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為 讓 教 師、學 生 以 及 公 眾 人 士 進 一 步 了 解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考 生 的 水 平 ，
本 局 選 取 2019 年 考 試 個 別 考 生 的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報 告 ， 輯 錄 為 本 套 示
例，以助說明各級考生的典型表現。
本 科 設 有 三 卷，本 套 示 例 只 取 材 於 其 中 的 校 本 評 核 課 業。而 展 示 考 生
於 傳 統 筆 試 答 卷 的 典 型 表 現 的 樣 本 示 例，已 上 載 到 另 一 網 頁 作 參 考 。
參 閱 這 套 示 例 時，讀 者 亦 宜 同 時 參 考 獨 立 專 題 探 究 報 告 的 評 分 指 引 ，
以了解其評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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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A: Problem Definition

Introduction and Objective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trend of smoking electronic cigarettes (e-cigarettes),
also known as vaping globally. The vapers use a device with battery to vaporize the e-liquid1 put
inside the device and the vapes created which imitate the taste of tobacco cigarettes, will be
inhaled by the vapors. The use of e-cigarettes is especially popular in foreign countries like the
USA. In 2013, 47% of smokers and ex-smokers in the USA had tried e-cigarettes2. Moreover,
some international tobacco companies also join the e-cigarettes market3. In Hong Kong,
e-cigarettes containing nicotine is regarded as pharmaceutical product and must be registered with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Board before sale or distribution4.

In this project, the objectives are :
1.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erent stakeholders’ views towards e-cigarettes
in Hong Kong society
2.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banning e-cigarettes to teenagers under 18 years old to
safeguard teenagers’ health
3.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of banning e-cigarettes and other alternatives
and the effects on the society

E-liquid: According to E-cigarettes manufacturer NuMark, E-liquid contains glycerol, propylene glycol, water as base,
and different flavours will be added. It may or may not contain nicotine.
2
Report by WHO: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1 Semptember 2014). Electronic Nicotine
1

Delivery System
3
including Nu Mark, 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 ,Imperial Tobacco.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6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E-Cigarette Use Among Youth and Young
Adults)
4
Tobacco Control Office Department of Health. Info-Station. Electronic Cigarettes. “Under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Chapter 138, Laws of Hong Kong), nicotine is a Part Ｉ po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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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The scope of study of this project are traditional cigarettes smokers and e-cigarettes smokers in
Hong Kong. In 2017, there are 10.0% of the population aged 15 or above in Hong Kong are daily
cigarettes smokers5. These smokers will be the potential consumers of e-cigarettes.
Besides, teenage smokers and non-smokers are also an important scope of study. According to a
research by HKU Youth Quitline, 15 to 17-year-old teenagers are the majority e-cigarettes
smokers dominating 43.6% of the interviewees among the smoke quitters under the age of 256.
The significance of banning e-cigarettes specifically for teenagers under 18 is because teenagers
are the targeted customers of the e-cigarettes. Therefore, the banning of e-cigarettes towards
teenager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irst of all, the health impacts of e-cigarettes are controversial. On one hand, e-cigarettes are less
harmful than traditional cigarettes. A 2015 study by Public Health England, found e-cigarettes are
95 per cent less harmful than tobacco7. However, e-cigarettes containing nicotine are addictive and
will cause damage to the developing brain of adolescents8. Carcinogens and other hazardous
compounds are detected in the e-liquid or the vapor it produced9. When teenagers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harmfulness of e-cigarettes, but only recognising it as ‘less harmful than traditional
cigarettes’, they will consume freely and without control, thus imposing higher health risk and
developing habit of vaping frequently.
Secondly, e-cigarettes which contain no nicotine is not under restriction and therefore accessible
to teenagers. Teenagers can simply buy e-cigarettes through online platform like Facebook,
Instagram, or in a real store,(figure 1,2) and more commonly, e-cigarettes are often seen in
consignment store10(figure 3). Information and promotion about e-cigarettes can be found openly
as well.(figure 4)
Although they are not addictive, it increases teens’ exposure to cigarettes related products and
increase chance of trying traditional cigarettes. A study has found that 58% and 47% of teenagers
who had used flavored e-cigarettes and non-flavored e-cigarettes respectively, planned to start

5
6

Hong Kong Census & Statistics Department. Thematic Household Survey No. 64, 22 Mar 2018
香港01.陳
 宇軒.(2016-11-10) 15至17歲吸電子煙人數最多 學者：勿以為電子煙可助戒煙

Public Health Endland.(19 August 2015) E-cigarettes around 95% less harmful than tobacco estimates landmark
review
8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6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E-Cigarette Use Among Youth and Young Adults
9
carcinogens including formaldehyde, acetaldehyde, and acrolein, can cause irritation to respiratory system and airway
constriction. retrieved from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05) Final Report: Inhalation of
Aldehydes and Effects on Breathi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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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antonese called ‘格仔舖’, where there are transparent boxes in a small shop for people to rent and
sell thei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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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king. Compared to those who had never used e-cigarettes was only 20%11. It shows that teens
who have tried e-cigarettes have a higher tendency to start smoking compared to those who have
not.

figure 1

figure 3

figure 2

figure 4

Thirdly, it has been an argument that e-cigarettes is a way to quit smoking. Researchers are still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igarettes and smoking cessation. But according to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WHO), e-cigarettes do not count as a smoking cessation product at this
moment.
Finally, the government approach to control e-cigarettes is controversial. In global context, many
countries like the U.S, Japan, Australia, have regulated the e-cigarettes as tobacco products. For

Claire McCarthy, MD, Faculty Editor, Harvard Health Publications. Teens who use flavored e-cigarettes more likely
to start smoking (8/11/2016)
11

5

example in the U.S., health warnings must be shown on e-cigarettes packages, and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be sold to teens younger than 1812.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some countries have
banned e-cigarettes completely. For example, Taiwan, Singapore, Thailand etc.. Whether which
method is Hong Kong government planning to do, it still worth discussions.

Focus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views towards banning of electronic cigarettes?
2. To what extent should electronic cigarettes be banned for teenagers under 18 years old?
3. What might be the drawbacks if electronic cigarettes are banned/ not banned, and the
suggestions to minimize the problems?
(714 words)

12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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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 Relevant Concepts and Knowledge/ Facts/ Data

Relevant Concepts
1. Public Health
According to WHO, public health is defined a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reventing disease,
prolonging life and promoting health through the organized efforts of society” (Acheson, 1988;
WHO). In this project, it would focus on whether the government policy is useful in reducing the
number of smokers of both the traditional cigarettes and e-cigarettes.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hat
whether the policy can improve the overall health of Hong Kong citizens, including those are
non-smokers. In addition, teenagers are the future generations in the society, so their lifestyles can
also impose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public health. Thus,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policy enhances
public health is decisive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ban e-cigarettes to
teenagers.
2. Quality of Life
Quality of life refers to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n the materialistic aspect and non-materialistic
aspect of life of an individual. It can be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 health impacts of the smokers
and the expenses they spend on cigarettes.
On the society level, it can be affected in terms of economic aspect by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overall public health on productiv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medical expenses that the government
spends on. Besides, in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 it is related to the air quality on the streets and in
the neighbourhood. While in the social aspect, the trend and common practices of teenagers
should be evaluated when concerning the impacts that e-cigarettes may bring about.
3. Government Ro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the following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First, as a resource allocator.
When considering the banning of e-cigarettes, the government has to consider thoroughly how and
how much should be spent on the policy as it can appear to be effective to enhance citizens’ lives
in order to use public money appropriately. Secondly, the government is the decision maker. As
the final decision maker, the government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corporate different views and
interests in the society in order to make the most suitable decision for Hong Kong citizens, in this
case, teenagers, current smokers, sellers and general public can be some possible stakeholders.
Thirdly, the government is the educator and information provider. Education received by
teenagers can be influenced and modified by the government, it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behavior of
teenagers by education.
4. Considerations when Implementing Policies
Whether a policy should be introduced or not,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to consider:
First, urgency, the urgency to prohibit e-cigarettes to teenagers by concerning the health risk and
e-cigarettes consumption trend. Second, effectiveness. It evaluates whether banning can directly
7

alleviate the health risk of teenagers. Third, feasibility. It concerns about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is
the cost bearable, the drawbacks and hinderance possible to deal with. Fourth, availability of
alternatives. For example, is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taxing etc, equally efficient to avoid
teenagers to buy e-cigarettes. Fifth, public response. It considers the public reaction and their
stance towards the policy.

5.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s
It is important to discus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teenagers in order to assess and predict the
respons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banning. Teenagers may share common characters and habits
which people in other stages of life do not. Realising the difference and uniqueness of teenager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relatable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Research Methods
The primary research method used in this project will be interviews. By conducting interviews,
first-hand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can be collected. Interviews are more flexible and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are more specific in responding and investigating in this particular project.
The interviewees are the smokers of e-cigarettes and tobacco cigarettes and normal teenagers. But
the limitation is the sample of data is small and the responses may be subjective to the
interviewees.
Secondary research method will be used for collecting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The
sources will be divers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formats etc, to collect 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may not be specific to this research and in the Hong Kong
scenario. Further interpretation and sorting is needed.
But by combining the in-depth specific response from the interviews with the more general and
widespread information from the secondary research, a more comprehensive data can be analyzed
to draw a more precise conclusion so to minimiz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wo research methods.
(722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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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C: In-depth Explanation of the Issu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view
In this topic, th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concerned ar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non-smokers in Hong Kong, the tobacco cigarettes smokers in Hong Kong, the e-cigarettes users
in Hong Kong and the sellers of e-cigarett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upports the banning of e-cigarettes in Hong Kong. In 2015, th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to impose a complete ban of e-cigarettes in Hong Kong13, including the
import, manufacture, sale, distribution, and advertising of e-cigarettes. According to the Tobacco
Control Policy-related Survey 2015 conducted by COSH, there is only 0.7% of the interviewees
have used e-cigarettes, but the current users of e-cigarettes aged 15-1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aged 30 or abov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uggested the complete ban under the
small prevalence as it is hard to reverse the situation if e-cigarettes is spreading fast in the society.
A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health impacts that e-cigarettes may
brought about and the chance of it under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tobacco control
policy.
The government is highly concerned about these health impacts that e-cigarettes will impose on
users, especially among teenagers, where they have been the targeted customers of e-cigarettes.
Besides, it has been proven by WHO that the aerosol exhaled by the e-cigarettes smokers are not
merely ‘water vapour’, where nicotine and other toxicants are present. Hence, the exposure to
e-cigarettes aerosol is very likely to affect the health of bystanders. Therefore, the use of
e-cigarettes will harm the smokers’ health and non-smokers’ health, which impose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public health.
From my interview with the Hong Kong Council on Smoking and Health (COSH), an
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 which cooperate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smoke-free
Hong Kong, it says that ‘the advertisements of e-cigarettes targeted at children and teenagers, with
wordings like “healthy”, “contain no carcinogenic/ harmful substances”, “safe”, “not harmful to
human body” etc, to misguide customers about the safety of e-cigarettes.’ and ‘the council urg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implement the law as quick as possible(complete
ban to e-cigarettes), to prevent citizens, especially teenagers from developing the habit of
smok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combating the initiation of smoking tobacco
cigarettes among teenagers along with the current regulation to tobacco cigarettes, including the
banning to teenagers, warning labels on the packaging, taxation etc, the smoking rate in Hong

13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Health Services “Progress of Tobacco Control Measures”, 18-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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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from 1993 to 2017 has dropped from 14.9% to 10.0%14. The new concern towards the use of
e-cigarettes is the unregulated e-cigarettes is going to have the potential as the bridge for teenagers
to try tobacco cigarettes after e-cigarettes. Therefore, if e-cigarettes are not regulated for
teenagers, it may in turns undermine the efforts of the current tobacco control policy.
Besides, the health impacts brought by e-cigarettes may cause financial burden to medical
services. A research done b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KU in 2005 shows that the overall
estimation of the costs of direct health care for disease caused by active and passive smoking was
$2.6 billion for acute and chronic health care.15 The increasing use of e-cigarettes is going to
impose different kinds of health impacts to the users and others, which will create extra pressure
to the medical system and financial burden to treat the related diseases.
In short,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always promoting a smoke free culture in Hong Kong. The
regulation or inhibiting e-cigarettes abides the recommendation given by WHO.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securing public health,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upports the ban of
e-cigarettes in Hong Kong.

Non-smokers in Hong Kong
The non-smokers in Hong Kong would support the banning of e-cigarettes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a survey done by the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from April to October 2015, it has found that 94.3% of the non-smokers supported the banning of
e-cigarettes to teenagers under 18 years old.16 (table 1)
In Hong Kong, we observed a high awareness but low prevalence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given
that 83.8% have heard of it but only 0.7% have used it. For the non-smokers, the biggest majority
(34.7%) thought that e-cigarettes are less harmful than tobacco cigarettes and 26.8% do not know
about the health impact of e-cigarettes. But nevertheless, almost all of them support the banning of
e-cigarettes. One of the reason possibly accounting for this phenomenon is the local newspaper
reports on e-cigarettes are usually more on its harmful effects17, so people generally perceive
e-cigarettes are still harmful and needed to be regulated.
In my interview with teenage non-smokers18, they were asked about the harmful effects of
e-cigarettes and their views towards e-cigarettes. All of the interviewees were not sure about the
actual health impacts that e-cigarettes can bring about. But all of them would not try e-cigarettes
even if they were told that e-cigarettes are not harmful because they think it would harm their
14
15

Hong Kong Census & Statistics Department. Thematic Household Survey No. 64, 22 Mar 2018
press release, SMOKING COSTS HONG KONG OVER $5 BILLION EVERY YEAR FIRST REPORT OF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 ASIA,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KU, February 24, 2005
16
Public Support for Electronic Cigarette Regulation in Hong Kong: A Population-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
published online 2017 Jun 30
17
Cheung Chan L.M.F. Bachelor’s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2015. Analysis of
Newspaper Coverage of Electronic Cigarettes in Hong Kong from January 2010 to May 2015.
18
appendix (interviews with Amy Law and Marco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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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or they simply don’t like it. This result shows that the knowledge or information about
e-cigarettes are quite limited in Hong Kong, and without actual knowledge, teenagers will make
decisions to consume e-cigarettes or not mostly based on their own preferences and subjective
impression on e-cigarette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society has a common perception that
e-cigarettes should be harmful.

(table 1)

Tobacco cigarettes smokers in Hong Kong
Most of the current smokers in Hong Kong support the banning of e-cigarettes towards teenagers
under 18 years old. From the research, Big majority of 90.5% of the current smokers support the
banning of e-cigarettes towards teenagers under 18 years old. (table 1) Surprisingly, the smokers
are generally quite supportive towards different measures restricting the sales and advertisement
of e-cigarettes.

11

In my interview with the adult smokers who have tried e-cigarettes19, they show suppor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banning and regulation of e-cigarettes for teenagers. The reason they show
support is because it provides health protection for teenagers, but another possible reason would
be e-cigarettes cannot replace traditional cigarettes according to the comments made by the
interviewees. One says ‘e-cigarettes give a different sensation from tobacco cigarettes that it is
hard to replace tobacco cigarettes completely’. Similarly, a survey by COSH20 also supports the
same finding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smokers disagree that e-cigarettes can replace tobacco
cigarettes. (table 2) Therefore, there is not much opposition to the current tobacco smokers to ban
e-cigarettes in Hong Kong.

(table 2)

E-cigarettes smokers and sellers in Hong Kong
The local e-cigarettes smokers and sellers oppose the banning of e-cigarettes propos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Hong Kong Vape Association (HKVAPEA) representing the vaping
industry in Hong Kong, has sent a letter to COSH to urge the council to transmit accurate
information and be objective towards e-cigarettes.21 They have cited some researches in the UK
proving that e-cigarettes have a lower health risk than the tobacco cigarettes, and it may be helpful
in smoking cessation, disagreeing the harmfulness of e-cigarettes. Besides, the producer of
e-cigarettes also oppose to a complete ban towards e-cigarettes by claiming that e-cigarettes is the
new trend and smokers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
19

appendix (interview with May Wong)

 upport a Total Ban on Electronic Cigarettes Tobacco Control Policy-related Survey 2014, July 2015 COSH Report
S
No. 17
20

news article from local newspaper Harbour Times, Stop cherry-picking information on e-cigarettes, pro-vaping group
urges, October 4, 201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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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is
Lee,
Vice “It would be unwise and unfair for them [COSH] to ignore the positive
Chairman of HKVAPEA developments happening around e-cigarette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see this as an additional regulatory burden
to them but rather a contribution towards public health.”
Dr Stephen Jenkins,
director in regulatory
and medical affairs of
Nicoventures22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data and the experience globally is clearly in one direction: that they
should be available and they should be regulated.”
“This is a time of change. There are lots of new products coming along with
lots of emerging science. That’s why it is important to stay current with the
science and the evidence so that governments can make the right choice”
“Smokers are looking for alternatives, and they make the choice themselves.”

(1337 words)

 icoventures is a company set up in 2010 by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BAT) which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N
and commercialisation of non-tobacco nicotine product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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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D: Judgement and Justification
My stance towards banning e-cigarettes i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hould regulate e-cigarettes in Hong Kong by banning them to
teenagers under 18 years old.
1.Effective protection on public health
First of all, in terms of effectiveness, the banning is effective to safeguard the health of teenagers.
Legislation can act as a direct deterrence to prohibit teenagers from buying e-cigarettes, with legal
consequences, for example paying penalty, imprisonment, it can directly stop teenagers from
consuming e-cigarettes freely. The current use rate of e-cigarettes among young smokers aged
15-19 is 15.8%, compared to tobacco cigarettes, which are banned to sell to teenagers under 18
years old in Hong Kong, the current use rate is only 1.0% among teenagers aged 15-19. It shows
the effectiveness of legal regulation where it can secure a lower use rate of cigarettes. Therefore,
with decreasing prevalence among teenagers, they are kept away from any harmful effects brought
by consuming e-cigarettes. In a short run, they would not have the chance to try e-cigarettes
easily, and in a long run, it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teenagers developing habits of smoking. So
ultimately, health of teenagers can be better protected and public health may also be improved.
2. High Feasibility
Secondly, in terms of feasibility of banning e-cigarettes to teenagers, it is highly feasible to do so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so successfully for the regulation of tobacco cigarettes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the Smoking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Cap. 371),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law has been published and implemented in Hong Kong in 1982, with a few amendments later
on, the whole legal system is developed, stable, and well-received by Hong Kong people. The
ordinance covers a wide range of control including eligible smoking area, sale and distribution,
advertising, health warnings, pricing, etc.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can use the same system for
the regulation of e-cigarettes as well. Globally, there are 22 countries that are using the existing
law to regulate e-cigarettes, including Korea, Australia, Canada, United Kingdom and more.23
Or alternatively, setting up new laws to regulate e-cigarettes is equally feasible. There are 25
countries that have enacted new policies (including laws, rulings, decrees, orders or similar) to
regulate e-cigarett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Finland, etc.24 The government can
investigate the polici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s references, with real examples from other

Kennedy RD, Awopegba A, De León E, et al, G
 lobal approaches to regulating electronic cigarettes, Tobacco Control
2017;26:440-445.
24
Kennedy RD, Awopegba A, De León E, et al, G
 lobal approaches to regulating electronic cigarettes, Tobacco Control
2017;26:440-44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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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the feasibility of banning tobacco cigarettes to teenagers under 18 years old can be
enhanced.
3. Urgency
Thirdly, in terms of necessity and urgency, banning of e-cigarettes for teenagers must be
implemented as soon as possible because teenagers are the targeted customers of e-cigarettes and
the trend of using e-cigarettes is increasing. Many e-cigarettes advertise themselves as healthy,
less harmful than tobacco cigarettes, safe to consume, non-addictive and more. Teenagers, whose
characteristics are mostly curious and in favour of trying new things, will be persuaded by these
misconceptions and tempted to try e-cigarettes. Moreover, the variety in flavours (figure 525) and
different designs in the device (figure 6,7,826) further attract teenagers to try e-cigarettes.
During my interviews with teenagers asking about their views towards e-cigarettes, a few of them
thought that the different flavours of e-cigarettes would probably keep them amused and would be
an unique entertainment for vapers. Some have higher acceptance and shows curiosity towards
some special flavours like popcorn, chocolate milk etc. If e-cigarettes are not regulated in the near
future, it is predicted that more different products will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and the use rate of
teenagers is likely to increase.

(figure 6)
(figure 5)

(figure 7)
25
26

(figure 8)

photo from 香港合法電子煙專門店
photos from Vapeito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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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igh Public Acceptance
Finally, in terms of public acceptance, banning e-cigarettes for teenagers under 18 years old can
attain high public acceptance from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society. Food and Health
Secretary Sophia Chan says, “Hong Kong will present an amendment bill to tighten controls on
e-cigarettes very soon”, which shows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to regulate e-cigarettes. While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tobacco cigarettes users as shown in part C of this report, over 90% of
them show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banning.
The stakeholders that are against the banning are the e-cigarettes sellers and users. However, they
are strongly against only towards a complete ban but neutral or even supportive towards
regulation. Dr Stephen Jenkins, director in regulatory and medical affairs of Nicoventures27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ays, “The data and the experience globally is clearly in one direction: that
they [e-cigarettes] should be available and they should be regulated.” The Vice Chairman of
HKVAPEA, Calvis Lee says that appropriate regulation can be good to the e-cigarettes market
development especially when more young teenagers are misusing e-cigarettes. A vaping store,
InDragonet Vape owner , Mr Chan Man Fai also agrees to regulate the sale of e-cigarettes to
teengaers under 18 years old, said in a radio show.
Therefore, the banning of e-cigarettes for teebagers under 18 years old are widely supported by the
society. With high degree of public acceptance attained, the policy can implement with less public
opposition, which can speed up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the banning in Hong Kong.
In conclusion, the banning of e-cigarettes for teenagers under 18 years old in Hong Kong can
achieve the effect of protecting teenagers’ health and stopping the rising trend of the usage among
teenagers, while the policy itself attains high public acceptance and can be easily legislated with
references to the Smoking Ordinance or examples from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eakness of the ban
The drawback of this approach to ban e-cigarettes only to teenagers under 18 years old is that it
cannot completely eliminate the chance of teenagers trying e-cigarettes, s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an may be undermined. Although teenagers will not be able to buy e-cigarettes under the
regulation, e-cigarettes are still accessible for adults in the society. This may create loopholes for
the policy, for example, when the teenagers have a couple of friends that are adults, e-cigarettes
are easily accessible anyway. Similar situation of underage drinking in Hong Kong can illustrate
the problem. In Hong Kong, figures in 2014-2015 revealed that 56.8% of secondary students had
taken alcohol, even though it is illegal to sell alcoholic drinks to teenagers. Taking this exampl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anning might be undermined when e-cigarettes still exist in the society.
However, if e-cigarettes are not regulated, it may give a wrong sense to teenagers that e-cigarettes
are safe to consume. Since the banning also symbolizes a sense of danger to the teenagers, it can
have educational and higher deterrence effect. In this context, banning e-cigarettes can have
higher preventive effects than not regulating the e-cigarettes to the teenagers.
 icoventures is a company set up in 2010 by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BAT) which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N
and commercialisation of non-tobacco nicotine products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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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solutions
To minimize the problem explained above, the following solutions can be considered.
Education
Education at schools can increase awareness towards the harmful effects of e-cigarettes to
teenagers. From my interview with the teenagers, although all of them would not and have not
tried e-cigarettes, but the reason behind is because they think e-cigarettes will harm their image or
they simply don’t like it. They are unsure about the health impacts of e-cigarettes. This in turns
implies that the awareness and information they know about e-cigarettes is rather low, whether
they will take e-cigarettes or not, it solely based on their personal preferences. However, letting
the teenagers to recognise the harmful effects is a more powerful pulling factor to discourage
teenagers to try e-cigarettes. Therefore, through education, teenagers will be educated on the
health impacts of e-cigarettes so they will have a more concrete reason to keep them away from
e-cigarettes.
Frequent speculation and strict control of e-cigarettes in the market
Another solution to better regulate e-cigarettes is to restrict the sellers to indicate the ingredients
of the e-cigarettes on its packaging and do frequent sampling check of the e-cigarettes products
sold in the market. One of the health risk of e-cigarettes is the concern about unknown chemicals
added in the products, so the health impacts of e-cigarettes cannot be determined or predicted.
This is also why some says that e-cigarettes are more harmful than the traditional ones but some
says that they are not harmful. But by requiring the sellers to indicate the ingredients inside an
e-cigarette, customers are well-informed about the potential health risks and know clearly what
they are inhaling. Plus, the government can do frequent sampling tests on the products in the
market, so the potential health risk of the e-cigarettes can be controlled, the market is thus under
more effective regulation.
(1427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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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nterview with Amy Law, a secondary 6 student, non-smoker
(Q: interviwer, A: Amy)
Q: Have you ever heard of e-cigarettes?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it?
A: Yes, I have heard about it. I think it should be healthier than the traditional cigarettes.
Q: Have u or your friends ever tried e-cigarettes?
A: No.
Q: Do you think e-cigarettes are harmful to health? to what extent is it harmful?
A: Yes. I think it is harmful, especially to the respirtory system.
Q: Do you think e-cigarettes are addictive?
A: Yes.
Q: If you were told that e-cigarettes do not contain tar and nicotine, do you still consider
e-cigarettes as harmful?
A: I think if e-cigarettes have no tar, it should have less harm and it is not addictive when nicotine
is absent.
Q: If you are given a chance to try nicotine-free e-cigarettes, would you try? why or why not?
A: No because it will harm my image.
Q: Do you think e-cigarettes should be banned for teens aged under 18?
A: Yes.It can safeguard the health of teenagers.
Q: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the current government policy on vaping?
A: I am not sure but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no rest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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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Marco Chan, a year 1 student, non-smoker
(Q: interviwer, M: Marco)
Q: Have you ever heard of e-cigarettes?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it?
M: Yes, there is no fire in using e-cigarettes. There are many flavours and it needed to be charged.
Q: Have u or your friends ever tried e-cigarettes?
M: No.
Q: Do you think e-cigarettes are harmful to health? to what extent is it harmful?
M: Yes. I think it is harmful, but not sure in which ways it is exactly harmful.
Q: Do you think e-cigarettes are addictive?
M: Yes.
Q: If you were told that e-cigarettes do not contain tar and nicotine, do you still consider
e-cigarettes as harmful?
M: No.
Q: If you are given a chance to try nicotine-free e-cigarettes, would you try? why or why not?
M: No, because I don’t like it.
Q: Do you think e-cigarettes should be banned for teens aged under 18?
M: Yes if the e-cigarettes contain nicotine. But if the e-cigarettes do not contain nicotine, it is not
addictive so it shouldn’t be banned.
Q: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the current government policy on vaping?
M: Not sure. I haven’t seen any inform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hat is regulating the
e-cigar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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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ith May Wong, 42 years old, smoker of traditional cigarettes
(Q: interviwer, M: May)
Q: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moking e-cigarettes? Why do you start smoking e-cigarettes?
M: Yes, I heard about it some years ago from my friends. It seems more healthier than traditional
cigarettes so I want to try replacing traditional cigarettes with e-cigarettes.
Q: Do you feel it has less health impacts than traditional cigarettes when you actually tried? And
do you feel the e-cigarettes can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ones?
M: I think it is just as same as the traditional cigarettes. But e-cigarettes give a different sensation
from tobacco cigarettes that it is hard to replace tobacco cigarettes completely.
Q: Do you think you have imposed certain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people around you?(eg. your
family)
M: No.
Q: Do you think hk government should restrict the transactions of e-cigarettes in hk? to what
extent?(treating it as tobacco products?)
M: Yes. I think it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teengers. (ie under 18) No matter it is nicotine-free or not,
because smoking is not a must.
Q: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the current government policy on vaping?
M: I know that there is no restriction for e-cigarettes now. You can even buy it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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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Provided a very in-depth introduction to electronic cigarett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nquiry, demonstrating a very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The concepts and knowledge identified were highly relevant but could have been more
specific to the enquiry question.
Showed clearly the objectives on P.3. However, the plan of enquiry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 should have been further elaborated.
The major viewpoints of key stakeholders, e.g. the government, smokers and
non-smokers, e-cigarette smokers, etc. were clearly explained and logically analysed,
addressing the issu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candidate was able to make use of the criteria identified in Part A, i.e.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to make a judgement on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or should not ban e-cigarettes.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enquiry plan and justification
was good.
However, the arguments on the government’s action shifted between a ba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nd a ban for teenagers under 18. A more precise enquiry topic and/or
focused discussion should have been made.
Clear and accurate acknowledgements were made to th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he whole report was presented in a well-organised structure, though the supporting
arguments in Part D could have been further categorised under sub-headings to show
clearly the analytic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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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題目界定
1.研究背景與目的
香港和中國近年經濟不斷發展，但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嚴重的空氣污染。1根據
環保署 2011 年的資料，一般與路邊空氣監測站，指數超過 100 的日子分別是 22
日及 172 日；如使用環保署新的空氣污染指數指標，空氣污染達到偏高至嚴重
的日數將分別增至 129 及 227 日，反映空氣污染問題嚴重，2空氣污染物如二氧
化硫 · 氮氧化物 · 一氧化碳，影響市民的健康，增加市民患肺癌，中風等肺病
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影響香港公共衛生。加上空氣污染會對環境造成破壞，
空氣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形成酸雨、酸霧、酸雪，或直接溶於水體，降
低水土酸鹼度，使植物和水中生物死亡。二氧化硫能直接殺死地衣。空氣污染
導致全球增溫、臭氧耗損、破壞生態系統。

參考圖表一：2013 年香港空氣污染物排放比例

空氣污染所帶出的負面影響，包括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對環境的嚴重破壞等大
大降低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而根據圖表一，2013 年香港空氣污染物排放比

2011 年 香港空氣質素
http://www.aqhi.gov.hk/api_history/tc_chi/report/files/AQR2011c_final.pdf 瀏覽日期 2018 年 11 月
18 日
2 空氣污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空氣污染#心血管疾病 瀏覽日期 2018 年 11 月 18 日
1

3

例，當中有大約三分之一空氣污染物是由道路運輸中排出，可見汽車亦為香港
空氣污染的主要成因，政府若能解決汽車帶來的空氣污染，將能大量改善空氣
污染問題和改善香港環境問題。
因此，政府正積極推廣使用電動車駕駛取替傳統用汽油推動的汽車，希望能有
效改善上述問題。因此，3政府已撥款資助電動商用車和私家車車主專用電動車
時需要的首次登記稅，期望能提供誘因給消費者轉用電動車，減少空氣污染物
的排放。即使推行此政策，電動車的銷售有增長，有意見卻認為電動車未能在
香港社會上變得普及。亦有意見考慮到電動車的配套仍不足，質疑電動車是否
適合在香港駕駛。即使環保團體和政府大力支持人們使用電動車，部分私家車
車主仍質疑成效與缺乏足夠的誘因轉用，反映政府推動電動車的政策未必能有
效推廣電動車的發展；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了解電動車在香港的普及情況，和
導致電動車普及/不普及的因素，並分析電動車能否有效改善香港環境的可持續
發展，希望評估政府推動電動車的成效和可行性，搜集各方面、各持分者的資
料，客觀地研究題目。若發現政府值得推動電動車，希望政府能積極解決使用
電動車所產生的弊端。相反，若發現政府不值得推動電動車，希望政府能考慮
其他能改善環境污染的方法，有助長遠而實質地改善問題。
2

焦點問題

分析電動車在香
港的普及情況

電動車能否有效
改善香港環境的
可持續發展？

分析導致電動車
普及/不普及的因
素

政府應否採取措
施大力推行電動
車？

.

在香港推廣使用電動車輛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promotion_ev.html 瀏覽日
期 2018 年 11 月 18 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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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圖表二：香港環境保護處發佈的電動車首次登記稅的新寬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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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
車首
次登
記稅
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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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政府
推動
使用
電動
車輛
的措
施

由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間，除符合條件的私家車車主
(見(a) ii. 段)外，一般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的上限會維持
在現時的水平, 即97,500元。
由2018年2月28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推出新的
「一換一」計劃，讓安排拆毀及取消其擁有符合條件的舊私家車
(配備內燃引擎的私家車或電動私家車)的登記，而之後首次登記
一輛新電動私家車的車主，可獲較高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上限
為250,000元。
電動商用車（包括貨車、巴士、小巴、的士和特別用途車輛）、電
動電單車和電動機動三輪車 : 於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
間繼續獲全數豁免其首次登記稅。

提供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免。繼續全數豁免電動的商用車、電單車
和機動三輪車的首次登記稅至2021年3月31日。 至於電動私家車，
除繼續提供首次登記稅寬減上限$ 97,500外，政府由2018年2月28日
至2021年3月31日期間推出新的「一換一」計劃，符合條件的私家
車車主如首次登記新電動私家車並安排拆毀及取消登記其擁有的合
條件的舊私家車，將可獲較高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上限為250,000
元。
企業購置電動車輛，有關的資本開支可在第一年獲100%利得稅扣減。

由2011年3月起設立3億港元綠色運輸試驗基金，鼓勵公共運輸業、
貨車營運人士和慈善／非牟利機構試驗綠色創新及低碳運輸技術
(包括電動商用車輛)。

政府已撥款1.8億元，供專營巴士公司購買36輛單層電動巴士(包括
28 輛電池電動巴士和8輛超級電容巴士)在本港作試驗行駛，以評估
它們在本地環境下的運作效能及表現。26輛電池電動巴士及2輛超
級電容巴士已投入服務。其餘大部分的電動巴士，預計於2018年陸
續投入服務。

在香港推廣使用電動車輛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promotion_ev.html 瀏覽日
期 2018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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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三（上圖）：香港環境保護處發佈的政府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的措施

上述兩個圖表展示了政府的一些相關措施，研究會分析這些措施的效用，特別是經濟
誘因能否令市民使用電動車。

空氣污染

6

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指空氣中存在懸浮粒子及有害物質，影響空氣質素。空氣
污染主要的人為來源包括低效率交通工具、燒毀林木、廢物焚燒、非潔淨能源
和工業活動。除直接危害健康，空氣污染亦是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挑戰。本研
究的其中一個重點，便是電動車能否減少空氣污染，令這些對人類生活構成負
面影響的情況得以減少。
溫室效應

7

是指行星的大氣層因為吸收輻射能量，使得行星表面升溫的效應。不少研究指
出，人為因素使地球上的溫室效應異常加劇，而造成全球暖化的效應。目前，
人類活動使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增加，由於燃燒化石燃料及水蒸氣、二氧化
碳、甲烷等產生排放的氣體，導致全球表面溫度升高，造成全球暖化。
由於現時大部分汽車都使用化石燃料，即溫室效應相關的氣體，故此本研究會思考，
電動車在什麼情況下能減少溫室效應。

在香港推廣使用電動車輛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promotion_ev.html 瀏覽日
期 2018 年 11 月 18 日
6 空氣污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空氣污染 瀏覽日期 2018 年 11 月 18 日
7 溫室效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温室效应 瀏覽日期 2018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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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各類車輛 2015 年污染物排放量（環境保護署）
可持續發展

8

指在保護環境的條件下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以不損害後代人的需求為前瞻
的發展模式，指的是：「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
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有人認為電動車是一種符合可持續發展的交通工具本
研究會就著上述的理念分析是否符合這個定義。

8可持續發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可持续发展 瀏覽日期 2018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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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分析電動車在香港的

分析導致電動車普及

電動車能否有

政府應否採取

情況

/不普及的因素

效改善香港環

措施大力推行

境的可持續發

電動車？

展？

二手資料

面談，二手資料

二手資料

面談，二手資料

在一手資料方面，本研究將訪問 2 位電動車擁有者與 1 位一般汽車擁有者，
并訪問他們有關導致電動車普及或不普及的因素，和對電動車政策的觀感，期
望他們能給予詳細的資料。對於 2 位電動車擁有者，我會集中訪問有關他們駕
駛電動車時的自身觀感，限制和好處，期望能真實地了解使用電動車的好處和
壞處，有助分析電動車措施的成效，和使用電動車的利弊。對於 1 位一般汽車
擁有者，本研究將會集中訪問他選擇汽車而不選擇電動車的原因，從而比較汽
車與電動車的不同之處，以及如何改善電動車對於消費者的弊端，和評價電動
車應否在香港進行大力推廣。
在二手資料方面，本研究將搜集關於不同持分者，例如環保團體、汽油車車
主、政府等的資料，當中將會搜集各種網頁，報告，影片，期望能用較多的角
度分析電動車政策的成效，電動車的限制與好處，並用資料作整理，更大範圍
地分析此議題和判斷政府應否大力推廣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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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深入解釋議題
分析電動車在香港的情況（回應焦點問題一）
1.大部分市民比起電動車仍傾向用傳統汽油車

圖 2：2018 年 6 月運輸署關於領牌車輛的分類
從圖中顯示用電力驅動的領牌車輛為 10830 輛，只佔總計領牌車輛（770348
輛）的 1.4%，反映電動車的數量比起傳統汽油，柴油車仍佔極少數，電動車在
香港的發展仍未普及，社會仍傾向使用傳統汽油車。
2.用電力推行的公共交通工具的發展未如理想
從上述圖 2 中可見，10830 輛電動車中有 10583 輛為私家車，只有 49 輛為公共
交通工具，包括的士，巴士，小巴，反映出香港雖然有少量電動私家車的出
現，但幾乎沒有電動公共交通工具的出現。而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發展發達，
人們主要靠公共運輸工具解決基本交通需要，但電動商用車的發展尚未完善，
對電動車的普及程度有大影響。
3.香港電動車的發展較其他已發展地區/國家落後

香港

荷蘭

9

挪威

人口 7071576 人
電動車數量 10772 輛

16655799 人

9

11

人口與電動車數 656.5：1

10

約 13 萬輛

525.8 萬

約 19 萬輛

128.1

27.6：1

量的比率
圖表四：香港比較其他已發展國家的電動車發展情況
從資料顯示，比較香港與其他已發展國家/地區的電動車發展情況，發現對比人
口，香港電動車數量的比率為三個國家中最高，代表電動車在香港的發展未如
其他已發展國家發達。
小結

電動車在香港的
情況

大部分市民比起
電動車仍傾向用
傳統汽油車

用電力推行的公
共交通工具的發
展未如理想

香港電動車的發
展較其他已發展
地區/國家落後

圖表五：電動車在香港的情況總結
基於以上現象，反映電動車在香港的普及情況仍然較低。

分析導致電動車普及/不普及的因素（回應焦點問題二）
1. 充電站量少分布不平均，充電站未能快速為電動車充電

荷蘭 （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 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荷兰
10 挪威人口 （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 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挪威人口
11 電動車人均保有量最高的為什麼是挪威？（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 日）
https://hk.saowen.com/a/45ccc17406ebf651180e708fa3544f2111c4525bb61c0b4e2b8f662c6eb0a17
80
9

10

香港

荷蘭

10772 輛

13

約 130000 輛

14

約 1000 個

15

約 26700 個

9.70：1

4.87：1

7,071,576 人

16,655,799 人

電動車數量

12

電動車充電設施數量
電動車數量與電動車充
電設施數量的比率
人口

參考圖表六：香港對比荷蘭的電動車發展情況（2017 年）

經過搜集香港與荷蘭的電動車發展情況，可見荷蘭的人口雖比香港多約 3 倍，
但全國擁有的電動車數量卻多出香港約 13 倍，反映荷蘭對於電動車的發展比香
港成熟，電動車的普及程度比香港高。從資料顯示，荷蘭的電動車數量與電動
車設施數量的比率為 4.87：1，代表約五輛電動車就有一個電動車充電設施，比
起香港的 9.70：1，即是約 10 個電動車只有一個電動車充電設施，比較荷蘭，
香港的電動車充電設施遠遠不足，減少電動車對於用家的方便度，減少消費者
購買電動車的誘因，因此難以配合生活節奏快，步伐急速的香港人。

電動車充電站的分佈主要是在九龍和
香港島，在新界特別是元朗，屯門一
帶，難以找到電動車充電站，因此對
於新界居民來說，使用電動車比汽車
耗時。
駕駛電動車時經常需要事先尋找充電站
以防車輛沒有足夠電力，充電時間往往
需要大約 5-10 小時
因此認為汽車較方便和更快捷。
12政府力谷

電動車登記數量急增（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70901/00176_002.html
13 Plug-in electric vehicles in the Netherlands（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lug-in_electric_vehicles_in_the_Netherlands
14 電動車普及的障礙 （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http://www.bauhinia.org/index.php/zh-HK/analyses/265
15 荷蘭充電站數量居歐洲第一 （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https://kknews.cc/zh-hk/world/oyyy2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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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中兩位電動車用家對於電動車充電站的看法

訪談中兩位電動車用家對於電動車充電站的看法
充電站（個）

16

九龍

146

香港島

106

離島

10

新界東

62

新界西

46

參考圖表七：目前全港電動車充電站分佈情況（易充站）

利用不同 Tesla 充電站充電的所需時間

CHAdeMO Tesla Wall 三相 32A 單相 32A 普通 13A
充
充
充
Supercharger 充
Connector 充
充電：大 電：大約 電：大約
電：大約 電：大約
約
12
1–
電：大約 5
12
30
2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1 小時
小時
Tesla

充電站（個）

17

參考圖表八：利用不同 Tesla 充電站充電的所需時間（以 Model S 85 為例，電

池量為 85kWh。假設電池量為 0 的狀態下充滿電的所需時間）
充電網絡（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http://www.hkev.com.hk/charger?group=all&lang=zh_HK
17 充電要幾耐？（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http://www.tesla-guide.hk/充電要幾耐%EF%BC%9F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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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全港公共電動車充電設施分佈（2018 年）（資料來源：香港 01）
從訪談和圖表中可見電動車充電站分佈不平均，超過 2/3 充電站位於香港島或
九龍，居住在新界或離島的偏遠地區較難為電動車充電，對他們的吸引性大
降。雖然電動車充電站在全港有大約 1000 個，驟眼看比約 200 個的汽車加油站
多，但汽車只需大約 5-10 分鐘便可完成充電，因此，大部分傳統汽車均不需排
隊加油，而能快速加油。相反，根據圖 1 顯示，目前全港大部分的電動車充電
站都是普通充電站，充電時間需要大約 5-10 小時，18有電動車車主指出平均三
日就需要充電一次，普通的充電站每次充電最快亦要 5 小時，可於一小時內充
滿的「Supercharger」充電站全港只得約五十個，相對現有五千多輛電動車，有
車主表示要花上三、四小時排隊充電，因此比起傳統汽車，電動車從分佈情況
和充電時間較不方便和耗時。
2.經濟誘因不足

電動車雖好 香港普及難 （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6/10/24/ED1610240020.htm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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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8年2月28日至2021年3月31日期
間推行「一換一」計劃，讓安排拆毀
及取消其擁有符合條件的舊私家車1 (
「舊私家車」)(配備內燃引擎的私家車
或電動私家車)的登記，而之後首次登
記一輛新的電動私家車(「替代電動私
家車」)的車主，可獲較高的首次登記
稅寬減額，上限為$250,000。
參考資料九：運輸署的電動車首次登記稅的新寛免安排19
電動車的價格由港幣 300000 起，一般達 50 萬，價格比一般汽油車昂貴。一些
經濟能力較低的市民因而對購買電動車的意欲減少，即使政府推行一換一計
劃，價格仍比傳統車輛高，未能吸引大量消費者轉用電動車。在一換一計劃推
行後的半年，累計有 257 輛新登記電動私家車，平均每月 36.7 輛，當中僅 169
輛來自「一換一」計劃，反映政策沒有太大成效。

「1換
1」換
車計
劃須
符合
以下
條件：

舊私家車必須在港首次登記最少6年或以上

車主必須是該車輛連續3年或以上的登記車主

車主在換車前兩年、最少有20個月領有有效車牌

車主在「劏車」及取消登記後，即可登記購買新的電動車

舊私家車被取消登記日期，不可遲於提交「替代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申
請當日；而取消舊車登記和新車登記的期限、不可相隔超過3個月
提交「替代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必須在2018年2月28日至2021年3
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

從資料中可見，一換一計劃的條件相對多，包括對車主登記的時限，舊私家車
的登記年期等，令受惠車主減少，一些經濟能力一般而希望透過 1 換 1 計劃購
買電動車的人士會因計劃條件減少購買電動車的意欲。
電動車首次登記稅的新寛免安排 （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https://www.td.gov.hk/tc/public_services/licences_and_permits/vehicle_first_registration/new_frt_c
oncessions_for_electric_vehicles_2018/index.html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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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部分電動車電池只能夠應付中短距離的路程

電池只能足夠讓電動
車來回行駛九龍，若
要去偏遠地區，會擔
心沒有足夠的電力

通常只使用電動車到
偏近的地方，較遠的
地方用電動車作交通
工具較不方便。

訪談中兩位電動車用家對於電池使用時間的看法
從資料顯示，電動車的續航能力較短，一般只足夠車輛應付中短距離的路程。
香港的土地特質是山多平地少，因此山路較多，電動車續航能力較差的特質較
不適合在山路行駛，因此消費者或許考慮到電動車的續航能力較差，令方便度
減低，因此在購買新車輛時不選擇電動車。

去年環境局訪問40間購入電動商用車的營
辦商，過半受訪機構反映，現時市場供應
的電動商用車續航力嚴重不足，行車里數
遠低於同類柴油或石油氣商用車，未能符
合流轉率高、行駛時間和距離皆長的營運
需求，故不考慮額外採購。有車行將轄下
所有電動的士重新登記為私家車出售，大
部分公共小巴營辦商則表明無意採用電動
小巴
參考資料十：新聞報道對於電動車續航力的評價

20

有政策無配套 商用車業界拒用電動車 https://www.hk01.com/周報/246871/施政報告-有政策
無配套-商用車業界拒用電動車 （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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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資料中可見用電力推行的公共交通工具的發展未如理想，電動公共交通
工具在行車里數，充電時間不能符合營運需求，因此未能促進更多營運商使用
電動商用車，可見電動車續航能力較差的特質令商家無法使用電動車作為電動
商用車，使電動車的普及程度大大下降。
小結

分析導致電動車不
普及的因素

充電站量少分布不
平均，充電站未能
快速為電動車充電

經濟誘因不足

圖表十一：導致電動車不普及的因素總結

16

大部分電動車電池
只能夠應付中短距
離的路程

D. 判斷與論證
電動車能否有效改善香港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回應焦點問題三）
有效
電動車在使用過程中因使用事前已充滿電的蓄電池（大容量電瓶）供電給電動
機，由電動機推動的車輛，而電池的電量由外部電源補充。由於不會在路面排放
廢氣。
參考資料十二：有關推動電動車運行的原理

21

根據資料所示，電動車在使用過程中，是由電動機所推動的，不會在路面上排
放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硫 ，不但改善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有助市民的健康，
亦可以減少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減緩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增加的趨勢，若電
動車能在香港普及，有助改善全球暖化問題，改善香港的環境污染，達到環境
可持續發展。

電動車具備高能源效益，
可把逾八成的能源轉化
成動力，反觀汽油車則
只有一成五至兩成的效
率。。
參考資料十三：有關電動車對環境的效益

22

從資料中可見電動車具備高能源效益，可以節省能源，降低燃料成本，比起汽
油車更符合能源效益。
未必有效

純電動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純電動車 （瀏覽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日）
電動車推動環保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41028/00661_001.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9 日）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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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教授鄒國棠稱，電動車普遍使用鋰離子電池，現時雖
有技術可回收電池中的鋰離子，惟成本較高，而且各車廠生產的電池化學成分
不一，難以集中回收重用；在未有足夠舊電池數量下，本地亦難以開設回收
廠。鄒續稱，由於鋰離子電池內含重金屬及酸性化學液體，部分亦可能含鎳及
鈷等元素，全部含毒性，若胡亂棄於堆填區，重金屬恐洩漏並污染泥土，破壞
生態，若附近有農田，更可能直接影響出產的蔬菜；若然被棄海邊，就會污染
海洋，魚會吸收有毒物質，到人類進食這些魚時就會影響健康。
參考資料十四：有關回收電動車電池對環境的污染

23

圖四：電動車電池廢棄情況（資料來源：新浪財經）
資料顯示電動車內的電池若處理不當，胡亂廢棄，仍然會為環境造成破壞，污
染海洋和農田，未必能對香港環境污染有幫助，反而會產生反效果，讓自然生
態被重金屬所污染。而現時各車廠生產的電池化學成分不一，亦未有足夠的舊
電池的情況下，難以設立回收廠妥善處理電池的重金屬成分，最終都被胡亂廢
棄，污染環境，影響環境可持續發展。

探射燈：電動車舊電池 政府回收慢 恐釀環境災難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70925/mobile/odn-20170925-0925_00176_089.html （瀏覽
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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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電動車的電力撇除小部分小規模獨
立生產的電力，絕大部分電力來源都是來自
於發電廠，而電動車的所謂零排放，實際上
只是把個別車輛的廢氣排放轉移集中在發電
廠當中而已。目前世界各地生產電力的方式
都主要是依賴化石能源和核能產生，發電廠
本身在生產電力的時候其實已經會對環境造
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和污染。
參考資料十五：24網絡上對於電動車在環保方面成效的質疑
根據圖表顯示，電動車以電力驅動，而大部分的電力來源都是來自發電廠，發
電廠生產電力的過程亦會排放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空氣污染物，工廠發電後
排出的廢水若處理不當亦會造成水質污染，造成間接排放污染物，電動車推廣
零排放，在電力生產時卻排放污染物，因此未必有效推動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令香港的環境改善。
小結
我大程度上認為電動車能有效改善香港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從資料中可顯示雖
然電動車在使用過程中不會在路面上排放溫室氣體，有助改善香港空氣污染問
題並減緩全球暖化問題，電動車具備高能源效益，可以節省能源，降低燃料成
本，但若電動車內的電池處理不當，電池內的重金屬會污染環境，包括海洋和
農田。因此，電動車的推行對環境保護而言有利有弊。達到環境可持續發展。
從整體而言，25根據美國溫室數據顯示，全電動汽車行駛 160 公里，經發電器發
電的間接排放污染物為 54 磅二氧化碳，排放數量為傳統汽車的一半，代表即使
電動車的電力在生產過程中排放污染物，污染物的數量仍比傳統汽車少近一
半，因此電動車仍有助推動香港的環境可持續發展，若政府能妥善處理電池棄
置問題，定能大幅度提升電動車對環境的好處。
政府應否採取措施大力推行電動車？（回應焦點問題四）
政府財政資源
電動車真的環保嗎？https://www.master-insight.com/電動車真的環保嗎%EF%BC%9F （瀏覽日
期：2018 年 12 月 2 日）
25 電動車在香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Vyi_vQdr0 （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9
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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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18-2019 年政府預計收入與開支
根據政府資料顯示，262018-19 年財政年度暫錄盈餘 1,106 億，代表政府仍有足夠
財力應付日後電動車的宣傳，一換一計劃和電動車首次登記稅的費用。
現今科技發展

我認為電動車市場正處於轉捩點。
未來兩年市場上將出現大批新款電
動車，且入門價格也會下滑。我預
期未來2、3年電動車銷售大幅成
長。」

參考資料十六：27貝萊德（BlackRock）全球主題產業投資部門主管韓艾飛（Evy
Hambro）接受28訪問節錄

本財政年度暫錄盈餘 1,106 億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01/20180131/20180131_172021_382.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 日）
27 美國的投資管理公司，總部設於於美國紐約市，並在全球 26 個國家中設立了 74 個辦公室，
客戶遍及 60 個國家。（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 日）
28 電動車銷售 貝萊德看好 3 年內暴衝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123000304-260203 （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
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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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驚人的太陽能天花板，
並與電池儲存設備整合
拓展電動車的產品線到各種主要
類型，像是貨車和大眾運輸工具
透過大量的里程學習，發展比人類
駕車還要安全 10 倍的自動駕駛系統
讓你的車在沒有使用時，
自己開出去為你賺錢
參考資料十七：29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Tesla）的行政總裁 Elon Musk 在 10 日
宣布的「特斯拉秘密大計畫二部曲」

即使電動車現時仍有許多弊處導致
未能在香港普及，但以現時的科學
技術，我相信各電動車生產商和政
府能逐步改善電動車存在的問題。

參考資料十八：受訪者對於政府應否大力推行電動車的語錄
從以上資料顯示，各電動車生產商均提出不同方案有助改善電動車的問題，例
如30法國 Electric Loading 公司在近期表了一項可解決這項難題的充電新科技，
號稱能在 4 分鐘內將市面上的所有電動車蓄電至全滿，而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
亦發表「特斯拉秘密大計畫二部曲」已改善電動車的功能，面談中受訪者也對
相隔 10 年的 Tesla 秘密大計畫 II：更多太陽能、電動大眾運輸車輛、自駕和共享經濟
https://technews.tw/2016/07/22/tesla-master-plan-part-deux/ （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 日）
30 法國研發新充電技術 電動車 4 分鐘可充滿 100% https://tw.news.yahoo.com/法國研發新充電
技術-電動車 4 分鐘可充滿 100-040039438.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 日）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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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的未來發展持樂觀的態度，而電動車在全球發展至今仍未成熟，日後可
能透過科技發展，創造出更具成本效益的電動車。
小結
基於政府財政資源尚算充足，各公司亦積極研究電動車，望能為電動車用家提
供更優質的車輛，未來展望能改善現時電動車的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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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從整體而言，我認為政府應大力推行電動車的政策，以幫助電動車的發展，為
環保與環境可持續發展作貢獻。即使現時電動車的發展尚未完全成熟，參考焦
點問題一，可見大部分市民比起電動車仍傾向用傳統汽油車用電力推行的公共
交通工具的發展未如理想，參考焦點問題二，香港電動車的發展較其他已發充
電站量少分布不平均，充電站未能快速為電動車充電，不論是私人電動車車
主，抑或是商用電動車車主，使用電動車對他們的方便程度降低，加上經濟誘
因不足，政府推出的一換一計劃有不少限制，令受惠車主減少，電動車仍對於
許多消費者來說是較昂貴，加上大部分電動車電池只能夠應付中短距離的路
程，難以在香港這個山多平地少的城市行駛。對於電動商用車而言，電動車的
限制往往妨礙司機的工作能力，需要更多時間為電動車充電，方便程度下降。
但即使電動車為用家帶來諸多不便，電動車仍為社會帶來環境上的幫助。參考
焦點問題三，電動車的溫室氣體排放比傳統汽油車，柴油車少出一半，因此可
大幅改善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不僅僅是為香港環境出一分力，亦能提高香港
人的生活素質，減少香港市民患心血管疾病以及肺病的風險，也能改善香港在
國際之間的聲譽，為香港建立一個健康良好的形象。在科技因素，參考焦點問
題四，加上現時許多電動車生產上積極改善電動車的弊處，望能改善電動車的
充電時數長，價格昂貴，電池用量少的問題，吸引更多市民購買電動車，日後
可使用電動車作為主要交通工具為香港市民提供服務，在經濟因素，政府的收
入和支出理想，日後有充足的資金推動電動車的發展，政府有能力推出更多政
策宣傳電動車。
因此，在環境，經濟，科技因素上，電動車均可發揮其好處與有潛力改善產生
的問題，因此，我認為政府應大力推行電動車的政策，並採取以下建議，更有
效地推廣電動車：
報廢電池回收

安裝更多充電站

• 從上述資料可見，電動車電池內
有大量重金屬，若胡亂廢棄，重
金屬會污染海洋與泥土。因此我
建議政府可與大型公司合作，把
已報廢的電池重新回收重用，以
減少對環境的損害。 其他國家亦
有此先例，日本日產（Nissan）
與美國Green Charge Networks 儲
能公司合作，為Leaf 電動車的舊
電池，改變電壓或容量後，轉化
和生產成商業用的後備電池，以
便在用電需求高時或在緊急情況
下，作為補足之用，因此香港可
效仿此模式，減少污染。

• 對於現時電動車充電站設施遠遠
不足以電動車車主使用，我建議
政府資助更多中小型商場在停車
場安裝充電站，亦可以資助大型
商場提升現有的充電站的效能，
改善電動車到充電站充電的排隊
時間長的問題，吸引更多市民轉
用電動車代替汽油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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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位電動車擁有者的訪問（一）
Q1：你認為電動車未能在香港普及的原因是什麼？
A:或許是因為配套設施不足，有時候難以找到電動車充電站，電動車充電站的
分佈主要是在九龍和香港島，在新界特別是元朗，屯門一帶，我住在馬鞍山，
剛使用電動車時亦覺得充電站非常不方便，需要到大型商場才能為自己的車輛
充電。
Q2: 除了配套設施不足，你認為電動車還有什麼原因難以在香港普及？
A: 我認為是電池只能足夠讓電動車來回行駛九龍，若要去偏遠地區，會擔心沒
有足夠的電力，因此我只能用電動車在市區行駛，甚少用電動車前往郊區。
Q3: 整體而言，你認為購買電動車的決定值得嗎？
A: 我認為是值得的，因為知道使用電動車能為環境帶來好處，為空氣污染有幫
助，可以盡保護環境的責任是值得的。
Q4: 你對電動車的未來發展持正面的態度還是負面的態度？
A: 持正面態度
Q5：有什麼因素導致你持正面態度？
A: 現今科技發達，我知道許多公司正在研究新的電動車，我相信日後能推動電
動車的發展。
Q6: 你認為政府應否大力推行電動車的政策？
A: 我認為可以投放資源在電動車，例如增加電動車的配套來方便駕駛電動車的
人，但首要條件還是投放資源在社會福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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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一位電動車擁有者的訪問（二）
Q1：你認為電動車未能在香港普及的原因是什麼？
A: 駕駛電動車時經常需要事先尋找充電站以防車輛沒有足夠電力，充電時間往
往需要大約 5-10 小時，有時候當駕駛車輛時會覺得不太方便。加上大部分使用
者通常只使用電動車到偏近的地方，較遠的地方用電動車作交通工具較不方
便。
Q2:有什麼原因令你購買電動車?
A: 主要都是環境因素，我知道可為環境出一分力，和政府亦有推廣電動車，令
我知道要保護環境，可以選擇電動車。即使價格較昂貴，我仍然希望保護地
球。電動車的種類也有許多種，外形亦吸引到我購買電動車。
Q3:你對電動車的未來發展持正面的態度還是負面的態度？
A: 正面態度，因為各國政府都有大力推動電動車，亦投放許多資源讓電動車變
得普及，我相信未來電動車可以成為取代汽油車的主要交通工具。
Q4: 你認為政府應否大力推行電動車的政策？
A: 我認為應大力推行，因為現時電動車的政策難以令大眾使用電動車。因此，
應推行更多電動車的政策，如加強補助給電動車車主，宣傳電動車的好處，才
能吸引市民使用電動車。

29

附件三：一位非電動車擁有者的訪問（一）
Q1:請問你現時擁有汽車嗎？
A: 擁有一部汽油車。
Q2:在購買車輛前，有考慮電動車嗎？
A: 未有，當購買汽油車時，政府仍未就電動車進行宣傳，當時電動車的款式比
較少，我甚至不太清楚電動車的資訊。還有香港幾乎沒有電動車充電站，即使
購買了電動車也不能方便自己。
Q3: 你認為電動車在香港普及嗎？
A: 大部分人現時仍是用汽油車，所以不太普及。
Q4: 你認為香港的電動車發展不普及的因素是什麼？
A: 市民沒有意識電動車可作為一個選擇，他們在考慮買車時可能只想到要購買
一輛汽油車，並沒有想到電動車可以作為一個選擇。
Q5: 你認為政府應否大力推行電動車的政策？
A: 電動車的確能為社會帶來環境上的幫助，若能大力推行，投放更多資源，能
令電動車更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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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尚能根據探究題目設定相關的焦點問題。
A 部能提供合適的背景資料以支持探究的需要。
B 部 的 相 關 概 念 欠 多 元 化，且 未 能 就 頁 5 的 相 關 事 實 與 題 目 的 關 係
進行解說。
C 部顯示考生能根據探究方向，從不同角度進行資料和數據搜證，
並稍作簡單整理。
考 生 嘗 試 在 D 部 從 正、反 方 面 的 理 據 進 行 簡 單 的 分 析 和 論 證，但 解
說可更仔細。若能對政府的角色和責任加以論述，則更理想。
報 告 尚 見 完 整，能 標 示 參 考 資 料 的 出 處，並 嘗 試 以 不 同 方 式 展 示 和
組 織 資 料 ， 惟 部 分 圖 表 的 作 用 解 說 不 足 ， 例 如 ： 頁 1 1、 頁 2 0 和 頁
24， 令 組 織 稍 欠 流 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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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題目界定
香港素有東方之珠的美名，但夜空光度超標情況嚴重，市民因此飽受嚴重的光污染問題(如
圖一)。對此，香港環保局於 2016 年 4 月推出《戶外燈光約章》1，希望商戶自發地在晚上十一
點只翌日上午七時關掉對戶外環境造成影響的燈飾。同時，也可以減少戶外燈光使用的時間，
節省用電和降低能源消耗，有助減輕對環境的污染。參與該約章將能減少商戶的電費和能源支
出。同時，參與的商戶將會獲環保局頒發標籤，證書及獎狀，從圖 3 可見《約章》中提及的獎
勵制度，而該制度將有助商戶建立和維護“環保”的企業形象，有助幫助企業進行推廣。

圖 3《戶外燈光約章》獎勵制度內容簡介
鉑金獎

金獎

時限

晚上 11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

晚上 12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

參與機構

4000 座物業簽署，包括商戶、非政府機構，政府部門

範圍

包括廣告招牌、照明和燈飾等照射戶外環境並可能影響居民的裝置。

收益

可獲發證書及標貼，於店內展示或張貼，作為宣傳，并
可申請授權於宣傳物品上使用《約章》標誌，并
參與的機構或商戶的名單將會在報章和網上被公佈，增加知名度

然而，2016 年環境保護署接獲戶外燈光滋擾的投訴有 337 宗，較 2015 年的 256 宗增加
逾 30%，而今年首 3 個月則已有 60 宗。 可見政策成效未如理想。自願性約章未能發揮預期中
的效果的其中一個成因在於眾多持份者意見不一。首先，在“污染和滋擾”一事上，國際上並
無清晰界定達到多少，難以對此設立一個獲得眾多持份者支持法律。另外，在能源浪費問題方
面，市民和環保人士認為商界在夜間耗用大量能源和電力。同時亦對市民的健康造成負面影
響，例如失眠的提升患上癌症的風險等等。而商界認為夜間宣傳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遠超自己支
付的電費，一些跨國的大型公司例如蘋果，莎莎更是不會在意夜間燈光所帶來的成本。可見各
界對立法光污染爭議不斷。

本報告旨在探討立法管制商家，推行強制性夜間燈光管制是否能夠減輕香港的光污染問
題。政策所將帶來的影響以及可行性，民意基礎，手段力度和長遠性等方面作出分析，同時，
通過了解香港目前面對的光污染問題的情況和嚴重性，評估改善光污染問題的迫切性，以至於
是否應該推行強制性戶外燈光管制替代自願性約章。
1

環保局（2016）
《戶外燈光約章介紹》2017 年 11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charteronexternallighting.gov.hk/tc/introduction/introduction.html

圖 1 香港 2017 年的夜空光度超標程度2
超標程度（晚上 8 時至 11 時）

國際標準

全港綜合

超出 100 倍

尖沙咀

超出 1000 倍

濕地公園

超出 100 倍

圖 2 香港的夜空光度數據分佈圖

（658 字）
焦點問題

2

1.

香港目前的光污染問題以及監管情況？香港目前的光污染問題以及監管情況？

2.

不同持份者之間存在什麼利益分歧和觀點？

3.

香港是否應該推行夜間強制燈光管制？

黃樂怡（2016）。《「東方之珠」華燈下該如何處理光害？》。2017 年 11 月 10 日取自：https://www.hk01.com/
熱話/59973/BBC

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可持續發展

3

指在平衡社會、環境和經濟三方面發展的情況下，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以不損害後代人的
需求的永續發展模式。本報告爭議點在是否應該實行夜間強制燈光管制關係社會、經濟和環
境發展以及達至垮世代公平。此報告將以可持續發展中社會、經濟和環保三個向度和跨世代
公平的原則作為衡量是否應該推行燈管管制的準則。

社會企業責任

4

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之餘，同時對消費者、社區和環境負責，并強調對環境、消費者和社會
的貢獻。本報告的爭議點在夜間燈光管制政策會損害商界利益，從而阻礙香港解決光污染問
題。此報告將以社會利益和個人商戶利益為角度出發，探討企業和商界應如何在利益最大化，
例如使用霓虹燈等燈飾進行廣告宣傳的同時，兼顧其生產時對環境和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
例如光污染的問題，盡應有的社會企業責任。

生活素質

5

是指人類其生活中各種範疇的滿意程度，本報告的爭議點在於應該優先改善哪一方面的生活
素質，光污染增加了市民患病和發生意外的幾率，降低了市民社會和社會方面的生活素質。
光污染亦造成環境方面生活素質的破壞。夜間燈光管制的推行將有助降低光污染，改善市民
生活素質。此報告將以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的影響作為衡量燈光管制政策是否應該推行的
原則之一。

公眾利益

6

指公眾和社會的安全、健康和財產等事物，本報告的爭議在於光污染對公眾利益造成的正面
和負面影響，例如市民的健康問題和能源的浪費。如果政策手段力度過輕，則無法解決光污
染問題，損害社會和環境方面的公眾利益。如果政策手段力度過重，則會對商業發展造成負
面影響，損害經濟方面的公眾利益。而現有政策自願約章未能有效解決問題，不符合公眾利
3

GovHK 香港政府一站通（2017 年 6 月）
《可持續發展》2017 年 11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environment/sustainable/dev.htm
4
香港政府一站通（2010）
《企業社會責任》2017 年 11 月 12 日取自：
https://www.gov.hk/tc/business/corporate/businessethics/index.htm
5
教育局（年份不詳）《生活素質的定義生活素質 - 教育局》2017 年 11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life-and-society/Section
_1_D1.pdf
6
香港電台（年份不詳）
《何為公眾利益》2017 年 11 月 12 日取自：http://www.liberalstudies.hk/hkpcs/ls_hkpcs_08.php

益。故此，如何推行政策對於公眾利益而言十分重要。以下將分析自願約章及立法管制在多
大程度上符合公眾利益衡量立法管制政策是否應該推行的原則之一。

光污染

7

指過量使用照明系統而影響人類正常生活的現象，又稱光害。本報告的爭議點在於不同人對
“光污染”的定義不一，成為是否推行和如何推行燈光管制政策的一大爭議點和阻礙，光污
染的界定存疑，導致執法困難的問題。此報告將分析自願約章及立法管制對解決光污染的成
效，以此作為衡量立法管制政策是否應該推行的原則之一。
（886 字）

7

臺灣行政院環境保護局（2012）。《
「光污染防制策略規劃及建置」專案工作計畫》。2017 年 11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gov.hk/tc/theme/bf/consultation/pdf/ExternalLightingChi.pdf

C．深入解釋議題
實行夜間強制燈光管制有關的持份者有政府，環保團體，受影響居民，商界。以下將會詳細
展述各方望要的觀點

同意方面：

健康狀況和安全
夜間強制燈光管制會減少夜間商鋪對強光的使用情況，降低市民日常生活中受到強光干擾的幾
率，有助保障他們的生活健康和人身安全，避免額外的患上睡眠不足，癌症，近視等病症8的
機會和醫療支出，並且減低意外發生的幾率，維持整體市民的利益。根據市民反映，不少店鋪
均有使用大型的 LED 霓虹燈作廣告宣傳之用，然而搶眼的 LED 燈卻會對大部分的市民造成滋
擾，尤其是在夜晚。光污染對市民造成界外成本，破壞他們的日常作息。同時，光污染也會對
途徑受影響地區的司機造成影響，增加發生交通意外的幾率，危及市民大眾的人身安全。而強
制性戶外燈光管制能夠以經濟誘因吸引商戶減少在夜間使用戶外燈管，有效減少香港的夜間光
污染問題，減少對市民的滋擾。

環境保育
光污染令香港夜空的可見度降低，不少動物的生存和繁衍因此受到影響，從而導致數量減少甚
至滅絕，間接影響本港的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而強制燈光管制有助促進環境保護，故得到
環保團體支持。使用燈光時所需要的發電亦會釋放溫室氣體，造成更多空氣污染。而燈光管制
令全體商戶集體減少在夜間使用戶外燈光，有效減少對動物造成的滋擾和環境上的破壞。當夜
晚的亮度過高，不少生物例如候鳥，螢火蟲等的生存和繁衍都會受到影響，而光污染則會令牠
們失去方向，無法返回自己的棲息地，最終被困死在城市內，動物的生活習性被改變將不利牠
們種族繁衍，可能會引起物種滅絕，破壞本地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立法管制光污染可以透
過設計完善的法例和機制，將本港所有商戶涵蓋其中，對他們的燈光使用做出有效的限制，即
廣泛的涵蓋面。政策將有助減少全體商戶在夜間使用的燈光和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有助推動本
港的環境保育。

天文研究
強制立法以經濟誘因監管，具備阻嚇力及約束性，以改變天空的能見度，有助天文學家和愛好

8

文匯報（2010）
《光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影響》2017 年 11 月 10 日取自：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11/29/ED1011290008.htm

者進行天文研究。光污染會導致香港的天文觀測的素質下降。肉眼可見的極限星等9是指清晰、
無月的夜晚，在天頂可以看見的最暗星等。這個量通常用作天空亮度的總指標，光污染越嚴重，
極限星等的等級越低，肉眼可見的恆星數量越少，天文研究的成效也就越低，甚至可能錯過寶
貴的觀星機會。強制燈光管制具有阻嚇性，有助改善光污染，因此天文情況會因此而改善，而
此提升觀星素質。

反對方面：

香港的商鋪和經濟發展
夜間燈光管制將要求在特定時段強制關掉廣告招牌等宣傳燈飾，褫奪樓上店鋪的宣傳機會，不
利他們的推廣和經營，宣傳的效果降低，直接影響他們顧客量的減少，最終減少了商界原本的
利益，故遭到商界反對。如果推行夜間燈光管制，內容包括強制迫使居民區和行人區的商鋪“熄
燈”，令商鋪無法在特定時段通過廣告招牌、霓虹燈等具有燈光效果的燈飾進行宣傳和推廣，
將導致商鋪的知名度和人流量減少，導致生意額和利潤大減，可能引起商鋪的結業和僱員的失
業 ，不利本港經濟發展。

香港的旅遊業發展
夜間強制燈光管制將限制企業和景點在夜間的作宣傳和推廣的燈光使用，導致他們對遊客的知
名度和吸引力有所降低。香港以夜景聞名於其他國家的旅客，如果推行夜間強制燈光管制將影
響本港對外旅客的吸引力，香港的旅遊景點和節目，例如“幻彩詠香江”等受到限制，導致香
港對外來旅客的吸引力降低，故遭到旅遊業和零售業的反對。而旅遊的十大景點10有近一半都
是與燈光煙火等元素有關，如果限制特定時段（例如夜晚 11 點至翌日早上 7 點）的燈光使用，
將降低景點對旅客的吸引力，減少他們來港消費的意欲，不利旅遊業以及相關產業例如餐飲和
住宿業的發展。

（1394 字）

9

維基百科（2013）
《極限星等》2017 年 11 月 10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5%B5%E9%99%90%E6%98%9F%E7%AD%89
10
香港旅遊發展局官方網站未知作者（2018 年）十大景点（2018 年 1 月 21 日）取自：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see-do/highlight-attractions/top-10/index.jsp

D.判斷及論證
綜合各持份者不同意見，本人認為香港現階段是應該推行夜間強制燈光管制的政策。

在手段力度方面，強制夜間燈光管制可以利用罰款，禁令等具強制性的手段懲罰違反法例而造
成光污染的企業，具有阻嚇作用。政府可以通過要求違反法例的商戶和機構企業繳付沉重的罰
款，或者立例禁止違反管制的商戶和機構企業進駐香港的權利等法例手段，降低其利潤，近而
誘使他們主動減少夜間燈光使用，舒緩本港光污染的問題。例如英國早在 2004 年便推出法例11
限制企業和民居的燈光使用，違反者將會受到最高五萬英鎊的罰款 ，外國媒體更直言“Switch
that light off or face a fine”（關掉燈，否則將須支付罰款）。香港政府可以加強手段力度，推出
強制的燈光管制，從而舒緩香港本地的光污染問題。

在涵蓋面方面，政府如果立法強制管制商戶的夜間燈光使用，將可以通過立法手段包含所有現
存在香港境內的企業，受限制的商家較多，層面較廣，成效也自然較大。當今在燈光管制方面
的政策涵蓋面較窄，未能將大型企業和跨國企業加以約束，而強制性戶外燈光管制恰恰符合這
一點。政策的受眾和涵蓋面可其中包括時裝、電子設備等對廣告宣傳和知名度十分依賴的產
業。在現有的制度和管理下，國際知名品牌例如時裝業的 Prada、Coach，科技產業的 Apple Store、
Forever 21 等都原本不被自願性約章所包括的“光害黑點”受到管制。由此可見，新的強制性
燈光管制政策涵蓋面較自願性約章廣，受眾較多，成效亦較大。

在可行性方面，目前國際上已經有許多到合宜的國際法律可以引用，故政策的軟件配套設施充
足。香港政府專責光污染問題的委員會，例如效仿美國，日本，並且監察跨國企業和樓上舖是
否違反條例。又或者效仿英國，中國等國家，明確訂立有關“光污染”的具體定義和數值，避
免因為制度漏洞和不完善，例如沒有清楚的數字和條例規定何為“光污染”，又或是沒有清晰
而公開的懲罰機制等，令違反條例的商戶得以免除刑罰，繼續造成污染和破壞。避免跨國企業
利用香港的法律漏洞進行宣傳。可見香港政府已經有多套有效管制光污染的政策可以參考，可
行性高故成效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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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graph（2004 年）
《Switch that light off or face a fine》2018 年 4 月 22 日取自：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1478571/Switch-that-light-off-or-face-a-fine.html

國家
環保措施

美國（機構）12

日本（機構）13

英國14

中國（立法）15

加利福尼亞州設 設立“環境省” 推行《2005 年清 在 2004 年訂立的
立 具 約 束 力 的 用於管制和預防 潔鄰舍及環境法 《城市環境照明
“建築物標準委 光污染的發生
令》
規範》
員會”和“能源
委員會”

有言“燈光管制會損害香港經濟的發展，而且並非必要的政策，不少發達國家都未有設立相關
規定，可見香港無需推行燈光管制”固然，燈光管制限制跨國企業的燈光使用，并要求違反法
例的企業支付罰款，增加他們的營商成本，將降低跨國企業選擇香港作為分銷點和分基地的意
願，而香港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來投資，外企撤資將極大地打擊本港經濟，而目前國
際競爭激烈，香港競爭力遞減下更不應該推行燈光管制，降低自身競爭力。同時，不少發達的
國際城市例如日本首都東京和新加坡等地區均無訂立有關燈光管制和光污染的法例，可見燈光
管制並非必要。

本人對此有所保留。首先，經濟利益和長遠經濟發展並非衡量一個政策應否政策落實和推行的
唯一標準。為了維護本港的環境生態，例如鳥類和螢火蟲的棲息環境，以及照顧市民日常生活
的需要，燈光管制有著推行的必要，否則長遠將會降低香港在國際上的環保形象，就如同中國
北京的霧霾問題一般，造成本地人才流失之餘，外國企業也會考慮到在香港投資的成本上升而
減少在香港的投資甚至從香港撤資，長遠不利香港經濟發展。其次，政策的推行應考慮到本港
山多平地少，住宅區與住宅區十分密集而臨近之餘，與商業區和市區的距離也十分接近的實際
情況。加上香港各地，包括市區都存在大量老舊的唐樓和民，缺乏合適而有效的城市規劃，例
如樓與樓之間的間距過近的問題。高密度的人口和過時的城市規劃系統使得光污染問題迫切需
要改善，否則將造成大量市民的健康問題，造成社會不和諧之餘，長遠也會增加民間和政府的
醫療開支，不利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由此可見香港推行強制性燈光管制的重要性。

以上分別從手段力度、涵蓋面和可行性方面闡釋強制性戶外燈光管制的有效性，并解釋了為何
香港政府應當推行強制性戶外燈光管制。
（1537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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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A 部符合要求，能訂立探究焦點、範圍及方案，關於題目界定的資
料充分，惟題目界定與焦點問題的關連，可以更清楚說明。
B 部能夠展示概念與題目的關係，但所選取的概念較為籠統，可選
取 一 些 與 題 目 關 連 更 明 顯 的 概 念。另 外，研 究 方 法 的 解 說 不 足，應
使用更多篇幅說明。
CD 部 解 說 清 楚 ， 能 解 釋 不 同 持 份 者 對 夜 間 強 制 燈 光 管 制 的 看 法 並
加以分析，亦能就題目作出討論、判斷，才作出結論。不過，整體
而 言，不 論 是 運 用 資 料 事 例、分 析 過 程 和 所 使 用 的 概 念，都 未 夠 深
入，所 運 用 的 資 料 也 不 足 夠。在 正、反 論 證，提 出 建 議 過 程 中 皆「 蜻
蜓點水」，點到即止，未有就題目作詳盡的解釋。
報 告 雖 有 組 織 架 構，也 有 恰 當 運 用 資 料，但 組 織 簡 單，對 資 料 來 源
的交代較粗疏，未有充分說明，或未有好好善用資料。

第二級示例及評語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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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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7 年 起 文 字 模 式 報 告 和 非 文 字 模 式 報 告 的 短 文 ）
探究題目：

A. 題 目 界 定

3 頁

B. 相 關 概 念 和 知 識 ／ 事 實 ／ 數 據

4-5 頁

C. 深 入 解 釋 議 題

6-8 頁

政府應否投放更多資源於足球場上

考試年份：

201 9

學生姓名：
班別／組別：

D. 判 斷 及 論 證

學號：

報告字數：

43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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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 頁

A. 題目界定

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3

4

研究背景及目的

足球是世界上其中一項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它吸引了不少男女老少參與其中。足

生活素質：生活素質一般指生活水平的高低。足球場是康體設施的一部份，它提供

球的普及亦早早傳到香港，很多市民在假日會到球場享受其樂趣，平日也有不同類

市民一個強身健體的平台，更多康樂用地能提供空間給市民伸展，所以球場上不同

型的球隊在球場練習。因此香港的足球場需求頗大，很多時候都會出現供不應求的

區域分布會影響該區市民的生活水平，從而影響其生活素質。

情況，讓不少人無法使用足球場，不能運動，影響他們的生活素質。球場的數量及
質素會直接影響香港的體育發展，也與香港市民的健康、社會凝聚力及生活素質有

社會公義：社會公義指社會資源是否得到公平分配。興建足球場需要土地，而社會

關。而且，球場的分布位置以及不同類型球場(人造草、仿真草、硬地)的比例也反

上各持份者對土地的利用都有不同的意見，故部份市民會認為這違反社會公義而反

映該區的城市規劃是否滿足到市民需要。所以香港足球場的數量和質素與香港社會

對利用土地資源興建更多足球場。

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有人認為政府已投放足夠資源與足球場設施上，土地應首先分
配於房屋發展，金錢也應該用於其他發展項目上。相反，有人認為現在足球場的數

需要：需要是指人的欲求，或日常生活必需的東西。為了保持生理健康以及社交健

量嚴重不足，質素亦良莠不齊，故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於發展足球場上。所以，政

康，人類必須運動，而球場就是人們做運動的地方，所以球場就成為人類的需要。

府應否投放更多資源(財政、人力、土地)於香港足球場設施上，改善其數量及質素，

香港的足球場數目是否滿足到香港市民的需要，是本研究會探討的其中一個焦點問

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議題。

題。而這亦能探討政府是否投放足夠資源在足球場上。

焦點問題

健康:健康是指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人們會做運動來保持體格健康，
而球場正正是人們其中一個做運動的地方。如果香港沒有足夠的足球場給市民運動，

1.香港的足球場能否滿足到香港市民需要？

市民便會缺乏空間進行體能活動 ，而他們的健康會受到影響。再者，質素差的足球

2.政府現階段在足球場的資源（土地、人力、財政）投放程度。

場會令市民受傷，從而影響市民的體格健康。故球場的數目及質素與市民的健康有

3.市民對香港球場質素的滿意程度。

直接關係。

C.深入解釋議題

5

6

城市規劃：城市規劃會影響香港球場的分佈，而香港的球場分佈又是否滿足到不同

透過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歸納出現在香港足球場正面對那方面資源短缺的問題，

地區市民的需求？

從而推論出政府應投放什麼資源。然而這些資料能有效顯示各持份者的理據，有助
研究政府應否投放更多資源於足球場設施上。

衝突：衝突是指一種不協調的狀況。興建足球場需要土地資源，而各個持份者對於

支持投放更多資源

土地利用都有不同的意見及看法。故社會上會出現不同的聲音，而衝突亦會因此形
成。

球場使用者(普通市民)
有市民認為足球場質素差令他們容易受傷。因場內有大量沙石，球員們會容易

公眾利益：公眾利益是指大眾的整體福祉或需要。政府投放不足土地資源於足球場

滑到受傷，更有部分人曾經滑倒及擦傷，影響他們的健康。加上球場質素差令他們

上，將會令市民大眾缺少進行體能活動的空間，令他們的健康受到負面影響，從而

有較差的運動體驗，例如，馬鞍山仿真草足球場出現仿真草地高低不平的問題1，影

影響其公眾利益。

響他們踢球質素，讓他們不能投入其中。而且有市民批評香港的球場數量太少2，令
他們沒有空間進行足球活動，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這亦令他們缺乏做運動的空間，
影響其生活素質。故他們認為政府應該投放更多土地資源及財政資源，以解決球場

研究方法

質素參差及數量少的問題。

是次研究將會利用二手資料，探討政府在土地資源、人力資源及財政資源的投放程
度是否足夠，從而推斷出政府應否投放更多資源於球場上。

球場使用者（球員）
在香港踢職業聯賽的球員認為，香港足球場的數量不足，平日訓練就像「打游擊」
一樣3，上午和下午都要到不同的地方操練，加上球場分布不平均，令他們平日忙於
四處奔走訓練。而且足球場的質素差令他們的訓練水平低下，影響球員及球隊進步，
長遠更影響香港足球發展。足球場的質素惡劣亦令球員容易受傷，影響比賽表現，
對他們的生理和心理都造成極大負擔。所以他們希望政府投放更多財政資源以解決
球場質素參差，影響訓練表現的問題。
7

馬鞍山足球場新草僅鋪中路 康署﹕原擬減駁位 研全面重鋪 - 明報 2017/8/21
https://m.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821/s00002/1503252111516
2 https://www.hk01.com/社區專題/135675/踢波難-足球場數目少-球隊市民爭崩頭-民間眾籌望改善政
策 香 港 0 1 2017-11-23
3
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33196/港足日與夜-場地倡議 1-從基地與養草-解決本地波土地問題 香
港 01 2016-07-24
1

管理草地的專家

政府

草皮專家李賢祉指出，康文署曾安排員工跟隨專家學習草地保養，但後來卻將這些

政府早已投放大量財政及土地資源與足球場上，香港特區政府每年投放於足球發展

員工調往負責無關草地保養的工作，反映康文署管理不當4，令球場質素持續下降。

的資助金額是所有運動項目之冠7。由 2015 至 2016 年度起，民政事務局每年撥款

他又表示，仿真草需要每天進行打鬆底層的動作，減少磨損，並且曬水降溫，但現

約 2500 萬元用作支持香港足球球總會進行五年策略計劃。政府亦在上個財政年度

在部分地區球場的質素惡劣，故他質疑康文署會否有專門設施打理仿真草，以及是

斥資約 200 億興建更多康樂設施，其中包括九個足球場給兩個運動場8。在土地資源

否投放了足夠人力資源在足球場上。

方面，即將落成的將軍澳足球訓練中心以及位於石門的傑志足球訓練中心都是由政
府劃地興建。可見政府已投放土地及財政資源於興建足球場上。

本地球會教練
他認為本地球場的質素參差，提供職業球隊用作訓練的場地質素沒有保證，令

康文署

球員害怕練真草場。而這問題亦對對香港足球造成負面影響，除了球員較容易受傷、

康文署在 2013 年成立了工程監察小組9，監察大球場重鋪草地的工程，希望盡快改

訓練質素下降之餘，亦難以引入高質素外援5。例如 2016 年球季， 港超球隊理文足

善大球場質素。然而，康文署已於二○一四至一五年成立運動草地管理組，專責為康

球隊原本有白俄羅斯球員加盟，轉會手續亦已辦妥，但正正因為他不適應在香港的

文署轄下所有天然草地球場的管理及保養工作提供專業的意見和技術支援，人力資

仿真草場練習，故最後在沒有出過場的情況下離開球隊。所以香港足球場參差會難

源的開支為每年 340 萬。在二○一六至一七年，除了常規課程外，康文署亦安排 190

以引入外援，故不能提升香港的足球比賽水平，影響到香港足球發展。為了讓香港

名員工參加 3 項海外課程和 2 項本地課程，提升他們在草地管理及保養方面的專門

球員能接受到高質素的訓練，以及能吸引更多高質素外援，政府應投放更多財政資

技能及知識。由此可見，康文署已投放足夠的人力資源，亦投放充足的財政資源於

源於改善足球場質素問題之中。

改善員工管理草地的能力。

反對投放更多資源

一般市民
一般市民認為香港已有足夠的足球場給市民使用，香港早已有 46 個天然草地足球場
31 個人造草地足球場以及 229 個硬地足球場6，數量已足夠香港市民使用。故土地
資源應首先分配給較緊急的房屋發展之中，以免影響社會公義以及其他市民的生活
素質。
8

https://www.hk01.com/01 觀點/113495/01 觀點-地區球場-半桶水-保養-香港足運一葉知秋
香 港 01 2017-08-23
4

5足球場上的飛機跑道

東方日報 2017 年 12 月 08 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sport/20171208/mobile/odn-20171208-1208_00286_004.html
6 統計數字報告 2017 https://www.lcsd.gov.hk/tc/aboutlcsd/ppr/statistics/leisure.html

7

香港政府新聞網 2017 年 10 月 14 日
http://www.news.gov.hk/tc/record/html/2017/10/20171014_173741.lin.shtml
8
香港政府新聞網 2017 年 01 月 18 日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health/html/2017/01/20170118_112523.lin.shtml
9
立法會十八題：管理公眾運動場的草地 2016 年 11 月 9 日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1/09/P2016110900460p.htm

D.深入判斷及論證

表一 香港五人及七人硬地足球場在全港十八區的數量
9

政府可以在足球場上投放的資源包括財政資源，人力資源及土地資源。在三種資源
之中，政府最應首先投放的是人力資源，然後是財政資源，最後是土地資源。以下

地區

10

人口(進位至

按規劃處標

最接近的百

準應有的足

實際球場數

位數)

球場數量(個)

目(個)

差額

中西區

246600

9

10

1

灣仔

150900

5

9

4

土地資源

東區

574500

20

13

-7

根據統計資料，香港現有 584 公頃康樂用地供香港市民使用10。而且政府正在推動

南區

269200

9

13

4

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26 個項目當中有 10 個項目是增建或重建足球場。例如

油尖旺

318100

11

5

-6

深水埗

390600

13

21

8

九龍城

405400

14

18

4

總括而言，政府現正逐漸投放更多土地資源於足球發展上，用興建足球場以及訓練

黃大仙

426200

15

14

-1

中心，以提升市民生活素質，以及推動香港足球發展。

觀塘

641100

22

26

4

葵青

507100

17

21

4

荃灣

303600

11

11

0

屯門

495900

17

10

-7

元朗

607200

21

18

-3

北區

310800

11

14

3

大埔

307100

11

5

-6

沙田

660200

22

12

-10

西貢

457400

16

9

-7

離島

146900

5

13

8

Total

7218800

249

242

是政府現有的資源投放的措施以及其不足之處。

政府把香港新界西貢區將軍澳堆填區第一期的地皮劃歸給香港足球總會，用以興建
將軍澳足球訓練中心。

財政資源
在球場數量方面，根據 2017 年施政報告，政府公布斥資約 200 億元在未來五年增
建或重建兩個運動場、9 個足球場、1 個體育館、4 個游泳池場館、2 個草地滾球場、
1 個單車場、4 個網球場、11 個戶外籃球場和 20 處休憩用地11。可見政府在近年曾
經投放財政資源於興建足球場上，惟數量仍未符合規劃署標準。

10

立 法 會九 題︰ 有關 政府 用地的 統 計資料 2018 年 1 月 17 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1/17/P2018011700707.htm
11 2017 年施政報告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jan2017/chi/p218.html

-7

11

12

根據規劃署標準12，主流康體活動設施小型足球場(包括五人足球場及七人足球場)

再者，香港大球場在舉辦英超

的供應標準為每 30,000 人一個。只有達到地區休憩用地供應標準，才能滿足人口對

挑戰盃期間淪為爛地，鬧出國際笑話後，政府花費了約 55 萬元購買體積幼細、酸鹼

康樂活動的需要。故政府須根據各區人口，提供足夠的硬地足球場給公眾人士進行

度和鹽度穩定的石英砂16，全面填補全港運動場的砂粒，以改善球場草地的質素，

康樂活動。但從上表可見，東區、油尖旺、黃大仙、屯門、元朗、大埔、沙田、西

避免草地再出現一片泥濘的情況。但有媒體發現，除了將軍澳運動場外，其他場地

貢區的球場供應不符合休憩用地的供應標準。市民須面對着球場供應不足的問題，

用作平整草地的砂，外貌與石英砂明顯不同，大部分色澤較深其中個別樣本更摻雜

阻礙進行康樂活動，從而影響其生活素質。反之，在深水埗區實際足球場的數量比

了貝殼和碎石。令外界質疑運動場的砂粒根本沒有更換，而康文署沒有好好管理草

標準多八個，該區的足球場可能面對着過量供應及遭到荒廢的問題。然而，按 2016

地，辦事馬虎。

香港統計月刊的數字13，香港人口有約 7218800 人，根據標準，香港應有 249 個球
場，但實際上香港只有 242 個球場，比標準少 7 個。由此可見，即使香港政府投放

從上述可見，即使政府花費維修費用，球場的質素仍沒有改善，故政府並不是投放

了更多財政資源，仍不能滿足香港市民在足球場上的需要，還面對着資源錯配的問

不足財政資源，而是人力資源的不足。

題

人力資源
在人力資源方面，康文署在曾以 18 萬元的月薪連房屋津貼，從澳洲聘請專家
在球場質素方面，在 2013 年 7 月，香港大球場舉辦英超挑戰盃期間，草地變成一

Cameron Hodgkins 來港17，希望能統領本港的草地管理工作，向具本港的職員教授

片泥濘，引起外國球隊不滿，球場質素亦被人詬病。於是在同年 8 月，康文署成立

專業知識，以長遠保養香港的真草球場。但該名專家卻在其後被調任至屯門區其他

香港大球場草地球場專家小組，嘗試改善大球場草地的質素14。工程由馬會出資一

範疇的工作，而大球場草地管理則轉交由另一名年近退休的職員負責。從以上例子

億元，封場 5 個月進行重鋪草地及去水系統等工程，並由政府斥資 1,200 萬元進行

可見，康文署的安排不當，使人才不能用得其所，也不能妥善分配人力資源，最終

維修保養。惟在 2016 年 9 月，即工程後 12 個月進行首輪港超聯時，大球場卻出現

不能有效地改善球場質素。

草地鬆散和長滿草苔等問題15，導致部分球員跣倒，大球場的質素再次被人質疑。
工程時隔一年，大球場的質素再度出現問題，可見真正的問題並不是財政資源投放
不足，而是工程質素及管理不善的問題。

規劃署標準 https://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ch4/ch4_text.htm
2016 香港統計月刊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0100022018MM06B0100.pdf
14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3/31/P201503250812.htm
15 852 郵報 2016-10-2 https://www.post852.com/180931/大球場草地生厚青苔致球員跣倒
%E3%80%80 年花千萬保養被/
12
13

AM730 2015 年 11 月 06 日 http://archive.am730.com.hk/article-288341
香 港 012016-10-02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6295/大球場-康文署每月 18 萬聘澳
專家教護草-職員受訓後卻被調任
16
17

13

表二 香港足球場的質素以及市民的意見。

14

然而，康文署亦缺乏有關管理人造草及真草球場的知識。一般真草球場不應太頻密
舉行比賽，每場比賽需要相隔最少一星期18。惟根據康文署的康體設施使用情況，

球場

球場類別

球場情況

市民意見

香港大球場

真草球場

連日賽事下起大雨，香港大球場

網民嘲笑大球場變成「香港大

草地積水嚴重成為泥灘。

農場」

署方只局部填補人造草工程，導

「波友」亦大嘆無奈，笑言隊

致出現明顯的深淺兩截頻色。

友都不願離開新鋪設的草地

馬鞍山仿真

仿真草球場

草足球場

真草球場的使用率為 94.9%19，表示場地實際使用接近限定可供使用的場數。過度
使用令草地休息機會不足，導致草地質素變差，容易出現泥灘或沙地情況的問題，
令使用者容易受傷，影響健康。署方亦未有好好管理人造草球場，從表二可見，市
民不滿意人造草球場的質素，人造草足球場普遍出現磨蝕及凹凸不平的問題，影響
用家體驗之餘，亦市民容易受傷，對市民健康有負面影響。

區。
和宜合道運

真草球場

動場

球場的沙地情況，就足足佔了整

葉先生：「個草場同爛地無分

個球場的三分之二。

別，踢起上嚟好容易整親，次
次踢波都係搵命博！」

屯門兆麟運

真草球場

動場

球員大腳下濺起雨水，小草更被

羅先生：「香港成日落雨，但

連根踢起。

草地場嘅去水能力非常差，球
場成日積水，塊地好易踢爛。」
球友稱為「殺人球場」

總括而言，康文署缺乏管理球場的知識， 導致人造草及真草足球場的質素參差。加
上，康文署安排人手不力，導致人才不能用得其所，故不能解決香港球場的質素問
題。

綜合上述所言，政府最先應投放更多人力資源於足球場上，首先改善其管理球場質

九龍仔公園

仿真草足球

出現磨蝕問題，在部分地方幾乎

足球場

場

「寸草不生」，特別是天雨之後

件供足球場發展，若沒有軟件的相輔相成，足球場的質素及數量問題不但不會改善，

更變得泥濘滿布

仍會繼續惡化。反之，假若香港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康文署的員工有管理球場質素

素的能力，以及明確的分工及架構。即使香港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以及土地資源等硬

的專業知識、不同領域的專家能各得其所，相信香港足球場的保養工作能夠有效地
改善，而球場的質素亦會大大提升，在改善市民的生活素質之餘，亦能促進香港足
球發展。

18

881903.COM 08.11.2013
http://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673383&csid=261_341
19 康體設施使用情況 2016
https://www.lcsd.gov.hk/dept/annualrpt/2016-17/images/pdf/8_Usage-of-Recreational-and-Sport
s-Facilities_tc.pdf

評語












在 A 部 ， 考 生 簡 單 指 出 探 究 重 點 :足 球 運 動 對 香 港 人 生 活 的 重 要 性
和 現 時 香 港 足 球 場 出 現 的 問 題，但 未 能 有 效 指 出 問 題 所 在，或 為 什
麼這議題值得探究，背景資料也較簡單。
大 部 分 概 念 與 題 目 尚 相 關，但 沒 有 深 入 解 說 其 與 題 目 的 關 係，當 中
「社會公義」的概念與題目的討論關係不大。
考 生 分 述 持 份 者 支 持 和 反 對 的 看 法，分 類 準 確，但 內 容 只 流 於 事 實
的 說 明，未 有 把 不 同 的 事 實 歸 納 成 考 慮 點，從 而 討 論 政 府 應 否 投 放
資源在足球場上。部分持分者名義不同，但其觀點內容有重複。
B 部的概念，例如「健康」、「生活素質」或「公眾利益」等，在
D 部 沒 有 明 確 提 及，反 而 把 重 點 放 在 足 球 場 的 數 目、質 素 等 技 術 性
說明。
考 生 在 討 論 過 程 中，混 淆 了 改 善 現 存 的 足 球 場 質 素 和 應 增 加 香 港 的
足 球 場，未 能 有 效 及 聚 焦 地 論 證 政 府 應 否 投 放 更 多 資 源。 未 能 在 探
究 中 清 楚 說 明 題 目 中 有 關「 投 放 更 多 資 源 」的 範 圍 。 例 如 是 否 在 管
理 足 球 場 方 面 未 能 有 效 使 用 資 源，抑 或 是 資 源 不 足 以 致 未 能 有 良 好
的管理或其他原因（例如專業知識不足）。
考生未有清晰地顯示立場，只集中說明現今香港足球界面對的問
題，卻未有運用資料來解釋其支持立場的論點。
結 構 整 全 ， 部 分 資 料 卻 欠 缺 註 釋 ， 例 如 頁 13 的 市 民 意 見 。

第一級示例及評語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通識教育科
具規範的探究方法
獨立專題探究報告

探究題目：

探討香港未來足球發展

考試年份：

2019

報告／短文字數：

2469

注意事項：
1. 文字模式報告字數不得超過 4 500 字；非文字模式報告的觀看時間不得超
過 22 分鐘，所附的短文則不得超過 1 100 字。計算文字模式報告和短文字
數時，不包括封面、目錄、標題、圖、表、相片說明、標點、腳註、註釋、
參考資料、書目和附錄。
2. 考生有責任清楚計算其報告或短文的字數，並準確地在本封面註明。
3. 若學生的習作（獨立專題探究報告）被校本評核系統揀選作檢視，學校須
確保報告和短文內沒有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非文字模式報告中，也需
要刪去一切能辨識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包括學生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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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題 目 界 定
研究目的︰
到底香港足球可不可以持續發展下去，因為香港的地方不大，所以發展足球
受阻礙，沒有足夠的場地給予青少年足球，而且不是很多香港人都支持本地
足球，所以香港足球可不可以在一個小朋友開始訓練香港人士表示香港足球
有能力發展下去。
議題背景︰
現時香港人對香港足球認識不多,香港足球較少球迷入場支持令香港足球難
以進步, 球會和足總都要多用香港年青足球員推動香港足球, 令他們可以吸
收經驗，令足球水平可以接近亞洲普遍水平。
議題現況︰
現在香港足球有些進步，足球員大約的收入水平平均有一萬左右，根本在香
港是不能夠生活。今年政府會開放剛剛完成的將軍澳足球場，但到現在都沒
有消息，而且有很多球會和足總都要求將青少年球員出場比賽，令他們可以
吸收經驗，令足球水平可以接近亞洲普遍水平。

資料來源︰
香港足球的發展「我們是香港」 – 敢於夢想 - 民政事務局
https://www.hab.gov.hk/file_manager/en/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arts_culture_recreation_an
d_sport/Final_Report_Chinese.pdf

香港政府新聞網- 致力推動足球發展 - news.gov.hk
http://www.news.gov.hk/tc/record/html/2017/10/20171014_173741.lin.shtml

從職業足球、專業培訓與家長心態了解台灣未來足球運動發展的正確方向
https://tw.sports.yahoo.com/news/從職業足球-專業培訓與家長心態-了解台灣未來足球運動發展的正
確方向-1500549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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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 關 概 念 和 知 識 ／ 事 實 ／ 數 據
與議題相關概念︰
1. 足總︰
足總可以開設更多足球訓練，投放更多的資源在足球發展上，或可以
提高比賽獎金，吸引更多球會積極和熱心參與
https://www.hkfa.com
2.

政府︰
政府應投放多些土地在建築球場方面，令更多人士能夠參與足球，從
而支持本地足球的發展。

3.

市民︰
踴躍支持本地足球，家長可以放膽給子女參與足球，令香港足球有更
大競爭性，改善香港足球的水平

4.

職業足球員培育計劃
香港足球總會宣布，董事會批准將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的「職業
足球員培育計劃」認可為正式的「足球學校」。該「職業足球員培育計
劃」由傑志和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於 2010 年發起。
https://www.sportsroad.hk/archives/tag/職業足球員培育計劃

5.

職業足球員
以踢足球為職業的人士
https://h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110119000051KK00631

焦點問題︰
1. 香港足球行業的現況？
2. 為何越來越少人支持香港足球？
3. 如何吸引更多香港人加入足球行業？
4. 香港足球有什麼改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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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深 入 解 釋 議 題
焦點問題︰香港足球行業的現況？(Q1-4)
問卷調查︰

根據資料顯示,有 37.5%的人認識 10 隊以上職業足球隊, 而認識 0-2 和 6-7 隊的
人數各佔 25%.

根據資料顯示, 認識 0-10 和 30 以上香港職業足員的人數各佔 42.9%,另外有
14.3%的人數認識 21-30 名香港職業足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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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顯示,有 42.9%人士過往一個月未曾入場觀看足球，而過往一個月曾入
場觀看足球 1-2 和 2-3 次的人數各佔 28.6%.

根據資料顯示, 有 85.7%的人和朋友一起入場觀看足球, 另外的 14.3%則和家人
入場觀看足球.
小結:根據資料顯示，大部份人士過往一個月未曾入場觀看足球，另外 85.7%人
士和朋友入場觀看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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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問題 2︰為何越來越少人支持香港足球？(Q5-7)

根據資料顯示,有 77.8%的人士入場觀看足球是為了消磨時間, 其他則是觀摩學
習和朋友場等.

根據資料顯示,有 88.9%的人在球隊網上專頁知道球賽進行, 其他則是網上討論
區和足總資訊.

7

根據資料顯示,有 28.6%的人最近一次觀賞港超聯賽, 而足總盃，菁英盃，賀歲
盃和業餘賽事則各自佔 14.3%.

小結:根據資料顯示，有大部份人士入場觀看足球是為了消磨時間，另外亦有很
多人在球隊網頁上知道球賽進行，而最近一場觀看球賽類型的種類十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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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問題 3︰如何吸引更多香港人加入足球行業？(Q9-10)

根據資料顯示, 有最多 42.9%的人認為增加薪金才可以增加職業足球員數量

根據資料顯示, 有最多 88.9%的人不願意成為職業足球員
小結:根據資料顯示，有超過 40%人士認為提升薪金才可以增加職業足球員的數
量，另外大部份人認為青少年不願意成為職業足球員的原因是容易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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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問題 4︰香港足球有什麼改善地方？(Q11-13)

根據資料顯示, 有最多 76.9%的人認為足總可以向外界取經

根據資料顯示, 有最多 74.1%的人認為政府可以向外界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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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顯示, 有最多 33.3%的人認為足球行業最缺乏財政支援, 其次就是
15.9%缺乏運動資源

小結:根據資料顯示，有大部份人士認為足球業界水平可向外界取經，政府亦可
以向外界取經，而很多人認為足球行業最缺乏球迷觀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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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判 斷 及 論 證
根據以上所有資料得出，香港足球行業不但缺乏人才、運動場地、財政支援和球
迷觀眾的支持，令香港足球行業一直較少人參與，青少年也不願意成為職業足球
員，另外多數球迷都在球隊網上專頁得知球賽進行，而入場觀看足球，現時香港
人對香港足球認識不多，現時香港足球較少球迷入場支持令香港足球難以進步，
球會和足總都要多用香港年青足球員推動香港足球，令他們可以吸收經驗，令足
球水平可以接近亞洲普遍水平。
現在香港足球有些進步，足球員大約的收入水平平均有 10，000 左右，根本在香
港是不能夠生活。今年政府開放剛剛完成的將軍澳足球場，但到現在都沒有消息，
而且有很多球會和足總都要求將青少年球員出場比賽，培訓球員由年青球員做起。
香港足球目前的境況令人困惑。
另一方面，從普羅大眾的參與程度來看，足球可說是「眾人的運動」。再者，近
年電視衛星轉播普及，觀眾大可安坐家中觀賞從其他國家「折射」過來的足球賽
事，好處是愛看 足球者大不乏人，香港最近於東亞運動會足球決賽中取勝，全
港上下歡騰，便足以說明這情況。
在很多方面，本港足球可說並不濟事。本地球賽的興趣每況愈下;對於球會的足球
水平，一般的看法是平平無奇;香港代表隊在國際足協的排名之低，令人失望。各
級足球運動在管理和協調方面都有待改善，足球訓練及比賽設施的標準、可用和
方便程度不一。基於種種原因，精英足球的水準已走向下坡。原因包括:使用設施
的途徑有限、人才發掘及培養欠缺系統、整體缺乏協調，以及既得利益者左右大
局等。此外，電視增加播放足球，滿足了觀眾觀看球賽的需要，加上在香港以踢
球為職業的風氣不彰。
事實上，足球在香港社會地位低落，這與 世界很多國家的情況不同，而在亞洲
國家足球的社會地位也漸漸提升。香港足球曾有光輝歲月，電視足球節目的觀眾
也為數不少，本地精英足球現時的困境令人詫異。
香港足球現已落後於亞洲其他國家，必須齊心協力和認清目標，才能打破惡性循
環。要解決問題並不容易，也沒有一蹴而就的良方。必須作出改變，改善足球運
動各個方面，包括:管治制度及程序、結構、關係、 策略及規劃、資源、設施、
發展計劃、人事和政策等等。某個範疇改善會帶動其他方面轉好，因此要採 取
協調及一致的行動，使惡性循環變成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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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附件︰問卷調查
1.
2.
3.
4.
5.
6.
7.

認識有多少職業足球隊?
0-2
3-5
6-7
8-10
認識有多少香港職業足球員？
0-10
11-20
21-30
30+
過往一個月曾多少次入場觀看？
0
1-2 3-4
5+
和誰入場觀看香港足球？
朋友
家人
同學
異性朋友
為什麼入場觀看香港足球？
消磨時間
支持愛隊
捧朋友場

10 以上

教練
免費門票

隊友

其他
觀摩學習

其他

如何知道球賽進行？
球隊網上專頁
足總資訊
比賽海報
報紙雜誌
網上討論區
最近一次現場觀賞什麼球賽？
港超足總杯 港超菁英盃 港超聯賽
香港賀歲杯 地區球隊

足總舉辦賽事(港超除外)
校隊比賽
業餘賽事
8. 最常現場觀賞什麼球賽？
港超足總杯 港超菁英盃 港超聯賽
香港賀歲杯 地區球隊
足總舉辦賽事(港超除外)
校隊比賽
業餘賽事
9. 你認為如何才可以增加職業足球員的數量？
提升薪金
增加福利
前途清晰
加強宣傳
擴大球隊數量
增加海外比賽
邀請外隊訪比賽
10. 你認為青少年為什麼不願意成為職業足球員？
容易受傷
早退休 薪金和福利低
其他人不接受
轉行困難
11. 足總如何提升足球業界的水平？
向外界取經 邀請專業教練
培養教練 邀請商界參與 增加比賽次數
邀請外隊訪港比賽 贊助組織地區球隊
12. 政府如何提升足球業界的水平？
增撥資源
向外界取經 邀請專業教練
邀請商界參與 增加場地設
施 增加比賽次數 邀請外隊訪港比賽 贊助組織地區球隊
13. 足球行業最缺乏的是什麼？
財政支援 運動資源 場地
人才
商家支持 球迷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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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探 究 題 目 範 圍 太 廣，焦 點 問 題 未 能 清 晰 界 定 探 究 的 範 圍，未 能 進 一
步聚焦探究足球某一方面的發展。
只 提 出 簡 單 的 背 景 資 料 及 一 些 概 念，相 關 概 念 也 未 能 應 用 於 判 斷 未
來發展的探究之中。
只 依 賴 問 卷 調 查 及 個 人 對 足 球 運 動 現 況 的 知 識 作 探 究，問 卷 的 內 容
亦未能反映一些足球發展的條件，論證薄弱。
結論未有善用搜集所得的資料，流於武斷。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展 示 尚 算 清 晰，惟 其 他 資 料 或 觀 點 的 來 源 都 未 有 清 楚
列明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