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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題
(a) 你認為有什麽因素可能阻礙青少年成為職業電競選手？解釋你的答案。(8分)
建議評改準則
考生
 深入及全面地分析可能阻礙青少年成為職業電競選手的因素。
 透過討論不同角度分析阻礙青少年成為職業電競選手的因素。
 能充分理解及恰當地運用相關知識、例子、概念等，論據充足，內
容充實。
阻礙青少年成為職業電競選手的因素
 學業因素：青少年多處求學時期，參與電競活動會影響學業成績，未
能投入參與。
 家庭因素：傳統觀念認為勤有功，戲無益，家長大多認為電競是沉迷
打機，反對子女參與。
 就業前景：電競行業發展屬初階，收入未必理想，且選手退役年齡
早，職業缺乏保障，相關技巧對轉行幫助又不大，青少年因此卻步。
 社會觀念：電競被社會負面標籤，為網絡沉溺，是宅男 / 女及隱青的
溫床，影響青少年參與；也不利社會提倡此活動。
 行業發展：電競行業需一定資源配套，如合適競賽場地，但部份地區
欠缺土地，政府又支援不足(可舉香港發展現況作例子) ，難以舉辦大
型賽事，推廣困難。
 討論深入，結構嚴謹，表達十分清楚。
 大致指出一些可能阻礙青少年成為職業電競選手的因素。
 有嘗試分析可能阻礙青少年成為職業電競選手的因素，但部分解釋
欠詳盡，或傾向某些角度，或欠缺歸納不同層面的影響力。
 基本認識相關知識和概念，並能加以應用。
 討論結構嚴謹，但也有欠表達 / 詳盡之處。
 未有分析可能阻礙青少年成為職業電競選手的因素。
 解釋不足 / 不完全正確 / 不太相關。
 運用膚淺的認識和概念，甚或認識不足 / 未能應用。
 討論欠缺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未能指出有何影響因素 /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的與題目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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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評估電子競賽產業化對香港人的生活素質的影響。論證你的答案。 (12 分)
建議評改準則
考生
 表明立場，非常清楚和合理，前後一致。
 能就香港目前情況，準確、恰當和全面地運用相關知識及概念。
 清楚有理及合乎邏輯地討論電子競賽產業化對香港人生活素質的不同
影響。
 就正反兩方面分析，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

分數
10 – 12

正面影響
 電子競賽產業化可以創造商機，有聘請主播、教練、經紀人、市場推
廣、技術研發等需求，增加就業機會，帶動本港經濟發展。
 電子競賽產業化可以改善經濟。電競業有相當吸引力，定期舉辦大型
賽事不但吸引外國旅客，帶動消費，更提升相關行業收入，港人經濟
生活質素因而改善。
 電子競賽產業化創造的就業機會適合年青一代，有助就業途徑多元化
和產業發展均衡化，令青少年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
 不少青少年熱愛電子遊戲，其產業化令參賽者可追求人生理想，更可
滿足觀眾娛樂消閒所需，有助提升彼此精神方面的生活質素。
負面影響
 電子競賽產業化會推動打機風氣，青少年或因此沉迷電玩，影響學
業，或引致親子衝突，影響其學習和家庭生活。
 電子競技發展在本港屬起步階段，欠缺相關專才，且市民認識不足，
作為新興行業成本不少，風險亦高，未必可帶動就業機會和收入提
升。
 有人認為電子競技是青少年新出路，但現實上能拿高工資者只是少
數。本港初入行底薪一般為 6,000 元，有經驗約 8,000 元，從業員的
社會流動性成疑，難以提高生活質素。
 選手的職業生涯和運動員一樣有限，以講求反應的射擊遊戲為例，選
手黃金時間只能維持至約 23 至 24 歲，之後須面對轉業問題，生活質
素難有保障。
 討論結構嚴謹，分析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表明立場，且前後一致。
 能就香港目前情況，理解及運用適當相關知識及概念，但或有不全
面的地方。
 清楚有理地討論電子競賽產業化對香港人的生活素質的不同影響。
 有嘗試從正反兩方面分析，但論點或不全面，或未能在討論中充分
利用具體例子解釋。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思考，但有欠詳盡之處。
 表明立場，但可能不清楚。
 能運用部分所提供的資料，但不一定正確使用。
 嘗試就資料和他們所知，論證他們的立場，但有欠清晰 / 一致性
 對相關的知識和概念只有片面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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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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根據所提供的資料作出一些錯誤的結論。
嘗試就其所知解釋其立場(參考部分或沒有參考資料中的相關要
點) ，但解釋流於片面 / 不相關 / 不恰當。
討論欠深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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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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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題
(a) 解釋資料提及的人口現象可能會為香港帶來哪些社會問題？試加以討論。 (8分)

建議評改準則

分數

考生
















深入及全面地分析人口膨脹、人口老化、女多男少等現象可能會為香
港帶來的社會問題。
透過討論不同角度均衡地分析人口膨脹、人口老化、女多男少等現象
帶來的問題。
能充分理解及恰當地運用相關知識、例子、概念等，論據充足，內容
充實。
人口膨脹：引致房屋需求增加，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更為嚴重，高樓
價和高租金問題惡化，影響民生和香港競爭力。
人口膨脹：導致各種公共設施或基建配套不足，未能應付社會所需，
市民生活會有所不便，生活質素遭受影響。
人口老化：導致撫養比率下降，家庭養老負擔增加，家人心理壓力大
增，家庭入不敷支，各種有關老人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如：獨居老
人、長者貧困等) 。
人口老化：導致政府養老方面的開支增加，如老人津貼、醫療開支；
亦影響其他方面的服務（如教育），社會資源分配失衡，或引發爭拗，
出現社會不和諧。
女多男少：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女性找伴侶困難，形成婚姻擠壓，令
遲婚和不婚的現象盛行，傳統中國家庭觀念 / 社會婚姻觀念漸漸瓦
解。
女多男少：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女性找伴侶困難，形成婚姻擠壓，出
生人口因此放緩，加劇人口老化。
討論深入，結構嚴謹，表達十分清楚。
大致指出人口膨脹、人口老化、女多男少等現象可能會為香港帶來的
社會問題。
有嘗試分析人口膨脹、人口老化、女多男少等現象帶來的問題，但部
分解釋欠詳盡，或傾向某些角度，或欠缺歸納不同層面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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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認識相關知識和概念，並能加以應用。
討論結構嚴謹，但也有欠表達 / 詳盡之處。
未有分析人口膨脹、人口老化、女多男少等現象可能會為香港帶來的
社會問題。
簡單描述一些影響。
解釋不足 / 不完全正確 / 不太相關。
膚淺的認識和概念，甚或認識不足 / 未能應用。
討論欠缺深度，結構鬆散，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未能指出任何影響 /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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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施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是港府應對老年人口增加的最有效方法。」你是否同意
這看法?解釋你的答案。 (12 分)
建議評改準則
考生
 以清晰有理的論據深入和詳細地討論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是否應對老年
人口增加的最有效方法。
 透過不同角度，非常平衡地比較全民退保與其他方法的利弊，深入分
析何者是最有效，並提供全面及具批判性的論證。
 就香港目前的情況，深入認識相關知識和概念，並全面及準確應用，
論據充足，內容充實。
同意論點（實施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是港府應對老年人口增加的最有效方
法）
 就資料所見，新生人口不多，子女負擔重，難以家庭養老，須政府介
入，提供老年金，方可保障長者經濟上所需，從經濟上效果最有保
障。
 現有 30 萬名赤貧長者，有了全民老年金，便可應付日常支出，能有效
保障長者生活質素，解決老年人口上升問題。
 全民退保是所有 65 歲或以上長者都可享有，不用入息審查，財富再分
配，且即時生效，能改善現時長者貧窮問題，效用最有即時性。
 有人說養兒防老傳統觀念更有效，但現已過時，只靠子女自覺性，行
之者少，故獨居老人比比皆是，足見可行性低；但老年金有即時性和
可行性上優點，效用更顯著。
 相比長者生活津貼和綜援，前者金額不足，後者申請資產門檻高，不
少長者未能受惠，惟有全民退保最有全面性，能協助應對老年人在生
活、醫療等需要，是最有效方法。
不同意論點（實施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不是港府應對老年人口增加的最有效
方法）
 就資料所見，老人日多，新生人口不多，政府負擔重，財政上難長遠
維持。日後被逼取消，長者的退休生活質素一樣無法保障，長遠並非
最有效。

分數
10 – 12

 全民退保無入息審查，貧富皆可領取，反而浪費珍貴的社會資源，用
於有需要長者身上的資金反而因此減少，對貧窮長者反而不利，未能
有效應對老年人口上升問題
 全民退保爭議性大，商界反對聲音強，社會要取得共識需時，反而不
及改善長者生活津貼和綜援更快可以實行，所以退保難以應對老年人
口增加的問題。
 養兒防老傳統觀念合乎中國孝道精神，歷史悠久，港人易接受，可行
性高，能夠保障精神上和物質上的生活質素，反而全民退保只從經濟
需要入手，忽視精神方面，有所不足，並非最有效方法。
 現時提倡家居安老、養兒防老，鼓勵家人在家供養長者，其生活質素
更高，比金錢支援好。而醫療等配套也對老年人健康也重要，所以要
應對老年人口問題，其他方法更重要和更有效。
 討論結構嚴謹，分析深入，展示高水平的批判分析。
 準確地討論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是否應對老年人口增加的最有效方法。
 透過不同角度，大致平衡地比較全民退保與其他方法的利弊，惟論證
的角度和深度或有不足。
 就香港目前的情況，能認識和準確應用相關知識、概念和例子。
 討論結構嚴謹，展示一些批判思考，但有欠詳盡之處。
 大致準確地討論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如何應對老年人口增加。
 未能平衡和充份地分析全民退保與其他方法的利弊；未有嘗試比較不
同方法的效用。
 對相關知識和概念有簡單的認識及能作初步應用，當中或有不準確和
不全面。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未夠嚴謹，表達不一定清楚。
 所提的並非討論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如何應對老年人口增加。
 未有討論各種保障應對老年人口增加方法的得失 /所論不完全正確/不
太相關。
 運用膚淺的認識和概念，甚或認識不足 / 未能應用。
 討論欠深度，結構鬆散 / 欠缺焦點，表達含糊。
 未能指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有何得失 /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目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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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題
(a)解釋微塑膠污染可如何危害可持續發展？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建議評改準則
考生：
 清楚及詳細地解釋微塑膠污染可如何危害可持續發展。
 詳細解釋所提出的影響，恰當地運用知識及概念。
 清晰和詳細從不同角度論證對多個持份者的影響。
 環境：污染食物鏈及食物網，破壞生態平衡及生態環境。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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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進食海產，有損人類健康，增加醫療服務負擔。
 經濟：耗費公共資源，各國政府須花費大量資源以控制及逆轉污染。
 解釋深入，結構嚴謹，表達十分清楚。
 尚算清楚解釋微塑膠污染可如何危害可持續發展。
 解釋所提出的影響，有運用知識及概念，但有不足或錯漏。
 有就不同持份者的影響作分析，但較粗略，欠深入，或角度單一。
 建議解釋尚算深入，結構尚算嚴謹，表達尚算清楚。
 只能粗略解釋一些影響，但並非針對微塑膠污染和可持續發展。
 簡單地解釋，沒有運用知識及概念。
 未有提出對不同持份者的影響。
 討論深度不足，結構鬆散，表達不清。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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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固體廢物污染環境的問題，有人認為消費者應對此負上較大責任。你是否同意
這觀點？論證你的答案。(12 分)
建議評改準則
考生：
 以清晰有理的論據深入解釋消費者應否對固體廢物污染環境問題負較
大責任。
 透過不同角度，非常平衡地分析和比較不同持份者對固體廢物污染環
境的責任。
 深入認識相關知識、概念和例子，並能全面及準確應用。
 作答時須有條理地提出合適的持份者並作有效比較 (身份，角色及權責
等角度思考) 。
持份者
說明
消費者
 消費者發揮消費及選擇力量 （少買，不買）
o 從而影響生產商的產量，或逼生產商更換或減少
包裝，從而減少產生固體廢物。
政府
 制定全面政策及執行。
 立法推行固體廢物（塑膠產品）的生產者責任制。
o 有助阻止企業生產產品過程中製造過多固體廢
物。
o 也可推行固體廢物徵費，以做到源頭減費。
o 也可以資助和推行回收業發展。
企業 / 生產
 應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商
o 如撥出部分收益作科研之用，研發取代品，或使
用可循環再造物料。
o 自發減少不必要的包裝，或推行生產者責任制。
 討論深入、結構嚴謹，表達十分清楚。
 準確和較詳細地解釋消費者應否對固體廢物污染環境問題負較大責
任。
 透過不同角度，大致平衡地分析和比較不同持份者對固體廢物污染環
境的責任。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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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認識和應用相關知識、概念和例子。
討論尚算深入，結構尚算嚴謹，表達尚算清楚。
大致準確地解釋消費者應否對固體廢物污染環境問題負較大責任。
未能平衡地分析不同持份者對固體廢物污染環境的責任。
對相關知識和概念有簡單的認識及能作初步應用。
討論深度一般，結構未夠嚴謹，部分內容難以理解，但尚能達意。
所提的並非固體廢物污染環境的責任問題。
未有分析不同持份者對固體廢物污染環境的責任。
對相關的知識和概念認識不足或未能應用。
結構鬆散，表達含糊。
沒有嘗試作答。
所答與題目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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