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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專業的作者團隊

林本利博士在1995年於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
學位。他專門研究政府管制和競爭政策。現為活道教育中心創
辦人及理財專欄作家。
林博士曾任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的科目委員會委員、閱卷員、擬題員及審題員，是資深
的經濟科教科書作者。

區文顯先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經濟學，有
逾25年教授中學經濟科的經驗，並曾擔任高級程度會考和
中學會考的擬題員、審題員及閱卷員。區先生同時是本
系列《應試練習》的作者。

黃遠志先生畢業於香港大學，先後取得社會
科學學士和碩士學位，有30多年教授中學經濟科
的經驗，並曾擔任高級程度會考的閱卷員，是資
深的經濟科教科書作者。

培生經濟科連續10年以上領先市場
帶領學生爭取佳績

培生

出版商A

出版商B

出版商C

其他

2019 - 2020 全港經濟科教科書市場佔有率*

*資料來源： 2019-2020 學年全港 400 多間中學的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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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 Microeconomics

宏觀經濟學 Macroeconomics

學生用書

中文版

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英文版

中文版

英文版

#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nd Edition (Reprint with minor amendmen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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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
常犯錯誤
糾正

常犯錯誤
糾正

常犯錯誤

釐清概念釐清概念釐清概念

掌握理論掌握理論掌握理論

·學習錦囊 (Learning Tips)

·堂上速習 (Test Yourself)

·課前預習
 (Pre-class Learning)

·互動圖表 (i-Graphs)

·温習手冊 (Study Guide) 

·温習筆記
 (Revision Notes)

·鞏固工作紙
 (Consolidation Worksheets)

·概念誤解 (Misconceptions)

·應試小技巧 (Exam Skills)

 階梯 階梯 階梯 階梯 星 星 星 星奪奪奪奪
培生經濟科培生經濟科培生經濟科培生經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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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習
最新題型
熟習
最新題型
熟習

最新題型

·示例題 (Worked Example) 

·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星級挑戰 (Take this Challenge)

·應試小技巧 (Exam Skills)

·示例題 (Worked Example) 

·星級挑戰 (Take this Challenge)

·資料回應題
 (Data-response Questions)

·示例題 (Worked Example) 

·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資料分析 (Case Analysis)

·應試錦囊 (Exam Kit)

·DRQ升級攻略
 (DRQ Mastery Guide)

·資料分析 (Case Analysis)

·資料回應題 (Data-response Questions)

·DRQ升級攻略 (DRQ Mastery Guide)

·課後練習 (Exercises)

·示例題 (Worked Example) 

·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優化
內容編排

示例題：參考答案 (Worked Example: Answers)

用字更加貼近公開試

答案用字接近
HKDSE 2014 Q12(b)

評卷參考

答案用字接近
HKDSE 2018 Q7(b)

評卷參考

6



經濟與生活 (Living Economics)

探究活動 (Task)

以日常生活事例、時事和有趣的故事為主題，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提供大量最新數據及個案，
以吸引學生關注。

利用生活化例子，提升學習動機

以真實的例子，引導學生把
知識應用到現實生活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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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5.3 節才教短期至長期的
調整，學生更易掌握。

例子：第 5 冊第 5 課由淺入深，5.2 節
先教短期及長期均衡的變動。

課文編排更流暢，易教易學

優化
內容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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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卡通將概念形象化。

運用階層圖 (Hierarchy Chart) 化繁為簡。

運用更多圖表輔助解說，學生更容易理解內容

運用分析圖，清晰說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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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貼試題目

加強
學生應試能力

新增更多備試內容，提升實戰能力

示例題 (Worked Example)

星級挑戰 (Take this Challenge)

針對公開試常考題型，提供題目
分析 (Question Analysis) 詳細
拆解得分要點，加強答題技巧。

為示例題 (Worked Example) 的進階版，讓
學生熟悉較難的題型，以爭取更高分數。

附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提供相關的公開試題目，
提升實戰能力。

附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提醒學生避免
常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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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速習 (Test Yourself)

概念誤解 (Misconceptions)

學習錦囊 (Learning Tips)

透過簡單題目鞏固學生所學。

根據考生的常犯錯誤而設題，評估
學生是否對課題有透徹理解。

附詳細的參考答案

附詳細的參考答案

詳盡解釋課題重點及
學生常見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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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
學生應試能力

每課的課後試練 (Exercises) 備有
資料分析 (Case Analysis) ，提供
約 2 至 4 條短答題，幫助學生建立
答題基礎。

提供有效策略，拆解資料回應題
(Data-response Questions)

分為四個不同程度，配合學生的不同學習階段。
應用每課所學

學習分析資料

教學支援網站以 Word 檔案提供基礎 DRQ 題目，
進一步幫助學生掌握資料分析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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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冊提供詳盡版的資料回應題 
(Data-response Questions)，
包括短文形式題目(Essay-type 
Questions)，緊貼文憑試要求。

範例短文附文章結構，幫助學生掌握答題技巧。

以大量真實個案為題材，
提升學生的投入感。

跨課題應用

最後應試準備

教學支援網站提供 DRQ 模擬試題，包括
短文形式題目(Essay-type Questions)，
每半年更新一次，配合教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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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
學生應試能力

進階應試攻略，幫助學生輕易奪星

DRQ 升級攻略 (DRQ Mastery Guide)

針對短文式題目
(Essay-type Questions)
提供指引及練習。

教授基本數據分析技巧，並附以練習。



15想了解更多，請參閱「應試練習單張」或聯絡營業代表。

應試練習 (Exam Practice) 第三版隆重登場

配合最新公開試形式，增設資料回應題 (Data-response Questions)，
包括短文形式題目 (Essay-type Questions)。

在每課的練習增設基礎題 (Elementary Questions)，讓學生循序漸進地預備應試。



加強
學生應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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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完成練習後怎樣核對答案?

 課本以二維碼提供「堂上速習 (Test Yourself)」和「概念誤解 (Misconceptions)」
的參考答案 (Suggested answer)，學生可自行核對答案，立刻知道作答表現。

2. 怎樣幫助學生理解課文的圖表?

 利用互動圖表 (i-Graphs)，學生可深入了解圖表的不同因素改變所產生的變化及影響，
幫助學生釐清概念。

 無需登入

一開即用

提供豐富而實用的二維碼 (QR code)資源，配合不同的學習內容，
提供參考答案、互動圖表、短片等輔助材料，提升自學效能。 

多元化二維碼 (QR code) 資源，促進學生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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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幫助學生整理每課的學習重點?

 提供温習筆記，讓學生重温課文重點，並整合課本的
二維碼 (QR code)，方便學生熟習答題及繪圖技巧。

4. 如何幫助學生拆解公開試試題及掌握得分竅門?

 課本提供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由資深中學老師語音導航，結合深入淺出的
圖像或圖表，解說公開試常見題型和答題技巧。



全面提升
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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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庫 (加強版) (Question Bank)

模擬試卷(Mock Papers)

緊貼公開試題型，支援老師擬卷需要

中四、中五期終試卷 (S4, S5 Final Exam) 

加入更多篩選條件以選取合適的題目

題目緊貼文憑試趨勢
總題量超過4,000題

每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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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標簽功能，揀選最新題目

界面清晰，
操作簡單

可編輯預設題目

可自設題目，並同時輸出

中英文版試卷。



全面提升
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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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用書 (Teacher’s Book)

提供豐富的教學配套，方便老師輕鬆備課

教學支援網站 (Companion Website)

http://econ-ss.pearson.com.hk

試用版帳戶
登入名稱：nssecon2019
密       碼：nssecon2019

提供詳盡的教學建議及補充資料，
讓老師備課更輕鬆。

每課首頁印有二維碼(QR code)，
方便老師於備課時預覽內容。

多元教學資源
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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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預習 (Pre-class Learning)
提供與課題相關的影片及簡短問題，
讓老師作為課前熱身或「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的活動，引
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教學簡報 (PowerPoint) 減省備課及
製作教材的時間



全面提升
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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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Form

Nearpod

互動圖表 (i-Graphs)

提供課前、課堂及課後練習，
方便測試學生表現。 

備有豐富教學資源，有效鞏固課堂所學

支援繪圖功能

幫助學生掌握繪圖技巧 

教師版

學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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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錦囊 (Exam Kit)

想了解更多，請參閱「電子資源介紹小冊子」。

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由資深老師
解說常考題目

附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附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提供公開試趨勢分析及模擬試題，
輔助老師及學生作最佳準備。 



培生香港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3號28樓
電話：(852) 3181 0123 傳真：(852) 2516 6860
電郵：hkcs@pearson.com 網址：www.pearso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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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請參閱「電子資源介紹小冊子」

聯
絡
我
們

教師用書 (Teacher’s Book) 

温習手冊 (Study Guide) 

程度 1– 4 資料回應題 (Level 1– 4 Data-response Questions) 

DRQ 升級攻略 (DRQ Mastery Guide)

課前預習 (Pre-class Learning)  

課堂練習 (In-class Exercises)   

課後MCQ (After-class MCQ)

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互動圖表 (i-Graphs)   

教學簡報 (PowerPoint)   

題目庫 (加強版) Question Bank  

模擬試卷 (Mock Papers)   

中四期終試卷 (S4 Final Exam) 

中五期終試卷 (S5 Final Exam)     

增潤學習材料 (Enriched Learning Materials)

時事應用題 (Current Issue Questions)

應試錦囊 (Exam Kit)

應試小技巧 (Exam Skills)

温習筆記附填充題 (Revision Notes with fill in the blanks)

鞏固工作紙 (Consolidation Worksheets)

Google FormGoogle Form NearpodNearpod

Google FormGoogle Form NearpodNearpod

Google FormGoogle Form NearpodNearpod

新增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