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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跳 級跳 級跳 級跳 星 星 星 星自學 自學 自學 自學 考試 考試 考試 考試 

培生經濟培生經濟培生經濟培生經濟

互動圖表
(i-Graphs)

Google Form

& Nearpod

題目庫 (加強版)
(Question Bank)

模擬試卷及中四、中五期終試卷
(Mock Papers, S4 & S5 Final Exam)

資料回應題
(Data-response Questions)

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瀏覽教學
支援網站

介紹小冊子

DRQ



一站式多元化電子工具     全面支援學與教需要
   

一站式多元化電子工具     全面支援學與教需要
   兼顧課前、課堂兼顧課前、課堂

應試錦囊
Exam Kit

分析公開試趨勢，
作最佳部署

資料回應題
Data-response Questions

不同程度 DRQ 題目，全面提升答題技巧

時事應用題
Current Issue Questions

應用所學，分析最新時事議題

應試小技巧
Exam Skills

實用應試技巧，
全面掌握得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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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Q



一站式多元化電子工具     全面支援學與教需要一站式多元化電子工具     全面支援學與教需要
、課後教學及自學、課後教學及自學

模擬試卷及中四、中五期終試卷
Mock Papers & S4, S5 Final Exam

緊貼最新趨勢，程度配合不同需要

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真人發聲，詳細解題

題目庫
Question Bank

題量豐富，彈性設題

互動圖表
i-Graphs

了解圖表變化，提升繪圖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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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Form & Nearpod 練習

操作簡易，輕鬆掌握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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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分析難點  鼓勵自學分析難點  鼓勵自學
全新

(第5冊 示例題 3.1)(Book 5 Worked Example 3.1)
尚有更多短片，請瀏覽教學支援網站。

由資深中學老師配合示例題 (Worked Example) 及
星級挑戰 (Take this Challenge)，分析題目重
點及答題技巧，裝備學生應試，並照顧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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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圖表 (i-Graphs)

支援以下器材：
‧智能電話
‧平版電腦
‧桌上電腦

分析圖表變化及影響，緊密配合
課文，幫助學生釐清概念。

尚有更多樣本，請瀏覽教學支援網站。 掌握繪圖技巧

(第5冊 圖 5.10)(Book 5 Fig 5.10)

自由調節語音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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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平台  支援教學及評估兩大平台  支援教學及評估

五大好處

 學生無需登入

 涵蓋每課重點

 操作簡易

 自動批改

 提供學生表現分析報告

全新

課前預習 (Pre-class Learning)

老師讓學生在家中觀看精選影片及回答 Google Form 或 Nearpod 
內的簡單問題，掌握基本概念，而老師亦可快速了解學生的弱點。

立即體驗:

同時配合兩大平台

Google FormGoogle Form NearpodNear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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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練習 (In-class Exercises)

課後MCQ (After-class MCQ)

精選課本的堂上速習 (Test Yourself) 及所有概念誤解 (Misconceptions) 
題目，以 Google Form 或 Nearpod 模式在堂上即時測試學生，助老師輕鬆
掌握學生表現。

發放題目發放題目 自動批改自動批改 表現分析表現分析

利用課本「課後練習」(Exercises) 的 MC 題目，提供 
Google Form 及 Nearpod 版本，可在堂上或課後即時
測試學生是否明白重要概念。

簡單 3 步
掌握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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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pod 即時課堂繪圖

即時互動  方便教學即時互動  方便教學

教師版

學生版

Nearpod 版本支援繪圖功能，方便老師
在堂上即時了解學生的繪圖表現。

即時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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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4,000題
題目庫 (加強版) (Question Bank)

五大特色五大特色

輕鬆擬卷  定期更新輕鬆擬卷  定期更新

1 ︰可修改預設題目

新增大量試題

可修改預設題目
或加入校本題目

中、英文版本
一應俱全

提供緊貼文憑試
趨勢的題目

（介紹短片）（介紹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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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擬卷  定期更新輕鬆擬卷  定期更新
2 ︰可自設題目

3 ︰可利用標簽功能，揀選最新題目或其他篩選條件

界面清晰，
操作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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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統計題目類型分佈

5 ︰可同時輸出中英文版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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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資源  全面支援豐富資源  全面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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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教學資源
持續更新

提供最新教學資源，包括：

‧ 短片解說 (Video Tutorial)

‧ 練習答案 (Answers to Exercises)

‧ 鞏固工作紙 (Consolidation Work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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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試錦囊 (Exam Kit)

‧ 時事應用題 (Current Issue Questions)

‧ 中四期終試卷 (S4 Final Exam)

‧ 中五期終試卷 (S5 Final Exam)

‧ 模擬試卷 (Mock Papers)

‧ 題目庫 (加強版) (Question Bank)

‧ DRQ升級攻略 (DRQ Mastery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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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試小技巧 (Exam Skills)

‧ 教學簡報 (PowerPoint)

‧ 課前預習 (Pre-class Learning)  

‧ 課堂練習 (In-class Exercises)   

‧ 課後MCQ (After-class MCQ)

Google FormGoogle Form NearpodNearpod

Google FormGoogle Form NearpodNearpod

Google FormGoogle Form NearpodNearpod

新增資源



13

教學簡報 (PowerPoint)
鞏固工作紙
(Consolidation Worksheets)

溫習筆記
(Revision Notes) 

應試錦囊 (Exam Kit)

升級

每課均備有互動教學簡報，
方便教學。

總結課文重點，並提供填充題，
幫助學生複習。

提供最新文憑試趨勢分析及
模擬試題，以提升學生應試
的能力。

配合每課內容，協助學習能力稍遜的學
生掌握公開試的答題重點，照顧學習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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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資源  全面支援豐富資源  全面支援

時事應用題 (Current Issue Questions)

模擬試卷 (Mock Papers)
中四、中五期終試卷
(S4, S5 Final Exam)

精選熱門議題及最新時事，提供緊貼公開試形式的問題，
訓練學生運用經濟學概念分析不同的個案。

每年更新

持續更新

提供緊貼文憑試最新趨勢的題型，包括資料回應題(DRQ)，設中英文版，
備有詳盡的建議答案，幫助學生理解答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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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回應題 (Data-response Questions)

應試小技巧 (Exam Skills)

以電子簡報方式展示，分析典型的題目和常犯錯誤，
提供詳盡的答題指引，幫助學生掌握得分要點。

提供4個不同程度的DRQ題目，配合學生不同學習階段的需要。

持續更新

涵蓋 25 個
常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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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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緊貼公開試題型
 全面緊貼公開試題型
 全面緊貼公開試題型
 全面緊貼公開試題型

 備有不同程度題目
 備有不同程度題目
 備有不同程度題目
 備有不同程度題目

增設資料回應題

 (Data-response Questions)增設資料回應題

 (Data-response Questions)增設資料回應題

 (Data-response Questions)增設資料回應題

 (Data-response Questions)

想了解更多，請參閱「應試練習單張」或聯絡營業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