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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简介包含中四至中六地理课程的五个更新单元，是次更新是根据 2014 年新学制中期

检讨的咨询结果而作出的。该五个单元包括两个必修单元｢全球増温｣和｢河流与海岸｣，

以及三个选修单元｢天气与气候｣、｢运输｣和｢珠江三角洲｣。 
 
除了对一些字眼作出必要的更新外，在《地理课程与评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2007 
(2015 年 11 月更新) 》章节 2.2 内的其他六个单元则维持不变，其他所有章节亦全部维

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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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原则及概略 
 
这次课程更新的目的，旨在为建议更新的五个单元引入 新的知识、概念和信息，并

期望理顺学习进程，帮助教师学生更了解课程的深广度。  
 
下表概述五个单元的主要更新。 
 

有关｢全球増温｣的必修单元 

• 此单元引入气候变化概念，并以全球増温作为气候变化的全球例子，以及城市微

气候作为气候变化的为本地例子。 
• 改写单元的题目以引入气候变化概念。 
• 保留以议题探究方式来研习地理议题「气候变化」，而研习重点为气候变化的成

因、影响及相关的人类反应。 

有关｢河流与海岸｣的必修单元 

• 删除第 1 条问题指引「水如何塑造河流和海岸？」，以｢水循环｣简介作替代。 
• 管理策略只包括可见于香港的策略。 
• 删除英国的海岸管理个案。 

有关｢天气与气候｣的选修单元 

• 本单元将会保留以系统性方式研习「天气与气候」。  
• 加强和增润第 1 部分的内容，加入热能、水分和流动三个大气的主要特性。  
• 取消选取中国城市作例子的限制，要求教师可选取合适例子来显示中国南至北及东

至西的气候差异。 
• 删除有关沙尘暴的研习。 

有关｢运输｣的选修单元 

• 删除第 1 部分「物流 — 运输、仓贮及制成品存货管理等供应链活动」和第 4 部分

「区域个案研究 — 珠江三角洲的运输系统及香港的角色」。 

• 加入运输的基本概念，例如：「联系」、「网络」和「结点」，以及一个新的主题

「运输发展与城市形态」。 

有关｢珠江三角洲区域｣的选修单元 

• 把有关农业的第 2 部分和有关工业的第 3 部分合并成一个单一部分。  

• 加入一个有关城市发展和土地利用形态的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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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河流和海岸环境：一个持续的挑战  

本单元旨在介绍淡水和海水如何创造不同的河流和海岸环境。透过研习水作用和由此形成的地貌，学生可对各种自然因素的相互

作用所造成的地表形貌，以及由于人类对河流和海岸环境干扰活动日益频繁而引致的管理议题有基本的理解。教师应确保学生对

侵蚀、运输和沉积等地理概念有透彻的理解，并把这些概念转移及应用于学习其他环境的地貌。  
 

问题指引  说明  概念  技能及建议学习活动  

1. 水从哪里来及往何处

去？  
 水循环简介：特征、储存和转移  水循环   绘画强调水循环主要部分  (包

括投入、产出、流动和储存) 
的图表  

2. 水如何塑造河盆地形？  
3. 流水作用塑造了哪些主

要的地貌？  

 河盆特征：包括分水岭、河源、河口、河道

系统  
 河流的主要侵蚀、运输和沉积作用  
 影响上述作用的因素  
 主要地貌：包括峡谷、瀑布及急流、曲流及

相关地貌、泛滥平原、天然堤、辫状河、三

角洲  (选用合适的内地例子，例如长江) 

河盆  
河流作用及地

形  

 在地图上界定河盆的边界  
 为照片加上注释以描述不同河

段的特征  
 绘画横切面以显示各种的河流

形貌  

4. 水如何沿海岸运作？  
5. 海浪塑造了哪些主要地

貌？  

 海浪的形成和特征  (建设性和破坏性波浪) 
 海岸的主要侵蚀、运输和沉积作用，包括沿

岸漂移  
 影响上述作用的因素  
 主要地貌：包括海崖、海蚀穴、海蚀隙、海

拱及海蚀柱、海蚀平台、海滩、沙咀及沙

洲、连岛沙洲  

海岸作用及地

形  
 从地图中识别海岸形貌  
 绘画注释图以显示海岸地貌的

形成  
 采用合适的表达方式，例如列

表、图解、统计图表等，解释

海岸侵蚀及沉积作用如何受海

洋、大气和地质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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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指引  说明  概念  技能及建议学习活动  

6. 人类活动如何影响河流

和海岸环境并引起了哪

些后果？  
7. 河流和海岸管理如何为

人类带来持续的挑战？  

 在河流和海岸环境内的人类活动，包括排

水、堆填和康乐  
 影响和结果：例如泛滥、侵蚀和块体移动、

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干扰/破坏  
 管理策略：「硬」策略和「软」策略，包括

通道化、建造防波堤、土地利用分区和海滩

保育  
 管理的议题  (包括对所采用的方法和策略进

行评估) 及它们可能带来的影响  

人与环境相互

作用  
冲突  
管理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航空照片

及 /或卫星图片，分析河流和

海岸环境如何受人类活动的影

响而日渐改变  
 在香港某河流或海岸进行实地

考察，观察和识别各种管理策

略  
 调查市民对香港河流和海岸管

理的意见  
 

价值观和态度  
 欣赏大自然的美态  
 察觉到自然环境在本质上的转变，以及这些转变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明白自然环境需要可持续管理  

 

时间分配:   24 小时   
个案 /特定例子 :  香港的河流和海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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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气候变化  — 长期波动还是不可逆转趋势？  

本单元旨在介绍气候变化的议题，并以此作为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典型例子。此议题的重点在于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暖化 )究竟

是否只是气候的长期波动而已，并就此引导学生验证气候变化是否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除了探讨全球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外，

本单元的第二项重点在于研习本地气候变化，主要是城市微气候的改变。透过探究此议题，学生可对本地和全球气候元素和相关

形态有基本的认识，并更清楚了解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这些自然环境的改变反过来对人类的影响。  
 

问题指引  说明  概念  技能及建议学习活动  

1. 甚么是｢天气 ｣？甚么是｢

气候｣？  
2. 我们的气候是怎么样的？  
3. 有何证据证明我们的气候

正在转变？  

 ｢天气｣和｢气候｣的定义  
 简单介绍本地、本国和全球的气候  
 显示全球气候变化的证据：例如近

数十年全球平均温度急剧上升、热

浪和不正常的温暖天气、海平面上

升和海岸泛滥、冰川融化、越来越

频密的极端的天气情况  

天气和气候  
形态  
随时间转变  

 阅读和阐释气候图  
 从气候图及气候图表识别气候特

征和分布形态  
 探访天文台资源中心，搜集香港

气候数据，并根据所得数据阐释

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香港的气候

变化趋势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或其他软件绘

制主题地图显示全球气候区域  
 从不同来源（包括互联网）搜集

显示全球气候正在改变的证据  

4. 甚么是全球暖化？  
5. 全球暖化是否只是温度的

长期波动，还是地球变得

越来越热？  
6. 全球暖化的成因是甚么？

全球暖化是全球气候的自

然变化还是人为改变？  

 温室效应：机制及人类活动的角色  
(例如滥伐林木、燃烧化石燃料、  
垃圾焚化、排放氯氟化碳、农业) 
在强化此作用所担当的角色  

 全球暖化的自然和人为成因  
 支持和反对「全球增温是不可逆转

趋势」的论点  

长期趋势  
气候变化  
自然和人文系

统的互动  
人与环境的相

互关系  

 议题辩论：「全球暖化是温度的

长期波动」  
 利用概念图或其他图像组织法展

示全球暖化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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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指引  说明  概念  技能及建议学习活动  

7. 我们的本地气候是否也出

现了变化？  
8. 我们市区的气候与郊区的

气候有何不同？为甚么有

此差异？   
9. 城市成长和发展如何影响

我们城市的气候？  

 城市成长和发展引起的本地气候差

异  (聚焦于热岛效应) 
 城市成长和发展对微气候  (就大气

成份、温度、日照、降水、湿度和

风而言) 的影响  

微气候  
城市气候  
热岛效应  
空间差异  

 利用数据纪录仪  /  量度仪  /  流动应

用程序和软件程序实地搜集微气候

数据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或其他计算机

软件，把从实地考察搜集所得的数

据绘画在数码地图上 
 绘制地图显示市区微气候的空间

分布  
 绘制散布图显示城市气候元素  (例
如：温度) 与市中心距离的关系  

10. 气候变化将会带来甚么影

响？它会怎样影响人们的

生活？  
11. 人们对此可以做些甚么？  
12. 为甚么难以就应对气候变

化达致全球共识？  

 观察到的香港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  —  全球各地

的赢家和输家，例如对海平面的影

响、泛滥频率、新的农业机会、健

康风险、气候变得不可预测和极端

天气情况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简单审视达致全球共识的复杂程

度，特别是主要成员的不同观点和

角色  

人与自然环境

的相互依存  
国际合作  
个人利益和共

同福祉  
保育  
可持续发展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或其他计算机

程序仿真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例如沿岸地区由于海水水位上升

而出现泛滥  
 研究气候变化对某一国家可能带

来的影响，其中包括预测全球暖

化的后果，以及评估有关预防及

控制负面影响的计划  

 

价值观和态度  
 关注气候变化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察觉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带来的后果  
 明白解释长期变化所存在的不肯定因素  

 
时间分配 :   24 小时   

个案 /特定例子 :  没有指定个案。教师可引用全球任何地区的合适例子来研习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并以香港及邻近地

区作为本地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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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气与气候 

本选修单元为对天气和气候有浓厚兴趣的学生而设，提供一个较为学术和有系统的基础，让学生在这方面作进一步进修。  
 

本单元介绍热能、水分和流动三个大气的主要特性，并以香港及内地不同地方为例，让学生了解天气的基本元素，以及气候如何

随区位和时间而转变。学生亦将研习气候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气候如何影响人类活动和人类对此所作的回应。   
 

课题  问题指引  说明  概念  技能及建议学习活动  

1. 气候系统

的控制因

素  

 甚么是气候系统的

主要控制因素？  

 这些因素如何运作

从而形成全球气候

形态？  

 大气能量  

− 能量收支  

− 影响日射的因素  

− 全球温度分布形态  

 大气流动  

− 三圈环流模型  

− 全球气压型态  

− 行星风系  

 大气水分  

− 湿度和凝结的简单介绍  

− 降水的类别  

− 全球降水分布形态  

 全球主要气候区  

气候系统  

能量收支  

大气环流  

湿度和凝结  

气候带  

 绘画注释图显示全球环流系统的

运作  

 利用合适的信息科技工具（例如

地理信息系统）绘画主要气候区

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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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问题指引  说明  概念  技能及建议学习活动  

2. 中国的气

候  

 不同地方的气候有

何差异及为何出现

这些差异？  

 同一地方的气候如

何及为何随时间的

改变而出现差异？  

 影响某地气候的因素  

 中国气候和主要气候区的简介  

 中国气候的南北差异和东西差

异：成因和特征  

 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季节性天

气系统：成因和影响  

− 冷锋  

− 台风  

气候因素  

区位与分布  

形态  

季风  

空间差异  

天气系统  

 从互联网搜集不同地方的各种气

候数据  

 绘画气候图  

 阐释气候图和其他气候数据来描

述及解释某地方的气候情况  

 阐释天气图来描述及解释某地方

的天气情况  

 从天气图识别季节和天气系统  

 绘画注释图来显示天气系统的形

成和特征  

3. 气候灾害

与人类活

动的关系  

 中国曾发生过哪些

气候灾害？  

 气候灾害对中国的

人类活动造成甚么

影响？  

 在中国，人们如何

面对气候灾害？  

 简单介绍中国主要气候灾害的

种类和分布  (例如：泛滥、干

旱、沙尘暴、台风、寒流和热

浪) 

 中国北部干旱的成因和影响  

 对抗中国北部干旱的策略，例

如调水计划、改善耕作方法、

水保养计划、妥善水管理  

 评估这些策略的效果  

气象灾害  

人与环境的

相互关系  

环境管理的

策略  

 搜集中国主要气象灾害的资料，

并概述它们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或其他信息科

技工具，绘制重迭地图显示自然

因素与气象灾害的关系  (例如：地

势、雨量分布、温度分布) 

 从主题地图识别气象灾害的分布

形态  

 讨论对抗气象灾害的策略及评估

其效果  

 

价值观和态度  

 欣赏大自然的美态  

 关注受气象灾害影响的人们  

 透过探究气象灾害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时间分配 :   24 小时   

个案 /特定例子 :  香港及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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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运输发展、规划与管理 

本单元专为对运输地理有兴趣，以及希望扩阔学习范围的学生而设。本单元学术成分较重，介绍有关范畴的基本知识，供学生作

进修之用。同时，本单元也是一个与职业相关的单元，通过介绍运输规划及管理的知识，为有志从事相关职业的学生，提供一条

出路。  
 
本单元旨在为学生介绍城市运输系统的发展，包括从地理角度分析运输的基本原理。本单元的重点在于探讨运输发展、问题、规

划及管理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城市空间形态及发展的相互关系，并利用本地和国家例子，解释运输系统的机制及运作。  
 

课题  问题指引  说明  概念  技能及建议学习活动  

1. 香港的运输

及物流发展  
 一个运输系统的核

心元素及主要运输

形态是甚么？  
 香港的主要运输方

式是甚么？  
 香港的运输系统与

物流是怎样发展

的？  

 运输系统：需求、结点、联

系、网络、区位、流量及场

站  
 运输形态（包括个人移动和

货物运输）  
 距离、运输费、模态选择及

模态竞争  
 单一方式运输及多式联运运

输  
 香港运输的主要方式（包括

水上运输、铁路运输、道路

运输、航空运输、管道）  
 香港发展为珠江三角洲地区

的一个运输及物流枢纽  

运输系统  
结点、联系、

网络及流量  
运输形态  
运输费  
模态选择及竞

争  
区位与分布  
随时间及空间

转变  

 浏览运输及房屋局及运输署的网

址，描述香港运输的形态及主要方

式  
 选取两间以香港国际机场为其枢纽

/起点的航空公司，在世界地图上

标示其航线及网络，并加以比较  
 在你的学校 /家居附近选取一区域

以进行交通流量研究，当中包括利

用移动装置，数算经过你所设计的

考察点的不同种类车辆的数目，以

及利用合适的制图方式 (例如流向

线、棒形图及圆瓣图 )及统计方法

(例如频率表、平均数、中位数及

众数)来展示及分析所搜集的数据  
 利用可作问卷调查的应用程序进行

一个有关模态选择的调查  
 参观香港一间物流公司及 /或浏览

香港物流发展局的网址，进一步了

解香港物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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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问题指引  说明  概念  技能及建议学习活动  

2. 香港的运输

问题  
 

 香港有哪些运输问

题？  
 为甚么会出现这些

问题？  

 运输、能源与环境的关系  
 交通挤塞、交通意外、泊车

及环境问题  ( 例如噪音污

染、空气污染、视觉影响、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香港运输问题的成因  (例如

过去缺乏规划、人口及经济

活动高度密集) 

环境  
人与环境的相

互关系  
运输问题  

 从不同途径搜集香港运输问题的剪

报，并利用列表或概念图总结其原

因、影响及可行解决方法  

3. 香港的运输

规划及交通

管理  

 香港政府如何处理

运输问题？这些措

施在多大程度上是

有效的？  
 内地采用哪些创新

运输项目？这些创

新项目在多大程度

上可用来解决香港

的运输问题？  

 改善香港运输的基础设施  
(例如提供额外的道路量)  

 扩展和改善香港的公共交通   
 香港管理道路使用的各项措

施  
 在香港发展一个可持续的运

输系统  
 香港运输规划及交通管理措

施的效果  
 内地采用的创新运输项目

( 例 如 ： 快 速 公 交 运 输 系

统、磁浮列车及高速铁路 ) 
和在香港推行这些创新运输

项目以解决运输问题的可行

性  

运输规划  
交通管理  
可持续发展  
创新运输项目  

 在香港选取一区域以进行有关运输

规划与交通管理措施的调查，当中

包括：  
-  识别这些措施及拍照 (包含全球

定位系统区位)；  
-   搜集其他相关数据，并利用绘画

地图的应用程序或软件作展示  
-   评价各识别措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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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问题指引  说明  概念  技能及建议学习活动  

4. 运输发展与

城市形貌  
 运输发展与城市形

态 有 甚 么 相 互 关

系？  
 在多大程度上「公

共运输导向城市发

展」可帮助香港的

城市和运输环境发

展得更好？  

 运输的演变  ( 包括运输方

式、路线和网络 ) 与城市形

态，包括使用不同运输方式

一小时通勤的空间 /时间关

系  
 运输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  

(例如结点及联系、地租理

论、随距递减) 
 「公共运输导向城市发展」

及其对香港运输及城市发展

的影响  

 城市形貌  
 通勤  
 可达度  
 随距递减  
 城市及运输

规划  
 公共运输导

向城市发展  

 建构一个简单的连接矩阵  (或地理

可达度及潜在可达度 ) 以显示某一

区域内不同结点或区位的可达度  
 选取香港一个港铁站进行一次实地

考察，研究「公共运输导向城市发

展」对该站附近地方运输发展及内

部结构的影响  

 

价值观和态度  
 认识运输及物流发展对香港的重要性  
 关注运输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并重视各种运输规划和交通管理措施 /创新运输项目能否有效地纾

缓这些问题  
 
时间分配：    24 小时   
个案 /特定例子 :   香港及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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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珠江三角洲区域研习  

本单元重点介绍珠江三角洲地区（珠三角）的社会、经济及环境情况，并提供机会让学生综合运用在本课程必修部分学到的概念

（例如区域、转变、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知识（例如影响农业和工业区位因素、土地利用形态、城市扩张）。本单元的学习

目标在于研究该区域在过去数十年所经历重要的转变和发展，并检视自然环境如何因此而受影响，以及有关问题可以如何处理和

解决。  
 
教师为本单元编写教案时，须确保其教学设计能帮助学生达致「掌握有关该区域的知识和对该区域有所认识」的课程目标，并且

应该知道深入的区域研习有助学生发展和应用学科技能和共通能力，以及培育价值观和态度。  
 

课题  问题指引  说明  概念  技能及建议学习活动  

1. 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作
为一个区域  

 珠三角在哪里？  
 为甚么珠三角被视为

一个区域？  

 珠三角的区位：座落与位置  
 珠三角作为一个区域的环境和社会

经济特征  

区位  
区域  

 准备一个为时十分钟的计算

机演示来简述珠三角的主要

环境和社会经济特征  

2. 转变中的农

业和工业发

展  

 自一九八零年代农业

和制造业出现了哪些

变化？  
 为甚么会出现这些变

化？  

 珠三角的农业和制造业的转变和发

展  

-  农业：由自给到出口导向和内

需  

-  工业：由劳工密集到资本和技

术密集  

 引致这些转变和发展的原因  
 

随时间转变  
发展  
影响农业和

工业发展的

因素  

 绘制地图  (利用地理信息系

统作为地图绘制工具) 显示

该区域不同种类的农业和工

业活动的分布  
 重迭地图以识别在一段时间

内该区域农业和工业形态的

转变  
 绘制复合棒形图显示该区域

不同种类工业形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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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问题指引  说明  概念  技能及建议学习活动  

3. 转变中的土

地利用形态  
 自一九八零年代土地

利用形态出现了甚么

变化？  
 为甚么会出现这些变

化？  

 自一九八零年代土地利用形态的转

变：由乡郊农业为主到城市工业为

主  
 因经济发展和城市成长所引致的城

市扩张  
 简介由城市扩张所产生的特征：城

市群和城中村  

聚落形态  
城市扩张和

城市成长  
空间相互作

用  

 从一系列在一段时间内拍摄

的卫星照片识别珠三角土地

利用形态的转变  
 进行有关深圳或广州城中村

的小组专题研习  

4. 转变、发展

与自然环境  
 上述的转变和发展对

自然环境带来了甚么

影响？   
 已经做了和应该做甚

么来解决问题？  

 珠三角的环境污染：成因、种类、

空间分布、随时间而出现的变化  
 影响：例如社会代价  (健康、生活

质素)、经济损失  (清洁费用、商行

及公司的迁出)、对香港的影响  (空
气和水质污染) 

 管理策略：例如立法、防治、监

控、清理、教育  (另类生活方式)、
跨境协作  

环境衰败  
污染  
保育  
环境管理  

 实地考察香港内城工业区  
(例如新蒲岗、观塘)，认识

工业活动带来的环境衰败  

 

价值观和态度  
 认识香港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部分  
 了解香港与珠江三角洲邻近地区的密切关系  
 关注影响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的问题  

 
时间分配：    24 小时   
个案 /特定例子 :   珠江三角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