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表現

卷一甲部

本卷共設40道多項選擇題， 考生平均答對26題。 考生的整體表現令人滿意。

在第16題中，約三分之二的考生錯誤地選擇D作為答案。他們也許將 「 波浪頻率」誤解
為影響波浪能量強度的因素， 但實際上是相反 。

題16 下列哪些是影響波浪能量強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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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頻率

鬪
A. 
B. 

*C.
D.

只有(1)及(2)
只有(1)及(3)
只有(2)及(3)

(1)、(2)及(3)

(6%) 
(3%) 

(29%) 
(62%) 

在第19題中，約半數的考生錯誤地選擇C作為答案。他們也許將 「 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
管制較嚴厲 」 誤解為引致資訊科技廠房從美國遷移往中國的推因素 ， 然而該項因素對資
訊科技工業的遷移是沒有重要影響的 。

題19 下列哪項是引致資訊科技廠房自2000年從美國遷移往中國的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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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30

美國的勞工成本上升
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管制較嚴厲
中國有較多政府優惠措施

*A.
B.
C. 

D. 

只有(1)
只有(3)
只有(I)及(2)
只有(2)及(3)

(25%) 
(11%) 
(52%) 
(12%) 

在第30題中，數目相若的考生分別選擇A及D作為答案 。 選擇D包括了 「 年温差小」
這項並非南加州的氣候特徵。

下列哪些有關南加州自然環境的描述是正確的？

在第31題中，數目相若的考生分別選擇C及D作為答案。錯誤地選擇C的考生也許忽

略了X灌溉糸統（滴灌）投人的水量遠較Y灌溉系統（噴灌）少，因此滴灌的下滲量亦

較噴灌少．

題31

題32

參閱以下顯示X灌溉系統及Y灌溉系統的照片 。

Y瀘瀛素縞

下列哪些有關X灌溉系統與Y灌溉糸統的描述是正確的？

(1) 
(2) 
(3) 

x

 塗
水撝考量
鹽ft fi有甩風險

A. 
B. 
C. 

*D.

y 鏑＿

只有(1)及(2)
只有(1)及(3)
只有(2)及(3)
(1)·(2)及(3)

(11%) 
(1%) 

(44%) 
(44%) 

在第32題中，約半數的考生錯誤地選擇D作為答案。考生也許誤將位於區亻立(3) 的非洲
東部高地，當作區位(2)的延伸部分，而區位(4)的熱帶雨林面積相對於區位(1)及區亻立(2)
最小。

參閱下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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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乾旱至乾旱氣候
降雨量大致朝內陸遞減
年温差小

*A.
B.

C. 
D. 

只有(1)及(2)
只有(1)及(3)
只有(2)及(3)

(1)、(2)及(3)

(30%) 
(17%) 
(2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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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乙部

上圖中哪一個區位的熱帶雨林面積最小？

A. (I)
B. (2)
*C. (3)
D. (4)

(10%) 
(20%) 
(21%) 
(49%) 

在第39題中，大部分考生錯誤地選擇B作為答案。他們也許將該樓宇設計誤解為以栽種

於外牆的植物「加強吸收大氣圏中的二氧化碳」 。 該樓宇設計的目的實為減少建築物吸收

的熱能 ，從而減少使用空調的能源消耗。

題39 參閱以下顯示某樓宇設計的照片 。

下列哪項是以上照片所示設計的目的？

(1) 減少能源消耗
(2) 加強吸收大氣圏中的二氧化碳
(3) 降低樓宇維修成本

*A. 只有(1)
B. 只有(2)
C. 只有(I)及(3)
D. 只有(2)及(3)

(25%) 
(69%) 
(2%) 
(4%) 

題號
選題

一般表現
百分率

1. (a) 75 良好 。許多考生能正確地辨認圖la顯示的震央位置，特別
是位於環太 洋帶的震央，但有部分考生錯誤地描述震央位
於建設性板塊邊界。

(b) (i) 一般 。許多考生未能比較X地與Y地海嘯的成因 ， 而將兩
者的成因分別討論。 部分考生未能對比X地與Y地海嘯成
因的差異。 他們對Y地海嘯的成因認知貧乏 。

(ii) 一般 。 部分考生只描述Y地的波浪高度，但未能解釋其成
因。部分考生錯誤地將海嘯理解為破壞性波浪，並應用不相
關的因素 ，如：吹程， 以支持他們的答案 。

(C) (i) 良好 。 大部分考生能解釋X地與Y地海嘯中死亡人數的差
異。

(ii) 一般。許多考生能評估「土地利用分區」的效用，但有部分
考生只粗略地舉出「 地利用分區」的例子，而欠詳細解釋。
部分考生舉出與「土地利用分區」無關的措施，包括防震結
構、逃生路線等。 只有小部分考生能進 一 步闡釋 「 土地利用
分區」的效用，如：降低沿海地區人口密度、建立緩衝區有
助減低海嘯帶來的破壞等。

2. (a) (i) 25 令人滿意。大部分考生能描述由地點l至地點7河流流速的
轉變。

(ii) 一般。 大部分考生能解釋地點l至地點4、 地點4至地點5
及地點5至地點7河流流速的轉變。部分考生未能在答案中
引用地圖證據，或錯誤地以坡度變化解釋河流流速的轉變 。

(b) (i) 良好 。 大部分考生能正確地計 地點7的流量 。

(ii) 令人滿意。許多考生能就流量及各種河流作用，描述及解釋
河道朝下游方向的闊度轉變。

(iii) 欠佳。許多考生未能引用地圖證據以解釋有利沉積形貌形成
的自然條件 。

3. (a) (i) 43 良好。大部分考生能描述低密度住宅用地及商業用地的分布
形態 。 能力較高的考生能舉出該兩類用地在填海區上的區
位 。

(ii) 良好。 許多考生能詳盡地解釋低密度住宅用地及商業用地分
布形態的優點。

(b) 欠佳。許多考生錯誤地解釋X地區為發展新市鎮的較佳選
址而並非題目所指的較適合填海地點。部分考生只能列出X
地區的區位及地點優勢而未有與Y地區作比較 。 部分考生
亦未能在答案中引用正確的地圖證據。

(c) 一般。許多考生只能舉出可持續發展的定義。部分考生只抄
寫表3b的資料作為答案，而未有討論X地區的土地利用規
劃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59 60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題號
選題

一 般表現
百分率

4. (a) (i) 58 欠佳。許多考生未有計算海冰範圍的面積。

(ii) 欠佳。許多考生的答案錯誤。

(b) (i) 一 般。大部分考生能描述及解釋二氧化碳排放量與海冰範圍
面積改變的關係。許多考生混淆了太陽輻射與地面輻射的概
念。部分考生未能認清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與温室效應加劇
及全球增温的關係。部分考生錯誤地解釋冰冠及冰川的融解
而並非題目所問的海冰範圍面積的改變 。

(ii) 一般。許多考生對海冰融解的正面影響欠缺認識。部分考生
的答案與海冰融解無關，如：海平面上升、沿海泛濫、種積
期延長、 糧食產量增加等。

(c) 一般。許多考生只抄寫圖4b的數據，並在欠缺解釋的情況
下指出國際合作未能控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

卷－丙部

題號
選題

一般表現
百分率

5 27 考生在本題的表現一 般。

在本題第一部分，許多考生能舉出1978年以前影響中國鋼
鐵工業分布的 因素，並作合理的闡釋。部分考生亦能解釋政
府政策如何影響內陸地區鋼鐵工業的區位。能力較佳的考生
能劃分1949年以前 、1949年至1953年及多個「五年計劃」
等不同階段的發展。但部分考生只著重描述及解釋 一 些影響
工業的因素，如：勞動力、市場等，而未有參考1978年以前
鋼鐵工業的特性。大部分考生未有舉出適當的例子，或舉出
錯誤的例子。

在本題第二部分，許多考生了解1978年以後中國鋼鐵工業
的分布，但未能將鋼鐵工業分布與「改革及開放」政策連結
起來。部分考生舉出錯誤的例子，如：在深圳經濟特區等珠
江三角洲地區建設鋼鐵廠。只有小部分考生能指出「西部大
開發」政策與鋼鐵工業發展及1978年以後鋼鐵工業分布的
關係。

'

題號
選題

一般表現
百分率

6 55 考生在本題的表現令人滿意 。

在本題第 一 部分，許多考生能解釋自然環境，如：氣候限制丶
土壤特質、水資源、植被特質等，如何導致薩赫勒地區的饑
荒風險高。許多考生能詳細地描述薩赫勒地區的自然限制，
以及該等限制如何導致饑荒，但有部分考生舉出不相關的人
文因素作解釋。

在本題第二部分，考生對於生物科技有基本的認識，如：抗
旱、抗害蟲等。部分考生能概括地描述生物科技在降低饑荒
風險上的效用，但很少考生能作出詳細及深入的解釋。另一
方面 ，有個別考生誤將生物科技當作一般農業科技作答，
如：灌溉、化肥 、機械等。部分考生能指出生物科技會受到
貧窮、教育水平低等因素影響。部分考生舉出使用生物科技
帶來的問題，而並非評估生物科技在降低薩赫勒地區饑荒風
險上的效用 。

7 19 考生在本題的表現欠佳。

在本題第 一 部分，大部分考生提及濫伐林木帶來的環境後果
而非社經後果。部分考生試圖描述及解釋社經的負面影響 ，
但他們的答案內容欠深度及廣度。

在本題第二部分 ，許多考生錯誤地理解「角色」， 因此未能
正確地回答題目。部分考生偏重熱帶雨林的開發及濫伐雨林
的負面影響。 只有小部分考生能討論較發達國家的角色，但
他們的答案流於膚淺。

一般評論及建議

1. 考生應留意題目中關鍵的詞語，特別是地理詞彙， 並小心解讀題目所附的資料，
以免錯誤審題。

2. 考生不應直接抄寫題目的資料作為答案。

3. 考生應使用地理概念及觀點作答 。

4. 考生應掌握包括地圖閱讀 、 照片和圖表闡釋等各種硏習地理科所需的技巧。

5. 考生應多熟習最新的議題，而非單靠課本知識作答 。

61 62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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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選題
一般表現百分率

3. (a) (i) 7 良好。大部分考生能以適當的標註正確地繪畫圖表。然而 ，

題號
選題 一 般表現

百分率
1. (a) (i) 27 優異。 大部分考生能辨昭該岩石類型 。

有少數考生錯誤地將曲線的起點標繪在零值的位置 。 有少
數考生未有依照指示在方格紙上繪 圖表，而是將圖表繪

在答題簿內的空白位置上，他們大多因此未能準確地標
繪曲線 。

(ii) 良好 。 大部分考生能清晰地指出該岩石類型的 一 般特徵。
然而，有部分考生錯誤地認為因該岩石富有節理，所以容
易風化。

(ii) 令人滿意。 大部分考生能描述兩種公共交通工具在重要性
上的轉變。 一 些考生能計算出百分比的轉變。

(iii) 令人滿意。 大部分考生能以適當的地理詞彙描述該岩石的
形成過程。 然而，有少數考生解釋了柱狀節理的形成過程
或板塊移動的機制，而非該岩石的形成過程。 有少數考生

(b) (i) 良好 。 考生普遍能指出鐵路的優點 。 然而，在解釋為何乘
客選擇鐵路以取代專利巴士之中 ，頗多考生以前者較後者
環保為原因 ， 而非因乘客的環保意識提升 。

混淆了「熔岩 」 與「岩漿」 。

(ii) 欠佳。 考生普遍欠缺空誾概念，且未能運用適當的地理詞

(b) (i) 一般。雖然頗多考生能正確地辨認出「岩崩」 ， 但只有少數
考生能準確和具體地舉出照片證據。 部分考生錯誤地以照

彙描述空間轉變。很多考生只能簡單地從圖3b中抄寫鐵路
及新市鎮的名稱作答。

片le的警告牌作為塊體移動的證據。 考生應更注意審題。 (c) 欠佳。 大部分考生對公共交通效率的認識不足 。 很多考生

(ii) 欠佳。 雖然大部分考生能描述導致塊體移動的 一 般自然因
素 ， 但只有少數考生能以應力和抗力的概念去解釋岩崩的
成因。 不少考生混淆了「塊體移動 」 與「風化」或 「 雨水

只能舉出日常生活的例子， 如：轉乘設施或車資優惠。 只
有少數考生能就鐵路與專利巴士的競爭及互補角色，作出
合理的討論及評估。

濺擊侵蝕」。大部分考生未能引用相關的照片證據以支持他
們的答案。

4. (a) (i) 21 良好 。 大部分考生鈮寫出城市名稱，但一些考生未能正確
地計算差異。

(c) 一般 。 大部分考生能指出該措施的目的和功能 。 不少考生
未有在討論中考慮到該區的獨特土地利用及環境。 一 些考
生只是背誦課本中不同應對山泥傾瀉措施的優點和缺點 ，

(ii) 令人滿意。 然而 ， 一 些考生只比較城市之間的濃度差異，
而未能適當地描述地區內的空間 異。

因此未能作出合理的判斷。 「一 方面合適，但另 一 方面又不
合適」等含糊的結論亦屬常見。 當討論 一 項措施是否合適
時 ， 考生應作出明確的判斷 。

(iii) 一般 。 考生普遍解釋了空氣污染的 一 般成因， 而非人口密
度 、 人均生產總值及區位如何影響二氧化氮濃度 。 考生應
更善用提供給他們的數據及資料以支持他們的答案 。

2. (a) (i) 45 優異。近乎所有考生都能正確地將數據集配對城市。

(ii) 良好 。 大部分考生能以適當的地理詞彙描述温度， 如：年
温差。 大部分考生能指出緯度差異是造成兩城巿温度差異
的主要因素，然而，部分考生未能有條理地作出解釋。一

些考生過於著 與海洋距離的影響， 中有很多考生未能
適 地解釋海洋在調節温度上的作用。

(b) (i) 良好 。 大部分考生能描述上升及下降的整體趨勢。 考生必
須能準確地描述轉變的幅度， 以取得較高分數。

(ii) 令人滿意。 大多數考生能解釋二氧化氮濃度下降的趨勢，
但只有少數考生能解釋工業總產值同時上升的趨勢 。 很多

考生忽略了非政府因素。考生應留意在討論「相對重要性 」

時 ，必須涵蓋政府政策以外的因素 。

(b) 令人滿 。 大部分考生能分別指出夏季及冬季的盛行風形
態 。 然而， 一 些考生只能簡略地描述季風，如：夏季吹向
岸風及冬季吹離岸風 。 考生必須更詳盡地解釋季風的形成
過程。 部分考生錯誤地以行星風帶的季節性遷移去解釋風
向的轉變。

(c) (i) 良好 。 大部分考生能正確地指出「乾旱」或 「 沙塵暴」為
氣候災害。然而，有少數考生舉出不相關的氣候災害 ， 如：
颱風。

(ii) 令人滿意。 很多考生能解釋離岸風如何導致乾旱。 考生應
討論風以外的其他因素 ，以闡明風在形成災害中的角色，
特別是解釋成因較複雜的沙塵暴，以取得較高分數。

63 64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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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選題 一般表現

百分率
5 40 考生在本題的表現一 般。

考生在解釋香港花崗岩地區出現強烈風化的原因時，不單要

充分認識花崗岩的結搆及其化學成分，亦要明瞭香港的氣候

環境對風化的影響。然而，很多考生只描述了花崗岩的特徵

或風化作用。雖然很多考生能清晰地描述岩石的各種物理性

風化作用，但他們大多未能解釋強烈風化的原因。 只有少數

考生能指出在炎熱及濕潤的環境下，花崗岩地區的化學風化

較物理性風化重要。 部分考生混淆了 「 風化」與 「 侵蝕」的

概念。

整體來說 ， 考生對風化如何與侵蝕及塊體移動等剝蝕作用共
同塑造地形的認識不足。只有少數考生能指出香港的強烈風
化作用為侵蝕和塊體移動提供了大量風化物質。大部分考生
不明白風化作用在塑造香港整體地形上的重要性，他們大多
只能簡單及概括地描述香港花崗岩地區的地勢。 一 些考生僅
能描述如突岩或沖溝等地貌的形成。 一 些考生描述了與本題
不大相關的海岸侵蝕形貌的形成過程 。

6 11 考生在本題的表現欠佳。

雖然很多考生能描述行星風帶的大致空間分布，只有少數考

生能清晰及有條理地解釋其形成過程。考生尤其不擅於解釋

亞熱帶高壓及環極低壓，他們應留意除太陽能量外，空氣的

聚合和輻散是影響氣壓的重要因素。一 些考生繪圖以說明行

星風系，然而，他們應注意以文字描述及解釋是回答短文章

式問題所必須的。

考生普遍欠缺全球氣候的概念。大部分考生未能描述全球主
要氣候帶的分布，亦未能描述這些氣候帶的氣候特徵。不少
考生嘗試解釋行星風系對氣候的影響，然而，他們 往往只能
解釋風向，即向岸風及離岸風，對地區性降水形態的影響；
或以行星風帶的季節遷移解釋某些地帶的降水形態，例如：
地中海地區。考生應留意在討論「相對重要性」時 ，必須涵
蓋行星風系以外其他因素的影響，他們必須指出太陽能量是
控制全球氣候的最具影響力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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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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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6 考生在本題的表現－般 。

大部分考生能描述香港發展成為港口的一 般因素。考生必須
能更深人及全面地描述物流業發展的因素，如：通訊系統和
聯繫、法律制度、供應鏈管理及科技等，以顯示對該行業有
足夠的認識，才可取得更高分數。另 一 方面，不少考生引用
了 一 些不正確的例子以說明他們的答案，如：以元朗物流圜
作為政府支持物流業發展的例子。

考生普暹對珠江三角洲的運輸基礎設施發展欠缺良好的認
知，因此他們的討論大多流於粗疏及膚淺。考生多集中討論
兩地物流業的競爭，較少考生具備如腹地或地區合作等相關
概念。大部分考生未能舉出珠江三角洲地區運輸基礎設施的
例子。不少考生舉出一 些不相關的例子，如：興建廣深港高
速鐵路或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等。

8 22 考生在本題的表現一般 。

由於本題是珠江三角洲的區域研習，考生應對該區域有廣泛
的認知及了解。然而，考生在本題的第一部分中往往只能粗
略地解釋 一 般的工業區位因素。表現一般的考生能簡略地提
到勞工短缺及工資上升、污染控制及地租上升等。只有小部
分考生能作深人的解釋。很少考生能舉出珠江三角洲地區主
要工業的近期例子。一些考生將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挑戰
描述為資金短缺、教育水平低·技術不足及基礎設施缺乏等。
考生應留意珠江三角洲地區當前發展的 最新資訊 。

在本題的第二部分 ， 絕大部分考生不太認識「品牌營銷」策
略。對該概念有較佳認識的考生往往將討論集中在中國發展
品牌的優勢和限制上，他們應聚焦於該策略在應對挑戰上的
效用，並提出更具體及相關的論據。

一般評論及建議

1. 考生應根據提供的資料回答數據為本問題· 考生應加強詮釋圖表、 照片及地圖等
並從中摘取有用資料的能力。 他們亦應學習如何在問題指定的情境或個案中應用
地理知識和概念．

2. 考生的空間概念薄弱 。 他們應學習使用適當的地理詞彙描述空間分布 。

3. 考生在判斷適切性或評估相對重要性方面的表現欠理想。他們應強化推理和論證
的能力 ， 學習如何提出具體的論點及驗證，並清晰及符合邏輯地表逵自己的立場，
應避免提出空泛含糊的論據或總結．

4. 考生應避免以 「 常識」作答，特別是有關「運輸」及「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習」兩
個選修單元的問題。他們在答案中應展示堅實的地理概念，並能運用正確及特定
的地理訶彙。他們亦應留意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最新發展。

5. 考生在答題時 ， 尤其是作答短文章式問題 ，應有組織及有條理地表達個人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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