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RODUCTION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ndards of the HKDSE Examination, authentic 
samples of candidates’ IES Reports in the 2018 examination are selected to form this set 
of exemplars which serve to illustrate the typical performance standard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re are three papers in this subject.  This set of exemplars is selected from 
candidates’ SBA work.  Exemplars illustrating the typical performance standards of 
the written conventional papers are available on a separate webpage. 

It is advisable to read this set of exemplars together with the marking guidelin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of IE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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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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起文字模式報告和非文字模式報告的短文）  

探究題目：  政府應否立法規定商場設立有質素的哺乳室? 

注意事項：

1. 文字模式報告字數不得超過 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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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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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5 Exemplar and comments 
(Chinese vers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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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題 目 界 定

研究背景及目的 

背景 

     近年香港初生嬰兒的餵哺母乳率持續增長。12013 年本港母親在出院時的母乳餵

哺率達 84.2%。可是，母親在出院後母乳餵哺率則下跌。根據本港衛生署，2012

年全母乳餵哺的 1 個月大嬰兒，比率有 22%，大幅低於全球平均約 40%。當中原

因包括: 哺乳室不足、質素參差，部分母親在沒有哺乳室的地方餵哺母乳，認為

是不符合衛生，遭公眾歧視，而不選擇餵母乳。 

爭議性 

      有人言政府不應立法強制設立哺乳室，因香港出生率低，只會浪費資源，故政府

可繼續採取鼓勵，建議性質、軟性措施讓商埸設立哺乳室；同時，有人言政府應

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以配合婦女需要，女性擁有母乳餵哺權利，故政府有

責保障婦女的權益。 若以鼓勵或建議性質軟性措施的方式，商場興建哺乳室時，

需要考慮成本效益，人力金錢等資源問題，故不願或興建不能應付需求的哺乳

室。相反，立法，政府角色則是主動，因政府用強制性方法，規定商埸設有質素

保障的哺乳室，保障媽媽餵哺母乳的權利。 

重要性 

       政府不立法規定商埸設立有質素的哺乳室，媽媽便要在公眾地方餵哺子女，不符

合衛生，更招來途人奇異目光，導致不同持份者對立，破壞社會和諧，故政府有

責任解決以上爭議。 

1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愛嬰醫院香港協會（UNICEF 愛嬰醫院香港協會），《母乳育嬰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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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問題 

1. 市民對母乳餵哺的了解程度如何?

2. 現在商埸的哺乳室數量及質素是否能夠滿足婦女需要?

3. 立法在商埸中設置哺乳室帶來的正面、負面影響?

4. 給予政府關於立法規定商場設置有質素保障的哺乳室的建議。



 6 

B. 相 關 概 念 和 知 識／事 實／數 據 

 

(一). 相關概念和知識 

 

母乳餵哺 

母乳餵養是為嬰兒提供健康成長和發育所需營養的理想方式。純母乳餵養應維持

6 個月，母乳餵養至 2 歲。2 

 

 

 

 

 

 

 

 

 

 

 

 

 

 

 

母乳餵哺的概念在本港仍然是非主流，此報告將探討應否立法規定商場設有質素

的哺乳室，從而有助提升母乳餵哺率。 

 

 

 

 

 

 

 

                                                 
2
 《母乳喂養》，http://www.who.int/topics/breastfeeding/zh/。 

香港餵哺母乳率低迷的原因 

原因 

1. 硬件配套設施不足 (研究目的) 

2. 公民意識及教育未普及 

   3. 配方奶粉商業宣傳策略盛行 

解決方法 

1. 立法規定商場設立餵哺母乳空間

(研究目的) 

2. 加強公民教育 

   3.  立法規管配方奶粉商業宣傳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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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 

有效運用社會資源，關注整個社區，確保人們有好的生活狀態、健康狀況、著重

制訂相關措施預防疾病。3 

 

立法規定商場設質素保障的哺乳室為提升社會公共衛生之好處。 

 

「大市場、小政府」 

香港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 

 

「大市場」 

 
政府在市場不作大的干預，大部份的經濟、民生範圍，市場主導

者則支持以供求下的價格帶動交易機制，參與者可以透過自願買

賣，以尊重個人的選擇為依歸。 

「小政府」 原則主張政府儘量控制公共開支，基本法的規範及政府多次強調

公共支出不會佔多於 GDP 的 20%。 

 

政府立法規定商埸設立有質素保障的哺乳室時會被此概念的原則規限。4 

 

利潤最大化 :  

西方資本主義，企業的行為目標。5 

 

此概念有助了解商場不願意設置更多哺乳室的原因，商場因預計成本支出增加

(一個哺乳室成本為 30-50 萬)6，而不願花更多金錢及人力資源興建及管理哺乳室。 

 

 

 

                                                 
3
 通識教育 334 教室，《通識教育科重要概念定義》。 

4
 《積極不干預》，https://zh.wikipedia.org/wiki/。 

5
 《利潤最大化》，https://zh.wikipedia.org/wiki/。 

6
  一手訪問: 香港母乳育嬰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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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事實 

 

母乳餵哺空間在香港商場的分佈 

 

（圖表一
7
：上圖可見，有設立哺乳室商場均為新型及大型商場。相反，比較舊及小型的商場並

沒有設立哺乳室。） 

 

8政府建議一間商場至少有一間育嬰間，一間是不能滿足人流旺的地區需要。礙

於商場的育嬰間設置指引只屬勸籲性質，屋宇署不主動巡查，指引只是形同虛設。 

 

 

 

 

 

                                                 
7
 《全港商場育嬰室大比拼》，http://www.sundaykiss.com/

  
。 

8
 《【育嬰室問題】本港育嬰設施支援不足 政府設施最為落後》，

http://www.ohpama.com/79509/pamajunior/7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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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本港《育嬰間設置指引》、《商業樓宇提供育嬰間設施》均無法律效力，無效提

高商場關注。故提供鄰近城市澳門9及台灣10作參考。 

 

以下為澳門及台灣所訂立的標準 : 

 澳門 台灣 

舒適度 寬敞明亮潔淨的空間，舒適的

桌椅及嬰兒墊子以供餵哺母

乳之用。 

 

私隱度 能提供足夠保護私隱的環境

下，舒適地持續進行母乳餵

哺。 

設置哺（集）乳室之位置，應有 

明顯區隔之空間，除專供哺（集）

乳外，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方便度 設置位置顯而易見，有清楚標

示，內設有冷熱水裝置、電源

制(供電動泵奶器使用) 及提

供母乳相關資訊。 

 

基本設備 光線充足、有空調(冷氣和暖

氣)、電源設備、可由內部上

鎖之門、緊急求救鈴、有靠背

及扶手的座椅、小枱、雪櫃、

小型有蓋垃圾桶、洗手設施

(洗手盆、酒精洗手消毒液)、

紙巾盒。 

一、靠背椅。 二、有蓋垃圾桶。 

三、電源設備。 四、可由內部上

鎖之門。 五、緊急求救鈴或其他

求救設施。 六、洗手設施。 

母乳餵哺室

面積 

建議母乳餵哺室的最小面積

約 5 平方米，約可容納 2 至 3

位母親。 (與《育嬰間設置指

引》一樣) 

規範特定公共場所達一定面積以

上應設置「哺集乳室」。 

                                                 
9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母乳餵哺室設備及管理標準指引》

 
。 

10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共場所哺（集）乳室設置及管理標準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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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餵哺室

之管理 

保持母乳餵哺室的潔淨和舒

適環境。設置母乳餵哺室之位

置，應與其他設施有明顯區

隔，除專供哺乳外，不作其他

用途。維持使用者之隱密性及

有安全保護措施及制訂使用

者應遵守哺乳室之使用規範。 

哺（集）乳室之管理、維護或使 用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每日至少

清潔維護一次，並作成紀錄。 二、

定期檢查各項基本設備之可用性， 

並作成紀錄。 三、維持使用之隱

密性及有安全保護措 施。 四、光

線充足。 五、維持良好有效之通

風。 六、以無償方式提供使用。

七、使用者應遵守哺（集）乳室之

使用 規範。 前項哺（集）乳室之

管理、維護， 應指定專人負責。 

使用澳門作參考的原因: 

1. 地方限制方面，香港面積：1,104 km²，以面積計，香港＝39 個澳門，故

以上標準能供人多地小的香港作參考。

使用台灣作參考的原因: 

2. 法律約束力方面，硬性嚴謹的政府法給媽媽帶來便利和保護，商場有充足

的哺乳室，而法律已順利地實行 8 年，獲社會各界大力支持。故以上標準

能供香港作參考。

母親選擇餵哺母乳之原因11 

健康 母乳是最天然和為孩子度身訂做，沒有化學成份，亦沒有合成物，所

以母乳對嬰兒是最健康的。 

營養 科學印證了母語比奶粉更加優勝，當中的 DHA 比奶粉更好更多，母

乳亦能為嬰兒提供足夠抗體，是配方奶粉比不上的，減低嬰兒患病機

會。 

親子關係 餵哺母乳是和嬰兒有直接接觸。 

餵哺母乳為母子雙方帶來好處，故立法規定商場設更多有質素保障的哺乳室能提

高媽媽餵哺母乳之意欲，提升母子健康。 

(三). 相關數據

11
一手訪問: 近來曾餵哺母乳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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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餵哺母乳率 

 

(圖表二
12

：上圖顯示近年香港初生嬰兒的餵哺母乳比率持續增長。2013 年本港母親在出院時的

母乳餵哺率達 84.2%，較 1992 年的 19%大幅上升。) 

 

 

(圖表三: 根據本港衛生署的數字，2012 年以全母乳餵哺的 1 個月大嬰兒，比率只有 22%；至於

6 個月大的嬰兒更跌至只有 2.3%，大幅低於全球平均約 40%。) 

 

可見，初生嬰兒的餵哺母乳高，出院後的全母乳餵哺率卻大大下跌。 

(四).研究方式  

                                                 
12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愛嬰醫院香港協會（UNICEF 愛嬰醫院香港協會），《母乳育嬰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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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上蒐集資料 

(報告、報章雜誌、 

政府網頁、NGO 網頁） 

 餵哺母乳的現況  

 餵哺母乳的好處 

 香港餵哺母乳率低迷的原因 

 商場餵哺母乳空間設立的現況 

2. 訪問調查 目的 :  

更清楚了解到重要持分者對以上議題的看法，從而了解

她們對現時香港母乳  餵哺情況之了解及政府使用立法

的形式毠規定商埸設立餵哺母乳空間之看法。 

對象 : 

a. 香港母乳育嬰協會 NGO 

      b.  近來曾餵哺母乳的母親 

3. 實地考察 觀察商場在假日的使用情況及並衛生情況 

 

本報告將採取以上研究方式進行探討。 

 

 

 

 

 

 

 

 

 

 

 

 

 

 

 

 

 

 

 

 

 

(五).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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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否立法規定商場設立有質素保障的哺乳室? 

 

 

 

 

 

 

C. 深 入 解 釋 議 題

焦點問題 

1. 市民對母乳餵哺的了解程度如何?

2. 現在商埸的哺乳室數量及質素是否能夠滿

足婦女需要?

3. 立法在商埸中設置哺乳室帶來的正面及負

面影響?

4. 給予政府一些關於立法規定商場設置有質

素保障的哺乳室的建議。

香港餵哺母乳率低企 

商場缺少有質素的哺乳室及數量不足 

其中原因為何? 

政府需要採取揩施(立法規定商場設置有質素保障

的哺乳室)改善現時情況。 

分析現時政府有關母乳餵哺及哺乳室之政策設施 

分析角度: 

1)提升公共衛生

2)需要性

3)可行性

4)國際形象

5)有效性

6)政府責任

透過網上蒐集資料，

訪問相關持分者看法

及實地考察 

整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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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分者立埸 

支持 反對 

1. 近來曾餵哺母乳母親(4 位) 

2. 香港母乳育嬰協會（NGO） 

1. 政府 

2. 清潔工人（2 位） 

 

深入訪談，實地考察 二手資料(政府新聞公報)、 

深入訪談 

 

支持意見13 

 

(一) 解決商場母乳餵哺空間的數量不足 

受訪母親認為商場哺乳室的數量不足，部份大型商場只有一格哺乳室，造成不

便。如：朗豪坊只有 2 格餵哺母乳室，母親進行餵哺需要至少半小時，當兩位媽

媽已在使用，第三位媽媽只能被迫打開餵奶巾餵哺，嚴重者，會到廁所餵哺。她

們提到，因缺乏足夠的哺乳室而在大庭公眾下加上餵奶巾餵哺，亦受到途人怪異

目光對待；有母親反映商場輪侯哺乳時間較長。更甚有母親表明不會在缺乏哺乳

室的商場餵哺母乳，除途人奇異目光，衛生情況，環境嘈雜亦是她擔憂因素。訪

問香港母乳育嬰協會時，她們也認為現時商場哺乳室供不應求，只是近年來才落

成的商場才有充夠和有質素的哺乳室。故她們支持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 

 

                                                 
13

 一手訪問: 近來曾餵哺母乳的母親，香港母乳育嬰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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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一，二
14

：拍攝於朗豪坊的哺乳室，可見哺乳室空間狹窄，設備不足，只有一張不穩固及

不舒服的摺櫈 BB 車更不能進入。) 

 

                                                 
14

 《香港育嬰室一覽-朗豪坊育嬰室》，http://bbgaga.com/baby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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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法的方式比其他方法最有效提升現時商場哺乳室的質素 

過往方法，如: 推行社區宣傳、鼓勵商場自行設立更多有質素哺乳室，無效提升

商場哺乳室質素。商家本著「利益最大化」，拒絕設立更多哺乳室。受訪母親指

出商場哺乳室質素差，有些設置在廁所旁，像密室，如 : 空間狹及衛生情況參

差等。香港母乳育嬰協會的受訪者指出很多商場都缺乏舒服的椅子、電製、暖奶

器等。故她們認同透過立法商場設立及保障哺乳室的質素是合適方法。 

 

(三) 能加強社會餵母乳之風氣，提升母親餵哺母乳的意欲 

受訪母親認為這會令場有一個安舒的空間餵母乳、泵人奶，方便度提升，讓媽媽

感覺在商場餵哺母乳方便。此外，她們會選擇前往有設立哺乳室的商場進行購

物，而不會前住沒有哺乳室或沒有足夠哺乳室的商場。再者，有母認為使用立法

規管這種有法律約束力的硬性手段，無疑會令母乳餵哺更受社會關注，新手媽媽

知道商場有先進乾淨的設施能方便她們餵母乳，政府加以宣傳配合，讓母親知道

餵母乳的好處，定能吸引新手媽媽選擇餵哺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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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三
15

：拍攝於沙田新城市廣場二期三樓的哺乳室，可見衛生情況不太理想) 

(四) 能夠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

有受訪媽媽曾到日本，商場哺乳室外設有供兒童嬉戲的地方。小孩可能在等候過

程顯得不耐煩，這些設施便能方便媽媽安頓孩子，細心舉動令旅客對日本的好感

提升。故她們贊同立法規定商場設立有保障質素及足夠的哺乳室。 

15 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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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意見 

(一) 現時哺乳室數量已經充足16

受訪清潔工均表示，平日哺乳室沒有母親排隊，長期有剩餘的哺乳室，使用量不

高，只是假日少量時間有排隊的情況。加上，若立法規定商埸設立一定數量的哺

乳室，會造成濫用的情況，有些媽媽帶同孩子進入哺乳室，並不是餵母乳，而是

當哺乳室作休憩、進食的地方。故此，需求不大，此舉只增加她們的工作間量及

造成資源浪費。 

(圖片四
17

：拍攝於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及二期的哺乳室，於星期六的 12:00PM-4:00PM，肓嬰室

都是沒有人使用。) 

16
一手訪問: 清潔工人。 

17
 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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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性困難18
 

政府認為立法有許多需要考慮的因素，立法強制設置哺乳室時，不同技術、平衡

持份者利益的困難需要解決，如何定出合理的人流與哺乳室比例；如何方便母親

授乳及避免影響其他樓宇使用者中取得合理的平衡等。故政府需要與各持份者有

深入討論及爭取各方支持，需時長久，需要解決的困難亦複雜，社會上也有更迫

切的議題解決。 

 

(三) 干預「大市場，小政府」政策19
 

需比較立法和市場力量推動設置哺乳室兩者如何以有效的方法切合不斷演化的

社會訴求等。政府表示樓宇擁有人就實際情況作出合適設計、安排，會更容易滿

足市民的需要。可見，政府介入會影響自由市場，違反「大市場，小政府」。故

政府較支持由商場主動設立哺乳室。 

 

(四) 不是最有效方式推行母乳餵哺20
 

單一立法強制設置哺乳室不是最有效的推動母乳餵哺的方法。更重要是，要讓社

會整體認同母乳餵哺，最根本是讓營運者願意為婦女提供地方授乳，讓大眾接

受、尊重母親，從而鼓勵更多母親選擇母乳餵哺。因此，只有政府一方使用立法

方式是不能由根本提升母乳餵哺人數。 

 

 

 

 

 

 

 

 

                                                 
18

 立法會，《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立法設置育嬰間」議案辯論總結發言》。 
19

 立法會，《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立法設置育嬰間」議案辯論總結發言》。 
20

 立法會，《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立法設置育嬰間」議案辯論總結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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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判 斷 及 論 證 

 

 以下我將提升母乳餵哺率及後改善公共衛生、迫切性、需要性、可行性、國際形

象、有效性及政府責任闡述政府應立法規定商埸設立有質素的哺乳室 :  

 

        第一，立法規定商埸設立有質素的哺乳室能提升母親餵哺母乳之意欲及後改善公

共衛生。21目前很多地方都哺乳室不足，對女性哺乳造成不便，不少媽媽在公眾

地方授乳屢被勸走、驅趕，使母親要躲在洗手間餵母乳，不但地方狹窄，更欠衛

生。當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能讓母親們在衛生、私隱的空間餵母乳，從而

提升母親餵哺母乳之意欲。哺乳室數量增加，母乳喂哺率亦隋之增加。22研究指

出，母乳含大量免疫球蛋白、白血球、抗法炎因子，能助新生嬰兒對抗感染，母

乳餵養亦能減少嬰兒患肺炎、濕疹、哮喘、糖尿病等疾病，23非母乳餵哺因病入

院機率是 5 倍。可見，此舉令新生嬰兒保障健康，亦可減少公共醫療開支，可

提升公共衛生，故應立法規定商埸設立有質素保障的哺乳室。 

 

      第二，迫切性方面，商場的育嬰室沒質素保證，故應立法規定商埸設立有質素的

哺乳室。很多商場都缺乏舒服的椅子、電製、暖奶器的設施，只是一個密室便當

作哺乳室；24不少母親在商場餵哺母乳都遇到困難，如 : 等候時間長、空間小、

衛生情況參差。25亦有哺乳室設於殘疾人士洗手間內，嬰孩不應在洗手間「開

餐」。若在衛生環惡劣的地方餵奶，只會對嬰兒帶來傷害。故迫切立法規定商埸

設立有質素保障的哺乳室。 

 

                                                 
21

《明報》(2015 年 8 月 1 日) ：《周一嶽﹕支持母乳餵哺 孕育未來棟樑》。 
22

 劉潔芬 (2014)：《BB 營養由媽咪懷孕開始》，Bigi (編)，頁 65-72。香港：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23

《母乳餵哺的好處》， http://www.babyfriendly.org.hk/why-breastfeed/benefits-of-breastfeeding/。 
24

 一手訪問:近來曾餵哺母乳的母親，香港母乳育嬰協會。 
25

《獨立媒體》( 2017 年 3 月 8 日)，《洗手間內「開餐」 兩領展商場育嬰室違屋宇署指引設於殘廁內》。 



21 

(圖片三：拍攝於沙田新城市廣場二期三樓的哺乳室，可見衛生情況不太理想) 



22 

(圖表四
26

：上表可見 27 間商場，少於一的哺乳室環境評分超過 5 分(13/27)，評語亦能反映哺乳

室衛生情況惡劣) 

26
新論壇，《2014 全港大型商場育嬰室調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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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五
27

:上表可見太古廣場等部分商場仍存在一些不起眼的安全陷阱，嬰兒翻身時有機會從換

片台掉下來，評語反映哺乳室安全欠佳) 

 第三，社會對於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支持聲高，立法或執行上相對容易，故

立法規定可行性高。根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訪問 722 名 18 歲以上市民，

認為港人可接受媽媽在公眾場所餵母乳的受訪者不足兩成，但對於改善公眾育嬰

設施則支持，近九成人贊成、非常贊成改善公共場所育嬰設施，如立法規定有一

定面積以上的公共場所要有哺乳間，有八成人贊成政府立法，避免女性因餵哺母

乳遭受歧視。另外，28受訪母親均全力支持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此外，29社

會上初生嬰兒父母希望在衛生的環境及私隱保障的空間餵哺母乳。因此，立法商

埸設立哺乳室時，社會有較大力量支持，極少反對力量時，措施獲得大眾支持並

較容易執行，可行性高，故應立法規定埸設立哺乳室。 

27
 新論壇，《2014 全港大型商場育嬰室調查 》。 

28
 一手訪問: 近來曾餵哺母乳的母親。 

29
《蘋果日報》(2015 年 9 月 10 日) ：《公眾地方餵母乳 近 70%受訪者指港人不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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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保障婦女權益方面樹立國際榜樣能夠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現時，國際上

沒有太多國家立法商埸設立哺乳室。雖然英、澳、美在反歧視法中制止女性在公

共場所餵母乳屬於違法行為，但這些國家沒有立法規範哺乳室。香港作為一個先

進的國際都會，香港若能作為先驅，立法商埸設立哺乳室，帶動母乳餵哺之風氣，

能在保障婦女權益方面樹立國際榜樣，而提升國際形象，30香港母乳育嬰協會受

訪人提出，不少來港旅客都是初生嬰兒家庭，帶同初生嬰兒訪港，若香港各個商

場有完備的哺乳室能方便媽媽，定能提升旅客及國際 NGO 對香港的好感，故應

立法規定商埸設立有質素保障的哺乳室。 

       有人言政府不能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因會干預香港一貫實行的「大市場，

小政府」政策。「大市場，小政府」政策指市場經濟體制中，一切價格由市場定

價，政府不能作過多的干預自由市場。在此原則下，商場可以自由增設哺乳室，

故政府不能立法促使商埸設立有質素保障的哺乳室。 

我不同意以上說法。政府擔當著其角色、肩負著其責任，包括：保障女性權益、

捍衛嬰幼兒健康、為下一代的健康承擔社會責任。故政府有責任為市民爭取及保

障最大的利益，政府是需要立法提供有質素的哺乳室。若政府不擔當領導角色，

商家關心商業發展，把利潤最大化，推動過程會群龍無首。31立法能帶領商場在

設計上考慮這方面的需要。其實，母乳餵哺友善措施是一種顧客服務，若能提供

哺乳室，必能提升企業形象，贏得社會，尤其媽媽的認同。如，可以在售賣嬰兒

用品的商舖旁加設一定數量及有質素的哺乳室。此外，透過媽媽在與親友談論，

企業更因此而獲宣傳之效。此舉亦能建立政府正面形象，增強人民對政府信心，

提升管治效能，一舉兩得。 

30
 一手訪問: 香港母乳育嬰協會。 

31
 一手訪問: 香港母乳育嬰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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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不應立法規定商埸設有質素保障的哺乳室，社會婦女餵母乳未成氣候。首

先，因近年嬰兒出生率下降，32活產嬰兒由 2011 年 95,451 個下跌至 2014 年 62,305

個。另外，配方奶粉廣告鋪天蓋地，推銷時使用權威字眼，讓母親誤會母乳和配

方奶粉的營養成分相約，放棄母乳餵哺，可見社會風氣仍不成熟。其次，33受訪

清潔工表示平日商場的哺乳室都沒有母親排隊，甚至長期有剩餘的哺乳室，使用

量其實是不高，故餵哺母乳空間的需求未必持續高企，不需要立法而浪費資源興

建餵哺母乳空間。 

我認為政府立法規定是必須的，近年社會對哺乳室所的需求增加，34對於母乳餵

哺的公民意識提高，社會上提倡母乳餵哺的社會風氣漸大，母乳餵哺率亦上升，

故對哺乳室需求增加。近年亦有組織爭取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如：愛嬰醫

院委員會、香港母乳育嬰協會等。除外，35近日有一個司機在 facebook 指出有女

OL 因附近沒有地方喂哺母乳需「遊車河」，在的士喂母乳，36更有母親於 apm

哺乳室等於 40 分鐘，這引起公眾對香港缺乏哺乳室問題的關注。還有，37受訪母

親都表示現時商場的哺乳室數量不足，衛生情況參差，哺乳期間遇到困難。反映

出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數量增加可滿足社會的需求，故應立法規定商埸設

立哺乳室。 

32
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年刊 (2015 年版) 》。 

33
一手訪問:清潔工。 

34
《母乳育嬰風氣》，http://www.babyfriendly.org.hk/why-breastfeed/benefits-of-breastfeeding/。 

35
《明報》(2016 年 8 月 19 日) ：《母乳餵哺可以有幾盡？ OL 遊的士河半小時車上泵人奶》。 

36
《【育嬰室問題】本港育嬰設施支援不足 政府設施最為落後》，

http://www.ohpama.com/79509/pamajunior/79509。 
37

一手訪問: 近來曾餵哺母乳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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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本港出院計母乳餵哺率由 1992 年的 20%上升至 2015 年的 90%) 

。 

建議 

短期方面，鑑於大型及人流多的商場都有設置哺乳室，只是數量不足及衛生欠

佳，我建議政府立法符合以上條件的商場先進行改善工程，派人員評估該商場的

人流及面績，再作出該商場哺乳室設置的標準。長期方面，針對小型商場，政府

可以按商場面積及就第一期計劃的成果作參考而作出該商場哺乳室設置的標

準。針對未來興建的商場，政府可以在興建前，要求商場持有者在該商場設立一

定數量的哺乳室，以確保往後興建的商場有足夠數量及衛生良好的哺乳室。以上

措施能夠在短期解決哺乳室不足及環境惡劣的問題，長期亦能根本性改善商場缺

乏哺乳室問題。立法是硬性的措施，令商場持有人一定要遵守法律，確保商場有

一定數量及優質的哺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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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政府應立法規定商埸設立餵哺有質素保障的哺乳室。此舉能保障婦女權

益，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令大眾逐漸重視婦女餵母乳，促進社會和諧。 

(共 449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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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照片 

(圖片三：拍攝於沙田新城市廣場二期三樓的哺乳室，可見衛生情況不太理想) 

(**圖片四：拍攝於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及二期的哺乳室，於星期六的 12:00PM-4:00PM，肓嬰室

都是沒有人使用。) 

**圖片 4 為六合為一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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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稿樣本 

訪問稿(一) 

對象：香港母乳育嬰協會（NGO） 

Q1)  你認為社會上餵哺母乳風氣是否成熟，請簡單闡述其趨勢背後的原因。(焦

點問題 1) 

(引導問題: 市民對餵哺母乳是否有足夠了解?/是否商場的哺乳室這類硬件措施

不足?)  

答：當然尚算不成熟。相比起其他國家，社會上餵哺母乳人數都屬於比較少。原

因有幾個 : 產假時間比較短，只有十星期，這與母親使用餵哺母乳的持續性有

關。此外，社會能夠支援的硬件配套不足，如商場及在職場上，正因為此類設施

的缺乏，令到不少母親受到怪異目光的對待，令她們選擇餵哺母乳的意欲大大下

降。其次，配方奶粉洗腦式廣告都是令市民對餵哺母乳不足夠了解或誤解，認為

配方奶粉又方便又能為嬰兒提供足夠的營養，不如餵哺母乳的程序複雜，不少新

手母親在職場上及朋友圈子中耳濡目染，最終在他人慫恿下不選擇餵哺母乳。 

Q2)  你認為現時政府對母乳餵哺的宣傳是其中一個原因否令到餵哺母乳人數上

升? 

(焦點問題 3) 

答：也可以這樣說? 但嚴格來說並不是。母親們選擇餵哺母乳有上升的趨勢主要

原因是知道其母乳餵哺對子女健康的重要性，多數會員選擇餵哺母乳的原因都是

因為這樣。至於政府的宣傳，政府的確有進行宣傳，但對推廣母乳餵哺信息並不

有效，只是在地鐵、母嬰健康院、醫院這些地方放置海圾及派發小冊子。以上都

是屬於短期的宣傳，並不是實在的措施，不是最直接的原因令到餵哺母乳人數上

升。若要說明是某方面的宣傳令更多媽媽選擇母乳餵哺，是因為近來有了不同關

注母乳餵哺的 NGO 及網上群眾之出現，這些 NGO 及網上群眾在不同的宣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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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亦能幫助新手媽媽對餵母乳的疑難或其他範疇。她們也會作帶領的角色，參與

適逢 8 月由國際母乳哺育行動聯盟舉行的國際母乳哺育周。 

Q3)  你認為政府立法規定商埸設立有質素的哺乳室會否干預香港一貫實行的「大

市場，小政府」政策? 

答：絕對不會，政府應盡責保障媽媽權益。很久以前，不是所有商場有傷殘人士

廁所，都是前人所爭取回來。人類需要上洗間和小孩需要吃東西（餵哺母乳）均

是生理需要，所以政府是需要立法設立商場提供有質素的餵哺母乳空間。若果政

府不擔當領導角色，商家是不會改變，他們只關心商業發展，推動過程便會群龍

無首。政府呼籲市民生小朋友，只是只說不做，沒有一套實實在在的政策，只懂

得在地鐵車廂宣傳是沒有用。其實，實施母乳餵哺友善措施是一種顧客服務，若

能提供母乳餵哺設施，必能提升企業形象，贏得社會，尤其媽媽們的認同。例如，

可以在售賣嬰兒用品的商舖旁加設一定數量及有質素的餵母乳空間。此外，透過

媽媽在親友間談論，企業更因此而獲宣傳之效。 

Q4)  你認為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能否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 

(焦點問題 4) 

答：當然可以。不生初生嬰兒家庭都會帶上小孩一起去旅行，若人們發現香港各

商場都有完備的母乳餵哺空間能方便媽媽們，定能提升旅客及其他國際 NGO 提

升對香港這個國際都會的好感。現時來說，香港是沒有一套法例涉及母乳餵哺，

保障媽媽。一般來說，如果在商場餵母乳時立遇到不友善對待，沒有明文規定歧

視母乳餵哺屬違法。台灣是設立了公眾餵哺權，若歧視或不友善對待正在餵哺母

乳的母親，即屬觸犯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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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你認為現時香港商場能否提供足夠及有質素的哺乳室? 

(焦點問題 2) 

答：不足夠。主要是數量上不足。只有新型（近幾年落成的商場才有充夠和有質

素的餵哺母乳空間。例如：朗豪坊只有兩格餵哺母乳空間。其次在環境上，很多

商場都缺乏舒服的椅子、電製、暖奶器的設施，只是一個密室便當作餵哺母乳空

間，這設立餵哺母乳空間並無分別。 

Q6)  你認為政府有沒有需要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 

(焦點問題 2，5) 

答：需要。平常我們較關注公眾地方及職場上餵母乳權利，但其實商場亦需要。

正如我在上題（Q7)所述，只有新型（近幾年落成的商場才有充夠和有質素的餵

哺母乳空間。職場上方便媽媽們餵母乳的設施已有進步，但商場沒有改變，不是

倒模式商場、大型商場，基本其他商場是沒有設立餵哺母乳空間，故我認為是有

需要。 

Q7)政府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會帶來什麼負面影響?（例如：阻礙營商、對商

鋪增加營運成本等） 

(焦點問題 4) 

答：不會，正如我在 Q3 所說。至於會否對商鋪增加營運成本，我想是不會的。

因為設立餵哺母乳空間變得更方便餵哺母乳，不需要直接的財務成本。其實要視

乎商場想不想大做，以一個一百呎的地方計算，建築成本應該是三、四十萬左右，

包括做洗手盆，來去水，一般裝修等！再加嬰兒專用床，Partition ，傢俬等，我

估總數五十萬以內！媽媽們希望有一個令她們感到舒適的環境餵哺母乳，職員和

其他顧客既友善又支持的態度反而是更重要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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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若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及保障其質素，能否提高母親選擇母乳餵哺的意

欲? 

(針對商埸設立哺乳室與母乳餵哺意欲的關係) 

答：當然會。在眾多商場中，若該商場設有哺乳室，作為媽媽選擇去一個有設立

作購物。  

是次訪問已完成，謝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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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稿(二)（01） 

對象 : 近來曾餵哺母乳的母親 

姓名：黃小姐 

餵哺母乳年資：2013 年至今 

Q1)  為什麼你會選擇餵哺母乳? 

(焦點問題 2，4) 

答：因為母乳是最天然和為孩子度身訂做，沒有化學成份，亦沒有合成物，所以

母乳對嬰兒是最健康的。在科學角度而言，科學印證了母語比奶粉更加優勝，當

中的 DHA 比奶粉更好更多，母乳亦能為嬰兒提供足夠抗體，是配方奶粉比不上

的，減低嬰兒患病機會，所以我選擇喂哺母乳。除了營養及成分層面，餵哺母乳

是和嬰兒有直接接觸，能夠建立彼此親密關係。當寶寶飲母乳時，是直接看著媽

媽，我相信寶寶在當中能感受到我對她的愛。 

Q2)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母乳餵哺的宣傳及支援是否充足? （例如：硬件設施

配套、政策措施等） 

(焦點問題 3) 

答：在支援層面上是不足夠的。首先，大多數只在母嬰健康完討論有關母乳喂哺

的事情。但在各大商場及公眾場所來說，是沒有顧慮到媽媽們的感受，政府應該

作更好的領導角色帶領整個社會支持母親，故是沒有足夠設施支援。在政府宣傳

是否足夠而言，我認為都稱得上足夠，政府在不少公共場所也有設置宣傳海報，

在地鐵、母嬰健康院、醫院、甚至也有相關宣傳。但宣傳遠遠比不上一些實左設

施及措施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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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a )  你在商場餵哺母乳時有沒有經歷過任何困難?（例如：設施、目光等） 

(焦點問題 2） 

答：我在商場未曾餵哺母乳。首先，我認為會有途人覺得我在商場餵哺母乳智做

成不方便，而且我亦害怕一些奇異的目光。故此，若環在商場餵哺母乳，我會有

些避諱。而當我餵哺母乳時亦沒有足夠信心，究竟小朋友會否因此感到不適，例

如商場會很嘈吵。 

Q3b)  你認為現時香港商場能否提供足夠及有質素的哺乳室 (例如：沒有足夠空

間、等候時間過長等）? 

(焦點問題 2) 

答：讓我說說商場發生了什麼事。全世界也知香港是一個人口密集的地方，而有

甚麼可能在一個大型商場中餵哺母乳的設施只有一格呢？這其實是很恐怖的。拿

朗豪坊作一個例子，商場中只有 2 格的餵哺母乳室，一個母親進行餵哺所需時間

至少半小時，試問兩個媽媽已在使用，第三個媽媽只能被迫打開餵奶巾來餵哺，

嚴重者，會到廁所餵哺，試問有沒有人會在廁所中吃東西呢？所以，設施是非常

不足。我曾到過日本旅行，商場外的母乳室外邊設有供兒童嬉戲的地方，是很細

心的舉動。小孩可能會在等候過程顯得不耐煩，這些設施便能方便媽媽安頓孩

子，不像香港一樣要媽媽在一個密室外面等待。 

Q4)  若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及保障其質素，會為母親帶來什麼正面影響?（例

如：方便程度等） 

(焦點問題 4) 

答：立法的話，正面影響最主要是能夠保障商場有足夠地方供媽媽們餵哺母乳。

立法是一種有法律約束力的硬性手法，能夠令商場不智用盡所有地方作商業用途

之用，能夠迫它們提供母乳餵哺空間給媽媽，若餵哺母乳空間數量上升，便可以

更方便媽媽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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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若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及保障其質素，能否提高母親選擇母乳餵哺的意

欲? 

(針對商埸設立哺乳室與母乳餵哺意欲的關係) 

答：是會。至少起碼對所有選擇喂哺母乳的媽媽是一件好事。除了立法，更加要

監管當中等質素，這無疑會令母乳餵哺更受社會關注，更優秀的設施亦會吸引新

手媽媽選擇餵哺母乳，當她們知道商場會有先進乾淨的設施能夠方便她們餵哺母

乳，必能令她們多考慮選擇母乳餵哺。 

是次訪問已完成，謝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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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稿(二)(02) 

對象 : 近來曾餵哺母乳的母親 

姓名： 龐小姐 

餵哺母乳年資：4 個月 

Q1)  為什麼你會選擇餵哺母乳? 

(焦點問題 2，4) 

答：因為母乳有豐富既營養，也可以讓媽媽和嬰兒有親密的相處。 

Q2)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母乳餵哺的宣傳及支援是否充足? （例如：硬件設施

配套、政策措施等） 

(焦點問題 3) 

答：宣傳足夠，但支援不足，因為不是每一個商場都有一個室比媽媽餵母乳，而

且政府沒有任何政策支援在職媽媽。 

Q3a )  你在商場餵哺母乳時有沒有經歷過任何困難?（例如：設施、目光等） 

(焦點問題 2) 

答：途人的目光都比較怪異。 

Q3b)  你認為現時香港商場能否提供足夠及有質素的哺乳室  (例如：沒有足夠空

間、等候時間過長等）? 

(焦點問題 2) 

答：沒有足夠空間，等候時間亦較長。 

Q4)  若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及保障其質素，會為母親帶來什麼正面影響?（例

如：方便程度等） 

(焦點問題 4) 

答：沒有足夠空間，等候時間亦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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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若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及保障其質素，能否提高母親選擇母乳餵哺的意

欲? (針對商埸設立哺乳室與母乳餵哺意欲的關係) 

答：能，因為有時間有部分媽媽知道她們會去的商場是沒有地方餵母乳，可能會

以奶粉取代。 

是次訪問已完成，謝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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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稿(二)(03) 

對象 : 近來曾餵哺母乳的母親 

姓名：梁小姐 

餵哺母乳年資：1 個月 

Q1)  為什麼你會選擇餵哺母乳? 

(焦點問題 2，4) 

答：母乳對小孩最好，滿足所有營養需求。 

Q2)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母乳餵哺的宣傳及支援是否充足? 

（例如：硬件設施配套、政策措施等） 

(焦點問題 3) 

答：宣傳足夠(在健康院及醫院均有很多宣傳)，但支援很短缺，例如政策方面無

規定僱主提供場地及時間予在職媽媽泵奶，政府機構內哺乳室不足。 

Q3a )  你在商場餵哺母乳時有沒有經歷過任何困難?（例如：設施、目光等） 

(焦點問題 2) 

答：輪候哺乳室時間較長。 

Q3b)  你認為現時香港商場能否提供足夠及有質素的哺乳室  (例如：沒有足夠空

間、等候時間過長等）? 

(焦點問題 2) 

答：沒有。等候時間過長、空間較小、衛生情況參差、數目不足。 

Q4)  若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及保障其質素，會為母親帶來什麼正面影響?（例

如：方便程度等） 

(焦點問題 4) 

答：鼓勵更多媽媽餵哺母乳因為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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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若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及保障其質素，能否提高母親選擇母乳餵哺的意

欲?  (針對商埸設立哺乳室與母乳餵哺意欲的關係) 

答：會。 

是次訪問已完成，謝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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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稿(二)（04） 

對象 : 近來曾餵哺母乳的母親 

姓名：葉小姐 

餵哺母乳年資：6 個月 

Q1)  為什麼你會選擇餵哺母乳? 

(焦點問題 2，4) 

答：母乳有抗體 

Q2)  你認為現時香港政府對母乳餵哺的宣傳及支援是否充足? 

（例如：硬件設施配套、政策措施等） 

(焦點問題 3) 

答：不充足。 

Q3a )  你在商場餵哺母乳時有沒有經歷過任何困難?（例如：設施、目光等） 

(焦點問題 2) 

答：暫時未試過出外餵母乳。 

Q3b)  你認為現時香港商場能否提供足夠及有質素的哺乳室  (例如：沒有足夠空

間、等候時間過長等）? 

(焦點問題 2) 

答：很少商場提供哺乳室。 

Q4)  若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及保障其質素，會為母親帶來什麼正面影響?（例

如：方便程度等） 

(焦點問題 4) 

答：有一個安舒的空間餵哺母乳/泵人奶；令更多人奶媽媽更願意選擇餵哺母乳；

不會覺得餵哺母乳是一件麻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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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若立法規定商埸設立哺乳室及保障其質素，能否提高母親選擇母乳餵哺的意

欲? (針對商埸設立哺乳室與母乳餵哺意欲的關係) 

答：會提高餵哺母乳意慾。 

是次訪問已完成，謝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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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稿(三)（01） 

對象 : 清潔工 

Q1) 現在商場所設立的哺乳室使用率高不高是否充足？ 

（焦點問題 4） 

答：當然足夠，平常都沒有甚麼人排隊，甚至長期空置。 

Q2) 現在商場所設立的哺乳室的質素如何？ 

（例如：有煙味、空間不足、支援設施不足、衛生惡劣等） 

答：以我們商場為例，我覺得我們哺乳室基本設備齊全，環境舒適，非常乾淨衛

生。 

Q3) 你認為政府要立規定商場設立有質素的哺乳室？如有，請解釋；沒有，請解

釋及闡述當中立法會否對你造成困難？ 

答：不需要啦，已經很足夠了，再多，只會「做死」我們這班姐姐，平常已經很

多事情需要做。 

是次訪問已完成，謝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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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稿(三)（02） 

對象 : 清潔工 

Q1) 現在商場所設立的哺乳室使用率高不高是否充足？ 

（焦點問題 4） 

答：非常充足，可能只是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短暫時間有人龍出現。 

Q2) 現在商場所設立的哺乳室的質素如何？ 

（例如：有煙味、空間不足、支援設施不足、衛生惡劣等） 

答：很好，我們姐姐都把哺乳室打理得好好，若提到要改善的地方，只是哺嬰室

不應設置廁所，尤其是男廁，這對媽媽餵奶時造成不便。 

Q3) 你認為政府要立規定商場設立有質素的哺乳室？如有，請解釋；沒有，請解

釋及闡述當中立法會否對你造成困難？ 

答：不用，因為興建更多哺乳室，只會造成濫用的情況，有些來自內地的媽媽會

帶同一家大細，在哺乳室中進食和休息，並不是餵奶，阻礙其他有需要的媽媽，

又把地方弄污糟邋遢，只會增加我們工作量，浪費資源，不值得。 

是次訪問已完成，謝謝 ! 

----------------------------------------------------------------------------------------- 



評語

 在 A 和 B 部，探究背景清晰，資料詳盡及有關聯性，焦點問題能

回應探究題目。相關概念也算清楚及適合，但研究方法方面，可更

詳細及具體地說明訪問對象及實地考察的狀況。

 在 C 和 D 部，考生清楚列出支持及反對意見，但某些論述卻片面

及說服力不強 (例如頁 17，設立商場哺乳室能提升香港的國際形

象 )。

 在判斷及論證部分，考生能展現多角度分析，但在論述及解釋時，

有些標準則不太清楚  (例如頁 23 至 25)  。

 整體來說， A、 B、 C 和 D 四部分的探究結構清晰，也有多角度的

探究，亦有恰當地使用圖表及相片，惟應用文字詳細地述說研究對

象及方法 (頁 12)，這較放置於表格內更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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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部分: 題目界定 

1、研究背景及目的 

  隨著香港政府進行新區規劃及市區重建，與發展商的合作下,大量香港原有的公共空間被私有化
1
，成為商場的一部分

2
,。公共空間非常重要, 影響的範圍非常廣: 

個人層面 延伸私人空間，維持生活素質 

社會層面 凝聚和建立社區網絡, 平衡城市發展
3
 

 

   

    

  近年香港商場私有化的公共空間增加,其中以屯門,觀塘等地區尤其明顯,因此本報告亦選用這些

地方作為研究地區。 

  公共空間是社會發展中重要的一環,商場的本質是讓市民大眾購物, 進行文化和社交活動的空間
4,讓香港居民行使集會,進行文化和學術交流的權利,這些權利和自由對市民的生活帶來影響,因此

是次專題將探討商場的共公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生活素質所帶來的影響, 確保香港市民使用公

共空間的自由受到保障。 

2、焦點問題 

實情: 現時公共空間私有化的情況是怎樣? 

釋義: 香港公共空間私有化和其他管理公共空間的方式分別? 使用私有化方式的原因?  

 

影響: 從環境方面看, 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構成的影響? 

 

      從文化方面看, 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構成的影響? 

 

      從社會方面看, 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構成的影響? 

 

判斷: 整體上, 香港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造成的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影響

較多? 
字數統計:484字 

                                                           
1 朱凱廸  <有關香港公共空間的筆記﹝三﹞──窒息城市的規劃> 2008-04-05 

http://www.inmediahk.net/node/315121   
2
 許多公共空間成為商場的一部分, 並與公共交通和社區設施結合- 

    Mall域達人 迷失於商場之城 <明報> 2016年 8月 9日

http://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60809/s00022/1470710715993 
3
 拓展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的重要性> 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2月 7日 

http://www.hkpsi.org/chi/publicspace/significance/ 
4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all>  (1991) Richard A. Feinberg, Jennifer Meoli 

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 

商店的經濟活動 

大眾的文娛消閒活動 

影響到 
影響到市民的生活

素質 

http://www.inmediahk.net/user/14610/post
http://www.inmediahk.net/node/315121
http://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60809/s00022/1470710715993
http://www.hkpsi.org/chi/publicspace/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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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分: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1、背景知識及重要概念 

背景知識 

公共空間/半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
（public space） 

泛指政府擁有產權和管理權而公眾又有權進入的地方, 理論上，公共空間可以 

是一個任何人都有權進入的地方，並不需要入場費或其他費用
5
 

  例如:城市街道和小廣場、公共屋村的共用地區、公共康體設施、公共文化場   

       館及其周邊公地等 

半公共空間 用來形容這些帶有公共性而並非公眾能自由享用的地方。 

商場和主題公園等都是典型的例子。這些地方都會讓公眾進出，但其實他們是

以牟利為大前題，公眾只是看作收入來源，管理者可限制任何人士（例如乞

丐）的使用權。 

若某地方它們不符合公共空間最基本的性質—讓公眾有權利自由免費進出, 最

多只能被稱為半公共空間。6 

 

  理解公共空間和半公共空間的定義,可以有助了解現時公共空間私有化的情況,和比較現時公共

空間的現況和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後和其他公共空間的分別(焦點問題 1/2)  

私有化 

   私有化一詞含有多方面意義,在本專題中所指的私有化, 主要為以下兩種： 

（一） 把公營資產全部或局部賣給私人公司，又或是把股份上市出售； 

（二） 把服務外判。這種方式的私有化雖然沒有乾脆出售公產，但其控制權則透過合約落入私商

手中。合約用競投獲得，通常是價低者得7 

  私有化的定義有助界定那些地方屬於本報告的研究範圍, 用作了解現況, 和其他管理方式做比

較 (焦點問題 1/2) 

 

 

 

 

                                                           
5
蔡雪華 孔令瑜 鄧寶山 堵建偉 2006 <公共空間與文化公民－－旺角行人專用區與地下鐵路> 

  http://www.ln.edu.hk/cultural/materials/MCSsymposium2006/Panel05/TooKinwai.pdf 
6
拓展公共空間<公共空間的概念> 最後瀏覽日期 2017年 4月 19 日 

http://www.hkpsi.org/chi/publicspace/concepts/ 
7
廖化(編譯) <私有化是什麼？>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12月 7日 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0/5407T.htm 

http://www.ln.edu.hk/cultural/materials/MCSsymposium2006/Panel05/TooKinwai.pdf
http://www.hkpsi.org/chi/publicspace/concepts/
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0/5407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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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暢達性 (Accessibility)8  

  任何人不論性別年齡、種族膚色、語言能力、社經地位，皆應享有自由進出公共空間的權利，

而暢達性 (Accessibility) 就是在這方面評估公共空間的相關標準。 

理想的公

共空間 

應盡量保持開放、交通便捷、地理位置易見可達、主要進出口清晰寬闊、並附設無

障礙通道
9
，以方便鄰近社區享用及照顧有需要的人士。 

阻礙暢達

性的例子 

早年有私人屋苑隱瞞契約上列明的公眾平台花園的使用權、並在其出入口上鎖，或

有些則把公共空間設計在不方便的地方（如要經過私人地方才能抵達的平台）等

等。 

 

環境與設施 (Environment & Facilities)10 

  公共空間必須具一定質量的設施 (Facilities) 供大眾使用，衛生情況、舒適度、安全性等都

是重要的因素。 

休憩及園

境設施 

設計得宜的休憩及園境設施，如座椅、照明、步道、林蔭、水體等，可以提供一個

舒適的環境、吸引公眾逗留舒展。 

遊樂設施

表演場地 

適當的遊樂設施及表演場地，亦能靈活地為有著各樣喜好的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文娛

康體選擇。 

反面例子 相反，過份陰暗和封閉、或是有欠清潔的環境除了讓使用者感到侷促不適，更會引

來有關人身安全的憂慮而使人卻步。 

 

以上兩項概念可用做評估商場私有化的公共空間在環境和文化方面對市民生活素質的影響(焦點問

題 2-3) 

 

 

 

 

 

 

 

                                                           
8 <理想的公共空間>  最後瀏覽日期: 2017年 8月 19日 http://www.hkpsi.org/chi/publicspace/ideal/ 
9 平等機會委員會 (2010)。<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 

http://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FI_Ass_c.pdf 
10
 <理想的公共空間>  最後瀏覽日期: 2017年 8月 19日 http://www.hkpsi.org/chi/publicspace/ideal/ 

http://www.hkpsi.org/chi/publicspace/ideal/
http://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FI_Ass_c.pdf
http://www.hkpsi.org/chi/publicspace/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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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對象及方法 

  本專題研習將探討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在環境,文化和社會方面的生活素質造成的影響。 

二手資料 報章, 評論, 報告, 書籍和網頁 

 

作用: 了解現況,以回應焦點問題 1/2,同時為判斷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 

      市民的生活素質所帶來的影響提供背景和參考 

一手資料 問卷調查 

  在 7月期間, 本報告將以網上問卷調查形式, 搜集市民的資料和意見 

訪問 

  友愛區區議員譚駿賢先生 

  領展街市資產管理助理總經理吳鴻揮
11
 

實地考察 

  在 7月期間,分別到公共空間有私有化和沒有私有化的商場視察,就環境,社會和 

  文化三方面,以客觀的標準為不同的商場評分,並了解商場的實況 

 

作用: 收集不同人士對公共空間私有化的意見以及私有化為市民生活素質所帶來正 

      反兩面的影響。深入分析和探討私有化對市民在生活素質層面所帶來的影響 

      和問題,回應焦點問題 3-6。 

 

  研究限制: 本報告的研究對象為香港市民, 為用作一手資料搜集的問卷調查只能訪問到約 100

位市民, 降低報告的代表性。為此, 是次問卷調查將會抽樣12分發給香港不同地區和年齡層的市民

作答, 以彌補以上不足。 

 

字數統計:617字 

 

 

 

 

 

 

                                                           
11 訪問從 2016年 4月 20 日播出的<新聞透視-買餸難> 中抽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OLnc173iA 
12
 抽樣方式: 問卷調查將會在 0-18歲,19-25歲,26-45歲,46-65歲,65歲或以上 5年齡層進行隨機抽樣, 分別代表青少

年(中學生), 大學生,工作階層和長者, 用於分辨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不同階層的影響有否不同, 亦確保受訪者覆

蓋的範圍較為全面, 所搜集的資料比較客觀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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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部分: 深入解釋議題 

從環境方面看, 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構成的影響? 
 

正面影響: 

 

1.綠化地帶 

(圖 1) 
  

   

領展的網

站 

領展一直在進行綠化工程,旗下商場的屋頂和外牆皆已進行綠化工程,2016/2017年度

投資於改善維護及綠化改進工程得金額超過 1000萬港元
13
⸰ 

實地考察 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 例如 HANDS,形點等,商場皆有劃出空間作為綠化地帶給市

民使用,並配備予市民使用的休憩設施,如長椅⸰比起公共空間沒有私有化的商場如大

興商場,萬寶商場,綠化地帶欠奉14
⸰ 

問卷調查 約 7成的受訪者亦認為私有化的商場綠化地帶較多(圖 1)
15
⸰ 

   

  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 綠化地帶的數量較多而且設施較為完善, 符合量度公共空間的其中

一項準則-環境與設施⸰私有化商場中的綠化地帶提供了休憩用地可供市民休息或進行一些靜態活

動, 減少在室內的封閉感, 利用這些綠化地帶進行不同的活動, 從而改善市民的生活素質⸰ 

  

                                                           
13
 領展網頁-環境 最後瀏覽日期 2017年 8月 16日 http://www.linkreit.com/TC/corporate/Pages/The-

Environment.aspx 
14

 實地考察紀錄表 見附錄 P.28-29 
15

 問卷調查結果統計表 見附錄 P.22 

HANDS平台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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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衛生

(圖 2) 

實地考察 公共空間有被私有化的商場環境比較乾淨, 洗手間,行人通道等地方也定期有人清潔⸰

相反, 公共空間沒有被私有化的商場衛生情況較差, 行人通道等地方也有垃圾沒被

清理⸰
16 

問卷調查 近 9成的受訪者表示公共空間有被私有化的商場衛生環境較為理想(圖 2)⸰ 17 

   商場內私有化的公共空間, 衛生環境一般較優,量度公共空間的其中一項準則-環境與設施⸰中

提到公共空間的環境衛生非常重要,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圍繞著各個商場, 而且商場的人流偏多, 容

易成為傳播病菌的地方⸰商場環境保持衛生,可以防止疾病和病菌的傳播, 減少市民患病的機會, 

維持健康, 提升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  

16
實地考察紀錄表 見附錄 P.28-29 

17
問卷調查結果統計表 見附錄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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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入方便 

  
                           (圖 3)                                                              (圖 4) 

實地考察 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如 Vcity, 形點,一般都有連接至其他商場或是附近港鐵站

和巴士站的行人天橋18
⸰ 

問卷調查 近 9 成的受訪者認為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出入較為方便
19
(圖 3)⸰ , 問卷調查的結

果顯示, 在 26 歲或以上, 屬於工作階層的受訪者中,在 6 個選項中, 有 4 成的受訪者認

為出入方便是私有化商場最令他們滿意的部分(圖 4),
20 

   

 

  公共空間私有化的商場在連結其他地方和公共交通工具方面的配套較為完善⸰市民可以透過商場

的配套, 直接到達其他商場或公共交通設施,市民可以節省從商場走到其他地方的時間,較為方便, 

更容易從商場走到另一個地方,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質⸰               
    

 
 

 

 
Vcity連接港鐵站                       

 

    
屯門市中心連接 Vcity行人天

橋 

 

 

 
友愛連接 HANDS 行人天橋 

 

 

 

 

 

                                                           
18
實地考察紀錄表 見附錄 P.28-29 

19
問卷調查結果統計表 見附錄 P.23 

20
問卷調查結果統計表 見附錄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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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 

1. 欠缺維修

訪談 新的 HANDS商場有天花剝落的問題,跟進後問題依然存在⸰ 

實地考

察 

一些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內部以欠缺維修, 例如屯門 Vcity 在下雨時天花有漏水

的問題, 商場方面只是以水桶盛載漏水, 而一直未有維修⸰
21 

 一些公共空間有被私有化的商場, 會出現天花剝落, 漏水等問題22, 但欠缺維修⸰ 天花剝落的問

題除了可能會弄傷途人, 危及市民的安全之外; 漏水亦可能會導致積水的問題, 滋生蚊蟲細菌, 

破壞環境衛生, 令疾病傳播的機會增加, 對市民的健康構成威脅, 降低市民的生活素質⸰ 

HANDS漏水情況: 只用桶裝起漏水 

21
實地考察紀錄表 見附錄 P.28-29 

22
H.A.N.D.S商場天花剝落一事 最後瀏覽日期 2017年 8月 16日

https://www.facebook.com/%E8%AD%9A%E9%A7%BF%E8%B3%A2-Tam-Chun-Yin-17248882544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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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方面看, 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構成的影響? 

正面影響: 

1.推廣各地文化

實地考

察 

在公共空間有被私有化的商場當中, 大多在考察期間或考察前後舉辦過一些文化活動
23
⸰ 

一些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經常會舉辦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 例如是書展, 美食展和節日的慶

祝活動等等⸰ 這些商場舉辦文化活動, 有助推廣世界各地的文化, 市民對各地的傳統, 餐飲文化

和習俗等了解更深,市民的參與度提高,從而對世界各地的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2. 為本土文化工作者提供機會

網上資

料 

例如荃新天地曾經舉辦手作市集, 邀請香港製作不同手工藝品的人士在場內擺放攤檔
24; 屯門 Vcity 亦會定期邀請香港的一些年輕樂隊或歌手, 提供場地給他們表演⸰ 

訪談 文化工作者收錢被邀請到商場, 令他們多了一個收入來源25
⸰ 

 近年香港開始注重本土文化, 一些公共空間有被私有化的商場亦開始舉辦一些與本土有關的文化

活動,並邀請文化工作者表演,增加他們的收入來源⸰ 令他們有更多的資金可以繼續進行文化工作,

宣揚本土文化;亦能令市民藉著商場參與舉辦的文化活動對本土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提升市民在

文化方面的生活素質⸰ 

荃新天地舉辦手作市集
26 形點舉行的夏日親子活動場地

27 

23
實地考察紀錄表 見附錄 P.28-29 

24
 荃新天地 facebook 專頁 最後瀏覽日期:2017年 8月 19日

https://www.facebook.com/citywalk.hk/photos/pcb.10155841780785576/10155841776295576/?type=3&theater 

Citywalk x LOCOLOCO －《夏祭・週末市集》最後瀏覽日期:2017年 8月 19日 

http://www.pixelbread.hk/news/2017-06-17-2000 
25

 訪談整理 P.27 
26

 Locoloco手作市集 最後瀏覽日期: 2017年 8月 27日

https://www.ipopam.com/tag/locoloco%E6%89%8B%E4%BD%9C%E5%B8%82%E9%9B%86 
27
免費親子活動：「夏日玩．藝．Rainbow Beach」最後瀏覽日期: 2017 年 8月 26日 

https://www.kidsmust.com/rainbow-beach/ 

https://www.facebook.com/citywalk.hk/photos/pcb.10155841780785576/10155841776295576/?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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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 

 

1. 文化活動不能滿足所有階層 參與率偏低 

(圖 4) 

 
  

                         (圖 5)                                                           (圖 6) 
 

問卷調查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在過去半年沒有參加過商場所舉辦的文化活動(圖 4), 其中 26歲

以上的受訪者更有超過 6成半在過去半年沒參與過這些商場的文化活動, 超過 3成

只參與過 1-2 次(圖 5);相較 25歲或以下的青少年, 有近 4成曾參與 1-2次, 超過 2 

成參與過 3次或以上(圖 6), 次數明顯較少28 

   

  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 舉辦的文化活動參與程度不足⸰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所得,可見文化活

動等參與率偏低, 尤其是工作階層和長者29, 可見商場的文化活動較能滿足青少年, 而不能滿足工

作階層和長者⸰ 商場舉行的文化活動參與人數偏低, 而且只能滿足部份人;能夠接觸不同文化的機

會相對減少, 降低香港市民在文化方面的生活素質⸰ 

 

                                                           
28
問卷調查結果統計表 見附錄 P.23 

29
 問卷調查結果統計表 見附錄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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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剝削所有市民在公共空間進行文化活動的權利 

 由於公共空間被私有化, 商場內的所有空間有商場管理, 過去亦曾發生過有街頭藝

人在商場附近的範圍表演被驅趕的事情
30
⸰ 

訪談 商場一般傾向找某一類型的藝人表演,一些比較性質上敏感的藝人則不會邀請; 若

有人未經允許在商場範圍內表演,會被人趕走
31
⸰ 

  

 

  在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裡, 並非所有文化工作者都能進行文化活動⸰公共空間應開放予所有

人使用,但市民在商場的公共空間進行文化活動被趕走,變相剝削了市民使用商場公共空間進行文

化活動的權利和自由,違反了用以量度公共空間的準則中的其中一項-暢達性,降低市民的生活素質
⸰ 

 

 

鏗鏘集-<誰的公共空間>截圖 

 

鏗鏘集-<誰的公共空間>截圖 

 

   市民使用公共空間受阻
32 

 

     市民於商場的公共空間表演
33 

 

 

                                                           
30

  <鏗鏘集-誰的公共空間>  2011-02-14 http://podcast.rthk.hk/podcast/item_epi.php?pid=244&lang=zh-

CN&id=11445 
31
訪談整理 見附錄 P.27 

32
騎劫公共空間 hijacking public space 最後瀏覽日期:2017年 8月 27日

https://hijackpublicspace.wordpress.com/tag/%E6%99%82%E4%BB%A3%E5%BB%A3%E5%A0%B4/ 
33
樂隊街頭「快閃」演出 商場唔趕 政府不容 <蘋果日報>  2013-09-14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914/1842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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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方面看, 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構成的影響?  
 

正面影響: 

 

1.購物和娛樂選擇較多 

(圖 7) 

 

實地考察 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 所提供的娛樂較多, 例如是屯門市廣場的電影院, 元朗

形點亦有提供給小朋友玩耍的遊樂設施34; 相比起公共空間沒有被私有化的商場, 

商店一般售賣日常生活用品居多, 並沒有提供一些娛樂選擇⸰ 

問卷調查 近七成的受訪者表示公共空間有被私有化的商場, 所提供的娛樂選擇較多(圖 7)⸰35 

訪問 領展在翻新街市和商場時會先做出市場調查, 例如天盛的市民提出希望能夠有更多

在購買入場生活的貨品之餘, 有一些拉闊的選擇, 於是在天盛商場內的街市翻新

後, 亦加入中高價錢的商品, 讓市民多一個選擇⸰
36 

 

  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 提供娛樂的設施和貨品的選擇較多, 市民可在商場享受到較多的娛

樂和購物選擇⸰ 商場提供大量的娛樂和購物選擇, 令市民能夠在商場中進行各種的消閒活動和購

買到合適自己的貨品, 滿足在物質層面上的需求, 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質⸰ 

             

                                                           
34
實地考察紀錄表 見附錄 P.28-29 

35
問卷調查結果統計表 見附錄 P.23 

36
 <新聞透視-買餸難> 2016-04-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OLnc173iA 

 

商場的遊樂設施  商場的遊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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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 

2.物價高企 市民無力負擔

(圖 8) 

實地考察 公共空間有被私有化的商場物價比沒有私有化的商場平均高出超過 50%37, 

訪談 區內領展管理的商場, 在翻新後租金大幅上升, 令小店難以經營, 大集團進駐商場, 

租金上升引致物價高企, 令市民難以負擔⸰
38 

問卷調查 9成的受訪者都覺得私有化的商場物價較高(圖 8)⸰39 

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 物價一般較高,令市民難以負擔⸰ 由於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商鋪大

多租金高昂, 貨品售價較便宜的小商鋪欠奉⸰ 商場內的物價高企, 市民需要付出較多金錢購買日

常生活所需, 收入較低的群組例如低收入家庭和長者, 因為物價高的關係變相選擇變得較少, 市

民亦因此有較少的金錢可用作娛樂,消閒等用途, 降低了市民的生活素質⸰ 

字數統計:1527字 

37
實地考察報告 見附錄 P.28-29 

38
訪談整理 見附錄 P.27 

39
問卷調查結果統計表 見附錄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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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部分: 判斷與論證 

 

 
環境方面 
 

  在環境方面,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令公共空間得到更妥善的管理, 綠化地帶比較多, 環境衛生

亦較優⸰ 市民在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活動便比較舒適⸰ 而且私有化的商場一般交通配套比較

完善, 連接其他地方亦較為方便,尤其工作階層對此非常重視, 商場在這一點能夠滿足到市民需求

⸰  
 雖然在實地考察的過程和訪問中發現部分商場有欠缺維修的情況出現, 包括天花剝落40,漏水等情

形
41
,  對商場的環境衛生和市民的安全造成影響⸰ 但出現問題的地方只佔商場的的很少部分, 只

屬於局部的問題, 相反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整體而言在綠化地帶和環境衛生方面都能夠改善

市民的生活, 欠缺維修對市民的影響相對較少,所以在環境方面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

的生活素質影響好多於壞⸰ 

 

 

 

  

HANDS的平台花園 

 

 

 

 

 

 

 

 

 

 

 

                                                           
40
跟進 H.A.N.D.S商場天花剝落一事 最後瀏覽日期 2017年 8月 16日

https://www.facebook.com/%E8%AD%9A%E9%A7%BF%E8%B3%A2-Tam-Chun-Yin-1724888254422013/ 
41
實地考察報告 見附錄 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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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方面 

(圖 10) 

  在文化方面,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的確會定時舉辦不同的文化活動, 嘗試推廣各地文化, 並

讓市民參與其中; 而且近年亦開始重視本土文化42, , 令本地文化有機會透過商場的文化活動得以

發展⸰ 可是, 這些文化活動的參與率偏低, 而且並不足夠43
,商場所舉辦的文化活動只能滿足部分

市民需要, 並不能照顧整體市民的需要⸰ 

  其次, 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一般會趕走在商場範圍內表演的文化工作者和街頭藝人⸰ 市民

在公共空間表演,是宣傳本土文化的一大渠道, 商場阻止這些表演, 導致不是所有人都能在被私有

化的公共空間裡進行文化活動,變相堵塞了這條渠道,剝削了市民的基本權利⸰ 即使商場有嘗試邀

請本地的文化工作者到商場進行文化活動, 但受邀的文化工作者畢竟只佔少數, 而且局限於某一

類型的文化工作者44,不夠多元,難以彌補損害市民基本權利,疾礙本土文化發展這一點, 所以商場

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在文化方面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影響壞多於好⸰ 

42
一些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有舉辦手作市集, 邀請本地本化工作者到商場表演等等 

43
從問卷調查結果所得, 近 9成的受訪者表示商場所舉辦的文化活動並不足夠 

44
商場偏向請某一類型的文化工作者, 一些較為敏感的, 例如支持同性戀者的文化工作者, 一般不會受邀⸰(詳見附錄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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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方面 
 在社會方面, 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為市民帶來了更多的娛樂和購物選擇, 一般公共空間被私有

化的商場都會提供電影院甚至是遊樂場等娛樂設施,貨品的種類也較多 比起其他公共空間沒有被

私有化的商場一般只有售賣衣食住行等貨品的商鋪, 所提供的選擇的確較多元⸰ 
45
 

 可是, 公共空間私有化的商場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便是物價高昂,欠缺物價較低的小商鋪,基本

上所有商場都有著相似的大型連鎖店
46
; 即使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選擇看似較多, 但由於商鋪

類似和價格昂貴, 市民的選擇變相減少⸰對市民而言, 商場最重要是選擇多和價錢相宜
47
,市民現在

要付出更多的金錢購買日常生活所需,以滿足生活需要, 使生活百上加斤⸰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

場物價高, 令市民難以負擔, 即使商場的娛樂選擇較多, 但長遠而言, 在物價高企的前提下, 市

民連滿足生活需要的貨品都難以負擔, 便自然會減少在娛樂上的花費, 娛樂選擇較多對市民生活

素質的影響便相對較小⸰ 因此在社會方面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弊多於利⸰ 

 總括而言, 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在環境方面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影響利多於弊, 在 文化和

社會方面則是弊多於利⸰ 由於在文化方面, 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市民在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和自由造成壞影響; 在社會方面則是影響到市民在物質方面的基本生活需求, 相較環境方面, 商

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能夠帶來的好處亦不能補償香港市民在其他兩方面的損失, 所以商場的公共

空間私有化整體來說, 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影響是弊多於利⸰ 

形點的娛樂設施 Vcity 的超級市場 

45
實地考察紀錄表 見附錄 P.28-29 

46
由於租金高企, 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商場通常由大型連鎖店組成, 大部分的商鋪都是集團是經營, 貨品售價一般較為

便宜的小商鋪因為難以負擔租金而不能租用商場的鋪位⸰ 
47
房署管理的商場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貨品便宜, 而這一個優點能夠蓋過私有化商場的優點;居民為了購買較便宜的

貨品, 會特意乘車到其他地方購物,
47
 可見物價對市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因素⸰(詳見附錄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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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環境方面: 

  針對公共空間私有化的商場所出現欠缺維修的問題, 現建議商場加強場內檢查和維修方面的工

作⸰商場方面可以增加定期檢查和派員維修的次數, 若發現商場有破損或缺漏的地方, 可以進行維

修⸰ 由於商場內欠缺維修的部分不多,要維修相對容易⸰ 加強檢查和維修方面的工作, 可以令商場

方面及時場內出現的問題並維修, 保持商場內的環境整潔, 減少對市民的安全造成威脅, 有助改

善市民的生活素質⸰ 

文化方面: 

  針對商場的文化活動並不能滿足所有階層的需要, 導致參與率偏低的問題, 現建議商場多舉行

不同類型的文化活動⸰例如是多舉行一些文物和專題展覽, 配合工作階層的需要, 亦可舉行一些粵劇

欣賞和與世界文化有關的專題展覽48
, 配合長者的需要⸰ 不同種類的文化活動, 可以滿足不同人的需

要, 吸引市民, 從而提升參與率⸰ 

社會方面: 

  針對公共空間私有化的商場物價一般較貴的問題, 建議政府可以避免將屋邨商場的管理權出售

予領展或其他承建商⸰ 新建的屋邨商場可以交由房屋署管理⸰ 由於政府管理的商場租金較為便宜49, 

小店可以租用商場的鋪位,市民因而可以購買到較便宜的貨品⸰ 即使政府不能全面取締公共空間被

私有化的商場, 但增加由政府管理的商場的數量, 可以讓市民多一個選擇,減輕因為物價高漲而帶

來的生活壓力, 改善市民的生活素質⸰ 

字數統計:1872 

總字數:4500字 

48
商場文藝化 統籌人才渴市 <東方日報> 2014-01-17 

49
 訪談整理 附錄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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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卷調查樣本

有關商場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生活素質影響的問卷調查 

年齡:  

0-18歲□ 19-25歲□  26-45歲□ 46-65歲□ 65歲或以上□

1.你有沒有去過商店主要由大型品牌/連鎖店(eg H&M, Zara, 美心, Starbucks)組成的商場?

有□ 沒有□

2.你有沒有去過一般由大型私人發展商 (eg 領展,新地, 太古)管理的商場? (如答案為沒有, 問

卷已完成, 謝謝!) * 

有□ 沒有□ 

3.你覺得有以上特徵的商場, 比起其他商場,商場的環境衛生有否較優? *

有□ 沒有□

4.你覺得有以上特徵的商場, 比起其他商場, 商場的綠化地帶有否增加? *

有□ 沒有□

5.你覺得有以上特徵的商場, 比起其他商場, 商場的環境美觀程度有否增加? (eg 裝飾, 光度,

裝修風格) * 

有□ 沒有□ 

6.過去半年,你在有以上特徵的商場參加過多少次由該商場舉辦文化活動? *

0次□ 1-2次□ 3次或以上□

7.你認為由以上特徵的商場所舉辦的文化活動是否足夠? *

是□ 否□

8.你覺得有以上特徵的商場, 比起其他商場,物價是否較高? *

是□ 不是□

9.你覺得有以上特徵的商場, 比起其他商場,娛樂選擇是否比較多元化? *

是□ 不是□

10.你覺得有以上特徵的商場, 比起其他商場, 出入或連接其他地方是否更方便? *

是□ 不是□

11.總括來說, 你同意有以上特徵的商場鼓勵香港的文化發展(街頭藝術/文化活動)嗎? *

同意□ 不同意□

12.總括來說, 請圈出你對有以上特徵的商場的環境的滿意程度: *

(1為最不滿意,4為最滿意) 

1 2 3 4 

13.總括來說, 請圈出你對其他商場的環境的滿意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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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最不滿意,4為最滿意) 

1 2 3 4 

14.請圈出你對以下句子的同意程度: 有以上特徵的商場, 比起其他商場, 使用其商場範圍進行街

頭藝術表演數量較多 * 

(1為最不同意,4為最同意) 

1 2 3 4 

15.請圈出你對以下句子的同意程度:有以上特徵的商場, 比起其他商場, 舉行的文化活動(eg音

樂會, 藝術展覽)較多 * 

(1為最不同意,4為最同意) 

1 2 3 4 

16.請圈出你對以下句子的同意程度:我樂意參加由以上特徵的商場舉行的文化活動 *

(1為最不同意,4為最同意) 

1 2 3 4 

17.請依照你對有以上特徵的商場最滿意的範疇進行排序: (1為最滿意, 其次為 2, 如此類推, 請

排序至 5) * 

環境衛生□ 環境美觀□ 綠化地帶□ 文化活動□ 娛樂選擇□ 出入方便 

18.請圈出你對以下句子的同意程度: 短期來說,有以上特徵的商場對你的生活帶來正面影響 *

(1為最不同意,4為最同意) 

1 2 3 4 

19.請圈出你對以下句子的同意程度: 長期來說,有以上特徵的商場對你的生活帶來正面影響 *

(1為最不同意,4為最同意) 

1 2 3 4 

20.請圈出你對以下句子的同意程度: 總括來說, 我比較喜歡有以上特徵的商場 *

(1為最不同意,4為最同意)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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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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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訪問大綱

環境 

1.這些商場在領展管理下, 有否出現環境方面的問題? 例如漏水,欠缺維修等?

2.你覺得私有化的商場和沒有私有化的商場,兩者分別對區內的環境有甚麼影響?

社會 

3.你認為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為社會帶來最大的改變是?

4.你認為商場私有化後所提供的娛樂和以前有甚麼分別?

文化 

5.你認為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文化工作者帶來甚麼影響?

6.你認為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本土文化帶來甚麼影響/改變?

7.私有化的商場比起其他商場, 對於不同文化活動(街頭表演, 社區文化活動)的態度有甚

麼不同? 

整體 

8.屯門區的商場被領展翻新後, 附近居民對新商場的接受程度如何?

9.整體來說, 你認為商場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影響是利多於弊還是弊

多於利? 

10.長遠來說, 你認為商場的公共空間被私有化有甚麼好處和壞處嗎?

11.若以後有更多私有化的商場, 你認為社會上會出現甚麼情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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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訪談整理

訪問日期: 2017年 7月 26 日 

被訪者:友愛區區議員譚駿賢先生 

訪問地點: 友愛譚駿賢先生議員辦事處 

被訪者: 領展街市資產管理助理總經理吳鴻揮 

*從<新聞透視>中抽出訪問

環境 正面影響: 

1. 部分居民覺得商場的環境乾淨,有冷氣, 環境比以前優勝

負面影響: 

1. 商場假天花剝落, 危害市民安全

文化 正面影響: 

1. 私有化商場一般願意舉辦文化活動,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宣傳手法,並可以從中取

利

2. 私有化商場的文化活動純粹是商業運作,文化工作者表演能夠獲取酬勞,變相多

了一個收入來源

負面影響: 

1. 公共空間私有化後,公共空間變成私人牟利的地方, 市民的身分轉變成為消費

者, 市民不能自由地享受空間, 而受到管理公司的規範, 防礙文化活動的進行,

是對公民權利的一種剝奪

2. 商場傾向找某一類型的表演者,一些比較性質上敏感的,不會受到邀請.但若果在

公共空間,只要不騷擾到他人,每一個人也有權利表演,不會被人趕走.例如市民

在西鐵站表演,不會被人趕走,但若果在西鐵站旁的 v city(私有化商場)表演,一

定會被人趕走.

社會 正面影響: 

1. 領展在翻新街市和商場時會先做出市場調查, 例如天盛的市民提出希望能夠有

更多在購買入場生活的貨品之餘, 有一些拉闊的選擇, 於是在天盛商場內的街

市翻新後, 亦加入中高價錢的商品, 讓市民多一個選擇

負面影響: 

1. 租金上升, 原本的商戶租不起商鋪,所以很多小店都被逼搬走,能夠進駐商場,付

得起租金的商舖都是集團式經營,有些看似是獨立的商舖,但其實和領展和其他

主要承建商有關的商舖也在商場開業.變相很多商舖尤其是食肆,表面上看似是

不同的商舖,但其實有接近六至七成都是來自兩至三個集團,變相物價上升選擇

減少

2. 領展發展商場以市場需要為基準, 翻新商場後商鋪物價高, 未能滿足區內以低

收入家庭和長者為主的市民, 當市民並不能負擔在此消費,便需要去其他物價較

低的地區消費

3. 市政街市/商場相對而言貨品比較便宜,所以市民情願乘車,(尤其是老人家,因為

車費只需要 2元)到新墟街市(食環署管理)那些比較便宜的地方購物,因為租金

比較便宜,選擇變相比較多,這對基層市民而言是最大而且不能超越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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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地考察紀錄表

商場 創紀之城 Vcity 大興商場* 

角度 環境 

綠化地帶分佈範圍(廣度) 2樓設有休憩公園, 考

察期間沒有開放 

/ / 

綠化地帶休憩設施的數量(長椅等) / / / 

衛生情況 良好, 洗手間和通道也

定時有人清潔 

優良, 洗手間和通道也有

人定時清潔, 洗手間更有

清潔工長期當值 

偶爾在通道中有垃圾, 

洗手間有異味 

連接其他地方的方便程度 非常方便, 可連接至其

他商場, 可直達港鐵站, 

附近亦有多個巴士站 

連接著港鐵站和公共運輸

交匯處,亦鄰近輕鐵站,更

有行人天橋連接市中心, 

非常方便 

不太方便, 需要走一段

短路程才能到最近的輕

鐵站 

維修保養情況 暫不見破損情況 考察當日下雨, 有漏水情

況, 但只用水桶盛載著雨

水而未見維修跡象 

外牆有油漆剝落情況 

社會 

娛樂選擇的數量(電影院,遊樂設施) 有電影院 中庭設置展覽, 當中有與

市民互動的拍照設施 

/ 

場內食肆的物價範圍 $70-200 $40-200 $30-80 

場內超級市場的物價範圍 / $20-250 $10-100 

場內其他商鋪的物價範圍 $30-800 $30-800 $5-200 

文化 

過去半年舉行文化活動的種類 創意市集(逢周末舉行),

暑假特備活動(超過 100

小時運動及文化藝術表

演), 書展, 作家簽名會

及工作坊, 藝術氣球展 

歌手演唱, 簽名會, 專題

展覽, 除夕慶祝倒數活動 

/ 

*為沒有私有化的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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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 形點 萬寶商場* HANDS 

角度 環境 

綠化地帶分佈範圍(廣度) 非常多, 商場戶外的範

圍 

/ 充足 

綠化地帶休憩設施的數量(長椅等) 設有長椅, 垃圾箱和遮

蔭地方 

/ 設有長椅,垃圾箱 

衛生情況 良好, 洗手間和通道清

潔 

偶爾在通道中見垃圾, 垃

圾桶滿沒更換 

清潔, 洗手間清潔後地

板稍濕 

連接其他地方的方便程度 非常方便, 三組建築物

藉有天橋連接, 可直接

到達港鐵站(2個出口) 

並且可通過港鐵站到巴

士站, 的士站, 輕鐵站

和小巴站 

走一段路可到巴士站, 到

輕鐵站和其他商場需要一

段路程 

方便, 可直接到輕鐵站 

維修保養情況 良好 地板偶有殘破 / 

社會 

娛樂選擇的數量(電影院,遊樂設施) 有電影院和供小朋友玩

樂的設施 

沒有 / 

場內食肆的物價範圍 $40-200 $10-30 $40-100 

場內超級市場的物價範圍 / / $20-100 

場內其他商鋪的物價範圍 $50-800 $10-200 $20-300 

文化 

舉行文化活動的種類 大型充氣玩具親子嘉年

華, 藝術展覽, 父親節

手藝工作坊 

/ 親子攤位遊戲,父親節攤

位遊戲, 書展, 美食展 

*為沒有私有化的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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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關香港公共空間的筆記﹝三﹞──窒息城市的規劃 (朱凱廸)

週六 2008-04-05  http://www.inmediahk.net/node/315121 

公共空間私有化──神不知鬼不覺的領匯翻版 

時代廣場涉嫌違反《公用契約》出租已撥作公眾通道和休憩用地的地面廣場，激起民憤，可幸市

民並沒有跟隨政黨，一味要求政府追究發展商的法律責任，而是乘勢將憋了多年、對香港公共地

方嚴厲規管的不滿一次過爆發出來。因此，問題不會隨着政府拿九龍倉祭旗而了結──市民已看

清楚，罰款對地產商根本微不足道，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城市、生活和文化不能被規管至窒息而

死。 

控訴之後，是時候了解香港城市窒息的原因。這裏集中講土地及規劃制度。 

當我們說「公共空間」時，意思通常比較廣闊：抽象點說就是公共生活展開的舞台，以界線來定

義則是所有人都有權進入、或不會因為經濟或社會條件排斥任何人的地方。此中又可以按「所有

權」、「可達性」、「開放度」、「安全度」作分辨，並判斷優劣。以此來定義，公園、廣場固

然是公共空間，公共圖書館也是，私人商場則似乎模稜兩可，不過以面積來計，香港市中心的街

巷，肯定是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公共空間網絡。 

街道一直是香港公共生活的核心，街市、大排檔、大笪地，集合了商業和娛樂，不單養活了眾多

自食其力的基層市民，也令本地市井文化得以蓬勃發展。到了六、七十年代，本土意識萌芽，新

闢設的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和中環愛丁堡廣場等大型公共空間，成為市民公開論政及表達異見的

基地，並因此發展出以街道為中心的示威遊行模式。這些我們集以為常的公共生活，幾乎全部都

孕育於開放性較強的公共街道及廣場網絡。 

政府看不出問題所在，因為在各部門的官方文件中，根本沒有「公共空間」的概念。香港的法定

規劃圖則，將土地分為不同用途，當中沒有「公共空間」，只有「休憩用地」﹝open space﹞，

專指公園等「用以提供休憩用地及康樂設施，供公眾享用」的地方。由於沒有公共空間的概念，

在規劃的時候，增加公共空間或提高公共空間的開放性根本不成議題，甚至，當他們明明在新規

劃裏不斷消滅公共性最強的街道，借擴大地盤面積以增加賣地及地產商的利潤，他們也不覺得有

問題，因為他們根本「看不見」街道，只看見增加了的「休憩用地」分類，以及由地產商「回

贈」的平台公眾休憩用地﹝public open space﹞。只有這兩項才符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

四章對提供休憩用地的要求。 

http://www.inmediahk.net/user/14610/post
http://www.pland.gov.hk/tech_doc/hkpsg/chinese/ch4/ch4_tex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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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ll域達人 迷失於商場之城（文：黃熙麗）
 2016-08-07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807/s00005/1470507441861 

有人說，香港由商場組成，一個接一個，例如金鐘。 

這晚，Stefan Al教授於亞洲協會的新書演講結束後，攝記帶着我們，輕車熟路拐進旁邊的港麗

酒店大堂，出入升降機，穿過走廊，兩分鐘就來到了太古廣場。可惜最後找不到要去的咖啡店，

隨便進了間中菜館做訪問。 

在商場迷路，似乎也成了生活一部分。 

曾任香港大學城巿設計課程總監、現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任教的 Stefan Al形容，香港是「商

場之城」。他來自荷蘭，於二○一○年至二○一二年到港大城市規劃及設計系任教，最近策劃了

一本新書 Mall City：Hong Kong's Dreamworlds of Consumption《商場之城：香港的消費夢幻

樂園》，由本地不同範疇的學者撰文，解構香港大小商場的前世今生。 

無法擺脫 必經之路 

Stefan曾於西班牙巴塞隆拿、英國倫敦、美國居住，「我搬來香港時，覺得很驚訝，六十年代設

計師夢想的巨型（商場）結構，竟在這裏實現了，不過本地人應習以為常吧？」他說，紐約的城

巿單位是一幢幢摩天大廈，香港卻是由巨型商場組成，每平方公里便有逾五千平方米是商場，密

集程度冠絕全球。「香港的商場像微型城巿，樓上是住宅、辦公室，天台有遊樂場、公共空間，

中間有商場，下層電梯直達港鐵。只要你想，可以完全不經過街道。生活、工作、玩樂，都在單

一的巨型建築中，很特別。」 

香港的獨特之處，在於商場與公共交通及城巿發展結合，成為日常生活一環，避無可避。「外國

是要特意駕車到商場，但在香港，你每天坐港鐵，商場是必經之路。商場連接公共交通、住宅、

辦公室，天橋四通八達，比其他城巿更有效率。」 

從營造社區 到消費主義 

全球首個商場，是一九五六年由商場之父 Victor Gruen 在美國巿郊建成的南谷購物中心

（ Southdale Shopping Centre）。十年後，一九六六年，香港才有第一個商場，海運大廈。

「當時的海港城（港運大廈）專為遊客而設，但就算本地人只是逛櫥窗（window shopping），海

港城也示範了要怎麼消費，見證香港由工業社會變成消費社會。」 

到七八十年代，商場才與新巿鎮的發展結合，成為本地社區的消費場所。最成功的例子，是沙田

新城巿廣場。政府與發展商合作，以商場連接社區設施，包括大會堂、圖書館、火車站，除了是

消費場所，也營造社區。Mall City 作者之一，港大建築學院朱慰先副教授說，新城巿廣場成為

社區連繫，以致日後音樂噴泉改建，也引來居民反響。但隨着時代發展，新建的商場少了社區元

素，更將消費主義推向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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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共空間的重要性

http://www.hkpsi.org/chi/publicspace/significance/ 

公共空間是具有獨特「公共性」的一種實體空間，使社會上不分年齡階層種族都可以免費使用，

不同的設計又賦予公共空間不同的功能和特色，使它成為城市中不可或缺的元素。本文集中為大

家分析公共空間在個人、社區及城市三個層面上的重要性。 

個人層面: 延伸私人空間，保持生活質素 

人的活動必需在一個有形體的空間裡進行，公共空間就為我們提供了在私人空間以外的地方去進

行不同的活動。我們日常的活動主要在住所或工作的地方裡進行，這些都是私人地方，一般是比

較封閉的室內空間，而且空間的大小亦會受個人經濟能力及社會階層等因素而決定。公共空間延

伸了我們的生活空間，令我們的生活不限於私人、封閉的地方。 

很多類型的公共空間如公園、海濱走廊或是遊樂場等，都為市民提供地方去進行靜態或動態的休

憩及康樂活動。一些融合了自然環境元素的景觀設計更令市民可以在石屎森林中有親近大自然的

機會，甚至隔絕了城市的煩囂，例如種滿翠綠植物的公園裡可還市民有舒適的地方晨運跑步，兒

童遊樂場讓小朋友有更多設施玩耍。一些在鬧市中的公共空間很多時會設計一些富動感的水體，

讓水流聲掩蓋噪雜的車聲。在商廈附近的公共空間，更可為附近的上班一族提供一個在午餐或下

班時間休息的地方，可與朋友聊天或逃離辦公室的封閉感。 

故此，公共空間可以令我們享用更多的地方及設施去作不同的活動，讓我們建立身心健康的城市

生活。公共空間本身是就是公眾可免費共享的地方，令市民不受社會階層及個人經濟能力的影

響，平等地去享用這些地方及設施，保持大眾整體的生活素質。 

社區層面: 凝聚公共生活，建立社區網絡 

公共空間除了為我們提供了地方去活動，其另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讓城市人享受公共生活 1。這種

生活不但令人不至與社會上其他人士隔絕，而且對一個社區的建立亦尤其重要。公共空間就像大

家家裡的客廳。客廳是一個家庭的活動中心，一家人在此聚談、看電視、玩遊戲等等，是增長感

情的好地方。 

公共空間就是如此是共同享有，可吸引不同的人來活動、交流，亦為社區提供了舉辦活動的地

方，如賣物會、才藝表演或展覽等。 

這些公共的生活令我們多了機會接觸社區內的不同人士，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經意或不經意的面

對面溝通，幫助社區人士建立網絡，使他們對社區更有認同與歸屬感。少了這種網絡與連繫，城

市人就偏向封閉、孤立、冷漠，社區裡亦少了守望相助的精神。例如香港舊日的公共屋邨一般都

在屋邨的中心劃出一大片的地方作公眾休憩空間，令住在狹小單位的家家戶戶有更多空間去一起

享用。這就造就了屋邨裡豐富的公共生活，使居民可互相建立親密的鄰里關係。有專家就分析指

出，現時香港一般市民多了私人的居住空間，同時又少了公共的休憩空間，令市民普遍缺少公共

生活，成為香港人鄰里關係變得愈來愈薄弱的一個原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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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共空間的重要性(續)

城市層面: 平衡城市發展，製造經濟機遇 

在城市層面上，公共空間也是環境、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規劃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城市環境方面，公共空間能平衡城市的發展密度，提供綠化環境。在建築物之間保留作休憩用

途的公共空間以保持空氣流通，改善日光照射
3
，配合綠化的設計更能有效地減低城市的熱島效

應。例如高度綠化的香港公園，設計在商廈林立的中環裡，就成為香港的市肺，潔淨地區的空

氣；不同的自然元素亦能吸引雀鳥等生物，增加城市的生態多樣性，改善城市整體的環境。 

另外，公共空間提供了場所為公眾展示雕塑等藝術品，亦可以作為街頭表演藝人的平台去表演音

樂、雜技、魔術等。一方面讓藝術家能與普羅大眾交流藝術，另一方面增加來自不同階層的市民

接觸藝術的機會，令來自不同背景、階層的人可以直接或間接的互動與交流，豐富城市整體的文

化創意內涵。 

公共空間除了促進文化交流之外，對一個公民社會來說亦是一個重要的資訊分享及意見表達的平

台。公民社會團體可以在公共空間舉行集會、論壇或遊行等活動，與公眾分享訊息及互動，以及

表達對政策或社會現象的意見，引起社會的關注。同時，由於任何市民都有權利使用公共空間，

故此任何市民都可以接觸及參與這此在公共空間的活動。例如在西洋菜南街行人專用區就經常有

論壇及簽名活動，路過的市民都可以自由參與。 

最後，公共空間也是旅遊業發展的重要元素，亦能為地方帶來商機。一些設計優美獨特的公共空

間往往成為外國遊客喜愛的旅遊景點，也是很多城市的地標。例如芝加哥的千禧公園就是世界聞

名的城市公園，而悉尼的海濱連繫了歌劇院及林林總總的咖啡店，加上各式各樣的街頭表演，令

海濱一帶成為了城市的文化地標，都是旅客必到的景點。此外，市民或旅客在公共空間中活動，

無論是行經、停留或進行靜態、動態的活動，都為那地方帶來人流，而人流就為那地方帶來商

機，甚至滋長出很多本土的經濟活動。其中市集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香港，灣仔的太原街由

二戰時期就開始聚集了各式各樣的攤檔，提供了空間讓住在一帶的市民作小本經營的生意，現在

市集更成為了充滿了本土特色的旅遊景點。 

結語：質素比數量更重要 

總括來說，公共空間在個人、社區及城市層面都發揮著不同的重要性。然而，正如前文提到，公

共空間最獨特的在於其「公共性」，令市民可以自由使用去享受公共生活，造就了其不可替代之

處。可是，若公共空間在使用上有過多的限制，或者在設計上不能鼓勵公眾使用，它就不能凝聚

公共生活，令它的重要性大大減低。如果沒有人在公共空間裡享受公共生活，社區網絡就不能藉

此建立，更莫說文化交流及經濟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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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Brief History of the Mall

Richard A. Feinberg and Jennifer Meoli (1991)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all", in NA -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18, eds. Rebecca H. Holman and Michael R. 

Solomon, Provo, UT :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Pages: 426-427. 

America has been "Malled." The "air-conditioned, sanitized, standardized" shopping 

malls "have become the new Main Streets of America" (Consumer Reports, 1986). Along 

with power mowers, "the pill," antibiotics. smoke detectors, transistors, and 

personal computers, the shopping mall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top 50 wonders that 

has revolutionized the lives of consumers (Consumer Reports, 1986). Because 

alternative retail settings may differ in important economic,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shopping mall may exert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consumer behavior. 

Why then has there been so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mall by the consumer research 

community, either as an important setting for consumer behavior or a social and 

consumer phenomenon in and of itself? While we can find Arnold Schwarzenegger and 

Chuck Norris defending malls against evil doers and Michael J. Fox taking off back to 

the future from the mall in recent movies, we would be hard pressed to find a 

scholarly treatment in our best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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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共空間與文化公民－－旺角行人專用區與地下鐵路 (蔡雪華 孔令瑜

鄧寶山 堵建偉)

http://www.ln.edu.hk/cultural/materials/MCSsymposium2006/Panel05/TooKinwai.pdf 

1. 前言

1.1 何謂公共空間？觀念與實踐的界定 

所謂公共空間（public space），泛指政府擁有產權和管理權而公眾又有權進入的 地方，如城市

街道和小廣場、公共屋村的共用地區、公共康體設施、公共文化場館 及其周邊公地等。公共空間

在香港，像所有資源一樣，都有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 當我們以某空間作某用途時，

我們必須考慮有可能犧牲了其他的可能性，但問題是 為何某種用途是勝於其他用途？另外，當決

定某用途時，我們付出了甚麼？甚麼人 的利益被犧牲？ 理論上，公共空間可以是一個任何人都

有權進入的地方，並不需要入場費或其 他費用，典型的例子是大部分的道路（包括行人道、市鎮

廣場和公園等）。 公眾場所作為公共空間，特別是相對舒適的地方，對於想省錢的遊客和露宿者 

來說具吸引力。但許多公眾場所都採取措施杜絕露宿者使用，也間接令平常出入這 些公眾場所的

人造成不便。1 對於公共空間的界定，可從法律、政策、商業運作、使用者等觀念來界定。在 香

港來說，公眾場所至少在法律上較容易界定，正如上文對公共空間的說明一樣。 但不同場所怎樣

成為一個公共空間，則需要考慮具體的情況。例如那是甚麼地點、 甚麼人使用、有沒有政府的規

管、該地方是改了甚麼的形象等。從文化研究的角度， 所關注的是在文化向度上的含意。地方

（place）可以單單是一個物質上的範圍，但 從使用上，卻展現了空間（space）的含意。故此，

以公眾地方而言，對不同的人來 說，可以產生不同的空間性（spatiality）。 本文是試圖從具

體的操作，探討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在具體場域中，如何 塑造公民身分

（citizenship）。我們以旺角行人專用區和地下鐵路為例，檢視兩個公共 場所作為公共空間，

如何成為一個角力場（site of struggle）。在這個角力場中，公民身 分如何被塑造。一方面公

共空間受著政府的規管、制度上的操控、消費主義的支配 等：另一方面，不同身分的人／群體，

運用有限的空間和不同的策略，爭取他們的 （公民、社會和文化）權利，從支配中重索

（reclaim）他們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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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私有化是什麼？ (廖化 編譯)
《先驅》第 54期，1999年 11月

http://www.workerdemo.org.hk/0000/5407T.htm

私有化一詞含有多方面意義。我們這裡的定義從寬，包括了：把公營企業或資產

的全部或局部賣給私人；把公營事業外判；把政府部門按競爭性及削減成本的方式重

組。具體方法包括： 

（一）把公營資產全部或局部賣給私人公司，又或是把股份上市出售；

（二）把服務外判。這種方式的私有化雖然沒有乾脆出售公產，但其控制權則透

過合約落入私商手中。合約用競投獲得，通常是價低者得； 

（三）對公營服務的種種監管加以撤消。特別是對那些已出售的壟斷性企業會這

樣做； 

（四）公司化。這種方式不涉及買賣公產，但是按私人公司結構去重組公營服

務。有時同一公司各部門間的相互服務也當成買賣關係，這就是所謂企業的「內部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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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想的公共空間
http://www.hkpsi.org/chi/publicspace/ideal/

公共空間是城市不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它的形式及功能可以反映一時一地的生活質素。現今社會

對公共空間的基本要求，自是從它有否容納公共大眾的角度考量。理想公共空間的定義固然因人

而異，但為了提供一個清晰而客觀的標準予以參考，我們大致可從以下四個層面評定一個公共空

間的狀況： 

暢達性 (Accessibility) 

社會上每一個人，不論性別年齡、種族膚色、語言能力、社經地位，皆應享有自由進出公共空間

的權利，而暢達性 (Accessibility) 就是在這方面評估公共空間的相關標準。一個理想的公共空

間應該盡量保持開放、交通便捷、地理位置易見可達、主要進出口清晰寬闊、並附設無障礙通道

1，以方便鄰近社區享用及照顧有需要的人士。故此，公共空間在設計及管理上不應限制某部分人

的進出。例如，早年有私人屋苑隱瞞契約上列明的公眾平台花園的使用權、並在其出入口上鎖，

或有些則把公共空間設計在不方便的地方（如要經過私人地方才能抵達的平台）等等，均是阻礙

暢達性的做法。 

環境與設施 (Environment & Facilities) 

此外，公共空間作為促進市民日常活動的場所，必須具一定質量的設施 (Facilities) 供大眾使

用。設計得宜的休憩及園境設施，如座椅、照明、步道、林蔭、水體等，可以提供一個舒適的環

境、吸引公眾逗留舒展。適當的遊樂設施及表演場地，亦能靈活地為有著各樣喜好的市民提供多

元化的文娛康體選擇。相反，過份陰暗和封閉、或是有欠清潔的環境除了讓使用者感到侷促不

適，更會引來有關人身安全的憂慮而使人卻步。因此，衛生情況、舒適度、安全性等都是重要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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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平等機會委員會-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

2010年 6月  http://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FI_Ass_c.pdf  

主要調查結果摘要 

10. 《設計手冊 1997》為調查期間行使中的守則，《最後草本 2006》對其作出優化，亦成為

《設計手冊 2008》的主體。當某項設計未能符合 1997 標準，也就不能達 2008 標準。為方便區

別起見，調查以 1997 標準作為參考。每類目標處所的無障礙通道/設施審核結果如下：

a) 屋邨 – 雖然難以為樓齡不同屋邨作直接比較，但 1997 年後興建的屋邨一般提供較佳的無障

礙設施，較能符合《設計手冊 1997》，例如屋邨入口和升降機到達每個層樓。值得注意的是

1997 年後落成的屋邨不是在各方面都較舊屋邨優勝，例如設施的設計特色。

b) 公共屋邨內的商場 – 1997 年後興建的商場提供較佳的無障礙設施，符合《設計手冊 1997》

的程度較高，而 1997 年前落成商場的設施只能部分符合《設計手冊 1997》或完全不符合。

c) 公共屋邨內的停車場 – 進行審核的兩個停車場有至少一個暢通易達停車位，設在無障礙入口

附近，但兩個停車場皆沒有暢通易達升降機。而為低視力人士而設的設施大致不足。

d) 街市 – 1997 年後落成的街市提供較佳的無障礙設施，例如：升降機、洗手間、視像警報和

觸覺點字及觸覺平面圖。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 1997 年後落成的街市內所有主要無障礙設施

完全符合《設計手冊 1997》的要求。 

e) 文化設施(公共圖書館、體育館、會堂、博物館) – 全部都是 1997 年前興建，沒有一所文化

設施提供的主要無障礙設施能完全符合《設計手冊 1997》。一間博物館內無障礙設施能在較多方

面能完全符合《設計手冊 1997》的要求。

f) 社區會堂和社區中心 – 提供主要無障礙設施的情況參差，而最舊的處所 iii (建於 1960 年

代末)提供的主要無障礙設施最少。

g) 政府合署 – 建築年期由 198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不等，當中最舊的一所合署卻配備有最多

能完全符合《設計手冊 1997》標準的設施。調查過程中發現有操作障礙，這相信是由於缺乏保養

和職員意識不足所致，例如：觸覺引路帶的位置不當、通道受阻、設施高度問題和誤用暢通易達

洗手間和暢通易達停車位。 

h) 政府健康中心/診所 – 其建築年期由 1950 年代末至 2002 年不等，但 1997年後落成的處

所在提供能完全符合《設計手冊 1997》的無障礙設施方面只稍為優勝。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最新

於 2002 年落成的中心所提供的各項主要無障礙設施也未能完全符合《設計手冊 1997》。

http://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FI_Ass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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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續)

i) 康樂及其他設施 – 這類處所的樓齡和建築物類別極之繁雜，最古老的建築已超過 100 年且

被列入古蹟，而最新的建於 2006 年。只有一個運動場提供完全無障礙入口，而其他地點提供的

入口只部分符合《設計手冊 1997》。具文物價值建築物的地點沒有為輪椅使用者提供任何無障礙

入口。

j) 重新檢查平機會於 2000 年曾調查的三個出租公共屋邨的無障礙通道/設施情況 – 在全部三

處地點觀察所得，只進行了有限的改善，即使有些改善不會過於困難(例如：設置標誌、在梯級設

扶手或在升降機設聲音報訊)。各屋邨的落成年期由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不等，但較新的屋邨

在處所和設施方面提供的無障礙設施較佳。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聽障、視障人士以及行動不便人

士，無障礙情況並無顯著改善。

http://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FI_Ass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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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領展網站

http://www.linkreit.com/TC/corporate/Pages/The-Environment.aspx 

綠化領展 

為提高社區的環保意識及為顧客營造綠色的購物環境，領展在旗下物業的屋頂及外牆進行綠化工

程。我們的樹木及斜坡團隊執行園藝維護及改進合約，包括於 2016/2017年度投資逾 1000 萬港元

以改善維護及綠化改進工程。於回顧年度內，我們在物業組合種植超過 13.5 萬棵植物，並致力盡

可能種植本土植物。 

綠色天台是改善城市環境及盡量提升園林效率的新選擇。愛民廣場及赤柱廣場已建有綠色天台，

赤柱廣場亦已興建綠化牆。在物業四週栽種植物有助過濾附近的空氣，綠色天台亦為鄰近居民提

供額外公共綠化空間。領展推行園林綠化對維持我們所屬社區居民的健康及福祉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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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A.N.D.S商場天花剝落一事
https://zh-tw.facebook.com/%E8%AD%9A%E9%A7%BF%E8%B3%A2-Tam-Chun-Yin-1724888254422013/

譚駿賢先生 Facebook 專頁截圖 

HANDS天花剝落情況(取自譚駿賢先生 Facebook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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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荃新天地文化活動(手作市集)

https://www.facebook.com/citywalk.hk/posts/10155841780785576 

荃新天地 Facebook 專頁截圖 

取自荃新天地 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itywalk.hk/posts/1015584178078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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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荃新天地文化活動(手作市集)

Citywalk x LOCOLOCO －《夏祭・週末市集》(heisonchung) 17/06/2017 

http://www.pixelbread.hk/news/2017-06-17-2000 

Citywalk x LOCOLOCO －《夏祭・週末市集》 

六月份，荃新天地聯同 LOCOLOCO合辦 Citywalk X LOCOLOCO －《夏祭・週末市集》！ 

是次市集將以受香港人喜愛的日式祭典作主題，現場除日式祭典佈置外， 

主辦單位特別搜羅多達 60 個特選手作及設計小店，售賣數百款手作精品及配飾， 

另外於活動期間，現場將會有多個藝術工作坊及日式夏祭小遊戲，內容豐富絕對不容錯過！ 

日系女僕 介紹日本女僕文化 

是次市集特別邀請到 「Maidese 妹抖語 メイド語」到場參加。 

「Maidese 妹抖語 メイド語」由熱愛日本文化、在港 Cosplay超過十年及擁有多年扮演女僕經驗

的同好組成。 

活動期間，有關市集攤檔將會有日系女僕當值做店長，為大家介紹 

現時日本的女僕文化及售賣女僕手作飾物及女僕周邊， 

如即影即有、小遊戲、生寫照片。屆時人氣 Cosplayer 亦會現身於現場，與大家見面合照！ 

精選小店 手作創意 

市集約有 60個特色攤檔參與，其中包含大量本地手作及自家設計品牌，例如有以運用 

保鮮花藝作擺設及飾物設計的「八拾花火」、以不同的元素和材質與建築用水泥結合， 

製作出簡約飾物及家品的「C3CraftStudio」、及以個性化主題為客人特製獨一無二 

電話殼的「Dreamy.Case」等等。 

連串精彩表演 大派消暑禮品 

市集兩日各有連串精彩表演環節！6月 24日香港唱作女子組合「SIS樂印姊妹」會於現場自彈自

唱，為大家演繹多首清新小品；而 6月 25日就會有小丑扭氣球同雜技表演，為大小朋友帶來無限

歡樂！另外大家只要讚好荃新天地 Facebook專頁就可以免費獲贈和風祭典扇*，以及《Yeo's》全

新推出的 Fun Cola*，使大家可以於炎炎夏日降温消暑！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夏祭活動必玩 日式釣水球體驗工作坊 

於日本夏祭活動，釣水球環節是必備的。是次釣水球將會以工作坊形式推出， 

參加者可以透過學習綁紙勾的技巧再親身體驗釣水球的樂趣，所有工作坊參加者最後 

亦可帶走精美日式水球作紀念！另外市集亦設有日式紙扇及紙傘填色 DIY工作坊， 

參加者可以發揮創意，於日式紙扇及紙傘上面任填任畫，自製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

http://www.pixelbread.hk/news/2017-06-17-2000


44 

17.商場文藝化 統籌人才渴市

大型商場人流極多，故不少展覽都選擇在商場內舉辦，而商場亦增設文化藝術的活動，既奪目又

能吸引藝術愛好者。因此，市場上開始出現「商場文化項目統籌」這類較新的展貿工種，部分僱

主也不介意聘請工作經驗不多、但具備相關統籌知識的年輕人；有志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的人士，

不妨朝這方向積極裝備。 

為了幫商場增添藝術氣息，不少商場均設立文化項目統籌職位，吸引年輕人入行。 

為了幫商場增添藝術氣息，不少商場均設立文化項目統籌職位，吸引年輕人入行。 

大量職位空缺 

傳統商場舉辦各類型活動和展覽，都由公關或項目統籌人員負責籌辦及推廣，不過，近來香港愈

來愈多商場趨向舉辦藝術文化主題展覽，邀請藝術家前來參展。因此，商場籌辦這類型活動就需

要更多具備文化藝術知識的人士協助，令「商場文化項目統籌」這類職位應運而生。 

Manpower香港及澳門營運總監余美珠表示：「市場對展覽文化人才的需求上升，除了西九文化

區、博物館、藝術館等地方之外，商場、私人品牌宣傳活動等均需要相關人才，因此預計年內將

增加最少 10,000個就業空缺。」 

有助吸引人流 

對於商場頻頻開辦藝術文化活動，入行約 8年、目前正負責商場內項目統籌工作的 Cherry Wong

表示：「商場展覽加添了藝術成分，有助吸引更多人流，這是文化項目統籌的首要任務。而我近

年亦安排過一些跟宮殿文物、古董、歐洲藝術有關的項目。應付這類展覽，需要花時間做資料搜

集，深入了解藝術家或展品的背景，而在與外國或內地藝術家商討展覽細節時，亦要加倍注意語

言上的溝通技巧。」 

Cherry補充，舉辦藝術項目時，要一併考慮藝術裝置的擺放方式、購買保險、運輸、場內保護展

品等問題，亦要考慮到大眾對藝術品的認識程度，有需要在場內設置更多資料介紹。而文化項目

統籌本身的工作會涉獵很多不同領域，除了藝術文化相關知識，亦要積極建立人際網絡，有助更

有效地完成推廣工作。 



評語

 整體背景及焦點問題尚算清晰，能針對題目運用合適的方法去搜集

資料，資料來源尚算豐富。

 在 B 部，能選取與探究相關的概念，例如「可達度」，但對題目所

涉及的重要概念「公共空間私有化」，則有點混淆，有時似將領展

取代政府管理視為「私有化」  ，有時卻又指原本的公共空間被畫

入了私人物業的管理範圍，例如在頁 7，為何把公共空間私有化的

商場才有綠化地帶？考生應該說明選取某些商場作比較的理據。

 考生嘗試從三個角度探究，也有從正反方面進行探究，並運用資料

加以佐證，這是恰當的。

 然而，考生沒有解釋用什麼準則衡量這些角度。在 D 部（頁 18），

考生判斷的結果是「弊多於利」，但在沒有提出明確準則的情況下，

是否由於文化和社會是弊多於利，因而在二對一的情況下，總結出

是弊多於利？還是因為社會和文化的重要性較大？

 應就有關環境、社會和文化三方面的範圍和焦點加以說明，例如頁

11，文化活動的討論與探究有什麼關係？在社會方面的探討，考生

傾向探討商場內的店舖和貨品售價，未能有效對準公共空間來解

釋。

 總的來說，探究有條理，資料恰當，也有作多角度的探究，但說服

力應可加強，也須恰當地使用圖表，例如頁 6 的研究對象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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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lem Definition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there is a rapid growth of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The increase of social media results in the incline of the popularity of social affairs. 

As social media has integrated into our daily life, it motivated various kinds of social 

movement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These activities may either increase or decline 

the social cohesion. Therefore, whether the rapid growth of social media can weaken 

or strengthen the social cohesion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and there is a dilemma in the 

community. 

On one hand,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provides an open,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people access to information easier. They can eve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organize activities by themselves. In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1
caused great damage

to the city. Thus, the public was inspired to donate money to those victims by using 

social media. It was successful in increasing the public attention to the events, as it 

raised 1.4 million in Hong Kong for disaster relief. These events were able to increase 

the social harmony in the society. Thus, the above case reflects that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can bring out positive outcomes and is able to enhance social cohe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also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social 

cohesion. Thi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collective actions done by the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2
in 2014 is a good example. There were

around 1.3 million people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movement, most of which were 

mainly affected by social media such as Facebook. The political parties were using 

hashtags on Twitter and Facebook to encourage citizens to join the movement. With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the request spread fast. It encouraged more people to join the 

revolution to fight for democracy. In this event, the participants wer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parties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Thus, it 

came out with two opposing political groups. This led to social instability. Therefore, 

the above issue shows that the rapid growth of social media can weaken the social 

cohesion in Hong Kong. 

In conclusion, the aim of this report is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rapid growth of 

social media can enhance social cohesion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cohesion, the impacts lead by social media, the view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etc.  

Methodology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on this issue are collected from the document, such as 

article and news, etc. 

1Sichuan earthquake : http://hk.crntt.com/crn-

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7&kindid=0&docid=100647643 
2
Umbrella Movement: http://www.abc.net.au/news/2015-09-28/timeline-hong-kong-

umbrella-movement-one-year-on/6802388 

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7&kindid=0&docid=100647643
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7&kindid=0&docid=100647643
http://www.abc.net.au/news/2015-09-28/timeline-hong-kong-umbrella-movement-one-year-on/6802388
http://www.abc.net.au/news/2015-09-28/timeline-hong-kong-umbrella-movement-one-year-on/680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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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ing questions: 

 What is the trend of using social media in Hong Kong?

 What is social cohesion?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cohesion in

Hong Kong?

 What are the view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Can the rapid growth of social media enhance the social cohesion on Hong

Kong?

Table1 indicate that how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led to the citizens take part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or social movements 

Events Type of social media 

used 

Effects of using social media 

Fundraising to help 

the casualties in 

Sichuan earthquake 

News(via TV: 24hours 

news report), Facebook 

etc. 

Raised 1.42062 million for disaster 

relief 

Umbrella Revolution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etc 

1.2million of people take part in the 

movement 

2016 Mong Kok 

civil unrest 

Mainly Facebook Instant appeal led to 300people on 

the spot 

(474 words) 

Source1  Politics has always been a source of innovation in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Source from Agence Tesla
3

3
Chat Activism:  https://www.slideshare.net/AgenceTesla/the-patch-social-media-digital-

innovation-updates-november-2014-when-mobile-money-meets-messaging-apps-and-

social-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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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elevant Concepts and Knowledge/Facts/Data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is a platform for people to interact, share thoughts, and collaborate. 

As people make use of its convenience,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n the society has 

greatly increased. According to the blog
4
, 96% of Hong Kong’s smartphone users

browse the internet every day. Moreover, in Hong Kong, there are near 4.4million 

Facebook users, which is more than 50% of Hong Kong’s population. It shows a 

large difference when compared to data ten years ago. All of the above reflect that 

social media has had a rapid growth in utilization and it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in our community. 

Social cohesion 

Social cohesion
5
is paramount in the society. It is a set of characteristics that keep a

group able to function as a unit. It can also refer to as a ‘bond’ or ‘glue’ that integrates 

the citizens in the society. In addition, social cohesion
6
can be explained by social

norms. Norms involve the standard of conduct, behavior and help a group work well 

together. By ignoring the norms, it will lead to discipline problems and hence weaken 

the social cohesion. A weak social cohesion may lead to many problems in the 

community. For instance, citizens may have discontent feelings and that results in 

different kinds of social movements. 

As it is said that social cohesion is a kind of bonding in the society, it involves 

various relationships. For instance, there i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7
refers to a bond between two or more people. This can

bring individuals close to each other and hence develop a stro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t can be developed between individuals when they are working in the 

same organization or team, through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even friendship.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must involve similar interests and 

common goals.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better if they come from similar backgrounds. 

Also, a goo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s ideal and integrity. It is significant, to be honest in a relationship. 

4
Social media usage in Hong Kong: http://www.go-globe.hk/blog/social-media-hong-kong/ 

5
The definition, measur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hesion: 

http://www.un.org/esa/socdev/egms/docs/2014/LarsenDevelopmentinsocialcohesion.pdf (page2) 
6
Definition of social cohesion: http://study.com/academy/lesson/what-is-social-cohesion-definition-

theory-quiz.html 
7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ttp://www.managementstudyguide.com/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htm 

http://www.go-globe.hk/blog/social-media-hong-kong/
http://www.un.org/esa/socdev/egms/docs/2014/LarsenDevelopmentinsocialcohesion.pdf
http://study.com/academy/lesson/what-is-social-cohesion-definition-theory-quiz.html
http://study.com/academy/lesson/what-is-social-cohesion-definition-theory-quiz.html
http://www.managementstudyguide.com/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htm


6 

Howev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2014, there were different political 

ideologies aroused. Peers hold opposite ideas leads to conflict. Especially for 

teenagers, they express their opinion on social media very often. As each side wants 

to withstand their thought is right, they may defend others on social media. This 

somehow causes cyber-bullying and th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ecomes worse.  

Social participation
8
 

Social participation (also social engagement) refers to one’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ffairs, and hence brings changes to the society or government. People engage in 

social activities aim at balancing the power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government, by 

different channels such as demonstrations. Besides, the term emphasizes one’s 

participation should not be forced by the others. Also, through engagement,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of ideas can occur between various parties. 

(470 words) 

8
Social participation: 

http://www.who.int/social_determinants/thecommission/countrywork/within/socialparticip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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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depth Explanation of the Issu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cohesion.  In 

fact, social media can enhance and weaken the social cohe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cohesion in Hong Kong 

Nowadays, social media dominate our daily life.  Citizens who use social media 

can approach to various kinds of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Hong Kong Red Cross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 (BTS)’s Facebook page
9
, they urge for urgent blood

donation due to the lacking of certain blood type reserves. It shows that the BTS 

utilize social media to appeal to the general public to support blood donation as well 

as patient’s life.  Such action can effectively trigger citizen’s empathy, and provoke 

them to donate blood. Then,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encouraged to donate blood 

for Hongkongers.  

This reflects social medi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hich related to one’s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In this issue, social media bring Hongkongers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common goal---- saving people’s life.  This event also increases the socio- 

participation of Hong Kong citizens as well as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m due to 

their contribution. Therefore, we can consider the social media has an obvious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cohesion. 

Views 

 Opinion against social media can enhance the social cohesion in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citizens, they often think that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s harassing.  

Network public trial
10

is a paramount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ocial

media on social cohesion.  Network public trial usually occurs on social media. 

People put on a trial on social media when they think something is injustice and 

nonsense. 

According to the news report in 2017 from Apple Daily, there are 73%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fraid of sitting priority seat
11

.  As once they sit, they think

that someone may take a picture of them and upload on social media in an effort to 

blame them sitting but not offering a seat to the needy.  Usually, those who take the 

photo on them are the adult.  In the videos or photos, those adult only blaming the 

young not offering their seats to the needy as they consider the teenagers are strong 

enough and no need to sit. 

9
 Hong Kong Red Cross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 (BTS)’s Facebook page:https://zh-

hk.facebook.com/BloodForLifeHKRCBTS/posts/1178204495542321 
10

 Network public trial : http://stedu.stheadline.com/sec/sec_news.php?aid=1043&cat=8&subcat=21 
11

 Offer priority seat: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118/19900615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118/199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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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ides, the netizens only reckon that the teenagers are rude, unfriendly and not 

empathic.  However, they seldom reflect those who are sitting also the needy as well. 

The citizens believe that such an action creates a panic in society.  Also, for those 

who are taken in the photo, they may feel uncomfortable and scared whenever they 

are taking public transport. They hate those people who always give a patronizing 

attitude in order to get a seat from the young.  These create a vi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Hence, the social cohesion is undermined as network public trial 

makes the citizens feel jittery and uncomfortable. 

Apart from the citizen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one of the stakeholders 

in this issue.  They believe that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s leading to political unrest 

and further deteriorated social cohesion easily.  In 2014, there was an Umbrella 

Revolution in Hong Kong.  An article from CNBC illustrates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s a key to spread the revolution’s idea
12

. The founder of Scholarism, Joshua Wong,

said he mainly use Facebook as a channel to spread the movement’s information.  

Moreover, during the beginning day of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Twitter had already 

indicated that 1.3 million tweets about Hong Kong were recorded.   

As a result of the social media, the number of protesters keeps rising.  They 

eventually separate into two antagonistic parties which are the yellow ribbon and blue 

ribbon.  The society has started to become two groups and thus making a lot of 

collisions.  The existence of such parties represents different ideas thus leading 

conflicts in society and social disharmony.  As the two parties are people who either 

support or agains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social 

media has posted a menace to weaken the social cohesion.  The Government blamed 

that the revolution which mainly stirs up on social media has led to the split of the 

society.  They found that the citizens are not willing to trust the policy or any action 

form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y realize their policy is hardly accepted by the 

public. Since the Government plays a vital role in ruling the society, if there is often 

ideology conflicts occurred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social cohesion will weaken day by day.  

Furthermore, stakeholders such as the police force believe that social media 

somehow weaken the social cohesion. Hong Kong Indigenous is one of the Hong 

Kong’s pressure groups.  They supported the Mong Kok civil unrest (also known as 

the Fishball Revolution) in 2016
13

.  In this movement, the reason why they could

appeal many participants is totally because of those pressure groups make use of the 

social media mainly Facebook and Twitter to call for a large scale of support.  Since 

the policemen and the protesters both use violence in order to suppress and express 

their views towards the unrest respectively, it eventually turns out a chaos.  Due to 

12
Umbrealla Revolution: http://www.cnbc.com/2015/09/16/social-media-key-to-hong-kongs-occupy-central-fight-for-democracy.html 

13
 Hong Kong Indigenous: 

https://www.hk01.com/%E6%B8%AF%E8%81%9E/10707/%E6%9C%AC%E5%9C%9F%E6%B0%91%E4%B8%BB%E5%89%8D%E7%B7%9A-

%E5%BE%9E-%E5%B7%A6%E8%86%A0-%E6%BC%94%E8%AE%8A%E8%87%B3-%E4%BB%A5%E6%AD%A6%E5%88%B6%E6%9A%B4- 

http://www.cnbc.com/2015/09/16/social-media-key-to-hong-kongs-occupy-central-fight-for-democra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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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action, the policemen surmise the demonstrations organized by the pressure 

groups have created social instability
14

.  Social media brings protesters together and

create a clash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15

.  Citizens began to feel

disappointed about the violence that the policemen made.  They will not respect the 

policemen as much as before. Thus, without a common cult to police as before, social 

cohesion is notably degraded.  

Views 

 Opinion supporting social media can enhance the social cohesion in Hong Kong 

Some citizens think that social media can enhance the social cohesion.  As 

almost everyone has a social media’s account such as Facebook.  News and 

information can spread so fast around the society.  Some people make use of the 

convenient of social media, to organize some community activities such as donation 

of clothes, blood, fundraising to help the casualties who are suffering.  

 In 2014, there is a well-known activity called Ice bucket challenge which is an 

event to fundraise in a bit to help those people suffering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16

.  Participants have to pour a bucket of ice water on their body and

then give a nomination.  The process is recorded and uploads on social media.  A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itizens are nominated, this activity becomes popular.  Two 

months later, the ALS Association had already raised USD220 million in the world.  

The unprecedented success undoubtedly uplifted the citizens.  They think social 

media has connected them together, provides a way to work for a common goal and 

share their pleasure of success. In this way, they believe social media is able to 

enhance social cohesion. 

Besides, in the views of businessmen, they truly agree that social media will 

enhance the social cohesion. With reference to Hong Kong Youtuber Fox Yu, one of 

the founder of Hong Kong based production team Bomba, he mentioned that there are 

many corporations (including Watson and Sony, etc) sponsor them in a video they 

make and upload on YouTube to gain audience’s support for their products.  As they 

have gained a wide support and fame as a Youtuber (about 455,000 subscribers on 

YouTube), they can make use of their video to promote the products to their 

viewers
17

.  Given that many people utilize social media, there i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businessmen make advertisements on social media in order to approach to a large 

extent of people. The businessmen think there will be more people know their 

products or service deeply.  Hence, they believe a trend that attracts people to buy the 

14
 The Fishball Revolution: https://coconuts.co/hongkong/features/fishball-revolution-social-media-

reveals-divided-response-to-mk-riots/ 
15
警民衝突: http://www.thirdside.org.hk/post/read/152 

16
 ALS: 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60728001814-260804  

17
 Social media marketing:  http://hkmb.hktdc.com/en/1X0A3BNG/market-spotlight/Marketing-via-

Social-Media 

https://coconuts.co/hongkong/features/fishball-revolution-social-media-reveals-divided-response-to-mk-riots/
https://coconuts.co/hongkong/features/fishball-revolution-social-media-reveals-divided-response-to-mk-riots/
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60728001814-2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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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is developed.  Citizen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obsessed with the same item 

bring them together.  It can also br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ies (e.g. two political 

groups with opposite ideas) together, as there is no collision between their beliefs.  

Besides, if someone claimed that the advertisement is cheated on social media, people 

unite and oppose the use of that item. They can easily strike the chord with each other. 

Since a common trend is created in society, this can greatly gather people.  Therefore, 

social media can drive people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achieve social cohesion.  

These show that businessmen consider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mproves the social 

cohesion. 

In addition to the views of the pressure groups, they consider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in enhancing social cohesion.  Hong Kong pressure 

group like Demosistō often uses social media such as Facebook to launch campaigns 

and movements to fight for the rights of Hongkongers
18

. They consist of a wide range

of policies, for instance, human rights and various kinds of social issue.  Usually, 

these current affairs are able to generate a joint force in society.  Therefore, the 

pressure groups want to make use of the social media to establish a power to gather 

people to strive for the common goal. There are numerous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thus the relationship is genuinely ameliorated.  Hence, the pressure groups 

reckon the atmosphere in the community becomes harmony and social cohesion is 

boosted.  

In conclusion,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concerns people from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 the citize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police force, businessmen and 

pressure groups.  They think the social media probably enhance or weaken the social 

cohesion.  

 (1562 words) 

18
 Demosistō : https://www.demosisto.hk/@demosisto 

https://www.demosisto.hk/@demosi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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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Judgment and Justification

After the above discussion, to a small extent, I agree that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can enhance the social cohesion in Hong Kong. Despite the fact that social media 

gives a few platforms and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there 

is some potential risk of social media on social cohesion. 

Opinion 

Political Aspect 

      Firstly, I deem that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may wreck the social cohesion, and 

further undermine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citizen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the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in 2017, one of the candidates 

John Tsang Chun Wah often makes use of Facebook to promote himself and appeal 

for wide support. His posts on Facebook have almost 300,000 likes. And, he receives 

HKD 15.3 million donations for his election
19

.  This somehow shows that Facebook

allowing people with the same political ideologies come together and supporting the 

same person they like. There is a bonding between them.  

     It seems that social media can always enhance social cohesion.  However, it is not 

the case.  In 2014,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broke out and the pressure group 

members make use of the social media such as Facebook, Instagram, and Twitter to 

urge people participate the revolution
20

. Through this action, there are two opposite

parties which are known as yellow and blue ribbon emerges. As the two parties 

withstand their own stance, they have serious ideology conflict.  Personally, I think 

the problem of social diversity become worsens. Although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had marked an ended after 79 days, its repercussion still remains now. In 2017, there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wo parties. Whenever there is a policy introduced, the society 

will arise two parties which one will turn down the policy and the one will support 

the Government. They never step down.  So, the Government has challenges 

whenever they need to carry out a policy.  As citizens are really concern about their 

cities, they always make use of the convenient of social media especially Facebook 

page to promote their political idea and also their views on different issues. Day by 

day, this leads the society diverse into two parties. The bonding between the citizens 

deteriorated ow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political idea and this somehow related to the 

post on social media.  

Compar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in regard of prescription, social 

media genuinely bring more cons to social cohesion than pros. In John Tsang case, 

social media only bring a relatively small group of people to support his election. 

The period that can gather people and further increase the social cohesion lasts 

19
 Tsang Chun Wah makes use of Facebook: http://www.thestandard.com.hk/section-

news.php?id=182349&story_id=47313205&d_str=20170428&sid=11 
20

 Social media as a catalyst: http://socialmedia4nonprofits.org/blog/5-movements-

where-social-media-was-a-big-catalyst-for-social-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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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ly.  Moreover, considering the coverage of this issue, it can only arouse those 

supporters with the same ideal with him, but not all Hongkongers. In contrary, 

political events like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and Fish Ball Revolution caused huge 

negative impacts to social cohesion.  

Firstly, the effects last longer because these events establish two distinct parties, 

the yellow and blue ribbon.  Nowadays, there are still political conflicts occurred 

between two parties.  It shows that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can give tremendous 

negative impacts to the harmony of society. Furthermore, compared to the coverage 

of the events,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aroused all Hong Kong people attention. 

Also, the Revolution generates about 1.3 million of participants
21

. While John Tsang

uses Facebook can only arouse around 2000 people to attend his rally
22

. Hence, all

these indicate that the social media create more negative effects than the positive to 

social cohesion when considering the time and the coverage.  

Social aspect 

Secondly, I realized that there are more non-profit groups use social media to 

fundraise.  They will call on the citizens to donate money in order to help the 

casualties
23

.  This action probably brings citizens together as they have the senses of

empathy towards their bitter situation. It seems that social cohesion can enhance 

through social media.  

         Yet, in recent years, it is obvious to see social media is always becoming a role 

in disrupting social cohesion.   In September 2012, a rally broke out in Sheung Shui. 

The protesters aim at opposing the cross-broader parallel traders for creating nuisance 

in the community
24

. The movement is initiated by Facebook.  In the beginning, there

are not many people participate.  However, since people start to realize their daily life 

is truly disturbed by the parallel traders, the message of convening citizens to support 

the unrest was spread rapidly through Facebook. This event even aroused people from 

the different district like Sha Tin and Tuen Mun which are also suffering the problem 

of overflow of parallel traders as Sheung Shui. The situation even went worse when 

the chief public transport had come into stagnation. This greatly affects citizens’ daily 

life.   

21
 The percentage of participants in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http://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features/hong-kongs-umbrella-protests-

were-more-just-student-movement 
22

 John Tsang ‘s rally:  http://www.scmp.com/news/hong-

kong/politics/article/2081904/thousands-show-support-john-tsang-campaign-rally 
23

 Fundraising: https://www.facebook.com/HKFRC/ 
24

 Sheung Shui rally: http://www.scmp.com/news/hong-

kong/article/1037962/protesters-rally-sheung-shui-against-cross-border-parallel-

traders 

https://www.facebook.com/HKFRC/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037962/protesters-rally-sheung-shui-against-cross-border-parallel-traders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037962/protesters-rally-sheung-shui-against-cross-border-parallel-traders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037962/protesters-rally-sheung-shui-against-cross-border-parallel-tr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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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ove shows that social media does bring more negative effects to social 

cohesion than the positive ones.  Since fundraising only lasts for a week or few weeks 

which only depends on the time that some natural disasters or accidents happened, it 

cannot make any enormous impacts to social cohesion. Even it does, it is a short term 

impact. Yet, events like Sheung Shui rally and network public trial caused great 

impacts to social cohesion. According to Charlotte Höhn, the author of Demographic 

Challenges for Social Cohesion, social cohesion is considered the ability of a society 

to maintain the well-being of its members and lessen disparities
25

. As these incidents

aggravates the contradictory between Mainlanders and Hongkongers, the bond in the 

society has greatly weakened, no matter how hard we use social media to spread 

positive energy,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rebuild the bonding between citizens.  Besides, 

example likes network public trial is a long-term problem to the social cohesion. As 

these incidents cannot be solv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create conflicts, this 

deteriorated the bonding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itizens. Thus, I think social 

media cannot improve social cohesion. 

Cultural aspect  

          In addition, to create a collective memory, social media is one of the methods 

nowadays. In 2015, a celebrity called Tseung Chi Kwong who once sang a rap song 

for McDonald’s advertisement in 1989, he made an adaptation of his own song to a 

song related to Big Mac which is the signature food in McDonald’s.  This song had 

gained around 800 thousands views a night
26

. Also, the song provokes the citizens’

collective memory.  It seems that social media can increase social cohesion. However, 

I think it only gives positive impacts superficially. 

      I reckon the true picture is that social media has always performed a fundamental 

platform which lessens the social cohesion. Language is considered an element of 

culture
27

. In 2014,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Bureau proposed their intent to teach

Chinese language in Putonghua
28

.  It stimulates a tremendous comment on this issue

via social media.  We, Hong Kong people always believe that Cantonese is our 

mother language.  Thus, Hongkongers do not agree with such policy, and then they 

express their opposition on social media. Yet, there are a growing number of 

mainlanders live in Hong Kong. They probably consent schools teaching Chinese in 

25
 Demographic Challenges for Social Cohesion by Charlotte Höhn: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PNIUGnkclCQC&pg=PA28&dq=social+cohesion+definition&

hl=en&sa=X&ved=0ahUKEwi16e-

dluPTAhVIgLwKHfEvCzAQ6AEIIDAA#v=onepage&q=social%20cohesion%20definition&f=false 

( page 28) 
26

 The advertisement song by Tseung Chi Kwong: 
https://hk.celebrity.yahoo.com/news/%E7%98%8B%E5%82%B3%E8%94%A3%E5%BF%97%E5%85%89-

%E7%9B%B8%E9%80%A2%E4%BD%95%E5%BF%85%E6%9B%BEbig-mac-%E7%B6%B2%E6%B0%91-

%E5%A5%BD%E7%AC%91%E5%88%B0%E8%82%9A%E9%A4%93-224528923.html 
27

 The elements of culture: http://open.lib.umn.edu/sociology/chapter/3-2-the-elements-of-culture/ 
28 A page about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in Putonghua: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

development/kla/chi-edu/qa-secondary-p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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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onghua. Owing to the opposite opinion exists, conflicts occurred in society. In my 

opinion, citizens often consider social media as a suitable platform for them to convey 

their viewpoint and raise attention. They ‘fight’ on social media frequently and the 

society began to diversify.  Besides, I think such a concerned issue, there must be 

innumerable comments generated on social media, this further compound the problem 

which is the decreasing of social cohesion. Day by day, the bonding between citizens 

deteriorated and the social cohesion is undermined. 

In cultural aspects, I think the negative impacts outweigh the positive ones. In 

the policy of teaching Chinese in Putonghua, this triggers almost all aspects of people 

concern. Also, this involves tremendous stakeholders especial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has created much attention in society. Moreover, the cultural continuity 

that citizens concerned will be broken and thus increase a depressed atmosphere in 

society. Worse still, some pressure groups even advocated students’ strike. In my 

opinion, this not only affects those students but also the next generation. However, the 

impacts of Tseung’s song only induce a short period of time of trend in society.  It 

cannot give a long lasting bonding among citizens.  Therefore, social media does 

bring long-term impacts and worries to society. Thus, I reckon that social media 

cannot enhance social cohesion.  

In conclusion, social media is a tool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 and 

feeling.  It involves countless interaction. Yet, there are always constructive and 

oppose effects.  In fact, no matter how ones use social media, they mainly desire to 

draw attention. But either enhance or weaken the social cohesion via using social 

media.  However, when compar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social media 

on the social cohesion of Hong Kong. The negative impacts have outweighed the 

positive ones i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Thus, to a small extent, I agree 

that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can enhance the social cohesion in Hong Kong. 



15 

Suggestions: 

Causes: 

There are a few reasons why sometimes social media has brought many 

impacts to the social cohesion in Hong Kong.  Firstly, people use social media 

unwisely. They usually blurt out without thinking and ignore the power of words 

which may give rise to various extents of conflicts in the society. Furthermore, some 

people intent to libel others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y just enjoy the feeling of 

commenting the other. And, they only want to follow the trend to blame the others 

without caring the other’s feeling.  

      Measures: 

To ensure the social cohesion can enhance through social media,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is inevitable. This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school and also 

parents. 

       First of all, the citizens should learn to use social media wisely.  Especially for 

teenagers, they are impulsive usually.  They may upload or write something on social 

media without thinking.  So, they have to be taught how to analyze the issue before 

commenting others’ behavior. This can greatly reduce the unnecessary conflicts occur 

on social media. Hence, the social cohesion will not be easily disrupted by social 

media. 

       Besides, everyone should know the effect of libeling.  The citizens have to know 

that the things they uploaded on social media may hurt someone. Therefore, I think 

the school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to teach their students the right way to use social 

media and utilize them sincerely. While the Government can set up a task force to 

look into the case of the misuse of social media.  Using social media with respect to 

the others, it will probably lower the disputes between citizens. Thus, the social 

cohesion can be enhanced. 

      To conclude, social media is created to allow people to communicate and share 

their thought more easily.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only think about our personal 

interest, but also concern about others’ feeling and what it may occur when always 

uploading something negative. 

(1842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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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In Part A, relevant information was used to explain the need for the enquiry.

 The methodology section was too brief and the focus questions were not

well-organised.

 In Part B, some concepts relevant to the enquiry topic were included, but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oncepts and the topic was not provided.

 There was no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 C and Part D.

 The candidate tried to make judgement and provide justification from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However, more conceptualisation and

elaboration were needed.

 The structure of the report was easy to follow. The use of the footnotes contributed to

the clear acknowledgement of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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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探究題目及資料以中學生為焦點，但 A 和 B 部分卻以整體香港居

民為對象，反映訂定題目及研究方法時比較粗疏。

 與題目相關的背景資料比較簡單，欠缺充足的資料作支持。

 未能展示如何衡量市民 /中學生接受程度的準則，亦未有深入分析

影響中學生接受綠色殯葬的不同因素。

 相關知識與概念尚算恰當，惟解說太簡單，亦未有充分說明這與探

究問題的關係。

 部分問卷內容與探究中學生接受程度的關係不大，例如綠色殯葬的

現況。

 問卷能觸及一些影響中學生接受程度的因素，如家人意願等，可惜

未有進一步討論。

 於 D 部，未有善用問卷結果及提出相關概念作論證。

 探究結論較含糊，未能清楚指出中學生的接受程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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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試 

通識教育科 

獨立専題探究報告 

探究題目：探討現今香港的新高中學制會否給學生過大壓力？ 

考試年份： 2017-2018 年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報告/短文字數：3086 字 

注意事項： 

1. 文章模式報告字數不得超過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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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字。計算文字模式報告和短文字數時，不包括封面、目録、

標題、圖、表、相片説明、標點、腳註、註釋、參考資料、書目和附録。

2. 考生有責任清楚計算其報告戓短文的字數，並準確在本封面註明。

3. 若學生的習作(獨立専題探究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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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報告和短文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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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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題目界定    

 

1. 題目解説 (背景現況/探究目的/對社會的重要性/研究對象)  

 

 
隨着香港社會不斷的改進，促使政府致力提高中學的教育質素，有見及此，教育局和政

府等部門於 2009 年推行了新高中學制，即為現今中學教育制度之一。而這個新制度與

以往的很大不同之處，便是新學制只有一個公開考試，即香港中學文憑試。除此之外，

教育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和課程發展議會在 2013 年為新高中同學增加「其他學習經

歷」的分配課時為總課時的 10 至 15%。 

 

隨着近年香港中學生因學習壓力等原因而輕生的案件愈來愈多，可見問題十分令人擔憂。

因此本文希望籍此探究現今香港的新高中學制究竟為中學生帶來甚麼的壓力來源，從而

帶來甚麼有關的負面影響及健康問題？並提出改善建議。 

 

本文研究對象為香港的中學生，並且針對香港中學生對現今新高中學制的看法及帶來的

壓力指數。本人會分析新高中學制下對學生帶來的影響，分析方法包括文獻分析、問卷

調査及訪談等。透過此探究，希望能理解到現今的中學教育制是否真的給學童過大壓

力。 

 

 

2. 焦點問題  

 
1.現今中學的教育或考試制度使學生在生理和心理上有何影響？ 

 

2.現今香港中學生的主要壓力是否大多來自學習方面？ 

 

3.政府有甚麼政策戓措施減輕制度下對中學生帶來的壓力？而現今的中學生有何其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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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1.相關概念 

 
(1)壓力1：從心理和精神健康方面來看，當人類無能力再面對和解決情緒或身體上的無

形威脅時，自己便會無法抵擋當前的局面，從而便會令自己産生一些負面的思想和情緒，

以及一些身心上的不舒服的反應，這些便稱為「壓力」。當然，適當的壓力可以増加我

們的原動力和做事的效率，視為豐富自己人生經驗的鍛錬和挑戰，亦可提高人的警覺性，

從而在整體上發揮更理想的表現。但相反，過大的壓力會使在心理、生理和社交方面帶

來不良的影響2。 

 

(2)新高中學制3：於 2009 年推行，只有一次公開試，即香港中學文憑試，推行三三四學

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的大學本科課程。 

 

(3)價値觀：價値觀是個人對事物的意義及重要性的看法，毎個人都會有，而且是各個

不同的，價値觀是用來衡量哪些事物是重要和値得追求的，而青少年的價値觀會透過家

庭、學校、朋輩和社會的因素而影響，亦會透過社教化把握一些行為的準則。 

 

(4)輕生：是人們對現在的生活巳經感到絶望，認為再沒有生存的價値，以及覺得世界

好灰，對所有事物都不感興趣，最終選擇了結自己的生命，亦可稱為「自殺」。 

 

探究方法及方向： 

本文的探究方法包括問卷調査、文獻分析、面談訪問以及參考報章等。而希望透過這些

探究方法可以了解中學生在睡眠、生理、心理的質素，以回應焦點問題一。以及更了解

到現今當下的中學生的壓力指數、來源，及提出的建議，以回應焦點問題二及焦點問題

三。最後分析現今香港的新高中學制會否給學生過大壓力。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心理社交健康-管理壓力>，瀏覧日期：2016 年 12 月 31 日，

擷取自：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health/health_ph/health_ph_stress.html 

2
 學生壓力處理台：<壓力對身體的影響>，瀏覽日期：2016 年 12 月 31 日，擷取自：

http://stress.hkedcity.net/stress/chi/sres3.html 

3
 維基百科：<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瀏覽日期：2016 年 12 月 31 日，擷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4%B8%89%E5%9B%9B%E9%AB%98%E4%B8%AD%E6%95%99%E

8%82%B2%E6%94%B9%E9%9D%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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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識/事實/數據4 (文獻探討)  

 
 

 

在《蘋果日報》的一篇報導5中，根據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的問卷調査的結果可見，

近年來愈來愈多的中學生在情緒健康方面及壓力指數都進入不理想的階段，有些中學生

更嚴重導致患有抑鬱症及焦慮症，可見情況十分令人擔憂。就我所知，有大部分中學生

的情緒及精神健康都是受着面對公開試、學校考試、小測、功課的壓力、以及擔心自己

的學業成績和前途的影響。由此可見，現今的香港新高中學制使學校更着重學生的成績，

而在過程中亦明顯地的確給學生很多無形的壓力。 

 

 

此外，參考《太陽報》的一篇報導6中，可見新學制比舊學制給學生感到的壓力更加多，

而且課程的内容比以往深及多，使一些學生未能應付，覺得自己没有能力、沒有用，從

而令學生的壓力更加之大。 

 

 
 

 

 

 

 

 

 

 

 

 

 

 

 

                                                      
4
 探究方法：在 2017 年 4 月期間，透過了問卷的方式去更了解到在新高中學制下對中學生做成甚麼的影

響及搜集了有關中學生的壓力丶輕生等的文章及報導。 

5
 <中學生壓力大  半數抑鬱> (2013 年 9 月 2 日)：《蘋果日報》 

6
 <中學生開學壓力爆煲> (2011 年 8 月 29 日)：《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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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深入了解議題 

 
回應焦點問題 1：現今中學的教育或考試制度使學生在生理和心理上有何影響？ 

問卷問題：承受着壓力下，影響了你哪一方面的状態？(受訪人數為 43 人) 

 

表一： 

生理 2.3% 

心理 39.5% 

以上皆是 44.2% 

沒有 14% 

 

生理方面： 

參考醫院管理局的資料7可知壓力真的會使我們在生理上的健康帶來不良的影響，當中

常見有關生理的健康問題包括：心血管疾病、緊張性頭痛、過敏症、腸胃的疾病、腰酸

背痛(痛症)及免疫力下降等。此外，根據本人所做的問卷調査的結果所知，現今的新高

中學制會使學生帶來相當大的壓力，而在受訪的 43 名中學生當中也有 2.3%的人在承受

着壓力下使他們的生理方面，包括：腰酸背痛、胃痛、免疫力下降等有所影響。而本人

自己在承受着長期的壓力下亦會有一些以上所提及過的生理影響，而在嚴重的的時候也

會影響到睡眠，從而亦帶來多方面生理上的影響。 

 

 

心理方面： 

就我所知，現今的新高中制度使學生承受着壓力下，使他們在生理、認知、行為的層面

所受到影響外，還影響了他們的心理健康，以參考資料8所知承受着過度壓力下會影響

着我們的情緒，亦可稱之為心理健康。負面的情緒影響包括：情緒低落、坐立不安、心

情煩躁、心神恍惚、驚恐等，這些都是壓力所做成的過敏反應。而根據本人的問卷調査

所得，受訪的 43 名中學生當中也有 39.5%的人在承受着壓力下使他們的心理方面有所

影響，包括：情緖、集中精神等有所影響。 

 

 

 

                                                      
7
 醫院管理局：<壓力與健康>，瀏覧日期：2017 年 4 月 13 日，擷取自：

https://www3.ha.org.hk/qeh/department/cp/Resources/9-1.pdf 

 

8
 學生壓力處理平台：<過度壓力對生理、認知、情緒及行為的影響>，瀏覧日期：2017 年 4 月 13 日，擷

取自：http://stress.hkbu.edu.hk/teacher_support_pressure_exc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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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就以上所得，在現今中學的教育及考試制度下，使學生帶來了沉重及過大的壓力，因而

都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帶了不良的影響，雖然在問卷調査中只有 2.3%，即只有一人認為

在承受着壓力下只影響了他的生理方面的状態，這看下去情況都好像不是太嚴重，但那

就錯了，因為在本人的問卷調査當中還有一個選擇，便是｢以上皆是」即是他們認為在

承受着壓力下，不但影響了他們的生理健康，還影響了他們的心理健康，在受訪者中有

44.2%即 19 人。由此可見，問題是相當嚴重的，如果長久下去會増加他們患上情緒病的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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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判斷及論證  

 
  回應焦點問題 2：現今香港中學生的主要壓力是否大多來自學習方面？ 

 

 

問卷問題：你認為自己有多大程度的壓力是來自學習方面？ (5 為最大，1 為最少)  (受

訪人數為 43 人) 

 

表二： 

分數 (%) 

1 2.3% 

2 0% 

3 44.2% 

4 34.9% 

5 18.6% 

 

 

問卷問題：你的壓力來會否也來自以下的選項？(可選多於一項) (受訪人數為 43 人) 

 

表三： 

學校的考試成績 51.2% 

擔心自己的前途 74.4% 

同輩之間在成績上的比較 34.9% 

DSE 69.2% 

在學習上對自己的期望 51.2% 

父母的期望 37.2% 

老師的期望 20.9% 

其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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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問題：你有沒有曾經因為學習方面的問題而想輕生？(受訪人數為 43 人) 

 

表四： 

有 25.6% 

沒有 74.4% 

 

首先，在表二中可以見到有 18.6%，即有 8 人選擇了 5 分的壓力指數，即代表他們在學

習方面有着十分沉重、巨大的壓力，而有 34.%，即 15 人選擇了 4 分的壓力指數，叧外

亦有 44.2%，即 19 人選擇了 3 分的壓力指數，相反地就只得 1 人認為學習方面只為他

帶來非常之少的壓力。由此可見，有超過的受半數訪者都有壓力指數為 4 分或以上，他

們的學習壓力非常之高。 

 

其次，在表三中最多人認為壓力是來自於擔心自己的前途，有 74.4%，即有 32 人。就

我所知，自己的前途亦屬於有關學習方面的問題，因為在現今新一代的社會當中如果我

們想找一份好的工作便要在香港文憑試中有較好的成績，所以有些學生會因為將來想找

到好的工作而在中學階段不斷努力地學習，有些學生因此而忽略了放些時間在休息、娯

樂方面，集中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不能達致生活上的平衡，久而久之，不知不覺地其

實已經承受着壓力。而第二個多中學生認為的壓力來源便是 DSE，有 69.8%的人，而且

在報道9中亦可以見到考生的壓力非常之大，平均分也有 6.99 分。由此可見，表三亦可

證明香港中學生的主要壓力是來自於學習方面的。 

 

再者，在表四中亦見到有 25.6%，即有 11 人曾經試過因為學習方面的問題而想輕生，

可見香港的中學生真的承受着沉重的巨大壓力。 

 

 

 

回應焦點問題 3：政府有其麼政策及措施減輕制度下對中學生帶來的壓力？而現今的中

學生有何其他建議？ 

 

近年來，香港越來越多中學生因為學習方面的問題而輕生，可見十分之嚴重的，因此政

府也有一些政策及措施減輕制度下對中學生帶來的壓力，政府提出了 5項的應變措施10。

除此之外訪談中的李同學更因為覺得其實政府所做的未必足夠在根本上去解決學生的

壓力，因此提出了相關的建議：政府可嘗試提供多一些的計劃或活動令學生們可以放鬆，

                                                      
9
 學友社<文憑試考生壓力指數偏高> (2016 年 4 月 6 日)，瀏覽日期：2017 年 4 月 13 日，資料來源：

http://student.hk/site/?q=news/500/1114 

10
<立法會急切質詢一題：近期學生自殺事件急増的情況> ：《新聞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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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他們的壓力，例如：義工服務、提供多些學校的資訊 (DSE 過後的選擇)。 

 

 

綜合分析與結論： 

 

在本人分析的問卷調査、文獻分析、訪談後，我認為香港的新高制會給學生過大的壓力。 

 

首先，香港的新高中學制使學生在承受着壓力下帶來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影響。在問卷調

査所得的資料，有大部分的中學生也認為會影響了他們的生理、心理或以上皆有， 

而在訪談中的李同學亦表示在新高學制下，因為 DSE 是「一次定生死」，而且在平時的

課堂中要操好多卷、做好多練習去應付考 DSE。因此可見，香港的新高制會給學生過大

的壓力。 

 

其次，新高中制度下使中學生缺乏在娯樂、學習及休息三方面取得平衡。根據問卷調査

所得，有 69.8%，即 30 人表示在新高中學制下有因為要用多些時間在學習方面而減少

了娯樂、放鬆的時間。叧外，在調査當中亦可知道他們現在的睡眠時間比他們認為所足

夠的是不成比例的，有些更只有睡了 1-3 小時，可見，他們的睡眠是不足夠的，而不足

夠的睡眠也會使他們帶來壓力。 

 

最後，亦有學生曾經試過因為學習方面的問題而輕生。我認為只有在不能再接受下的情

況才會想到輕生的，所以我覺得他們肯定有過大的壓力。 

 

總括而言，根據以上的結論，所以我認為香港的新高中學制是會給學生過大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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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録 

 

(1)問卷調査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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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你的性別屬於：                                                      

 

2.你所屬級別是： 

                                

 

3.你認為新高中學制下有沒有因為要用多些時間在學習方面而減少了娯樂、放鬆的時

間？ 

 

 

 

 

 

4.你平均需要多少睡眠時間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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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隨上題，但在現況中，你最近毎晩的睡眠時間為： 

                

 

6.你認為在新高中學制下會否使你感到有壓力？                          

 

 

 

 

 

 

7.你認為自己有多大程度的壓力是來自學習方面？ (5 為最大，1 為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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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的壓力來會否也來自以下的選項？(可選多於一項)  

 

9.你有沒有曾經因為學習方面的問題而想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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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承受着壓力下，影響了你哪一方面的状態？ 

 

11.你對新高中學制的整體評價是？ 

 

 

 

 

 

 

 

 

 

 

 

 

 

 

(2)訪談整理結果 

日期：2017 年 4 月 14日 



16 

對象：同學 (中五級學生) 

内容： 

本人：你覺得現在的新高中學制會不會令你帶來壓力？ 

李同學：有，在這個制度下，在�OLE 和學習上要操很多卷、做很多練習去應附�DSE 這
個考試，而且這次考試是一次定生死，所以覺得好恐佈，以及帶來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壓

力。 

本人：那你現在主要的壓力是來自學業方面，還是其他方面？ 

李同學：主要都是學業，例如：平時的小測、測驗，或者是考試，這些情況都會令到我

有好大的壓力。 

本人：那最近，學生的輕生問題嚴重了，政府就有一些措施及政策去減低中學生因為學

習或者是 DSE 帶來的影響及壓力。那你覺得政府做得足不足夠，以及你有甚麼意見？ 

李同學：我覺得其實政府所做的未必足夠在根本上去解決學生的壓力，但政府可嘗試提

供多一些的計劃或活動令學生們可以放鬆，減輕他們的壓力，例如：義工服務、提供多

些學校的資訊 (DSE 過後的選擇)。 



評語  
 

  題目背景解說較簡單和粗疏，雖以新高中學制作討論評台，但未有

說明新高中什麼制度或措施，可能會令學生承受壓力。  

  只能運用小部分概念回應題目的要求，例如「壓力」、「價值觀」，

解釋時偏重定義，也未有連繫題目作解說。  

  考生未有清楚交代問卷調查的作用和取樣方法，未能有效回應題目

的需要，也未能針對題目焦點。  

  資料整理和闡釋較粗疏，只選取部分問卷結果和簡單的二手資料，

來說明香港中學生面對壓力的情況。雖有作簡單整理，但未能呈現

和解說新高中學制如何會令學生有壓力。  

  立場闡釋部分較簡單，很空泛地指出新高中學制會令學生承受壓

力，雖有問卷輔助，但解說粗疏，例如中學生在新高中學制下睡眠

時間不足，就會造成壓力，但未有說明及闡釋為何和如何會出現這

些壓力，解說流於主觀。  

  組織表達尚清楚、易明，但在處理數據及統計圖方面，就較為混亂

及欠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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