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師推介

閱畢此書，相信你定能從細節裏了解文憑試摘星的關鍵位，例如《絕密筆
記》內「星級同學心得」披露學習通識、考好通識的祕訣，而「本書」所設的「試
前攻略」、「精讀筆記」、「恆常及熱門議題」和「歷屆星級答案」，有助你短時
間內掌握備戰通識科文憑試的一切須知，反思個人掌握考核要點的進程，並見
賢思齊，由「好」變得「更好」！

湯皓勛副校長 (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

通識課題內容廣泛，要充分掌握通識學習，需將單元概念、議題及題型融
匯貫通。本書正好將三者有系統地呈獻，讓同學更有效地認識通識學習的重要
元素外，亦透過不同單元的熱門議題，幫助同學理解通識學習，檢視所學。同
時，《絕密筆記》載有 5** 學生成長經歷，讓同學以文憑試過來人的分享，從日
常温習、課後練習及試前準備三方面，更準確地為通識科作最佳的預備。

林佩儀校長 (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

坊間有不少參考書，內容大多數圍繞答題方式、熱門議題等，而這本書作
者是通識教育科 5** 的考生，現在是通識教育科的準教師，所以她能夠從不同
角度及身份，結合自己的不同經驗，教授莘莘學子如何準備及温習通識教育科。
其中，《絕密筆記》除了說明如何做好筆記，同時輔以例子作解釋，令同學們易
於理解，對同學温習及準備考試，應有極大啟發性。

楊映輝副校長 (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

此書特別之處是作者分享的親身考試經驗，如何由對通識科摸不着頭腦，
到能夠在公開試考取佳績，這成功經歷可見於《絕密筆記》。作者同時以準通識
教育科老師的角度，教授同學短時間內掌握單元要點及議題的爭議點，有助在
試卷中引用例子作答。而同學也可以從「試前攻略」、「歷屆星級答案」等部分
掌握考評要求。同學好好利用此書，應能找出適合的方法應對通識教育科。

郭福梅老師 (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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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議題
個人

成長

今日

香港

現代

中國
全球化

公共

衞生

能源

科技

2013
題 1 全球性肥胖

題 2 立法會功能及拉布爭議

題 3 性別分工

2014
題 1 示威遊行與生活素質

題 2 風力發電與能源選項

題 3 暴飲模式

2015
題 1 三農問題

題 2 整形外科手術

題 3 國際旅遊業趨勢

2016
題 1 城市農耕

題 2 香港民主與全球競爭力

題 3 HIV 與全球疫症

2017
題 1 族裔共融

題 2 中國減貧

題 3 香港與新加坡的生活素質

2018
題 1 香港義工

題 2 學生壓力與教育目的

題 3 伊朗與新加坡的器官捐贈

2019
題 1 立法會組成與政府管治效能

題 2 塑膠廢物處理與全球環境

題 3 中國全球影響力

2020
題 1 青少年使用互聯網的影響

題 2 人口趨勢與國際移民

題 3 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

試題歷屆文憑試  

公共衞生或能源
科 技 常 以 跨 香
港、中國或全球
單元的方式出現。

我們可從試題

分佈掌握幾個

卷一特點。

以今日香港
為主，近年
常考核全球
化的概念。

試卷一



5試前攻略

歷屆試題星級答案 

見本書第 3 課

分題之間關連較強，答案
多是層層遞進。部分分題
要求運用上一分題的答案
作延伸推論。

以詮釋資料題目為主，大
部分題目需要引用題目提
供的資料作答，只有 1 至
2題關於立場判斷的題目。

題型及分數
題 a 題 b 題 c

題型 分數 題型 分數 題型 分數
原因 6 詮釋資料（論證） 8 / /

詮釋資料 4 原因 6 論證立場 8

因素 6 價值觀 8 / 	/

詮釋資料（圖像） 4 詮釋資料╱論證 6 論證立場 8

比較 8 比較 8 	/ /

詮釋資料（數據） 	4 因素 8 / /

詮釋資料 5 影響 6 建議 6

原因 6 論證立場 8 / /

詮釋資料╱影響 4 關注點 8 / /

詮釋資料（數據） 4 因素 6 詮釋資料（論證） 8

詮釋資料（數據） 4 詮釋資料（數據） 4 論證立場 8

詮釋資料（數據） 4 困難 7 / /

詮釋資料（數據） 4 因素 6 論證立場 8

詮釋資料 4 影響 4 詮釋資料（論證） 7

詮釋資料（數據） 5 詮釋資料╱建議 8 / /

詮釋資料（數據） 4 挑戰 6 詮釋資料（論證） 8

詮釋資料（數據） 4 關注點 4 詮釋資料╱論證 8

詮釋資料╱原因 4 持份者衝突 8 	/ /

詮釋資料（數據） 4 詮釋資料（數據） 5 詮釋資料（論證） 8

詮釋資料（數據） 4 詮釋資料（數據） 5 詮釋資料（論證） 8

詮釋資料（數據） 5 比較 8 / /

詮釋資料（數據） 4 影響 6 詮釋資料（論證） 8

詮釋資料（數據） 4 挑戰 6 論證立場 8

詮釋資料（數據） 4 持份者衝突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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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主題一 自我了解

1. 成長挑戰 包括生理變化、情緒波動與羣性發展的需要等。若青少年不懂得處

理，可能會影響他們的自尊。

2. 情緒波動 在生理、心理與社交方面有較多轉變，若遇到矛盾和困難而不懂解

決，則會感到迷惘，情緒大幅波動。

3. 青春期 兒童逐漸過渡至成年人的階段，那是生殖器官趨於成熟，而第二性

徵逐漸出現的時期，在約 10歲開始，約 20 歲結束。

4. 自尊 人們對自己多方面的綜合看法，幫助人們認定自己是個怎樣的人、

可以做些甚麼、做得有多好、獲多少人認同與接受。

5. 自我概念 對自己的描述，由自尊和自我形象組成，可以包括外貌特徵、性格、

技能、社會角色、社經地位等。

6. 自我評價 對自己整體的看法，包括對自己優點和缺點的認識、對個人能力的

看法等。

7. 自我價值 能否接納個人的強項和弱項，是否相信自己是有價值的人等。

8. 社經地位 個人在社會所擁有的地位，按教育水平、收入、職業類別、居住地

點、種族和宗教等因素而定。

9. 權利 個人或羣體合理的權力與利益。

10. 責任 分內應做的事，是個人在道德上應有的行為。人們亦會把個人在職

業或角色上應該達到的要求稱作責任。

11. 義務 個人或羣體按法律規定或在道德上應盡的責任。

12. 角色期望 對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期望，人們認為在特定場合中佔有特定位置

的人，應具有甚麼樣的行為表現。

13. 大眾傳媒 通過印刷、電子和數碼傳播科技，把信息傳遞給大量受眾的載體。

14. 新媒體 指透過應用電腦科技及使用互聯網進行的溝通模式或透過互聯網傳

播，以及互動性為特點的數碼資訊及娛樂，例如網站、網上論壇、

社交媒體、網上遊戲及即時通訊平台等。

15. 價值觀 個人或羣體的信念，也是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

詞彙速遞概念及



第1課
精讀筆記 內容內容焦點

拆解拆解文憑試題

展示該單元的主線內容 收錄該單元的重要概念

以常考的提問角度，配合簡單

表格，展示課程核心內容。

將焦點內容應用到歷屆文憑試

題目，掌握考試要求。

第 2課
恆常及熱門議題

認識考核範圍1

掌握常考核心

應用所學

解構圖主題 及詞彙必讀概念及詞彙

2

3

31第 1課  精讀筆記

我們可以更有

條理、有系統地

温習各個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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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中國的改革開放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公有制、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承包制、鄉鎮企業、

三農問題、小農經濟、農民工、戶籍制度、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對外開放、城市化、 

恩格爾系數、城鄉差距、區域差異、新三座大山、炫耀性消費、西部大開發、

西氣東輸、南水北調、可持續發展、霧霾天氣、荒漠化、「三高一低」、跨境污染、

污者自付、文物保育、「申遺」、文化產業、法制建設、維權運動、網絡反貪、

信訪制度、羣體性事件、綜合國力、軟實力、硬實力、銳實力、方位外交、和平發展、 

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一帶一路」

解構圖主題

及詞彙必讀概念及詞彙

A
改革開放的重點
發展（p.87）

B C

E

F

D
改革開放以來
人民生活水平
的轉變（p.94）

協調區域發展
（p.98）

改革開放下的
環境和文化保
育（p.100）

綜合國力及外交發展（p.109）

政府管治的不同面向（p.104）

單元三　現代中國



拆解拆解文憑試題

209第 1課  精讀筆記

支持 立即改善當地環境狀況，同
時迫使其他國家改變行為。

反對 出口的國家只會將廢物輸出
到其低度發展水平的國家，
而問題更無法規管。

論證「亞洲國家實施禁止塑

膠廢物進口將對全球環境有

正面影響。」

題 2c（參見 p.206）

2019 年卷一題 2 議題︰塑膠廢物處理與全球環境

正面影響：

論點 1 更有效地編排交通工具班次，能舒緩交通
擠塞，減低能源消耗。

論點 2 電燈以人流來啟動開關，能節省能源使用。

負面影響：

論點 1 管理大量數據須持續使用電力，增加能源
消耗。

論點 2 發展智能城市需使用大量能源。 

智慧城市︰

指在城市管理上使用大數據
及資訊科技來便利民生。

智慧城市的發展對能源

使用造成的影響。

題 3b（參見 p. 203）

2020 年卷二題 3 議題：智慧城市與可持續發展

2018 年卷二題 2 議題︰發展電動車的考量

同意

不同意

政府應否提供經

濟誘因，以增加

使用非汽油作能

源驅動的交通工

具？

經濟誘因：

1. 方式
2. 對象
3. 效用

衡量準則：

1. 即時性
2. 持續性
3. 可動用資源
4. 社會需要

政府

責任

題 3b（參見 p.203）



第2課
恆常及熱門議題

211第 2課  恆常及熱門議題

議題學概念概念

理解不同立場的持份

者及其理據

以題型展示議題的各

個焦點

持份者觀點觀點 全攻略議題全攻略

重點題目攻略攻略

1分鐘重温

第 3課
歷屆星級答案

簡述議題牽涉的重要概念

詳細分述不同題目的內容

極速重温議題的核心內容

我們以第 1 課的

內容為基礎，就

能讀通各個議題。

認識考核範圍1

3 應用所學

掌握常考核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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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學概念概念

議題 2  網紅文化與社會風氣

全球網絡普及化使不同的社交平台興起，帶動「網紅文化」，網紅能透過與廣告
商、娛樂公司的合作，獲得可觀的收入。網絡紅人在香港亦被稱為「關鍵意見領
袖」 (Key Opinion Leader)，指他們在某專長範疇的意見在社會上具影響力。網紅
透過在社交或分享平台如 YouTube、 Instagram、抖音等分享個人照片、影片或
進行直播等增加知名度，以爭取「粉絲」的關注。網紅文化對青少年和社會都帶
來不少影響。

網紅文化

社會

風氣

營銷

策略

互聯網

普及化

網紅

經濟

沉迷

網絡

多元

發展

部分網紅文化鼓吹外在

美貌、色情、暴力、沉

迷電玩等，影響青少年

的價值觀，同時對社會

風氣有負面影響。

青少年缺乏時
間管理，容易

沉迷在網絡世

界與關注的網

紅偶像進行交

流，影響日常

生活。 商戶利用網紅的知名度和累

積的粉絲數量推銷產品，形

成新的營銷模式。

互聯網的資訊流動性高、速度快，而且可

以跨地域進行資訊傳遞。 2019 年全球互
聯網用戶超過 43 億，佔全球 57% 人口；

社交媒體活躍用戶有 35 億人，佔全球

45% 人口。

網紅透過提高社會
關 注 度 增 加 粉 絲

數量和建立營銷市
場，形成網紅產業。

網紅經濟是透過網

紅產業消費鏈形成

的新經濟模式。

青少年可透過社交媒體分享個
人才藝和專長，如跳舞，或者

分享個人生活以成為網紅，並

賺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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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

關注青少年發展的社
會組織

青少年

•	 現時最能達到傳銷效果的平台是社交媒體，透過網紅營銷能提升銷售額，
例如 2018 年內地網紅產業產值超過 1,000 億，內地網紅李佳琦曾在一分
鐘內銷售 14,000 支唇膏。

•	 內地企業藉着網紅的流行創立網經培訓中心，如「天鴿互動」，網紅獲取
打賞或傳銷收入時與公司攤分，創造新的商機。

關注點

價值取向

營銷策略的成效
以經濟回報為先

•	 部分網紅透過誇張、「出位」行為博取觀眾的關注以提升知名度，例如羞
辱別人，青少年有機會以其為榜樣模仿行為，扭曲青少年的價值觀。

•	 中國內地曾有 13歲的女孩偷用父母的手機支付程式為一位男主播打賞了
25萬人民幣，金錢觀不但被扭曲，更破壞與父母之間的關係。

家長
關注點

價值取向

青少年的健康發展
重視子女的發展

負面

•	 青少年透過「打賞」網紅建立與網紅的關係是建基於金錢上，會讓青少年
將人際關係物質化。同時，網紅文化令青少年認為成為網紅需要姣好的
身材和完美的容貌，促使他們盲目追求外在美。

•	《中國青年報》針對網紅現象的調查，顯示近 3成人指網紅的價值觀不正
確；更有 56%受訪者認為網紅對青少年造成負面影響。

關注點

價值取向

青少年健康發展	
重視青少年的價值觀

持份者觀點觀點持份者觀點觀點

•	 為青少年提供多一個職業發展方向，擺脫以成績為優先的傳統價值觀，
發展成功更可獲知名度和可觀收入。

•	 成為網紅能得到部分觀眾的關注和認同，有助建立自我形象和自尊感。

關注點

價值取向

網紅文化對個人成長影響
以個人感受和發展為先

正面

正面

網紅文化為青少年和社會帶來正面還是負面影響？

負面

單
元
一

單
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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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題目攻略攻略

論證立場

是否同意網紅文化有

益於社會發展？

評估

評估網紅文化對社

會發展造成的影響。

比較

家長比政府更能減少青

少年受網紅文化影響？

原因╱因素  指出及解釋網紅現象出現的原因。

原因 說明 例子

互聯網普
及化

科技產品和智能手機的興起，

使互聯網發展迅速，成為網紅

現象出現的先決條件，社交媒

體興起，提供平台發展網絡產

業。

根據《全球數碼報告 2019》，全球互聯

網用戶超過 43 億，佔全球 57% 人口；

社交媒體活躍用戶有 35 億人，佔全球

45% 人口，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使用率高

成為網紅現象出現的先決條件。

自由工作
受現代人
歡迎

現代社會生活節奏急速，人們

愈來愈崇尚自由的生活。網紅

工作時間彈性，吸引不少現代

人和年輕人入行。

現代上班族往往需要「朝九晚六」，甚至

要經常加班。網紅雖然要花時間製作影

片或進行直播，但工作時間自訂，壓力

較小。

全攻略議題全攻略

原因╱因素

指出及解釋網紅現

象出現的原因。

挑戰╱困難

在管制青少年使用網

絡時有甚麼困難？

影響

網紅文化可能對青少

年造成甚麼影響？

建議

可如何監管網紅的

分享內容？

價值觀

不同持份者就網紅文

化的流行有何取態？

持份者衝突

不同人士對網紅文化在

社會普及有何爭議？

P.22

P.20

P.34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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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困難  指出及解釋香港政府在管制網絡內容時面對的困難。

影響  指出及解釋網紅文化可能對青少年造成的影響。

困難 說明 例子

需保障言
論自由和
創作自由

現時香港的言論自由和創作自

由受法例保障，香港政府難以

在網上進行監視或追究有關的

內容，否則有違法治，只可靠

平台的管理員進行網上巡邏和

刪除有關的內容。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

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而《基本法》

第三十四條列明，香港居民有進行學術

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

自由。因此，政府難以限制市民的權利。

網絡匿名
制難以追
查身份

香港的社交媒體帳戶多以匿名

制登記註冊，為了保護個人資

料和身份，在登記時大多數不

需要用戶的真實名字、身份證

號碼等個人身份認證資料，因

此難以追究。

即使香港政府立例監管網民在網上發佈

的內容，基於匿名制的關係，政府未必

能追查到用戶的真實身份，因此難以阻

嚇網民對發佈的內容負責。

影響 說明 例子

正面︰為
青少年帶
來多元發
展機會

香港教育制度以成績主導，升

學方向單一，發展機會少。網

紅文化可讓成績不佳，但富有

才華和熱誠的青少年發展為全

職網紅，在社交平台上展現個

人才藝和分享趣事。

擁有超過 33 萬訂閱的香港 YouTuber 

Lizzydaily 在香港大學畢業，但其發展

不局限於傳統職業，透過 YouTube 分享

韓國資訊和化妝技巧，深得觀眾喜愛。

可見網紅新興文化為青少年提供新的職

業發展方向。

負面︰扭
曲青少年
的價值觀

網上社交媒體所發佈的資訊雖

然多元化且有趣，但缺乏監

管，仍在成長中的青少年很容

易受錯誤的資訊影響，模仿或

崇拜行為不良的網紅，扭曲他

們的價值觀。

擁有 1,500 萬訂閱量的美國 YouTuber 

Logan Paul 曾在日本的「自殺森林」拍

攝期間拍到遺體，但他表現輕挑；他亦

經常以譁眾取寵的題材拍攝影片，灌輸

錯誤的價值觀。

單
元
一

單
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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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評估網紅文化對香港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

（立場：正面大於負面）

評估準則 說明 例子

時效性  香港的產業結構單一，着重發

展金融、專業服務等行業，忽

視多元發展的重要性，以致社

會上出現職位錯配問題。時下

網紅文化為經濟帶來新動力，

能創造商機，促進經濟發展。

據內地相關機構數據， 2018 年內地網

紅產業產值超過 1,000 億，當中包括營

銷商品的銷售額。可見網紅文化符合時

勢發展，為中國的經濟帶來新的機遇和

提升經濟總值。

社會需要 創意產業屬香港的六大優勢產

業之一，網紅文化正正可提供

有意投身創意產業的人士一個

發展空間和踏腳石，符合社會

需要，例如可將創作的影片、

歌曲、畫作等在網上平台分享

和宣傳，創造商機。

「Papi 醬」是內地著名的網紅拍攝者，憑

藉拍攝自創的搞怪影片得到廣告商的合

作邀請；香港 YouTuber Mingjai 夢想是

成為導演，他指成為 YouTuber 創作影

片讓他學習到相關技巧，更有幸參與電

影製作。

（立場：負面大於正面）

評估準則 說明 例子

根本性 網紅文化鼓勵「打賞文化」和

「網紅消費」，藉此加強粉絲與

網紅的連繫，可是粉絲盲目打

賞或者購買網紅的相關周邊產

品，浪費金錢，更鼓吹物質主

義。

在中國上海有一名 13 歲的小女孩因崇

拜一位男主播，偷用母親金錢打賞該主

播，兩個月內共打賞了 25 萬人民幣，浪

費金錢，且建立錯誤價值觀。

影響範圍 不少網紅以非主流的題材作影

片主題和直播內容，當中涉及

色情、暴力、低俗或有違道德

的內容，青少年容易在不自覺

中模仿，影響心智的健康成長。

外國曾有一位 YouTuber 為增加瀏覽次

數，便在直播時親身測試陌生男性在街

上觸摸女生後的反應。這些影片以社會

實驗為噱頭，但無視內容涉及色情和羞

辱女性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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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鐘重温

互聯網普及化

網絡紅人

網紅經濟

營銷策略

自我形象

自尊心

自我認同

價值觀

社會風氣

創意產業

網絡監管

事件背景︰全球網絡普及化使不同的社交平台興起，更令「網紅

文化」在社會上流行。不少青少年以網紅為理想職業，

但實際上網紅文化對青少年和社會都帶來不少影響。

持份者︰政府、青少年、家長、商戶

原因︰

• 互聯網普及化︰ 2019 年全球互聯網用戶佔全球 57% 人口；

社交媒體活躍用戶佔全球 45% 人口。

• 嚮往自由工作︰現代人工作壓力大、工時長，嚮往較自由的工

作時間。

影響︰網紅文化的好壞

好處 壞處

• 提供多元發展選擇

• 創造新的商機

• 導致社會風氣敗壞

• 扭曲價值觀

監管困難︰

• 言論自由受保障︰言論自由受《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政

府難插手監管。

• 網絡匿名制︰香港網絡用戶行匿名制，難以追查真實身份。

網紅文化對社會利多與弊？

同意 不同意

多元發展︰為青少年發展提供更多選擇

創意產業︰ 可透過網紅文化分享個人創作， 

發展創意產業。

鼓吹不良風氣︰ 涉及不少色情、暴力等內

容，容易引起社會不良風

氣。

扭曲價值觀︰ 部分網紅行為不當，青少年

容易盲目跟隨。

重點筆記重點筆記

作出評鑑作出評鑑

關鍵字關鍵字

網紅文化與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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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資料（數據） 2016 年卷一題 1a 引用數據描述趨勢後，應比較或歸納有關情況。

詮釋資料（數據） 2016 年卷一題 2b 需同時回應「有關係」和「沒有關係」

詮釋資料（數據） 2017 年卷一題 1a 歸納出「模式」，而並非只提及數字變化。

詮釋資料 2013 年卷一題 2a 利用資料解釋另一則資料

詮釋資料（論證） 2018 年卷一題 1c
限定應用資料的範圍，不應提出資料以外的論

據。

因素 2015 年卷二題 1a
需概念化，並解說因素如何導致「會」或「不會」

的情況。

影響 2012 年卷二題 3b 問題應是負面影響，故不需要提出正面影響。

挑戰╱困難 2018 年卷一題 1b 作答時應強調「為何無法處理或達成」某些目標

建議 2017 年卷一題 3b

從資料解釋需要改善的兩個生活素質向度，然

後就兩個向度各自提出建議。提出的建議應針

對某個向度，並應從不同角度提出可行而有效

的方法。

持份者衝突 2019 年卷二題 2a

以一組持份者作答，強調兩個持份者之間可能

在「訴求」、「利益」、「期望」或「價值觀」的

差異，從而解釋有關衝突。

論證立場 2015 年卷二題 1b
必須表明立場，然後從正反角度論證，以做到

多角度思考的要求。

評估 2014 年卷二題 3a

必須表明立場，然後加入準則討論，在同一層

面上，判斷正面還是負面影響較多，以支持立

場。

比較 2019 年卷二題 2b
必須表明立場，然後提出不同方法，以及加入

準則，判斷有關方法是否最佳方法。

歷屆文憑試題目題型分類及要點

題型分類 題號 題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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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答案答案星級答案答案

題型 	 詮釋資料（數據）
題號 	 2016 年卷一題 1a
得分關鍵 	 引用數據描述香港農業趨勢後，應比較或歸納有關情況，以準

確指出農業的發展狀況。

資料 A的兩個數據表顯示香港農業發展呈負面的
趨勢。

首先，折線圖顯示香港的耕地面積出現持續下跌
的趨勢。例如︰從 1995年最高位的 20.7（100公
頃）一直下跌至 2013年的 7.3（100公頃），從最
高點下跌至最低點，共下跌了約 65%，可見跌
幅超過一半，對農耕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雖然
2005至 2013年跌幅放緩，只是從 8.3（100公頃）
下跌至 7.3（100 公頃），8 年間只下跌了 1（100
公頃），但整體已顯示下跌的趨勢。

另外，在下表的棒形圖則顯示香港對於蔬菜依賴
程度的上升，但本地產量卻一直下跌。例如︰香
港蔬菜總食用量由 1995年的 51.5（10,000公噸），
上升至 2013年的 82.7（10,000公噸），雖然 2005
年曾一度下跌，但整體仍是以上升趨勢為主，最
終由 1995年上升至 2013年約 61%增長。可見，
港人對蔬菜倚賴總量上升。然而，本地蔬菜產量
由 1995 年的 8.8（10,000 公噸）一直下跌至 2013
年的 1.6（10,000公噸），下跌約 82%。這反映出
本地蔬菜產量對本港的滿足度一直下跌，由 1995
年的約 17.1%，下跌至 2013年僅為 1.9%，這展
示香港農業發展呈負面走向。

引用資料描
述農耕發展
情況

引用資料描
述下跌情況

引用資料描
述香港蔬菜
食用量需求
上升

引用資料描
述本地產量
下跌

整體回應

主題句

主題句

整合並描述下跌
情況

描述兩項目發展
趨勢差異造成的
結果

4 4 分／

詮
釋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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