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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教育《生活與社會》 

勘誤表 (07 / 2021) 

 

單元 

頁數 

(2014

年版) 

課題 欄目 

修訂部分 

舊 新 

23 5 -- 單元熱身 自主學習 

1. 你認同報道中無綫電視（電

視廣播有限公司）的做法嗎？為

甚麼？ 

 

2. 「如果市民和傳媒不能夠自

由發表意見，會對社會造成重大

的損失，因為言論自由和新聞自

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你同意

這論述嗎？試從以往讀過的新

聞找出正反例證。 

 

3. 有人認為新聞自由不應被濫

用，你同意嗎？試從新聞或互聯

網資訊找出例證。 

 

1. 參考上文及就你所知，樓價

高企如何加劇香港的貧富懸殊

問題？解釋你的看法。 

 

2. 你知道上文第三段提及的

「社會向上流動」是甚麼意思

嗎？試參考上文及從互聯網搜

集資料，解釋這個概念。 

 

3. 你認為不同持份者可如何改

善貧富懸殊的問題？ 

6 1 探究活動 1 

第 1 部分 

(4) 入侵學校內聯網，發佈相關

資料 

(4) 入侵學校內聯網，發布相關

資料 

(7) 於社交網站發佈相關資料 (7) 於社交網站發布相關資料 

7 1 探究活動 1 

第 1 部分 

(1) 在未經某同學的同意下，在

社交網站發佈其私人生活照。 

 

(2) 在網上發佈某學會挪用公

款的消息。 

(1) 在未經某同學的同意下，在

社交網站發布其私人生活照。 

 

(2) 在網上發布某學會挪用公

款的消息。 

7 1 探究活動 1 

第 2 部分 

3. 根據影片，講者認為香港的

核心價值包括甚麼？ 

3. 根據資料，調查顯示香港的

核心價值包括甚麼？ 

8 1 探究活動 2 資料 2 

資料 3 

內容合併到資料 2 

9 1 探究活動 2 資料 4 

資料 5 

內容合併到資料 2 

10 

 

1 

 

探究活動 3 

 

 

資料 1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說，政府會

就着團體和市民的意見如實分

析、反映及歸納，為特首撰寫報

告，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資料 1 

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說，政

府會就着團體和市民的意見如

實分析、反映及歸納，為特首撰

寫報告，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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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2 

雖然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簡稱

「民陣」）發起的「七一遊行」

昨晚 8 時 10 分已宣佈結束，但

至深夜仍有逾千名人民力量、社

民連等示威者兵分兩路在中環

作野貓式示威，並不斷透過互聯

網動員，堵塞金鐘道和干諾道中

兩條港島主要幹線，至深夜警方

一度使用胡椒噴霧驅散在金鐘

道的人群，但不成功，最終警方

在凌晨展開了歷時4.5小時的清

場行動，以涉嫌在公眾地方造成

阻礙及非法集結罪名，拘捕 231

名示威者。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1 年 7 月 2 日） 

資料 2 

以警棍打人罪成的退休警司朱

經緯上周三被判囚 3 個月；當日

數十名支持者在法院門外怒斥

案件的裁判官，質疑該案件不應

由外籍法官審理，又拉橫額稱

「要求撤走外國人法官」。大律

師公會昨午發表聲明譴責，指

出：「即使人人享有言論自由及

可對法院的裁決作出評論，任何

對法院或有關的司法人員以辱

罵及威嚇的言行，都會削弱大眾

對法庭、司法程序及司法公正應

有的尊重」。聲明最後指出，有

關言行有可能構成藐視法庭，促

請有關當局跟進。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8 年 1 月 7 日） 

11 1 

 

探究活動 3 

 

資料 4 

屯門區議會主席劉皇發促請政

府在未與區議會達成共識前，切

勿強行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資料 4 

時任屯門區議會主席劉皇發促

請政府在未與區議會達成共識

前，切勿強行向立法會申請撥

款。 

 

資料 5 

早前政府發表《香港承受及接待

旅客能力評估報告》時，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叫香港

人「等多班車」，引起不滿。昨

有網民發起「驅蝗行動」，抗議

「自由行」旅客嚴重影響香港人

生活。有網民走過廣東道名店，

指罵店內的內地人「蝗蟲」、「滾

回去」，又與支持內地遊客到港

的「愛港之聲」成員隔着馬路對

罵，場面混亂，部分名店一度需

要關門或落閘避開示威者。 

 

「驅蝗行動」發起人、網名「金

金大師」的梁金成指政府經常叫

香港人降低自尊、容忍「自由行」

資料 5 

香港浸會大學1月時有10多名學

生到語文中心抗議近8小時，不

滿校方普通話豁免試評分機制

欠透明，要求校方提交考試準

則，當日片段所見，學生A曾以

粗言穢語發言，學生B則數度走

近教職員前面，大聲要求對方交

代考試安排。學生A解釋，當日

與一眾同學到語文中心要求校

方交代，但校方態度是「不知

道、不理會」，故他們都受情緒

影響，做出上述不當行為，其後

就其態度向受影響老師鞠躬致

歉。 

 

時任浸大校長錢大康指該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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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是荒謬的，建議政府應撤銷

「一簽多行」。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4 年 2 月 17

日） 

 

學生「行為令老師受威脅和侮

辱」，違反學生守則，要跟進並

展開紀律處分的程序。兩人最終

分別被罰停學一個學期及 8 日

（學生 A 因有前科而被判罰更

重處分）。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8年1月至4月） 

12 1 探究活動 3  

 

第 1 題：資料 2 

行為：堵塞金鐘道和干諾中兩條

主要幹線 

第 1 題：資料 2 

行為：對裁判官作出辱罵和威嚇

的言行 

第 1 題：資料 5 

行為：指罵「自由行」旅客 

第 1 題：資料 5 

行為：對師長無禮 

14 1 重點知識 1.3 

例如，任何人惡意發佈他明知屬

虛假的誹謗名譽的永久形式誹

謗，便可能違反《誹謗條例》相

關內容。 

1.3 

例如，任何人惡意發布他明知屬

虛假的誹謗名譽的永久形式誹

謗，便可能違反《誹謗條例》相

關內容。 

16 

 

 

2 

 

 

探究活動 1 

 

連結至明報通識網，並在影片搜

尋位置輸入遊行之都： 

http://las.mpep.com.hk/video 

 

連結至香港電台網頁，並在影片

搜尋位置輸入勞動節；體育總會

權力過大？；取消強積金對沖初

步方案（0:00–1:05）： 

http://podcast.rthk.hk 

 

1. 根據影片內容，香港市民和

團體曾參加哪些遊行？ 

1. 根據影片內容，香港市民和

團體參加了甚麼遊行？ 

18 2 探究活動 2 

 

資料 3 

「七一遊行」的另一邊廂，特首

梁振英（CY）經歷擔任特首以來

第 2 次回歸紀念日，昨日由早上

的升旗儀式、慶祝酒會，到下午

出席由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簡

稱「慶委會」）舉辦的「手牽手、

慶回歸、獻愛心」嘉年華，全程

皆笑意盈盈。 

資料 3 

「七一遊行」的另一邊廂，時任

特首梁振英（CY）經歷擔任特首

以來第 2 次回歸紀念日，昨日由

早上的升旗儀式、慶祝酒會，到

下午出席由香港各界慶典委員

會（簡稱「慶委會」）舉辦的「手

牽手、慶回歸、獻愛心」嘉年華，

全程皆笑意盈盈。 

資料 3 

「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帶領參

資料 3 

「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帶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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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者誓師，宣佈成立「監察佔中

行動組」，搜集「佔中」參與者

的違法行為，並會在未來一年舉

行「護港行動」，印製 100 萬個

「反佔中」襟章免費派送市民。 

加者誓師，宣布成立「監察佔中

行動組」，搜集「佔中」參與者

的違法行為，並會在未來一年舉

行「護港行動」，印製 100 萬個

「反佔中」襟章免費派送市民。 

資料 4 

行政會議成員及慶委會主席鄭

耀棠 

資料 4 

時任行政會議成員及慶委會主

席鄭耀棠 

20 2 資訊室 1 「七一遊行」是香港民間人權陣

線（簡稱「民陣」）等民間團體，

自 1997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紀念日起，每年 7 月 1 日舉行的

大型遊行，不過自 2003 年才開

始引起市民廣泛關注。 

 

2003 年，政府企圖就《基本法》

第 23 條立法，加上市民不滿特

區政府施政，累積大量民怨，激

發 50 萬人( 數字由主辦單位

「民陣」提供) 上街遊行。此

後，隨《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

擱置，「七一遊行」成為香港人

一年一度以和平、理性及非暴力

共同表達多元訴求的大型和平

遊行活動，所表達的訴求包括爭

取普選、平反六四、改善民生、

保護 

弱勢社群、捍衞自由等。 

 

參與「七一遊行」的團體或人

士，大部分是泛民主派，由民陣

帶頭，其他參與政黨或團體包括

民主黨、公民黨、教協、職工盟

等。 

「七一遊行」是一些民間團體自

1997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

念日起，每年 7 月 1 日舉行的大

型遊行，不過自 2003 年才開始

引起市民廣泛關注。 

 

2003 年，政府企圖就《基本法》

第 23 條立法，加上市民不滿特

區政府施政，累積大量民怨，激

發 50 萬人（數字由主辦單位「民

陣」提供）上街遊行。此後，隨

《基本法》第 23 條立擱置，「七

一遊行」成為香港人一年一度以

和平、理性及非暴力共同表達多

元訴求的大型和平遊行活動，所

表達的訴求包括爭取普選、平反

六四、改善民生、保護弱勢社

群、捍衞自由等。 

 

參與「七一遊行」的團體或人

士，大部分是泛民主派。由民陣

帶頭，其他參與政黨或團體包括

民主黨、公民黨、教協、職工盟

等。 

資訊室 2 圖 2.2 

特首梁振英出席「手牽手、慶回歸、

獻愛心」嘉年華啟動禮。 

圖 2.2 

2013 年，時任特首梁振英出席「手牽

手、慶回歸、獻愛心」嘉年華啟動禮。 

21 2 探究活動 3 資料 2 

提倡温和政改方案的公民黨立

法會議員湯家驊昨日舉辦論

壇，集中討論提名委員會議題，

資料 2 

提倡温和政改方案的時任公民

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昨日舉辦

論壇，集中討論提名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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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得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等

人出席。 

題，並邀得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

戈平等人出席。 

資料 2 

「佔領中環」發起人陳健民亦看

不過眼，在 facebook 留言，「湯

家驊只是討論如何達到提名委

員會有廣泛代表性的問題，即使

是主張公民提名的市民，亦無權

干預他人發聲……爭取的民主

必須是以尊重每個人平等的公

民權利為基礎！」 

資料 2 

有評論指：「湯家驊只是討論如

何達到提名委員會有廣泛代表

性的問題，即使是主張公民提名

的市民，亦無權干預他人發

聲……爭取的民主必須是以尊

重每個人平等的公民權利為基

礎！」 

22 2 探究活動 3 資料 3 

「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與反

對「佔領中環」的「幫港出聲」

發起人周融早前一同出席「香江

智匯」所舉辦的論壇。兩人政見

不同，但都能夠通過論壇就政改

發表不同意見。 

 

周融稱中央已承諾普選，對「佔

領中環」表示質疑。戴耀廷回應

表示，只要提出符合國際標準的

普選方案，「佔領中環」可以不

發生。 

 

戴耀廷以水管譬喻特區政府的

管治，「表面看不到漏水，但其

實漏得很嚴重，可能已到臨界

點」。他說，普選特首承諾在

2007、2012 年兩度落空，目前

港人手持 2017 年特首普選「期

票」，而「佔領中環」是要發出

警號：「張票『彈』了兩次，我

們不希望今次再『彈票』。」 

周融則認為「佔領中環」會搞亂

香港，不認同以這方式爭取普

選，同時認為中央不會讓步。他

說，爭取民主不能有動亂，若有

一天解放軍出現在中環，「到時

是否大家會想，住在深圳、東莞

資料 3 

立法會昨辯論「研究制訂讓同志

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議員議

案，原議案及修正案均在分組點

票下遭否決。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和葉劉淑儀在會上針鋒相對，但

雙方都能發表各自的意見，並就

議案投票。 

 

反對議案的梁美芬議員指，一旦

現行婚姻制度（一男一女終身結

合排除第三者）被打倒，便會引

起社會劇烈震動。她同意政府研

究同志平權政策，贊成消除歧

視，但不能動搖現行婚姻制度及

相關權益，以穩定香港社會家庭

和睦的基石。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對方有誤

會，並說：「你捍衞的是基督徒、

耶教的概念，而非華人傳統社會

的家庭婚姻概念。」她又表示，

法庭不斷作出捍衞平等權利的

裁決，政府始終需研究相關政

策。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8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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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真正的樂土？」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8 月 21

日） 

23 2 考考你 資料 3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晚到香

港大學出席政改論壇時，遇到

20 多名學民思潮及學聯成員攔

路請願，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

在林鄭月娥入場時「進迫」，問

對方「會否願意尊重『公投』結

果」，林鄭月娥先向黃之鋒說「你 

不要碰到我」，被再度阻撓時更

批評「你在使用暴力，我不會容

忍暴力」。黃之鋒反駁說，「示威

一直和平、理性、非暴力，為何

對示威者的訴求視而不見，會否

接受『公投』民意」，林鄭月娥

回應說，「我不會接受任何威

脅」。 

資料 3 

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晚

到香港大學出席政改論壇時，遇

到 20 多名學生組織成員攔路請

願，有請願代表在林鄭月娥入場

時「進迫」，問對方「會否願意

尊重『公投』結果」，林鄭月娥

先向請願代表說「你不要碰到

我」，被再度阻撓時更批評「你

在使用暴力，我不會容忍暴

力」。該請願代表反駁說，「示威

一直和平、理性、非暴力，為何

對示威者的訴求視而不見，會否

接受『公投』民意」，林鄭月娥

回應說，「我不會接受任何威

脅」。 

試就「社會是否應該容許及尊重

不同的聲音」說說你的見解。 

你認為我們要如何在不損害社

會和諧的情況下，善用言論自

由？ 

24 2 重點知識 2.1 

不過，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反駁，

表示完全不同意警方打壓言論

自由、集會自由的看法，並強調

警方作為執法機構，有違法行為

便要拘捕，有暴力衝擊時便要制

止。 

2.1 

不過，時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反

駁，表示完全不同意警方打壓言

論自由、集會自由的看法，並強

調警方作為執法機構，有違法行

為便要拘捕，有暴力衝擊時便要

制止。 

26 2 重點知識 E. 

一般來説，香港市民普遍重視言

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例如香港教

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在

2013 年的民意調查指出，言論

自由較其他核心價值能夠獲得

跨越不同年齡、性別和社會階層

市民的擁護。 

E. 

一般來説，香港市民普遍重視言

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例如香港大

學民意研究計劃在 2018 年的民

意調查指出，市民認為香港最具

價值的特色是「自由」（如言論

自由），並認為「核心價值」（如

自由、法治）對香港最為重要。 

2.2 

目前，市民能夠透過不同的合法

途徑向政府表達意見，包括發表

對政府的批評，例如透過郵件或

2.2 

目前，市民能夠透過不同的合法

途徑向政府表達意見，包括發表

對政府的批評，例如透過郵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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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向不同政府部門表達意

見；就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作出

回應；在烽煙節目表達對政府或

不同政策的看法；參與遊行示威

等。 

電郵向不同政府部門表達意

見；就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作出

回應；在烽煙節目表達對政府或

不同政策的看法；參與得到警方

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示

威等。 

27 2 參考資料 例如無國界記者組織公佈《世界

新聞自由指數 2013》，香港的全

球排名繼續下跌 4 位至第 58

位，落後於台灣、日本及韓國等

亞洲地區；相比 2002 年的第 18

位，更是下滑 40 位之多，引起

社會廣泛議論。記協就香港新聞

自由情況進行的調查發現，逾 8

成半受訪新聞工作者認為新聞

自由倒退，較 5 年前同一調查增

加了 28.5 個百分點。當中，受

訪者認為新聞自由倒退的最主

要原因是政府收緊資訊發放及

阻礙傳媒採訪，其次是業界自我

審查。 

 

此外，根據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

顯示，香港市民對言論自由的評

價在最近 8 年（自 2005 年）有

下跌的趨勢，但情況仍然比

1997 年回歸時好。 

 

新聞自由方面，香港大學的民意

調查顯示，香港市民對新聞自由

的評價在最近 5 年（自 2009 年）

有下跌的趨勢，而且情況比

1997 年回歸時差。 

例如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世界

新聞自由指數 2020》，香港的全

球排名繼續下跌 7 位至第 80

位，引起社會廣泛議論。記協就

香港新聞自由情況進行的調查

發現，不論公眾或新聞從業員對

新聞自由的評分均是歷年新

低，亦錄得歷年最大跌幅。受訪

者均關注記者在採訪時的人身

安全，傳媒獲取報道所需資訊時

亦遇到困難。 

 

此外，根據各大報章引述香港大

學和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民意調

查顯示，香港市民對言論自由的

評價在最近 4 年（自 2017 年）

有下跌的趨勢，而且情況比

1997 年回歸時差。 

 

新聞自由方面，香港大學和香港

民意研究所的民意調查顯示，香

港市民對新聞自由的評價在最

近 4 年（自 2017 年）有下跌的

趨勢，而且情況比 1997 年回歸

時差。 

 

除了上述調查，香港中文大學每

年進行的生活素質指數調查，亦

有對香港的言論自由狀況作出

評分。結果顯示 2010 年至 2019

年，香港的言論自由指數有持續

下跌的趨勢。 

28 2 參考資料 綜合本地傳媒評論（2013 年 2 月 20

日）、香港大學民意調查、香港記者協

會 

無國界記者、香港大學民意調查、香

港記者協會、香港民意研究所、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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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 

 

課題總結 

 

1. 

有調查指香港市民對言論自由

的評價有下跌的趨勢，但情況仍

然比 1997 年回歸時好；對新聞

自由的評價方面，近年同樣也有

下跌的趨勢，而且情況比 1997

年回歸時差。 

1. 

有調查指香港市民對言論自由

和新聞自由的評價近年同樣有

下跌的趨勢，而且情況比 1997

年回歸時差。 

2. 在政治群體方面，現時立法

會的組成以建制派佔多數，自由

發表意見的權利讓泛民主派可

更有效發揮反對派監察政府的

角色，積極在議會內帶出各種社

會議題的討論。 

2. 在政治群體方面，自由發表

意見的權利讓不同政治團體可

有效發揮監察政府的角色，積極

在議會內帶出各種社會議題的

討論。 

29 2 詞彙庫 七一遊行 July 1 march 

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

陣」）等民間團體，自 1997 年香

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起，每

年 7 月 1 日所舉行的大型遊行。 

七一遊行 July 1 march 

是一些民間團體自 1997 年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起，每年

7 月 1 日所舉行的大型遊行。 

31 3 探究活動 1 資料 2 

聯合國《年度世界城市狀況︰和

諧城市》報告 

2012 年中國香港的堅尼系數進

一步上升至 0.537，是亞洲貧富

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之一，也是先

進地區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

方。中國的堅尼系數則達至

0.61。 

聯合國 

資料 2 

樂施會《香港不平等報告》 

2016年中國香港的堅尼系數進

一步上升至0.539，是45年來最

高。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

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為0.473，

情況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惡劣。 

香港樂施會 

33 3 探究活動 2 根據以上資料，分析香港市民從

2001 至 2011 年間收入的變化。 

根據以上資料，分析香港市民從

2006 至 2016 年間收入的變化。 

分析 1 

最低收入組別（即全港最貧窮的

1 成住户）的收入中位數從 2001

年的 $         （□ 上升／□ 

下跌）至 2011 年的

$         。 

 

最高收入組別（即全港最富有的

1 成住户）的收入中位數從 2001

年的 $         （□ 上升／□ 

下跌）至 2011 年的

分析 1 

最低收入組別（即全港最貧窮的

1 成住户）的收入中位數從 2006

年的 $         （□ 上升／□ 

下跌）至 2016 年的$         。 

 

最高收入組別（即全港最富有的

1 成住户）的收入中位數從 2006

年的 $         （□ 上升／□ 

下跌）至 2016 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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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析 2 

2001 年，最高收入組別的收入

是最低收入組別的      倍。 

 

2011 年，最高收入組別的收入

是最低收入組別的      倍。 

分析 2 

2006 年，最高收入組別的收入

是最低收入組別的      倍。 

 

2016 年，最高收入組別的收入

是最低收入組別的      倍。 

分析 3 

第一至第五組別（即收入較低的

5 成住户）的收入中位數有（□ 

上升／□ 下跌）趨勢。 

 

第六至第十組別（即收入較高的

5 成住户）的收入中位數有（□ 

上升／□ 下跌）趨勢。 

分析 3 

第一至第五組別（即收入較低的

5 成住户）的收入中位數上升的

幅度較第六至第十組別（即收入

較高的 5 成住户）的（□ 大／

□ 小）。 

34 3 重點知識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統計處

的資料顯示，香港最低收入組別

於 2001 年的收入中位數是

$3,350，於 2011 年的收入中位

數只有$2,290。同一時期，收入

最高的組別的收入中位數由

2001 年的$90,000 升至 2011 年

的$96,480。這反映最低收入組

別和最高收入組別的差距愈來

愈大。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政府統計處

的資料顯示，香港最低收入組別

於 2006 年的收入中位數是

$3,280，於 2016 年的收入中位

數是$3,290。同一時期，收入最

高的組別的收入中位數由 2006

年的$106,700 升至 2016 年的

$114,500。這反映最低收入組別

和最高收入組別的差距愈來愈

大。 

此外，第一至第五組別（即收入

較低的 5 成住户）的收入中位數

有下跌趨勢，尤其收入愈少，跌

幅愈大。而第六至第十組別（即

收入較高的 5 成住户）的收入中

位數則有上升趨勢，尤其收入愈

多，升幅愈大。上述數據同樣反

映香港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 

此外，第一至第五組別（即收入

較低的 5 成住户）的收入中位數

只有些微上升，部分組別甚至下

跌。而第六至第十組別（即收入

較高的 5 成住户）的收入中位數

則有上升趨勢，升幅比第一至第

五組別多。上述數據同樣反映香

港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 

37 4 探究活動 1 連結至明報通識網，並在影片搜

尋位置輸入貧富懸殊，然後觀看

影片：

http://las.mpep.com.hk/video 

連結至 YouTube 網頁，並在影片

搜尋位置輸入香港 4 大貧窮問

題（1:08 - 2:15）、【經緯線】向

上爬（16:26 - 22:40）、【經緯線】

窮一生（0:00 - 5:40），然後觀看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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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4 探究活動 2 資料 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指出，截至

2013 年年底，全港共有 457 間

社會企業（簡稱「社企」）單位，

較去年上升 13%，66%社企由非

牟利團體營運。社企主要分佈包 

括餐飲及食物製造（20.4%）、生

活百貨（18%）以及醫療及護理

（17.7%）。從事環保回收以及教

育培訓的社企則有顯著增長，分

別有 64%以及 42%增幅。此外，

愈來愈多社企由私營團體及個

人開辦。 

 

另外，調查指出社企員工的平均

時薪比最低工資高。 

資料 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指出，截至

2020 年 5 月，全港共有 666 間

社會企業（簡稱「社企」）單位，

較去年上升 2%，44%社企由非

牟利團體營運。社企主要分佈包

括飲食（ 15.5%）、愛惜地球

（15.2%）以及健康護理及醫療

（15.2%）。從事環保回收以及教

育培訓的社企則有顯著增長，分

別有 64%以及 42%增幅。此外，

愈來愈多社企由私營團體及個

人開辦。 

 

另外，有調查指出社企員工的平

均時薪比最低工資高。 

 39 4 探究活動 2 資料 2 

公益金於2013至2014年度撥款

超過約 2 億 3 千萬港元予 157

個會員社會福利機構，受助人數

接近 200 萬人。 

資料 2 

公益金於2020至2021年度撥款

超過約 2 億 9,000 萬港元予 165

個會員社會福利機構，受助人數

超過 350 萬人。 

 資料 3 

提出捐地予政府建屋的恒基地

產主席李兆基，再提議找「千萬

億的富豪」籌錢，以「分餅仔式」

幫助清貧者置業，以減少貧富懸

殊。 

資料 3 

提出捐地予政府建屋的時任恒

基地產主席李兆基，再提議找

「千萬億的富豪」籌錢，以「分

餅仔式」幫助清貧者置業，以減

少貧富懸殊。 

 40 4 探究活動 3 資料 2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 

資料 2 

時任立法會議員張超雄 

 44 4 重點知識 政府除了提供 12 年免費普及教

育，讓所有適齡學童均享有平等

接受教育的機會外，亦增加了專

上教育的學額，令貧窮人士可憑

個人努力向社會上層流動，改善

生活素質。 

政府除了提供 15 年免費普及教

育，讓所有適齡學童均享有平等

接受教育的機會外，亦增加了專

上教育的學額，令貧窮人士可憑

個人努力向社會上層流動，改善

生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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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4 資訊室 港府首訂貧窮線 研扶貧措施 

本港首條貧窮線出爐，以住戶家

庭入息中位數 5 成為界，訂出全

港貧窮人口達 131 萬人，扣除政

府福利津貼後仍然有 102 萬，當

中逾半即 53.8 萬人屬於在職貧

窮家庭。身兼扶貧委會員主席的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承諾，政府

肯定會探討的扶貧措施是低收

入家庭補貼，將以不減工作誘因

及關愛兒童為原則。 

港府首訂貧窮線 研扶貧措施 

本港首條貧窮線於 2013 年出

爐，以住戶家庭入息中位數 5

成為界。2019 年，全港貧窮人

口達 149 萬人，扣除政府福利津

貼後仍然有 110 萬，當中 50.2

萬人屬於在職貧窮家庭。身兼扶

貧委會員主席的時任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承諾，政府肯定會探

討的扶貧措施是低收入家庭補

貼，將以不減工作誘因及關愛兒

童為原則。 

 扶貧需要 

 很多在職貧窮家庭有小孩要

照顧，就業人士只佔 33%，

須加強託兒等服務以增加勞

動人口 

 以低收入津貼改善工資過低

情況 

 15 年免費教育，並針對性培

訓學生能力 

 加強再培訓，以增加收入 

扶貧需要 

 很多在職貧窮家庭有小孩要

照顧，就業人士只佔 35.5%，

須加強託兒等服務以增加勞

動人口 

 以低收入津貼改善工資過低

情況 

 增加對學生的資助，減輕家

庭的財政負擔 

 加強再培訓，以增加收入 

 《2012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立法會議員

馮檢基 

《2019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時任立法會

議員馮檢基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9 月 29

日）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9 月 29

日、2020 年 12 月） 

 47 4 重點知識 B. 

至於政府資助學位，根據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提供的統計資料

顯示，公帑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

學額由2001至2002學年的1.45

萬個增加至2012至2013學年的

1.5 萬個，而公帑資助學位的入

讀率近年維持約 20%。 

B. 

至於政府資助學位，根據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提供的統計資料

顯示，公帑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

學額由2009至 2010學年的1.57

萬個增加至2019至2020學年的

1.84 萬個，而公帑資助學位的入

讀率已上升至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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