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blished by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Co., Ltd., G/F United Overseas Plaza, 11 L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Tel: 2856 7567. All rights reserved.

2018

Thursday

通識單元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今日香港    現代中國    全球化    公共衞生    能源科技與環境

今天的年輕人 
如何把訊息轉化成為知識， 
甚至用來理解和分析問題和現象， 
就得依賴「通識」來幫助了。

>名家贈言

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訂閱查詢   2856  6383 iknow.hke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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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資料，指出及解
釋延續彈性工作模式所
需的生活技能。
2 彈性工作模式興起體
現了哪些全球化的特質？
解釋你的答案。

>相關概念

「教師版」網頁附有教師專享功能，方便易用 !    > iknow.hkej.com 教學網站>教師專用資源

>思考練習

拆題技巧見P.4

議題   青年競爭力

資料A  有關香港青年 
彈性就業的研究摘錄

  彈性就業普及與全球職位減少及競爭加劇
有關。為了靈活控制生產成本，企業或機

構以外判、短期或兼職合約等職位應付人

力需求；網絡科技發達亦令人們可以在家

自由安排工作時間，以至承接不同企業的

工作項目；

  不少青年認為彈性就業的最大風險是缺乏
穩定收入，而資歷不獲確認則是常被忽略

的風險；由於社會仍視彈性就業工作為非

正規工作，從事彈性工作的待遇容易被壓

抑，也容易被僱主質疑資歷和工作態度；

  不少青年認為，「穩定地受僱於全職職位
等於良好加薪與晉升機會」的傳統觀念已

是不合時宜；反觀，彈性就業可提供個人

空間、提升工作控制權、帶來發展興趣與

創業的機會，可見青年的就業價值觀出現

轉變。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

斜槓族 slashie
彈性工作  
flexible working
生活技能 life skills
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斜槓族
斜槓（ slash）本身

指「/」。近年一些自由工
作者身兼多職，在以文

字介紹自己的時候常以

「/」分隔其多個職業，加
上西方對散工文化的學

者研究工作及媒體報道

日漸增加，故逐漸興起

以「斜槓族」表示自己為

自由工作者。

彈性工作
傳統工作模式多有

固定工作時間及場所。

隨着科技進步及經濟結

構由勞力密集型勞動

轉向知識型，現代工作

多存在不同程度的彈

性，如在家工作、輪班

工作及合約工等。彈性

工作有助工作者兼顧工

作及生活、改善勞資關

係及釋放社會勞動力。

資料C 報章專欄摘錄
小本經營的自由工作者需要一人分飾

多角，「踩過界」的橫向學習更是必備技能。

例如做記者要懂得如何編輯影片或製片，做

市場推廣的要懂得會計賬，一定要「周身刀」

才可做好工作。

考慮到任何技能都會變得過時，自由

工作者必須「學會學習」，提升本身技能以

緊貼市場變化，才能有效解決問題及保持出

色表現。別以為自由身便沒有拘束，為工作

訂下紀律其實相當重要，因為要經常變換角

色，很多自由工作者在完成一階段的工作

後，後續便交由他人處理，必須習慣建立完

整的檔案或者系統，才可確保工作順暢。

不可不提的是，要懂得分辨輕重緩急。

雖然能同時處理多項工作的年輕一代令人

佩服，但部分人不懂得分辨事情的優先順

序，總令客戶感到無奈。

■資料來源：2015年8月7日《信報》

資料B 一些中國斜槓青年個案
斜槓工作情況 對斜槓生活的看法

青
年
甲

任職的採礦公司將其由全職僱員

改聘為合約僱員，薪酬大跌三分

二。為了餬口成為網約車司機、騰

出家中房間作民宿出租、接翻譯

工作、代理時裝網購生意。 

如今不是經濟起飛年代，部分行業

常見裁員，每多一份工作就是多一

個保障。當斜槓族是源於缺乏安全

感，這是很疲累，是為了餬口而非

浪漫生活。

青
年
乙

任職報社編輯多年後辭職，自行

開設網店專售日本手工藝品，以

往透過工作累積的人脈成為現在

的生意夥伴或客戶，客戶亦不限

於本地人。 

斜槓生活難以分辨工作日和假

日，工作和生活融為一體，例如在

家用膳時會拍照並發送至社交媒

體，因為所用餐具是自家品牌，要

把握推廣機會。

青
年
丙

具有編寫電腦程式的技能，專為

企業提供技術支援或解決電腦系

統問題，按項目收費。 

雖然以項目形式工作收入不穩

定，偶爾令人焦慮，但能夠自由安

排時間，既可因應個人狀態調整工

作節奏，相比「被動加班」的全職僱

員亦有更多時間照顧家人。

背景 近年全球興起斜槓（slash）熱潮——即以零散工作而非全
職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工作模式，促成斜槓族的出現，當中不
少為青年。斜槓族一般身兼多職，雖不如傳統全職僱員般受各種
企業文化（如辦公室政治、加班文化）束縛，但自主背後仍要承擔
如收入不穩定及競爭環境多變等的風險。 文：麥永強

攝影師

咖啡師 插畫師 翻譯員

撰稿員

活動統籌

網上 
英語教師

網購店 
經營者

網約車 
司機



「青年人參與社會政治事務有助提升香港人的生活素質。」問 題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這看法? 解釋你的答案。

卷二

12分

資料A 綜合新聞報道
颱風韋森特吹襲香港，導致一艘貨船

上的大量聚丙烯膠粒墮海，飄至香港水

域，颱風過後12天，政府一直未有作出公
布，被民間及各黨派質疑後始採取行動。

民間索性發起自救行動，組織大量義工隊

善後，網上又有人作出呼籲，希望各大專

院校把迎新活動改為到海邊執膠，再現

港人的公民意識與愛港情懷。

資料B 綜合新聞報道
有年輕市民在 2014年平安夜在旺

角進行由佔領演變的「鳩嗚」行動時，無

視警員勸喻，強行越過封鎖線橫過馬

路，被判阻差辦公罪成，即時監禁21天。
裁判官認為案件性質十分嚴重，當日現

場有過千人，被告不理勸喻，故意衝擊及

挑釁警方，幸而當時路人未被挑釁，否則

難以估計傷亡。

很小 
程度上同意

>審題爆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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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參與社會政治事務 生活素質

制度化政治參與 
表達青年意見

政治： 
提升管治效能

非制度化政治參與 
的動員能力強、 
參與時間彈性

環境： 
提升生態價值

部分青年人 
提出理性訴求， 
政府回應民意

社會：維持 / 
提升社會和諧

論點1. 論點1.

論點2. 論點2.

論點3. 論點3.

青年人參與
社會政治事務 生活素質 引用 

資料 /例子

政治方面，青年人循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渠道表達意見
可以提高香港政府的管治效能。青年人透過制度化的社
會政治參與，包括參與選舉、諮詢或由政府舉辦的青年論
壇，可以讓政府吸納青少年階層的意見，藉此提升政府青
年事務政策的針對性，準確對焦青年問題及訴求，提出對
應策略，從而改善施政表現，提高管治效能。例如有青年
人參與青年事務委員會表達對於房屋問題的關注及提出建
議，令政府施政更對焦青年訴求，促成「置安心」、「青年宿
舍」等房屋計劃。故此，青少年參與社會政治事務有助提
升香港政府的管治效能，從而提高生活素質。

青年人參與
社會政治事務 生活素質 引用 

資料 /例子

社會方面，部分青年人以激進違法的手法參與社政事
務，會損害香港的社會和諧。基於部分青年人的社會經驗
較少，加上未必有充分的批判思考，所以容易被政黨或受
到群眾煽動，使他們的社政參與行為趨向激進、暴力甚至
違法，既可能直接與不同人士出現言語以至肢體衝突，更
可能間接激化群體之間的矛盾、警民矛盾和官民矛盾，長
遠破壞社會和諧。例如參與旺角騷亂的青年直接與警方衝
突、參與「鳩嗚」行動的青年則與警方和旺角區的店舖東主
衝突。故此，青少年參與社會政治事務有可能損害社會和
諧，難以提升生活素質。

>答題示例 >答題示例

青年人參與社會政治事務 生活素質

部分青年人欠 
批判思考，採用 

激進 /暴力 /違法手法
社會： 

損害社會和諧

偏激行為遭負面報道， 
惹國際關注

經濟： 
國際形象受損

青年人較為急進和 
拒絕妥協

政治： 
削弱管治效率

很大 
程度上同意

議題   社會政治參與



軍事

3

自 2000年起，美國每年均發表《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態勢報告》，評論中國的軍事實力和國際
局勢。中國國防部常對此表示不滿，認為這是對中國的國防和軍隊建設妄加評論，渲染「中國軍事

威脅」和「中國軍力不透明」等說法。中國的經濟、軍事等綜合實力得到提升，何以美國卻經常煞有

介事地強調其「威脅性」？

中國美夢  西方「噩夢」?

議題  
綜合國力

若「中國威脅論」是真有其事，先決條件是中

國的實力足以影響世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人均

經濟仍相對落後，但若論整體實力，中國足以躋身

全球第二經濟大國。更重要的是其成長速度，短短

數十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已超日趕美，而經濟崛起

亦帶動了軍事、科技、教育等發展，其綜合國力不

容小覷。

其次，中國挑戰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

歐美國家主導的格局，直接威脅其地位和既得利

益，亦是「中國威脅論」格外受美國重視的原因。

例如中國是出口大國，亦是美國最大貿易夥伴，但

雙方的貿易逆差卻愈來愈大，不利美國本地工業

的發展。根據中國官方統計，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

差從 2001年的 281億美元增長到 2017年 2758

億美元，美國的官方數字更估計逆差高達3752億
美元。

此外，基於意識形態的差異，以美國為首的

歐美國家較難信任中國，從南北韓局勢和兩岸關

係中可看到中美長久以來暗中較勁的緊張關係，而

中國的國力增強更進一步威脅傳統領袖國既有的

領導地位和既得利益。

1978年中國推行改革
開放至今40年間，經濟增長
速度驚人。1980年中國國
內生產總值（GDP）為 1894
億美元，位列世界第12位；
至 2016年，中國的GDP為
11.47兆美元，已經超越日本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
次於美國。

中國經濟起飛增加了其
軍事、科技、教育等範疇的投
放，構成綜合國力提升的基
礎，反觀近年歐美國家經濟疲
弱，中國因而對西方國家經濟
獨大的全球格局造成衝擊。

西方國家講求民主、法
治、人權等價值，傾向認為
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是威權政
體，政府缺乏民意授權和權
力制衡，有違歐美國家的政
治倫理。可是，在環球經濟倒
退下，中國國力反而迅速崛
起，中國作為成功例子對外
輸出意識形態，或吸引其他
發展中國家仿效，令國際社
會憂慮資本主義的世界影響
力被共產或社會主義挑戰。

隨着經濟增長，2016年
中國軍費支出逾 2000億美
元，世界排名第二，僅次於美
國，更是第三名的俄羅斯的
3倍。近年，中國自主研發高
性能航空母艦、戰機、國際太
空站等，足以顯示中國軍事
科技力量的提升；中國是全球
擁有核武的 8個主權國家之
一，其軍事力量足以左右國
際局勢，加上中國與鄰近國
家如日本、菲律賓等常有領
土爭議，令人憂慮爆發軍事
衝突。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促進與其他成員國
的貿易往來；2009年中國更
取代了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
口國。為鞏固其國際地位，中
國於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
發展策略，成立 400億美元
基金，推動亞洲地區經濟、基
建、資源開發、產業合作等項
目發展，加強與沿線國家如
越南、緬甸、馬來西亞、哈薩
克等地的經濟合作，以達致
共同發展的理念。

中國工業發達，早已成
為「世界工廠」。然而，為控
制成本，中國過往採取「先發
展、後治理」的粗放式發展
方針，例如過度使用化石燃
料、過度開發資源破壞自然
生態等，造成高量碳排放及
霧霾等嚴重跨境污染問題，常
被國際組織詬病。根據聯合
國2015年的數據，中國碳排
放量冠絕全球，佔全球總量
近三成，是美國的兩倍多，國
際組織促請中國履行大國責
任，共同應對全球環境問題。

經濟

政治 /  
意識形態 外交

環境

  多方面影響世界秩序?  

中國威脅論
在國際關係上，其他國家因中國崛起而產生憂慮和質

疑，故有「中國威脅論」的論述，源於後冷戰時代西方國家用

以遏制中國發展的說法。中國自改革開放後迅速發展，部分

國家憂慮在經濟、軍事、人口等不同領域受到中國的挑戰，威

脅其利益和國際秩序。

中國責任論
歐美各國為避免強調「中國威脅論」令關係惡化，鼓勵中

國融入國際社會並共同承擔全球經濟、政治及環境問題等責

任。有人認為西方此舉是認同中國的國際地位，指中美已進

入相互合作的共生時代；亦有人指這只是新瓶舊酒，旨在鞏

固美國霸權地位，實際上仍對中國有所防範。

兩種說法  
論中國富強



議題  健康生活模式
通識
修煉場

解釋市民的暴飲 
習慣有可能對社會

造成的負面影響。

提示：可從公共安
全、公共醫療開支、 
人力資源質素等方
面分析。

數據描述 進階解讀

1 2004至2016年港人的人均飲
酒量有上升趨勢，由不足 2.6升
增加至大約2.8升。

港人人均飲酒量增加，很大機會增加患上慢性病
的風險，或會加重公營醫療系統的負擔，造成公
共衞生危機。

2 18歲以下第一次飲酒的受訪
者，其飲酒頻率較18歲或以上第
一次飲酒的人士高。

未成年人士或會因自我管理能力較弱，接觸飲
酒後難以自控甚至成癮，比成年才開始飲酒的
人更易出現暴飲的情況。

議題 應用重點

健康 
生活模式

日益增加的飲酒量反映港人不良的健康

生活模式。為保障市民的健康，政府應

檢視酒稅，減低市民飲酒的經濟誘因，並

針對青少年飲酒問題，加強執行對未成

年人士買酒的法例，避免更多人因未成

年接觸酒精而造成暴飲的情況。

>延伸討論>適用議題

> 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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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內容  盡在教學網站及應用程式英文答卷
試題庫

答題技巧
時事

評論

延伸內容  盡在教學網站及應用程式

分析方向
•  從資料辨識彈性工作模式的挑戰，如所需技能或常見困難，解釋不同
生活技能如何幫助彈性工作者持續應付上述挑戰。

見解參考
延續彈性工作模式所需的生活技能：
a.  管理時間，按時完工：彈性工作者或如資料B的青年甲般身兼多職，以
及如青年乙般「工作和生活融為一體」，故須具備良好時間管理能

力，做到資料C所言的「為工作訂下紀律」，以如期完成工作及維持生
活正常運作；

b.  運用社交技巧，尋找工作機會：部分彈性工作者以個人身份而非企業
品牌經營業務，起初須如資料B青年乙般依靠個人社交人脈建立夥伴
及客戶群，並須長期在社交圈子推廣業務，故須以社交技巧維繫及拓

展人際關係，創造工作機會；

c.  積極學習，維持競爭力：彈性工作者的勞動價值在於其技能，但如資
料C所言，技能或會過時並失去市場價值，故須持續學習新技能並加
以改進，提升個人技能水平及在多變的經濟環境下維持勞動價值；

d.  妥善理財，應對收入起跌：彈性工作者多以項目、短期或兼職合約等
形式工作，收入不如全職工作般按時按量，如資料A及B均提及收入
不穩定是彈性工作的風險之一，故須培養妥善理財的能力，分配收入

應付缺乏工作時的日常開支。

1.  Life skills that are instrumental in en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a flexible model of working:
a.  The ability to manage one’s time effectively and finish one’s 
work on schedule 
b.  Being able to look for job opportunities by fully utilizing on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 skills
c.  Eagerness in learning new skills in order to maintain one’s 
competitiveness
d.  Good pers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order to hedge 
against the ups and downs in incomes

分析方向
•  從彈性工作模式的職業類型、交易模式、工作者心態等，分析彈性工
作模式的興起蘊含哪些全球化特質，解釋這些特質如何促成有關現

象。

見解參考
彈性工作模式興起體現的全球化的特質：
a.  資訊科技進步，促成去中介化：不少斜槓職業與互聯網平台相關，如
網約車、網上外語教學及產品營銷。彈性工作模式興起體現了資訊全

球化下，互聯網科技普及逐步實現去中介化，助公眾配對服務需求，增

加彈性工作的工作機會；

b.  經濟全球化，外判降成本：不少斜槓職業為外判及短期合約工作，如
翻譯、設計、產品代理等，正是得益於企業外判工序以壓低成本的趨

勢。彈性工作模式興起體現了經濟全球化下，跨國企業靈活整合業務

工序調控成本，造就零散職位出現；

c.  文化多元，傳統工作觀念褪色：傳統華人社會視從事全職工作為常
態，惟現今經濟不景，加上青年受西方個人主義影響，追求個人自由且

抗拒傳統企業文化，因而投身斜槓族。彈性工作模式興起體現了文化

全球化下，因西方價值傳入華人社會，導致其傳統工作觀念有所動搖。

2.  The kind of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ization manifested in 
the increasing popularization of flexible working model:
a.  The advance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rendered 
intermediaries unnecessary
b.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outsourcing have substantially 
driven down production costs
c.  Traditional perceptions of working have given way to cultural 
diversity

（以上拆題技巧僅供參考，若有錯漏或更佳建議，歡迎賜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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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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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8至64歲人士第一次飲酒 
年齡與飲酒頻率的關係

過去12個月 
沒有飲酒

每月少於1次 / 
只在特別場合

每月 
1至4次

每星期 
2至3次

每星期 
多於3次

18歲或以上
第一次飲酒

18歲以下
第一次飲酒

58.8%

41.2%

64.6%

35.4%

52.5%

47.5%

48.1%

51.9%

35.2%

64.8%

3.0
2.9
2.8
2.7
2.6
2.5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57

2.53

2.54
2.64

2.79

2.60

2.62

2.75

2.87
2.81

2.80

2.83 2.86

表一   2004至2016年香港人均飲酒量（升）
低酒精濃度的 
酒類徵稅 
開始獲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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