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題二：行業式微與優化



18

議題二：行業式微與優化

導論
相關課題：全球化－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

1. 背景
香港曾經歷數次經濟轉型，由昔日的漁港發展至今日的國際金融中心，著重發展金融業及高
經濟的產業。2013年四大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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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佔近六成本地生產總值（GDP），足見產業發展單一化。同時，根據瑞士洛桑國際
管理學院與發展研究院發表的《2014年世界競爭力年度報告》，香港在全球排名跌出三甲，
是過去10年來首次，其中一個主因是「基礎建設」排名低至第21位。

2. 香港現況：產業單一化與行業式微
香港人經營的產業，不論其經營點在本港還是境外，主要是四條線：地產─建築─相關服務；
金融服務─專業服務；輕工業─貿易─物流；零售─旅遊。隨著香港的產業轉型，資本價值較
低的本地製造業及勞動性行業開始式微。由於土地供應無法多元化，中小商號的生存空間在
缺乏價廉物美的營業地點選擇下日益收縮，令本土創富能力和工作職位流失，削弱香港人的
承托力，倒過來令各產業更依賴外來資金，增加外圍因素對香港的影響。

在產業集中化下，金融界的做生意對象、籌集資金方式，和有信用的抵押品亦同樣收窄，同
樣令中小企難以在缺乏磚頭下壯大，創業者也難以找到只買其創意而不問磚頭抵押的投資
者。如此又如何令港人能夠專注本業和創造而少碰炒賣？
與此同時，本地銀行太依賴磚頭作抵押品；一旦房市持續下降收縮，則銀行面對壞賬和缺乏
資金的風險也會大大提高。為了自保，自然把更多的風險溢價加到貸款上，對經營者和供房
者不利。這種氣氛下連帶教育都變得單一化，阻礙了培養多類人材。缺乏多元化也會令發展
和投資「側埋金融和地產一邊」，令香港經濟的適應力也減弱。加上，大部份製造業公司轉
向開拓內地市場，只有小部分的能繼續在香港發展。面對市場收窄，本地製造業及勞動性行
業等基層行業競爭力大大下降，且缺乏勞動人口，面臨行業式微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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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零壹搬運公司：優化搬運業為專業搬屋服務
香港的行業都以獲取最大利潤為導向，這是價值較低行業面對行業式微危機的核心，要舒緩
此問題，應從企業入手。企業應承擔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
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從事商業活動同時，不單只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應該肩負起作為社
會的一份子的責任，作出符合社會道德的行為，努力改善其員工、家庭，以至社區的生活素
質。企業負責人多從員工角度出發，關顧他們的需要，提供支援，為搬運業建立良好形象，
吸引青年入行。

加零壹一直堅持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為搬運行業引入
人道及專業化管理系統，關注員工及社會基層的需要。公司會聘請社會邊緣人士，有更新人
士、留有案低者，給予他們重新投入社會的機會，提供空間給他們建立自我目標，關顧他們
需要並提供協助，令他們可以找尋屬於自己的人生，先重建自我，再讓他們去幫助社會上有
需要的人，多由社工轉介，為一些單親家庭提供免費搬遷。此外，加零壹引入專業化管理系
統，使公司運作更有系統及管理有效率，為提高工作效率及服務質素，引入評核系統KPI1以
評核員工表現，並為員工提供專業培訓，設有理論及實踐機會，提供晉升機會，又嚴格訂立
工作流程，提升公司透明度，增加客人的信心。

加零壹希望能改變社會對搬運業刻板的印象，培訓員工成為搬運專業人才，甚至可以發展自
己的事業。

4. 行業式微與優化關鍵詞

1  KPI: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是將公司員工事務在某時期表現量化與
質化的一種指標，可改善表現，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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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行業式微與優化

學習主題 學習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帶來行業式微的影響，並分析行業優化
與生活素質的關係

建議教授年級 中四至中六

學生需具備的前設知識 •	 「生活質素」的定義
•	 行業式微的歷史

學習目的 知識建構

1. 行業式微的起因及表徵
2. 行業式微與現行的產業規劃（過度集中的產業規劃、產業轉

型及背後的價值）
3. 行業優化的必要性
4. 解決方法：社會創業活動如何改良式微行業

批判性思考

1. 反思經濟規劃的方向（集中發展vs 平衡發展）
2. 發現集中發展背後的價值觀（利益最大化）
3. 探索傳統發展經濟方法外的另類可能性（平衡發展和惠及他

人是追求社會利益最大化的行為）

價值觀的建立

1. 學習尊重及平等對待從事不同行業的人士
2. 建立出自己的一套價值觀，思考理想的經濟發展模式應是

如何

創意思維學習

1. 社會企業如何協助邊緣社群就業及獲得心理發展
2. 社會創意如何注入式微行業，以提升其服務質素及優化（現

代管理手段及員工培訓等）

預期學習成果 從加零壹和崔媽媽的個案研究中

•	 了解社會企業如何修正傾斜的產業結構
•	 了解平衡發展與居民生活素質的關係
•	 如何以創意進行產業優化，從而提升生活素質

議題二：行業式微與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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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 內容 所需時間 教學資源

課前預習 香港經濟結構及其轉型的資料 預習 預習工作紙－經濟
結構與行業式微
（可先叫學生看文
字資料）

課一
及課二
（40 + 
40分鐘）

經濟結構與行業式微 教學筆記 
 - 課堂一二

活動設計
【一】
《經濟結
構與行業
式微》

活動簡介

以遊戲方式進行活動，透過遊戲讓同學認識香
港的經濟轉型及行業式微的歷史，以及政府推
行有關的經濟發展政策。

建議步驟

1. 先向學生簡介遊戲的目的及玩法。
2. 將學生分類為三種不同的產業工人（工

業、金融業、旅遊業）。
3. 學生會在每個回合前取得資訊（一些史

實，如：工廠北移等）使同學自行改變或
不變其職業選擇。產業結構和每個產業的
收入亦隨學生的就業選擇而改變（過多人
從事單一行業使工資下降；產業比例失衡
導致部份行業式微、或導致失業）。以遊
戲結束時的收入作勝敗標準。

4. 老師可以用簡報展示每個回合的資訊及在
黑板記錄學生手上的金錢。

活動解說

讓同學認識各行業的發展，反思經濟發展的運
作與行業式微的關係，並透過「就業抉擇」認
識自己對各行各業的態度。

50 分鐘 1. 教學活動 
（一）－ 
「我城變遷」
遊戲指引

2. 教學活動 
（一）－ 
「我城變遷」
遊戲卡

3. 小遊戲－ 
《我城變遷》
簡報 
（頁1 - 23）

活動設計
【二】
《行業的
價值》

活動簡介

承接遊戲，討論選擇剛才的「就業抉擇」及對
各行各業的態度。

建議步驟

1. 讓學生回答工作紙（一），整理自己玩後
的感受及所學知識。

2. 老師可用簡報簡介各行業發展及行業式微
的起因。

3. 在課堂上與其他同學討論玩遊戲後的感受
及各行各業對香港經濟的發展。

活動解說

讓同學反思經濟結構如何影響生活質素及各行
各業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灌輸尊重及平等對
待從事不同行業人士的價值觀。

20 分鐘 1. 小遊戲－ 
《我城變遷》
簡報 
（頁1 - 23）

2. 工作紙（一）
－ 
《我城變遷》 
小遊戲的反思

總結 下課預告及分組預備

活動簡介

工作紙包含搬運行業式微的歷史，以資料回應
題的方式建構學生對行業式微的認知，並以此
為基礎分析問題對生活質素的影響，嘗試建議
解決方法。

10 分鐘 預習工作紙－ 
經濟結構與行業
式微
（引導學生作答資
料回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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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三
及課四
（40 + 
40分鐘）

社會創意與行業優化 教學筆記 
 - 課堂三四

活動設計
【一】
《社會企
業與社會
責任》

活動簡介

先用簡報總結上堂所學，由行業式微的問題帶
到行業優化的討論，以搬運行業為個案研究，
並論述台灣社企—崔媽媽基金會，如何改良
搬運行業及實踐社會責任。

建議步驟

1. 先用簡報總結上堂所學，以搬運行業作為
行業優化的討論例子，並介紹台灣社企—
崔媽媽基金會如何改良搬運行業及實踐社
會責任。

2. 播放影片，介紹崔媽媽基金會的成立典
故。

3. 讓同學討論崔媽媽基金會積極參與《住宅
法》制訂的原因。

活動解說

讓同學反思社會企業宏觀、微觀地在社會發揮
各種作用。

25 分鐘 1. 《行業式微與
優化》簡報 
（頁1 - 9）

2. 建議影片： 
《NPO系列
短片-崔媽媽基
金會》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 
Xedx2ZWZFV0 
（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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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計
【二】
《社會創
意與專門
化》

活動簡介

以香港社企加零壹專業搬屋服務公司為例子，
討論其參考台灣的模式如何引入專業化管理系
統及人道化管理提升搬運行業的服務質素，帶
動行業優化。

建議步驟

1. 先讓學生完成工作紙（二），再問同學對
搬運人員的印象。（包括搬運人員的形
象、學歷、工作性質、工作收入及工作環
境五方面）

2. 播放影片，介紹加零壹專業搬屋服務公司
的運作理念及紹加零一搬屋公司在評核、
透明度等方面提升搬運行業的服務質素。
（專業化管理系統）

3. 播放影片有關社會企業與社群關懷的影
片，介紹加零一搬屋公司為何要義搬以及
員工如何看待自己的行業和與老板的關
係。（人道化管理）

4. 讓同學在觀看影片後回答工作紙（三）的
問答，思考社企社會關懷的行動。

活動解說

讓同學認識社會企業如何有效優化行業，使其
專業化，並能做到社會關懷，以及讓同學反思
社會利益最大化如何提升生活質素。

30 分鐘 1. 《行業式微與
優化》簡報 
（頁10 - 14） 

2. 工作紙（二）
搬運行業的
印象 

3. 建議影片： 
《為社區做到
加零壹》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_u-L-
c7ik98 
（全段） 

4. 建議影片： 
《加零壹 黎
港新 被提名 
2013 香港感
動人物》 
（企業與社群
關懷）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 
2N84SkpWWxc 
（0:00 - 2:48）

5. 建議影片：
《RoadShow
製作：人間風
景「打好基本
工」》（企業
與社群關懷） 
https://www.
youtube.com/ 
watvh?v= 
S5oRsrs1q_Q 
（全段）

6. 工作紙（三） 
－從搬運行業
到社會關懷

活動設計
【三】
《社會企
業與關懷
社群》

活動簡介

參考社企加零壹專業搬屋服務公司的例子，嘗
試想出另一個行業及一個創意概念，從而產生
出一個行業新觀念。

建議步驟

1. 讓同學分組討論，運用創意嘗試產生出一
個行業新觀念。

2. 完成工作紙（四）後在課堂上匯報。
3. 要求學生匯報如何改進行業的服務質素並

簡單討論這些措施的可行性及如何改善服
務和生活質素。

4. 同學可以互相提出可行方案及找出方案不
足的地方。

活動解說

輔以現實成功例子以刺激思維，讓他們明白到
創意及專門化在現實中的可行性。

20 分鐘 工作紙（四）
－行業新觀念

總結 就上述兩個例子，讓學生歸納出社會企業的行
業優化、社會關懷等優點，使學生反省社會企
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角色。

5 分鐘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預習工作紙
經濟結構與行業式微

（一）先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的問題。
資料一
按行業劃分的就業人數

行業類別 1988 1994 1997 2004 2007 2011

製造業 870900 570200 443000 232100 202400 132900

建造業 231300 225600 303100 263100 274700 277000

批發、零售、進口與
出口 

661600 839300 960800 1061900 1143800 538800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245400 347200 343400 355100 372200 434200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
用服務

184800 331100 405100 480200 548000 676000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
務業

478400 564100 678200 857800 921100 915400

按行業類別劃分的就業人士實質平均薪金指數（技工及操作工）
工資指數（1992年9月 = 100） 

行業類別 1994 1997 2004 2007 2008 2011

製造業 99.0 96.9 107.6 108.3 111.9 99.2

運輸服務 102.2 105.1 114.1 111.5 104.7 101.3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
用服務

96.2 100.7 114.1 113.0 - -

個人服務業 99.2 101.2 118.2 124.8 116.6 114.2
資料撮自《香港統計年刊》1988至2011年

資料二

　
資料撮自明報2009年9月11日 商貿專題

資料三

資料撮自
賺出精彩人生：12個社會企業的創意革命

「唐樓、村屋當時是很多公司都不願搬的，因為沒有電梯，有些村屋甚至離
開公路相當距離。」……

搬運工作主要是體力勞動，工人都來自基層……年輕或持學歷較高者卻會因為怕
辛苦而不願入行，身體壯健又能捱苦者則寧願在地盤工作，剩下做搬運工作的
人就只有社會邊緣人士。

議題：行業式微與優化



（二）資料回應題：

1. 根據資料一，描述八十年代尾至今的香港經濟結構發展趨勢，並分析發展趨勢如何造成
資料三的現象？

2. 根據上述資料，歸納出行業式微的表徵並指出行業式微會如何影響各持份者的生活質
素？

3. 就資料二、三的行業式微問題，以提升服務質素為目的建議兩個對搬運行業的改良方
案。

議題：行業式微與優化



教學活動（一）
「我城變遷」遊戲指引

老師專用

遊戲目的：建構學生對香港經濟發展歷史及各行各業在港地位的認知，從而思考各行各業的
存在意義，並建立尊重各行各業的價值觀。

遊戲玩法：

1. 將學生分組，每組八至十人
2. 每組獲發一萬元作起始基金
3. 資金的增值全由抽出事件咭所致，但亦有機會損失
4. 不同行業選擇、不同年代會有不同事件咭
5. 年代：70-80s, 80-90s , 90-00s , 00s-10s
6. 每組可在不同年代自由選擇行業 

（10 mins讓學生自由討論 及後讓學生抽卡, 10mins x 4 = 40mins）
7. 行業選擇：工業、運輸業、金融業、旅遊業（90-00s , 00s-10s出現）
8. 事件咭具有倍率，亦印有香港經濟發展歷史的史實
9. 最後十分鐘作結算及結語

遊戲卡使用方式：

老師請沿虛線剪出遊戲卡，再沿粗線把所屬金錢值摺向後面，讓同學抽卡的時候先看到文字
資料，再轉後看所屬金錢值。

事件咭分佈

70-80年代 80-90年代 90-00年代 00-10年代

工業 x2 x5
運輸業 x2 
金融業 x0.1

工業 x0.25 x0.5
運輸業 x2
金融業 x0.5 x4

工業 x0.25
運輸業 x2
金融業 x0.5 x5 
旅遊業 x2

工業 x1
運輸業 x0.5
金融業 x0.5 x2
旅遊業 x4

行業類型 事件及計算方式

工業 「自由貿易與紡織業」（70-80s） x $2
「一家大細穿膠花」（70-80s）x $5
石油危機（80-90s）x$0.5
改革開放（80-90s, 90-00s）x $0.25
創意科技（00-10s）x $1

運輸業 中西地方橋樑（80-90s）x $2
轉口翹首 （70-80s）x $2
繼續發展 （90-00s）x $2
角色模糊、黃昏漸近（00-10s）x $0.5

金融業 1973年香港股災—「置地飲牛奶」事件（70-80s）x $0.1
財團兼併與土地收購（80-90s）x $4
八七股災（80-90s）x $0.5
地區、國際金融中心（90-00s）x $5
1997年股災（90-00s）x $0.5
環球金融海嘯（00-10s）x $0.5
CEPA簽定（00-10s）x $2

旅遊業 回歸以前及盛事之都（90-00s）x $2
CEPA簽定（90-00s）x $4

議題：行業式微與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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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一)
「我城變遷」遊戲卡

工
業

「自由貿易與紡織業」　(70-80s)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香港第一間紡織廠在1947年建
立，其後紡織業在港發展迅速。1957年，工廠的數量飈升
至3,300百家，工人則有15萬。行業的高峯出現在1967年，
工廠的數量增長至11,000家，聘用工人43萬。在銷售市場
方面，由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的禁運政策一直持續到70
年代，故在此之前香港的紡織品一直以出口至國際市場（如
歐美、東南亞地區）為主，由於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奉行的
低關稅自由貿易政策，加上已發展近百年的深水港口配套設
施，使得香港的紡織品很輕鬆便能通銷往世界各地。這種興
旺現象一直到70年代中後期西方國家實施貿易配額政策後
才終止。 

x $2

工
業

「一家大細穿膠花」　(70-80s)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塑膠工業穩定而蓬勃發展。塑膠
製品種類繁多，除塑膠玩具及塑膠日用品外，塑膠花生產（
膠花）更是在香港大行其道。當時塑膠花在歐美大受歡迎，
香港成為西方國家的塑膠花供應中心。由於需求極大，而
膠花的後期加工又無需複雜技術和設備，當時的廠家一般都
會外判塑膠花加工。許多居住在木屋區、公共屋邨的基層大
眾，甚至未成年的學童放學回到家裏，亦會幫忙「穿膠花」
賺取收入，這門手藝成了不少香港家庭幫補生活的方式。而
塑膠花廠的擴張就更是驚人：1960年香港僅有塑膠花廠557
家，1972年猛增到3359家。港產塑膠花盛極一時，獨佔世
界塑膠花貿易的80%。至70年代，塑膠花業發展至高峰，
香港一度被譽為「塑膠花王國」。

x $5

工
業

石油危機　 (80-90s) 
第二次石油危機，又稱作1979年石油危機，發生在1979年
至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原油價格從1979年的每桶15美元
左右最高漲到1981年2月的39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機也引起
了西方工業國的經濟衰退。石油危機之下，工業生產極其依
賴的能源供應也大受衝擊，香港工業從此一度蕭條。

x $0.5

工
業

改革開放　(80-90s, 90-00s) 
1977年，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後再度復出，在中共十一屆三
中全會作出了中國要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重大政
治決定。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四個經
濟特區，以吸引特別是來自香港、台灣的資本進入，以發展
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及酒店、餐飲等服務業項目。利用更廉價
的勞工和廣闊的發展空間作為招徠，積極對外招商發展輕工
業。香港礙於地理環境狹窄，工業發展空間有限，加上缺乏
生產資源出產，在一些先天性局限、本地發展和國際局勢的
不利因素影響下，香港工業面對著極大的競爭和生存壓力。
當時中國勞工薪酬極其低廉、工業發展空間寬廣，易於擴張
規模、生產資源的供應較香港便利以及中共當局特別是廣東
省政府對外資的優待政策（如稅務優惠、土地優惠、執照批
核優待、收縮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工人權利）等利好因素吸
引下，仍有不少港商不畏艱難，積極北上考察並開始逐步轉
移其工業生產線。

x $0.25

議題：行業式微與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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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業

創意科技　(00-10s) 
為了回應未來科技創意的發展，特區政府於2001年成立香
港科技園公司，發展位於吐露港公路旁的科學園，作為香
港21世紀的現代化工業村，科學園首兩期工程已於2004
、2006年完工，餘下的工程預計2016年完成。2014年香港
科學園確實是香港進行創新科技活動的旗艦，現時有超過
440間公司進駐，聘有近一萬名員工。目前的租用率達96%
，基本上已達飽和，因此我們很高興第三期能夠適時落成，
以應付需求。 x $1

運
輸

業

中西地方橋樑　(80-90s)
六十年代後期，世界經濟及物資交流等業務迅速興起，以往
中大型船隻用散貨形式載運的航運業及尖沙咀九龍倉碼頭很
難有效滿足質量需求，取而代之為貨櫃運輸。1970 年政府
先於葵涌西南海岸以填海方式建成首三個貨櫃碼頭，最初貨
櫃碼頭仍以轉口為主，東西方國家的貨品相互流通，讓香港
成為繁忙的中轉港。 x $2

運
輸

業

轉口翹首　(70-80s)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內地改革開放，但由於當時中國華南地
區的貨櫃運輸業發展未完善，中國必須依賴香港港口出口貨
品，每年出口以雙位數字增長，讓香港於1987年後成為全
球航運業的翹首，其處理的貨物量佔全球之冠。

x $2
運

輸
業

繼續發展　(90-00s) 
自九十年代起，香港每年貨運量平均有百分之七的增長，面
對龐大的出口中轉貨運，政府用了近30年時間，至2005年
陸續興建了葵涌5號至9號碼頭，形成了一個共有24個標準
泊位，臨海堤岸全長近8500米及後勤用地達270公頃之貨櫃
裝卸區。同時，為應付需求急速增長，政府除了在葵涌貨櫃
碼頭提供大量土地作處理貨櫃之用外，亦在旁建立了便利的
交通網絡，讓貨櫃車能迅速地到達葵涌貨櫃碼頭。 x $2

運
輸

業

角色模糊、黃昏漸近　(00-10s) 
香港作為珠三角的最主要的貨櫃物流處理中心，於1992年
至2004年為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口，但當香港輿論仍在討
論十號貨櫃碼頭興建與否時，不少貨櫃碼頭公司在成本高
及無足夠泊位下將業務遷回中國大陸，使葵青貨櫃碼頭從全
球最繁忙的貨櫃碼頭中心跌至第二位，於2007年跌至第三
位。如今香港貨櫃碼頭輸送量增長幅度已經遠低於內地及新
加坡，加上2013年3月爆發工潮，香港最於被深圳港超越，
跌至第四位。 x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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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業

1973年香港股災
——「置地飲牛奶」事件　(70-80s) 
1973年香港股災是香港股票普及化後第一次股災，亦是香
港股市史上最大規模的股災，恆生指數於一年內大跌超過9
成，數以萬計普羅市民參與證券及股票買賣民因此而破產，
甚至自殺。1972年10月30日發生香港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
收購戰：英資置地與牛奶公司主席周錫年爵士及華資地產商
華懋王德輝爭奪牛奶公司控制權，即所謂「置地飲牛奶」事
件：置地以兩股面值五元現金，交換牛奶股東手上一股面值
七元五角的股份，雙方於報章上作出廣告戰，一時成為市場
焦點。而牛奶收購戰進入高潮，置地利用股民缺乏股市知
識，宣佈一送五紅股，當年股民沒有「除息」、「除權」的
概念，不知送紅股實乃數字遊戲，爭相搶購，加上當年股
票過戶需時，凍結大量置地股份造成市場假象，曾經由12
元，炒至歷史新高67元。當置地除權時股價調整至六份之
一，再加上市場出現假冒合和實業股票，股民擔心所持股票
成為廢紙引起市場恐慌。

x $0.1

金
融

業

財團兼併與土地收購　(80-90s) 
自香港九七問題塵埃落定，股市樓市回穩，尤其是在每年限
制供應不多於五十公頃土地，使各財團意識到土地資源買少
見少，最直接的爭奪方法自然是收購持有土地的上市公司。
除李嘉誠收購香港電燈外，船王包玉剛再下一城，吞併四大
洋行之一的會德豐；市場更出現惡意狙擊收購戰。股市由
1984年底1200.38點起步，上升至1987年10月1日3949.73
點，不足三年上升2.3倍。 x $4

金
融

業

八七股災　(80-90s) 
程式交易用電腦程式時時計算股價變動和買賣策略，在
1970年代末漸在華爾街盛行，程式交易令大宗的股票交易
和期指交易可同時買和賣。股災後很多人說電腦程式看到股
價下挫，便提早就在程式中設定的機制加入拋售股票，形成
惡性循環，令股價加速下挫，而下挫的股價又令程式更大量
地拋售股票。1987年10月19日，全球股市在紐約道瓊斯工
業平均指數帶頭暴跌下全面下瀉，引發金融市場恐慌，及隨
之而來1980年代末的經濟衰退。10月20日清晨，香港聯交
所宣佈10月20日至10月23日歷史性地把股市及期市停市四
天，以便清理大量未完成交收。10月26日，恆生指數重新
開市後全日下跌1120.7點，跌幅達 33.3%，是有史以來全
球最大單日跌幅

x $0.5

金
融

業

地區、國際金融中心　(90-00s) 
香港躍身成為地區金融中心。例如外資銀行從1990年的138
家增加至1995年154家。到1995年，香港已無可爭議地成
為地區金融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在全球化中角色的轉變，
令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中資企業取得上市地位，最早可於
1984年，該年1月，華潤及中銀集團組織新瓊企業，注資康
力投資，以解其困境，共注資4.73億港元，取得該公司67%
股權。 1986年6月，中信集團向嘉華銀行(即現在的中信嘉
華銀行)注資3.5億港元，取得92.5%股權。在1992年7月，
招商局把附屬公司海虹在港上市， 集資8,200萬元，成為第
一隻在港直接上市的紅籌。 1993年7月15日首家H股公司青
島啤酒在港上市，以每股2.8元上市，第一天上市即升至3.6
元，較招股價高約28.57%，其後更升至15.8元，升幅以倍
計 。

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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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業

1997年股災　(90-00s) 
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於1997年7月至10月，由泰國開始，之
後進一步蔓延至鄰近亞洲國家的貨幣、股票市場和其它的資
產價值。亞洲金融危機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亞
洲各國經濟遭受嚴重打擊，紛紛進入大蕭條，並造成社會動
盪和政局不穩，一些國家也因此陷入長期混亂。1998年8月
5日，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發動攻勢，開始炒賣港元，先向
銀行借來大量港元向香港政府拋售，換來美元借出以賺取利
息，同時大量賣空港股期貨。香港政府被逼將息率大幅度地
調高，隔夜拆息一度高達300%。1998年8月，曾蔭權率同
財政官員採用靈活手法，沒有大幅加息，只大量動用外儲的
美元承接港元沽盤，再將港元購入香港藍籌股作為長線投
資。此項全新策略成功穩定港元滙率以及恆生指數。經過亞
洲金融危機，香港人均生產總值下降，到2006年才恢復到
金融危機前的水準，更造成「負資產」問題。

x $0.5

金
融

業

環球金融海嘯　(00-10s) 
2008年9至10月間，因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佈破
產，同時美國國際集團亦瀕臨破產邊緣而引發的金融震盪，
繼而引發的全球股災。恆生指數由9月12日破產消息曝光前
約19,300點，在數日期間已累積大跌3,000點，截至9月18
日中午已跌至約16,300點。如果以9月1日當月高位21,000
點計算，恆生指數跌點更接近5,000點。但當日下午香港金
管局突然宣佈注資救市，使恆指一度倒升，最後只微跌4
點，維持在17,600點的水準，被市場形容為大奇跡日。
但到了10月，投資者憂慮環球經濟會因金融海嘯而步入衰
退，市場再次出現恐慌性拋售。雖然各國政府出手救市，但
無助紓緩市場的恐慌情緒，使環球股市連日下瀉5%以上（
俄羅斯、巴西、印尼等股市更曾經跌停）；加上基金贖回、
套息拆倉潮湧現，美、日等股市持續波動，恆指再受拖累而
大幅下瀉，月底時更一度跌至10,000點邊緣。從07年的歷
史高位比較，恆指一年內已回落超過兩萬點，跌幅超過65%
。

x $0.5
金

融
業

CEPA簽定　(00-10s)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政府與香港簽訂的特別政策，《安排》通過減
少市場壁壘及政府管制等措施加強港澳地區與中國大陸的經
濟貿易聯繫，為求幫助兩地走出因為亞洲金融危機和沙士事
件而引起的經濟景氣低迷，同時通過港澳地區成熟的市場經
濟，為中國大陸企業在金融業及服務業等注入活力，同時提
高這些企業的競爭能力。CEPA由2004年1月實施至今已近
11年，並推動香港於2003-2008年間經濟以年均超過6%的
速度增長。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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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遊

業

回歸以前及盛事之都　(90-00s )
旅客在香港回歸前訪港的興趣增加，旅客人次上升14.7%，
創下1,170萬人次的紀錄，其中以日本旅客的增幅最高，有
40.9%的增長。而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日本旅客則轉趨
下調；為鞏固「亞洲盛事之都」的美譽，旅協推出為期五年
的「環球盛事匯香江—邁向21世紀」計劃，吸引世界級的
盛事來港舉行。 x $2

旅
遊

業

CEPA簽定　(90-00s)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政府與香港簽訂的特別政策，其中香港政府認為
大量中國大陸遊客有助於刺激香港經濟，港澳個人遊隨即於
7月28日開始實施。只要在計劃範圍內的城市，就可以透過
簡單的簽注(特別簽證)手續前往香港及澳門，期間最多可以
逗留一週。現時，49座中國大陸城市的居民可以以個人身
份到訪香港旅遊。隨着自由行政策的出台，內地訪港旅客人
次由2002年的638萬暴增至2013年的4075萬。在香港又衍
生各種問題，包括「雙非」、水貨客、推高物價、罪案增加
及文化衝突等，對香港的負面影響逐漸浮現，如本地居民日
用品供應短缺、公共服務及交通系統不堪重負、商鋪租金攀
升引致物價上漲、零售業為迎合內地客源愈趨單一化。

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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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一）
《我城變遷》小遊戲的反思

在完成遊戲後，請回答以下問題。

1. 你現在手上還有多少金錢？

2. 你滿意自己在遊戲中的行業抉擇嗎？為甚麼？

3. 你在遊戲中對哪個行業有較深的？試指出其有關事件及發展狀況。

4. 你在遊戲中對各行業的態度是如何？（如對某行業抱有樂觀的態度）

議題：行業式微與優化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二）
搬運行業的印象

請你在以下五方面寫出對搬運行業的觀感。

方面 觀感

搬運人員的形象

搬運人員的學歷

工作性質

工作收入

工作環境

議題：行業式微與優化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三）
從搬運行業到社會關懷

請在觀看有關加零壹專業搬屋服務公司的有關片段後，回答以下問題：

1. 你認為加零壹專業搬屋服務公司在以下兩方面的管理方式如何優化行業並使其專業化？

專業化管理系統
（如KPI指標）

人道化管理
（如員工管理）

2. 你認為加零壹專業搬屋服務公司的社會關懷理念如何有效幫助社會的弱勢社群？

                                                                                                                                                       

                                                                                                                                                       

                                                                                                                                                       

                                                                                                                                                       

                                                                                                                                                        

議題：行業式微與優化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四）
行業新觀念

想一想：

由於願意投身搬運業的人才愈來愈少，加上服務質素欠佳，傳統搬運業日慚式微。將創新
點子加入此行業，情況又會變成怎樣呢？

＋ =　行業優化
           傳統搬運         ＋     企業關鍵績效指標（KPI）＝ 優化專業搬屋服務

試仿照上面的例子，運用直接類推法和創意，寫出另一個行業及一個創意概念，從而產
生出一個行業新觀念。

小貼士：直接類推是將兩種不同事物，彼此加以「譬喻」或「類推」，或直接比較相類似的
事物。此法更簡單地比較兩事物或概念，並將原本之情境或事物轉換到另一情境或事物，從
而產生新觀念。

議題：行業式微與優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