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作為人類賴以生存和社會發展的重
要資源，在人口密集的香港，不僅收集
和儲存雨水成為一大挑戰，開拓穩定水
資源供應的任務尤為艱巨。
有見及此，政府曾於2017年的施政綱
領中提出，最早在2030年達至人均食水
耗用量減少10%的目標（以2016年作基
年）。近年來，有關水資源配置及循環
利用等問題得到各界廣泛熱議。
據悉，2018年的總耗水量為12.92億立

方米。2019年的總耗水量為13.03億立方
米（包括沖廁用水需求）。現階段本港
供水系統主要有以下三個分支：
1. 透過本地集水區進行雨水收集
香港早已開發了一個龐大的雨水收集

及儲存系統，大約三分之一的土地被規
劃為集水區。2019年，本地集水區收集
得來的雨水約有2.73億立方米，只能應
付全港約21%用水需求，既不足以應付
全港需求，波幅又極大。

另一方面，由於每年降雨量並不穩
定，以致本地集水量可相差達兩億立方
米不等。
2. 從內地輸入東江水
為解決雨量不足、不穩的挑戰，本港

自1965年起建成了全長83公里的宏大供
水工程，從內地輸入東江水，以滿足本
地用水需求，極大緩解了本港用水的燃
眉之急。根據水務署指出，2019年香港
有55%用水是從廣東省的東江輸入。

3. 海水沖廁
每名香港人每日平均耗用130公升淡

水，當中沐浴和洗衣分別佔了約四成和
一成用水量，其餘五成則用作煮食和其
他用途。現時世界上仍有不少地方依賴
食水沖廁，而水務署卻早於1950年後期
率先設立海水供應系統，為政府及政府
補助的高密度住宅發展計劃供應海水作
沖廁用途。發展至今，香港已是世界上
廣泛使用海水沖廁的少數地區之一。

節約用水，需要從生活細節做起。例
如多使用水龍頭節流器，以減少水資源
浪費；使用花灑淋浴代替在浴缸浸浴，
並縮短淋浴時間；考慮使用節水器具，
市面上常見的高用水效益的花灑頭、水
龍頭、洗衣機及雙掣式沖廁水箱等，並
留意用水效益標籤。
此外，日常刷牙、洗臉或剃鬚時，關

掉水龍頭，都可以減少浪費珍貴的食水
資源。 ● 潘浩榮 通識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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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水費便宜，全球數一數二。根據國際水協會的數字，香

港人每日人均用水量達217公升，相比鄰近的新加坡高出74公

升。考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香港自1995年起就凍結水費，

令市民欠缺經濟誘因減少用水。雖說地球有三分之二地方被水

所覆蓋，但當中其實97.5%是海水，只有2.5%屬淡水，淡水

其實是十分稀有的資源。世界銀行曾有報告指，「到了2030

年，人類的需求將會大大超出地球供水量的40%。」水資源的

危機迫在眉睫，要紓緩和解決問題，就要由市民的日常生活及

習慣着手，但是採用軟性方法或是強硬手法達到減少用水的目

的，就是一大難題了。 ●米子 通識科老師、副科主任

模擬試題
資料A 香港水費情況

本港自1995年開始便沒有調整過水費，根據水務署資料，
現時香港住宅食水水費以累進的四級制計算，但整體收費仍比
全球其他先進城市便宜。根據國際水協會的2017年統計資
料，以100立方米用水量為例，巴黎和倫敦分別是1,686港元
和1,683港元，東京和深圳分別是1,115港元和320港元，而香
港則只需262港元，可見香港的水費遠比其他大城市為低。
有意見認為香港政府應提高水費，以經濟手段減少市民浪費
食水，亦符合「用者自付」原則。然而，增加水費難免會影響
民生，加重部分基層市民的生活壓力；相反，對具經濟能力的
人卻影響輕微，阻嚇力不大；再者，市民已習慣便宜水費，加
水費將會引起市民反彈。

資料B 有關香港市民日常用水習慣
市民甲：每天辛勞工作，都令我疲憊不已，放工回家的首要
動作就是浸浴！雖然會用上大量食水，但只要我泡上二三十分
鐘，也算值得吧！有時我會選擇用坊間不同香味或藥效的「浴
包」配合浸浴，浸浴後再用淋浴方式沖洗身體，就可以確保清
潔。
市民乙：我講求清潔衞生，每每工作回家後，都一定要沖

涼！於外間接觸不同的人、身處不同環境也會接觸細菌病毒，
所以我認為一回家就沖涼是保障個人衞生和家人健康的重要環
節！我同時都習慣每天外出工作前淋浴一次，因為這樣能有效
喚醒我的精神，令我有精力完成一整天的工作。

市民丙：香港水費開支不太昂貴，所以我在用水時沒有特
別節約的措施。而且，香港各處都有免費用水，如政府的運動
場、商場、公園等，市民要用水都十分方便，久而久之便忽略
了節約用水的想法，而公共設施中的浪費食水情況更是常見。

資料C「節約用水，從家開始」宣傳海報及單張
水務署出版的「節約用水」海報和單張以多種語言，包括中
文、英文、印尼文、菲律賓文和泰文去宣傳節約用水的訊息，
以鼓勵住宅用戶及其家傭在日常生活中珍惜寶貴的水資源。除
了宣傳單張外，亦會定時舉行水務講座、拍攝不同形式的宣傳
影片、與中小學合作舉辦活動等，務求利用不同方法教育公眾
「惜水」的重要性。

(a) 參考資料Ａ及B，指出及說明兩項香港市
民用水量過多的原因。(6分)

(b) 有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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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多大
程度上同意這個說法？參考以上資料及就
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8分)

想一想

題目拆解
a題拆解：
學生需要同時利用兩項資料指出及解釋香港

市民用水量過多的兩個原因。資料A利用了不
同地區的水費進行了比較，故能直接得出其中
一個原因︰「香港的水費便宜，故市民不會節
約用水」，學生引述資料時，除了簡單地抄寫
數字外，亦建議進行簡單的換算，如「巴黎水
費比香港水費高出5.4倍」、「香港比深圳的
水費低58元」等，以突出香港水費的低廉。
資料B以三位受訪者的日常生活出發，可歸納
成兩三個原因，如「不正確的生活習慣／價值
觀」，「用水過於方便」，說明過程中需要將
內容概念化，如「個人享受優先」、「公共衞
生」、「生活平衡」等。最後，需要留意是必

須同時使用兩項資料，如回答時只引用其中一
項資料，分數就不能達最高階層。
b題拆解：
題目為比較題，學生需要比較「教育」和
「調整水費」兩者何者較能達到「改善香港市
民的用水習慣」的目的。題目已賦予一個「香
港市民的用水習慣不良」的現況，學生需要就
香港市民的習性 / 水平、香港的生活環境 /
特徵，比較軟性或是強制的手法較能達到目
標。回答時可利用不同的「平台」進行分析，
如成效、可行性、公眾接受程度、受眾、時效
性、資源分配、可預測性等。回答題目時，亦
需要配合香港的情況，如市民的環保意識、生
活節奏、香港的用水來源等。

參考答案
(a) 參考資料Ａ及B，指出及說明兩項香港

市民用水量過多的原因。(6分)
不正確的生活習慣：由於港人工作壓力大，

為了尋求高生活質素，會選擇利用工餘時間輕
鬆一下，如浸浴或增加洗澡時間，甚或增加洗
澡次數，終致用水量上升（資料B）；
市民的價值觀：一般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較

高，故於選擇生活方式上往往都可以「享受優
先」，雖然明白「節約用水」的好處，但於兩
者比較之下，都會以個人的享受先行（資料
B）；
水費價格便宜 / 市民用水方便：香港的水

費便宜（資料A），市民取水亦非常方便，致
令欠缺經濟誘因節約用水，加上公共設施供水

點亦非常多，市民習慣後，節約用水的態度亦
會減弱（資料B）。
(b) 有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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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多大程
度上同意這個說法? 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
知，解釋你的答案。(8分)
應先表明立場，再提出論據，比較兩者時需

要考慮相反立場，適度進行反駁，運用相關及
合理的例子，並符合香港市民的用水情況，清
楚及詳細地解釋其論據。
大程度上同意：教育市民節約用水更有效改

善香港市民的用水習慣
小程度上同意：調整水費更有效改善香港市

民的用水習慣

大程度上同意（認為教育較有效）
比較平台 教育 調整水費
成效 市民教育水平高，較易接受源頭減 雖然針對所有用家，但加幅有限，對具

少用水，針對所有用家，成效高 經濟能力人士影響力微，阻嚇力不大，
成效不高

公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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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少持份者衝突，阻力較少，可行 影響業界及市民，可能影響審批，阻力
性大 較大

時效性 /持久度 潛移默化，較長遠 難以令市民改變習慣，短暫回應，很快
反彈

駁論（資源） 雖然教育需要多管齊下，看似資源 但調整水費需要通知市民，同樣需要運
運用較多 用大量資源教育

小程度上同意（認為加水費較有效）
比較平台 教育 調整水費
成效 教育需要多管齊下，資源運用較多 強制措施，能令市民留意用水量，從而

減少用水
資源 教育需要多管齊下，資源運用較多 水費恒常調整，不需額外資源
可行性 舉辦不同活動涉及不同持份者，增 由水務署推行及向市民解釋，用者自付

加推行難度 ，可行性大
時效性(即時性) 舉辦活動需時，而且需要長時間才 調整短期生效，成效明顯

能改變市民
駁論(時效性 / 潛移默化，較長遠 雖然即時見效，長遠會淡化效果，但調
持久度) 但欠保證，不如經濟誘因更能改變 整水費會按通脹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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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住宅食水收費
住宅用戶的水費以每4個月結算

一次，根據在該段時間內抄錄水錶所
得的讀數來計算用水量，現時計算水費的方

法是將用水量分為4級，然後按每級的漸進式收
費率計算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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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世界接近七成被水覆蓋的地區中，只有約
2.5%是淡水，而當中亦只有僅1%適合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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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雖擁有雨水收集及儲存香港雖擁有雨水收集及儲存
系統系統，，但並不足以滿足全港需但並不足以滿足全港需
求求，，更受雨量影響更受雨量影響。。圖為雨量圖為雨量
不足下的水塘不足下的水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