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明報教育《生活與社會》 

勘誤表 (05 / 2021) 

 

單元 

頁數 

(2014

年版) 

課題 欄目 

修訂部分 

舊 新 

27 7 1 探究活動 2 根據 2008 至 2012 年的「全球城

市指數」（Global Cities Index, 

GCI，紐約是連續三屆排名最高

的「全球城市」。 

根據 2017 至 2020 年的「全球城

市指數」（Global Cities Index, 

GCI），紐約是連續四屆排名最高

的「全球城市」。 

人口特點 

 按紐約 2012 年人口普查，

全市的人口中有 36%在國

外出生。人口組合大約是

33%為白人、23%為黑人、

13%為亞裔人、29%為拉美

裔人。 

 紐約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國

的人來工作、交流和定居。

居民使用的語言超過 170

種，建立了不同文化的移民

社區。 

人口特點 

 按美國 2018 年人口普查，

紐約市的人口中有接近

37%在國外出生。人口組合

大約是 42%為白人、24%為

黑人、16%為亞裔人、29% 

為拉美裔人。 

 紐約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國

的人來工作、交流和定居。

居民使用的語言超過 200

種，建立了不同文化的移民

社區。 

經濟活動 

 2013 年，有 17 家「財富 500

強」的金融服務公司在紐約

設立總部，數量為「全球城

市」中最多。 

 按 2012 年《經濟學人》信

息部對全球 120 個城市在

吸引投資、商業、人才和遊

客的能力研究，紐約排名第

一。 

經濟活動 

 2020 年，有 11 家「財富 500

強」的金融服務公司在紐約

設立總部，數量為「全球城

市」中前列。 

 按 2020 年科爾尼管理諮詢

公司（A.T. Kearney）發表的

《全球城市報告》，對全球

151 個城市進行研究，紐約

在商務活動及人力資本兩

方面的指標領先。 

8 1 探究活動 2 政治影響 

 2014 年，紐約共有 114 間

外國領事館，75 個外國政

府貿易辦事處。 

政治影響 

 2021 年，紐約共有 118 間

外國領事館，75 個外國政

府貿易辦事處。 

12 1 探究活動 3 資料 1 

2011 年 

香港國際機場 8 次獲選全球最

佳機場 

資料 1 

2019 年 

世界貨櫃港口排名第 8 

貨船每周往返全球超過 4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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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要國際及區域航空中心 

 

2012 年 

世界貨櫃港口排名第 3 

貨船每周往返全球超過 500 個

目的地 

 

2014 年 

連續 20 年獲評全球最自由經濟

體系 

 

目的地 

 

2020 年 

香港國際機場連續 5 年獲選全

球最佳機場 

成主要國際貨運、物流及供應中

心 

 

2020 年 

《世界經濟自由度 2020 年度報

告》 

香港再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

體 

 

2020 年 

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上升至第 5

位 

 

12 1 探究活動 3 資料 2 

香港與跨政府組織（截至 2011

年）： 

 多個國家在香港派駐代

表：59 所總領事館、62 所

領事館和 5 個獲官方承認

的跨政府組織，如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和聯合國難民署； 

資料 2 

香港與跨政府組織（截至 2021

年）： 

 多個國家在香港派駐代

表：63 所總領事館、57 所

名譽領事館和 6 個獲官方

承認的跨政府組織，如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難

民事務高級專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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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官方的國際交流活動： 

 來自世界衞生組織的專家

匯集香港，就草擬區內適當

使用醫療儀器策略，進行討

論； 

 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莉來

港進行官式訪問，並與行政

長官在香港禮賓府會面； 

 財政司司長以中國代表團

成員身份出席在華盛頓舉

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

世界銀行年會。 

 

《香港 2011》、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 

 

2020 年官方的國際交流活動： 

 發展局舉辦國際城市林務

研討會，讓各國的專家就城

市林務的管理分享經驗，以

及交流最佳作業方式，並致

力改善城市的宜居程度和

應變能力；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與

歐洲聯盟委員會貿易總司

副總司長等出席經濟學人

網上研討會，探討 2019 冠

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

後全球貿易轉向的影響。 

 

綜合網上資源、香港特區政府發展

局、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14 1 資訊室 世界級城市名冊 

2012 年，在該名冊中，倫敦及

紐約位列「全球城市」首兩位，

表示它們與世界各地的聯繫及

融合程度最高。其他在十甲內的

「全球城市」包括有香港、新加

坡、東京和上海等，這些城市皆

位於亞太區，可見「全球城市」

與亞太區的高度發展有着密切

的關係。 

世界級城市名冊 

2020 年，在該名冊中，倫敦及

紐約位列「全球城市」首兩位，

表示它們與世界各地的聯繫及

融合程度最高。其他在十甲內的

「全球城市」包括有香港、新加

坡、北京和東京等，這些城市皆

位於亞太區，可見「全球城市」

與亞太區的高度發展有着密切

的關係。 

15 1 重點知識 A. 

香港的經濟自由聞名世界，截至

2014 年，連續 20 年獲美國傳

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

濟體。 

A. 

香港的經濟自由聞名世界，加拿

大智庫菲沙研究所的《世界經濟

自由度年度報告》自 1996 年開

始發布以來，香港一直位列全球

第一，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

體。 

根據國際結算銀行在 2010 年進

行三年一度的全球調查，香港外

匯市場成交額位列世界排名第

6 位。 

根據國際結算銀行在 2019 年進

行三年一度的全球調查，香港外

匯市場成交額位列世界排名第

4 位。 

16 1 重點知識 C. 

在 2011 年，超過 3 萬名海外專

業人士透過一般就業政策獲准

來港工作。由 2003 至 2011 年， 

C. 

在 2019 年，超過 4 萬名海外專

業人士透過一般就業政策獲准

來港工作。由 2003 至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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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49,021 名內地優秀人才和

專業人才透過「輸入內地人才計

劃」獲准來港工作。 

共有139,295名內地優秀人才和

專業人才透過「輸入內地人才計

劃」獲准來港工作。 

D. 

例如：截至 2011 年，香港國際

機場 8 次獲評選為全球最佳機

場；在 2012 年，香港貨櫃碼頭

則為全球最繁忙的貨櫃碼頭的

第 3 位，每年處理超過 2,000 萬

個貨櫃。 

D. 

例如：截至 2020 年，香港國際

機場已多次獲亞洲貨運、物流及

供應鏈獎，連續 5 年被《Asia 

Cargo News》評選為全球最佳機

場；在 2019 年，香港貨櫃碼頭

則為全球最繁忙的貨櫃碼頭的

第 8 位，每年處理約 1,900 萬個

貨櫃。 

16- 

17 

1 重點知識 D. 

香港還擁有獲評為全球最廉宜

的互聯網，而香港的互聯網服務

的最高連線速度及平均連線速

度均屬全球最快，家庭使用寬頻

上網的普及程度為 86%，亦屬全

球最高之列。 

D. 

香港還擁有獲評為全球最廉宜

的互聯網，而香港的互聯網服務

的最高連線速度及一般連線速

度均位列全球第四，家庭使用寬

頻上網的普及程度約 93%，亦屬

全球前列。 

18 1 資訊室 不同機構也曾對各城市的競爭

力進行研究，如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的《全

球競爭力報告》，以基礎建設、

宏觀經濟環境、健康及教育水

平、勞動市場效能、金融市場發

展、通訊科技便利程度、創意程

度等 12 個指標進行研究。中國

社會科學院則發表《全球城市競

爭力報告》，從生產總值、經濟

增長率、就業率、勞動生產率、

專利申請數目、跨國公司分佈

等，對全球 500 個城市的競爭力

進行量度。 

不同機構也曾對各城市的競爭

力進行研究，如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的《全

球競爭力報告》，以制度、基礎

建設、資訊及通訊科技、宏觀經

濟穩定性、健康、僱員技能、商

品市場、勞動市場、金融系統、

市場規模、商業活力、創新能力

等 12 個評估領域，共 103 項指

標，對 141 個經濟體進行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則發表《全球城

市競爭力報告》，從營商軟環境

（指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關的政

策、市場與人文等發展）和營商

硬環境（指交通、電力、網速、

機場設施、自然災害指數、航運

便利度）兩個評估領域，對全球

1,006 個城市的競爭力進行量

度。 

19 1 詞彙庫 跨政府組織 

全球最大的跨政府組織為 1945

跨政府組織 

全球最大的跨政府組織為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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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的聯合國（United 

Nations），截至 2011 年南蘇丹

共和國加入後，有包括中國在內

的 193 個成員國。 

年成立的聯合國（United 

Nations），截至 2011 年南蘇丹

共和國加入後，至今有包括中國

在內的 193 個成員國。  

20 1 詞彙庫 城市競爭力 

前者以基礎建設、宏觀經濟環

境、健康及教育水平、勞動市場

效能、金融市場發展、通訊科技

便利程度、創意程度等 12 個指

標進行研究。後者則從生產總

值、經濟增長率、就業率、勞動

生產率、專利申請數目、跨國公

司分佈等，對全球 500 個城市的

競爭力進行量度。 

城市競爭力 

前者以制度、基礎建設、資訊及

通訊科技、宏觀經濟穩定性、健

康、僱員技能、商品市場、勞動

市場、金融系統、市場規模、商

業活力、創新能力等 12 個評估

領域，共 103 項指標，對 141

個經濟體進行研究。後者則從營

商軟環境（指與經濟社會發展相

關的政策、市場與人文等發展）

和營商硬環境（指交通、電力、

網速、機場設施、自然災害指

數、航運便利度）兩個評估領

域，對全球 1,006 個城市的競爭

力進行量度。 

23 2 探究活動1 資料 3 

污染指數拒分級 

 

 

美人權報告指港警妨礙集會自

由 

警務處處長不認警方打壓言論

自由 

資料 3 

部分日子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

10 級 

 

美人權報告指港警妨礙集會自

由 

時任警務處處長不認警方打壓

言論自由 

港全球新聞自由指數續跌 

2002 年排 18  2013 年排 58 

港全球新聞自由指數續跌 

2013 年排 58  2020 年排 80 

28 2 重點知識 D. 

然而，由於本港的教育資源投放

不足，尤其是國際學校的學額嚴

重供不應求，有可能令各類跨國

人士的子女無法入學。香港特區

政府的顧問研究指出，至

2016/17 學年，香港將會欠缺

4,203 個國際學校小學學額。學

額不足有機會令各類跨國人士

不願意來港工作。 

D. 

然而，由於本港的教育資源投放

不足，尤其是對國際學校的支

援，有可能令各類跨國人士的子

女入學困難。根據香港特區政府

的顧問研究報告，推算自

2016/17 學年起 7 個學年香港的

國際學校情況，指出國際學校提

供的特殊教育服務不足，有機會

令各類跨國人士不願意來港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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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 參考資料 刪除內容 

 

刪除全部內容 

28 2 重點知識 E. 

在 2011 年，香港的 4 個主要行

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

流、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

服務，已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58.5% ，亦佔總就業人口的

47.6%。 

E. 

在 2019 年，香港的 4 個主要行

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

流、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

服務，已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56.4%，亦佔總就業人口的

45.4%。 



 
7 

頁 14（資訊室） 

舊： 

 

在 2008 至 2014 年間，「全球城市指數」共舉行了 4 次調查，結果節錄如下： 

 

 

新： 

 

在 2008 至 2020 年間，「全球城市指數」共舉行了 10 次調查，結果節錄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