are becoming important;
 Impacts on cultural heritage: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ourists in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here may be damage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rowds of tourists may affect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culture heritage (from Sources B and C);
hence enhancing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will be a global concern;

37

P1 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Culture clashes: tourists may fail to respect local customs, moral
values and regulations due to ignorance or carelessness (as shown
in Source C); stereotyping and anti-tourist attitudes may grow
among local people; enhanc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ourists and local residents is necessary;
 Conflicts over resource usage: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ourists, local residents may enjoy less local resources due to
tourism development; conflicts on land use may arise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facilities (e.g. hotels, new tourist spots); a
surge in hotel room rates and prices of commodities might be
brought about (from Sources A, B and C); there may be more
requests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a good balance between
developing tourism and maintaining quality of life for local
residents;, etc.;

Marks

6-8

 draws appropriately on the sources to provide a clear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ends and the
global concerns
 provides a well-structured, clear and in depth elaboration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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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entifies and explains two global concerns

•

•

Marks

3-5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urces an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knowledge and
concepts, but the analysis might lack detail in
parts/ tends to focus on certain perspectives;
or may not generalise the concerns; or
identifies clearly one global concern and
explains ful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urces
makes use of some points of relevance in the
source, but not comprehensively
provides a well-structured elaboration,
though it might lack clarity/ detail in parts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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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entifies and attempts to elaborate on one

•
•

Marks

1-2

concern, but the explanation is partial;
attempts to describe briefly some problems
related to tourism, which may not be global
or relevant; identifies one or two global
concerns but makes no attempt to explain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urces
uses the sources in a limited manner or
sometimes inappropriately
gives a superficial answer with little
organisation/ without focus; expresses
his/her ideas vaguely
40

卷二 Pap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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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表現和選答百分比
Q1-Q3平均分 (Mean sco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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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5

40.5

37.3

百分比 (%)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Q1

Q2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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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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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一題
試題內容:資料
兩則評論文章
A. 有關香港新聞自由的調查和報告，以及新
聞自由程度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B. 新聞自由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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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卷二第一題
相關概念

生活素
質
權利/
責任

管治

矛盾/
和諧

新聞自
由與管
治效能

社會政
治參與

機遇/
挑戰
開放/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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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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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行為/現
象/調查/言論

•
•
•
•
•
•
•
•

概念化 & 論
證

採訪安排，不同傳媒機構受不同的待遇
經營成本/競增激烈/收入來源/媒體結業
新聞從業員受襲擊/傳媒機構受抗議
政治人物對傳媒報道內容和處理新聞手
法的言論
執法人員/政治參與者對採訪記者的行為
新聞工作者的看法(例如調查結果)
傳媒的的報道手法和質素/市民的反應
……

因素

•
•
•
•
•
•
•

商業/政治考慮/利益
暴力威嚇
資訊內容和發放方式
核心價值/法律保障
傳媒操守
採訪空間和自由
……

46

卷二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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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論點需考生論證才可接受為因素，例如：
 自我審查有損新聞自由：自我審查乃傳媒行為而非因素，考
生應討論此行為背後之動機及其如何能影響新聞自由
 傳媒立場偏頗有損新聞自由：同上，傳媒有其立場可能反而
是有新聞自由的表現，應指出該立場背後是否受非新聞專業
因素所操控
 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影響新聞自由：三者性質類近，非因果關
係
 中央/特區政府不喜批評聲音，因而打壓傳媒：流於主觀及陰
謀論，需有實質例證，如政府選擇性新聞發布、警方執法對
記者採訪 的影響(如「黑影」論)等

47

卷二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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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新聞自
由

提升?+論證

香港政府的管治
效能

呈現於
• 國際城市，資訊流通
• 自由/權利等核心價
值
• 司法制度與法律保障
• 傳媒專業和組織
• 市民訴求和監察
• ……

•

•
•
•
•
•
•

施政的有效和暢順度
對政府及其政策的認受性
對管治官員團隊的監察
市民的政治參與
社會的穩定性和廉潔程度
……

•
•
•
•
•
•

政府與市民的溝通／
信任
政策制定和落實
公權力的使用
社會穩定與政府施政
不同持份者的參與
監察和自我完善的機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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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一題(a)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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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自我審查)，深入及全面分析，指出及清楚詳盡
解 釋 可 能 影 響香 港 的 新 聞 自由 的 因 素 ； 可採 用 部 分 下 列或 其 他 恰 當
的要點。例如：
 政府提供給媒體的資訊(資訊發放)
 商業考慮
 暴力襲擊
 法律保障言論自由
 香港的核心價值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以 相 關 知 識 及概 念 指 出 及 解釋 影 響 香 港 的新 聞 自 由 的 原因 ， 但 部 分
解釋有欠詳盡／傾向某些角度；或未能歸納原因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也有欠詳盡的地方
簡 單 描 述 一 些原 因 ； 列 出 一些 有 關 影 響 新聞 自 由 的 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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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因 ／
香港的現況理解不足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分數
6-8

3-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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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一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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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多 大 程 度 同 意 該 說 法 ， 並 就 正 反 兩 10-12
方面，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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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新聞自由、知情權)，
例如﹕

同意論點：例如：



 由於公眾可透過新聞／大眾傳媒把其需要 更清晰地告知政府領導
者（例如﹕行政長官和政策局局長 ），因此高度新聞自由可使公
共政策更能回應香港公眾的需要；
 由於新聞／大眾傳媒可透過揭露政府的錯誤或醜聞 而更有效地監
察政府，因此高度新聞自由可減低香港官員濫用權力或行政失當
的機會；
 由於新聞／大眾傳媒可使 決策過程更具透明度 ，並增加政府和公
眾或持份者之間的溝通，因此高度新聞自由可加強香港政府政策
的認受性；
 高度新聞自由為多元或反對意見提供更廣闊的平台 ，供香港政府
考慮。結果是政府會在制定、實施、以及檢討政策時更為謹慎等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50

卷二第一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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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清楚及合乎邏輯地論證他／她有多大程度同意該說法，並就正反兩
方面，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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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新聞自由、知情權)，
例如﹕

不同意論點：例如：



 由於政府的組成並沒有充分的代表性 ，並不完全開放及接納公眾
意見，因此縱使高度新聞自由有助報道市民訴求 、政府的過失或
醜聞，公共政策亦未必可以回應公眾的需要；
 由於新聞界 難以獲取施政的限閱資訊及相關數據 ，因此高度新聞
自由在香港監察施政方面發揮微不足道的作用；
 低程度的新聞自由有時可能會 促進決策效率 ，那是因為非理性的
意見未能經由新聞／大眾傳媒表達，社會因而更容易達成共識；
 絶對的新聞自由或會容許 負面價值的傳播，破壞社會和諧。社會
可能會變得分化，社會穩定及繁榮或會受損害 。因此，政府的認
受性可能會遭削弱等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51

卷二第一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根據他／她所知，論證他／她有多大程度同意該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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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也有欠詳盡的地方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
嘗試就他／她所知 ，論證他／她有多大程度同意該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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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把討論焦點集中在新聞自由和管治效能的關係上 ；可能
不認同限制新聞自由會減低香港的管治效能 ，但只是提出其他削弱
管治效能的因素，而未有解釋不認同的原因 ；可能在討論中 甚少參
照香港的情境﹕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表達不一定清楚
未能明確表達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嘗試簡單解釋新聞自由／管治；嘗試就他／她所知 ，指出其立場，
但內容流於片面，例如： 運用錯誤 的管治／新聞自由／知情權 等概
念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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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數
7-9

4-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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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二題
試題內容:資料
兩則評論文章
A. 勞工處有關標準工時研究報告的內容、商
會對實施標準工時的關注和標準工時對香
港人生活素質的影響
B. 僱主與僱員間未能就標準工時達成共識

53

卷二第二題
試題內容: 提問
(a) 香港就標準工時這議題，如果要在主要
持份者之間達成共識，你認為有什麽障
礙？解釋你的答案。(8分)
(b) 資料A聲稱「標準工時對改善香港人的
生活素質是必要的」。你在多大程度上
同意這項聲稱？解釋你的答案。(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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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二題
相關概念

生活素
質
社會凝
聚力

互相依
賴

權利/
責任
標準工
時與生
活素質

公眾參
與

利益/
代價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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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二題
(a) 香港就標準工時這議題，如果要在主要持份者之間達成共識，你
認為有什麽障礙？解釋你的答案。(8分)
不同需要
分歧
收入/閒
暇/健康/
家庭生活

僱主

僱員

經營成
本/利
潤

勞工
界

共識
(接納/妥協)

商界
主要持
份者

僱員福
祉/勞
工權益

不同需要
分歧

投資環
境/相對
優勢

政府
香港整體競爭
力/施政重點/
政策優次/落
實問題

•需要
•利益
•代價
•價值觀
•…
分歧
(不認同/堅持)
56

卷二第二題
(b) 資料A聲稱「標準工時對改善香港人的生活素質是必要的」。你在
多大程度上同意這項聲稱？解釋你的答案。(12分)
• 「較短」或一般的
工時
• 超時工作工資
• 可能聘用較多員工 標準工時
• 財政影響: 營運成
本/薪金開支
• 勞工供應
• 工作效率/生產力

改善

生活素質

關係

•
•
•
•
•
•
•

身心健康
家庭關係
閒暇生活/興趣
個人社交生活
社會就業機會
經濟競爭力
勞資關係/社會
氣氛

必要的: 強/正的關係(例如)

非必要的: 弱/負的關係(例如)

工時與身心健康的關係

營運成本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係減少
就業機會

超時工作的「補水」與生活開支的關係

勞工短缺與香港競爭力的關係

工時長短與家庭生活的關係

「補水」超時工作與員工健康和家庭生活
關係

工時和生產力與香港競爭力的關係

(其他有助改善工作人口生活素質的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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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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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 入 及 全 面 分 析 ， 指 出 及 清 楚 詳 盡 解 釋 香 港 就 標 準 工 時 ， 要 在 各 6-8
主要持份者之間達成共識會遇到的障礙；可採用部分下列或其他
恰當的要點。例如：
 各主要的持份者會嘗試保護各自的既得利益；
 不同持分者組別之間和同一持份者組別之內存在不同意見，難
以找到展開對話的共同基礎；
 標準工時立法的技術性細節／詳情具爭議性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以 相 關 知 識及 概 念 指 出 及 解 釋 香 港 就 標 準 工 時， 要 在 一 些 持 份 者
之 間 達 成 共 識 會 遇 到 的 主 要 障 礙 ， 但 部 分 解 釋 有 欠 詳 盡 ／ 傾 向 某 3-5
些角度；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也有欠詳盡的地方
 嘗試描述一些與標準工時立法有關的問題；列出持份者就香港標
準 工 時 的 部 分 關 注 點 ， 並 可 能 遺 漏 一 些 重 要 的 持 份 者 ； 解 釋 不 足 1-2
或不完全正確／相關，運用膚淺的知識及概念，顯示對這些障礙
／香港的現況理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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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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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多大程度同意該聲稱 ，並就正 10-12
反兩方面，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能根據香港現時的情況
( 例 如 工作 對香 港 人 的重 要性 或 其 他影 響工 作 人 口生 活素 質 的更 重
要因素)，充分理解及恰當運用有關知識及 念(例如﹕生活素質、
現代生活模式、經濟競爭力、生產成本)，例如﹕

支持聲稱的論點：(標準工時對改善香港人的生活素質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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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時長引致壓力和健康不佳；
 工時長不利於達至良好的生活與工作平衡；
 香 港的 工作時數 大致 上比工業 發達 的地區較 長 。 引致壓力 的 長
工 時可 能 減低生 產力 。標準工 時 能 改善生產 力 及 提升香港 的 競
爭 力。 更多投資 者可 能會選擇 在香 港營商 。 香港 的 就業機 會 可
能會增加，改善僱員的物質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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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二題(b)評卷參考(摘要)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清楚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清 楚及 合乎 邏輯 地論 證他 ／她 有多 大程 度同 意該 聲稱 ， 並 就正 反 10-12
兩 方面 ， 提 供全 面及 具批 判性 的論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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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聲稱的論點：(標準工時對改善香港人的生活素質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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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工時會帶來重大的財政影響，損害香港的經濟競爭力；
 標準工時可造成香港勞工短缺；
 部分員工，為賺取以超時工作工資率計算的更高薪金而做更多
超時工作，生活與工作平衡的情況會進一步惡化。若藉增加員
工附帶福利以替代推行標準工時，可更有效地改善員工的健康
狀況等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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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評改準則
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根據他／她所知 ，論證他／她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該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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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也有欠詳盡的地方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
嘗試就他／她所知 ，論證他／她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該聲稱 ，但有
欠清晰 ／ 一致性；評估在狹隘範圍內的正反論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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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香港的情境﹕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表達不一定清楚
未能明確表達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列出標準工時帶來的好處及／或壞處，而未有就生活素質確切地
提出論點；嘗試解釋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不同意該聲稱 ，但內容
欠詳盡，也流於片面，例如：運用錯誤的生活素質／現代生活模
式／經濟競爭力／生產成本等 念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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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數
7-9

4-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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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Ques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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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concepts
Cultural beliefs/
values/
exchange/
appreciation

Identity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Soft Power &
Global Culture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Measurement of
national strength

Cultural
homogeneity/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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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Question 3

(a) Explain the effects that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s a
global culture, may have on its audiences. (8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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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 Analyse
the effects
• Justify

Nature:





Popular
Carrier
easy access to
different ages
large extent of
influence

Beliefs
Values
Behaviours

Lifestyles
Shared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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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Q3(a)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identifies and explains clearly and in detail the effects that the

6-8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s a global culture, may have on its audiences
with an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orld; shows the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knowledge and concepts (e.g. global culture, cultural beliefs/values,
appreciation, cultural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may draw upon
some of the points below or any other appropriate alternatives, e.g.:
 The popularity and easy access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s
products of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e. films, TV dramas,
music, stars, fashion styles, electronic products, food, history,
costum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to enjoy high visibility across global
audience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becoming shared knowledge
among global audience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The “knowledge” about these global cultural products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ulture is not simply factual information, but
is also the potential carrier of cultural values, beliefs, and views
about the world. These ideological beliefs can be transmitted to
global audiences in an attractive and entertaining manner through
the popular cultural products which enjoy enormous appeal. Given
the wide variety of these cultural products, the breadth and width
of global audience reached can be substa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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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Q3(a)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The popularity of entertainment and cultural products will
establish a homogenous global identity in the mind of global
audience (who are consumers of these products) as trendy, stylish,
rich, attractive products, and thus being admired and followed in
the audience’s daily practices;
 One of the direct results of the admiration of these entertainment
and cultural products will be collective consumer behaviors, e.g.
the purchase of related products (food/fashion/electronic
equipment), tourism, and even an imitation of the practices and
adoption of the beliefs;
 The audiences may understand a culture in a simplistic and
stereotyped manner as portrayed by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s a result, the cultural heterogeneity of a place will be
overshadowed, etc.;

Marks

6-8

 provides a well-structured, in-depth discussion, demonstrating a
high level of cri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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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Q3(a)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 identifies and explains the effects that the

Marks
3-5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s a global culture, may have on
its audiences with som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concepts, but the explanation lacks sufficient detail/
tends to focus on certain perspectives
• provides a well-structured discussion, demonstrating
some evidence of critical analysis, though it might lack
detail in parts

• attempts to explain briefly global culture/ some effects

of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without making reference
to global culture;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which is
partial/ may not be all correct/relevant, by applying a
superficial level of knowledge or concepts, indicating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world
• gives a shallow discussion with little organisation/
without focus; expresses his/her ideas vaguel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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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2 Question 3

(b) ‘Soft power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for governments
to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 in the world.’ Do you agree
with this view? Explain your answer.
(12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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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 Power

Hard Power

e.g. culture,

e.g.
economic,
military
strength,
technology,
resources

ideology,
institutions,
diplomacy,
innovation

Effectiveness ?
Assess
Justify

Criteria for assessment e.g.
Reliable?

Adverse
effects?

Direct
influence?

Long-term?
Short-term
influence

Degree/
extent of
influence

Governments’ Influence in the world
e.g. image, market contro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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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presents his/her stance clearly and consistently
10-12
 justifies clearly and logically whether he/she agrees with the statement
by comparing with other ways for governments to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 in the world; formulates his/her arguments on the basis of a
detailed and critical evaluation regarding perspectives for and against
the statement; show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an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concepts (e.g. cultural
influences, cultural flows, national strength)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world, e.g. Points of agreement:
 Soft power wins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which is beyond
rational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soft power over the
audiences is not concrete, and cannot be measured by hard facts.
This ambiguity of soft power leaves a strong impression o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audiences, and is not easy to take away.
The strong impressions (usually positive) on the audiences over e.g.
the entertainment/ communications/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will create a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in the audiences with other
aspects of the culture (i.e. its history, policies, traditions, customs,
etc.) via this soft power, and this increases the overall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ulture concerned. A positive image cannot
be easily established by economic power and military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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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Points of agreement: e.g. Con’t

Marks
10-12

 Soft power is usually exercised via the attractive and appealing
products of the entertainment,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such as movies, fashion, food culture, cultural tourism,
communication softwares, etc. It is an easy entrance to reach
different age groups (from children to teenagers and adults), thus
the groups concerned can be very large. On the other hand, not
all age groups are interested in the military power of a
government;
 The soft power via the entertainment/cultural/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very often leads to changes in behavior, such
as the purchase of products introduc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the
audiences because of the entertainment/cultur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they enjoy. This is an actual increase in
economic benefits to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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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Q3(a)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Points of disagreement:
 Soft power, because of its nature being exercised through cultural
products, entertainment communications/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etc., is more indirec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touch on the
essential aspects of people’s life/ society, such as finance, the military
or politics. So even if governments provide support to these industries,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increase thei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 a globalized world. Strengthening the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etc is a more direct means to increasing a country’s global influence;
 The “real” power of governments lies in the economic strength,
political influence, military streng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These are tools for governments to have an immediate,
more effective and direct influence over the globalized world;
 Soft power is usually exercised through cultural influence (e.g. via the
entertainment/ cultural industry), which is susceptible to changes in
trends, fashion, ideologies, etc., undergoing processes that are not
easy to quantify. This makes the exercise of soft power unstable and
unreliable, etc.;
 provides a well-structured, in-depth discussion, demonstrating a high level
of critical analysis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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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 presents his/her stance, but possibly with
•

•

insufficient clarity
attempts to justify his/her position by basing
answer on his/her knowledge, but lacks
clarity/ consistency/ without a comparison
with other ways for governments to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 in the world; shows partial
understanding or is only able to apply
relevant knowledge and concepts in a basic
way; may make little reference to the world
context in the discussion:
provides a somewhat shallow discussion,
which is not well structured, and does not
always articulate his/her ideas clearly

Marks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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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Q3(b)Marking Guidelines (Abstract)
Suggested Marking Guidelines

Marks

• exhibits no clear stance and may put forward

1-3

•

•

contradictory arguments
attempts to explain soft power/ global
influence of a government/ other ways for
governments to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his/her knowledge, but
the explanation lacks detail and is partial e.g.
explaining with a wrong concept of cultural
influences/ cultural flows/ national strength,
using irrelevant examples/ information for
illustration, etc.
gives a shallow discussion with little
organisation/ without focus; expresses
his/her ideas vagu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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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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