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

課題：終審法院關於無證兒童案的判決

教學目標：

1. 透過閱報和討論，讓學生嘗試站在那些無證兒童的立場上探討這個判決。
2. 透過此次“移民潮恐慌”，讓學生認識到香港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社
會”，由 1949 年開始至 1970 年代，香港已經歷過三次的移民潮。

教學形式：

1. 閱讀剪報、文章和圖表。
2. 完成意見調查表。
3. 自由發表意見。

教學對象：

中三年級學生

教學時間：

兩個課節

教學活動：

活動一：透過閱讀剪報，引發學生進一步探討終審法院有關無證兒  童案的判
決對香港所帶來的影響。

步驟：

1. 先讓學生閱讀終審法院有關無證兒童案的判決的剪報。
2. 向每位學生派發有關無證兒童案判決的意見調查表，著令他們完成。
3. 完成後，老師邀請學生發表意見。

參考資料：

1. 信報〈港人內地子女居留權爭議過程〉(1999年 1月 30日)
2. 信報〈無證童判決對香港造成的壓力〉(1999年 1月 30日)



活動二：透過圖表的分析，讓學生認識到香港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社會”。

步驟：

1. 向每位學生派發一張白紙，著令他們寫上自己的籍貫，讓他們認識到自己
的身份──移民或移民的後代。

2. 向每位學生派發四個圖表。
表 1：1948年至 1970年的香港人口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 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9), table 2.2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Hong Kong Annul Report, 1968- 70.  *
1968 至 1970的數字為年底的香港人口。

表 2：1948年至 1970年香港的自然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 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9), table 3.3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Hong Kong Annul Report, 1968- 70.

表 3：1941年至 1952年間香港的經濟活動。(內附)
表 4：1949年至 1970 年間香港所經歷的三次移民潮。(內附)



活動三：透過一些關於無證兒童案的文章和社論，讓學生嘗試從人道的立場出

發，進一步探討終審法院有關無證兒童案的判決。

步驟：

1. 向每位學生派發一些關於無證兒童案的文章和社論。
2. 向每位學生派發“我在香港的日子”這篇文章，讓學生嘗試從那些新來港
兒童的立場出發，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感受。

3. 著令學生重新填寫那份意見調查表。
4. 完成後，老師邀請學生發表意見。

課後習作：

1. 著令每一位學生訪問一位新來港的學童，完成後，寫一份報告。

參考資料：

1. 信報〈居留權定案  移民政策未訂〉(1999年 3月 2日)
2. 信報〈欣然接受判決  冷靜面對後果〉(1999年 2月 6日)
3. 蘋果日報〈18年助新移民屢遭粗口辱罵  何喜華施麗珊最後勝利〉(1999
年 1月 30日)

4. 蘋果日報〈我在香港的日子〉(1999年 11月?日)



教學活動一

下列是各界人士對終審法院無證兒童案判決的回應。你同意他們的見解嗎？

請仔細閱讀下列各項，然後在適當的空格上用 ˇ表達你的意見。

             　同意　　　　不同意

1.「我們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裁決已定；我們表示尊重。」     (   )           (   )

                       行政長官董建華

2.「我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要與很多其他小孩爭奪他們自己

  本來應得的資源，這些小孩既不同類型，亦屬於不同階層。」

                   一位懷有身孕的主婦          (   )            (    )

3. 「董建華講經濟轉型，內地來港小童很多讀不成書，長大

    了做甚麼？」                 一位失業人士              (    )            (     )

4. 「我和那些新移民無親無故，我們沒有責任照顧他們。」

                 一位中產階級人士              (   )            (   )

5. 「那些新移民來港，肯定會分薄我們現有的資源，影響整個

社會服務。」             一位高中生                    (   )           (    )

6. 「俗語有云：“人不為己天諸地滅“，現在香港經濟不景，

新移民只會加重我們的負擔，應該禁止所有內地人士移居香

港」         一位於七十年代由內地偷渡來港定居的人士    (   )           (   )

7. 「那些無證兒童享有合法的居留權，不應被遣返。」

     一位曾經為水上新娘成功爭取居港權的神父─甘浩望神父     (   )          (   )

8. 「小朋友是最無辜的，世上沒有東西比家人團聚更為重要。

要同至親的人分開是最痛苦，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彌補這種痛

苦。」  一直協助無證兒童進行訴訟的社區總幹事何喜華　　（　）　　　　（　）

9. 「幸好我早於三年前已成功申請來港定居，若現在才移居香

港，一定會遭受香港人的歧視。」

一位三年前由內地來港定居的新移民　　　　　　　　　　　（　）　　　　（　）

10. 「原來香港人一點人情味也沒有，往後的日子不知如何是好

。」  一位來港不足半年的新移民　　　　　　　　　　　　（　）　　　　（　）



《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

香港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社會，香港人大多數是不同時期來到香港的移民和

移民的後代。由五十年代開始，大陸湧來一批又一批新移民，結果絕大部分都

能夠融入本地社區，他們對香港作出不少的貢獻。

香港位於中國的東南部，與中國廣東接連，總面積為 1, 074 平方公里。其
中有超過 236個島嶼，土地貧瘠、礦藏稀少、天然資源貧乏。但香港的經濟仍
得以迅速發展，實與中國難民之來港有著密切關係。下表列出香港於 1941 年
至 1952年間的經濟活動。

年份 香港的經濟活動

1841年 1 月 英國海軍登陸香港，當時香港的人口為 5600 多人，其
中 2500餘人為漁民。

1842年 南京條約簽訂後，香港與英國的貿易漸漸增多，販賣

的貨品以鴉片為主。

1960年 九龍割讓給英國，當時香港經濟以轉口貿易為主，工

業則主要是航運業，如造船業、維修船隻等。

1898年 北京條約簽定後，新界以 99 年為期租借給英國。進入
20 世紀，香港憑藉地理上的便利，成為中國與其他國
家的轉運站。

1951年 韓戰爆發，聯合國宣佈禁運物資到中國，香港轉口貿

易之地位遭受嚴重打擊。

1952年 估計全港各行商人虧折的數值達 3億港元。
一向以轉口貿易為主導的香港經濟面對很大的衝擊。

1952 年，正當香港的轉口貿易面對前所未有的衝擊之際，香港的經濟模式
很快便隨著人口的增加而由以轉口貿易為主導變為以工業為主導。

自 1945 年起，香港的人口不斷增加，且速度甚快。1949 年的人口為 186
萬；到了 1959 年，人口已達 300 萬，增加了 61 %，到了 1970 年，香港人口
更達到 400 萬，比 1949年的 186萬增加了兩倍多。(表 1)

導致人口增長有兩種原因：自然增長及移民的遷移。香港人口之劇增，其

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長率中有一定的比例是因著國內難民的來港(表 2)，而這一
大批難民到港，首要做的是找工作以賺錢來維持生計，故為香港的工業提供一

大批勞動力。



從 1949年至 1970年短短廿一年間香港便經歷了三次的中國難民潮。
年份 背景 移民人數

1949-1950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許多

軍人、知識分子、地主深恐

中國共產政府會剝奪他們的

權力及財產，紛紛逃至香

港。

1949 年來香港的中國難民
多達 21萬人。1950年和 1951
年逃難到港的都有 13 萬
人。

1958-1962 當時中國主張無產階級專

政，經濟上推行「大躍進」

運動，其後又出現了幾年的

大飢荒，導致大批難民來

港。

單就 1962 年 5 月的上半個
月來說，已有 30 萬人由中
國逃難到港。

1966-1972 文化大革命使中國之社會、

政治與經濟皆陷入空前混亂

的局面，很多人因著生活困

苦，亦有人因著對共產黨極

為失望而逃離中國。

這段時間來港的難民高達 25
萬至 30萬人。

香港天然資源缺乏、地方細小、科技偏低，能在短短的數年間，由轉衰的

轉口貿易轉為工業經濟實算是一奇蹟，而探究其原因，實與中國難民之來港有

著密切的關係，正如 1956 年的《香港年鑑》提出「香港的經濟得以生存及至
擴展其工業，實有賴一批由中國來的政治難民，他們來港時為香港帶來了三份

禮物：一是勞動力；二是先進的科技及管理技術；三是新的資金。」

總括而言，這批中國難民不但年青力壯，且刻苦勤奮，能為香港工業提供

一大批廉價而又質素好的勞動力，對香港工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式的工業如紡

織業、塑膠業、電子業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因此，若果沒有這批勞動力，

在缺乏天然資源的香港，又沒有大量的人力資源，發展工業似乎是不可能的。



《甘浩望神父支持無證兒童享有合法的居留權》

甘浩望神父，1948年生於意大利，1974年來港，一直為香港的低下階層

人士爭取合理的權益。他曾經為「水上新娘」、「無證媽媽」等人士爭取居港權。

1984年 9月，在甘神父的陪同下，14名油麻地避風塘「水上新娘」的丈

夫前往布政署請願，要求港府批准他們的妻子長期居留，是為「水上新娘」事

件。

1987年 4月 28日，港府與中國政府就解決小人蛇問題達成協議：任何目

前已成功偷渡來港，而其父母在香港居留的十四歲以下小童，將可獲在港居留。

在 4月 28日五時以後，將即捕即解。特赦之後，一批本身是非法入境者的小

人蛇母親被入境處人員以非法入境理由，扣押在中環域多利監房，等候遣返大

陸，大批小人蛇母親為數75人，有小孩共百多人。媒介稱為「無證媽媽」。

(摘自《從米蘭到鑽石山─甘仔故事》江瓊珠，進一步，一九九七年九月 )

對於終審庭就無證兒童的判決，甘浩望神父亦表示支持。他表示無證兒童

享有合法的居留權，不應被遣返。甘浩望神父來自意大利，他與那些水上新娘、

無證媽媽以及無證兒童皆無親無故，但他仍能毫無保留、盡心盡力為他們爭取

權益。因為他確信家庭團聚是天賦人權。他認為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寶貴的，

不管他有多卑微。他指出由於我們不甘卑微，想自己有所成就，所以不想親近

那些被社會遺棄的人。

甘浩望神父盡力服務貧苦大眾，在他眼中每一個人，不論是甚麼階層，都

是尊貴的。

問題討論 ：

1. 甘浩望神父對貧苦人士的態度，你支持嗎？

2. 對於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我們有否從他們的角度來看，設身處地去體會

他們的感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