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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巴士普及困難重重

公民科考察並非旅遊玩樂天空海闊任你闖
香港中學文憑試

（DSE）已經放榜，
疫情下不少大學相繼
採取彈性收生安排，
例如香港大學宣布，
今屆DSE考生即使在
兩科核心語文科或兩
科選修科，其中一科
未能達到最低收生要

求第3級，僅考取第2級，而六科總分 「打
九折」 後仍達心儀科目的預期收生分數，
仍有很大可能被取錄，為一時失手的學生
提供入讀本地大學的機會。然而，即使學
生入讀 「神科」 ，是否已踏入 「人生勝利
組」 ？相反，未能跨過大學門檻的學生，
是否意味着沒有向上流的機會？
「一技之長」 攀事業階梯 繼續執業仍需進修

中大碩士畢業要靠綜援度日及大學生
寧棄文職轉行做紮鐵工等例子，似在反映
本地大學生已風光不再，但這是否已應驗
了 「讀書無用論」 ？在解答這個問題前，
各位同學不妨先了解自己的志趣和才能。
在學術科目主導下的學制，不少中學生都
埋怨所學的知識難學以致用，捱過六年的
中學生活後想學烹飪、裝修及設計等 「一
技之長」 賺取收入，透過累積工作經驗攀
上事業階梯。然而，在知識型經濟下，掌
握專門知識仍是開拓美滿人生的金鑰匙。
鑽研人工智能技術的湯曉鷗教授，創辦的
商湯科技市值曾高達逾2000億港元，這絕
非一般 「藍領工人」 所能比擬，還未計及

他在創新科技領域作出的貢獻。再
者，自從香港資歷架構由2008年開

始推行，涵蓋本港超過一半的勞動人口
後，各行各業的從業員都要陸續通過不同
的考核，取得資歷證明書才能繼續執業，
所以即使矢志成為技術勞工的人也離不開
持續進修。
鍛煉體能溝通技巧 機會來臨大派用場

不少同學在求學時期已立下要成為醫
生、律師及工程師等不同專業人士的宏
願，但事與願違的情況也不少，那麼同學
應如何面對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呢？
「天生我才必有用」 絕不只是一句安慰
話，反而是要勉勵我們無論在順境逆境都
要認清自己的個人長處。未能考取理想成
績、未能考入心儀學系的確令人感到氣
餒，但這又何嘗不是給予自己另闢新徑的
一個機會？也有同學標榜 「今朝有酒今朝
醉」 ，盡情享受校園生活，從不把規劃人
生當作一回事。這種 「佛系」 的生活態度
固然免去不少壓力，但在香港這個講求競
爭力的社會卻很可能落後於人。有見及
此，同學為自己訂下中短期目標仍相當重
要，例如可針對鍛煉自己的技能訂下目
標，包括增強自己的語文能力、溝通技
巧，也可訓練自己的體能及反應能力，當
機會來時便可大派用場。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
蔭。」 每位同學在將來遇到的際遇各有不
同，迎接的人生也各自各精彩。但只要在
不同階段訂立提升自己的目標，定可天空
海闊任你闖。

思考問題：
1. 在訂下自己的職業志願時，你會考

慮哪些因素？（提示：可從個人能
力及興趣、朋輩的取向及父母的期
望等因素考慮）

2. 香港目前的宏觀環境對你的人生規
劃帶來什麼機遇和挑戰？（提示：
可從學歷貶值、政府支援青少年創
業及環球人才競爭等因素考慮）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除了課程、授課安排、
考評的改革之外，三年
內到內地考察學習一次
也是值得關注的新猷。

教師組織學生到內
地考察交流並非新鮮事

物，這是體驗式學習經常採用的方法，而
且行之有年。不過，儘管多年以來全港中
學都在這方面做過或多或少的工作，但效
果並不明顯，原因是行程安排未能準確針
對學習目的。

古人說的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也就
是今天的課堂學習和體驗式學習。自從教
育成為一門學科之後，人們愈來愈明白，
如果不得其法，讀萬卷書不一定令人學識
淵博，行萬里路也未必就能夠增廣見聞。

香港是旅遊之都，無論來港遊客和港
人外遊的數目都位居世界前列。不過，經
常外遊的港人不見得都有寬廣的世界視
野，也未必在遊歷中了解到別國的風土人
情；因為大多數的外遊港人並非為了增廣
見聞，而是轉換一個處境吃喝玩樂購物，
藉此平衡一下香港緊張繁囂擠迫的生活經
驗。

因此，安排香港的學生到內地考察以
能提升他們對國家的認識和認同，這是美
好的願望，也可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香
港人最喜歡去日本旅遊，是否因此加深了
他們對日本的認識不得而知，但肯定增強
了他們對日本的認同。不過，香港人對日
本的認同其實是因，到日本旅遊是果；不
少香港人第一次踏足日本國土之前，已經
長期活在日本硬件軟件充斥的環境之中。
反之，在我們的中小學生對國家略知一二
甚至毫無認識的情況下，安排他們到內地
交流考察，結果與期望往往相去甚遠，甚
至惹起反效果。

明乎此，公民科的內地考察儘管出於
良好的用意，但必須從長計議，妥善安
排，方能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果。

公民科關於內地考察的指引非常簡
潔，就是在三年課程中，學生必須參與一
次內地考察。為免校方在組織考察活動上
拿捏失據，最近教育局推出了21條建議路
線予學校參加試行。這些路線照顧了去年
業界就活動長度的不同意見，分為兩天
團、三天團、四天團、五天團，豐儉由
人。兩三天團主要集中考察大灣區和廣東
省其他地域；四天團去福建考察海上絲
路；五天團再去遠一點的湖南或者貴州。

教育局的建議路線我大部分都考察
過，行程相當配合課程中認識國家的學習
內容。不過，負責公民科的教師不能以參
加旅行團的心態按路線報名，然後將行程
的安排交給旅行社的導遊。教師應該在選
定路線之後，為學生做好出行的準備；包
括行程內容的預習，考察重點的確認，甚
至鼓勵學生動手在線上查找與路線相關的
資訊等。考察的過程中教師也應該扮演主
導的角色，帶領學生實踐體驗式學習；然
後在回程之後，與學生就考察的行程作出
相關的延伸討論和交流，以強化甚至內化
體驗式學習的成果。

期望將來通關之後，公民科的學生可
以順利出團，為內地考察做出預期的學習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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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
近日兩間專營巴士公司先後推出電動巴士

服務。九巴新一代的純電動單層巴士已於日前
投入服務，城巴母公司匯達交通則推出全港首
輛雙層電動巴士，本月將走訪各區，開放給市
民參觀，最快在暑假正式投入服務。公共運輸
系統全面電動化，已成為全球大趨勢，根據政
府的《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展望明年電動
車試驗計劃將擴展至的士和公共小巴。不過業
界坦言並不看好，面對成本較高，如一輛傳統
雙層巴士成本約為500萬元，一輛電動巴士則要
800萬元。技術方面，電動車電池損耗快、換電
池費用高昂、充電設施又不足等問題，要普及
商用車電動化，仍然困難重重。

整理自2022年5月報章資料

成本較燃油巴士昂貴
資料二

九龍巴士公司向中國比亞迪和英國亞歷山
大丹尼士兩間巴士製造商，購入52輛電動雙層
巴士，預計明年赴運。兩款巴士車身長度為12
米，預計載客量約為120人，約需2.5小時便能
完成充電，續航力約300公里。即將投入服務的
雙層電動巴士，除配備 「電池管理系統」 和水
冷系統外，其中比亞迪的雙層電巴，更採用其

先進的 「刀片電池」 技術，將大幅提升電池效
能。九巴新購置的雙層電巴，更會在車頂安裝
太陽能薄膜，為巴士設施供電，在電能車的基
礎上，更進一步使用可再生能源。

整理自2022年4月報章資料

資料三
首輪香港電動巴士內部照片（見下圖）

（a）解釋巴士公司全面使用電動巴士面對的挑
戰。解釋你的答案。（8分）

成本方面，現時電動巴士仍未普及，無論
是雙層或單層巴士，成本較一般燃油巴士昂
貴。巴士公司要全面轉用電動巴士，或會面對
成本上升的問題，最終也轉嫁至乘客身上。以
今天的價格來說，一輛傳統雙層巴士成本約為
500萬元，一輛電動巴士則要800萬元，中間
300萬的綠色溢價誰來負責？縱使乘客不是全部
承擔，也要負責部分。這是巴士公司全面使用
電動巴士面對的挑戰。

充電方面，要全面推動電動巴士前，首要
建造足夠充電點。現時，一些巴士站未必有足
夠條件增設充電設施，如地方不足或電力負荷
不足等。因此，若巴士充電時要回巴士廠才可
進行，會大大影響巴士調配及運行效率，造成
不便，增加成本。因此，政府及電力公司要加
以配合及支援，否則全面推動電動巴士服務將
會困難重重。這是巴士公司全面使用電動巴士
面對的挑戰。

技術方面，雖然電動巴士較燃油巴士節省
八成能源消耗，但現時電動巴士技術仍未成

熟，不論續航力、載客量、充電時間也不及燃
油巴士。香港有獨特的地理環境，如夏天天氣
炎熱和部分地方較為陡峭，巴士要上斜，又要
開冷氣，耗用不少能源。現時電動巴士充電兩
小時可行駛約200公里，而港島至機場來回一次
約100公里，即來回兩次就需要充電一次，續航
能力仍有待改善。還有，電池體積龐大，佔用
巴士不少位置，影響載客量。這是巴士公司全
面使用電動巴士面對的挑戰。

（b） 「政府應為保護環境，大力資助巴士公司
將燃油巴士改為電動巴士。」 你是否同意這個
看法？解釋你的答案。（12分）

同意
環境方面，有較大誘因令巴士公司將燃油

巴士改為電動巴士，有利保護環境。電動巴士
成本較貴，巴士公司要考慮增加成本和盈利的
關係。若政府作出資助，巴士公司負擔會減
輕，較容易將更多巴士轉為電動巴士，有利保
護環境。

推動環保良好示範
教育方面，有助推動環保，建立良好的示

範作用，令香港建立一個美好的環境，提升市
民大眾的生活素質。市民大眾乘搭的巴士是有
利環保的電動巴士，令他們明白環保的重要
性，或會令他們將環保習慣擴至其他生活層
面，如回收習慣等，有利保護香港環境。

成本方面，政府大力資助巴士公司將燃油
巴士改為電動巴士的財政支出，大於日後環境
破壞引致產生的支出。表面上，政府資助巴士

公司將燃油巴士改為電動巴士要付出大量資
金；實際上，環境損壞後引致的經濟損失更
大，如影響旅客來港旅遊意欲，市民因空氣污
染染病的支出，政府恢復環境破損的支出等
等。因此，政府應為保護環境，大力資助巴士
公司將燃油巴士改為電動巴士。

不同意
公平方面，會引致其他持份者不滿，如小

巴司機、的士司機等，甚至其他範圍的持份
者，如回收廢紙的商人等。政府不應只對某單
一持份者作出環保資助，其他持份者會覺得不
公平和不合理。政府資源有限，也難對全部持
份者作出資助。

利潤方面，會引致政府干預商業社會，影
響自由市場的商業運作。巴士公司是企業，利
潤歸入股東手中。政府以公帑來資助私人企
業，而產生的利潤並非回報社會，而歸入該私
企的股東中，這給人公私不分的感覺，難得到
社會認同。

資源方面，政府大力資助巴士公司將燃油
巴士改為電動巴士，會引致政府投放於其他範
疇的資源減少，影響其他持份者。如公屋、長
者福利、教育等，市民生活素質或會受損。如
市民大眾要更長的時間來輪候公屋等，這不利
社會整體發展。因此，政府不應為保護環境，
大力資助巴士公司將燃油巴士改為電動巴士。

備註：紅字為主題句；藍字為例子／引用資料

已投入服務
開放市民參觀零排放電動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