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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Domain 

No. of 
marks to be 
submitted 

Weighting 
(%) 

Mark 
range 

Max 
mark 

Subject 
% 

Mark 
Moderatio

n 

Problem 

Defi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oncepts/ 

Knowledge 

1 3 (30%) 0-9 27 6% Yes 

Explanation and 

Justification 
1 5 (50%) 0-9 45 10% Yes 

Presentation and 

Organisation 
1 1 (10%) 0-9 9 2% Yes 

Initiative 1 1 (10%) 0-9 9 2% No 

Total 4 10 (100%) 9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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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現行模式有何相同 /相異之處? 

 

2. 舊模式的教材可如何善用於新的模式中，以減少
工作量? 

 

3. 新的模式如何更有效結合筆試，令整體課程有更
佳的整合? 

 

4. 如何有效善用「過程」習作，避免學生運用二手
資料時流於複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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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立場 
 根據資料提供理據及討論角度 
 與筆試的評論題類近 



1. 發掘題目工作紙   -> 完成 A, B 

       計劃書                 

 

1. 數據 / 資料整理   -> 完成C 

 

2. 討論工作紙          -> 完成D 



 今日香港 (例如社會政策、文化承傳) 

 能源科技與環境 / 公共衞生政策 

 個人成長單元 

 

 提供具文本分析特性的資料 (與本校的剪報評析
論同):  

1. 相關概念 

2. 提供一個角度分析及理據  (爭議點) 

 

 



 



 近年，「暴走媽媽」和「賣腎」等諸多類似事件經媒體廣泛報道，
由此引發了公眾對器官移植問題的極大關注。即使發展成熟的器
官移植技術挽救了一些患者生命，但若無人體器官捐贈，器官移
植基本上無從談起。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是目前中國規管器官捐贈的法例。實施6年
來，器官捐贈雖獲得了一定程度發展，但各種問題相繼浮現並帶
來很多社會問題。 

  
 器官捐贈在中國雖然得到一定程度發展，反對者認為現時在捐贈
方面存一定的問題，其問題有： 
 

 1. 器官移植導致犯罪頻發。由於巨大的器官需求和有限的器官供
給的失衡，非法獲取器官、違法洩露器官供體和受體資訊、無資
格未經授權私自進行器官移植、買賣走私人體器官等犯罪活動不
斷湧現。 
 

 資料來源: 文章名稱：器官捐贈生死接力  (登載日期：2013年6月
24日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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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庫內的基本文章 

 

 學生需要額外找三篇: 

◦ 2篇: 提供其他角度文本資料 (其中一篇可用資
料庫文章) 

◦ 1篇: 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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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場 
 

2. 角度: 哪些角度分析和有什麼準則評鑒/衡量 (發掘工
作紙丙部)  
 

3. 論點: 立場同意與否的主要原因和可能影響 (發掘工
作紙丙部) 
 

4. 引用資料 + 說明: 有什麼證據支持你的立場 
 

5. 總結: 有何建議/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