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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局印製此學與教資源套旨在分享為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零年推行的先導計畫

「透過時事學習經濟學」及「經濟科視像教材」而設計的資源。當中設計參考布魯

姆的學習層次 (Bloom’s Taxonomy) 並提供鷹架，以協助學生透過探究方法學習經濟

學，並發展他們的高階思維能力以為校本評核作預備。

 

此資源套已上載至教育局的網頁 (http://www.edb.gov.hk)，以便參考。如有任何意

見或提議，請來函致：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

胡忠大廈13樓1319室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傳真: 2573 5299

電郵: ccdopshe@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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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探究方法學習經濟學：預備學生進行校本評核

單元一：「透過時事學習經濟學」先導計畫
 

 
	 先導計畫簡介
 

教育局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在2007/08學年開展這個計畫，主要目的是嘗試透

過探究方式加強學生對經濟學的理解，發展他們的思維能力，並為校本評核作預

備（１）。本計畫其中一個設計理念是只要學生多接觸、多探究時事，便能對經濟學

更感興趣、更易掌握此科目。

 

從2007/08至2009/10學年，共有分別來自13間學校25位教師參加這個計畫。他們根

據自己的教學進度，在經濟課上試用為本計畫而設計的工作紙及教學手冊。為了配

合不同學校學生的需要和能力，課程發展處的人員與參與計畫的好幾位教師共同備

課，特別為他們的學生編訂適合他們需要的工作紙。透過觀課，教師和學生訪問，

蒐集他們的意見和經驗，以改善計畫。

 

下文總結了2008/09和2009/10學年計畫的重點：

2008/09
此計畫於該學年的主要目標是幫助學生(i)有系統地整理新聞內容、(ii)把相關經濟概

念應用到新聞和日常生活的觀察上，以及 (iii) 探索可作深入探討的範疇。

 

為幫助教師達到以上的目標，工作紙編排有序，主要分成三部分，包括閱讀理解、

經濟分析和議題探究。工作紙的設計層層遞進，引導學生逐步發展高階思維能力。

 

在參加計畫的13間學校中，四間是核心夥伴學校，課程發展處的人員與當中教師共

同備課及進行觀課、並與教師和學生進行訪問，以探討學生的學習，觀察他們的進

展。經過數次的議題探究活動，學生對學習經濟科的興趣和動機都有所提升，思維

能力亦得到加強。過程中，教師透過探究活動指導學生撰寫新聞評論的技巧亦得到

了琢磨。部分學生和教師對計畫的感想載於頁38至40。

註[1] 參看附錄 I「探究式學習」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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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在2009/10學年，計畫的焦點略有改變，目標是加強學生議題探究的技巧。除研讀

報章新聞外，學生可利用各種資料如政府或其他機構的統計數據，探討指定議題。

此舉增加了學生接觸更多與指定議題相關而來源不同的資料的機會，同時也能加強

他們的思維能力，因在分析該議題時，他們須運用各種技能，如圖像及數據理解、

數據分析和闡釋。

 

除提供額外的相關數據外， 2009/10 學年的工作紙在格式上也有改變，以便教師可

在經濟課中靈活運用時事教學。新工作紙取代了2008/09學年格式劃一的模式（共

三部分，分別是閱讀理解、經濟分析和議題探究），主要突出多個經濟學概念和思

考層次。教師可以從工作紙選用任何適合學生能力及其教學計畫的題目在課堂上與

學生討論。

下一部分將說明2008/09學年工作紙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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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導計畫工作紙說明	(2008/09)
 

這個計畫背後的理念是，所有學生都能學習，只要輔以恰當指導，他們的學習能力

定必提高。要加強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可透過發展他們從探究現實議題中建構知

識的能力。學生為本的探究活動能培養學生獨立學習能力和高階思維能力。

 

在這個背景下，此計畫提供一個清晰的架構，協助學生分析時事。工作紙有三部

分，分別是閱讀理解、經濟分析和議題探究。每部分再根據布魯姆的學習層次的更

新版本分成幾個階段，由淺入深，以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以下將詳細介紹工

作紙各部分的設計。下文展示的學生作品原稿為英文版本，現提供其中文翻譯本以

作參考。

 

概要

2008/09學年度設計了五套工作紙，內容編排由淺入深，既加強學生以經濟角度分

析時事的能力，也提升他們高階思維的能力。當中所探討的三則新聞概括如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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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紀念鈔票

中國銀行(香港)總行及五間分行連日來逼滿排隊人龍，購買由今日起正式

發售的北京奧運港幣紀念鈔票。昨日中銀向排隊人士派發「購貨憑證」，

五款紀念鈔票中，三款35連張及4連張紀念鈔票購貨憑證已於昨晚派罄。

排隊的人龍中，不乏主婦、長者和中港兩地的排隊黨。有人在取得購貨憑

證後急不及待轉售圖利，而全套五款售價三千元的奧運紀念鈔，昨日網上

拍賣價已逾二萬元。亦有人聲稱鈔票紀念價值高，即使煎熬了十多小時並

飽受日曬雨淋亦覺值得，並會留為珍藏，不作炒賣。

有學者指出，有眾多長者排隊的原因，相信與現時香港的經濟環境有很大

關係，基層市民未能享受經濟成果，若轉售鈔票每套可賺一千元，平均每

日回報達數百元，較很多工種的回報為高，因此吸引很多人願意排隊購買

鈔票。

資料來源：

以上內容改寫自<搶奧運鈔變搶錢 炒籌圖利 推撞打架 警方拉人>，蘋果日

報，2008年7月16日。

個案一	─	奧運紀念鈔

奧運紀念鈔個案的工作紙是為缺乏以經濟分析和探究時事議題經驗的學生而設計。

它可作為基礎的探究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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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一

大量內地人士在有毒奶粉醜聞發生後湧至香港，購買海外品牌的奶粉。

因此，香港北區的藥房和超級市場都表示，美贊臣和惠氏香港等品牌的銷售

量都激增。不單內地人士，連操粵語的人也比之前多購買奶粉。

很多內地家長都表示，他們已對內地生產甚至在內地出售的外國品牌失去信

心，他們因此選擇到這裏購買進口奶粉，因為所有香港售賣的外國品牌，都

來自紐西蘭或美國，並非公司在內地的工廠。

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劉愛國表示，商會已要求奶粉批發商增加供應。此

外，每位消費者在每間藥房限買三罐奶粉，以確保供應足以應付本地居民需

要。

美贊臣和惠氏香港表示他們打算跟隨，增加香港的配額，調整存貨，保持香

港奶粉供應穩定。

資料來源：	

改寫自

1.  “Assurance as rush on to buy foreign brands”，《英文虎報》，

  2008年9月18日；及

2.  “Thousands of mainland mothers flock to HK for imported formula”  

 《英文虎報》，2008年9月17日。

個案二	─	有毒奶粉

受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個案工作紙屬中級程度，旨在鼓勵學生從多角度思考，得出

個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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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二

一條由內蒙古伊利實業集團製造的牛奶雪條，被發現含有三聚氰胺。香港

的超級市場包括惠康和百佳已收起伊利的雪糕產品。 

食物環境衞生署表示此伊利產品的三聚氰胺含量低，在正常情況下不會危

害健康。署方測試了27款含內地牛奶成份的產品。測試結果已送交製造

商。

在有毒奶粉事件調查中，其中一名本身是奶粉經銷商的疑犯表示，加入三

聚氰胺的目的是消除牛奶的「怪味」，並提高蛋白質的成份。

資料來源：	

改寫自：“Dodgy baby milk chemical also found in ice cream”，《英文虎

報》，200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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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	佑威(U-Right)清盤

佑威個案的工作紙是要求學生運用最高層次的認知能力，它需要求學生對議題全面

消化理解，嘗試提升高階思維能力。

佑威國際是一間輕便服裝連鎖店，欠下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超過港幣12億

元。債權人之一的德意志銀行，已申請佑威國際清盤。本地最少有十間分店

倒閉，最少160名負責行政和零售的僱員被辭退。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臨時清盤人楊磊明表示，會計師行正考慮兩三個潛

在買家，重組公司。他有信心在清盤前兩三星期內能找到「白武士」。他說

行政員工沒有被拖欠薪金，而只欠零售員工的薪金及佣金，金額少於港幣

一百萬元。

佑威是一間香港上市公司，香港有零售分店95間，澳門、內地則共有516間。

楊磊明表示佑威倒閉在於過度擴張及在內地過度投資，結果現金周轉不靈。

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副教授李鉅威表示，租金高昂導致公司財政困

難，而因為佑威以售賣廉價便服賺取利潤，不足以應付租金。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副理事長鄧祥勝表示，全球經濟危機持續，未來數

月或會有更多零售商倒閉。不過他相信，部分這些店舖或會嘗試咬緊牙關、

盡力支撐至零售旺季。

 
資料來源：	

改寫自

1.  “White knight hope for riches-to-rags company”，《英文虎報》，  

  2008年10月10日;及

2.  “160 jobs to vanish at debt-ridden U-Right” 英文《中國日報》，   

  200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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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閱讀理解

根據布魯姆的學習層次的更新版本，閱讀理解是記憶及理解的能力，是發展分析能

力必備的。這些能力儘管是學習階梯的最低層，但它們是十分重要，是經濟分析和

探究的基礎。

 

在閱讀理解部分裡，不同議題的工作紙分成了三個階段，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幫助學

生掌握新聞的內容。首先，在奧運紀念鈔票個案中，透過引導問題為學生提供方

向。期望學生從新聞段落間摘取資料。其後在有毒奶粉個案中，要求學生利用圖象

組織，把自己對新聞內容的理解表達出來。圖象組織讓學生簡潔地表達資料，突出

所需處理的概念之間的組織和關係。最後階段(佑威清盤個案)要求學生利用前階段

學到的技巧，自己撰寫新聞撮要。

 

以下部分將會概述每個階段的詳情。



9

透過探究方法學習經濟學：預備學生進行校本評核

1.  人們排隊購買甚麼產品？ 

2. 他們為甚麼要排隊久候？ 

3. 以下哪些人排隊購買鈔票？ 在適當處加上 (　) 。

(1)  學生 ___________ (4) 律師 ___________

(2)  醫生 ___________ (5) 長者 ___________

(3)  家庭主婦 ___________ (6) 流氓 ___________

  

階段一：引導問題							
                                

(個案一：奧運紀念鈔)

在開始階段，假設學生沒有很多探討時事的經驗，及欠缺理解新聞所需的能力。當

一個議題跟好幾個經濟課題相關時，學生多會感到迷惘，不知應該用哪些經濟概念

分析才合適。這階段所選的議題須為學生熟悉及感興趣，以幫助他們集中分析；引

導問題須清晰，方能讓學生獨自解答問題。

 

把奧運紀念鈔的個案放在開始階段，因為當中所涉及的經濟學概念相對簡單。從圖1 

可見奧運紀念鈔個案在閱讀理解部分所設的問題。

 

圖1：奧運紀念鈔個案閱讀理解部分的引導問題

要點：
這份工作紙可以在中四級的上學期使用。因為學生當時所學的經濟概念不

多。閱讀理解問題著重憶述與理解，旨在測試學生是否明白事件背後的因由

以及相關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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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圖象組織

(個案二：有毒奶粉)

當學生掌握了解答引導問題所牽涉的基本閱讀理解技巧後，便可以開始下一階段。

學生在這個階段須以圖象組織說明報章所呈現的資料的結構。

 

圖象組織是知識的圖像表現，利用標記把議題的重點整理出一個模式（Bromely, 

DeVitis & Modlo, 1999）。它的主要功能是簡潔地把資料呈現，並突出不同概念的

組織和關係。圖象組織可加強學生的思考能力，幫助他們記住重要資料及把不同的

資料聯繫起來。

 

圖象組織款式眾多，但要採用適當的圖象組織才可促進學生之間的討論。有毒奶粉

和佑威個案要求學生分析和評鑑問題所引致的後果，並提出報章所述以外的解決辦

法。因此，學生必須在閱讀理解的部分辨析個案的因由和影響。以上個案採用的圖

象組織，可見圖2至圖4。

 

圖象組織也可以應用在分析事件的過程和作結論上。教師可在附錄II參閱更多圖象組

織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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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有毒奶粉個案的圖象組織																																											

誰受影響？怎樣受影響？

1. 香港嬰兒/家長：面對

 奶粉短缺的問題。

2. 內地嬰兒：

他 們 習 慣

定期飲用

受 三 聚

氰 胺 污

染 的 奶

粉，或會患腎石。

3. 批發商：怎樣增加

 奶粉供應。

4. 零售商：怎樣調配

 有限的奶粉存貨，

 避免缺貨。

怎樣解決進口奶粉短缺的問題?

零售商：

• 內地母親在每間藥房限買最多

 三罐奶粉。 

為甚麼內地母親湧到香港購

買進口奶粉？

很多內地品牌的奶粉發現受

三聚氰胺污染。

奶粉經銷商為甚

麼加入三聚氰胺？	

他 們 嘗 試 消 除 奶 粉 的

「怪味」，並增加蛋白質的

成份。

批發商：

• 增加奶粉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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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佑威個案的大問號圖																																												

 

資料來源：“The Use of Graphic Organisers to Enhance Thinking Skills in the Learning 
of Economics”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署，2001

問題是甚麼？
佑威國際面臨清盤

問題可以怎樣解決？
尋找潛在的買家

何時發生？
2008年10月

何地？
香港

誰被牽涉在內？
佑威僱員、

股東和顧客 

為甚麼？
過度擴張、

租金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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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相比奧運紀念鈔的個案，就所牽涉的人士以及個案的發展來看，有毒奶粉

和佑威的個案較為複雜。因此，一悉心設計的圖象組織能讓學生把文中零

碎的資料組織起來。有毒奶粉個案的圖象組織(圖2) 和佑威個案的圖象組織

(圖3) 都設有「何時」、「何地」、「為甚麼」等問題，旨在讓學生掌握及

組織文中內容。 

備註: 有教師反映學生在完成圖2的圖象組織時遇到困難。原因之一是他們

覺得所設的問題太空泛。因此，教師自行修改了圖象組織，令它更明確、

直接，以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教師修改了的版本連同學生的答案載於圖4。

為配合其他學校的需要，上述圖象組織的修訂版須加以簡化(見圖5)。在這

裏，學生須搜集關於在有毒奶粉事件內所牽涉人士的資料，在閱讀理解的

部分討論他們怎樣受影響。教師表示當學生完成圖象組織後，對該議題更

為瞭解。而且該圖象組織也有助他們日後對這議題作更深入的探討。圖6展

示了一學生的圖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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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圖4 是一位教師根據圖2修定的圖象組織。在此個案裏，學生要指出問題對

各相關人士的影響。他們應可利用經濟理論討論事件的影響。

 圖	4：有毒奶粉個案圖象組織	(修訂版)－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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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人湧到香港
購買進口奶粉

起因/
原因

相關
人士

內地受影響
的人士

香港受影響
的人士

背後原因：起因：

影響

奶製品

製造商

圖5：有毒奶粉個案圖象組織	(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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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有毒奶粉個案圖象組織	(修訂版)－學生作品

  

要點：
圖6是一學生參考了報章內容，完成的圖象組織(圖6)。圖中見，她能運用

經濟學術語說明各方所受的影響。

內地人湧到香港
購買進口奶粉

起因/
原因

相關
人士

內地受影響
的人士

香港受影響
的人士

背後原因：
想減低生產成本 有毒奶粉
起因：

影響

本地
家長

奶粉短缺
〈供不
應求〉

需求
〈人們害怕
奶製品〉

每名顧客限
買三罐 外國品牌

的需求
供應商 供應

批發商 零售商
如：萬寧

內地奶粉製
造商

內地母親
如：巧克力

奶製品
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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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新聞摘錄

(個案三：佑威清盤)

這是閱讀理解部分的最後階段。經過了階段一和二後，學生已懂得提取、撮要以及

組織資料的基本技巧，用作以後討論使用。在這個階段裏，教師只需稍作引導(這裡

只設有三條引導問題)，學生便應能夠寫出新聞摘要。教師可無須為能力高的學生設

立問題引導他們撰寫摘要。學生作品如下：

                                   

根據新聞報導，佑威面臨清盤，因為全球金融海嘯持續，逼使債權人變得

較嚴苛。

可能導致佑威清盤的原因是佑威在內地過度投資，導致現金流量不足。

再者，過去在中環和尖沙嘴開設的分店，租金昂貴，使公司陷入財政困難

的局面。

1. 佑威面對甚麼危機？

2. 危機的起因是
 甚麼？

3. 有沒有可行的
 方法解決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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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經濟分析

這部分的討論比閱讀理解的部分，更需要高階思維能力，因為學生要對議題有更深

入和透徹的理解方能進行分析。這部分手採用了布魯姆的學習層次的更新版本，內

容由淺入深。它旨在幫助學生發掘把日常觀察與經濟概念結合的可能性，也希望訓

練他們有邏輯和有系統地運用經濟學術語表達意見。

 

這部分提供了鷹架，循序漸進。換言之，學生須達成上一階段的目標方能進入下一

階段。 開始時，奧運紀念鈔個案的問題集中在較低層次上，問題簡單直接，不會出

現很多經濟學概念。之後有毒奶粉個案的問題則集中在較複雜的情況，所用的經濟

概念較多。最後，在佑威個案裏的問題要求較高層次的技巧。學生須搜集及整理額

外的相關資料，根據他們的探究所得作出結論。

 

階段一：奧運紀念鈔票個案		
                    

學生起初尚未掌握由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時事的方法。當開始把經濟概念應用到實際

情況時，不宜牽涉太多的概念。可設計只集中一至兩個概念的問題以助學生掌握分

析技巧及深入探討議題。

 

奧運紀念鈔票工作紙上的部分問題如下：

1. 甚麼是機會成本？

2. 甚麼是全部成本？排隊購買那些鈔票的全部成本是甚麼？試解釋。

3. 你們認為基於什麼原因報章提及的人士會選擇排隊購買鈔票？

 試使用機會成本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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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奧運鈔票個案要探討的主題是人們為甚麼排隊購買鈔票以及當中所牽涉的

成本，因此分析只集中在機會成本和全部成本等的概念上。一些憶述的題

目如「甚麼是機會成本」和「甚麼是排隊購買鈔票的全部成本」，是用來

引導學生注意這些經濟概念，並留待日後運用。此外，有關於某類人士排

隊購買鈔票的原因的題目，是用來評估學生能否應用經濟的概念到解釋生

活的事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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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有毒奶粉											
                        

學生在第二階段的分析須應付更複雜的情況，並運用更多經濟概念。能力較高的學

生可以自己探索議題。但是，照顧需要較多指導的學生時，教師宜把分析集中在與

個案關係最密切的課題上。之後也可向學生提供與議題相關的概念，讓學生在報章

中找出有關的報道和資料，再深入解釋(可參考下表)。

 

圖7：為分析有毒奶粉個案設計的表格

 
	 經濟概念	 文章	 行數	 扼要描述這些概念如何	 相關人士
	 	 編號	 	 與議題相關

 (a) 需求改變 (   ) 內地母親湧到香港購買 • 內地母親
   不受污染的進口奶粉。
   進口奶粉需求上升。                     

 (b) 需求量改變 (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價格競爭 (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d) 非價格競爭 (   ) 每間藥房限買 • 香港零售商                                      
   若干罐奶粉。 • 香港母親
    • 內地母親

 
 (e) 短缺 (   ) 進口奶粉價格如果不 • 香港母親
   變，需求量>供應量。    • 內地母親                                                      

 (f) 盈餘 (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g) 供應改變 (   ) 批發商決定增加     • 香港批發商                                                               
   奶粉供應。

                                                       
 (h) 供應量改變 (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i) 其他 (   )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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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	佑威清盤								
                               

最後階段的分析會設立較高層次的問題，要求學生從經濟角度解釋他們的答案。要

注意的是，學生須懂得運用相當數量的經濟概念後，方能開始這一階段。

 

教師在這階段可鼓勵學生把不同的資料和知識綜合以分析議題。學生也須作批判性

思考，提出論據，支持自己的論點。在認知層面上，這個階段的學習效果最高，因

為它包括布魯姆的學習層次的更新版本所提及的高階思維能力。在佑威的個案中，

教師問一些開放式問題，以鼓勵學生探索可能的答案。

 

以下問題旨在鼓勵學生，把多個經濟概念融入分析佑威清盤的個案中。

  

要點：
上表旨在協助學生把經濟概念應用到有毒奶粉個案的分析上。一些與需求

及供應有關的經濟概念都列於表中。教師可要求學生辨識適當的概念，扼

要描述這些概念如何與議題相關。為了考驗能力較高的學生, 這個表也包括

了一些「非例子」，以測試他們識別錯誤概念的能力。

1. 根據新聞的報導，用經濟概念分析導致佑威清盤的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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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只要學生能提供合理而具邏輯的解釋，他們回答時便可把任何他們認為合

適的概念，應用到佑威的個案上。例如，他們可以規模負經濟分析過度擴

張的問題。此外，租用租金高昂的分店也是佑威犯了的嚴重錯誤。學生可

以根據高固定成本的概念，詳細解釋這個問題。

2. 假若你的公司收購了佑威，試以總經理的身份撰寫一份建議書提出並

 解釋可令佑威轉虧為盈的方案。

  

要點：
學生要綜合所有可用的資料，辨識導致佑威倒閉的因素，根據佑威的弱點

作出建議，而並非單靠經濟概念來解釋其情況。學生須辨識與佑威有關的

資料以作出相關建議。

工作紙的延伸部分要求學生撰寫拯救佑威的建議書。撰寫建議書牽涉到創作力與評

鑑能力，因為學生需根據佑威的弱點提出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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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議題探究

完成閱讀理解和經濟分析的部分後，學生應已具備分析新聞議題的必要技巧。不

過，透過議題探究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卻是個具挑戰性的工作。這部分介紹先

導計畫中所採用的方法，藉著積極參與，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保持他們的興

趣。

 

為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這部分的工作紙列出多條探索問題，促進學生更深入的討

論議題。除了激勵學生的興趣和動機外，探索問題也提供機會讓學生表達意見和取

態，從多角度探究問題，同時培養他們正面的價值觀，引發他們的同理心。

 

這部分強調高階思維能力，如創作力和評鑑能力，並鼓勵學生作出判斷，引發新思

維。

 

正如前兩部分一樣，不同議題的工作紙分成了三個階段，以引導學生逐步發展思考

能力。探究的過程首先從探索個人經歷開始(奧運紀念鈔個案)。這可引起學生動機

和探究興趣。教師鼓勵學生回顧他們的行為，並以經濟角度解釋。

 

下一階段(有毒奶粉個案)是鼓勵學生以經濟角度評鑑不同人士及持分者的資料和論

點，既可瞭解他們的意見和價值觀，也可引導他們作出有根據的判斷。

 

最後的階段(佑威個案)要求學生就自己探究的問題搜集及整理證據，並根據搜集所

得的資料和判斷下結論。此外，他們須根據經濟推理提出合邏輯及可行的解決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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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回顧個人經驗			
                            

(個案一	：奧運紀念鈔)

積極主動的學生可以獨立地提出有意義的問題，用作日後討論、探究，再根據經濟

推理探索可能的答案。然而，要求一般的學生提出問題探索，他們或會感覺到吃

力，因為他們缺乏所需技能及他們的社會觸角未夠敏銳。初級階段把經濟議題聯繫

到他們的日常生活體驗上，旨在為學生進一步的探究作準備。學生發現怎樣從經濟

角度解釋他們的行為後，對學習經濟學的興趣便會提升。

 

以下問題是為奧運紀念鈔個案而設。教師可鼓勵學生回顧他們的個人經歷，解釋背

後的原因。學生部分作品轉錄如下。

你有排隊換領紀念鈔嗎？為甚麼？

有啊，因為我排隊換鈔的全部成本並不高，只

需付出鈔票所值的金額及空閒時間，所以就去

排隊了。紀念鈔的供應有限，有些人想買也買

不到。也許是因為這些鈔票有投資潛力，幾年

後就會升值吧！我排隊也就是為了這個轉售的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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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階段，要求學生提出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另一個發展他們探究能力及創作

力的合適方法。以下問題是為奧運紀念鈔一例設計旨在鼓勵學生從經濟角度出發，

盡可能提出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沒有排隊換紀念鈔，因為所牽涉的機會成本

太高了。排隊的時間，我應要當補習教師賺取

酬勞。我的薪金比鈔票轉售所得還高，所以就

不去排隊了。

  
要點：
在紀念鈔個案中，分析了排隊換鈔的人的全部成本之後，學生就被問到他

們有否在2008年夏天排隊換鈔，並要運用經濟學解釋自己的決定。答題

時，學生需要以經濟學分析自己的行為。從以上學生的答案可見，學生能

夠運用適當的經濟概念解釋自己的行為。

有些人因為全部成本太高，所以沒有排隊換紀念鈔。請提出一些能夠降低

全部成本的方法，以吸引更多買家，並分析這些方法的利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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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應該採取措施，節省我們購買鈔票的成本。首先，他

們可以設立一個網上預訂系統，令訂購過程更方便，我們

也不用排隊，省下來的時間還可以繼續當補習教師賺錢。

由於網絡可能經常發生堵塞，銀行必須提升技術支援以防

止問題發生。

第二，可以在更多分行提供訂購服務，使我們無需長途跋

涉去指定的分行訂購，節省時間和隱含成本。

第三，銀行可以聘請更多職員發行「購貨憑証」，令過程

更快捷，亦可節省更多時間。

  

要點：
在鈔票的個案中，學生要探索能改善訂購系統的不同方法，以解決「排長

龍」的問題。他們需要討論每種建議方法的優劣。大部分學生都能提出不

同的方法，並指出其利弊，其中一些方法更甚具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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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學生在討論鈔票個案的課堂後，接受訪問，他們對課堂的意見一般都十分正

面。學生表示，他們對學習經濟學的動機增強了，因為他們覺得能把書本知識應用

到日常生活的決定上，是十分有趣。除此之外，他們亦驚嘆經濟學的解釋能力。

 

另一方面，有學生反映他們對思考改善訂購系統的可行方法時感到困難。一位學生

分享了她那小組的思考過程，以解釋她們如何克服此困難。她們的思考過程展示在

頁28。

  

要點：
在開始討論的時候，她的那一組覺得很沮喪，因為她們只能提供一個建

議(網上申請)。隨後，作為組長的她，開始引導組員，要求她們提出一個

能減少第一個方法的缺點的方案。運用此思考模式，接著的第二個建議

(多開分行)激勵了她那組，讓她們繼續產生新的意念，務求找出最好的方

法。隨著討論的進行，她的小組團隊建議了幾個可行的方法和提出它們的

優點和缺點，最後得出一個最理想、和最少缺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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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優點：…

缺點：
歧視那些不懂用互聯網的人

	 缺點：
	 銀行成本上升
（如需更多人手辦理）

3.	抽籤

2.	多些分行提供認購服務

1.	網上申請

如何改善？

如何改善？

圖8：某一小組學生的思考過程

引導學生提問不是要他們去找正確的答案，而是要加強學生的思考能力，增進他們

的知識和改善他們的共通能力。看到學生在討論中擔起領導的角色並發展他們的共

通能力，非常令人鼓舞。

有什麼優點及缺點？

有什麼優點及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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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點：
2008 年於內地發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在社會上引起了爭議性的討

論，因此，有關本案的工作紙設計了一探究活動讓學生對此事作更深入的

探討。該活動要求學生以討論事件中的最大得益者和損失者為題撰寫一份

報告。在判斷誰人受事件影響最大前，學生們須具備對如需求與供應及機

會成本等相關概念的前備知識。學生們須辨識受事件所影響的人士，並且

根據經濟推理去討論事件對有關方面所帶來的影響。然後，就分析結果作

出有識見的判斷。以下是其中的一些學生的作業：

我認為外國奶粉製造商得益最多。市民摒棄了添加了三聚氰胺的內

地奶粉，導致對外國品牌奶粉的需求上升。隨著外國奶粉的供應額

增加，價格可維持不變，上升的銷售量令他們的總收入也因而上

升。

階段二：多角度分析							
                                 

(個案二：有毒奶粉)

經過分析他們的經驗和以經濟推理去解釋原因，學生須進一步從事件對不同人士的

影響探討議題。要做到這一點，他們須以不同的角度評鑑資料和論點，再根據經濟

推理來作出合邏輯及有根據的判斷。

 

處理評鑑性問題時不是要尋求單一的正確答案，而是要鼓勵學生運用不同的觀點，

理解到不是每一個人都用相同的態度去看事情。這樣可以教導他們如何尊重別人的

決定，儘管他們未必與其他人持有相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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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發現被三聚氰胺所污染的奶粉

時 ， 對 外 國 奶 粉 的 需 求 因 此 而 激

增。當供應商發現需求增加，供應

亦相應上升。奶粉價格維持不變而

銷售量增加，總收入亦因而上升。

此外，我們都知道內地的奶粉和外

國奶粉是相互的替代品。所以我認

為外國奶粉的分銷商在事件中得益

最多。

我認為內地的母親們在事件中損

失最大，因為她們要到香港或

其他平行代理商購買貴價奶粉。

在購買奶粉上所花費的時間和金

錢都增加了。由於她們需要到香

港購買奶粉，因而要花費很多的

時間，繼而增加了她們的全部成

本。因為添加了化學成分的三聚

氰胺而導致對內地奶粉的需求減

少，所以或許內地的母親們是事

件中最大的損失者。

外國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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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提議解決方案

(案例三：佑威清盤)
 

在較早階段， 學生已學習從不同角度去探究一個議題。現在，他們需要學習探究及

提供另行方法去處理面對的問題。他們需要在學習過程中擔當一個主動的角色，尋

找及整理證據去支持自己的觀點。

在佑威的個案中，學生需要代表有意收購佑威的公司準備一個拯救佑威的方案，工

作紙列出的問題如下：

 

佑威現正物色潛在買家。根據你的意見，甚麼公司會有興趣收購佑威？代

表一有興趣收購佑威的公司撰寫一方案去討論收購佑威的動機。

  

要點：
為解答以上問題, 教師鼓勵學生建議不同類別的結合。與此同時，學生在

預備一個準確和確實的分析時，需要尋找更多有關佑威的資料，例如：公

司背景、生產類型。之後學生需要指出自己所建議的結合方法的優點。

在分析資料後，他們要代表有意收購佑威的公司預備一個方案。以下是學

生的習作，顯示出他們引用合適的例子和資料討論集團結合的動機，意念

充滿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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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英皇集團旗下的英皇娛樂有限公司（下簡稱為“英皇娛樂”)

將會是合適的「白武士」拯救佑威。英皇娛樂是一間香港上市公

司，在市場有領導地位。英皇娛樂旗下的藝人在內地也享有名氣，

而公司亦決定拓展內地市場。如果英皇娛樂收購佑威，將行使集團

結合，可想而知有多少好處了。

英皇娛樂能利用佑威在內地的分

店，設立紀念品商店銷售藝人的

相關產品，例如Ｔ恤、帽和杯。

英皇娛樂的藝人亦能設計Ｔ恤並

在Ｔ恤上簽名。這不單能夠提升

藝人的名聲，亦能開拓英皇娛樂

的其他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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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下圖概括描述此先導計畫在每個階段的特色及相關工作紙結構。

部分				 			
I.理解	 II.分析	 III.探究

	 階段

階段一  引導性問題 • 包括一至兩個 回顧個人

奧運紀念鈔票   經濟概念 經驗

    • 設計的問題集中於

     記憶與理解能力

階段二  圖象組織 • 包括較複雜的概念 從多角度

有毒奶粉   • 設計能針對分析與 分析

     評鑑能力的問題

 

階段三  新聞摘要 • 包括較多經濟概念 以真實資

佑威   • 設計的問題集中於 料與證據

     評鑑能力與創作力 支持的建

       議方案

圖9：為先導計畫設計的工作紙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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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此先導計畫的目的是加強學生對經濟科的學習和培養他們的思維能力，以準備他們

進行校本評核，當中使用的工作紙經過特別設計，為教師提供一個有系統的參考架

構。工作紙提供鷹架幫助學生逐步掌握高階思維的能力。可是，此計畫的階段劃分

較為寬濶，教師有需要調節階段之間的差距以配合學生的進度。有一點必須強調，

學生或需重覆練習才能掌握某一階段的技能，然後進入下一階段。

 

此計畫並不預期學生在完成一些練習後，就能在高階思維能力及學習能力方面有重

大的躍進。但是，一些參與計畫的教師都發現學生對經濟科的態度與動機比以前有

所提升，而思維能力亦更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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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分享

參與計畫的教師及學生給予很多寶貴的意見幫助完善此計畫。以下是透過評估學生

的習作、課堂觀察與及訪問，總結得出的一些要點：

 

	教師方面的改變
 

1.	教師角色的改變
 

探究式學習並非一個為取得單一正確答案的過程。它的目的在於擴闊視野，延展思

想的界限和加深學生對一個議題的瞭解。在平日的課堂上，教師一般扮演著傳授知

識的角色，把經濟概念和理論教授給學生。但當教師採用探究方法，他們就變成引

導者，建立自由討論的氣氛並透過探究活動指導學生。

 

從課堂的觀察可以看見很多學生都享受由教師帶領的探究活動，並且從中獲益良

多。

 

2.	歡迎有創意的答案
 

不少教師均表示關注發展學生高階思維的能力，特別是評鑑能力和創作力兩方面。

一些教師擔心學生在探究過程中，會提出意料之外的答案和意見，而給予學生適當

回饋方面是頗具挑戰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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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應學生具創意的答案和意見時，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將注意力放在論點的邏輯

上，並強調這些論點是否適用，取決於多種因素，及須要驗証核實。

 

不過，經過一番嘗試後，大部分教師都適應了這些挑戰，並歡迎學生提出更具創意

的想法。他們發現只有透過鼓勵學生作具創意的回應，才能增進他們的探究能力和

自信。教師最後都很高興看到學生在思考能力和對修讀經濟科的動機上都有所提

升。

學生的改變
 

3.	提升對修讀經濟科的動機
 

有教師表示學生能依據計畫的設計，有效地掌握、暸解並分析時事議題。有參與計

畫的學生表示他們對修讀經濟科的動機提高了。他們開始領悟到修讀經濟科的好

處；因它不但能夠解釋社會現象，並且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由此看來，採用探究

式學習方法增加了他們對深入研究一個議題的動力。教師亦表示學生每天在經濟課

堂都會熱烈地討論社會議題。

 

4.	更主動學習

有學生表示，由於議題探究重點不在於找出正確答案，他們可以隨心所欲表達意

見。在探究過程中，學生需要確立和整合資料，並為議題定出相應的解決方法。經

過若干嘗試，他們更有自信地提出假設，而且不需教師太多的指引，獨立搜尋資料

和作出結論。結果他們的思維能力明顯地增強，一些學生更指出他們能在探究過程

中，自己釐清了在經濟學上的一些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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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共通能力得到改善

不單學生的思維能力得以提升，他們的共通能力，包括溝通和協作能力都有所改

善。學生有很多合作的機會，透過一起討論、預備和報告，他們的表達和協作能力

都得到改善。

 

很多學生均表示，他們十分欣賞其他同學在分組合作時所作出的努力和參與，令他

們在構思新意念的過程中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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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與學生對計畫的回饋

在計畫推行後，參與的教師和學生透過填答問卷表達他們對計畫的意見，他們的意

見有助完善本計畫。

 

教師對計畫的回饋

以下是一些教師的回饋。教師問卷刊錄於附錄III。

1.4

工作紙上的引導問題很有用，因它們指出了分

析新聞篇章的方向。

這計畫大大幫助我在經濟科實行探究學習，工作紙指

導學生循序漸進地完成評論，亦提示他們哪個經濟學

理論能應用在正討論的議題上。

新聞篇章建立了探究學習經濟學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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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激勵一些學生對時事議題作

出深入的思考，他們亦對尋找答案

表現出興趣。

學生對此計畫的回饋

以下是學生的一些回饋。學生問卷刊錄於附錄IV。

學生發現經濟學與生活息息相關。

我認為此計畫對我學習經濟學有很大的幫

助，因為它幫我把經濟學理論應用到日常生

活上，工作紙也引導我從經濟角度，循序漸

進地思考和分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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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到了怎樣從經濟角度分析時事

問題，我覺得很有用。

我覺得這個計畫非常好，因為它對我的寫作和

表達能力有很大的幫助。

通過這個計畫，我們學到了很多討論技

巧。例如， 我學到了怎樣跟同學分工，還

有怎樣利用經濟概念分析新聞的內容。

我覺得有關受污染奶粉(以需求和供應分析)

和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企業所有權) 的問

題最難處理。 要應付實際生活的問題，我們

需要多看報紙和多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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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單元二：經濟科視像教材

 
	 經濟科視像教材介紹

在課堂之上，新聞剪報並不是唯一用作討論時事的工具。其實，電視新聞片段和紀

錄片都是既方便又廣泛應用的課堂資源。

 

一般而言，影片如紀錄片的內容涵蓋範圍都較新聞剪報廣泛，它普遍能展示不同人

士對同一問題的觀點， 製造更多的機會讓學生對議題作進一步的探究。

雖然新聞剪報和影片都可促進學生從探究中學習，並訓練他們的思維能力，但是它

們在課堂上的應用卻有所分別。一份新聞剪報，學生可自行重覆參考好幾遍； 但若

學生錯過了影片中的某些重點，他們很難在課堂的時間自行把影片再播放一遍。因

此，教師要確保學生都明白影片的主要訊息，才能進一步引導他們去探究問題。

 

為了讓學生瞭解某些經濟議題的背景資料，以及各持分者的觀點，教育局課程發展

處製作了四段影片，主題分別是收入不均、香港的公共財政、聯繫匯率及香港的競

爭力。另外，課程發展處還提供了一些工作紙，配合影片一併在經濟課上使用。

 

以下的部分會概述每段影片的內容和相關工作紙的設計，展示它們如何能幫助學生

進行議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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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科視像教材工作紙說明
 

每份工作紙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連串圍繞著理解及分析的問題，用以評估

學生在幾方面的能力，包括憶述資料、 理解訊息、應用經濟概念於現實情況分析問

題。

 

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延續，給予與議題相關的附加資料，以擴闊學生的知識， 並

促進他們探究議題。主要目的是擴闊學生的經濟學知識範疇和教導他們如何運用這

些資源去提升思維能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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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1

收入不均

世界上沒有一處地方是所有人都賺取同樣的薪酬的。因為每

個人的付出都有分別， 收入出現差距是很自然的事。 儘管如

此，收入分佈資料顯示，香港的收入差距，比很多東南亞地區

的已發展國家還要大。 那麼香港收入不均的問題有多嚴重? 背

後到底有什麼原因? 有什麼可行的解決方案? 政府要怎樣做， 

才可以在經濟效率與公平之間取得平衡? 本影片要探討的就是

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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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的清潔工人和會計師的平均時薪是多少?

2. 根據雷鼎鳴教授所述, 為什麼會出現收入差距?

3. 雷鼎鳴教授認為怎樣能把收入不均問題減至最輕?

4. 香港社會結構的轉變和堅尼系數近年來的改變有什麼關係?

5. (i) 影片指出了什麼因素導致香港近年收入不均的情況更趨嚴重?

 (ii) 利用供應和需求圖，說明保安業和飲食業工資明顯較低的原因。

要點：
以上問題涵蓋了影片所帶出的主要訊息，以評估學生憶述資料及基本的理解

能力。

要點：
影片在不同的部分表達了一些導致香港收入不均情況日趨嚴重的因素。問題

5(i) 要求學生整理這些零碎的資料，然後再作結論。

在問題 5(ii)，學生需要利用需求和供應模型分析講者的意見。要做到這點，

學生需要應用他們已有的的經濟知識分析實際情況。

第一部分

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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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延伸問題

 
6. 細看下列表格, 然後回答問題.

	 年份	 1996	 2001	 2006

 堅尼系數

 (按原本住戶每月收入計算)  0.518 0.525 0.533

 

 堅尼系數

 (按除稅及福利轉移後

 住戶每月收入計算)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普查：主要統
計數字：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

 (i) 根據以上的堅尼系數，說明1996至2006年間香港收入不均的趨

勢。

 (ii) 尋找以上時期的堅尼系數(按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每月收入計算) ，

並把所得數值填寫在空格內。（提示：數據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

戶收入分佈》中找到。）

 (iii) 試比較表格內的堅尼系數和6(ii)的答案，指出兩者分別之處並說

明其理由。

 (iv) 請以例子說明稅項和福利轉移怎樣減少香港的收入差距。

7. (i) 稅項和福利轉移雖能減少收入不均，但卻可能會減低經濟的效

率。你同意嗎？請解釋。

 (ii) 草擬一份建議書給政府，建議如何在不影響經濟效率的情況下，

減輕收入不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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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影片引用了三個特定年份的堅尼系數，顯示收入不均的趨勢。但是，要

更準確地反映出收入分佈，稅項和轉移支付的影響也應計算在內。所以

堅尼系數(按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每月收入計算)是個較有效的參考指

數。

在問題6，學生需要搜尋資料和區分兩個指數計算方法及當中的含意。所

以他們要應用和分析已學過的有關稅項和福利轉移對收入分佈的影響。

學生或已學過稅項和福利轉移如何影響效率，所以問題 7 會要求他們作

批判性思考，並創建一些方法，在收入不均和效率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概

念中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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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2

香港的公共財政

跟其他先進的國際城市一樣，香港擁有著優質的公共服務和先

進的基建。但是，這些都需要龐大的公帑，所以要確保社會運

作暢順， 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政策都非常重要。香港的稅制簡單

而具透明度，低稅率更是其特色。但是狹窄的稅基和人口老化

的問題均是香港的一大挑戰。這段影片會探討現今香港公共財

政的概況和稅制改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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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理解問題

1. 據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所述，香港稅制有哪三個主要特點？

2. 為什麼政府每年度財政預算案裡的收入預測，通常跟實際數字有很大差

距？為什麼確保政府收入預算的可靠性是如此重要？

要點：
這些問題旨在測試同學基本的憶述和理解能力。

通過回答這些問題，學生可以得到影片中所帶出的一些重要訊息。

3. (i) 什麼是銷售稅？

 (ii) 徵收銷售稅有什麼好處？

 (iii) 為什麼銷售稅是一種累退稅？

 (iv) 為什麼累退稅不受社會歡迎？

 (v) 利用一供應和需求圖表，描述銷售稅如何影響市場價格和成交量， 

 並在圖中指出政府的稅收。

 (vi) 除銷售稅外，提議其他稅務方案，舒緩政府的財政負擔。解釋你的 

 答案。

分析問題



49

透過探究方法學習經濟學：預備學生進行校本評核

  

  

要點：
影片提及開徵銷售稅是擴大香港稅基的其中一個方法。

要回答以上的問題，學生首先要憶述有關累退稅的基本知識，及它跟銷售

稅的關係。他們需要分析徵收銷售稅一般會如何影響產品市場、政府收入

和經濟。

此外，學生亦須建議其他稅務方案， (問題 3 (vi))，這都考驗他們的評鑑

能力(衡量利弊)和創作力。

 第二部分

延伸問題

4. 細看以下圖表：

(i) 如果政府計畫在2009-10財政年度共花費３億元， 有多少會用在教育

上？

(ii) 列出政府開支對香港經濟的兩個影響。

(iii) 為了促進香港的經濟增長， 你認為政府在未來需要專注哪方面？你可

以提議一些不在圖示中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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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延伸部分顯示了一些 2009-10 年度財政預算案的真實數據，例如：資源分

配。

所以，問題４( i ) 所要求的是基本圖表理解及計算技巧。雖然這些都只是

屬於低層次思考，但卻是理解統計數據及研究經濟現象的最基本及重要環

節。

在問題４(ii) 中，他們要憶述之前在課堂學過對政府開支方面的知識。在問

題４(iii) 中，他們就要運用對於經濟狀況的瞭解及判斷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

資源，促進本地經濟發展。這題目需要學生評鑑能力及創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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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3

聯繫匯率

由於香港是一個擁有完全開放市場的小型經濟體系，匯率的穩

定性對商業環境及市民的日常生活有著極大影響。在１９８３

年起實施的聯繫匯率制度，一直幫助香港渡過無數難關，同時

卻又迫使我們踏進經濟繁榮和緊縮的循環週期。我們受全球金

融波動影響，究竟，在可見的將來，港元是否可能與美元繼續

保持聯繫？與人民幣掛鈎又是否一個可行的選擇？這段影片分

析了聯繫匯率制度的背景，以及採用此制度所帶來的好處、壞

處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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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理解問題

1. 什麼是匯率？

2. 列出數個匯率的功能。

3. 據雷鼎鳴教授稱，評估港元應否與人民幣掛鈎時，要考慮什麼因素？

要點：
學生在觀看此影片前，理應已對匯率有相當的認識。即使他們欠缺這方面

的知識，影片中亦已解釋了匯率的定義及作用。

問題１及２旨在考驗學生的憶述力及基本理解能力。學生如果於觀看短片

前對匯率毫無概念，要跟上片中的說明，或會遇到困難。

要點：
這兩條題目要求學生分析本地貨幣持續貶值對一個經濟體系的物價的影響。所

以，學生要應用及綜合他們對通脹、貶值、對進口貨物的依賴程度及它們對一

個經濟體系的影響的已有知識。然後，他們要運用對貿易模式及資金流動的知

識，探索匯率波動對一個經濟體系所帶來的各方面影響。

分析問題

4. 為什麼本地貨幣持續貶值會帶來輸入性通脹？

5. 本地貨幣嚴重貶值會如何影響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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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延伸問題

   

港元匯率制度簡史

	 日期	 匯率制度	 參考匯率

 1863 銀本位 銀元為法定貨幣

 1935 與英鎊掛鈎 1英鎊兌16 港元

 1972 年6 月 與美元掛鈎 1美元兌5.65 港元

 1973 年2 月 與美元掛鈎 1美元兌5.085 港元

 1974 年11 月 自由浮動

 1983 年10 月-現在 與美元掛鈎 1美元兌7.8 港元

資料來源：港元匯率制度簡史，香港金融管理局。
http://www.info.gov.hk/hkma/gb_chi/public/hkmalin/04.pdf

6. 為什麼香港政府要在1983 年開始實施聯繫匯率制度？

7. 聯繫匯率制度有何利弊？

8. 於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很多亞洲國家的貨幣都貶值。可是，由

於港元已和美元掛鈎，港元匯率完全不受影響。試解釋聯繫匯率制度在

金融風暴期間對香港經濟有何影響。

9. 在過去數十年間，香港一直與美國有著不同的發展步伐及經濟週期，而

這對於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有不利影響。有經濟學者提議港元應與人民

幣或一籃子貨幣掛鈎。

 你認為哪一個匯率制度最適合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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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閱讀過港元匯率制度簡史後，學生要把有關歷史背景與實施聯繫匯率制

度的原因連繫起來（問題６）。此問題要求學生應用對香港歷史的已有

知識，去說明經濟問題。

在第７條問題，學生要評鑑聯繫匯率制度的利弊。在問題８他們則要把

香港在１９９７至９８年金融風暴期間，經濟狀況與匯率制度相連起

來。

最後一條題目需要學生為香港未來發展建議一個合適的匯率制度（問題

９）。此問題要求學生探索不同匯率制度的機制及作用，以及香港現時

的經濟狀況。然後，他們要比較及評鑑不同匯率制度對香港未來經濟發

展的成效。教師應鼓勵他們自己創建一個適合未來發展的匯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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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４

香港的競爭力

在這個全球化的世代，全球經濟體系緊密相連，促使合作與競

爭的產生。香港由一個貿易轉口港，發展成輕工業城市，到現

在成為國際金融服務中心。

可是，近年來她的競爭優勢卻被海外的變化所影響。在現今競

爭激烈的環境下，香港享有什麼優勢及發展潛質呢？ 她如何能

夠保持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優勢？我們該如何為未來的挑戰

作好準備？影片將探索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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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理解問題

重點：
學生對片中所述的“競爭力”未必熟悉，所以，須確保學生明白一些基本

概念，如香港的經濟發展及現時的經濟狀況，對建立他們對此題材的背景

知識十分重要。

這兩條題目旨在考驗學生的憶述及基本理解能力。

1. 在六十年代，哪四個經濟體系被稱為「亞洲四小龍」？試指出它們的增

長策略。

 
	 	 經濟體系	 增長策略

2. 與內地經濟的融合，為香港帶來什麼機遇與挑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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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問題

  
重點：
學生要根據SWOT 框架分析香港現時的經濟狀況。要完成表格，他們就要

把片中有關資訊分為 「強」“S”、「弱」“W”、「機」“O”、「危」“T” 四部

分。

在問題3(iii)，他們要檢討香港所擁有的優點及機遇，以維持其長期競爭

力。

3. 香港如何能夠保持她的長期競爭力？

 (i) 為了維持香港長遠的競爭力，政府需要研究其經濟體系的強項與弱

項。讓我們利用「強弱機危綜合分析法」去分析香港目前的處境。

  「強弱機危綜合分析法」是一種根據形勢分析以制定可行策略的基

礎架構。SWOT代表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es)、市場

上的競爭機會(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 我們可就內在因素

（強和弱）及外在因素（機與危）作出評估，以認清自身的優劣、

潛力及風險，繼而制定適當的策略，取長補短，增加自己對處理機

遇或危機的能力。

  根據影片及其他資料來源，完成以下圖表：

	 	「強」(Strengths)		 「弱」(Weaknesses)
 

	 	「機」(Opportunities)	 「危」(Threats)

 (ii) 影片如何描述香港怎樣保持其競爭力?

 (iii) 除了3(ii)所說明的方法外，你認為香港還可以怎樣利用自己的優點

和機遇來維持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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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延伸題目

  
4. 影片所提及的“比較優勢”是指什麼？

5. 過去香港在發展之路上遇到不少機遇及挑戰，憑著其比較優勢，香港迅

速由一個小漁村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

 以下圖表列出了由五十年代至今所發生的事件。試根據影片所述及你對

香港歷史的認識，指出香港的比較優勢、所遇到的挑戰、及其解決方

法。（可參考頁79及80的圖表。）

6. 根據2009-10 年度施政報告，政府計畫發展六項香港具有優勢的產業，

這六項產業是甚麼？

7. 為甚麼政府選擇發展這六項產業？有甚麼考慮因素？試用比較優勢的概

念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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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在問題５，學生知道了一些有關香港在不同時期經歷過的事件及情境，然

後，他們要應用片中資料及自己對香港歷史的知識，分析香港當時的比較

優勢及所面對的挑戰。

此外，他們要提議香港如何可以克服這些挑戰，此部分考驗學生的分析及

創意能力。

在問題６及７，學生要進一步把比較優勢的概念應用於時事（２００９－１０

的施政報告）方面，當中以六項產業為重點，學生要探究選擇此六項產業

的原因。如要回答此問題，他們便要對香港現今的狀況相當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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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探究式學習

「修讀經濟科有助學生發展『學會學習』的能力。學生學習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有

助發展邏輯思維，將理論和概念應用到現實世界中，培養出解決問題能力及批判性

思考能力，從而發展成不同知識領域的終身學習者， 並為將來在知識型社會中生活

作好準備。」《經濟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學習的目標不只包括掌握概念及程序上的知識，還有思考技巧，以裝備學生於這個

瞬息萬變的知識型社會中，成為能終身學習和適應力強的專才。

 

為何選擇探究式學習？

探究方式是其中一個有效幫助學生發展高階思維的途徑，而高階思維可讓學生探索

及研究真實的世界。

 

以下的研究結果解釋探究法重要的原因：

• 透過解決問題、批判性思考、探究策略和反思行為對資料作高階處理，可加深理

解、自我引導、增強對資料與概念的記憶及轉移能力。

• 使用知識建構、嚴謹的探究和學校教育以外的聯繫的真實教學法，能令所有學生

不論種族、班別、性別及社會及經濟地位，都有較高的成就。

 

探究學習技巧包括基本和高階綜合思維過程，對於學習經濟學相當重要，因為這些

是探究真實世界必須的能力。

事實上，證據指出探究式學習對推理、解決問題和自我引導學習技巧的發展都是不

可或缺的，而且有效讓學生為終身學習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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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一個探究學習環境

要創造一個探究學習環境，教師必須設計一個課堂情境去促進學生的互動。當中有

三個具前瞻性的方法可供教師選擇：提問、組織、模仿。（Allen, 1996；Costa, 

1991）。

 

1.	提問
教師應鼓勵學生發問更多的問題，同時少提供答案給學生。教師應設計一些高階思

維的問題，要求學生提供支持理據及促進元認知（學生察覺到自身的思考過程）。

 

2.	組織
組織包括策畫學生與學習環境之間的互動。因此，教師應設計學習環節讓學生與真

實人物及物品作互動交流，從而獲得社會經驗。

教師應向學生提供一個既安全又開放的學習環境，在充滿正面與創作的氣氛下，鼓

勵學生聆聽別人的意見及共同合作，從而促進學生從不同角度分析問題。

 

3.	模仿
教師應就時事議題，示範如何組織問題及達致解決問題的方法。分享思考過程能為

學生提供一個思考模式以作參考。

 

實施探究學習的方法

時事是有效讓學生投入於探究學習環境的工具。新聞剪報、新聞電視片段及紀錄影

片，都能為學生提供探究社會時事的背景資料，以發展他們高階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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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鷹架的重要性

很多經濟教育學的調查結果指出，適當的思考是從不同年齡慢慢建立。Armento

（1986）把兒童的概念反應模式形容為一個過程「由自我中心到客觀；由重覆、刻

板、規範到廣義；由具體到抽象；和由不一致、狹義到一致、靈活和準確。」

提供鷹架是引導學生逐步發展思維能力的有效方法。「提供鷹架是指支援學生有效

學習的方法，一般包括把學與教的過程分拆成多個由淺入深的部分」《經濟科課程

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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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圖象組織的應用

圖象組織是一個簡要地展示資料的重要工具。這工具透過鼓勵學生引發新意念、分

析因果及強調關係來增強學生的思維能力。

 

圖象組織在教與學的過程中用處良多。可用作視覺工具去描述知識與理解；有的則

用作智力工具來保留重要的資料與關係。據發現所得，圖象組織不僅有助對課文的

理解，更能促進分析及探究部分。以下部分將詳細討論圖象組織在時事探究過程中

的用法。

 

首先，圖象組織有助於分析。教師可要求學生在閱讀理解部分，繪製一個圖象組織

以供分析時應用。以「有毒奶粉事件」為例，在閱讀理解部分當中，學生需要識別

受影響的人士；然後在分析部分，對各界人士的影響進行探討。學生依據先前準

備的圖象組織，再加插重要的資料及關係。學生可根據圖象組織內的資料作議題分

析，教師可參閱圖A.1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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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1	有毒奶粉個案																																														

受污染奶粉

誰人最
受影響？
你會

如何評價？

相關的
人士

影響

經濟原因

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得益最多，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損失最多，因為...

- 對內地奶粉
 需求下降

- 對香港奶粉
 需求上升

受毒奶粉
影響

內地嬰兒
及母親

奶類製品
生產商

香港奶粉
零售商

內地奶粉
零售商

銷售額
下降

人們湧到香港
搶購奶粉

銷售額
下降

- 奶粉是奶類
 製品的衍生 
 需求

- 需求下降

- 對香港品牌
 的奶粉需求 
 上升

- 非價格競爭

- 對內地奶粉
 需求下降

- 總收益或會
 受

探究：
在「有毒奶粉事件」中，誰人得益及
損失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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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總括一篇新聞剪報的意念外，圖象組織亦可在總結活動中使用。在討論的過

程中，學生偏向提出一些未經協調的構想，因此圖象組織能用作整合這些欠缺組織

的概念。參照圖A.2-3，解決問題圖象組織應用於奧運紀念鈔事件中，為學生提供一

個有系統的思索過程，在討論後鞏固他們的概念。

 

 圖A.2	解決問題圖象組織																																																

列出建議的解決方法

所選的方法會出現什麼後果？

為甚麼這是一個問題？

有否不同可行的解決方法?

考慮的方法

問題是甚麼?

解決方法一
好與壞

解決方法二
好與壞

解決方法三
好與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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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3　解決「奧運紀念鈔個案」問題的圖象組織

註:上述內容是基於與參與計畫的學生的討論而訂立的。

建議的方法（修改後）
（學生可提供有不同辯解及理據的答案）

所選的方法會出現什麼後果？
（學生可就自己的觀點及理解給予不同的答案）

為甚麼這是一個問題？
- 只發行了四百萬張奧運紀念鈔

- 鈔票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

可行方法

解決方法

問題
太多人排隊購買奧運紀念鈔

解決方法一
設立網上申請系統

好處
- 節省買家的時間成本

壞處
- 歧視未能使用互聯網

 的人士，尤其是長者

- 或有虛假網站欺騙買

 家

解決方法二
增加發售鈔票分行的數目

好處
- 節省買家的時間成本

壞處
- 行政費用將會增加，所

 以銀行不太可能會接受

 此方法

解決方法三
增加鈔票發行量

好處
- 節省買家的時間成本

壞處
- 增加供應會令鈔票的轉

 售價下降，鈔票的吸引

 力亦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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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I：教師問卷

在學年完結時，參與計畫的教師會獲派以下問卷，以對二零零八至零九學年的先導

計畫作出檢討。

先導計畫
透過時事學習經濟學	(零八至零九)

問卷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你的學生在撰寫新聞評論最擅於哪個範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學生在撰寫新聞評論時面對甚麼困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如何協助學生克服題（2）所述的困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在參與計畫前和後，學生的表現有甚麼差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在推行是次計畫中，曾否面對任何困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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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曾經採取／將會採取什麼措施克服題（5）所述的困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你認為該計畫對你在課堂中實施探究學習有否幫助？為什麼？

 (或你最欣賞該計畫中的哪一部分？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請予意見以改善計畫的推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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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V：學生問卷

在學年完結時，參與計畫的學生收到以下問卷，以對二零零八至零九學年的先導計

畫作出檢討。

  
先導計畫

透過時事學習經濟學	(零八至零九)
學生問卷

1. 你認為此計畫能否協助你學習經濟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計畫前和後，你在學習方面有何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認為在工作紙中所列出的步驟，由閱讀理解、經濟分析、到議題探究， 

 能否為你提供一個清晰的架構去分析時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認為工作紙中哪部分最容易？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認為工作紙中哪部分最困難？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請給予你對計畫的整體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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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的清潔工人和會計師的平均時薪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i) 根據雷鼎鳴教授所述，為什麼會出現收入差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除了雷鼎鳴教授的觀點外，你可否建議其他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雷鼎鳴教授認為怎樣能把收入不均問題減至最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影片中介紹了哪兩個可用來表達香港收入不均程度的參考資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在影片中提及哪兩套在香港使用的堅尼系數的數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香港社會結構的轉變與堅尼系數近年來的改變有什麼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i) 影片指出了什麼因素導致香港近年收入不均的情況更趨嚴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V：經濟科視像教材工作紙

1.	影片「收入不均」的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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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利用供應和需求圖，說明保安業及飲食業的工資明顯較低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除了影片所提及的原因外，建議其他導致近年貧富懸殊加劇的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i) 立法會議員李卓仁表示最低工資可提升效率，他背後的原因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你同意他所述最低工資立法能提升效率嗎？請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你認為最低工資立法能否解決收入不均的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根據雷教授所指，政府可以採取什麼措施來改善機會均等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延伸問題

10. 根據以下圖表回答問題

	 	 Year	 1996	 2001	 2006

	 	 年份	 一九九六	 二零零一	 二零零六	

  堅尼系數 0.518 0.525 0.533
  (按原本住戶每月收入計算)

  堅尼系數
  (按除稅及福利 _____ _____ _____

  轉移後住戶每月收入計算)

 資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普查：主要統計數字：
 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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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根據以上的堅尼系數，說明1996至2006年間香港收入不均的趨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尋找以上時期的堅尼系數(按除稅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每月收入計算)，

並把所得數值填寫在空格內。（提示：數據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中找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試比較表格內的堅尼系數和10(ii)的答案，指出它們的分別並說明其

  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請以例子說明稅項和福利轉移怎樣減少香港的收入差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i) 稅項和福利轉移雖能減少收入不均，但卻可能會減低經濟的效率。

  你同意嗎？請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草擬一份計畫書給政府，建議如何在不影響經濟效益下，減少收入

  不均的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3

透過探究方法學習經濟學：預備學生進行校本評核

  
1.  根據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所述，香港稅制有哪三個主要特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低稅率的簡單稅收制度有甚麼好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i) 根據政府2007年的《香港社會及經濟趨勢》報告，在1996－97財政年 

 度和2006－07財政年度，公共開支增長了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試解釋這些年度公共開支迅速增長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為什麼政府每年度財政預算案裡的收入預測，通常跟實際數字有很大差

距？為什麼確保政府收入預算的可靠性是如此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i) 根據影片的資料，填寫以下表格：

	 	 	 現在	 2033	年

  香港65 歲或以上的人口比例 ______ ______

  支援兩名老人的工作年齡人士的數目 ______ ______

 (ii) 人口老化會為經濟帶來甚麼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根據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哪三個條件是在修正香港稅收方案必須考

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影片「香港公共財政」的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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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  什麼是銷售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徵收銷售稅有什麼好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為什麼銷售稅是一種累退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為什麼累退稅不受社會歡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 利用一供應和需求圖表，描述銷售稅如何影響市場價格和成交量，  

  並在圖中指出政府的稅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 除銷售稅外，提議其他稅務方案，舒緩政府的財政負擔。解釋你的

   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據影片顯示，香港正面對什麼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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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問題

9. 細看以下圖表：

 Source: http://www.budget.gov.hk/2009/eng/pdf/e_appen_b.pdf

 (i) 如果政府計畫在2009-10 財政年度共花費3 億元，有多少會用在教育 

 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列出政府開支對香港經濟的兩個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為了促進香港的經濟增長， 你認為政府在未來需要專注哪方面？你可以 

 提議一些不在圖示中的項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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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麼是匯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列出數個匯率的功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為什麼當外幣價值上升時，入口成本會增加？試用影片中的一個例子說

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2005 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實施兩項兌換保證以改善聯繫匯率制度，這

兩項兌換保證准許港元匯率在哪個範圍內波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據雷鼎鳴教授稱，評估港元應否與人民幣掛鈎時，要考慮什麼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為什麼本地貨幣持續貶值會帶來輸入性通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本地貨幣嚴重貶值會如何影響經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影片「聯繫匯率」的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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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匯率制度簡史

	 	 日期	 匯率制度	 參考匯率

 1863 銀本位 銀元為法定貨幣

 1935 銀本位 1英鎊兌16 港元

 1972 年6 月 與美元掛鈎 1美元兌5.65 港元

 1973 年2 月 與美元掛鈎 1美元兌5.085 港元

 1974 年11 月 自由浮動 

 1983 年10 月-現在 與美元掛鈎 1美元兌7.8 港元

 資料來源：港元匯率制度簡史。香港金融管理局。

 http://www.info.gov.hk/hkma/eng/public/hkmalin/04.pdf

8. 為什麼香港政府要在1983 年開始實施聯繫匯率制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聯繫匯率制度有何利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試解釋在聯繫匯率制度下，美元與外幣匯率的改變如何影響香港人的日 

 常生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在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很多亞洲國家的貨幣都貶值。可是， 

 由於港元已和美元掛鈎，港元匯率完全不受影響。試解釋聯繫匯率制度 

 在金融風暴期間對香港經濟有何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在過去數十年間，香港一直與美國有著不同的發展步伐及經濟週期，而 

 這對於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有不利影響。有經濟學者提議港元應與人民 

 幣或一籃子貨幣掛鈎。

  你認為哪一個匯率制度最適合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延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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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六十年代，哪四個經濟體系被稱為「亞洲四小龍」？試指出它們的增

長策略。

	 	 經濟體系	 增長策略

2. 與內地經濟的融合，為香港帶來什麼機遇與挑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香港如何維持長遠的競爭力？

 (i) 為了維持香港長遠的競爭力，政府需要研究其經濟體系的強項與弱  

 項。讓我們利用「強弱機危綜合分析法」去分析香港目前的處境。

 「強弱機危綜合分析法」是一種根據形勢分析以制定可行策略的基礎架

構。SWOT 代表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es)、市場上的競爭

機會(Opportunities)和威脅 (Threats)。我們可就內在因素（強和弱）

及外在因素（機與危）作出評估，以認清自身的優劣、潛力及風險，繼

而制定適當的策略，取長補短，增加自己對處理機遇或危機的能力。

 根據影片及其他資料來源，完成以下圖表：

	 	「強」(Strengths)		 「弱」(Weaknesses)
 

	 	「機」(Opportunities)	 「危」(Threats)

(ii)  影片如何描述香港怎樣保持其競爭力?

(iii) 除了3(ii)所說明的方法外，你認為香港還可以怎樣利用自己的優點和 

 機遇來維持其競爭力？

4.	影片「香港的競爭」的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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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部分：I

4. 影片所提及的“比較優勢”是指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在過去幾十年，香港在發展上面對不同的機遇和挑戰，憑藉其比較優

勢，香港迅速地從一個漁港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

 以下圖表出五十年代至今曾發生的事件。根據影片所述和你對香港歷史

的認識，指出香港的比較優勢、所曾面對的挑戰、其解決方法。

	 	 時間	 事件／情境	 香港的	 挑戰	 解決
	 	 	 	 比較優勢	 	 方法

 50－60 • 大量內地人口湧入香港

   年代 • 歐洲許多國家的生產

    都未能從第二次世界

    大戰中復甦，但對輕

    工業的產品需求高企

 70 年代 • 輕工業持續發展

   • 亞洲其他經濟體系發

    展迅速（例如新加坡，

    台灣和南韓）

   • 世界市場對高附加值

    產品的需求上升



80

透過探究方法學習經濟學：預備學生進行校本評核

  

	 	時間	 事件／情境	 香港的	 挑戰	 解決
	 	 	 	 比較優勢	 	 方法

 70年 • 內地改革開放，
 代末－   進入國際市場
 80年代

 90年代 • 內地大量需求人才
     以滿足多個城市的
     迅速增長

 

 2000年 • 全球化迅速擴展、
 － 現在  內地經濟高速和持
    續發展，及出現更
    具競爭力和高技術
    的人才

   • 內地實施新的勞工
    法例和保險制度，
    以保障勞工的利益

http://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trade&industry.pdf

6. 根據2009-10年度施政報告，政府計畫發展六項香港具有優勢的產業，

這六項產業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為甚麼政府選擇發展這六項產業？有甚麼考慮因素？試用比較優勢的

概念解釋你的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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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部分：II

自1979 年起，每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檢視有助各國經濟

體系達致持續性經濟增長和長期經濟繁榮的各項因素，這些因素可被歸類

為12 個主要競爭力因素，為全球競爭力指標(GCI)制定競爭力分析，概述了

各國競爭力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基礎。讓我們考慮香港在這方面的情況。

資料一

12 個主要競爭力因素

宏觀經濟環境
• 制度
• 基礎設施
• 宏觀經濟的穩定性
• 醫療衛生和基礎教育

「要素驅動型

經濟」的

關鍵

「效率驅動型

經濟」的

關鍵

「創新驅導型

經濟」的

關鍵

創新及成熟度因素
• 營商的成熟程度
• 創新

市場效率
• 高等教育和培訓
• 產品的市場效率
• 勞動市場效率
• 金融市場的成熟程度
• 科技的就緒程度
• 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全球競爭力報告2008-2009》. 世界經濟論壇

http://www.weforum.org/documents/gcr080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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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二

 競爭力因素的性質（摘要）

	 支柱	 組成部分

 營商的成熟程度： • 是否已建立網絡及支援行業
 本地供應商的數目及質素，生 • 生產工序的先進程度
 產工序/ 公司出產先進產品的 • 市場推廣的涵蓋範圍
 能力  • 對國際分銷的控制
   • 是否願意下放權力
   • 競爭優勢的本質
   • 價值鏈是否存在
 
 創新：  • 科研機構的質素
 經濟體系發展嶄新科技的能力 • 公司在研究及發展方面的開支
   • 大學/業界在研究方面的合作
    程度
   • 政府有否採購先進科技產品
   • 是否有科學家及工程師
   • 有否提供實用專利
   • 有否保護知識產權
   • 創新的能力    
 

 資料來源：瑞士及新加坡為提高競爭力而制訂的政府策略 (資料摘要)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sec/library/0607in1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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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三

 香港的發展階段（摘要）

	 Pillars	 Components

  翻譯自：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8-2009.Global Economic Forum

  http://www.weforum.org/documents/gcr0809/index.html

8. 根據影片，香港的經濟在《全球競爭力報告2008-2009》中排名第幾?  

	 	 	 指標	 排名

  基本條件 ___________

  效率增強 ___________

  創新及成熟度因素 ___________

9. 資料三顯示香港與處於同一階段的國家，在表現平均分上的分別。

 (a) 根據資料三，香港屬於哪一個發展階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4

透過探究方法學習經濟學：預備學生進行校本評核

  
  (b) 在2009/10年，香港推出334新學制及全面實施12年免費教育。你認 

 為這些措施對香港的競爭力有甚麼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與其他處於相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系比較，香港在哪些方面的表現較 

 遜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資料二顯示了部分支柱的具體內容，試參考這些資料，並分析香港應 

 如何提升在(c)相關方面的發展，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資料一顯示了世界經濟論壇在<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量度各國競爭 

 力表現的12項因素。請重新檢視這12大因素，並就你認為，以這12 

 項因素量度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是否全面？若不，你認為還需要加入哪

  些量度方向呢？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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