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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教育出版推出的最新教材已上載至資源庫，歡迎教師下載。 

 

生活與社會（最新上載） 

教材類別 標題 單元分類 資源位置 

教學簡報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 

簡報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4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7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8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9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4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9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1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 3版） 單元 22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3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4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 2版） 單元 25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6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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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8 

教學簡報（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9 

單元工作紙 

單元 1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 

教材 > 單元工作紙 

單元 4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4 

單元 7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7 

單元 8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8 

單元 9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9 

單元 12 單元工作紙（2020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2 

單元 13 單元工作紙（2020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3 

單元 14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4 

單元 15 單元工作紙（2020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5 

單元 19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9 

單元 21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1 

單元 22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 3版） 單元 22 

單元 23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3 

單元 24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4 

單元 25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 2版） 單元 25 

單元 26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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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7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7 

單元 28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8 

單元 29 單元工作紙（2021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9 

Question Bank 

試題 

單元 17試題：課題一──基礎知識 單元 17 

模擬試卷 > 試題 

單元 17試題：課題二──基礎知識 單元 17 

單元 17試題：課題三──基礎知識 單元 17 

單元 18試題：課題一──基礎知識 單元 18 

單元 18試題：課題二──基礎知識 單元 18 

單元 18試題：課題三──基礎知識 單元 18 

單元 18試題：課題四──基礎知識 單元 18 

明報《通通識》 
721期 5台播奧運 所有單元 

通通識 
722期 登陸火星 所有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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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通識教育（最新上載） 

 

教材類別 標題 單元分類 資源位置 

明報《通通識》 
721期 5台播奧運 所有單元 

通通識 
722期 登陸火星 所有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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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通識教育（最新上載） 

 

教材類別 標題 單元分類 資源位置 

明報《通通識》 
721期 5台播奧運 所有單元 

通通識 
722期 登陸火星 所有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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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社會（2021年 7月教材） 

教材類別 標題 單元分類 資源位置 

Question Bank 

試題 

單元 8 試題：課題一──基礎知識 單元 8 

模擬試卷 > 試題 

單元 8 試題：課題二──基礎知識 單元 8 

單元 8 試題：課題三──基礎知識 單元 8 

單元 10 試題：課題一──基礎知識 單元 10 

單元 10 試題：課題二──基礎知識 單元 10 

單元 10 試題：課題三──基礎知識 單元 10 

單元 11 試題：課題一──基礎知識 單元 11 

單元 11 試題：課題二──基礎知識 單元 11 

單元 11 試題：課題三──基礎知識 單元 11 

單元 16 試題：課題一──基礎知識 單元 16 

單元 16 試題：課題二──基礎知識 單元 16 

單元 16 試題：課題三──基礎知識 單元 16 

明報《通通識》 

716期 時事懶人包：假結婚 所有單元 

通通識 
717期 動物權益 所有單元 

718期 時事懶人包：殘疾院舍 人手不足 所有單元 

719期 基因科技疫苗 所有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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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期 時事懶人包：引入海外醫生 所有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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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通識教育（2021年 7月教材） 

 

教材類別 標題 單元分類 資源位置 

明報《通通識》 

716期 時事懶人包：假結婚 所有單元 

通通識 

717期 動物權益 所有單元 

718期 時事懶人包：殘疾院舍 人手不足 所有單元 

719期 基因科技疫苗 所有單元 

720期 時事懶人包：引入海外醫生 所有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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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通識教育（2021年 7月教材） 

 

 

* 歡迎教師登入網上資源庫，搜尋並下載更多教學資源。 

 

教材類別 標題 單元分類 資源位置 

明報《通通識》 

716期 時事懶人包：假結婚 所有單元 

通通識 

717期 動物權益 所有單元 

718期 時事懶人包：殘疾院舍 人手不足 所有單元 

719期 基因科技疫苗 所有單元 

720期 時事懶人包：引入海外醫生 所有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