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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疫」境中的經濟挑戰
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對本港的經濟已帶來實質的影響，有
可能高於沙士對經濟的影響。

本港就業市場面對的壓力不斷增大。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
2020年3月至5月急升至百分點至5.9%，創十五年新高。當中消費
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失業率急升至
9.0%，超過十五年來的高位。另建造業的情況同樣嚴峻，其失業
率升至10.0%。其餘大多數行業的勞工市場情況亦惡化，包括教
育業、資訊及通訊業、專業及商用服務業(不包括清潔及同類活
動)，以及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

假如「重災區」旅遊及零售業持續疲弱，將對本港經濟帶來更顯
著的影響。

為幫助多個行業/界別彌補在業務或收入上的損失，政府繼第一輪
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後，於4月推出更多紓困措施，以助他們渡過
這段困難時期。

2上文資料為綜合香港特區政府新聞公報、司局長網誌、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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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疫情下香港的營商環
境狀況知多少……



問題一：
以下哪項最能反映香港經濟活動的發展狀況？

(A) 消費物價指數
(B) 本地生產總值
(C) 整體貨物及服務輸出
(D) 失業率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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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了解更多

按此了解更多

按此了解更多

按此了解更多



問題二：
以下哪項是影響香港以至環球經濟活動未來發
展的因素？

(1) 中美貿易關係的發展
(2) 地緣政治局勢的發展
(3) 環球金融市場的變動
(4) 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發展

(A) (1)、(4)
(B) (1)、(2)、(4)
(C) (1)、(3)、(4)
(D)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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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載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心抗疫」
專頁上的資料，回答問題三、四及五。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anti‐
epidemic‐fund‐2.html



問題三：
政府推出的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大致分為
哪幾類？

(1) 保就業、創職位和提升工作效能
(2) 為特定行業提供一次性的援助
(3) 紓緩企業及個人現金流轉困難和負擔
(4)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A) (1)、(2)、(3)
(B) (1)、(2)、(4)
(C) (2)、(3)、(4)
(D)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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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
以下哪項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可幫助受影響企
業/行業維持營運？

(1)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2) 提供有時限的財政支援
(3) 為僱主提供工資補貼
(4) 資助企業採用資訊科技方案，

開拓遙距業務

(A) (1)、(2)、(3)
(B) (1)、(3)、(4)
(C) (2)、(3)、(4)
(D)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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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
上題所示的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旨在幫助受
影響企業/行業__________，以維持營運。

(A) 增加銷售收益
(B) 減少營運支出
(C) 改善現金流
(D) 改善營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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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示答案



就上述的內容，思考(1)
經濟因素對企業決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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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改善
現金周轉

企業應檢視現
金流，以確切
掌握企業的財

務狀況

善用政府為中
小企提供的

100%擔保特惠
低息貸款計劃
以助周轉

全面成本控制以
減輕經營壓力，
如透過防疫抗疫
基金中所獲僱員
工資的資助以減
低員工成本等

可申請創新科技
署推出的「遙距
營商計劃」，運
用資訊科技方案
，開拓遙距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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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的內容，思考(2)
中小型企業對本港經濟有甚麼重要性？

• 截至2020年4月，本港共有超過34 萬家中小企業，
佔全港企業總數逾98%，合共聘用了約45%的私營
機構僱員。因此，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與商業表現
對本港經濟的發展尤為重要。(資料來源：工業貿易署

https://www.tid.gov.hk/tc_chi/smes_industry/smes/smes_content.html)

促進經濟增長

• 香港的初創新態圈於2018年錄得按年增長18%至
2 625家初創公司，所創造的就業職位大幅飆升
51%至9 548個，而超過三分一的初創公司創辦人
來自香港以外地區。(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

報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1/08/P2019010800294.htm)

推動創新



就上述的內容，思考(3)
縱使中小型企業在疫情期間面對巨大的
經營困難，為何仍堅持繼續經營？

企業家及其擁有的企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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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拓與創新精神：企業家一般具好奇心、喜愛構思
新想法並將想法變成行動，特質包括主動性、創造
力、創新、承擔預計的風險、為可能出現的失敗作
好準備、能把握機遇，且具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例如堅持不懈和責任感。(資料來源：中學教育課程指引 –詞彙

釋義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
development/renewal/Guides/SECG%20Introduction_ch_20180831.pdf)

企業家有甚麼特質令他們能跨過種種營運困難並堅持
繼續經營？



就上述的內容，思考(3)續
縱使中小型企業在疫情期間面對巨大的
經營困難，為何仍堅持繼續經營？

• 在疫情下，不少企業實施在家工作安排。對停課期
間須兼顧家庭的「打工仔」來說，共享工作間能讓
他們專心工作。故共享空間的需求及客源在疫情下
並無受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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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商場首次推出無消費條件現金券獎賞計劃，顧客
只要憑個人專屬二維碼於指定日期在商場內以電子
貨幣消費滿指定金額，可賺取積分換領現金券。

個案一：靈活創新意念

個案二：把握機遇，有危有機



延伸活動：

試搜集一位企業家的資料，並分析這位企業家
如何應用開拓與創新精神使企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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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少年 STEM企業家

上述網頁所載文章，講述一位富創辦科技初創
企業經驗的中學生，獲選為「全球最獲關注青
年創業家」的故事。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
development/major-level-of-
edu/gifted/resources_and_support/files/Jordan_Fung.pdf



總結
• 雖然香港的短期經濟前景將很大程度上受環球
公共衞生及經濟形勢演變的影響，但是企業/
行業受惠於政府推出的紓困措施，包括防疫抗
疫基金下的措施等，應能為香港經濟及勞工市
場帶來緩衝作用。

• 香港一向以充滿活力和企業家精神著稱，初創
公司及企業合作創新項目等正發揮推動香港成
為創新樞紐的作用，亦有助經濟加快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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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物價指數
• 本港共有四項消費物價指數數列，以反映消費物
價通脹對不同開支組別的住戶的影響。

•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乙類消費物價指數及丙類消
費物價指數分別根據較低、中等及較高開支範圍
的住戶的開支模式編製而成。政府統計處亦根據
上述三項指數涵蓋的所有住戶的整體開支模式，
編製一項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 這指數的按年變動率，一般用以反映整體消費物
價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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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 消費物價概述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o270_tc.jsp

返回



本地生產總值

• 本地生產總值指一個經濟體的所有居民生產
單位，在一個指定的期間內（一般是 1 年或
1 季），未扣除固定資本消耗的生產總值。

• 本地生產總值可從不同方法計算。就香港而
言，以當時價格及以物量計算的按年本地生
產總值數字均以「開支面」及「生產面」編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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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9 年 本地生產總值》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0300022019AN19C0100.pdf

返回



整體貨物及服務輸出
• 整體出口貨品包括港產品出口及轉口貨品。港產品

出口貨物是指香港的天然產品或在本港經過製造工
序，以致其基本生產物料的形狀、性質、結構或效
用受到永久及實質改變的產品。如果產品在香港只
進行簡單稀釋、包裝、裝瓶、弄乾、簡單裝配、分
類、裝飾等工序，則該產品並不能以香港作為來源
地。轉口貨品是指輸出曾經自外地輸入本港的貨品
，而這些貨品並沒有在本港經過任何製造工序，以
致永久及實質改變其基本原料的形狀、性質、結構
或效用。出口以「離岸價值」計算。

• 服務輸出是向世界其他地方出售服務。

19

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 對外貿易概念及方法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c40_tc.jsp

返回



失業率的變動
• 失業率是指失業人士在勞動人口中所佔的比例。

• 具體上，主要反映產量增長的就業人口增長，是
導致失業率波動的主要因素。

• 此外，失業率增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經
濟周期疲弱所致，因此失業率可望跟隨經濟強勁
復甦而較大幅度地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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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 勞動人口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00_tc.jsp?tableID=006&ID=0&produc
tType=8
香港金融管理局季報二零零四年六月 / 第三十九期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publications-and-research/quarterly-
bulletin/qb200406/fa1.pdf

返回



建議答案
問題一 (B)
問題二 (D)
問題三 (A)
問題四 (D)
問題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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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