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三：少數族裔收入情況（2011）
收入 少於 4,000元 10,000元 15,000元 20,000元 25,000元 30,000元

4,000元 至9,999元 至14,999元 至19,999元 至24,999元 至29,999元 以上
少數族裔* 74.8% 13.7% 3.2% 1.7% 1.1% 0.8% 4.7%
全港情況 11.3% 28.4% 21.4% 11.6% 8.1% 4.0% 15.2%
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 少數族裔* :3,580元 全港情況 :11,000元
*註：包括印尼、菲律賓、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等種族。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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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本港少數族裔人口
在2011年，本港共有451,183名少數族裔人士在港

居住，佔香港人口的6.4%。
種族 2001年 2006年 2011年

數目（%） 數目（%） 數目（%）
亞洲人（非華人）

印尼人 50,494（14.7%） 87,840（25.7%） 133,377（29.6%）
菲律賓人 142,556（41.4%） 112,453（32.9%） 133,018（29.5%）
印度人 18,543（5.4%） 20,444（6.0%） 28,616（6.3%）
巴基斯坦人 11,017（3.2%） 11,111（3.2%） 18,042（4.0%）
尼泊爾人 12,564（3.7%） 15,950（4.7%） 16,518（3.7%）
日本人 14,180（4.1%） 13,189（3.9%） 12,580（2.8%）
泰國人 14,342（4.2%） 11,900（3.5%） 11,213（2.5%）
韓國人 5,263（1.5%） 4,812（1.4%） 5,209（1.2%）
其他亞洲人 7,572（2.2%） 7,851（2.3%） 7,038（1.6%）
小計 276,531（80.4%） 285,550（83.4%） 365,611（81.0%）
全港人口 6,708,389 6,864,346 7,071,576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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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包括印尼、菲律賓、尼泊爾、巴基斯坦、印度等種族。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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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少數族裔工作情況（2011）

資料四：少數族裔學習中文調查
有團體於2007年進行一項有關「少數族裔學童學習中文情況」的意見

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讀寫能力與本地學童相差極
大。83%受訪中文教師同意或很同意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讀寫能力與本地
學童相差很大，本地中文課程及教材不適合少數族裔學童。75%受訪中文
教師認為少數族裔應學習與本地學童程度不同的中文課程。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資料五：少數族裔個案
R希望政府注意，現時少數族裔只能找到地盤雜工、保安員、清潔工、

乾洗店工等基層工作，就算他們移居香港前有高學歷和專業技能，但因
來港後不懂中文及政府支援不足，難以找到合適工作。現時絕大部分在
職培訓課程以中文授課，如建造業議會課程沒有翻譯安排。 R的丈夫是
司機，多年沒加人工，子女越大，開支越多，丈夫的公司沒有提供培訓
機會。

■資料來源：天主教勞工牧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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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港少數族裔人口有上升趨勢：
．由2001年的276,531人，上升至2011年的
365,611，上升32%。

．當中以印尼人的升幅最大。
2.根據資料二及資料三，比較少數族裔與香港普
遍居民的生活情況如下。

．少數族裔普遍從事基層工作，當中非技術工人
佔75.8%，遠高於港人的19.5%。

．少數族裔的生活水平較低，絕大部分
（74.8%）收入少於4,000元，每月主要職業
收入中位數僅3,580元，遠低於港人的
11,000元。

3.以下因素影響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感：

．經濟因素：少數族裔家庭一般只有一人外出工
作，而且收入微薄，生活困苦，加上礙於語言
問題，難以透過進修提升社經地位。

．社會因素：有港人對少數族裔存在偏見，而他
們在社區無論在衣着、文化、宗教等方面皆格
格不入。

．語言因素：少數族裔一般不以廣東話為母語，
影響日常溝通，難以融入社區。而少數族裔青
年因廣東話未如理想，在中文表現上更遠低於
本地水平，難以適應現行教育制度。

4.政府、社福機構及青少年可透過以下措施促進
本港不同族裔共融：

政府

．增撥支援資源，例如提供更多語言輔導課
程。

．透過教育方式向市民提倡多元社會及種族共融
的意義。

．透過立法保障少數族裔人士，如訂立歧視條例。
社福機構
．向少數族裔提供更多翻譯課程，協助融入社
會。

．動員地區網絡，舉辦活動協助少
數族裔融入社區。

青少年
．放下偏見，主動邀請少數族裔參
與本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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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資料一，指出本港少數族裔人口趨勢。

2. 根據資料二及資料三，比較少數族裔與本港普遍
居民的生活情況。

3. 參考以上資料，分析有何因素影響少數族裔的身份
認同感。

4. 你認為政府、社福機構及青少年在促進本港不同
族裔的共融方面可做些甚麼？解釋你的答案。

在單元二「今日香港」中，「身
份認同」這個概念常被提及，但探
討方向往往側重於港人的國民身份
認同。事實上，香港少數族裔的身
份認同，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這個議題對同學並不陌生，早在前年的通識科
練習卷，已有討論有關內容，如偏見是否為本港少
數族裔的個人成長帶來困難，以及政府與青年人如
何能促進香港不同族裔的共融。

少族申特區護照有困難
少數族裔的「身份危機」主要體現在特區護照

申請上。根據港台節目《鏗鏘集》，在約10萬名
南亞裔香港永久性居民中，大多不獲簽發護照。若
要取得特區護照，先決條件為中國公民，外籍人士
須歸化加入中國國籍，當中有3項規定：擁有具中
國血統的親屬、在中國定居及具其他正當理由。由
此可見，少數族裔雖擁香港身份證，但申請護照仍
有困難。
在港少數族裔而言，特區護照被視為一個身份

象徵，當他們獲發護照時，便能享有相關權利與義
務，正是對其「香港人」身份作出肯定。所以護照
簽發對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相當重要。

中文教育不足 升學就業受阻
至於中文教育不足亦為他們發展身份認同造成

障礙。大部分少數族裔學生會被編入以英語教育為
主的中小學，學習中文機會較少；
同時，部分入讀主流學校的學生亦因欠缺支

援，導致其中文水平難以提升。這種情況令他們面
對升學及就業困難，對香港社會難以產生歸屬感。
總括而言，香港雖是一個多元社會，但在港生

活的少數族裔卻面對不少挑戰，特別是其「香港
人」身份的建立。通識科設立的宗旨是，加強學生
對社會的觸覺，故此我們應學習了解不同觀點及價
值觀，從多角度思考各種議題。

■馬燕雯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
中文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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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1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
人士》

http://www.census2011.gov.hk/pdf/EM.pdf
2.《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香港電台「通
識網」

http://www.liberalstudies.tv/ws/0009/
3.《讓少數族裔學好中文》，香港《文匯報》，
2014-03-17

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3/17/PL1403170002.
htm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身份認同身份認同

根據政府統計

數字，在港少數族

裔人數有上升趨勢，而其

融入問題近年亦受社會關

注。在歷屆通識科公開試

中，不止一次問及少數族裔人士在港情況，

焦點在其生活困難、融入情況及身份認同等

問題。事實上，香港

作為多元社會，對不

同種族及價值觀的包

容，直接與生活素質

之高低掛鈎。今期，

筆者會透過以下資

料，逐步分析少數族

裔在港情況。

■李浩彰

順德聯誼總會

鄭裕彤中學通識科教師

今日香港
今日香港（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探討問題：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

發展方向如何？
主題 1：生活素質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甚麼
貢獻？有甚麼障礙？在沒有清除障礙的情況下，哪
些群體最受影響？

主題3：身份和身份認同
探討問題：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是怎樣形

成的？
．不同的社群，如新來港人士、
新界原居民和少數族裔，他們
怎樣發展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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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ethnic identity）大

致由種族認同（racial identity）、
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

法律認同（legal identity）等元素構成。
種族認同（racial identity）：建基於生物學上的

遺傳，對族群的認同感源於相互間共同的祖先族
群。由於經歷長期的生物混合而減少各種差異，成
員都有近似的遺傳特徵。而有血緣關係的族群成
員，經歷代代相傳的繁衍又會形成共同而恆久不變
的特徵，如語言或行之已久的文化習慣。

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
建基於對同一社群中各種價值觀念

的認同感。大部分文化認同跟血緣關係形成的
種族認同互為關係，在家族中代代相傳。然
而，通過正規教育、長期生活於異國社會等情
況，亦可能出現價值觀念的同化，因而改變個
人的文化認同。而社會上不同社群因文化上的
接觸、理解，甚至改變，可以消除隔閡，進而
出現文化認同的融合。
法律認同（legal identity）：通過法律，以

客觀準則決定一個人的公民身份，當中最重要
是「法律地位」，例如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代表我們既是香港公民，
亦是中國公民。

融港遇「攔路虎」苦苦苦？？？

■■少數族裔在學習中文上

少數族裔在學習中文上

遇到很大困難
遇到很大困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少數族裔學生呼籲政府加強對他有少數族裔學生呼籲政府加強對他
們的中文教育們的中文教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部分少數族裔從事大部分少數族裔從事
基層工作基層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誰明少族誰明少族誰明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