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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知識重温
高中通識課程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除了在校外接觸的資訊外，同學在初中時應該也學習
過跟「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個主題有關的知識，包括改革開放的背景、內容與成果，以及改革
開放帶來的種種問題等。本部分旨在幫助同學重温在初中學習過的有關中國改革開放的知識。
以下是與這個主題有關的詞彙及基本概念，讓同學重温所學：

1.1	相關詞彙逐個捉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於 1978 年召開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
的一「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重要國策。全會中集中討論了經濟改
革的問題，以及積極開放與各國合作，為中國往後的發展帶來了重
大變化。

對內改革
為了提高人民的生產力和生產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中央政府實
行了一系列對內的改革政策，包括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企
改革、「所有制」改革等；又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允許市場
因應供應和需求來配置資源。

對外開放
為了打破以往的孤立狀態並加強經濟發展，中央政府自 1980 年起，
積極推行對外開放政策，鼓勵從外國引進先進的生產科技和經營管
理模式，吸引外資到國內投資，擴大對外貿易的範圍。另外，又在
沿海地區設立多個經濟特區、對外開放區，作為對外開放的試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原本是一種主張實行「公有經濟」，認為生產規劃應由國
家或政府控制的經濟學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是由鄧小平於
1982 年提出，作為改革開放綱領的一種思想理論。其內涵是在中國
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
解放生產力，推動經濟發展。實際上是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部分優
點，使中國在建設市場經濟的同時，仍然保留社會主義的特色。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
使市場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發揮基本作用。社會上的
經濟活動主要按經濟規律，即市埸的供應與需求關係而變化，從而
讓資源分配到效益較佳的環節去。

走向世界的中國

走向世界的中國

走向世界的中國

珠三角地區的發展

「現代中國」主題 1：
「中國的改革開放」

「現代中國」主題 1：
「中國的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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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概念重温

a.	改革開放前中國面對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央政府實行多項社會主義改造運動，
例如土地改革、平抑物價等措施，令戰後的中國經濟逐漸復原，人
民得到基本的温飽。但發展到後來，部分政策因本身的問題以及推
行時產生的流弊，令國家出現不少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例如過分重
視重工業的發展，令經濟發展失衡，首當其衝的是農業生產，令當
時大量農民過着窮困的生活；此外，商品經濟亦因重工業而受到壓
抑，生活必需品如糧油、布匹等無法適當配給，人民生活水平低落。

「人民公社」實行集體所有制，社員財產與勞動成果均為公有，勞動
力與所得不協調，削弱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發展停滯不前。
及後更發生了持續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令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
受到嚴重的打擊，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生活更形困苦。

b.	改革開放前後的重大事件時間線

「現代中國」主題 1：
「中國的改革開放」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08

1966 — 1976 年
文化大革命

1997 年
香港回歸

1978 年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

1980 年
設立四個經濟特區

1999 年
澳門回歸

1949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8 年
大躍進

1978 年
「一孩政策」

2005 年
通過「十一五」計劃 
— 落實「科學發展
觀」發展政策

2008 年
北京奧運

2008 年
GDP 全球排名第四

2001 年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WTO）

2006 年
綜合國力全球排名第
六

2008 年
神舟七號升空 — 
中國第一次太空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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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農村改革
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村改革主要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發展鄉
鎮企業」兩項。前者是讓農民承包國家土地進行農作，並只要向政
府繳納一定比例的收成後，其餘的就可以保留或在市場上出售，以
賺取利潤。後者是鼓勵農民發展私營副業，使農村走向農業和工業
發展多元化的道路。兩者的目的都是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增加
其收入。

d.	工商業改革
首先是「國企改革」；「國企」即國營企業的簡稱。改革開放前的企
業營運主要由政府管理；改革開放後，政府逐步改革企業的管理制
度，首要是向企業放權讓利，擴大企業的生產主自權、原料選購權、
勞動用工權和產品銷售權，藉以鼓勵經營者和生產者積極生產。另
外，又推行「所有制」改革，發展以公有經濟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
濟，包括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中外合資經濟等，促進
工商業的發展，使經濟活躍起來。

e.	對外開放的政策
對外開放的重點政策，首先是於 1980 年在廣東省的深圳市、珠海
市、汕頭市及福設省的廈門市設立經濟特區，作為對外開放的試點，
吸引外商在這四個區域投資。接着，就是逐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層
面，例如於 1984 年相繼開放上海、天津、大連等 14 個城市，又於
1985 年把珠江三角洲等劃為經濟開放區。策略是通過與外資合作，
汲取他們的技術和經驗，希望先讓沿海地區富起來，然後帶動內陸
地區共同富裕。

f.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中國在 2001 年 12 月 11 日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第 143 名成員。
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享有世貿組織所有成員在國際貨物和服務貿
易方面所給予的最惠國待遇。中國亦有權參與新一輪的多邊貿易談
判，以及在世貿組織框架下解決其與世貿組織其他成員之間的貿易
糾紛。中國「入世」後，需要承諾廣泛開放市場，加上在世貿組織協
議下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令中國的貿易和投資環境較以往自
由和可預測，並增加了其在不同地區的商機。

走向世界的中國

走向世界的中國

走向世界的中國

珠三角地區的發展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世界
貿易組織的資料，可進
入世界貿易組織網頁：

http://www.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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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温故知新

a.	農村改革的政策
試仔細觀察以下漫畫，然後回答所附問題。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農村
改革的資料，可進入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
部網頁：

h t t p : / / b i g 5 . l r n .
cn/gate/big5/www.
m l r . g o v . c n / zwgk /
z fgw/z fw j /200810 /
t20081021_110968.
htm

（a） 以上漫畫所描述的是農村改革中的哪一項政策？

（b） 這項政策如何改善了農民的生活？

（c） 這項政策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有甚麼影響？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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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試把以下經濟特區、對外開放區的名
稱，與地圖中的地方配對，把代表答案
的英文字母填在適當的  內。

A. 青島 B. 廈門 C. 海南

D. 汕頭 E. 深圳 F. 廣州

G. 上海 H. 珠海 I. 温州

（b） 中央政府設立經濟特區的原意是甚麼？

b.	中國對外的窗口：經濟特區
以下是中國沿岸地區的地圖，試細心觀察，然後回答所附問題。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經濟特區的發展歷程，
可進入新華網網頁：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0/01/
content_10137105.htm

c.	國企改革與「所有制」改革
試仔細閱讀馬老闆的發跡史，然後回答所附問題。

馬老闆

1980 年代初，我還在一間國有的紡織廠做學徒。
那時政府允許紡織廠擁有自主的經營權，廠長為了
鼓勵員工積極生產，便實行獎賞制度，論功行賞。
我當時還年輕，努力工作，表現也特別好，晉升得
很快。後來，我儲蓄了一些資金，出來自資開辦規
模細小的製衣工場。我們這些「個體戶」在當時十
分流行，現今不少大廠商的老闆都曾經當過「個體
戶」啊！我那製衣工場越辦越好，在短短 10 之內，
規模已擴展到大型工廠，還跟外資合作；現在我們
已是國內知名的製衣品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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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年輕的馬老闆還在一間國有紡織廠當學徒時，為甚麼會忽然努力工作、爭取表現？

（b） 馬老闆後來成為了「個體戶」，這是改革開放後哪項政策推行的結果？

d.	中國加入WTO

根據以上報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其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
有何影響？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中國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資
料，可進入新浪網新聞
中心網頁：

http://news.sina.com.
cn/z/dohawto/index.
shtml

  【本報訊】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其第 143 個成員國。國家外經
貿部表示，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後，中國將全面參與世貿組織的各項工作和享有各項
權利，並將遵守世貿組織規則，認真履行義務。

  各國代表對於中國「入世」，紛紛表示祝賀。法國總統希拉克指，「我們聽到『一個
好消息』」；尼日利亞代表則認為，隨着擁有世界 1/5 人口的中國「入世」，世貿組織終於
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組織。

  海外不少媒體亦對此發表意見。美國《洛杉磯時報》謂，中國「入世」將加速中國作
為一個日益強大的經濟大國的崛起，並且給世貿組織注入新活力；日本《讀賣新聞》指出，
擁有近 13 億人口的中國「入世」，將刺激低迷的世界經濟發展。

A1 港聞 每天日報	 2001 年 12 月 11 日

中國正式「入世」  各國代表道賀

（資料來源：綜合本地各大報章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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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中學習重點
高中通識教育科單元三「現代中國」主題 1「中國的改革開放」旨在
探討改革開放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和對人民生活產生的影響。以下概
念圖畫出八個幫助同學處理探究問題的角度和方向：

「現代中國」主題 1：
「中國的改革開放」

高中通識教育科中，有關「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個主題的探討內容十分廣泛，以下部分將會選
取「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及重點」這個課題，並定下一個探究議題，作為專題探究的範例，幫
助同學按部就班地學習探討這個主題的方法。

政府管治的不同面向

改革開放對政府管治帶來的影響

改革開放
後的政府
管治

國際條約的簽訂和實施
對中國整體發展的影響

中國與其他主要國家和地區的雙邊
和多邊關係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影響

中國在地區事務和問題上擔當的
角色和影響力方面的整體發展

中國在政府間和非政府間的國
際機構和會議的參與和角色

改革開放
後的外交
方略

中國的改革開放

中國改革開放
的背景及重點

經濟、軍事、科學與科技、
資源、政府管治、外交、社
會發展等方面的指標

量化和不能量化的標準

國家在改革開放中各方面
的實力和影響力的轉變

中國綜合國
力的衡量

面對不同對象的社會政策

法制建設

民主政治建設

中央人民政
府回應改革
開放的對策

與國際標準接軌的立
法和政策

農村改革

鄉鎮企業的發展

三農問題

城市化

城市改革

民工問題

國企改革

民營企業的角色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生活水平的主要指標

不同的生活水平和模式

中央人民政府的回應

不同背景的個人的回應

不同羣體和組織的回應

改革開放對人
民生活水平及
模式的影響

國家發展的方向和定位

政府政策和法規的制定和實施

政府的干預與市場機制

科學與科技的貢獻與限制

團體和公眾的範式轉移與參與

邁向可持
續發展的
國家

改革開放
後的環境
及文物保
育

改革開放對環境保育帶來的挑
戰和機遇

改革開放對文物保育帶來的挑
戰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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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探究議題：中國經濟如何在文化大革命後重新起步？

步驟 1 ：擬定探究範圍及題目

「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的經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國家收入減
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中國共產黨為了恢復國民經濟，提出了「改
革開放」的重要國策。本部分會以「中國經濟如何在文化大革命後重
新起步？」為探究議題，帶領同學逐步探究中國經濟狀況如何在改
革開放的政策中恢復過來。

步驟 2 ：搜集資料

每當探討一個議題時，同學需先搜集有關該議題的資料。以下是有
關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和重點的資料，同學請細心閱讀，以了解事
情的來龍去脈。

改革開放前、後的治國重點比較

重點 改革開放前 改革開放後

治國方針 • 階級鬥爭為綱 •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經濟體制

• 計劃經濟

• 公有經濟

•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 以公有經濟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
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營
經濟、中外合資經濟等）

農業政策

• 推行「農業集體化」，成立農業合
作社，農地及器械歸合作社所有，
進行集體耕種。

• 後來成立「人民公社」，實行集體
生產，財產非按勞力分配，挫折
了人民生產積極性。

• 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
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 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藉以
振興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

工商業政策

•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對手工
業、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實行集體所有制。

• 黨政府急於求成，發起「大躍進」
運動，動員全民進行土法煉鋼，
目標是要在 15 年內超過英國的鋼
鐵生產；結果荒廢了農業生產。

• 進行「國企改革」，向企業放權讓
利，下放了一定的生產自主權、
原料選購權、勞動用工權和產品
銷售權，激勵經營者和生產者的
勞動積極性。

初中中國歷史應教授過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
同學可翻查課本，重温
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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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造成經濟損失概況

•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76 年中國人均年消費糧食只有 381
斤，低於 1952 年的 395 斤。到 1978 年，全國農村還有 2.5
億人沒有解決温飽問題。

•	政治動亂衝擊和破壞生產建設，直接造成了的巨大物質損
失；如鐵路運輸中斷、工廠停工停產；武鬥、造反等活動毀
壞了大批國家和人民的財產設施，等等。

•	經濟發展速度緩慢。1957 年中國國民收入為 368.8 億美元，
日本則為 279 億美元；到 1976 年，中國為 985 億美元，日
本則已增長至 4,728 億美元，是中國的 4.8 倍。

（資料來源：中國法院網，2008 年。下載自 http://www.chinacourt.org/。）

有關改革開放的評價

中國經濟發展是一個奇跡，25 年來，每年的經濟增長率超過 8%，與此同時貧困
率也非常明顯地消失。中國成功地從計劃經濟轉型為一個愈來愈趨於市場傾向的經
濟體制。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賓沙（A.Michael	Spence）

中國的經濟崛起為世界的經濟發展帶來機遇，就如美國在 19 世紀和日本在 20 世
紀的經濟起飛一樣，中國在 21 世紀成為世界和貿易增長的驅動力之一。

—	世界銀行《2002 年的中國》報告

除了以上的資料外，同學還可以在網上和圖書館等搜集更多有關中
國改革開放的背景和重點的資料。以下是一些參考書目和網址：

閱讀書目
• 羅金義、鄭宇碩著：《中國改革開放 30 年 ─ 變與常》，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08 年。

• Spence, J. 著，温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
經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實用網址
• 改革開放三十年

http://cd.edb.gov.hk/ls/ReformOpeningUp/index.asp

• 興化黨建：改革開放的背景成就和經驗
http://www.xhdj.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07olympics/

如欲了解有關文化大革
命的資料，可進入「新
華網」：

http://big5.xinhuanet.
com/gate/big5/news.
x i n h u a n e t . c o m /
z i l i ao /2003-01 /20 /
content_6978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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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整理資料

搜集資料後，同學便可以開始將資料分類，進行有系統的整理及組
織；例如將有關改革開放按「背景」、「經濟窘境」、「對內改革」、

「對外開放」等分門別類，以便作進一步的分析。

把資料整理妥當後，同學可以通過繪製腦圖的方式，顯示有關本議
題的關鍵詞彙或概念，以便在下一個步驟作出深入的分析。例如：

步驟 4 ：分析資料

接着，同學要針對上一步驟的腦圖和搜集得來的資料進行分析，從
而了解事件的真相、解釋某些現象，或剖析某些問題。我們可以設
定若干焦點問題，深入探討，並分清不同的資料所帶出的訊息。同
學試探討以下兩個焦點問題，以掌握分析資料的方法。

焦點問題 1：1970 年代末，中國正面對怎樣的經濟窘境？
中國共產黨於 1978 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改革開放的重大
決策，把治國的工作重點放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軌道上；作出
這樣的決定，主要與當時中國的經濟窘境有莫大關係。以下的資料
與探究題目，可讓同學了解中國於 1970 年代末所面對的經濟窘境；
試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同學可以順着時序、因
果關係構思腦圖，例如
先想想改革開放前中國
發生了甚麼事，造成了
怎樣的經濟創傷，接着
又怎樣制定改革措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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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1

1960 年代世界各地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

地區 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
蘇聯和 

其他東歐國家
日本 中國

人均 GDP 
年均增長率

4% 2.6% 5.5% 10.2% 0.2%

（資料來源：興化黨建網頁， 2009 年。下載自 http://www.xhdj.gov.cn/ 。）

資料 2

何謂「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於「三面紅旗」（1958 — 1962）時期成立，
是縣以下農村行政架構和經濟體制合一的基層組織，
相當於原來的鄉。農具、收成都歸公社集體所有；公
社的一切財產統一核算、統一分配，貧富拉平，社員
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分得財產，而非按勞動量計算。又
辦大食堂，吃大鍋飯，提倡吃飯不要錢。結果使農民
失去生產積極性，「吃大鍋飯」造成了極大的浪費。
人民公社直至 1980 年代初才漸漸被取消。 	北京玉淵潭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

資料 3

    我們黨在上世紀 70 年代末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主要有兩方面的背景。一方面，從我國自身的情況看，「文化
大革命」十年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嚴重挫折和損失。
鄧小平同志曾經說，「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就整個政治局面
來說，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是處於
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另一方面，從外部環境看，20 世
紀 70 年代世界範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
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
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着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我們必須通過
改革開放，帶領人民追趕時代前進潮流。

（資料來源：胡錦濤〈繼續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求是》雜誌，
2008 年 1 月。）

如欲了解有關「十七大
報告」的資料，可進入
「新華網特別專題網」：.

http://news.xinhuanet.
c om / n ew s c e n t e r /.
2007-10/24/content_.
69385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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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資料 1 ，中國在 1960 年代的經濟增長與其他國家相比，情況怎樣？就你所知，為甚

麼出現這樣的情況？ 資料理解及分析 （4 分）

（b） 根據資料 2 ，「人民公社」對當時的中國生產力有甚麼影響？ 資料分析 （4 分）

（c） 根據資料 3 ， 1978 年中國共產黨推行改革開放的兩大原因是甚麼？ 歸納 （6 分）

原因一

原因二

（d） 假如你是當時中國的領導者，你會採取怎樣的治國方針治理當時的經濟問題？試參考以

上資料，加以解釋。 代入及發表見解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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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問題 2：中國如何走出當時的經濟窘境？
「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以治理當時所面對的經濟、民生等問題。
以下的資料與探究題目，有助同學了解中國如何通過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
水平。試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 1

「放權讓利」是改革開放的起步點
  改革開放初期實施農村的土地承包和城市的企業承包，讓生產者有了自主經營和分
配利潤的權力，而地方政府也有了發展經濟的動力。「計劃經濟」體制被「放權讓利」撕
開了一條條裂縫，終於被「市場經濟」所取代。

  改革開放為人民帶來了生產力解放，可以
說是一項反貧困事業。例如在改革開放前，中
國人口有 10 億，其中貧困人口 2.5 億，佔了四
分之一；現在中國人口 13 億，貧困人口下降
到了幾千萬。

（資料來源：綜合內地各大社論。）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政府向國企「放權讓利」，
增加勞動積極性。

資料 2

改革開放後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合同總額（1990至 2007 年）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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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資料 1 ，在改革開放初期，「放權讓利」對解決當時的經濟問題起着甚麼作用？ 

 分析 （2 分）

（b） 根據資料 2 ，圖中的數據說明中國經濟的發展狀況趨勢如何？試加以說明。 

 探討轉變與延續 （2 分）

（c） 就你所知，產生題（b）所述的情況，與改革開放中哪些政策有關？試舉出其中兩項。 

 分析因果關係 （4 分）

（d） 資料一指出改革開放是一項反貧困事業。你是否同意此說法？試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

知，加以解釋。 批判性思考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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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評鑑不同觀點，作出總結

探究議題：中國經濟如何在文化大革命後重新起步？
從以上資料分析，同學可以得知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以及振興經濟的工作重點。接着，我
們可以評鑑資料中的不同觀點，並根據自己的判斷，作出總結；例如：

總 結
• 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中國經濟於 1960 年代開始就長期處於衰弱狀態，經濟發展緩慢，加上

「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經濟、民生水平十分落後。

• 改革開放振興經濟的措施：

對內改革： 例如推行「承包制」、發展鄉鎮企業、國企改革、「所有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等措施，藉以加強人民的生產積極性。

對外開放： 例如設立經濟特區、經濟開放區等，又鼓勵外商投資、中外合資，藉以汲取外國的
技術和經濟，促進國內經濟發展。

步驟 6 ：製作探究報告

最後，同學試綜合搜集得來的資料，以及從以上總結，將自己的看法製作成一份簡短的報告。
表達形式可以是一篇文章（約 500 字）、電子簡報或資料集。

2.2	延伸探究：改革開放令全民受惠？
中國通過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措施，促進了全國的生產力，令經濟得到顯著的發展，人民
整體的水活水平有所改善。然而，改革開放是否令全民皆受惠？我們可以通過以下腦圖，幫
助構思探討這個議題的方向：

根據以上腦圖，我們可以得知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雖然經濟總體狀況有明顯改善，但同時亦產
生了其他的民生問題。同學試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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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1

  【本報訊】根據世界銀行公佈的《世界發展報告 2006》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差距進一
步拉大，並且已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表示中國的貧富懸殊愈趨嚴重。而且，
如果把一些社會福利不均等分配的因素計算在內，中國的實際收入差距可能還要更大。

  該報告指出， 2006 年，中國城鎮居民中 20% 最高收入組（25410.8 元）是 20% 最
低收入組（4567.1 元）的 5.6 倍；農村居民中 20% 最高收入組（8474.8 元）是 20% 最低
收入組（1182.5 元）的 7.2 倍。

（資料來源：綜合地內各大報章報道。）

A3 內地 每天日報	 2007 年 1月 20 日

中國貧富差距已響警號

資料 2

2007 年中國不同地區人均總收入

圖  例
地區 人均總數入

東部 18,545

中部 12,392

西部 12,130

東北部 12,306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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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資料 1 ，現今中國的貧富差距情況如何？試舉出有關數據，加以說明。 

 資料分析及引證 （4 分）

（b） 根據資料 2 及就你所知，造成地圖中所顯示的收入差距現象的原因何在？ 

 分析因果關係 （4 分）

（c）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你認為改革開放是否令中國人民的經濟水平有所提升？試加

以解釋。 分析及發表見解（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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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探究提及的資料外，同學還可搜集更多資料，進一步了解「中
國改革開放的背景和重點」這個主題。以下是一些可參考的資料：

參考書目

• 劉佩瓊著：《當代中國解讀》，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8 年。

• 梁振威著：《圖解中國國情手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2007 年。

• 《三十年人和事 — 國家改革對青年的啟迪》，香港：香港青年
協會， 2008 年。

參考網址

• 新華網 — 紀念中國改革開放 30 週年網頁：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ggkf30zn/

• 明報新聞網新聞特輯 — 改革開放三十年：
http://specials.mingpao.com/cfm/Main.cfm?SpecialsID=171

• 中國經濟網 — 改革開放三十年：
http://big5.ce.cn/ztpd/xwzt/guonei/2008/reform/index.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