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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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6 1 探究活動 1 資料 2 

連結至明報通識網，並在影片搜

尋位置輸入釣魚島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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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此部分 

16 2 資訊室 阿拉伯之春是指 2010 年 12 月

北非國家突尼斯爆發動亂，阿拉

伯世界（西亞和北非的阿拉伯國

家）的民眾走到街上，引發革命

浪潮，要求推翻專制統治。 

美國《時代》周刊更選出世界各

地街頭示威者為 2011「年度風雲

人物」，原因是席捲阿拉伯國家

以至歐洲和美國的示威浪潮，改

變了歷史，也改寫了全球的政治

氣候。 

銷毀利亞化學武器決議是指聯

合國安理會於 2013 年 9 月 27 

日一致通過的第 2118 號決

議。該決議制定了查核並銷毀

敍利亞化武的目標，將敍利亞

局勢從一觸即發的戰爭邊緣拉

回到和平軌道，體現了安理會

的作用。從 10 月 14 日起，敍

利亞正式成為禁止化學武器組

織的成員國。 

多個國家參加了銷毀敍利亞化

學武器的聯合任務，2014 年 8 

月，敍利亞政府申報的全部化

學武器原料已基本銷毀。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9 

月 16 日）、《時代》周刊、禁止

化學武器組織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9 

月 16 日、9 月 28 日）、禁止

化學武器組織 

21 2 重點知識 

 

(3) 

 聯合國現任（第 8 任）祕書長

是來自韓國的潘基文，他於

2007 年開始擔任此職務，並於

2012 年開始第 2 個任期，至

2016 年止。 

(3) 

 聯合國現任（第 9 任）祕書長

是來自葡萄牙的古特雷斯，他

於 2017 年開始擔任此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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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知識 

 

 

 

(4) 

 2006 年底，曾任香港衞生署署

長的陳馮富珍獲選為世界衞生

組織總幹事，她於 2012 年開始

第 2 個任期，至 2017 年止。 

(4) 

 2006 年底，曾任香港衞生署

署長的陳馮富珍獲選為世界

衞生組織總幹事，她於 2012

年開始第 2 個任期，至 2017



 
2 

年止。 

22 2 資訊室 

 

安理會過去曾對以下國家實施

制裁： 

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利比亞、

海地、盧旺達、索馬里、安哥拉、

蘇丹、阿富汗等。 

安理會曾對以下國家實施制裁

（部分現時仍被制裁）： 

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利比亞、

海地、盧旺達、索馬里、安哥

拉、蘇丹、阿富汗、伊朗、朝

鮮、中非共和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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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知識 

 

 

B. 

例如，安理會曾在科威特遭伊拉

克入侵之後幫助科威特恢復主

權（1991 年）；在索馬里確保人

道主義救濟行動安全（1992

年）；在盧旺達保護處境危險的

平民（1994 年）；在海地幫助恢

復民選政府（1994 年）；在阿爾

巴尼亞保護了人道主義行動

（1997 年）；在東帝汶幫助恢復

和平與安全（1999 年）。 

B. 

例如，安理會曾在科威特遭伊

拉克入侵之後幫助科威特恢復

主權（1991 年）；在索馬里確

保人道主義救濟行動安全

（1992 年）；在盧旺達保護處境

危險的平民（1994 年）；在海

地幫助恢復民選政府（1994

年）；在阿爾巴尼亞保護了人道

主義行動（1997 年）；在東帝汶

幫助恢復和平與安全（1999

年）；在科特迪瓦協助當地內戰

結束後走上和平進程（2017

年）；在蘇丹保護人道救援人員

和平民的生命安全（2020 年）。 

C. 

2001 年 9 月 11 日發生的「911

事件」，令國際社會憂慮恐怖主

義會不斷擴張，加上核武器及其

他非常規武器的擴散，國際社會

更需要團結起來打擊恐怖主義。 

C. 

2001 年 9 月 11 日發生的「911

事件」，令國際社會憂慮恐怖主

義會不斷擴張。雖然阿蓋達組

織領袖拉登（被認為是 911 事

件的主謀）於 2011 年伏法，可

是恐怖襲擊並未因此結束，隨

後興起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IS）（首領巴格達迪於 2019

年伏法）和博科聖地（Boko 

Haram）仍然活躍於中東和非

洲。近年更出現很多由獨自一

人或極少數人策劃的「獨狼式」

恐襲，如法國巴黎《查理周報》

恐襲、英國曼徹斯特演唱會場

館爆炸等，加上核武器及其他

非常規武器的擴散，國際社會

更需要團結起來打擊恐怖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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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1. 截至 2014 年 1 月，歐盟的成

員國共有________個。為促進歐

盟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及資本往

來，歐盟中有 18 個國家採用同

一貨幣──_________（Euro）。 

1. 截至 2020 年 2 月，歐盟的

成員國共有_______個。為促進

歐盟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及資本

往來，歐盟中有 19 個國家採用

同一貨幣──______（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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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知識 

 

A. 

歐洲聯盟（簡稱「歐盟」）於 1993

年成立，是集政治和經濟於一身

的區域一體化組織，現有 28 個

成員國。 

A. 

歐洲聯盟（簡稱「歐盟」）於 1993

年成立，是集政治和經濟於一

身的區域一體化組織，現有 27

個成員國。 

A. 

歐盟以歐元（Euro，現於 18 個

成員國通行）作為共同貨幣，令

資本、貨物及服務在成員國之間

自由流動。 

A. 

歐盟以歐元（Euro，現於 19 個

成員國通行）作為共同貨幣，

令資本、貨物及服務在成員國

之間自由流動。 

A. 

近年的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令

歐盟陷入分裂危機，成員國對如

何處理歐債危機亦意見不一。由

於區內經濟轉差，反對歐盟的勢

力抬頭，為歐洲和平埋下危機。 

 

A. 

近年的歐債危機及難民危機令

歐盟陷入分裂危機，成員國對

如何處理這些危機亦意見不

一。英國公投脫離歐盟亦對歐

盟造成不少動盪。 

35 3 重點知識 

 

C. 

例如：六方會談、二十國集團

（G20）、上海合作組織、博鰲亞

洲論壇、金磚國家領袖峯會等

等。 

C. 

例如：六方會談、二十國集團

（G20）、上海合作組織、博鰲

亞洲論壇、金磚國家領袖峯

會、跨太平洋夥伙全面進展協

定（CPTPP）、「一帶一路」國際

合作高峯論壇等等。 

36 3 資訊室 八大工業國組織（G8） 

成員國包括美國、英國、法國、

德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

俄羅斯 8 個國家，是傳統具影響

力之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組織，經

常主導國際議題的討論。 

七大工業國組織（G7）* 

成員國包括美國、英國、法國、

德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

俄羅斯 7 個國家，是傳統具影

響力之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組

織，經常主導國際議題的討論。 

*七大工業國組織於 1976 年首次召開

領導人高峯會議，1998 年俄羅斯加

入，成為八大工業國組織（G8），2014

年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被凍結會籍

至今，因此變成 G7。 

36 3 考考你 和傳統已發展國家組成的西方 和傳統已發展國家組成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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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集團（G7，即 G8 國家不計

俄羅斯）相比，金磚五國的活力

是其最大本錢，從 2001 至 2010

年，金磚國家年平均經濟增長

8%，發達國家僅 2.6%；金磚國

家佔全球經濟總量 1 成 8，但對

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卻高達 6

成。 

七國集團（G7，即 G8 國家不

計俄羅斯）相比，金磚五國的

活力是其最大本錢，從 2011 至

2015 年，金磚國家年平均經濟

增長 4%，發達國家僅 2%。2018

年，金磚國家佔全球經濟總量 2

成 4，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

卻超過 5 成。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1 年 4 月 17 日）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1 年 4 月 17

日、2019 年 11 月 14 日）、世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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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室 

 

1. 

已發展國家一般指經濟發展及

生活水平較高的國家，佔全球人

口約 20%，這些國家主要集中在

北半球，包括北美洲（如美國、

加拿大）、歐洲（如英國、法國、

芬蘭）和亞洲（如日本、韓國）

國家，以及位於南半球的澳洲、

新西蘭等。 

1. 

已發展國家一般指經濟發展及

生活水平較高的國家，佔全球

人口約 14%，這些國家主要集

中在北半球，包括北美洲（如

美國、加拿大）、歐洲（如英國、

法國、芬蘭）和亞洲（如日本、

韓國）國家，以及位於南半球

的澳洲、新西蘭等。 

1. 

發展中國家一般指經濟發展及

生活水平較落後的國家，佔全球

人口約 80%，它們國內的人均收

入及生活水平較低，地理位置方

面，發展中國家集中於南半球，

包括南美洲（如巴西）、非洲（如

南非），及北半球的亞洲（如中

國、印度）國家。 

1. 

發展中國家一般指經濟發展及

生活水平較落後的國家，佔全

球人口約 86%，它們國內的人

均收入及生活水平較低，地理

位置方面，發展中國家集中於

南半球，包括南美洲（如巴西）、

非洲（如南非），及北半球的亞

洲（如中國、印度）國家。 



 
5 

頁 14（探究活動 1）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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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6（圖 2.2 和 2.3）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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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1（圖 2.8） 

舊： 

 

新： 

 

 
圖 2.8 現任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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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1（表 2.1）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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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2（圖 2.9） 

舊： 

 

新： 

 
     圖2.9 現任世界衛生組織幹事譚德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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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5（表 2.2）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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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7-29（探究活動 1）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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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探究活動 1 歐盟如何應對難民危機？ 

 

第 1 部分 

 

細閱以下有關難民危機的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 1 

大批難民湧入歐洲 

2011 年敘利亞人民要求民主改革，最終演變成內戰。聯合國統

計顯示已有 400 多萬敘利亞人逃到海外成難民。2014 年，極端

組織「伊斯蘭國」（ISIS）取得多個地區的控制權，殺人數以萬計，

加劇難民潮。 

 

大批難民持續湧入鄰近國家，部分人則試圖乘船橫渡地中海逃往

歐洲，經由希臘、意大利、奧地利或匈牙利等南歐和東歐國家前

往較富裕的西歐和北歐。有國家拒絕讓難民離境或關閉邊境，導

致大批難民滯留，而且偷渡船在大海翻沉令大批難民死亡，人道

災難終引起國際關注。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5 年 10 月 15 日） 

 

資料 2 

歐盟強制成員國分擔難民 

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歐洲議會倡議強制歐盟成員國，按特定比例安置以敘利亞人為主的 16

萬名難民。他主張把現時滯留於意大利、希臘和匈牙利的 60%難民，在兩年間重新安置到另外 22

個歐盟成員國，分配比例將依據各國國內生產總值、人口、失業率、政治庇護程序釐訂，而拒絕

接收難民的國家須面對財務懲罰。另外，歐盟委員會將承擔 7.8 億歐元（67 億港元）難民開支，

各國每收容一人可獲 6,000 歐元。 

 

然而，東歐國家對難民顯得抗拒。斯洛伐克與匈牙利、捷克等國家對難民的態度引起不少西方輿

論批評。匈牙利警方在邊境向試圖由塞爾維亞進入的難民發射催淚彈及水炮，更惹來聯合國批評。

斯洛伐克總理則聲言歐盟不能專橫地要求成員國接收多少難民。 

 

最終，方案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及羅馬尼亞 4 國反對、芬蘭棄權下獲得通過。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5 年 9 月 10 日、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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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資料 1，分析歐盟介入難民危機的原因。［資料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根據資料 2，試指出歐盟對難民危機做出了哪些行動。［資料理解］［歸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在處理難民危機一事中，由歐盟協助或個別國家自行處理，對各成員國分別有何好處和壞處？ 

 ［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2 部分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4. 參考資料 3，歐盟各國對如何分擔難民的意見分岐，你認為原因何在？［資料理解］［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就處理難民危機一事，反映歐盟在應對全球議題上擔當甚麼角色？［分析］［歸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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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0（圖 3.2）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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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4（表 3.1）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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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5（重點知識）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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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5（圖 3.5） 

舊： 

 

新： 

  

圖 3.5 有 29 名外國元首出席 2017 年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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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6（圖 3.6 和 3.7） 

舊： 

 

新（刪除圖 3.7）： 

 

圖 3.6  7 國領袖 2014 年在比利時舉行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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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7（表 3.2）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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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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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