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為讓教師、學生以及公眾人士進一步了解中學文憑考試考生的水平，本局選
取 2017 年 考 試 個 別 考 生 的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報 告 ，輯 錄 為 本 套 示 例，以 助 說 明 各 級
考生的典型表現。
本 科 設 有 三 卷，本 套 示 例 只 取 材 於 其 中 的 校 本 評 核 課 業。而 展 示 考 生 於 傳 統 筆 試
答卷的典型表現的樣本示例，已上載到另一網頁作參考。
參 閱 這 套 示 例 時，讀 者 亦 宜 同 時 參 考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報 告 的 評 分 指 引，以 了 解 其 評
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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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lem Definition
Women in workplace have long been looked down on by the society since the past centuries
due to a mixture of economic, social, historical as well as religious factors. Before the 1970s,
women had limited access to education due to traditional gender bias towards men and the
stereotyped perception that men should be the breadwinner, and women the carer in a family. 1
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of nine years of universal basic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the
1970s has provided women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 2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their societal and workplace statuses have improved. Therefore, general perceptions
towards the workplace status of women have changed gradually. On one hand, women have
been reported to have more equal economic opportunities to those of men by rising to higher
job positions in workplace due to growing recognition on their working abilities to work as
well as, if not superior, to men. 3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believed that women still face
obstacles in enjoying equal economic opportunities to those of men due to various formal and
informal reasons, to be explained below. Fair workplace treatment towards both genders is
essential to the society in creating a fair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equality to all.
‘Economic marginalization’ refers to unequal economic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enjoyed by
different individuals such that some are disadvantaged. It can be conceptualized either as an
outcome or a process. 4 The level of equality of outcome i.e.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of
individuals can be measured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equality of formal and substantial
opportunities. Form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refers to the existence of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r job positions as well as legal protection on gender rights regardless
of gender. Substanti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is achieved when equal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are available for all and any type of access barriers are removed. 5 Therefore,
whether women are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in Hong Kong can be determined by
evaluating the formal and substantial opportunities and eventual outcome in areas such as
wage pay and welfare entitlement in workplace of both genders. A list of benchmarks
measuring the two types of opportunities will be explained in detail in Part B.
This research aims to look into the current workplace situation of women in Hong Kong
society and investigate whether women are enjoying unequal opportunities, both formal and
substantial, to those of men in their workplace, a.k.a.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in Hong
1

Gender and Gender Identity (https://www.plannedparenthood.org/learn/sexual-orientation-gender/gender-gender-identity)
Women and Men in Hong Kong – Key Statistics (2015 Edition)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3032015AN15B0100.pdf)
3
Sherwin, 2014; Zenger and Folkman, 2012
4
Kanbur, 2007 (http://www.arts.cornell.edu/poverty/kanbur/ConceptualizingEconomicMarginalization.pdf)
5
Equal Opportunities
(http://www.genderkompetenz.info/eng/gender-competence-2003-2010/Gender%20Mainstreaming/Strategy/gender_equality
_policy/equal_opportunities.html)
2

3

Kong. Do women and men engaging in work of the same value receive similar wage level?
Do they have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ir individual competitiveness by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earn higher wage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us improving
their life chances such as chances for education, health, material award an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6 Do gender roles and gender stereotype cause hindrance to women in enjoying
equal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when compared to men in workplace? By analyzing the
benchmarks of formal and substantial opportunities in workplace, the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can be found.

6

Definition of ‘Life Chances’ (http://www.encyclopedia.com/doc/1O88-lifechan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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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elevant Concepts and Knowledge/ Facts/ Data
The following concepts are integr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pportunities women enjoy in
their respective workplace in Hong Kong.
Formal Opportunities
1. Legal Rights as Protected by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It is an anti-discrimination law passed in 1995 which aims at protecting rights of both genders
in seven different fields, namely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provision of goods, facilities or
services, etc. Any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sex, marital status and pregnancy is rendered
unlawful under the law. 7 Equal pay for both genders is therefore guaranteed by the law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EPEW) and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EPEV). It ensures that any sex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terms of wage
payment in workplace can be prevented and women’s rights to equal wage payment when
compared to men can be legally protected. This concept can be used to decide if women can
receive equal access to equal pay of work of equal value as men.
2. Access to Workplace Welfare by Gender-Friendly Workplace Welfare Practices 8
With family being one of the biggest obstacles to women’s workforce participation and
career advancement, female-friendly workplace practices are adopted to allow time for
women to leave work temporarily and give birth to children. Currently, pregnant employees
can enjoy no-pay maternity leave in case they have worked for at least 26 weeks after
pregnancy as well as paid maternity leave after at least 40 weeks of work. This allows time
and flexibility for female employees to attend to their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resume work immediately afterwards to prevent lagging behind in
career advancement. Legal protection on the rights of pregnant women has been enforced to
strengthen women’s rights in workplace, such as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stating that
employers are prohibited from sacking pregnant employees.
Besides, male-friendly workplace practices are also in force. Male employees are granted to 3
days’ paternity leave while receiving a daily rate of four-fifths of their mean wages as
paternity leave pay as stipulated in the Employment (Amendment) Ordinance 2014 on
statutory paternity leave. 9 Parental leave as a workplace welfare covers both genders. This
concept can be used to decide whether women and men are entitled to equal access to welfare
7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sex%20discrimination%20ordinance%20and%20i)
8
Report on the HKSAR under Article 18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http://www.hkhrm.org.hk/english/reports/cedaw.html#employment)
9
Statutory Paternity Leave (http://www.labour.gov.hk/eng/news/EAO20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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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 in workplace.
3. Access to Education
In the past, women seldom had chances to receive education as it would seem impractical
under their perceived gender role of a virtuous wife and good mother. 10 In the 1970s, the
policy of nine-year universal basic education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Hong Kong as an aim to
enhance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f individuals regardless of gender. 1 11 From the
2008/09 school year, the government has extended free education in public sector schools
from nine years to twelve years regardless of gender, further enlarging the scope of basic
education provision for all. 12

Source taken from: Education Bureau and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Fig.1 A table showing the number of female and male candidates taking the 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and female and male first-year intakes in universities in
respective years 13
From Figure 1, there are consistently more females taking the 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and female first-year university intakes than males. It shows that both genders
hav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academic exams, and such chances are not confined to males
alone. These concepts can be used to decide if women have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 when
compared to men in Hong Kong.

10

Lee, 1995
Report on Review of 9-year Compulsory October 1997 Education (Revised Version)
(http://www.edb.gov.hk/en/about-edb/publications-stat/major-reports/consultancy-reports/9-year-compulsory-edu-review-rep
ort/ch3.html)
12
Hong Kong Fact Sheet: Education (http://www.gov.hk/en/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education.pdf)
13
考公開試 女叻過男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10/29/ED1210290018.ht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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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 Opportunities
As explained in Part A, substantial opportunities of women can be measured by evaluating
their degree of access to equal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as that of men.
Determinants of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are listed below.
1. ‘Glass Ceiling’
‘Glass Ceiling’ is a theory stating that hidden obstacles exist for women which obstruct their
chances for career advancement, depriving them of pay raises and other job-related
opportunities. 14 Such kinds of obstacles often involve lack of confidence and opportunities
of women due to deep-rooted gender bias favouring men, and often cannot be explained by
other job-related characteristic of the employee. 15 ‘Glass Ceiling’ causes substantial
hindrance for women to attain managerial positions in workplace resulting in the
under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This can be used to decide if women
have equal access to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advancement to higher-status positions
in Hong Kong when compared to men.
2. Gender Traits, Gender Stereotyping and Social Perceptions
Gender role refers to the norms used to decide the types of socially acceptable and desirable
behaviours performed by an individual of an actual sex. 16 Perceived feminine traits include
gentleness, empathy and sensitivity17, while masculine traits include courage, confidence and
assertiveness. 18
Statement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Agreeing (%)

Women should focus more on family than work

50.4

Men’s job was to earn money while women’s job was to
do household work and take care of the family

38.9

Fig.2 A table showing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Women’s Commission 19
Based on Figure 2, 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 respondent population agrees that women
should work in the private sphere while men should work in the public sphere. Social
perceptions on the economic division of labour of both genders imply the existence of gender
stereotype based on personality traits, as men, claimed to be more assertive, confident and
powerful, are thought to be more capable of making informed decisions and working in the
14

Women’s Commission: ‘What do Women and Men in Hong Kong Think about the Status of Women at Home, Work and
in Social Environments?’ (http://www.women.gov.hk/download/research/WoC_Survey_Finding_Economic_E.pdf)
15
Unequal Pay: the Role of Gender (http://scholars.unh.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06&context=honors)
16
Definition of ‘Gender Rol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der_role)
17
Feminini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mininity)
18
Masculini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culinity)
19
Women’s Commission: ‘What do Women and Men in Hong Kong Think about the Status of Women at Home, Work and
in Social Environments?’ (http://www.women.gov.hk/download/research/WoC_Survey_Finding_Economic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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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here than women. Therefore, men are regarded as the breadwinners and financial
providers in a family, dominating over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women, claimed to be
physically weaker, more emotional and less confident and assertive, are thought to be inferior
to men in terms of sound decision-making. They are rather portrayed to be the carers for
children because of their gentleness and loving character. Therefore, women are regarded as
the caretakers of the family and financial dependants on men, working in the private sphere
instead. 20
Other kinds of gender stereotypes include thinking that ‘a woman’s job is only supposed to
supplement a man’s’, ‘women are not aggressive enough’, and ‘women are not as good at
problem solving (as that of men)’. 21 Such kinds of gender stereotype biased towards men
pose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one’s thinking to doubt and deny the working ability of women
and develop a presumption that women play a supporting, but not equal role to aid men in
workplace. This may give rise to sexual discrimination in workplace a.k.a. occupational
sexism wher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rking women occurs. 22 As a result, women may
receive unequal workplace treatment as men in areas such as wage pay and welfare provision
substantially. This concept can be used to decide whether women are socially perceived to be
men’s equals and have equal access to potential workplace treatment in Hong Kong.
3. Economic Restructuring
Hong Kong is following the global trend of transforming from an industrialized city to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which puts emphasis on service industries like banking, finance
and trading 23, where the main drivers of 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shifted from vario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o the four pillar industries, namely financial services, trading and
logistics, tourism as well as producer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24
To realise the role of Hong Kong as a global service-and-knowledge-based economy, her
economy requires a large pool of highly educated and skilled labour force. For instance, with
a large number of legal experts gifted with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handle
corporate legal affairs and support the running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ternational
firms will be attracted to set up branches in Hong Kong, and she could have an advantage
over other neighbouri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like Japan and Singapore in attracting
business investment and foste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high-quality labour
20

Gender and Gender Identity (https://www.plannedparenthood.org/learn/sexual-orientation-gender/gender-gender-identity)
Women ‘Take Care’, Men ‘Take Charge’ Stereotyping of U.S. Business Leaders Exposed, P.11
22
Occupational Sexism
(https://www.boundless.com/political-science/textbooks/boundless-political-science-textbook/civil-rights-5/women-s-rights
41/gender-discrimination-232-5479/)
23
National Income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50.jsp?tableID=036&ID=0&productType=8)
24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http://www.ln.edu.hk/econ/staff/xdwei/docs/hkecon/2011/lect5_11.pdf)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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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qualifications and expertise are essential to foster her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Besides, large labour input is required to support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Hong Kong. The
nature of the job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stresses on thoughtfulness, patience and
meticulousness to pay attention to small details and attend to the needs of customers. Women,
characterized by their feminine traits of ability to pay attention to small details, patience and
thoughtfulness, are better suited for such jobs than men who are characterized as being
emotionless and insensitive. 2526 The above concepts can be used to decide if women can
have equal access to captur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in workplace arisen from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hen compared to men.
Outcomes
1. Access to Equal Wage Pay of Individuals with Similar Education Levels

Fig.3 A table showing the median monthly employment earnings of both women and men at
all education levels 27
From the table, women had less monthly employment earnings when compared to men at all
education levels in both 2002 and 2012. This concept can be used to decide if women have
access to equal wage pay as that of men at a similar education level.

25

8 Feminine Traits We Love: A Women’s Day Celebration
(http://www.meetmindful.com/8-feminine-traits-we-love-a-womens-day-celebration/)
26
Male Gender Roles (http://malegender.blogspot.hk/)
27
Women’s Commission: Hong Kong Women in Figures 2013
(http://www.women.gov.hk/download/research/HK_Women2013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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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Information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Fig.4 A table showing sex distribution of students of UGC-funded programmes 28
From the table, gradual increase can be observed in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s in the three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mes, namely education programmes at college or university shown
throughout the years. 29 Female participation rates in all the programmes shown have also
accounted for nearly half of the total student population in each programme. This concept can
be used to decide if women have ample chances as men for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so as to benefit from opportunities arisen from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Hong Kong.

28

Hong Kong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August 2014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1408FB2014XXXXB0100.pdf)
29
Defin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higher%20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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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depth Explanation of the Issue
Opinions SUPPORTING the Claim that Women are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in
Hong Kong
1. Unequal Access to Equal Wage Pay of Work of Equal Value/ Gender Wage Gap
Women have been reported to receive lower wage pay than men of similar education level in
Hong Kong. 22 The constant disparities in wage received by both genders can be attributed to
sexual discrimination in workplac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hile men are unafraid of
asking for a pay raise from their employers when they feel they deserve one,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are often ‘too scared to ask and simply feel that there is no chance of a raise’. 30
Employers may therefore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weakness and abuse female employees by
paying them lower wages than men because they are unlikely to be brave enough to stand up
and fight for fair wages even if they find themselves being paid less than male colleagues,
sexually discriminating against women.
Although the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has been introduc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1995 in a bid to tackle sexual discrimination in workplace where female
employees may be treated unfairly, actual law enforcement is difficult even when an
employer is suspected of sexually discriminating against female employees. For instance, the
Ordinance protects women by advocating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EPEW) and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EPEV), but whether the work of a woman is equal or of equal
value to that of a man is subject to controversy if the work of a man is always subjectively
regarded to have a higher status than that of a woman. 31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value of work performed by an employee, women’s rights to
equal wage pay may not be fully protected by the Ordinance. Therefore, eve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as a legal means to safeguard women’s
rights to equal wage pay, women are still likely to have unequal access to equal wage pay of
work of equal value because of sexual discrimination, their substantial opportunities in
workplace are harmed, and they are therefore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2. Unequal Access to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because of Sexual Discrimination
Traditional beliefs on gender stereotyping put women at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as they,
thought to be less assertive, more emotional, physically weaker and therefore of weaker
working ability than men 32, are treated as inferior and supporting roles of men at work. In
30

Alkadry, 2006
Code of Practice on Employment under the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cops_sdo_content#c10)
32
Gender and Gender Identity (https://www.plannedparenthood.org/learn/sexual-orientation-gender/gender-gender-identity)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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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words, their working ability is underestimated and sexu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m
exists in workplace because of gender stereotype. Occupational sexism may limit women’s
opportunities of displaying their potential and proving their working capability as work may
be allocated by employers to men who are more trusted in working ability than women. With
less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advancement, women may find it more difficult to
reach high-status positions than men. Glass Ceiling is a theory describing this dilemma that
hidden obstacles, mostly arisen from the social perceptions of women as supporting roles of
men, prevent women from receiving equal substantial opportunities as those of men to
display their capabilities and advance in their career path. 33 It hints that women would face
exceptional difficulties and underrepresentation when they are striving to get to top executive
positions given their high qualifications and capabilities, justifying the unequal access of both
genders to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advancement, causing women to be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34
3. Unequal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because of Family Obligations
Under the perceived gender roles, women are gentler, less assertive and more emotional than
men, and are therefore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working in the private sphere as caretaker
of a family than being a financial provider which requires assertiveness and strength. 35 They
are expected to spend most of their attention on their families, giving birth to children and
caring for the families. 36 In terms of priority setting, working women may have to sacrifice
their chance for success in career advancement in Hong Kong because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family means sacrificing time for work and further education. In some cases, especially
when new babies are born and the family sizes get larger, women are expected to quit their
jobs and leave workplace to take care of their families. It is theref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maintain their work-life balance and they are thus easily outcompeted by men in terms of
employment and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because most employers prefer hiring and
providing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to men instead for they have smaller family burden
considering their perceived family role as breadwinners and more time for work and further
education. 37 Women may therefore be disadvantaged in terms of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in
workplace with their larger family burden under gender roles.
Moreover, pregnancy poses obstacles to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advancement of
women because of their reduced ability to work as efficiently as that before pregnancy due to

33

Women’s Commission: ‘What do Women and Men in Hong Kong Think about the Status of Women at Home, Work and
in Social Environments?’ (http://www.women.gov.hk/download/research/WoC_Survey_Finding_Economic_E.pdf)
34
Bombuwela, 2013
35
Gender and Gender Identity (https://www.plannedparenthood.org/learn/sexual-orientation-gender/gender-gender-identity)
36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man in the Home (http://hubpages.com/politics/The-Importance-of-the-Woman-in-the-Home)
37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Discrimination (http://www.workplacefairness.org/family-responsibilities-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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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mfort and tiredness. 38 In addition to the lowered efficiency of working women,
female-friendly workplace welfare practices such as no-pay and paid maternity leave cause
inconvenience and economic losses to employers 39, as they may face temporary labour
shortage in case of failure to find substitutes for the positions previously taken up by their
pregnant employees. Also, employers are required by law to pay regular salary to the
pregnant employees during paid maternity leave even though no labour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them. The consequence of these is that the employers may suffer economic losses both
from the required pay to pregnant employees and disruption of business. Because of this,
employers may develop discontentment towards the pregnant employees. As sacking of
pregnant employees are prohibited under the law, employers may resort to other means of
sexual discrimination such as refusing to hire pregnant women 40 and mistreating them at
work by transferring them to a poorer working environment to force them to resign. 41 This
shows how women, with their family obligations and multiples roles at home and at work,
may face unequal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as those of men, and be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38

Work During Pregnancy
(https://consumer.healthday.com/encyclopedia/work-and-health-41/occupational-health-news-507/work-during-pregnancy-6
44467.html)
39
Council Meeting (Agenda) 6 January 2016 (http://www.legco.gov.hk/yr15-16/english/counmtg/agenda/cm20160106.htm)
40
40% of Managers Avoid Hiring Younger Women to Get Around Maternity Leave
(https://www.theguardian.com/money/2014/aug/12/managers-avoid-hiring-younger-women-maternity-leave)
41
Study on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nd Negative Perceptions Faced by Pregnant Women and Working Mothers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http://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16531661128831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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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s AGAINST the Claim that Women are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in Hong
Kong
1. Access to Equal Wage Pay for Both Genders as Stipulated by Law
Under the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wages for both genders with equal work or work of
equal value are stipulated by law to be fair and equal to all. 42 It ensures that both women and
men can receive the wages they rightfully deserve free from gender bias and other hidden
obstacles in workplace. Any unlawful violation of the Ordinance is a criminal offence and
victims may choose to bring their cases to the courts after investigation by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so offenders may be prosecuted. 43 188 complaints based on the
Ordinance have been filed so far. 44 With the legal consequences to be born involved in the
violation of the law, employers would be intimidated from discriminating against female
employees by paying unequal wage as men in workplace. With legal protection, women can
have equal access to formal opportunities of equal wage pay as men and are not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2.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
Access to education is crucial for enrich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increase employment and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welve-year universal free education
policy45, the equal rights to basic education of both genders are secured to let them acquire
more knowledge and higher qualifications to increase thei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job market. Also, it is shown that both women and men have similar degree of access to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s 46 and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mes 47 which enhance their
abilities to access chances for advancing to higher job positions and gaining recognition in
workplace. Women have equal formal opportunities of success in workplace with unrestricted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s men and are not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3. Opportunities Arisen from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 Hong Kong
After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 Hong Kong from an industrialized city to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nd service-and-knowledge-based economy, quality labour with rich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s in huge demand to support the foundation of 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maintain her competitiveness as a financial hub in the Asia-Pacific
42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sex%20discrimination%20ordinance%20and%20i)
43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http://www.cmab.gov.hk/en/issues/sdo.htm)
44
Enforcing Equal Opportunities: Investigation and Conciliation of Discrimination Complaints in Hong Kong
(http://www.law.hku.hk/ccpl/research/Book-EOCReport.pdf)
45
Hong Kong Fact Sheet: Education (http://www.gov.hk/en/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education.pdf)
46
考公開試 女叻過男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10/29/ED1210290018.htm)
47
Hong Kong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August 2014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1408FB2014XXXX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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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Women, having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 to enrich their knowledge as men as proved,
are equally qualified as a group of capable workforce to support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n areas such as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Besides, it is
said that women leaders are more engaged with work than male leaders 48, and they are ‘less
prone to distraction and more likely to get a job done’, working harder and longer than men
do. 49 Employers may be in favour of women’s better qualities and give more employment
and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to them instead.
Hong Kong’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depends heavily on her service industries, like trading,
logistics and tourism. 50 One of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ce industries is that they
require labour to pay attention to details and treat customers with patience and politeness so
as to please them. For instance, hotel staff engaging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have to take note
of the guests’ preferences and attend to their special needs accordingly so that they can
customize their services for different guests. Meticulousness and patience are traits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women, while men may be associated with insensitivity and
clumsiness. 5152 Therefore, women would be better-suited to serve in the service industries
than men. This potential opportunity for success of women arisen from the difference in
gender perception benefits women in terms of higher employment and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Therefore, women are proved to enjoy exceptional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brought b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 Hong Kong and are not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48
Study Finds Women are Better Bosses than Men – Here’s Why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why-women-are-better-managers-than-men-2015-4)
49
Women DO Work Harder than Men
(http://www.dailymail.co.uk/femail/article-2285378/Women-DO-work-harder-men-How-female-employees-prone-distractio
n-likely-job-done.html)
50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HKSAR Some Important Facts
(https://www.tid.gov.hk/english/aboutus/publications/factsheet/china.html)
51
Gender and Gender Identity (https://www.plannedparenthood.org/learn/sexual-orientation-gender/gender-gender-identity)
52
Male Gender Roles (http://malegender.blogspot.hk/)

15

D. Judgment and Justification
I disagree that women are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in Hong Kong due to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Economic Restructuring Brings Foreseeabl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 Hong Kong, new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ment and promotion for women have arisen from her service-and-knowledge-based
economy with great demand for quality labour with hospitable personalities. 53 Women are
proved to enjoy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s men to become part of the quality
workforce equipped with expertise for her economy. Together with the female characteristic
traits of meticulousness and patience under gender perceptions 54, they would help drive the
economic growth in Hong Kong by providing professional labour services both in service and
knowledge-based industries, securing the source of high-quality labour to support the
economy. Therefore, it can be foreseen that women may enjoy mor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in workplace than men due to economic restructuring.
Some claim that women would still be at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because of their perceived
subordinate status to men. They are claimed to hold positions of lower status and authority at
work because they are less confident and assertive. 55 Even when new work opportunities
arise due to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ey may still be acting as supporting roles of men who
take the lead at work, limiting their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56 However, this may
be invalid as women are said to be more hardworking 57 and engaged in work than men at
work. 58 With their better qualities as labour, employers may favour women to men and
provide women with more work opportunities instead, allowing them to captur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due to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erefore, they are not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2. Legal Protection on Women’s Form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in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at workplace in terms of sex, marital status and pregnancy status 59 such as
refusing to employ a job applicant because she is pregnant hinders women from enjoying
53

Labour Market of Hong Kong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life-and-society/module_
14_Eng_July_2014.pdf)
54
Gender and Gender Identity (https://www.plannedparenthood.org/learn/sexual-orientation-gender/gender-gender-identity)
55
Kalkowski, 2004
56
Sultana, 2012
57
Women DO Work Harder than Men
(http://www.dailymail.co.uk/femail/article-2285378/Women-DO-work-harder-men-How-female-employees-prone-distractio
58
Study Finds Women are Better Bosses than Men – Here’s Why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why-women-are-better-managers-than-men-2015-4)
59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http://www.cmab.gov.hk/en/issues/sd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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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 formal and substa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as men in terms of employment,
remuneration and promotion chance, causing women to the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in
workplace. 60 However,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Cap.480),
cases when women suspect they are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employers and colleagues in
terms of remuneration, welfare and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are investigated by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If the case is valid and the victim hopes to take the case to court,
the Commission will assist her in legal proceedings. 61 This helps identify employers who
violate the Ordinance and causes a disincentive effect on other employers as they may be
intimidated from discriminating against female employees by any means in fear of the legal
consequences. This helps eliminate any forms of sex discrimination in workplace and
safeguard women’s rights to equal form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in terms of remuneration,
welfare and promotion prospects. Therefore, women are not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3. Changing Perceptions on Gender Stereotyping Ensures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Gender stereotype puts women at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in workplace as they, as
caretakers in the family, are perceived to be of lesser importance and abilities when compared
to men as breadwinners who work intelligently and efficiently in workplace. 62 This
adversely affects employers’ perceptions of women’s capabilities and makes it exceptionally
difficult for women to gain recognition at work. 63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most of the more
demanding work would be assigned to men instead whom employers place more trust on.
Without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to prove their capabilities, women would less likely to
receive promotion chances, limiting their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However, this claim may be invalid. Women are increasingly recognised in terms of their
work achievements and taking up more executive roles at work, perceptions towards women
have changed. Increasing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workforce allows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wider recognition of the public on women’s abilities. 64 According to a survey on community
perception towards gender issues, over four-fifth (83.4%) of respondents agree that women
could definitely and probably realize their potentials in full at work. 65 This proves the
alleviation on the stereotyped gender perceptions because a common belief on the capabilities
of working women exists. Any deep-rooted gender prejudices may hopefully be alleviated or
even eliminated with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bilities of both genders,
60

Sex Discrimination (http://www.clic.org.hk/en/topics/antiDiscrimination/sex_discrimination/)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http://www.cmab.gov.hk/en/issues/sdo.htm)
62
Gender and Gender Identity (https://www.plannedparenthood.org/learn/sexual-orientation-gender/gender-gender-identity)
63
Branch, 1994
64
Women’s Commission: Hong Kong Women in Figures 2013
http://www.women.gov.hk/download/research/HK_Women2013_e.pdf)
65
Women’s Commission: Survey on Community Perception on Gender Issues
(http://www.lwb.gov.hk/eng/press/resulte.pdf)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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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omen can enjoy equal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as men in workplace with
their capabilities. Therefore, they are not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Conclusion
I agree that women enjoy equal formal and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as men in
workplace and thus disagree that they are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in Hong Kong. The
reasons behind are the existence of legal protection on form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for
women in workplace, foreseeabl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for women to display
their potential at work due to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ncreasing recognition of their
working abilities. Although certain factors such as gender prejudices and gender inequality at
present may have proved otherwise,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the society on gender roles
could enhance people’s impression on the capabilities of women and recognise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n the long run, giving room for
women to enjoy a fair working environment with equal formal and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all. Seeing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equality of outcome of both genders to be achieved, women
are therefore not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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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The candidate was able to define and explain the focus and scope of the
enquiry in the “problem definition” section, but the explanation was not clear
enough.
S/he clearly identified and explained relevant concepts and knowledge.
Apart from documented statistics, data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could have been collected so that more enquiry perspectives could
be employed to make Part D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onvincing.
Since the assessment criteria on marginalization were not clear, whether
women are marginalized or not was not clearly delineated.
S/he justified the standpoints with relevant concepts and knowledge, showing
logical reasoning about supporting and opposing the claim that women are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in Hong Kong. However,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claim should have been given in greater detail, for example, more information




on economic marginalization should have been provided.
S/he addressed the issue and the enquiry question with a reasonable analysis,
but should have elaborated more on the linkage between data and analysis.
S/he communicated ideas in a concise and well-organised manner, but missed
some minor transl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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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題目界定
研究背景及目的
時代越來越進步，香港作為一個已發展城市，但因地少人多的關係，房屋的供求
已成為嚴重的問題。根據房屋委員會研究顯示1，公屋輪候的申請數目持續上升，
由 2009 年 6 月的 120 700 宗增至 2015 年 6 月的 282 200 宗，升幅兩倍。導致近
年有意見表示開發郊野公園以解決土地不足的問題，有見及此，我希望籍著這份
專題報告探討香港應否開發郊野公園以解決居住問題。
由於香港的周邊有不少受保育的郊野公園。政府打算開發郊野公園，但我將會透
過這份研究，指出開發郊野公園對環境及當地居民的影響，指出改變郊野公園用
途能否解決房屋問題，並從各不同持份者的看法中分析，分析開發郊野公園的利
弊 。我希望從報告中讓社會各界對房屋問題有更深入的瞭解，令香港人瞭解問
題的嚴重性，提升各界的關注，也令政府能推出一個更全面的解決方法，舒緩香
港房屋問題的現況。
焦點問題
1.
2.
3.

現時香港有什麼居住問題？
不同持份者對開發郊野公園有什麼看法？
香港在多大程度上應開發郊野公園以解決房屋供應不足問題？

1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一般公屋申請者安置情況的特別分析
(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housing-authority/ha-paper-librar
y/SHC65-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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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相關概念
生活素質2：生活素質是指人民對其生活中各種範疇的滿意程度，反映一個國家
或地區的財富和人民的福祉。「生活」的概念涵蓋了個人生活需要的各個方面，
包括物質生活及非物質生活。我們可以從這項資料中瞭解郊野公園這個能夠為香
港市民提供休憩的場地，能夠提升生活素質。
香港房屋供應不足問題：香港地少人多，可供發展的土地不足，不少發展商大量
囤積土地，及用「擠牙膏式」策略興建及供應房屋，提高樓價。公共居住房屋（公
3
屋）輪候人數不斷增加。根據研究顯示，香港每年房屋需求量約 20,000 至 30,000
間，但近年平均每年新增供應量只有大約 18,000 間。在房屋需求長期高於房屋
供應的情況下，房屋價格因此不斷上升。我們可以從資料中瞭解普遍香港房屋的
問題，從而探討開發郊野公園後所供應的土地能否直接解決房屋不足問題。
4

郊野公園：占地共 44 300 公頃，包括山嶺、叢林、水塘和海濱地帶 。內裡設有
郊野康樂及教育設施，環境多樣化，孕育不同動植物5。 其主要功能是保育自
然環境、美化市容及改善景觀。我們可以從資料中瞭解香港郊野公園土地占地和
功用，從而探討開發郊野公園後對自然護理的影響。

研究方法
就持分者方面，本研究會分析開發郊野公園對香港帶來的影響和利益。包括經濟、
環境等。綜合各持分者的言論推論出他們對開發郊野公園的立場和意見。
就搜集資料方面，本研究會從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政府施政報告、WWF 世界自
然基金、明報等相關文獻和報章評論中瞭解影響房屋問題的各種因素，更希望以
郊野公園的保育價值作分析，分析開發郊野公園對舒緩房屋問題的成效。
2

教育局-生活素質的定義(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
/life-and-society/Section_1_D1.pdf
3

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月刊 二零零七年二月 專題文章 公屋輪候冊申請人統計調查

(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0702FB2007XXXXB0100.pdf
4

香港漁農自然護理處-香港便覽 郊野公園及自然護理(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untry/cou_lea/the_facts.html
5
綠色力量-經濟保育齊得益 發展香港生態旅遊業(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greenpower.org.hk/html/chi/2014_12.shtml

4

本研究會就本港多年房屋使用情況的資料，郊野公園用地及未來開發用地，探討
香港開發郊野公園後能否解決房屋問題。此外，本研究亦探討開發後會否對市民
造成生活素質上的影響，從而判斷應否開發郊野公園以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5

C.深入解釋議題
近日，香港房屋的問題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迴響。政府亦從施政報告是提出不
同的政策以改善土地不足的問題。但開發郊野公園這個政策能否有效改善問題或
只是治標不治本？我從不同途徑收集了不同持分者的意見，從不同的持份者去瞭
解政府推出的政策能否有效改善因土地不足所衍生的問題。去年 2015 年香港政
府所推行的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開發郊野公園的方案6。其間各界討論聲音不絶，
因開發郊野公園對香港的經濟、環境、社會等各方面也有影響。下文為具爭議點
的地方。
從經濟角度，
有持分者認為能夠節省香港平均市民的居住成本，從而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質。
扶貧委員會委員、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7，推算只需撥出一成郊野
公園用地建屋、樓價、租金會相應下跌，全港每年便可以節省 288 億元居住成本。
另外，雷鼎鳴亦指出過去 10 年平均每年訪客人次，平均每人每年到郊野公園不
足兩次，若減少了 10%的郊野公園用地，遊客每年的總訪問次數，最多減少 125
萬人次。以每次效益 400 元計，到郊野公園行山的總效益只是區區的每年 5 億元，
與每年 288 億的成本差天共地。
從社會角度，
對於開發郊野公園以解決房屋不足問題，有持分者認為能減低市民對樓價的負擔，
認為郊野公園土地「不能動分毫」的說法太極端，開發後有利香港整體發展。
反之，有持分者認為香港仍然有很多閒置土地，只要政府有適當的規劃和使用，
便能解決房屋不足問題；有持分者認為郊野公園是大眾的利益，不能輕易開發；
有持分者認為香港現時的房屋問題並不是土地供應，而是業主大量囤地以及政府
欠缺規劃空置土地。
世紀 21 奇豐物業顧問行行政總裁李峻銘指出8，香港欠缺土地建屋，是次政府所
提出發展郊野公園用地，絕不是拿取大部份的郊野公園資源，而是僅利用當中的
2.5%土地，就是這幾個百分點的郊野公園用地，能即時倍增香港的住宅用地。土
6

2015 年施政報告(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s://www.google.com.hk/webhp?sourceid=chrome-instant&ion=1&espv=2&ie=UTF-8#q=2015%E6%96%B
D%E6%94%BF%E5%A0%B1%E5%91%8A
7
橙新聞-【擂台賽】開發郊野公園之爭(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orangenews.hk/topic/system/2015/01/05/010003848_03.shtml
8

世紀 21 香港地產-土地供應 要政治行政一併解決(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century21-hk.com/professional_detail.php?writer=2&pid=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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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供應不足，得益只是擁有大量土地的地產霸權，如果大量土地能夠迅速被利用，
業主會加速推出自己的土地儲備，减低市民对楼价昂贵的负担。
明報引行政長官梁振英指出9，郊野公園與建屋不可兼得，他認為郊野公園與建
屋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郊野公園生態及景觀價值因應不同地方而有別，故
有人提出把生態及景觀價值較低的地方撥出來滿足香港人住屋需要。他認為可用
部分郊野公園用地建屋，以免補地價方式賣給社會特定對象，例如年輕人作首次
置業。
10

「我聽了後好心悒…為何香港人住
明報引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言論 ，
得這麼無尊嚴？只得 170 呎…」，認為市民的生活質素以居住方面至為重要，休
憩及環境保護相比之下較為次要。
但，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林超英指出11，香港有很多閒置平原
地，很多已不是村民擁有。只要政府有適當的規劃和使用，作低密度發展，以應
付全港市民對房屋的需求。
12
「高球場和遊艇會是屬於少數人的，只有郊野和海灘是屬於大
港督麥理浩曾說 ，

眾的」
，是 都 巿 發 展 前 的 景 象 ， 郊野公园和海滩是公众的休憩地方，用作提
供公众康乐。
13

WWF 世界自然基金指出 ，香港在未來的中長期房屋供應量足夠，故此不認同政
府在施政報告上所述的「土地問題」。
從環境角度，
有持分者認為開發郊野公園會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破壞生態的多樣化，原本居住
在郊野公園的動植物會受到影響。另外，市民亦會因郊野公園的開發而沒有地方
休憩，生活素質因而下降。
9

明報-觀點與角度﹕開發郊野公園 解土地荒？(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51126/HK-gfh1_er_r.htm
10

明報-觀點與角度﹕開發郊野公園 解土地荒？(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51126/HK-gfh1_er_r.htm
11

新傳網- 樹仁新聞與傳播學系-前天文台長林超英：郊野公園建屋是「偽命題」(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symedialab.org.hk/talk/tag/%E4%B8%AD%E6%96%87%E5%A4%A7%E5%AD%B8%E5%9C%B0%E7%9
0%86%E8%88%87%E8%B3%87%E6%BA%90%E7%AE%A1%E7%90%86%E5%AD%B8%E7%B3%BB/
12

通識網-郊野公園《鏗鏘集– 不包括土地》觀後感(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id=2277
13

WWF 世界自然基金- WWF 就有團體發表香港住屋土地需求報告之回應(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wwf.org.hk/?14400/WWF-rapid-response-cons-2015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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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力量指出14，香港郊野公園的環境多樣化，生態教育資料豐富,能夠吸引高質
量外地旅客和有助提升本地人的保育意識。
總括而言，開發郊野公園以解決房屋問題這個具爭議性的議題的爭議點分以下論
點。論點認為開發郊野公園的持分者對香港有益處的包括讓基層市民在房屋短缺
方面受惠、節省 288 億元居住成本、滿足香港人住屋需要以及有效運用郊野公園
土地。
相對而言，論點認為開發郊野公園的持分者對香港不妥當的包括自然保育、郊野
公園是公眾的休憩地方、應先充分利用全港其餘六成未發展土地、香港房屋問題
不在於土地供應不足。

14

綠色力量-經濟保育齊得益 發展香港生態旅遊業(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greenpower.org.hk/html/chi/2014_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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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判斷及論證/建議
社會各界對開發郊野公園這議題有不同的意見，本人將會透過以下的數據加以分
析，從而作出一個理性的判斷，瞭解香港應否開發郊野公園以解決房屋問題。
本人將會將分析分為兩大部分，開發郊野公園所帶來的影響和現時香港房屋土地
問題的分析。
香港房屋土地问题的分析
WWF 世界自然基金曾指出香港在未來的中長期房屋供應量足夠15，不認同有人說香港
的房屋問題的成因是土地供應不足而開發郊野公園從而解決土地不足問題。本人
將會根據不同的數據分析香港房屋問題以及香港土地情況。
首先，現時香港房屋問题分析。

香港政府統計處於 2015 年 10 月 15 日公布的人口推算報告（a）16
根據(a)圖表中顯示，香港人口 5 年期間的平均每年增長率由原本 2014 年的 0.8%
下降至預算 2064 年-0.3%。由此可見，香港人口在沒有變數下，未來人口增長將
會開始逐漸緩慢，甚至出現人口的減少。

15

WWF 世界自然基金- WWF 就有團體發表香港住屋土地需求報告之回應(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wwf.org.hk/?14400/WWF-rapid-response-cons-20151109#
16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5 年 9 月 25 日人口推算- 香港人口推算 2015-2064
(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90_tc.jsp?productCode=B1120015

9

表 2，圖 3；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家庭住户推算17

17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5 年 9 月 25 日人口推算- 香港人口推算 2015-2064

(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1510FC2015XXXXB0100.pdf
10

根據表 2，圖 3 的資料顯示，香港家庭住戶數目由 1981 年的 124 萬上升至 2014
年的 243 萬，升幅接近一倍；另外，統計處預算 2014 年往後 35 年仍然會持續上
升並且逐漸放緩。家庭住戶數目的增長速度較人口的增長速度為快，因平均住戶
人數數值在每年中呈現顯著的下跌趨勢，由 1981 年的 3.9 人下降至 2014 年的 2.9
人，統計處預算 2014 年往後 35 年仍然會持續下跌；除此之外，於未來 35 年
（2014-2049）香港住戶數目只會增加 482,700 戶。由此可見，未來香港對房屋
數目的需求量並沒有持續增加。
其次，香港土地情况。
根據由發展局公佈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土地供應的資料18，我們可以知道政府透
過善用現有已開發土地和開發可供發展用途的新增土地，增加香港未來短、中、
長期的土地供應，以滿足香港的住屋和其他發展需要。
短、中期土地供應方面：

發展局-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b）19
根据(b),
短、中期方面規劃措施包括 36 幅「政府、 機構或社區」及其他政府用地、13
幅沒有植被、荒廢或 已平整的「綠化地帶」、16 幅工業用地改作住宅用途以及
其他土地住宅規劃。

18

發展局-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土地供應(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dev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69/P201301170418_0418_105720.pdf
19
發展局-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土地供應(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dev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69/P201301170418_0418_1057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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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20，政府已在全港各區額外物色到約 80 幅面積共超過 150 公頃
的「綠化地帶」及「政府、機構或社區」等土地，具潛力改作住宅用途並可在未來 5 年
推出供興建約 89 000 個單位，協助滿足未來 10 年的房屋土地需要。加上先前經已物色
到的土地，全港共有約 150 幅土地須改作住宅用途並預計在未來 5 年推出，以供興建約
21 萬個公私營單位。
中長期土地供應方面：

發展局-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c）21
根据（c），
政府已出台的措施指當局能夠於 2023 年及以後持續提供 218，360 個房屋，佔地
約 1162 公頃。
綜合政府所短、中、長期的措施，能於未來 20 年提供合共 508,041 個單位，供
應量已超越住戶增長速度，甚至較未來 35 年的總需求量還要多 5%。
總括以上資料，未來香港人口和平均住戶數目持續下降，以及香港未來土地供應
的數目足夠應付 10 年房屋的需求，郊野公園的開發主要目的是增加土地供應量。
由此可見，我認同 WWF 世界自然基金的論點，香港房屋問題並不是土地供應不足。
另外，明報引用本土研究社所提出的報告22,內指出政府低估現時房屋空置率問題,

20

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chi/p120.html
21
發展局-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土地供應(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dev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69/P201301170418_0418_105720.pdf
22
蘋果日報-團體估計私樓空置率達 9.7%(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630/1920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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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私樓空置率達 9.7%,高出政府估計的 5.6%。我們可以得出現時房屋問題還有
使用率問題，政府未充分運用房屋數量來解決房屋不足，反而選擇開發新土地，
這樣可能會導致最後空置房屋溢出造成供應多於需求，土地運用不佳，沒有全面
瞭解全港房屋情況。論證出開發郊野公園並不能解決香港房屋問題，並不需要開
發郊野公園來解決房屋問題。
開發郊野公園所帶來的影響
開發郊野公園所帶來的影響共有兩點，破壞自然生態環境以及市民將得不到一個
可供休憩的地方。
市民方面
23
根据郊野公園的定義 ，其 主 要 功 能 是 保 育 自 然 環 境 、 美 化 市 容 及
改 善 景 觀 。 經 濟 日 報 引 用 政 務 司 司 長 林 鄭 月 娥 的 言 論 24，「郊
野公園是香港資產，不但供海外遊客欣賞，亦是本地居民放鬆的地方」。由此可
見，郊野公園能提供市民休憩的地方，從而舒緩市民在城市中的壓力，提升市民
的生活素質。
生態環境方面
25
根 據 明 報 專 訊 指 出 ，於 農 田 向 農 作 物 噴 灑 農 藥 會 污 染 水 質，受 污 染 的
水會排放到水庫當中。相對地，我們可以推斷出開發郊野公園所破壞
的地區，水質同樣會因工程而受到污染，令食水的供應出現問題，影
響市民的日常生活。

根據水務局的資料26，香港用水有兩個主要來源，分別是東江水及來自香港郊野
公園和鄉野的本地集水網絡。其中本港 76%的食水由東江輸入，即有近三成食水
源於郊野公園和鄉野地區。由此可見，開發郊野公園時，水質會受到污染，影響
市民的日常生活。
27

根據綠色力量對郊野公園的資料 ，郊野公園孕育了 520 多種鳥類、260 多種蝴
蝶、110 多種蜻蜓、80 多種爬蟲類動物，以及 50 多種哺乳類動物。開發郊野公
23

綠色力量-經濟保育齊得益 發展香港生態旅遊業(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greenpower.org.hk/html/chi/2014_12.shtml
24
經濟日報-護郊野保水塘迎戰供水危機(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paper.hket.com/article/133093/%E8%AD%B7%E9%83%8A%E9%87%8E%E4%BF%9D%E6%B0%B4%E5%A1%98%
20%E8%BF%8E%E6%88%B0%E4%BE%9B%E6%B0%B4%E5%8D%B1%E6%A9%9F
25
明報專訊-4 村威脅污染水塘 抗村地納郊野 擬集水區復耕 施農藥化肥(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life.mingpao.com/cfm/dailynews3b.cfm?File=20131205/nalgm/gma1h.txt
26
水務署-水務署統計書(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wsd.gov.hk/filemanager/sc/share/pdf/wsd_leaflet_c.pdf
27
綠色力量-經濟保育齊得益 發展香港生態旅遊業(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http://www.greenpower.org.hk/html/chi/2014_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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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的同時，這些動植物的居住環境也會被破壞。這不但會令到郊野公園的環境變
差，動植物亦會因為環境被破壞而適應不了導致搬遷到其他地方或者甚至會死
亡。
綜合以上各持份者以及研究資料所得，現時香港的房屋問題並不是土地供應不足，
開發郊野公園不能幫助解決房屋問題。另外，開發郊野公園會破壞郊野公園內的
生態環境以及削減大眾市民享受休憩地方的權力。由此可見，本人很大程度反對
政府開發郊野公園以解決香港房屋不足問題。

建議
首先,現時房屋問題不足的問題在於政府並沒有完善規劃所持有的土地以及可發
展土地。本人認為政府適當地規劃持有的土地以及可發展土地便能騰出更多的土
地用以興建公屋，壓低樓價，從而減低市民對樓價昂貴的負擔。
其次，面對土地不足的問題，本人認為政府可以全力發展新界區等荒廢土地來增
加土地供應，從而興建公屋或者商業用途，以解決房屋供不應求的狀況，壓低樓
價來減低市民對樓價昂貴負擔。一方面可以提高當地的人口密度，另一方面也可
以提高當地經濟發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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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630/19203133
(最後瀏覽日期 27/0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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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探究目的和探究焦點清晰，背景資料也恰當。



能簡單解說一些相關概念與該探究的關係。



尚能指出探究方向，但解說可以更仔細。



在 C 與 D 兩 部 分，嘗 試 從 不 同 角 度 分 析 香 港 的 房 屋 問 題 及 開 發 郊 野
公 園 的 影 響（ 例 如 經 濟 及 環 境 的 影 響、土 地 供 應 ），並 以 不 同 持 份
者的看法與資料作佐證。



但 C 與 D 兩 部 分 的 連 繫 不 足，未 能 就 C 部 有 關 不 同 持 份 者 對 應 否 開
發郊野公園的爭議點，在 D 部進行全面的分析，使論證欠說服力。



嘗試提出 建議，惟內 容欠仔細，亦 沒有明 確指出是 建基於 什麼 來分
析結果。



註腳、資料展示方式及參考資料的陳述尚算清晰。

第三級示例及評語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通識教育科
具規範的探究方法
獨立專題探究報告
指定封面（適用於文字模式報告和非文字模式報告的短文）
探究題目：

探討青少使用智能手機的原因及影響

考試年份： 2017
學生姓名：
班別／組別：
學號：

報告／短文字數： 4463

非文字模式報告觀看時間﹕

注意事項：
文字模式報告字數不得超過 4 500 字；非文字模式報告的觀看時間不得超過
22 分鐘，所附的短文則不得超過 1 100 字。計算文字模式報告和短文字數
時，不包括封面、目錄、標題、圖、表、相片說明、標點、腳註、註釋、參
考資料、書目和附錄。
考生有責任清楚計算其報告或短文的字數，並準確地在本封面註明。
若學生的習作（獨立專題探究報告）被校本評核系統揀選作檢視，學校在繳
交習作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前，教師須先行刪去封面上的學生姓名、班別／
組別和學號資料，並確保報告和短文內沒有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非文字
模式報告中，也需要刪去一切能辨識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包括學生的樣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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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題目：探討青少使用智能手機的原因及影響
研究背景及目的
隨著通訊科技和網絡的急速發展，市民可透過智能手機接收最新資訊，並把
自己感興趣的資訊互相傳閱，只需按一個按鈕，數秒就可把資訊廣泛發佈。亦由於
智能手機的吸引，令時下青少年不斷追求最新款式的智能手機。1 思緯市場機構調查
發現，香港青少年擁有手機比率是亞洲區最高，達 87％，12 至 14 歳初中生擁有手
機的比率更達 93％。

與此同時，這反映了年輕一代佔據了以及成為了主要使用手機的一群，因此我
們的重點研究對象會是青少年。我們的目的是想研究使用手機的現況藉此探討青少
年 使用手機的原因使用手機對他構成的影響。他們生於一個科技資訊發達年代，而
我有興趣探究的地方是青少年對於使用智能手機的觀念和看法、探究青少年使用手
機的現況、是什麼原因令他們使用智能手機、手機文化對青少年有何正負面的影響
以及手機文化對青少年是利大於弊等。 再者，由於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對他們自身、
家長、甚至學校老師等等持分者都構成一定的影響，所以這些持分者會成為我們探
討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原因及其影響的重點。逾七成（71.3%） 2 青少年透過智
能手機隨時隨地上網， 只要有 機在 手，他們就可以 自得其樂。另外家長方面，
某些家庭環境及教育， 可能成為青年使用智能手機的主要原因。學校 方面，學生經
常使用智能手機亦會導致成績退步，因此家長和老師都扮演重要角色， 所以本報
告會從青少年他們自身、家長以及學校老師的角度，從手機文化的層面去分析各個
焦點問題。
焦點問題
1．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現況是怎樣?
2．是什麼原因令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
3．手機文化對青少年有何正／負面影響?
4．手機文化對青少年是否利大於弊？

3

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智能手機：指具有獨立的行動作業系統，可透過安裝應用軟體、遊戲等程式來擴充
手機功能，運算能力及功能均優於傳統功能型手機的一種手機。 智能手機除了可以
接通互聯網外，更可安裝應用程式3，包括手機作業系統 的軟件，或從作業系統應用
程式平台、供應商等下載。而這些應用程式（ App）主要是針對人們不同用途的需
求而開發出來的軟件。
負面影響：
4
手機成瘾：手機成瘾是指長時間依賴於玩手機(一般超過 6 小時以上)，當青少年長
期使用智能手機會容易造成手機成癮，對青少年構成壞的影響。與網絡成瘾本質一
樣，手機成瘾對人的生理、心理危害很大 4,一旦成癮，對於成人來說，會導致意志
力減弱，對生活失去興趣，整個人變得懶散、 消沉 。 嚴重的會產生暴力行為，如
毀壞物品、對家庭成員施暴等，個別極端者會導致抑鬱症，所以手機成瘾都是研究
原因的一部分。
人際方面：
智能手機能方便生活，但過度沉迷會帶來反效果。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麗城綜
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調查發現5，近六成中學生認為使用智能手機後，減少與人面對面
溝通，部分青少年甚至會12小時機不離手，溝通技巧變得生疏，至求助時只懂說單
字表達意見。
情緒方面：
6
香港新聞網（2012年5月15日）3月中有調查發現荃灣區內中三及中四的學生，超過
一半人認為自己若果忘記帶智能手機外出的話，會產生負面情緒；逾三成半平均每
日使用4小時；約四成人平均每十分鐘就會看一次。調查中，很多中學生上堂也會使
用智能電話，如果不用有些會情緒低落。再跟據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麗城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去年底訪問了945名荃灣區中三、中四學生；近9成學生認為智能
手機是必需品。
7

有65%受訪學生每半小時會查看手機一次，有4成更每10分鐘就要查看一次； 受訪
學生，認為自己有沉迷手機的情況，有過半數會因忘記帶手機或手機無電時，感到
不開心、忐忑不安、無安全感，甚至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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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影響：
8
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好處可體現於不同方面。
青少年可透過智能手機的娛樂平台來消磨時間，下載不同類型的遊戲或影片欣賞，
紓緩生活壓力。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不但可以令朋輩間話題增多，更加可增強親子
感情。如青少年可教導父母使用智能手機或透過使用智能手機的即時通訊程式，
增加雙方溝通。9 有機構昔日東方曾於去年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超過四成六受訪
家長及青少年均有使用手機即時通訊程式作親子溝通，當中八成四家長及六成青少
年認同此舉更易表達心聲。更有家長表示，父母可透過即時通訊程式加強關懷子女
的需要或從中作出鼓勵，這個溝通渠道有助消除兩代間的隔膜和促進親子關係。
研究方法：本研究是採用六十七位青少年作問卷調查以及文獻分析 ， 問 卷 分 為 兩
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現況，回應第一條焦點點問題，了解
青少年有使用智能手機的習慣及方式，第二部分就是研究是什麼原因令青少年使用
智能手機，瞭解對智能手機的觀念，以及智能手機的影響，配以文獻分析，從大眾
的角度，收集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影響，藉此深入了解手機成癮會否在青少年中
成趨勢，探討手機文化對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是否利大於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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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 ＜＜調查報告＞＞2013 年 11 月 7 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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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因應不同用途而開發出來予人應用的軟件。
4
太陽報 ，＜＜ 學生沉迷手機成癮 ＞＞2014 年 3 月 17 日
5
經濟日報 ，＜＜人際溝通技巧 變生疏＞＞2014年03月14日
6
香港新聞網 ，＜＜不使用智能手機情緒變低落＞＞ 2014年3月14日
7
晴報 ， ＜＜沉迷隔空通訊 青少年只懂說單字＞＞2014年3月14日
8
文匯報 ，＜＜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好處＞＞ 2014 年 4 月 13 日
9
昔日東方，＜＜手機即時通訊程式 促進親子關係＞＞2013年6月16日
10
北方網，＜＜美機構分析稱手機上癮者激增 女性佔大多數＞＞ 201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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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深入解釋議題
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現況是怎樣(回應焦點問題 1)及是什麼原因令青少年使
用智能手機（回應焦點問題 2）
1．回應焦點問題一

持份者

青少年 （％）

0－2 小時以下

1.6%

3－4 小時以下

41%

5—6 小時以下

32%

6 小時或以上

25%

表1．你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使用智能手機
根據表 1，四成青少年平均每天花 3－4 小時使用智能手機。其次就是花 5－6 小時於
智能手機的受訪者亦佔三成二. 誠然,不少青少年㫮把智能手機當作是一種必須品
或是習慣, 而近兩成人更會長時間使用智能手機 。唯從數據可見近七成青少年
平均每天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不多於 6 小時或以上, 故手機成癮的情況並不普遍。

年期
1年或以下
1—2年

百分比
0%
3%

3—4年
5－6年
7－8年

18%
59%
14%

9—10年
11年以上

5%
2%

表 2.你使用智能手機多少年了？（只選一項）
而根據表 2，近六成人使用智能手機 5－6 年，而其次是 3－4 年，普遍青少年使用智
能手機已經長達 5－6，2 而政府統計處 2015 年數據顯示, 本港使用智能手機的普
遍率,由 2013 年的 63%增至 2015 年的 83%, 可見香港人已經習慣了使用智能手機。
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亦越來越普遍 。現時智能手機可讓使用者安裝不同類型的手
機應用程式，例如查詢天氣、購物及了解交通資料等，讓青少年可隨時隨地接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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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不受時間、地點和空間的限制。由此, 部分青少年會比較依賴智能手機，而
隨著使用智能手機時間越長，也會把智能手機當成一種必須品或是習慣。

2．回應焦點問題二（是什麼原因令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
原因：
持分者（青少年）

經常

間中

甚少

從不

即時通訊（通話,例如

90％

10％

0％

0％

上網（尋找生活資訊）

41％

56％

3％

0％

上網（購物消費）

16％

43％

38％

3％

上網（學習上找資訊）

36％

50％

13％

3％

娛樂（例如遊戲）

32％

44％

22％

2％

聽音樂

83％

13％

5％

0％

社交媒體（如

90％

6％

5％

0％

71％

22％

5％

2％

Whatsapp,Line,Wechat)

Facebook,Instagram 等）
觀看影片

表 3.你最常使用智能手機的哪些功能?
根據表 3，隨著時代發展，生活節奏急速，很多青少年都追求方便快捷及高科技的
生活，而現今他智能手機，集合了多方面功能於一身，例如是地圖(google map)丶遊
戲丶計算機丶害即時通訊間接令青少年提升智能手機的興趣。十成青少年最常使用
智能手機的功能是即時通訊（100％）（通話，例如 Whatsapp,Line,Wechat 等)，所以
青少年可能想建立更加好的人際關係，而多和朋友溝通。而第二就是近十成青少年
會最常使用智能手機來聽音樂（96％）及社交媒體（如 Facebook,Instagram 等）， 不
少青少年喜歡聽音樂來放鬆心情,有些更會借音樂排解可能因為學業，生活，其他個
人因素做成的壓力。 而使用社交媒體可以令青少年透過這些與朋輩之間增加互動和
拉近人際關係。第三，是上網（尋找生活資訊）64％，隨著現在上網越來越方便的
部分青少年遇到問題都會上網（尋找生活資訊），而網上生活資訊亦都不斷增加。
再是第四，觀看影片九成多人（93％），青少年可以透過網絡上觀看不同影可以更
増加知識（例如是學術性、政治、新聞及其他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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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回應焦點問題 1），3 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現在況是越來
越多青少年擁有智能手機，以及他們平均每次天大多數是使用 3－4 小時，可
見青少年大部分依賴着手機，第二，從問卷亦探究到焦點問題 2 是什麼原因令青
少年使用智能手機，問卷排最高是最多人撰擇即時通訊，是九成人，即時通訊佔了
一個最大比重。即時通訊現時都很受青少年認同，青少年這個年紀很喜歡或需要和
別人溝通以及建立人傺關係，而正正使用即時通訊可令青少年更放便與人溝通，加
上現在有很多功能可以更容易比達信息，例如是 (表情符號)emoji 和錄音等功能。正
值青春期的青少年重視朋輩關係，而朋輩群體也是其生活的重要一環，他們渴求得
到朋輩的認同和接納，所以出現「有人我有」、「人做我做」的心態。當身邊的朋
輩都使用智能手機時，他們便會從眾，表現出合群的精神，從而令智能手機扮演促
進朋輩關係的角色。這亦就是馬斯洛人類需求五層次理論 1中所提及到的社交需求
(如：對友誼、愛情以及隸屬關係的需求)。
由此可見，青少年擁有智能手機其實是很正常， 部分青少年會想建立社交需求，所
以就會想跟隨著朋友，受朋輩影響想追上潮流而和朋友之間多一些話題而使用智能
手機，以及有些青少年也可能會因受到朋輩的認同而使用智能手機。

十分相關
相關
考慮因素
外觀
40％
51％
價格
44％
51％
功能
59％
41％
品牌知名度
27％
54％
朋輩影響
16％
35％
家人影響
16％
33％
口碑
37％
54％
表 6 你購買智能手機時考慮什麼因素?

不相關
6％
5％
0％
13％
38％
37％
10％

十分不相關
3％
0％
0％
6％
11％
14％
0％

拫據表6， 有十成（100％）青少年認為功能是青少年購買智能手機時主要的考慮因
素，由此可見，智能手機的功能吸引青少年使用，例如是如語音功能，防水、拍攝
功能等，反映青少年為配合生活上的需要使用智能手機。而可以從表上可得購買智
能手機時不考慮功能的更是一成人也沒有，意味著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是對功能上
使需求大，可以例如是有助學業（使用手機裏的計算機），語音系統等功能，都認
為功能是非常之重要的。其次是價格九成以上（95％），青少年購買智能手機是價
格都是他們購買智能手機時主要的因素，再者外觀更九成人多（91％），現今的智
能手機有各種功能方便快捷，加上智能手機的外貌越來越吸引，更迎合大眾。

1

馬斯洛人類需求五層次理論－http://wiki.mbalib.com/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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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用途
瀏覽網頁搜
尋學術資訊
下載學術性
下載學術的
手機媒體
使用計算機
使用智能手
機來和同學
探討學習內
查字典

經常
32％

間中
60％
57％

甚少
8％

19％

從不
0％

19％
25％

63％
60％

19％
14％

3％
0％

65％

32％

3％

0％

22％

表 9 你使用智能手機學習

2％

拫據表 9, 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作廣泛的學習用途，例如是查字典已接近 9 成多人
（97％）會使用，只有少於 3％人沒有使用智能手機來查字典來令學業上更有正面
的影響。其次是瀏覽網頁搜尋學術資訊也有 9 成的人（92％）使用，也意味著青少
年現今的學習可以很方便快捷地使用智能手機來瀏覽網頁搜尋學術資訊。再者，使
用智能手機來和同學探討學習內容，智能手機不但可以讓青少年很方便快捷地在網
絡上尋找學術資訊，同時也可以在可以在和朋輩之間探討學習內容時可以幫助人與
人之間的溝通，有利於人際關係。
由此可見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學術習不同知識，例如是英語學習或上網搜尋不同資
訊，所以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原因部分都是作學術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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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判斷及論證
（回應焦點問題 3）手機文化對青少年有何正／負面影響
手機文化對青少年是否利大於弊？

及 （回應焦點問題 4）

3．回應焦點問題三
影響

非常相關

相關

不相關

非常不相關

變得不擅長於與人面對

14％

57％

24％

5％

43％

54％

3％

0％

22％

57％

14％

6％

面溝通
溝通變得更方便
智能手機令你有安全感
與朋輩多了話題
影響學業成績（正面）
影響學業成績（負面）
健康受損（根骨）
健康受損
（眼睛）

29％
10％
21％
22％
40％

43％

21％

48％

37％

57％
65％
57％

16％
10％

1.6％

8％
6％
6％
3％

表 8 手機文化對青少年有何正／負面影響
表8顯示多於九成受訪者認為智能手機能有效促進溝通，令朋輩間話題增多（79%）
唯同時近七成受訪者認為手機文化令自己的溝通技巧變弱，例如是與人面對面溝通。
另外數據亦指出手機文化對使用者的根骨，眼睛方面（97%）有負面影響。而對於學
業成績影響方面，有接近六成人認為是有正面影響，智能手機於不同的途徑中學習，
如使用智能手機內的應用程式（字典、計算機、有關學術性的應用程式、甚至是透過
即時通訊功能與同學交流及討論學術知識）。另一方面，使用智能手機會對學業成績
方面有負面影響的受訪者亦佔智能手機中有不同的應用程式會使人分心，尤其社交網
絡媒體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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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應焦點問題 四（手機文化對青少年是否利大於弊？）

立場

百分比

利遠大於弊

3.2%

利大於弊

59%

弊大於利

35%

弊遠大於利

3%

表 7．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是利大於㢢，這句話你同意嗎?

表 7，縱然受訪者對手機利㢢意見不一，有所分歧，由上，唯近六成青少年認
為使用智能手機是利大於㢢的。而少於四成人認為生智能手機是㢢大於利。
在人際關係方面，青少年可透過不同的溝通平台，如 whatsapp,line 等不同的群組的
建立托展溝通的話題，尤其是青少年可隨時隨地拍照和上網後，資訊有效傳播，互
聯網的一些新的玩意令青少年互相之間有更多共同話題。對於較不擅長表達自己的
青少年，避免面對面交流的尷尬，如面書中朋輩，師生間的互動，都鼓勵他們建立
社交網絡和多與人溝通，從而拉近了人際關係。在對學業成績的影響方面，調查結
果指出較多的受訪者認為使用智能手機對學業方面有負面影響。唯大部分受訪亦認
為使用智能手機與其學業成績表現未必有明顯的正或負面關係，而取決個人學習情
況。然而青少年可以更容易地上網尋找生活資訊、購買消費、學習上找資料原因是
智能手機帶來的方便可令青少年不抗拒地更容易上網尋找學習上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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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歸立以上的分析表
結論：
使用智能手機的

現況

使用智能手機對青少年帶來的影響

a．即時通訊

四成受訪者每天

正面影響

b.使用手機學習

使用智能手機不

• 溝通方便

• 健康受損

（查字典、搜尋

多於 3－4 小

• 增添話題

• 沉溺手機

資訊）

時，四份一人使

• 正面影響

者世界成

c．消遣

用智能手機多於

（遊戲、社交媒

六時。

原因

體）

學業

負面影響

為「低頭

• 令青少年

族」，變

接觸更多

溝通技巧

資訊

退步

• 社交平
台，群組
助青少年
建立社交
網絡，拉
近朋輩

由上，回應焦點問題一，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現況。數據顯示，大部分人使用智
能手機使用時間普遍都是時合誼的，約只有四分一人有沉溺手機。
回應焦點問題二，青少年的溝通模式轉變，透過不同的平台建立不同的社交網絡，
故使青少年會有使用智能手機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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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焦點問題三，手機文化對青少年有及負面影響一方面可以藉社交網絡有助青少
年拉近朋輩關係，另一方面若會易令健康受損。
回應焦點問題四，近六成青少年認為使用智能手機是利大於弊 縱然受訪者對手機利
㢢意見不一，有所分歧，而有少於四成人認為智能手機是弊大於利。

綜合以上各點，長期間使用智能手機是會令青少年的根骨和眼睛的健康有所損害，
但青少年若若適時善用智能手機，不但能夠幫助學習，更是可拉近和朋輩之間的關
係。故在不沉溺於手機世界下，手機文化對青少年是利大於弊。
建議：
手機的價格大部分時下青少年的家長都滿足青少年追求潮流的物慾，重視品牌效應
多於實際功能。另外，青少年使用即時通訊的時候不要忽略了與人面對面溝通的交
通。再者，智能手機的確是很方便，但沉溺使用者，長期的話會令根骨、眼睛方面
健康受損，所以請更多讓眼睛、根骨好好休息。
改善：因為智能手機不應太長使用手機，手機光暗度，與人面對面溝通，以文字、
表情符號表達，不應忽略言語上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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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文獻分析表)

具體焦點問題
1.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現況是怎樣？

編碼符號
A

2.是什麼原因令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

B

3.手機文化對青少年有何正／負面影響？

C

4. 手機文化對青少年是否利大於弊?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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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問
題
1.

編碼內容

撮要內容

A1( 一) ： 政府 統計 處 2015 年 數據 顯示, 本 港 1.智能手機功能已被
普及化。
使用智能手機的普遍率,由 2013 年的
63% 增 至 2015 年 的 83% 。 而 本 港 2.青少年平均每日花
10-14 歲及 15-24 歲青少年人口中,分 時間使用智能手機的
別有 76.9%及 96.9%擁有智能手機。 使用程度。
3.青少年平均擁有手
A2( 二 ): 在 四 百 多 名 擁 有 智 能 手 機 的 受 訪 者 機智能手機的普遍，
中 , 六 成 七 (67.3%) 表 示 全 日 24 小 時 12 至 14 歲初中生
長開智 能 手機, 而每人 每日平 均花 擁有手機的比率更
達 93%。
3.5 小 時 在 使 用 智 能 手 機 ; 此 外 , 接 近
一 成 (9.7%) 受 訪 者 無 法 容 忍 一 天 不 使 4.青少年已當智能手
用 智 能 手 機 。 使 用 時 段 方 面 , 逾 七 成 機成為日常生活的必
(71.3%) 受 訪 青 年 入 睡 前 使 用 智 能 手 需品。
機 , 另 有 五 成 (49.9%) 及 逾 四 成
(42.8%) 於食飯時和如厠時仍然使用
A3(四): 香港年輕人平均每人有 4.1 件數碼產

推論
－青少年
大多都花
費兩小時
以上的時
間在智能
手機上, 而
他們使用
手機的時
間亦日越
頻繁, 部分
人更機不
離手。

5.香港青年人每天平
均上網超過數小時亦
有些更忽略周邊事
物。

品，是亞洲之冠，當中 12 至 14 歲初
中生擁有手機的比率更達 93%，幾乎
人人一機。
A4( 六 ) ： 在 香 港 這 個 經 濟 及 科 技 發 展 迅 速 的
大 都 會 ， 隨 時 隨 地 都 可 看見 一 些 年 輕
人 的 手 上 拿 一 部 智 能 手 機。 事 實 上 ，
智 能 手 機 在 港 愈 來 愈 流 行， 並 已 成 為
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A5(十一)：民建聯於 2012 年 4 月至 5 月，訪
問了 501 名年齡介於 18 歲至 35 歲的
香 港 青 年 人 ， 以 了 解 智 能手 機 對 青 年
與 家 人 相 處 的 影 響 及 經 常使 用 的 后 遺
症 。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在 學校 或 工 作 需
要之外，51 ．09 ％的受訪青年人每天
平均上網超過 2 小時，即使與家人吃
飯 期 間 ， 仍 有 54 ． 29 ％ 受 訪 者 依 然
手機不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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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 什
麼原因
令青少
年使用
智能手
機？

B1(二): 在四百多名擁有智能手機的受訪者 中, 1. 青年逐漸將智 －青少年
逾四分之三(75.8%)透露最常用的手機功能是即
能手機代替桌 溝通和娛
時 通 訊 , 其 次 是 社 交 網 絡 (42.2%) 及 遊 戲
樂方式改
上電腦
(41.1%)。三分之二(63.9%)受訪者認為手機對
變,
2.
智能手機成為
他們最大的作用是能夠讓他們保持與別人聯繫,
以智能手
娛樂和解悶的主 機作主要
第二項是收發訊息(17.3%)
要渠道
渠道。智
B2(七): 智能手機強調速度和方便，不但可隨身
能手機的
3.智能手機有助
攜帶，更集通話、短訊、上網、影視等多功能
功能可以
滿足青少年的社
於一體。青少年可透過智能手機，進入不同社
取代桌上
交網站如 facebook，與朋友即時互動溝通，知 群需求
電腦，可
道彼此 近況， 令朋 輩 間有更多共同話題。再
以更快地
者，青少年為追上潮流，紛紛購買和使用智能 4.智能手機已被 與別人溝
視為潮流指標
手機，成為「低頭族」的一分子。
通。
B3(八) :從社會方面來看，智能手機已被視為潮 5.反映出部分青
流指標，青少年為追上潮流而購買和使用智能 少年使用智能手
機的心態。
手機生理健康影響
。
B4(十)：青年人都是使用智能電話，仿佛沒有
使用就被標籤為「異類」，或被視為趕不上潮
流，這種情況實在見怪不怪，並不新鮮。
B5(十四) :超過八成中學生擁有一部甚至多部智
能手機 ，當中 兩成 表 示每年會換新機，其中
15.3%受訪者每日使用手機多於 4 小時。有中
學校長 認為， 智能 手 機已成為學生炫耀的工
具。

－有可能
是朋黨認
同因為青
少年很容
易就會因
為朋友及
朋輩而改
變和想和
朋友有更
多話題。
－青少年
可能因為
傳媒標榜
(潮流)而覺
得要和別
人一樣追
上潮流而
想擁有更
新型號的
智能手
機。 會因
為理想我
和自觀我
而導炫耀
性消費
（自尊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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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 機
文化對
青少年
有何正
／負面
影響？
（不同
持 分 者
對 青 年
使 智 能
手 機 的
方 面 的
看法）

正面影響:
C1(三): 四成六受訪家長及青少年均有使
用手機即時通訊程式作親子溝通,青少年
亦可教導父母使用智能手機或透過使用
智能手機的即時通訊程式，增加雙方溝
通。（家長）
C2(六): 青少年可以透過手機的應用程式
與朋輩發送短訊、分享照片及影片等，
增加溝通，建立良好人際關係。（青少
年）
C3(八): 青少年以往只能從圖書館或電腦
獲得與學習相關的資料，現在能透過智
能手機取得有關資訊，不受時間、地點
和空間的限制。（青少年）
C4(六): 青少年可透過智能手機的娛樂平
台來消磨時間，下載不同類型的遊戲或
影片欣賞，紓緩生活壓力。（青少年）
負面影響:

正面影響:

－青少年
使用智能
1. 智能手機可作 手 機 的 好
溝通渠道,消除兩 處 可 體 現
代間的隔膜,促進 於 各 個 方
親子關係。
面例如是
智能手機
2. 智能手機可拉 的 即 時 通
近朋輩間的距
訊程式能
離。
夠增加雙
方溝通。
3. 智能手機可讓 但 不 少 青
青少年可隨時隨 少 年 易 長
地接收資訊，令 時 間 沉 迷
學習方式變得更 智 能 手
多元化。
機，最終
易出現影
4. 智能手機功能
響正常社
多樣化,紓壓娛樂
交健康, 生
兩得。
活模式以
及生理健
負面影響:
康 的 情
1. 青少年因使用 況。
智能手機與家長 － 減 少 面
發生衝突, 影響到 對 面 溝 通
青年人與家人的 會 令 人 際
溝通技巧
相處。
不足。

C5(二): 另有逾兩成(21.3%) 受訪者
坦言,只要在用手機,他們就不會
理身邊的家人或朋友等。有相
當比例(49.5%)受訪青年認為,
外出時若他們不帶手機,那種感
覺比不帶錢更乏 安全感。（青 2. 過度依賴智能
手機,青少年於社
少年）
交現實中不懂與
C6(六): 雖然一家人同桌吃飯，但各人隻 人溝通。
沉醉屬於自己的數寸螢幕，彼此沒有溝
3. 青少年易被
通交談，情況令人憂慮。（家長）
「起底」;網欺充
斥, 青少年可能會
C7(十二): 有調查發現，學生花愈多時
間使用智能手機，學業成績會愈差。 家 從中參與或被網
長認為子女沉迷使用智能手機而荒廢學 絡欺凌。
業及作息不定， 青少年或為此與家人爭
4. 追求新款手
吵，影響彼此關係。（家長）
機,形成錯誤價值
C8(四): 有接近四成青少年不能忍受 觀。
6 小時不用手機即時通訊，大
部份中學生於上學時亦會不時
希望使（青少年）
用手機。

－大部分
的中學生
都於學時
亦會不時
希望使用
手機，可
能是因為
自尊感令
他們跟着
朋友，有
種羊羣心
態令他們
在課時使
用智能手
5. 長期使用智能 機 。 這 樣
手機亦對青少年 在 課 時 使
生理健康會帶來 用 手 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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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
C9(四): 部分人經常沉醉在智能手機的
虛擬世界內，終日專注在智能手機的屏
幕上，與人相處的時間減少，缺乏正常
社交生活，引致人際關係薄弱。

話會影響
上學的進
度。

C10(六): 青春期的青少年心智未成熟，
可能不自覺地在智能手機將個人資料向
所有人公開，易被不法分子有機可乘。
部分手機應用程式亦充滿色情和暴力，
可謂危機處處。
C11(八): 一些青少年盲目追求新款的智
能手機，向朋輩炫耀，形成錯誤價值
觀。
C12(十三): 青少年長時間使用智能手機
會引致眼部不適、視力模糊、眼澀、眼
痛、頭痛等問題，嚴重甚至出現重影等
徵狀。
C13(十三): 大部分智能手機均附有音響
娛樂功能，一些青少年持續聆聽由這些
產品發出的過大音量，會令聽覺受損
C14(六): 不少青少年經常埋首打機，成
為「低頭族」，長時間保持固定姿勢，
最終引致肌肉或骨骼問題。
C15(七): 人際關係方面，智能手機的
盛行一方面有助朋輩關係建立，
但另一方面卻導致家庭關係疏
離，「低頭族」沉迷使用智能手
機，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大減。青
少年使用智能手機溝通大多停留
在一般的社交層面，如同學、家
人、朋友等
C16(九) : 青少年智能對手機使用相關的
幾種特殊的風險，其中包括手機輻射問
題，智能手機帶亦可能帶來的一些不良
社會風氣和粗暴、無禮。
C17(六) : 青少年因使用智能手機容易與
家長發生衝突，家長認為子女沉迷使用
智能手機而荒廢學業及作息不定，青少
年或為此與家人爭吵，影響彼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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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使用智能手機或削弱與家人的溝
通，從而令兩代間的代溝加深，破壞家
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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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機
文化對
青少年
是否利
大於
弊?

D1(七): 人際關係方面，智能手機的
盛行一方面有助朋輩關係建
立，但另一方面卻導致家庭關
係疏離，「低頭族」沉迷使用
智能手機，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大減。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溝
通大多停留在一般的社交層
面，如同學、家人、朋友等
D2(九) : 青少年智能對手機使用相關的
幾種特殊的風險，其中包括手機輻射問
題，智能手機帶亦可能帶來的一些不良
社會風氣和粗暴、無禮。

1.在人關係有
助朋輩關
係建立，
但有些可
能會與家
人相處的
時間大
減。

過度依賴
智能手機
亦可 能為
使用者帶
來身心、
人際關
係，家庭
等方面的
副作用,反
過來影響
2. 加深家庭代 生活品
溝隔閡。
質。

D3(六) : 青少年因使用智能手機容易與
家長發生衝突，家長認為子女沉迷使用
智能手機而荒廢學業及作息不定，青少
年或為此與家人爭吵，影響彼此關係。
此外，使用智能手機或削弱與家人的溝
通，從而令兩代間的代溝加深，破壞家
庭關係。

參考資料：
一. 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59 號報告書—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普及程度,表 4.14a &
4.14b(2016 年 2 月)。調查於 2015 年 5 月至 8 月期間進行。
二.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二零八) 青年與資訊網絡科技(2014
年 12 月)。調查於 2014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12 日。
三. 手 機 及 網 絡 遊 戲 對 青 少 年 生 活 影 響 調 查
http://www.truthlight.org.hk/statement/title/n4547-四. 香港研究協會－市民使用智能手機習慣及對其生活影響的意見調查(2014)。調查於
2014 年 5 月期間進行。
五. 《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報告》衛生署
六. 文匯報－智能世界：人人一機在手 交流無須用口？aid=1071&cat=8&subcat=21http://
paper.wenweipo.com/2015/04/13/ED1504130030.htm
七 . 文 匯 報 － 尖 子 必 殺 技 ： 機 不 離 手 「 斷 六 親
(2012-09-20)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09/20/ED1209200032.htm
八 . 《 手 機 及 網 絡 遊 戲 對 青 少 年 生 活 影 響 調 查 》 http://www.truthlight.org.hk/statement/title/n4547
九.人民網－ http://scitech.people.com.cn/BIG5/5568710.html
十.沙田綜合服務中心社工文章－http://ttmssd.org/Int/ST/Activity/2012/03/article/article.php
十一.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BIG5/40733/17889284.html
十 二 . 新 華 網 — 調 查 指 智 能 手 機 影 響 港 青 少 年 與 家 人 相 處
http://www.hkcna.hk/content/2012/0515/141264.shtml
十 三 . 《 逾 半 港 青 「 低 頭 族 」 家 人 食 飯 照 「 迷 網 」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05/15/YO12051500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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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阿波羅新聞網 http://tw.aboluowang.com/2013/0121/279811.html
附錄(問卷)

1）你目前就讀幾年級（只選一項）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2）你擁有智能手機嗎? （只選一項）
有（如答有，這繼續回答）
沒有（如答沒有，謝謝此問卷調查完畢）
3）青少年每天花多少時間使用智能手機? （只選一項）
0－2 小時

2－4 小時
4—6 小時
6 小時以上

4）你使用智能手機的年資有多久（只選一項）
一年或以下
1—2 年
3—4 年
5－6 年
7－8 年
9—10 年
11 年以上
5）青少年最常使用智能手機的用途? （只可選二項）
即時通訊（通話，例如 Whatsapp,Line,Wechat 等）
上網
娯樂（例如遊戲，聽音樂）
其他：＿＿＿＿＿＿＿＿＿＿＿＿＿＿＿＿
21

6）青少年平均擁有多少部智能手機?（只選一項）
1部
2部
3部
3 部以上
7）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價（只選一項）
1 1000 元以下
1001—3000 元
3001—5000 元
5001 元以上
8）青少年購智能手機時考慮的因素 （可選一項）
外觀
價格
功能
品牌知名度
其他：＿＿＿＿＿＿＿＿＿＿＿＿＿＿＿＿＿＿＿

9）根據現時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現況，你有多大程度認同青少年
使用智能手機的習慣（只選一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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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是利大於㢢，這句話你同意嗎? （只選一項）
同意
不同意
11）智能手機能夠滿足青少年的人際關係，你有多大程度同
意? （只選一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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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考生尚能指出探究題材、對象及探究點，也能指出現時青年人使用智能電話
一般的社會現象。



探究焦點解說較為空泛，例如未有指出青少年使用智能電話可能會在什麼層
面造成影響。



概念部分較為簡單，只提出一些與題目相關的事實，卻未有提出一些分析性
的相關概念及解說其應用。



解說問卷調查作為蒐集資料方法時，未有交代受訪者與題目的關係。



問卷題目設計尚能指出現時青年人使用智能電話的一般情況，例如使用時
間、用途及選擇電話的考慮因素，亦有作簡單的資料歸納。



回應探究焦點時則流於資料陳述及引用，著重解釋青年人使用智能電話會引
致的影響，卻未有回應、判斷及論證焦點問題中所造成的影響是利多於弊還
是弊多於利。



組織架構、表達及傳意尚清楚，註明資料的引用也尚算恰當。

第二級示例及評語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通識教育科
具規範的探究方法
獨立專題探究報告
指定封面（適用於文字模式報告和非文字模式報告的短文）
探究題目：
考試年份：

本土時裝品牌在香港發展的機遇及挑戰
2017

學生姓名：
班別／組別：
學號：

報告／短文字數：

非文字模式報告觀看時間﹕

注意事項：

1. 文字模式報告字數不得超過 4 500 字；非文字模式報告的觀看時間不得超
過 22 分鐘，所附的短文則不得超過 1 100 字。計算文字模式報告和短文字
數時，不包括封面、目錄、標題、圖、表、相片說明、標點、腳註、註
釋、參考資料、書目和附錄。
2. 考生有責任清楚計算其報告或短文的字數，並準確地在本封面註明。
3. 若學生的習作（獨立專題探究報告）被校本評核系統揀選作檢視，學校在
繳交習作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前，教師須先行刪去封面上的學生姓名、班
別／組別和學號資料，並確保報告和短文內沒有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
非文字模式報告中，也需要刪去一切能辨識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包括
學生的樣貌。

A. 題目界定

3 頁

B . 相 關 概 念 和 知 識 ／ 事實 ／ 數 據

4 頁

5-7 頁

C. 深入解釋議題

8- 頁

D. 判斷及論證

頁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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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題目界定
探究背景及目的
香港享譽「國際大都會」之稱，臨立的國際品牌多不勝數，尤其外國進口品牌。要
提高及維持本港國際競爭力，其中策略是打造屬於香港的本土品牌，讓品牌發展具有
本港代表性，帶來有利本港經濟發展的因素。發展品牌中，時裝業乃支柱之一 1， 但
據觀察近年業界發展大多只專注大型商場和百貨專櫃的時裝品牌銷售、積極擴展露天
市集及主題購物街 2，而忽略了本土的時裝品牌發展。
近年雖然帶起了支持推動本地品牌的風氣，但結果始終未如理想。在有外國品牌
競爭的情況底下，香港消費者出現偏向選擇惠顧外地品牌的情況很常見。加上本地消
費者普遍認為本地時裝品牌價錢偏高，有大量替代品供選擇，所以較少大眾消費者會
選擇本地品牌的時裝。
（以外國為例，外國品牌成功之道除了質量、物料和市場推廣外，比香港品牌更成功
的就是當地人會支持自己本土的出品），這亦是其中一項導致本地時裝品牌發展裹足
不前之因素。
研究報告希望可探討本地時裝品牌營商的弊處和釐清各持分者對本地時裝品牌的觀
點。經過分析各項觀點，知道有關本地時裝品牌的發展現況後，再探討出現今虛擬平
台對本土時裝品牌發展的影響。最後，總結出本地時裝品牌的發展機遇和前景，以及
帶出為本土時裝品牌發展方面的改善建議。

焦點問題：
1. 本地時裝品牌的營商㢢處
2. 香港人對本土時裝品牌的支持程度在何等程度上受網絡影響
3. 本地品牌發展的機遇與前景

1

從就業人數，香港時裝業影響巨大，根據 2012 年統計處數字有 82 萬人從事進出口、批發及零售，如當中 50%
是有關時裝業即有 40 萬人，佔香港就業人數超過 10%，還未計算其他從事科研 設計、品牌、傳媒及教育等工
作。
2
主題購物街：以含香港文化特色有名的購物街道，如 鴨寮街、摩羅上街、永樂街等。大多是集中於水貨小販
擺賣

3

B. 相關概念及知識、事實、數據
速食時裝文化
因應香港人追求潮流及新鮮感，本港亦出現了速食時裝文化。 3速食時裝品牌是指約每兩個星期便
轉款一次、兩個月減價一次，賣完的款式不會補貨，設計亦可能貼近各大名牌的款式，以滿足消費者
追求潮流及新鮮感的慾望。

虛擬平台
隨著網絡發展迅速，有大部分市民都會選擇在網上消費，於網店購買日常用品或奢侈品。基於香
港店鋪租金昂貴。有大多新晉時裝品牌的設計師會選擇利用虛擬平台作他們經營品牌的起步點，以減
少營運成本。
有很多新晉時裝品牌由網店開始發展到樓上實體店，例如：Untouched United, octo_gambol,
Placebo_ , Initial（附件三）等，都是本地時裝品牌發展較成功的例子。

活化工廈
活化工廈計劃是香港政府自 2010 年 4 月起實施的公共政策，容許 15 年以上舊工業大廈業主，免
補地價將整幢工廈改裝活化。改裝作其它用途，例如改建為寫字樓、住宅、藝術工作室、服務式住宅
等。
截至 2016 年 2 月底，地政總署共接獲 215 宗在活化工廈措施下提出的申請，其中 124 宗已獲批准。
合共可提供約 138 萬平方米的樓面面積。在獲批的 124 宗個案中，有 28 宗整幢改裝舊工廈個案的擬
議新用途包括作「康體文娛場所」用途、文化及創意產業之用。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會主要採用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的方法對題目作深入研究。當中主要探討四方面有關本地
時裝品牌的問題，包括：（1）分析不同持份者的看法以探討本地時裝品牌發展的㢢處；（2）虛擬平
台對發展本土時裝品牌的影響；（3）甚麼因素推動本土時裝品牌在本地成功發展，而最著重探討的
問題是（4）本地時裝品牌的未來發展和可改善之處。
問卷調查是以實質的統計資料反映香港消費者對本地時裝的實際想法，以第一手資料進行分析及
拓展，以能夠更準確探討各焦點問題。

3

星島教育 速食時裝背後
http://stedu.stheadline.com/sec/sec_news.php?aid=310&cat=8&subcat=26

4

C. 深入解釋議題
在研究中 4 項焦點問題把本地時裝品牌在本港的發展劃分為三大方向作探討，

一.
二.
三.

它的營商現況，及不同持分者對「本土時裝品牌」的看法和支持度
影響本地品牌在本港發展的因素。
虛擬平台為本土時裝品牌發展帶來推動的成效

本地品牌的營商弊處
（資料十）

根據「鏗鏘集－時裝@HK」
的訪問中受訪者－時裝形象設計師 Simon 提到，為藝人明星作形
象設計時，本地時裝品牌不會是行家的首選。它們的心態是如果在高級百貨公司買到一件衣服，它們
會覺得那是貴價貨但品質高，物超所值。但若出自本地設計師，不能保證買家會否覺得划算，消費者
不會細心衡量，導自本地時裝出現缺少本地消費者支持的情況出現。
（知名度不足）
本地時裝品牌的銷售情況較為低落，當中原因亦在於本地時裝品牌的知名度不高。有買家指：
「當下未能想到任何香港時裝品牌的名字，因為現在大多只會惠顧大型商場內的時裝店，較難真正接
觸到香港本土的時裝品牌。」
從分析以上的訪問內容，說明了消費者對本地品牌缺乏信心及品牌知名度不足導致了銷售情況低落的
連帶關係。
（明星效應）──利用名人效應帶來的經濟效益 與其他品牌合作 增加客源、知名度
但同樣地出自於本地品牌的時裝，明星的個人時裝品牌對比其他時裝，即使沒有很獨特、非凡的
設計風格，都會大受本地消費者歡迎，皆因品牌的成功來自名人（創辦人）的人氣，例如香港藝人：
周柏豪的 XPX 4、余文樂的 Madness 5等，可見現時設計時裝所需的並非單單出眾的設計款式，更需要
的還有創作人的個人名氣或品牌的知名度。

4

XPX : 藝人周柏豪的個人時裝品牌 https://www.punkhippie.com/shopping/?___store=zh

5

Madness : 余文樂的個人時裝品牌 https://www.mdnsonline.com/

5

（宣傳不足）
消費者甚少支持本地時裝品牌的其一原因是品牌的宣傳不足，若非消費者特意在社交網絡搜尋，
絕對難以得到本土時裝品牌的資訊。
（對本地時裝缺乏歸屬感）
引用資料八中 本地時裝設計師－馬偉明 的個人實例，例出本地時裝品牌在本港的發展現況。 他
說：「初時很多客人都看不起本地牌子，認為不值這個價，常要壓價。」指出本地時裝品牌要與外國
的一較高下，首先要香港人對本地品牌摘下偏見，又指有客人很喜歡他的設計款式，只是對香港牌子
不信任。
可見大眾消費者對本地時裝品牌缺乏信心、品牌知名度不高、宣傳不足等，都是導致本地時裝品
牌銷售不樂觀的因素。除了以上三種因素外，導致本地品牌在港銷售低落的情況還有最嚴重的租金問
題。馬偉明指月租佔去收入三至四成，加上成本，個人時裝品牌發展實在無甚利潤。

（政府資助不全面）
香港政府在 2015 年初的財政預算案公佈，將動用五億港元資助時裝設計產業，特別資助本地較
出色的設計師到外國參與國際性展覽及時裝表演，例如協助設計師們在倫敦及巴黎等國際時裝展租用
一範圍場地，展出本地設計師的作品。但有業內人士表示（資料十），要振興時裝業，不只是將錢放在設
計師身上那麼簡單，時裝是一條產業鏈，各類時裝相關的工序如打版、製衣的人員以致企業店鋪租金
均十分重要，行業發展匯聚了品牌、設計、採購、製造、銷售等多種工序的產業網絡，並非單純協助
了設計師揚名，整個行業就能得以發展。即使政府提供了對時裝產業有關的資助，但當中仍欠缺了統
籌及整理，所以對業界的幫忙仍未算顯見，實際上對推動作用不大。（附件一）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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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本研究設計的問卷中可見，若讓消費者選擇一些品牌貨物購買，他們都偏向購買外國品牌。
受訪的 161 人中，有 68.3%的人指在接觸產品的當下都會先選擇外國品牌，因為品牌的知名度較高，
因此亦直覺產品質量會較好。

表 2.

（每位受訪者有多於一個的選擇）

有甚麼原因會影響你選擇購買本地品牌抑或其他品牌？

品牌設計之

表 2 中分析了影響香港消費者對購買本地時裝品牌的因素，問卷當中顯示出最具影響力的主要因素有
價格和設計的獨特性。分別有 75%及 67%的受訪者會受價格和產品獨特性而影響他們的消費選擇。

D. 判斷及論證
本地品牌的發展機遇
有網媒指 6 香港製造對本港創業家已經變成一個奢侈又遙不可及的夢想，香港人
撐本地品牌的理念是推動本地工業發展，令香港製造變成理所當然、令香港品牌變成
香港人的驕傲。 有一非組織性、非牟利的團體──「香港人撐香港品牌」集結了不同
商業家，利用商界人脈為本地品牌發展帶來以更低成本創業的機會，例如以成本價提
供廣告服務。這絕對成了本土時裝品牌發展帶來一大機遇。

6 (資料十二)：香港工商業漸漸把生產線甚至工作重心移至東南亞及內地，為的只是把成本降低，控制支出，對

香港創業來說，香港製造已經變成一個奢侈又遙不可及的夢想

7

另外，本港為有效推動本地創意產業，亦致力發展活化工廈計劃，意旨幫助文化、創
意和藝術工作者，減低租用店鋪的成本。這政策亦帶動了本港時裝品牌的發展，其一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有位於荔枝角的「D2 place」，它是將舊工廈改造成一個文化創意
的地標性建築。
活化「D2 place」項目的主辨集團──羅氏時裝集團，為進一步推動香港本地時裝
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以場地贊助形式提供「D2 Place」的九樓全層給非牟利組
織「Fashion Farm Foundation」作為基地，為本地時裝設計師和創意人提供工作室及溝
通、交流、合作的平台，讓本地名時裝品牌能加強合作，為本地時裝帶來更好的訋設
計形象及聲譽。此外，「D2 place」又會定期與各類型的時尚及文化創意組織合辦多
元化的活動，包括時裝秀、時裝展覽、天台音樂會、創意市集等，逐漸成為匯聚本土
文化創意的新地標，讓「支持本工」的風氣在社會中漸漸盛行起來。 （參考附件二）
另外，上文 B 部分提到，隨著網絡發展迅速，有大部分市民都會選擇在網上消
費，於網店購買生活用品，而基於香港店鋪租金昂貴，有大多新晉時裝品牌的設計師
會選擇利用虛擬平台作他們經營品牌的起步點，以減少營運成本。
有數個本地時裝品牌發展較成功的例子就實踐了從網絡虛擬店發展成實體店。就
以當中 untouched united 為例，它除了經營自家的品牌外，亦集結了多個本地品牌在網
上社交平台(facebook,instagram)等開設網店，讓現代使用網購模式的消費者能夠有多
一方面的接觸面，藉以增加客源。
可見以虛擬平台作本地時裝品牌經營的起步點是現時較為有成效的方法，但要從各品
牌中突圍而出便要靠設計師的創意了。

8

問卷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hveidZBa0Dkok0Jkq344iL8HlgIDgTsWNR
WnI1iYMQ/edit?usp=forms_home \

你對本地品牌的認知度及看法
您好，本人是 XX 中學中五級學生，本問卷是研究有關不同人士對本地品
牌的認識及看法，資料的搜集是用作於通識科獨立專題研究報告，就不同
人對本地品牌之發展及人們的支持度等，作量性搜集，以便作報告的統計
及分析，謝謝。
你現時屬於哪年齡層？ *
囗 18 或以下
囗 19 － 29
囗 30 － 39
囗 40 或以上
你有購買過本地品牌的服裝嗎？ *
如有，請在下題列出
囗有
囗 沒有
你試過從以下哪些地方看過有關本地服裝品牌的資訊嗎？
社交網絡 （如 Instagram , Facebook ）
囗 朋輩之間
囗 街頭推廣
囗 海報
囗 其他：
你有參加過一些售賣本地品牌服裝的活動嗎？ *
囗有
囗 沒有
你有聽聞過以下哪個（些）本地品牌？
囗 bread'n butter
9

囗 Initial
囗 BESS
囗 Bauhaus
囗 VIVIENNE TAM
囗 The layers
囗 Sugarman

你多大程度上支持本土品牌在本地發展？ *
極度支持

12345

完全不支持

有甚麼原因會影響你選擇購買本地品牌抑或其他品牌？ *
囗價格
囗品牌的推廣方式
囗對本地品牌有歸屬感
囗獨特性
囗其他：
本地品牌與外地品牌作比較，你會偏向選擇哪一項？ *
囗 本地品牌
囗 外地品牌
你多大程度上同意近年本地品牌有較大進步的趨勢？ *
非常同意

12345

完全不同意

你認為本地品牌能持續在本港發展嗎？ *
囗能
囗 不能
你認為本地品牌有甚麼地方能作改進，從而令品牌支持度更高？
您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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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本地品牌能有漸趨國際化的發展嗎？
囗能
囗 不能
你認為本地品牌發展進步能為香港帶來甚麼好處？
囗 經濟發展
囗 生活素質
囗 國際地位

參考資料：

資成立「時裝香港」研究建議
料
一http://www.felixchunghk.com/Content/upload/20141016-100415.pdf

資 文化驅動的本土品牌國際化研究
料
二 http://www.xuehuile.com/thesis/f54b1fc402d24d229117c34e68148d29.html&prev=search

資 設計師回流做「本地薑」 創造香港時裝新風尚
料 http://www.educationpost.com.hk/zh-hk/resources/art-design/130820-fashion三 returning-designers-hong-kong-brand-su ccess
11

資 香港服裝業概況
料
四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

資 立法會十四題：推廣紡織品及成衣批發產業的措施
料
五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12/12/P201212120236.htm
資 Add 專欄－集結創造力
料 http://hk.add.nextmedia.com/column/016/%E9%9B%86%E7%B5%90%E5%89%B5%E
六 9%80%A0%E5%8A%9B/
資 14 億推動本土文化創意產業 時裝界大贏家 再注資電影基金
料
七 http://www1.hkej.com/features/article

資 「香港品牌」價值幾何？
料
八 http://www.cma.org.hk/files/uploads/20130115154404

資 時裝設計師 自立宣言
料
九 http://www.recruit.com.hk/Resources/ArticleDetail.aspx?articleId=31314

資 時裝 HK
料
十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5-1613#videoCtn

資
料 香港時裝業迎暖流 新人將遇更多機會與平台
十 http://fashion.takungpao.com.hk/dapei/q/2015/0313/2943183.html
一

12

香港人撐香港品牌啟動禮
資
料 http://www.edigest.hk/Finance/detail?id=16476
十
二
羅氏集團副主席訪問
資
料 http://pdf.wenweipo.com/2015/04/30/a09-0430.pdf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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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資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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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資料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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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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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有清楚的探究背景、目的及焦點問題，但欠缺詳細描述本土時裝的經營情況。



大部分的概念解說沒有註明資料來源，而且，指出的概念也較簡單。



探究方法的解釋欠詳盡，沒有交代如何進行問卷調查及如何發放資料等。



在解釋和論證方面，探究的焦點問題，與其後解說部分的相關性不高。只集中討論本
土時裝品牌的營商弊處及機遇，分析也較為表面及簡單。



字體大小不一，也沒有必要展示螢光及間線指示。

第一級示例及評語

獨立專題探究智能電話對青少年的影響

姓名：
班別:

探究背景及目的
- 香港人使用智能手機十分普遍，人人機不離身，頻密地查看手
機留言及電郵。根據外國研究，若每天查看手機34次以上，每
10分鐘查看一次，可能已有手機癮。有社工指出，青少年上網
成癮問題已演變成手機成癮。
- 另外,有市場調查機構發現，香港青少年擁有手機比率是亞洲區
最高，達87%的12至14歲初中生擁有手機的比率更高達93%, 因
此本人想透過專題研習，探究青少年使用智能電話的情況，以
及它對青少年來說是帶來好處還是帶來壞處。
- 另外，本人亦想透過搜集文獻，找出一些使用手提電 話的正
確方法。

探究方法
 本人會透過問卷調查、網上資料、個案研究來找出手提電話對青少年的影響。
 在問卷調查方面,本人會向30名11-20歲的青少年派出問卷,希望能找出青少
年使用手提電話的概況。
 另外,本人會在從互聯網上找尋有關資料,希望能找出手提電話對青少年的不
同影響。
 最後,本人會透過長期觀察兩名中學生 : 一位是成績優異的中學生,另一位
是成績中下的中學生,看看他們使用手提電話的習慣及手提電話對他們的影
響。

問卷樣本


智能電話對青少年的影響?



男/女



年齡:11-14(



1.你在多少歲開始使用電話?



10歲或以下(



12歲以上( )



2.你每天花多少時間使用電話?



1小時以下(



2-4小時( ) 4小時( )



3.你用電話最常進行甚麼活動?



收發訊息(



上網(



4.你大多會在哪裏使用電話? (可選多過一項)



家中(



其他:(



5.你認為自己是否花太多時間在使用電話上? 太多( ) 適中( ) 少( )



6.你的父母有沒有因為你使用電話而責罵你?



(



(如有的話, 答題7，沒有的話，答題8)

) 15-20( ) 20或以上( )

) 11歲( ) 12歲( )

) 1-2小時( )

) 與家人/朋友聯絡( )

) 電玩( ) 其他: (

)

) 餐廳( ) 交通工具( ) 學校( )

) 有 (

)

)沒有

問卷樣本


7.你使用電話時，父母為什麼會責罵你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你認為使用電話有什麼好處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你認為使用電話對你有沒有壞影響 ?



(

) 有

(

)沒有



(如有的話, 答題10，沒有的話，答題11)



10.使用手提電話對你有哪些壞影響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使用手提電詁對你有哪些正面的幫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謝回答-

第一題

青少年開始使用手提電話的年齡
[CATEGORY
NAME]
[CATEGORY
NAME] [PERCENTAGE]
[PERCENTAGE]
[CATEGORY
NAME]
[PERCENTAGE]

[CATEGORY
NAME]
[PERCENTAGE]

分析 : 大部分受訪者(70%)都在10歲以下已擁有手提電話,只有少部分受訪者(13%) 在12歲以上才擁有手提
電詁，換言之接近九成的青少年在中一的時候已擁有手提電話。因此,青少年如何使用手提電話對
他們來說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第二題

青少年每天花多少時間使用手提電話
4小時
17%

1小時以下
16%

2-4小時
17%

1-2小時
50%

分析 : 有一半受訪者(50%)每天花1-2小時使用手提電話,有17%的受訪者花2-4小時使用手提電話,更有17%
的受訪者使用手提電話的時間竟高達4小時。換言之,超過八成的受訪者每天都會花1小時以上的時
間來使用手提電話,這樣對於正在求學階段的青少年來說是好呢 ? 還是壞呢 ?

第三題

青少年使用手提電話來進行甚麼活動
電玩
3%
收發訊息
34%

上網
34%

與家人/朋友聯絡
29%

分析 : 根據問卷調查發現,只有3%的受訪青少年是使用手提電話來玩遊戲,但卻有63%的受訪者使用手提電
話來收發訊息或與家人、朋友聯絡。因此,如果青少年每天都花大量時間來收發訊息或與朋友聯絡
(如使用Whatsapp,we chat等),這樣會影響學業嗎 ?

第四題

青少年大多會在甚麼地方使用手提電話
學校
2%

[CATEGORY
NAME]

[CATEGORY
NAME]

[PERCENTAGE]

[PERCENTAGE]

[CATEGORY
NAME]
[PERCENTAGE]

分析 : 根據問卷調查發現,有接近一半的受訪青少年(47%)會在家中使用手提電話,假如他們每天都在家中
都花4小時時間來與朋友聯絡或上網的話,那麼對他們的學業成績必定有負面影響。另外,有3%的青
少年會在學校裏使用手提電話,也即是說他們為了要使用手提電話而甘願違反校規,這對青少年的影
響就更大。

第六題

青少年的父母有沒有因為他們使用手提電話而受到責罵

有
27%

沒有
73%

分析 : 大部分受訪青少年(73%)沒有因為使用手提電話而被家人責罵,只有少數受訪者(27%)會因為使用手
提電話而被家人責罵。而他們被責罵的原因都是由於過份使用手提電話而影響學業。

其他分析結果 :
 根據問卷調查(第8題及第11題)發現,大部受訪的青少均認為手提電話的好處
是能方便與人溝通、認識更多的朋友,只有1位受訪者認為手提電話能幫助學
習。
 根據問卷調查發現(第5題), 全部受訪青少年都認為自已使用電話的時間尚
算適中。
 根據問卷調查發現(第10題),部分青少年其實是知道手提電話是會帶來若干
弊處,例如影響視力,影響健康,被父母責罵等。
 其實,本人已知有部分受訪者每天使用手提電的時間高達4小時,這樣的時間
運用並不恰當。因為大部分青少年都在求學階段,在學校的時間已有8小時,
睡眠8小時,交通、梳洗、用膳等時間約2小時,即他們只有6小時空餘時間,如
果他們每天都花4小時以上的時間來使用手提電話,那麼他們只有2小時來做
功課和温習,這對於一位中學生來說足夠嗎 ? 有調查發現,學生花越多時間
使用智能手機,學業成績會就會越差。

 日本文部科學省的一項調查將每天使用手機30分鐘及每天使用智能手機超過4小時的
學生作比較,結果顯示,後者的考試成績大幅落後於前者,當中有近九分一的人各科目
成績平均落後14個百分點,數學科更落後超過18個百分點。
 另外, 即使他們只花2小時來使用手提電話,他們有4小時來做功課和温習,看似十分
足夠,但這就代表着青少年根本沒有任何運動和其他娛樂,這對青少年的健康有好處
嗎 ?
 總括來說, 青少年的自制能力薄弱,自覺性又低,不容易發現自己實際花了太多時間
於手提電話上,而且影響學業。

成績優異的女中五生(女學生甲)
1. 手提電話型號 : i phone 4
2. 每天使用手提電話的時間 : 1小時以下
3. 每天使用手提電話的情況 :
- 放學後使用手提電話向家長報告行踪。
- 上學及返家的途中,她會使用手提電話來聽音樂,以舒緩緊張的情緒。
- 回家後使用手提電話上facebook, 看看朋友的生活情況(約半小時) 。
- 有時會使用手提電話的地圖功能, 尋找她不會去的地方。例如她曾在星加坡運用
手提電話來尋找旅遊景點。
- 做功課的時候,她會利用手提電話尋找資料,因為她認為使用手提電話比使用電腦
更方便。
- 温習的時候,她會把手提話放在客廳中,以免分心

- 另外,在做訪問的時候,她還會用手提電話的錄音功能來替受訪者錄音。
- 逛街或旅行的時候,她會利用手提電話拍照,然後立刻跟朋友分享。
- 放假的時候,她會用手提電話來玩遊戲,但每次都不會超過1小時。
- 最後,她會利用手提電話行事曆上記下重要事項,讓自己做起事來有條不紊。
4. 學業成績 : 能保持在全級20名內
5. 她的感想 :
- 她認為手提電話的功能很多,不但能幫助她學習,還可以提供適當的娛樂,是很有用
的功具。
- 她看到班中有部分同學常常在課堂上使用手提電話與其他同學或朋友whatsapp,她
覺得這樣會嚴重影響學習,是要不得的行為,所以她絕對不會這樣做。
- 她曾經忘記帶手提電話上學,她整天都覺得忐忑不安,所以她覺得手提電話對她的
影響十分大。

成績中下的女中五生(女學生乙)
1. 手提電話型號 : Samsung note 4
2. 每天使用手提電話的時間 : 2小時以上
3. 每天使用手提電話的情況 :
- 放學後使用手提電話向家長報告行踪。
- 上學及返家的途中,她會使用手提電話來聽音樂或與朋友whatsapp 。
- 回家後使用手提電話上facebook,看看朋友的生活情況,以及網上的新穎玩意 ;與
朋友whatspp,談天說地(約1時30分)。
- 有時候,她會一邊看電話,一邊吃東西。
- 逛街或旅行的時候,她會利用手提電話拍照,然後立刻跟朋友分享。
- 放假的時候,她會用手提電話來玩遊戲,每次約1小時。
- 温習或做功課的時候,她每15分鐘便會查看whatsapp,與朋友溝通。
- 除了與朋友溝通和玩遊戲外,她甚少使用手提電話上的其他功能。

3. 學業成績 : 她的成績每況越下,從成績中下降至尾10
4. 她的負面行為:
- 她認為手提電話是身份的象徵,所以每有新款的手提電話推出,她都想叫父母買給
她,好讓她能在同學面前炫耀。
- 她在家庭取聚會中，她只會拿着手提電話上網、玩遊戲及與朋友溝通,完全失去了
家庭聚會的意義。
- 她常常使用手提電話與朋友whatsapp而令父母十分憤怒,有一次,她的媽媽一怒之下
把她的手提電話摔壞,她竟然憤怒向媽媽動手。後來,手提電話雖然已維修好,但她
認為手提電話的上網功能深受影響,她竟然偷偷自行購買一部新的手提電話,可見手
提電話已支配了她的日常生活。

兩位學生的分析
 女學生甲使用手提電話是有節制的, 她能好好利用手提電話的不同功能,讓自己無論
在生活上或學習上都帶來不少的方便及好處。
 另外,女學生甲或許意識到沉迷手提電話的壞處,因為她即使知道同學在課堂上有玩
手提電話的習慣,但她並沒有跟隨,而且她刻意地把手提電話放得遠離自己,以免影響
學業。
 女學生乙使用手電話的時間雖然不算太多,但她只懂得利用手提電話來與人溝通及玩
遊戲,她的做法就等於沉醉在智能手機的虛擬世界內,在現實世界不懂如何與人溝通。
 另外,女學生乙一邊吃東西,一邊看手機,這樣做不但影響消化,而且是沒有餐桌禮儀
的表現,亦由於她只專注在智能手機的屏幕上,與人相處的時間減少,缺乏正常社交生
活,引致人際關係薄弱。
 最後,女學生乙的生活完全被手提電話支配了,如果有一天她沒有手提的話,她可能會
變得情緒低落,嚴重影響生活。
 從以上兩個個案來看,手提電話本身並沒有對錯之分,最重要的是怎樣使用手機,在甚
麼地方和甚麼時候使用。

結論
通過這次調查, 本人發現香港的青少年絕大部分在初中階段已擁有一部智能手機,
而有部分青少年是知道有弊處的, 但他們仍熱衷使用手機, 原因何在 ？現簡述於下。
1. 促進朋輩關係 :
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重視朋輩關係,而朋輩群體也是其生活的重要一環,他們渴求得
到朋輩的認同和接納,所出現「人有我有」、 「人做我做」的心態。當身邊的朋
輩都使用智能手機時,他們便會從眾,表現出合群的的精神,從而令智能手機扮演促朋
輩關係的角色(女同學乙正是這樣的心態) 。青少年可以透過手機的應用程式與朋輩
發送短訊,分享照片及影片等,增加溝通,並拉近朋輩間的距離,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2.紓壓娛樂兩得 :
現時智能手機可讓使用者安裝不同類型的手機應用程,例如查詢天氣、購物及了解交
通資

料等,讓青少年可隨時隨地接收資訊,不受時間、地點和空間的限制。同時,青

少年可透過智能手機的娛樂平台來消磨時間,下載不同類型的遊戲或影片欣賞,紓緩生
活壓力。(女同學甲乙也會這樣做)

3. 學習方式多元化 :
青少年以往只能從圖書館或電腦獲得與學習相關的資料, 但現在已可透過智能手機
取得有關資料,其學習方式變得更多元化(女學生甲是這樣做的), 如能好好利用的
話,必定能帶不少便利。

其實,長期長時間使用手機會引致眼部不適、視力模糊、眼澀、眼痛、頭痛等問題,
嚴重甚至出現重影等徵狀。此外,大部分智能手機均附有音響娛樂功能,一些青少年持續
聆聽由這些產品發出的過大音量,會令聽覺受損,嚴重者可引致永久性聽力受損。而不少
青少年經常埋首打機,成為「低頭族」,長時間保持固定姿勢,最終引致肌肉或骨骼問
題。而青少年長時間沉迷智能手機,最終不能自拔,也容易出現睡眠不足的情況,影響健
康及學業。因此,本人建議

建議
本人試從個人、家庭、學校三個不同層面提出建議,希望能減低手提電話對
青少年的影響。
1. 個人方面
青少年應具備良好的自制能力(如女同學甲),控制自己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
減少長時間使用; 多參加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或義工活動,從而擴闊社交圈
子,避免長時間專注在智能手機上。
2. 家庭方面
家長可與子女共同制定每日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並向子女分析長時間使用智
能手機的影響及相關風險。同時,家長亦要以身作則,給子女作榜樣, 避免自
已亦長時間使用智能手機。
3. 學校方面
學校可在不同的課程中,讓青少年了解長時間使用智能手機對個人成長及人際
關係的影響,加深其認識及理解。學校的健康教育組也可推廣關於長時間使用
智能手機影響的禍害,以及健康運用智能手機的心得,讓青少年更深入了解有
關資訊。
最後,本人希望所有青少年都能好好運用智能手機帶給我們的好處,並減少它
為我們帶來的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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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探究題目 尚算明 確，但探究焦 點不清 楚，例如是指 哪些層 面對 青少
年造成什麼影響。



未有提供相關概念及解說。



運用蒐集 資料方 法可 取，問卷問題 雖有參 考價值，但未 有交代 取樣
的方法與探究題目的關係。



在資料整理部分尚能指出重點，但資料的深度、廣度和角度也不
足，未能針對 題目作 全面和深 入的探 究，以致未能 歸納出 智能 電話
對青少年有什麼影響。



論 證 部 分 只 簡 單 回 應 了 題 目 及 作 非 常 簡 單 的 說 明 ，未 有 恰 當 運 用 資
料，特別是在 結論部 分沒有運 用問卷 調查 的資料；而結 論傾向 解釋
青少年使用智能電話的原因多於對他們的影響。



報告的組織較鬆散，既沒有資料來源作註腳、也欠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