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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約220頁， 
彩色印刷

思考方向 奪星關鍵

常犯錯誤答題流程

備試錦囊

2021文憑試 
分析

精選最新、最熱門 
通識議題資料

3條模擬題目、答卷、點評

詳細拆解12大題型， 
每個題型均有︰

1.資料歸納題

2.歸納論證題

3.資料互證題

4.舉證題

5.政策評析題

6.政策比較題

7.因果關係題

8.建議題

9.價值觀衝突題

10.持份者矛盾題

11.觀點評論題

12.評估題

*  此樣本之封面圖片、內容及排版 
只供參考，日後可能有所變動。

內容
重點

12大  
題型

樣本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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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 
論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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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論證題主要是分析資料當中的因果關

係、邏輯關係或持份者之間的衝突等。這類題

型須留意推論的完整程度，論據愈充分，推論

步驟愈嚴密，爭取最高分數的機會便愈高。

從多角度分析議題、細心留意提問關鍵詞

的要求，同時善用相關概念、學科知識、例子

等進行論證，是回應此題型必需的能力。

參考當局「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通函

附錄的樣本試題，未來仍然有機會考問歸納

資料並作出推論的題目。故此，不論修讀「新」

「舊」課程的考生，都宜在此題型多下苦功。

名師點評 P.4

常犯錯誤 P.5

奪星關鍵 P.6

思考方向 P.7

模擬題目 1 P.8

模擬題目 2 P.12

模擬題目 3 P.15



4

歸納論證題可謂資料歸納題的

延伸，部分教師會將之歸類為「分析

題」。資料歸納題集中分析數據、漫

畫或照片所顯示的一些發現；至於

歸納論證題則集中在整理資料之

後，分析因果關係、邏輯關係或持份

者之間的衝突等。

歸納論證題一般毋須表明立

場，要求考生從第三身角度，客觀地從資料或個人知識提出一

些可能的論據，論證題目要求。

最常見的論證方向有兩種︰第一種是「前因推論」，考生

須小心處理「原因」與「因素」的分別，後者必須是一種變項；第

二種是「後果推論」，亦即分析影響、問題、隱憂、風險、挑戰等。

這題型的5級或以上答卷，在回應時都能針對題眼作出推
論，多角度思考也是必需的。高手之間的勝負分野在於推論的

完整程度，至於推論的完整程度就取決於論據的充分程度和

推論步驟的嚴密程度。

例如題目要求分析導致肥胖的兩個原因，考生提出「飲食

習慣」後，如能具體運用學科知識（營養比例、致肥因素）作為

論據，將從飲食到肥胖之間的過程詳細展示，推論就會較為完

整緊密。

名師
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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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視資料欠論據
卷一重視資料的運用程度，歸納論證題亦佔此卷別

不少分數。然而，不少考生在推論過程中未有恰當引用

資料，亦有不少考生的推論過程流於空洞，未有善用相

關概念、學科知識、例子等進行論證。

誤設立場角度少
部分考生無故自設立場評論，而非客觀分析。縱使

未有用到「我認為」或「我很大程度上同意」等字眼，但推

論時過於主觀也會影響答卷質素。另外，考生若未能多

角度分析，會顯得答卷的層次較低。

邏輯有誤推論錯
不少考生忽視提問關鍵詞，例如「導致」、「促成」、「引

發」等。如題目要求分析「影響」時，卻錯誤向前推論，集

中論述「成因」；亦有考生在考問「成因」時，錯誤向後推

論「結果」。錯向推論會令整篇答卷焦點模糊。

常犯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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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分析
無論是向前還是向後論證，題目一般期

望考生作多角度分析，並盡可能詳列相

關角度。

具體論據逐層推
以相關學科知識及廣闊例證，透過具體

而合理的論據，層層推論，回應題目。

例如分析青少年參與政治事務的原因

時，若能具體指出青少年的成長特徵或

引用相關例子說明，論證過程會顯得更

為嚴謹。

概念化回應
奪星關鍵在於角度的層次分野，上品答

卷大部分能概念化回應題目。例如分析

全球化如何影響中國文化時，運用「文

化帝國主義」、「全球在地化」等分析，而

並非純粹提出個別例子。

審題

答題

知識  
概念

奪星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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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兼職 
要考慮 
什麼因素?

思考
方向

時間性
遠因、近因、短期影響、 
中期影響、長遠影響

持份者
個人、朋輩、家人、學校、 
非政府組織、企業、 
政府、大眾傳媒等層面

個人、家庭、 
社區、社會、 
國家、全球

程度
直接 / 

間接成因、直接 / 
間接影響

分
析 角 度 一

覽

時間性

 短期影響 
會否影響學業?
 長遠影響 
能否累積經驗， 
配合未來職業發展?

持份者 家人 /朋輩 /約會對象 
有何觀感?

程度

 直接影響 
能否達致財務目標 
（升學/消費）?
 間接影響 
減少休息時間，有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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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一個國家 
或地區的空氣質素?  
解釋你的答案。

8 分

香港空氣污染情況轉差，各區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甚高」水

平，部分路邊空氣監測站指數更達至「嚴重」水平。本港地區錄得較

正常為高的懸浮粒子水平，是受到高污染背景氣流影響，日間的陽

光有利光化煙霧現象，令臭氧及微細懸浮粒子在珠江三角洲區域

迅速形成，較高的臭氧水平亦會加速二氧化氮形成。

近年港府加強與內地合作，共同改善空氣質素，相信問題會改

善。有環保團體指，兒童、長者及呼吸系統疾病患者應盡量減少或

避免體力消耗及戶外活動，特別不要在交通繁忙的地方停留。香港

近年汽車數目大幅增長，電動車未能普及，電子道路收費等措施未

有落實，都令空氣污染嚴重。

新加坡受到來自印尼的煙霧籠罩，空氣污染創有紀錄以來最

差，鄰國馬來西亞也受影響。事件令新加坡和印尼引發外交爭拗，認

為對方要負上責任。有新加坡居民指，從未見過如此嚴重的空氣污

染，航班升降更因能見度低而受阻。新加坡政府要求印尼採取更嚴

厲措施，限制農民以傳統焚燒林木方式開墾耕地，認為沒理由要新

加坡人付出代價。

新興國家印度同樣受空氣污染問題困擾，綠色和平的調查顯

示，新德里是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印度有七個城市都在十

大空氣污染嚴重的名單當中。

資料B  綜合評論摘錄

資料A  綜合新聞報道

模擬

題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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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思考 空氣污染屬環保議題，但背後受經濟、社會、政治等多方
面因素所影響。從不同角度分析，會令論點更全面。

跨地區論述 題目中「一個國家或地區」沒有列出地域範圍，故不應只
討論個別地方，應利用資料及個人所學，引用各地例證作
為論據。

扣題論證 不可單方面描述各項因素的內容，應注意邏輯推論，聯繫
到相關因素如何改善或破壞空氣質素，才能獲得佳績。

提出論點 說明論據 歸納論證

 

第
一
段 

經濟發展 
階段

印尼焚林墾地，印度空
氣污染嚴重（資料B）；歐
洲、日本等空氣質素較好
（個人所知）

新興國家因工業化和城市
化而有高排放；已發展國家
大致完成城市建設，人民富
足更重視環保

 

第
二
段 

環保政策 
取向

珠江三角洲空氣污染；香
港汽車大增，電子道路收
費未落實（資料A）

中國優先發展經濟，吸引高
污染產業；港府未有完善藍
圖，令情況未有大改善

 

第
三
段 

跨境合作 
程度

香港部分污染物來自珠江
三角洲（資料A）；星馬兩
國同受印尼煙霧影響（資
料B）

能否達成跨境合作影響至
大，如粵港合作應對污染；
星馬印等國因外交爭拗影
響合作

 

第
四
段 

輿論 / 
民眾訴求

新加坡人不滿影響民生；
綠色和平推動改善空氣
（資料 B）；中國民眾期望
處理霧霾（個人所知）

部分民眾重視環保，形成輿
論壓力，促使政府改善；國
際組織進行監察工作，亦有
輿論壓力

答題策略

答題流程圖



5 星級

答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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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經濟發展階段會影響空氣質素，發展中地區的空氣質素較
差，已發展地區的較好。從資料B可見，印尼農民以傳統焚燒林木方式
開墾耕地，引起煙霧問題；印度亦面對嚴重空氣污染，多個城市都是全
球空氣污染水平最嚴重的。兩國都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尚待發展，一方
面因人民教育水平低落，未能擺脫焚林墾地等高污染方法，造成空氣污
染；另一方面，這些國家致力推行工業化或城市化，經濟活動大增，隨
之產生大量碳排放，加上環保法欠完善，以致空氣質素維持在欠佳的水
平。反觀歐洲和日本等已發展地區已大致完成城市化發展，工業生產工
序亦透過全球生產鏈外判至發展中地區，加上收入及教育水平較高，人
民會要求政府關注環保以維持其生活素質，上述因素都能減少空氣污
染物。可見經濟發展階段對空氣質素會有影響。
其次，環保政策取向會影響空氣質素，政府不以環保政策優先，有

可能令空氣質素變差。參考資料A，珠江三角洲持續出現空氣污染，近
年才強調中港共同改善；香港汽車大增，電動車卻未普及，電子道路收
費仍未落實。就我所知，珠江三角洲的空氣污染與工業活動集中有關，但
優先發展經濟的國策吸引高污染產業，以致未能降低微細懸浮粒子等
空氣污染物的排放量。至於城市高樓林立，汽車數量持續上升的香港，路
邊空氣污染本已嚴重，但同樣因當局不以環保政策優先，於是未能及早
完善減排藍圖，或推出有助減少路邊空氣污染源頭的措施，如電動車、道
路收費措施等，令空氣質素難有改善空間。相反，若政府以環保政策優
先，推出有助減少空氣污染物的政策，便能夠改善空氣質素。如瑞典致
力擺脫對石油的依賴，最終在2020年全面棄用化石燃料，減少經濟活
動所產生的污染物，令當地的空氣質素維持在良好的水平。

 提出論點  說明論據  歸納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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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跨境合作程度亦會影響空氣質素，達成合作將有效應對跨境
污染，改善空氣質素。空氣污染問題可跨越邊界，影響鄰近地區，如香
港空氣質素會受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活動影響，印尼的空氣問題亦
會影響鄰近國家。因此，跨境合作的密切程度將影響空氣能否改善。從
資料A可見，中港兩地政府加強合作，共同制定減排措施，並進行交流
分享經驗，可見有效的跨境合作有助改善空氣質素。相反，從資料B可
見，新加坡和印尼未有共同應對煙霧問題，反而陷入外交爭拗，指摘對
方須負上責任，這樣無疑令兩國的關係變差，甚至斷絕外交關係，如此
便難以針對煙霧問題推出治理措施，令兩地的空氣持續受到污染，未能
得到改善。
最後，輿論或民眾訴求會促使政府治理空氣，從而改善空氣質素。

空氣問題影響平日生活和健康，如妨礙航班升降，提高慢性病患者的發
病率，屬社會關注的議題。部分地方以發展經濟優先或市民教育水平
不足，社會對空氣問題不甚重視，出現如資料B印度各城市普遍空氣嚴
重污染的問題。相反，社會和民眾關注空氣問題，會對政府構成輿論壓
力，促使政府推出治理措施以回應訴求。如資料B新加坡政府回應市民
對煙霧的關注，與印尼政府交涉；綠色和平等國際組織對空氣質素的監
察亦會對政府構成輿論壓力。就我所知，中國霧霾問題亦持續影響民眾
生活和健康，備受社會關注，因而促使政府推出《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
劃》，減低空氣污染物排放，期望重見藍天。由此可見，社會各界重視空
氣質素，會對政府構成輿論壓力，促使它們改善空氣問題，以履行管治
責任。



模擬

題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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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可能影響中國婦女 
在未來的生育決定?  
解釋你的答案。

6 分

有內地學者發表文章，稱現行法

定結婚年齡（男性 22歲、女性 20歲）
已不符國情，建議下調至 18歲。數據
顯示，2018年結婚率僅為千分之7.2，創
近10年新低。

上海的數據顯示當地結婚率只有千

分之4.4，屬全國最低。上海男女平均初
婚年齡分別為30.3歲和28.4歲，女性初
育年齡為29歲。當初婚年齡愈來愈高，結
婚率愈來愈低，即使開放計劃生育，也難

以增加新生嬰兒。

有學者指出，中國出生人口在2018年後將難以超越1500萬
的水平。一來是因為上世紀的「一孩政策」導致女性人數下滑，令出

生率難以提升。再者，養育成本過高，開支佔一般家庭收入三至五

成。若要養育多一個孩子，住屋、教育等開支將更難以負擔。

然而，有意見認為，女性教育程度提升才是導致生育率一蹶不

振的真正原因。數據顯示，1991年以後出生的女性接受專上教育
的比例提升至超過三成，根據其他國家經驗，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

性生育意願會較低。

資料B  綜合新聞報道

資料A  綜合新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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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因素 留意題目並非考問中國婦女「拒絕生育的原因」，而是宏
觀剖析「影響會否生育」，故必須將原因概念化為因素。

正反申述 「因素」涵蓋選擇生育和不生育的情況，所以可透過正反
申述，令論證更全面和完整。

扣題論證 若能緊扣題中「未來」一詞更為理想，以中國未來情景為
論證基礎，如提出生活成本將持續上漲、政策未來變化
等。

提出論點 說明論據 歸納論證

 

第
一
段 

受育兒 
成本影響

內地育兒成本持續
上升，資料提到養育
成本佔家庭入息三
成至五成

若家庭難以負擔育兒成本或較重
視個人生活素質，未必選擇生育；
經濟條件較佳則有較大意欲

 

第
二
段 

受生涯規
劃影響

資料指女性接受教
育比例提高，學歷高
會影響生育意願

教育程度影響女性的職業發展機
會，重視職業發展的婦女未必願
意犧牲時間在生育和照顧孩子上

 

第
三
段 

受年齡 
影響

資料顯示內地男女
市民的初婚年齡愈
來愈高，初次生育年
齡亦高

年齡愈大，便會成為高齡產婦，生
育的風險愈高，所以個人年齡和
婚姻年齡因素都會影響生育決定

答題策略

答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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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星級

答題 2  提出論點  說明論據  歸納論證 

首先，育兒成本有可能影響中國婦女在未來的生育決定。中國
的育兒成本持續上升，如資料B所言，養育子女開支已佔一般家庭
收入三至五成，意味決定生育的婦女普遍會面對沉重的經濟負擔。
中國的物價騰貴，主要城市的生活水平更高，昂貴的育兒成本令
家庭支付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開支時更捉襟見肘，以致生活更困
難；購買力被育兒開支攤薄，也令個人難以享受豐富的物質生活。
因此，已有「一孩」的家庭未必能夠應付因再生育而加重的育兒成
本，未有生育的家庭亦可能注重個人生活享受，選擇成為丁克家庭。
反之，如家庭的經濟條件較佳，婦女便可能有更大的生育意願。
其次，生涯規劃可能影響中國婦女在未來的生育決定。婦女負

責生育的家庭角色在現代社會出現轉變，如資料B所指，隨着教育
普及，女性教育程度提升，社會有逾三成女性接受專上教育；根據
外國經驗，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意願會較低。過往教育尚未
普及之時，中國婦女生涯規劃的選擇相對單一，在「女子無才便是
德」、「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下，以傳宗接代等傳統女性家
庭角色為依歸，生育兒女的意願自然較高。不過，現今中國婦女學
歷提升，生涯規劃不再限於留在家中相夫教子，她們有機會在職場
與男性平起平坐，發展個人事業。如果婦女重視事業發展，未必願
意犧牲時間生兒育女，或者寧願趁年輕發展事業，推遲生育的時間。
最後，年齡可能影響中國婦女在未來的生育決定。中國婦女

生育的年齡偏大，根據資料A，中國結婚率為10年新低的千分之
7.2，顯示不婚的情況普遍；上海的婦女平均約28歲才結婚，甚至
愈來愈高，初育年齡為29歲，反映中國婦女有晚婚、晚育的情況。
不婚、晚婚和晚育都令婦女有更大機會錯過生育的黃金時間，一旦
超過生育年齡，成為高齡產婦，懷孕的成功率便會降低，甚至要面
對較高的難產甚至死亡風險。因此，年齡因素會影響中國婦女生育
的決定，年紀大的婦女為免面對不孕的挫敗感或成為高齡產婦的健
康性命風險，對於生育的動機會較低；相反，年輕的中國婦女仍可
以把握時間結婚，在生育年齡成功生育且毋須面對高齡產婦的健康
性命風險，她們對於生育的動機會較高。



模擬

題目 3
指出及說明資料所示的情況 
對香港公共衞生可能構成 
的兩個挑戰。

6 分
資料  綜合評論摘錄

食物及衞生局推算，2020年預計醫生人手短缺人數大約為
500名，其實這個數目被嚴重低估。2017年，全港共有14290名
註冊醫生，為740萬市民提供服務，即是本港平均每1000人只有
1.9名醫生，數字遠低於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平均數 3.4，亦低
於鄰國新加坡的2.4。有意見認為，要追上新加坡，本港至少需要
增加3376名醫生才足夠應付所需。

醫生不足，病人輪候各個專科皆大受影響。以眼科為例，醫院

管理局的數據顯示，最長輪候的時間在九龍東，需時158星期，最
短的也要輪候13星期。當然，個別緊急例子可特別處理，但也要
排期一個月才可見醫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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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策略

提出論點 說明論據 歸納論證

 
第
一
段 
醫療資源
短缺

資料顯示輪候時
間長達 13至 158
星期，反映人手嚴
重短缺

醫護人員需要長時間培訓，所以短
期內難以增加人手，香港公營醫療
必定持續面對人手和資源不足的
挑戰

 

第
二
段 

醫療服務
質素下降

資料顯示香港醫
生與病人的比例
遠低於其他已發
展地區

醫患比例偏低，醫護人員需要長時
間工作以應付大量服務需求，他們
和整個醫療系統將要面對沉重工
作壓力的挑戰

答題流程圖

深入 
論證

如集中論述醫生人手不足的影響，便會忽
略題目剖析「挑戰」的要求。深入論證影響
的嚴重性或難以解決之處會較為理想。

舉一 
反三

資料以眼科作為例子，考生應能舉一反
三，陳述資料以外的事例，如急症室或其
他專科服務的狀況。

持份者 
分析

可從公共衞生相關的持份者切入思考，例
如醫生、病人、公營醫療機構等，構思有
什麼挑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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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星級

答題 3  提出論點  說明論據  歸納論證  

首先，資料所示的醫生人手不足的情況，可能對香港公共
衞生構成醫療資源短缺的挑戰。參考資料，香港持續面對醫生
人手短缺的問題，到2020年仍欠缺約500名醫生，眼科的輪
候時間更長達13至158星期，顯示部分公營醫療服務的人手
嚴重不足。醫護人員需要長時間培訓，難以即時補充，但與此
同時，香港市民對公共醫療服務的龐大需求持續，甚至隨人口
老化額外增加公共醫療服務的需求。因此，資料中醫生人手短
缺的情況將難以在短期內紓緩，導致無論門診、急症、專科的
服務的輪候時間加長，延遲醫治的情況越趨普遍，令市民得不
到適切和及時的治療，香港公共衛生水平將會受到醫療資源短
缺的挑戰。
其次，資料所示的醫患比例偏低的情況，可能對香港公共

衞生構成醫療服務質素下降的挑戰。參考資料，香港的醫患比
例為平均每1000人只有1.9名醫生，不但未能達到3.4人的
國際標準，也難以及得上同樣是已發展地區的新加坡。醫患比
例偏低會直接增加醫生的工作量和工時，醫生以至醫療系統要
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面對龐大的醫療服務需求，醫生或須加

速診治，削減病人獲得醫療服務的時間；同
時亦有機會增加加班和候命時間，並且減
少醫生的休息機會。考慮到醫療工作需要
高度專注力，故此，在繁重的工作之下有
機會出現更多醫療事故。因此，資料中醫
患比例偏低的情況將會令醫生和醫療系統
處於沉重的工作壓力當中，令香港公共衞
生水平將會受到醫療質素下滑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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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解密》、《概念攻房》。

黃家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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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學權威，具十多年通識科教學經驗， 
第三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獎者， 
現為香港通識教育會會長， 
經常在報刊分享教授通識科的心得， 
並多次主講有關通識教育的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