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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公衛農工業 全球合作切入點
「全球水資源」可以涉及「現代中國」
及「全球化」的單元。
水資源的隱憂一直存在，乾旱較嚴重的

國家尤為緊張。水資源壓力較大的地區包
括：中東地區、南亞和美國西南部地區。
聯合國有報告曾指出：「全球人口2050
年預計將增加20億來到90億人，到時候農
業用水至少將上升19%。目前農業用水已
佔全球約70%的淡水用量。」
亦有調查預計，2025年將會有三分之二
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缺水的國家。

教科文組織設日籲惜水
水資源的問題影響深遠，同學可以從以

下方向切入。個人食水的生存問題、公共衛
生問題（健康）、國際水資源的爭奪衝突、
農業（糧食問題）、工業影響（生產力）、
能源問題。
就全球問題，同學宜考慮國際組織的角

色與國際合作的問題。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
組織（UNESCO）理事長曾發聲明作呼
籲。3月22日設為「世界水資源日」，每一

年均有不同的主題，例如台灣會於當日特別
舉行教育活動；在香港，綠色力量也會推廣
活動，例如2013年的「沖沖五分鐘」，送
出5分鐘浴室計時沙漏。

留意「水足跡」等概念
關於國際合作，同學可留意來自外國的

「水足跡」概念（water footprint），亦有
一些關於水資源的合作計劃，例如：「綠色
能源特別基金」（GESF）子計劃中的「羅
馬尼亞沃爾洽縣供水及廢水計劃」。同學亦

可留意地球公民（或稱世界公民）、可持續
發展等概念。
同學亦可深化思考下列問題，香港對節

約用水的關注和宣傳足夠嗎？為什麼相對節
能或全球暖化，水資源危機的關注較少（例
如：香港缺水危機、供水成本的高低）？生
活上如何做到節約用水（再生水或稱回收
水）？科技在這個危機上能扮演什麼重要角
色（例如：灌溉系統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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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球 化 +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 公 共 衛 生 -

據統計，現時約有7.7億人無法取得乾淨的飲用水，預計到了2030

年，氣候變化及各種問題會更嚴重，全球近30億人將面對缺水問題，

各種農作物生產亦因水資源短缺大受影響，造成缺水缺糧的危機。

■李文靖 青松侯寶垣中學通識科副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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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題拆解：
此題為「因素題」，學生需要利用資料

的提示，歸納出不同的因素；而題目牽涉
「全球各地」，故此回應時需要從宏觀的角
度出發，利用不同國家的情況以作說明。較

簡單的做法是回應題目時以「發展中國
家」、「欠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為例
作說明，說明時亦需扣緊不同國家的國情而
言。
b題拆解：
此題為「比較題」中的「明比」題，意

指題目已提出兩個比較項目（教育市民節約
用水和調整水費），學生回應題目時需要緊

扣二者的特徵進行說明。於分析兩者何者較
優時，需要利用恰當的比較平台，如：可行
性、支持度、可持續性、成效等。
如學生於回應時只能提出單向的論述

（只單向地解釋為什麼Ａ較好，但沒有提
及為什麼Ｂ不好），分數難以過半；如學
生於回應此題時提出「第三項目」，而未
有扣緊題目中的兩項，分數亦不能過半。

議 題 探 索

題 目 拆 解

想 一 想
a. 提出一些可能成立的因素，

解釋為何全球各地水資源危
機愈來愈嚴重。 （8分）

b. 「教育市民節約用水比調整
水費更有效改善香港市民的
用水習慣。」你同意這個說
法嗎？參考資料及就你所
知，解釋你的答案。（12分）

單元四：全球化（按教育局指引）
探討問題
．世界各地的人怎樣回應全球化？為什
麼？

．全球化在不同國家之間或在一個國家內
所產生的影響是相同抑或相異？

單元五：公共衛生（按教育局指引）
探討問題

．社會各界、政府及國際組織在維持及推
動公共衛生方面會面對什麼挑戰？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按教育局指引）
探討問題
．人們的生活方式及社會發展怎樣影響環
境和能源的使用？

．社會大眾、不同的團體和政府，可以為
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作什麼回應？

加費增宣教 可解食水荒？

在香港，只要伸手打開水龍
頭，就可得到源源不絕而且潔淨
的食水，對上一次的水荒已經是
1963 至 1964 年之間發生（左
圖），最嚴重的時候每4天才供
水一次（每次4小時）；自此以
後政府除了提倡和宣傳節約用水
外，亦向內地購入東江水以避免
再次出現水荒。
在香港水資源豐足的同時，世

界的水資源又是否如此充裕？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兒

童基金會於2015年發佈的聯合
監察方案顯示，全球約有6.63億
人口仍然沒有安全食水，並估計
有24億人口仍缺乏洗手間等基
本衛生設施。
以富足的角度看世界性的問

題，水資源是不是如你所願的垂
手可得？

背 景

東江「大水喉」射住港人

水資源
地表水和地下水，亦包括江河、湖

泊、井、泉、潮汐、港灣和養殖水域
等。

水危機
在全世界接近70%的被水覆蓋的

地區中，只有約2.5%是淡水，而當
中亦只有1%適合飲用。

概 念 鏈 接

模 擬 試 題

根據聯合國統計，全球人口由1990
年約53億增加至2010年約70億，預
計到2050年將增至超過90億。
工業革命以來的人口上升情況，加
劇了世界各地用水需求。同時，隨着
城市化及社會發展，各地的用水習慣
不同，奢侈品需求上升，都令用水需
求上升：生產一塊牛扒需要花費7,000
公升水，生產一條牛仔褲，就需要消
耗約10,978公升水，生產一部手提電
腦需要50,000公升（計算包括開採礦
物、種植或生產相關原料過程中的用
水等）。
於全球發展程度不一的情況下，部
分欠發達國家的環保政策落後及監管
不足，工廠的污水排放直接或間接造
成水資源污染，構成水資源危機。
聯合國2015年發佈的報告顯示，10
年之內將會有 48個國家（約 29億
人）受到水資源短缺影響，而對一些

國家的存在性造成一定的威脅。由於
水資源的不足及其對人類的必要性，
將來的水資源將會成為世界各國共同
爭奪的目標。
香港自1963年至1964年的水荒過

後，就開始向內地購入東江水。現時
香港只有約兩成的食水來自水庫收集
的雨水，其餘的都是由東江購入。雖
然向內地購入淡水可以避免水荒的再
次出現，但「垂手可得」的食水令市
民減少了「節約」的念頭，造成極大
的水資源浪費。
有意見認為，現時水費過於便宜，

調整水費能有效改善市民浪費食水的
習慣；但亦有意見認為教育市民及商
戶成效較大。
隨着全球水資源日漸短缺，與內地

簽訂的東江水合約亦將於2030年到
期，政府需要盡快訂立方案，以應付
未來可能面對的食水短缺問題。

資料A

a. 社會轉變：人口膨脹、
城市化、生活模式轉變
政策的不足：環保政策寬
鬆、各地政府監管不力、貪
污舞弊
經濟活動：工廠活動及排
放、種植農作物以供應市場
需求
自然環境：水資源分佈不平
均、氣候變化

參 考 答 案 b. 同意論點（教育更有效改善香港市民的用水習慣）：

比較項目 教育 ✕調整水費

成效 由源頭減少用水，針對所有用家 加幅有限，對具經濟能力人士影響
（包括住宅和商業），成效高 細微，阻嚇力不大，成效不高

支持度 軟性政策，接受度高 食水為必需品，市民被迫接受，加
重經濟壓力，引起反感

可行性 牽涉的持份者較少，阻力較少， 影響業界及市民，可能影響審批，
亦較少衝突，可行性大 阻力較大

可持續性 潛移默化，較長遠 難以令市民改變習慣，短暫回應，
很快反彈

不同意論點（調整水費更有效改善香港市民的用水習慣）：

比較項目 調整水費 ✕教育

成效 強制措施可控性高，能令市民 軟性措施，可控性低，難以令市民
意識用水量，從而減少用水 改變用水習慣

資源上的 水費恒常調整，不需額外資源 教育需要多管齊下，所需要的配套
可行性 亦較多，資源運用自然較多

可行性 由水務署推行及向市民解釋； 舉辦不同活動或課程調節涉及不同
「用者自付」原則比較公平， 持份者，增加推行難度
可行性大

時效性 調整水費可於短期內生效， 舉辦活動需時，亦需要長時間（達
（即時性） 有即時性，成效明顯 到潛移默化效果）才能改變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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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接收東江水面積最大的香港接收東江水面積最大的
水庫船灣淡水湖水庫船灣淡水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