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日報
《通six》模擬試卷2018「卷一」評分參考
本卷解題片段請到ls.hket.com收看。
第1題
(a) 參考資料A及B，指出及解釋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造成的兩個影響。(6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考生


能夠詳細並準確指出及解釋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造成的兩個影響，

5–6

包括：
 旱災會引致農作物歉收，農產下降使糧食不足，可能會引發飢荒。發
展中國家若遇上持續乾旱，容易缺乏水資源。當農業用水不足時，一
些耗水較多的主要糧食如水稻等可能會減產。當本地糧食供應不足，
加上缺乏財力進口糧食，便可能出現大規模的飢荒，營養不良現象隨
之出現。旱災亦有機會使可飲用的潔淨食水受土壤等污染。（資料
A）
 氣候變化下的氣象災害，會直接引致人命傷亡及傳染病的散播。全球
於 2008 至 2014 年間，因極端氣溫、風暴及泛濫而移居的人數高達
1.5 億人，他們被稱為「氣候難民」。氣候變化會使上述的氣象災害更
為頻密，影響人類健康。例如熱浪會誘發呼吸道疾病人士哮喘；降水
量增加引發的泛濫，會令經水傳播的疾病如霍亂頻生。（資料 B）




全面及準確地引用資料 A 及 B 作解釋。
深入、清楚和詳盡地解釋所述影響；並妥善利用概念、知識及例子
作說明。
答案結構嚴謹而深入。




簡單描述香港在全球競爭力的表現。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的部分資料，但欠全面。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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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的與題目毫不相干。

0

(b)「國際合作能有助解決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此說法？

參考資料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8 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清楚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廣泛及適當地使用資料及相關知識和概念。
詳細和深入分析國際合作能 / 不能有助解決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
戰。
從正反兩面提出清楚和合邏輯的理據，討論非常深入。
討論結構嚴謹，分析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7–8

考生






同意論點：（國際合作能有助解決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技術支援交流
面對旱災及其他因氣候反常帶來的自然災害，已發展國家可為發展中
國家提供耐旱作物種子等農業技術支援，以及興建防波堤等基建，紓
緩糧食不足及遷出低窪地區的影響。（資料 A、B 及就你所知）
 分擔減排責任
無論已發展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有參與國際間的氣候峰會，一致
認為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透過「碳交易」等措施減低總碳排
放量，從全球的角度解決氣候變化問題。（資料 C）
 人道救援服務
國際非政府組織如樂施會，針對氣候變化下旱災所帶來的糧食歉收，
推動緊急救援服務，如提供清潔食水、應急食物及營養價值較高的肉
食。
（資料 A、B 及就你所知）
 共同發展新能源
因應簽署氣候變化協定，不同國家都須減少燃燒化石燃料以求降低其
本國的碳排放量。國際間可合作推動發展生物質能及可燃冰等新能
源，以減低開發及使用新能源帶來的額外成本。（就我所知）
不同意論點：（國際合作無助解決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國際政治考量
在世界權力不平衡的情況下，大國的話語權較高。而氣候變化的影響
如旱災引致糧荒、氣候難民遷移等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已發展國
家因本國經濟考量而對減碳顯得不太積極。（資料 A、B 及就你所
知）
 援助力度不足
已發展國家縱使在國際協定上答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以發展
減碳技術，但實際支援比原先協議的每年 1000 億美元少 300 多億美
元，使發展中國家解決氣候變化的資源不太充足。（資料 C）

 減排責任爭議
縱使不同國家同意有「共同」責任解決氣候變化，但一直未達成共
識：已發展國家如美國認為部分發展中國家碳排放比她們更多；發展
中國家如中國認為已發展國家在減碳上有更多歷史責任。（資料 C）
 經濟先於環保
部分國家因考慮減少碳排放會影響經濟，特別是工業發展，而退出早
已簽訂的氣候變化協議。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退出前總統奧巴馬
有份簽訂的《巴黎協定》，以保障本國工業生產。（就我所知）



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適當地運用資料及相關知識和概念，但未能全面運用資料。





基本分析國際合作能 / 不能有助解決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從正反兩面提出合理的理據，但討論稍欠全面 / 欠深入 / 欠證據 。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分析，但有欠詳盡。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夠清晰。
只能運用有限的資料及相關知識和概念，或有時不恰當。




沒有或少有從正反兩面分析，只單向地討論國際合作能 / 不能有助
解決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能提出了一些理據，但有欠詳細及 / 或不清晰。




討論角度較少，論證時少有或未能提出一些判斷應否採用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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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少運用資料及相關概念，或錯漏較多。
嘗試解釋，但流於片面 / 前後不一致 / 運用不正確知識 / 沒有根據。
討論欠深入，結構鬆散 / 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的與題目毫不相干。

5–6

3–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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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題
(a) 就資料A及B，指出及解釋近年中國共享經濟崛興的兩個因素。(6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考生


指出及清楚解釋近年中國共享經濟崛興的兩個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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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科技因素：資訊科技發展快速，如互聯網、應用程式、社交平台等，
中國人民可隨時隨地與其他人交換消息，資訊廣泛流通，令閒置資源
或技能得以重新協調，造成共享經濟的冒起。（資料 A）
 政策因素：：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共享經濟，如自 2016 年起，共享經濟
連續兩年寫入中國政府報告，2017 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更下達了
《共享經濟發展指南（徵求意見稿）》，足見中國政府致力推動共享經
濟，令這種新經濟模式隨之而興。（資料 A）
 思想因素：亞洲的人民願意分享個人物品的比率是 78%，較全球平均
比率 68%為高；亞洲人民願意使用別人分享的物品比率為 81%，較全
球平均比率 66%為高。由此可見，中國人民對共享消費的理念頗為認
同和接受，令共享經濟的發展方興未艾。（資料 B）
 能適當及全面地運用資料 A 及 B。
 答案結構嚴謹，表達清楚且深入。


嘗試就資料內容歸納出兩個因素，但解釋不充分或欠清晰；或只能清
楚指出及充分解釋其中一個因素；能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但部分分

3–4




析欠詳盡。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中部分相關的要點，但不全面。
討論結構嚴謹，但也有欠清晰 / 詳盡的地方。





就近年中國共享經濟的崛興，只嘗試提出一個簡單的解釋；或指出一
個不相關的因素；或指出一個 / 兩個因素，但不大準確，也沒有嘗試
就資料加以解釋。
只能運用有限資料，或有時並不恰當運用資料，例如因素與資料內容
不一致。
答案欠深度，結構鬆散 / 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未能指出任何特點 /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1–2

0

(b)「共享經濟的流弊超出其好處。」以上資料是否支持這看法？解釋你的答案。（8 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考生




清楚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能正確、適當及全面地運用所提供的資料，以解釋資料是否支持該看
法。
就兩項資料的相關要點和他們的知識及概念（如：城市管理、個人私
隱、經濟發展、社會問題、生活素質等），清楚有理、詳盡及合乎邏
輯地解釋資料有多大程度支持該看法；充分理解及恰當運用有關知識
及概念；就資料顯示共享經濟的利弊及資料的證據的局限，提供全面

7–8

及具批判性的論證，例如：


運用資料中的相關要點，清楚及詳細地解釋其論據；可用部分下列或
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例如：

支持這看法論點（共享經濟的流弊超出其好處）
 共享經濟或會令新經營者不斷加入，令物品供應量過多，導致資源浪
費的現象。資料 A 顯示，共享單車在 2017 年近 20 家品牌的投放總量
可能超過 2,000 萬量，這些單車報廢後，會產生近 30 萬噸廢金屬。
 共享經濟的用戶並不是擁有產品，而是租借物品，用戶因而對物品不
會愛惜，甚至遺棄、破壞物品。資料 B 顯示，在亞洲願意使用別人分



享物品的比率為 81%，反映中國人民可能缺少對物品的擁有感，因而
出現隨意丟棄、胡亂使用物品的現象。資料 A 顯示，共享單車在國
內多個城市出現胡亂停放、惡意損毀的情況，令城市管理產生很多問
題。
共享經濟的經營者透過互聯網獲取大量用戶的個人資料，但這些資料
的利用、保存、監管等方面卻成疑，個人私隱的保障受到挑戰。資料
A 顯示，手機用戶在登記個人資料以取得共享物品後，自己的私人照
片、文件被盜取。

不支持這看法論點（共享經濟的好處超出其流弊）
 共享經濟帶動實體經濟發展，其經營者為生產者創造大量需求，並為
勞動者提供大量就業機會。資料 A 顯示，共享單車為傳統單車廠商
帶來了大量車輛和零配件訂單。2016 年共享單經濟中參與提供服務者
約 6,000 萬人。
 共享經濟透過互聯網把閒置資源重新調配，為國家解決了部分社會問
題，如交通擠塞、環境污染等。資料 A 顯示，共享單車的出現滿足
了人們短距離出行的需求，舒緩交通擠塞、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








共享經濟逐漸滲透各行各業，其業務範圍愈來愈廣闊，提升人們生活
素質，深受廣大市民所認同和接受。資料 B 顯示，在亞洲願意使用別
人分享物品的比率為 81%，較全球平均 66%為高，可見中國人民的消
費觀念，促進共享經濟全面化。資料 A 顯示，共享經濟的項目眾
多，如餐飲住宿、物流快遞、生活服務、醫療保健等，可知共享經濟
走向多元化，對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質大有助益。
討論結構嚴謹、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方向。
表明立場，立場前後一致。
能正確及適當地運用所提供的部分資料。
以所提供的資料和他們所知，論證資料有多大程度支持該看法，但欠
全面 / 有欠深入的地方；理解及適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
能運用資料中部分相關要點，解釋支持或不支持看法的論據；可用部
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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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夠清晰。
運用部分所提供的資料，但未能正確使用。
就資料和他們所知，嘗試論證，但有欠清晰 / 一致性 / 沒有衡量利
弊；對相關的知識和概念只有片面認識，或只能作簡單的應用；只基
於流弊 / 好處的數量論證資料是否支持該看法。
嘗試運用部分以上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建立論據，但解釋欠深入。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表達不一定清楚。

3–4

1–2



未能明確表達立場，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未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解釋資料是否支持該看法；可能根據所提供
的資料作出一些錯誤的結論。
指出 / 列舉數項流弊及好處，嘗試就其所知解釋其論點（參考部分或
沒有參考資料中的相關要點），但解釋流於片面，運用不相關 / 不恰
當的例子 / 資料作闡述等。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 / 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未能提出任何問題 / 沒有嘗試作作答。
所答與目毫不相干。







0

第3題
(a) 根據資料 A，指出及說明香港市民面對的房屋問題。(6 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考生：


能準確指出並引用數據說明市民面對的兩項房屋問題，包括：

5–6

 公共房屋的供應未能滿足住屋需求。
 市民的入息水平追不上樓價的增幅。


能準確指出並引用數據說明市民面對的一項房屋問題；或能粗略地指
出並解釋市民面對的兩項房屋問題。

3–4



能夠大致描述數據顯示的房屋問題。

1–2




沒有指出任何問題。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0

(b)「香港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不善導致市民的生活素質下降。」你是否同意這一說
法？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8 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考生：



能清楚表明立場。
能根據資料及其知識解釋立場：

7–8

同意論點：（香港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不善導致市民的生活素質下降）
 清楚及充分解釋香港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有何不善及如何導致市民的
生活素質下降，例如：
 政策失效導致租金和樓價持續上漲，加重市民的經濟負擔。
 公共房屋供不應求，導致市民入住環境惡劣的劏房等。
 發展商囤積土地，私樓價格持續攀升，市民置業困難。
不同意論點：（香港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不是導致市民的生活素質下降的因
素）
 清楚及充分解釋香港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並無導致市民的生活素質下
降，例如：




政府政策如雙重印花稅等有效打擊炒樓等，令樓價攀升的投機活動。
成立委員會來覓地建屋，回應巿民的房屋訴求。
其他因素如外來投資者 / 內地熱錢流入推高樓價，市民置業困難及供款



負擔重。
討論深入，結構嚴謹，表達十分清楚。





能大致表明立場。
能大致根據資料及其知識解釋立場。
能大致解釋香港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不善導致市民的生活素質下降 / 政
府的房屋政策並無導致市民的生活素質下降；或由其他因素造成。
討論尚算深入，結構尚算嚴謹，表達尚算清楚。

5–6

3–4



立場含糊不清。
嘗試根據資料及其知識解釋立場：
嘗試解釋香港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不善導致或沒有導致市民的生活素
質下降，但沒有提出理據及佐證。
討論深度一般，結構未夠嚴謹，尚能達意。





立場不清晰，並可能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嘗試根據其知識或所提供的資料解釋立場，但解釋過於片面。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鬆散，表達含糊不清。

1–2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