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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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sheets 

M1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1 

教材 > Worksheets 

M4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4 

M7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7 

M8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8 

M9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9 

M12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0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12 

M13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0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13 

M14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14 

M15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0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15 

M19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單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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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M21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1 

M22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2 

M23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3 

M24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4 

M25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5 

M26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6 

M27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7 

M28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8 

M29 Worksheets (Teacher's Book) (2021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9 

議題出卷 

資料庫 
出卷資料：國家安全 單元 21、22 

模擬試卷 > 試題 

 > 全部題目 

Question Bank M2 Question Bank: Chapter 1 - Basic Knowledge 單元 2 模擬試卷 > 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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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Question Bank: Chapter 2 - Basic Knowledge 單元 2  > 全部題目 

M2 Question Bank: Chapter 3 - Basic Knowledge 單元 2 

試題 
單元 22 試題：課題二──資料回應題［2021］ 單元 22 模擬試卷 > 試題 

 > 資料回應題 單元 22 試題：課題四──資料回應題［2021］ 單元 22 

Current Issue 

Worksheets 

時事工作紙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Elections 單元 21、22 教材 > Current Issue 

教材  > 時事工作

紙 施政報告 2021——完善「一國兩制」實踐 單元 22 

PowerPoint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1 

簡報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4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7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8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9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14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19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1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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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3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4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5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6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7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8 

PowerPoint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9 

Teach Easy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1 

簡報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4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7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8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9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14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19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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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2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3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4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5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6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7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8 

Teach Easy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1) 單元 29 

明報《通通識》 

724 期 時事懶人包：教育「雙減」 所有單元 

通通識 
725 期 遲來的「走塑」 所有單元 

726 期 時事懶人包：跨境生退學潮 所有單元 

727 期 核污水惹食安疑慮 所有單元 

新聞專題 
灣區創業手冊 單元 14、17 

教材 > 新聞專題 
創業手冊．深圳篇 單元 17、27 

圖看世界 中巴經濟走廊與瓜達爾港 單元 20、26 教材 > 圖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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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與新興經濟體的疫苗接種 單元 29 

新前海合作區 單元 16、17 

深圳樓價有多高？ 單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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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社會發展（最新上載） 

教材類別 標題 單元分類 資源位置 

議題出卷 

資料庫 
出卷資料：國家安全 主題 1 

模擬試卷 > 試題 

 > 模擬試卷 

試題 

主題 1 試題：課題 1C 主題 1 

模擬試卷 > 試題  

> 資料回應題 
主題 1 試題：課題 1D 主題 1 

主題 1 試題：課題 1E 主題 1 

時事試題 

工作紙 
施政報告 2021——完善「一國兩制」實踐 主題 1 

教材 >  

時事試題工作紙 

明報《通通識》 

724 期 時事懶人包：教育「雙減」 所有主題 

通通識 
725 期 遲來的「走塑」 所有主題 

726 期 時事懶人包：跨境生退學潮 所有主題 

727 期 核污水惹食安疑慮 所有主題 

新聞專題 
灣區創業手冊 主題 1 

教材 > 新聞專題 
創業手冊．深圳篇 主題 1 

圖看世界 
新前海合作區 主題 1 

教材 > 圖看世界 
深圳樓價有多高？ 主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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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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出卷 

資料庫 
出卷資料：國家安全 單元 2 

模擬試卷 > 試題 

 > 模擬試卷 

時事試題 

工作紙 
施政報告 2021——完善「一國兩制」實踐 單元 2 

教材 >  

時事試題工作紙 

明報《通通識》 

724 期 時事懶人包：教育「雙減」 所有單元 

通通識 

725 期 遲來的「走塑」 所有單元 

726 期 時事懶人包：跨境生退學潮 所有單元 

727 期 核污水惹食安疑慮 所有單元 

新聞專題 
灣區創業手冊 單元 2 

教材 > 新聞專題 
創業手冊．深圳篇 單元 3 

圖看世界 

中巴經濟走廊與瓜達爾港 單元 3、4 

教材 > 圖看世界 
發達與新興經濟體的疫苗接種 單元 4、5 

新前海合作區 單元 2、3 

深圳樓價有多高？ 單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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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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出卷 

資料庫 
出卷資料：國家安全 單元 2 模擬試卷 > 試題 

時事工作紙 施政報告 2021——完善「一國兩制」實踐 單元 2 教材 > 時事工作紙 

明報《通通識》 

724 期 時事懶人包：教育「雙減」 所有單元 

通通識 

725 期 遲來的「走塑」 所有單元 

726 期 時事懶人包：跨境生退學潮 所有單元 

727 期 核污水惹食安疑慮 所有單元 

新聞專題 
灣區創業手冊 單元 2 

教材 > 新聞專題 

創業手冊．深圳篇 單元 3 

圖看世界 

中巴經濟走廊與瓜達爾港 單元 3、4 

教材 > 圖看世界 

發達與新興經濟體的疫苗接種 單元 4、5 

新前海合作區 單元 2、3 

深圳樓價有多高？ 單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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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社會（2021 年 9 月教材） 

教材類別 標題 單元分類 資源位置 

時事工作紙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單元 21、22 教材 > 時事工作紙 

上課易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 

簡報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4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7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8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9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4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9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1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 3 版） 單元 22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3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4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 2 版） 單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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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6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7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8 

上課易（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9 

Teaching Plan 

教學進度表 

M1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1 

教 材  > Teaching 

Plan 

教材 > 教學進度表 

M4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4 

M7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7 

M8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8 

M9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9 

M12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12 

M13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13 

M14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14 

M15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15 

M19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19 

M21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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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2 Teaching Plan (2nd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2 

M23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3 

M24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4 

M25 Teaching Plan (2nd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5 

M26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6 

M27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7 

M28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8 

M29 Teaching Plan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單元 29 

單元 1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 

單元 4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4 

單元 7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7 

單元 8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8 

單元 9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9 

單元 12 教學進度表（2020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2 

單元 13 教學進度表（2020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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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4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4 

單元 15 教學進度表（2020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5 

單元 19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19 

單元 21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1 

單元 22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 3 版） 單元 22 

單元 23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3 

單元 24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4 

單元 25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 2 版） 單元 25 

單元 26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6 

單元 27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7 

單元 28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8 

單元 29 教學進度表（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9 

Question Bank 

試題 

M18 Question Bank: Chapter 1 - Basic Knowledge 單元 18 

模擬試卷 > 試題 > 

全部題目 
M18 Question Bank: Chapter 2 - Basic Knowledge 單元 18 

M18 Question Bank: Chapter 3 - Basic Knowledge 單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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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8 Question Bank: Chapter 4 - Basic Knowledge 單元 18 

M26 Question Bank: Chapter 1 - Basic Knowledge 單元 26 

M26 Question Bank: Chapter 2 - Basic Knowledge 單元 26 

M26 Question Bank: Chapter 3 - Basic Knowledge 單元 26 

單元 21 試題：《香港國安法》_多項選擇、填充、是非 單元 21 

單元 22 試題：《香港國安法》_多項選擇、填充、是非 單元 22 

單元 23 試題：《香港國安法》_多項選擇、填充、是非 單元 23 

單元 14 試題：課題二──基礎知識（2021 年更新版） 單元 14 

單元 21 試題：課題二──基礎知識（2021 年更新版） 單元 21 

單元 21 試題：課題三──基礎知識（2021 年更新版） 單元 21 

單元 22 試題：課題一──基礎知識（2021 年更新版） 單元 22 

單元 22 試題：課題三──基礎知識（2021 年更新版） 單元 22 

單元 23 試題：課題一──基礎知識（2021 年更新版） 單元 23 

單元 23 試題：課題三──基礎知識（2021 年更新版） 單元 23 

單元 26 試題：課題一──基礎知識 單元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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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6 試題：課題二──基礎知識 單元 26 

單元 26 試題：課題三──基礎知識 單元 26 

單元 28 試題：課題一──基礎知識 單元 28 

單元 28 試題：課題二──基礎知識 單元 28 

單元 28 試題：課題三──基礎知識 單元 28 

明報《通通識》 

試閱版 蝸居難求 所有單元 
通通識 

723 期 獎牌背後的難關 所有單元 

熱門專輯 

生育政策 單元 24 

資源總覽 

電動車 單元 20、22 

光污染 單元 22、29 

電子競技產業 單元 1、14、20 

醫學美容 單元 1、8、11 

電子煙規管 單元 21、22 

氣候巨變．國際對策 單元 28、29 

圖看世界 格陵蘭頂峰首下雨 被視全球暖化警號 單元 29 教材 > 圖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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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在印度洋地區基地和設施 單元 26、28 

中美等國政府對半導體企業的支援情況 單元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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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社會發展（2021 年 9 月教材） 

教材類別 標題 單元分類 資源位置 

時事試題 

工作紙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主題 1 

教材 >  

時事試題工作紙 

教學簡報 

教學簡報（課題 1A） 主題 1 

簡報 

教學簡報（課題 1B） 主題 1 

教學簡報（課題 1C） 主題 1 

教學簡報（課題 1D） 主題 1 

教學簡報（課題 1E） 主題 1 

教學簡報（課題 1F） 主題 1 

試題 
主題 1 試題：課題 1A 主題 1 模擬試卷 > 試題  

> 資料回應題 主題 1 試題：課題 1B 主題 1 

單元工作紙 主題 1 單元工作紙：課題 1C. 維護國家安全_多項選擇、填充、是非 主題 1 
教材  > 單元工作

紙 

影片工作紙 

課題 1A. 香港問題的由來和回歸歷程概略 主題 1 
教材  > 影片工作

紙 課題 1B. 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及了解「一國兩制」及《基

本法》的法律依據 
主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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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1C.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香港國安法》與促進香港長遠發展，

以及與平衡法治和人權的關係 
主題 1 

明報《通通識》 
試閱版 蝸居難求 所有主題 

通通識 
723 期 獎牌背後的難關 所有主題 

熱門專輯 

生育政策 主題 2 

資源總覽 
電動車 主題 2、3 

電子競技產業 主題 2、3 

氣候巨變．國際對策 主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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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通識教育（2021 年 9 月教材） 

教材類別 標題 單元分類 資源位置 

時事試題 

工作紙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單元 2 

教材 >  

時事試題工作紙 

明報《通通識》 

試閱版 蝸居難求 所有單元 
通通識 

723 期 獎牌背後的難關 所有單元 

熱門專輯 

生育政策 單元 3 

資源總覽 

電動車 單元 1、2、6 

光污染 單元 2、6 

電子競技產業 單元 1、2、4 

醫學美容 單元 1、8、11 

電子煙規管 單元 1、2、5 

氣候巨變．國際對策 單元 3、4、6 

圖看世界 

格陵蘭頂峰首下雨 被視全球暖化警號 單元 4、6 

教材 > 圖看世界 中美印在印度洋地區基地和設施 單元 3、4 

中美等國政府對半導體企業的支援情況 單元 3、4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更新日期：2021 年 11 月 3 日                                              20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更新日期：2021 年 11 月 3 日                                              21  

初中通識教育（2021 年 9 月教材） 

教材類別 標題 單元分類 資源位置 

時事工作紙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單元 2 教材 > 時事工作紙 

明報《通通識》 

試閱版 蝸居難求 所有單元 
通通識 

723 期 獎牌背後的難關 所有單元 

熱門專輯 

生育政策 單元 3 

資源總覽 

電動車 單元 1、2、6 

光污染 單元 2、6 

電子競技產業 單元 1、2、4 

醫學美容 單元 1、8、11 

電子煙規管 單元 1、2、5 

氣候巨變．國際對策 單元 3、4、6 

圖看世界 

格陵蘭頂峰首下雨 被視全球暖化警號 單元 4、6 

教材 > 圖看世界 中美印在印度洋地區基地和設施 單元 3、4 

中美等國政府對半導體企業的支援情況 單元 3、4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更新日期：2021 年 11 月 3 日                                              22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更新日期：2021 年 11 月 3 日                                              23  

生活與社會（2021 年 8 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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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更新日期：2021 年 11 月 3 日                                              24  

教學簡報（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單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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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更新日期：2021 年 11 月 3 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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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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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 

單元 17 試題：課題一──基礎知識 單元 17 

模擬試卷 > 試題 > 

全部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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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更新日期：2021 年 11 月 3 日                                              26  

722 期 登陸火星 所有單元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更新日期：2021 年 11 月 3 日                                              27  

高中通識教育（2021 年 8 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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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更新日期：2021 年 11 月 3 日                                              28  

初中通識教育（2021 年 8 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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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更新日期：2021 年 11 月 3 日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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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 

單元 8 試題：課題一──基礎知識 單元 8 

模擬試卷 > 試題 > 

全部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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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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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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更新日期：2021 年 11 月 3 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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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2021 年 10 月） 
 

更新日期：2021 年 11 月 3 日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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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