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美國共和黨總統提

名戰在關鍵的南卡羅
來納州初選前夕再生
變數，民調落後的前
駐華大使洪博培昨日(1
月16日)突然宣布退
選，並轉撐前麻省州
長羅姆尼，為後者注
入強心針⋯⋯《紐約
時報》網站同日較早
時報道，洪博培退選
原因是他在初選中的表現令競選團隊缺乏進一步資金⋯⋯洪博培前日獲得南
卡州最大報章表態支持，此時退選令人意外⋯⋯洪博培選戰起步較遲，去年
6月才宣布參選總統，在共和黨參選人中，他的政治主張被認為較溫和。但
因知名度不高，又曾為奧巴馬政府工作等原因，一直未獲保守派以至普羅選
民信任，難在初選中取得突破，支持率一直偏低。
■節自《無錢無民望　洪博培退選撐羅姆尼》，《香港文匯報》，2012-01-17

持份者觀點
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共和黨現在是時候團結起來⋯⋯儘管與羅姆尼之間在

部分議題上存在分歧，但支持羅姆尼成為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最有機會在大
選擊敗總統奧巴馬。

多層次思考
1. 參考上文，解釋洪博培退選的3大原因，並舉例加以討論。

2. 洪博培退選將對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戰造成甚麼影響？

3. 你認同「羅姆尼最有機會在大選擊敗奧巴馬」嗎？為甚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新聞撮要
「我們贏了！」

經過曠日持久的選
戰，中國國民黨主

席馬英九昨日(1月14日)以勝出80萬票擊敗民進黨
的蔡英文，獲選連任「總統」。他向支持者表
示，會盡力完成創造台灣新歷史的任務。在記
者會上，馬英九強調會繼續以「先急後緩、先
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原則循序漸進地處理兩
岸問題。落選的蔡英文則請辭民進黨主席，並
指民進黨必須反省兩岸政策。親民黨的「總統」
候選人宋楚瑜表示「接受人民的決定」⋯⋯共
有13,452,016選民投票，投票率達74.38%。

■節自《台島續藍天》，《香港文匯報》，2012-

01-15

持份者觀點
1.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張文生：綠營方面基
本盤依然穩固，部分縣市得票率逼近藍營。這
反映出一部分台灣民眾對馬英九在任期內的表
現並不滿意。此次蔡英文落選，只能說明其在
「九二共識」問題上展現出來的形象無法安撫
台灣民眾。

2. 兩岸問題專家、台灣輔英大學教授蘇嘉宏：國
民黨此次獲勝，可見台灣民眾對於目前島內
發展的大方向、兩岸關係的走向持肯定態度
⋯⋯但國民黨較2008年選舉時流失百萬張選
票。

3.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民進黨

否定「九二共識」，引起島內社會各界的強烈
不滿與擔憂，激發出民眾的危機感⋯⋯從選舉
進程看，台灣老百姓、工商界擔心兩岸關係逆
轉，成為影響選舉的核心因素⋯⋯在選舉倒數
幾天內，台灣工商業、中小企業代表陸續宣布
支持馬英九，一致力挺「九二共識」。

多層次思考
1. 根據上文，列舉參選是次「大選」的3名候選人

姓名及其所屬黨派，並指出誰獲勝。

2. 參考上文，試以兩岸政策為例，分析該名候選

人獲得勝利的原因。

3. 綜合上文並就你所知，你在何等程度認同「台

灣人的民主意識比香港人高」？為甚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新聞撮要
龍年「生仔潮」將至，迄今香港本地孕婦分

娩預約個案增加10%，內地孕婦湧港產子個案
同時趨升。為保障本地孕婦優先使用公立醫院
服務，醫管局行政總裁梁 賢表示，今年預留
予內地孕婦的分娩配額可能有需要減少甚至停
收⋯⋯「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除加重香港的
醫療負荷，更衍生日後的教育、住屋及福利等
連串問題。

■節自《公院或停收內地孕婦》，《香港文

匯報》，2012-01-16；《葉劉贊同港府提請釋

法》，《香港文匯報》，2012-01-16

持份者觀點
1. 醫管局婦產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張德康：
「衝急症」分娩的收費應加至10萬元，才能
令部分內地孕婦卻步⋯⋯若內地孕婦「走

數」，應把她們列入黑名單拒
絕入境，令其日後無法帶子女
來港升學或打針，以收阻嚇作
用。

2.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內地孕
婦來港產子主要是希望子女擁
有居港權，日後可享用香港的
教育、社會福利和擁有特區護
照等，若透過釋法免去「雙非」
子女的居港權，大幅減低內地
孕婦來港產子的誘因。

多層次思考
1. 根據上文，舉例說明內地孕婦

湧港產子的原因。

2. 增加分娩收費能否杜絕內地孕婦來港產子？

為甚麼？

3. 你認同需要「透過釋法免去『雙非』子女的

居港權」嗎？為甚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通識把脈

 

   

校本評核精簡 利多於弊

■香港市民早前遊行，反對「雙非」孕婦佔用香港公立醫院

資源。 資料圖片

新聞撮要
香港空氣質素每況愈下，港府

沿用25年的空氣質素指標，更屢
次被批評過時。環境局宣布，行
政會議通過更新法定空氣質素指
標，新指標涵括7項污染物，除
把以往沒有量度的微細懸浮粒子
納入監測外，一氧化碳及二氧化
氮等標準亦會收緊，但部分標準
只達到世衛中期目標。該局下個
立法年度會向立法會提交修訂草
案，新指標料於2014年實施，空
氣污染指數屆時會同步更新。至
於實施前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
工程項目將獲36個月過渡期，工
程若有更改，可沿用舊指標。

■節自《港空氣指標收緊　半

國際化半港情》，《香港文匯

報》，2012-01-18

持份者觀點
1.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部分指
標未有採用世衛的最高指引，但
新指標與歐盟和美國相若，且相
關指標必須切合實際環境需要而
定。
2. 綠色力量行政總幹事文志
森：香港空氣質素受外圍及氣
候因素影響⋯⋯內地華南地區
工廠製造大量空氣污染物，冬
天吹北風時便會帶來香港；若
有熱帶氣旋接近香港，低氣壓
亦會令香港無風，不能吹散懸
浮粒子。
3. 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助理教授

黎克勤：現時環保署的空氣污染
指數既過時又粗疏，再加上以
「輕微」至「偏高」等模糊字眼
形容空氣污染水平，市民難以理
解空氣污染對健康帶來的影響。

多層次思考
1. 參考上文，指出現時的空氣質

素指標有何不足，並舉例加以

說明。

2. 參考上文，解釋香港的空氣質

素如何受到外圍因素影響，並

舉例加以論述。

3. 你在何等程度贊成或反對「新

指標未有採用世衛的最高指

引，難以徹底改善香港空氣污

染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能源科技與環境：改善空污

■環境局宣布，行政會議通過更新法定

空氣質素指標，但部分標準只達到世衛

中期目標。 資料圖片

近月考評局提出校本評核精簡建議，建
議第三屆中學文憑試的考生，其獨立專題
探究由現時的6次評核，減少至3次，即探
究計劃書和習作，以及一次性的「過程評
估」。去年末曾發放問卷，向全港中學教師
收集意見。倘若通過，有望減少現年中四
學生在未來獨立專題探究的工作量，教師
亦可以從煩瑣的評估中釋放。

首階段教研究方法可取
筆者認為此舉不單止能夠讓通識教師有

喘息的空間，更重要是新建議才合乎探究
的正確程序。現時學生設定探究題目時，
必須費煞思量，即使想到有趣的題目，又
要考慮是否研究上可行(researchable)。教師
花太多時間和方法去協助學生認識有探究
價值的主題，一旦不幸地師生比例過高，
每位教師隨時要同時指導30名至50名學
生，眨眼間已經要展開第二階段資料搜
集。不可行的題目，後面的路會很難行。
更有效的做法是在第一階段一併介紹研究
方法，讓學生在設定題目時，一次過好好

考慮哪些是可行且具有效途徑去進行資料
搜集。可是時間緊迫，有同工只好第二階
段詳細教授研究方法，平白影響了題目的
質素。

預早開展專題探究可行
根據官方指引，獨立專題探究應在中五

展開，直至中六上學期完結。可惜現時學
界均普遍認為課時不足，新聞亦時有報道
中學不斷補課再補課。中六公開試前夕的
溫習時間彌足珍貴，師生都希望盡早完成

教學，多花時間回顧所學。方法之一便是
提早開始獨立專題探究，在中四暑假先
行，中五期末結束。當局擔心中四所學課
題不多，同學未必有足夠知識應付探究。
其實稍為提早開始，議題探究和專題探究
並行，自然水到渠成，又何必多慮？

及早精簡 減前線負擔
現正諮詢的校本評核精簡建議，是否可

以一併考慮在中四期末開始專題探究，在
中五完結？萬一指導老師在中五期末離

職，學生的習作也不至受到影響。始終只
有指導老師才最有資格評估同學在過程中
付出的努力，考慮到教育局遲遲未能公布
是否把32萬的通識科津貼正常化，亦更不
願意在教員編制內加設常額通識教席，把
呈分的時間定在中六，對學生的成績以至
升學實在太不公平。
總括而言，校本評核精簡建議利多於

弊，只希望當局認真考慮將之提前在第二
屆高中實行，在雙軌年減少前線的重擔，
落實這個遲來的修正。

現代中國：小馬連任

今日香港：禁拍認錯
全球化：突然退選

新聞撮要
調查顯示，逾9成受訪異

性戀大學生指出，接納教
師和同學是同性戀者，並
願意與對方做朋友；但接
受家人是同性戀者的大學
生，卻只有62%，反映他們
對同性戀者接納程度與關
係親密程度成反比⋯⋯香
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
計劃」及香港中文大學學
生會，早前進行一項名為
「大學生對同性戀者看法」網上調查，全港有10間院校共972位異性戀大學生
回應⋯⋯調查顯示，超過7成受訪者曾與同性戀者接觸；65%異性戀大學生
支持同性伴侶應有權結婚；62%受訪者同意政府應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
■節自《大學生看同性戀　愈熟絡愈難接受》，《香港文匯報》，2012-01-13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主任周峻任：是次調查以大學生為目
標，主要因為大學生接觸同性戀者的機會較多，而且又是受過高等教育
的群組，他們對同性戀者的看法別具意義。

2. 中大學生會發言人彭木志朗：大學生平日無論在政治或經濟等議題都勇於
發言，但說到同性戀議題就保持沉默，認為有必要推動大學生對性別議
題的關注。

3. 立法會議員張國柱：數據反映現在大學生不再像以往般避忌同性戀者，
令人鼓舞。

多層次思考
1. 根據上文，總結是次調查的結果。

2. 參考上文，分析數據能否反映「大學生不再像以往般避忌同性戀者」，並

舉例加以說明。

3. 你認為港府應立法保障同性戀者的結婚權利嗎？為甚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新聞撮要
時 裝 店

D o l c e &
Gabbana早前
被指不讓香港
人在店外拍
照，但卻任由

內地遊客拍攝，引致逾千名港人到該店「圍拍」⋯⋯平機會去信
Dolce&Gabbana表達關注。
Dolce&Gabbana昨日(1月18日)發表道歉聲明，表示深切明白近

日廣東道專門店外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冒犯香港市民，深感歉意，
向大眾衷心致歉。

■節自《「圍拍」D&G 平機會主席稱積極做法》，《香港文匯

報》，2012-01-12；《禁拍冒犯港人　D&G終道歉》，《香港文匯

報》，2012-01-19

持份者觀點
1.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雖然事件不屬於反歧視條例職權範圍，但

營商者應主動確保員工以公平而不含歧視態度對待所有顧客⋯
⋯偏見只會局限商機，不單令公司的聲譽受損，亦可能需負法
律責任，促請服務提供者注重顧客個人尊嚴，防止有歧視行為
⋯⋯香港人選擇挺身對抗不公義，是積極的做法，但希望大家
保持理智，確保香港引以自豪的共融社會不被破壞。

2.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江華：質疑事件是否真的屬於個別事件，
有否涉及冒犯成分，並相信事件「有意無意都傷到香港市
民」，要求有關當局澄清店舖可否禁止拍攝。

多層次思考
1. 根據上文，解釋逾千名港人前往時裝店Dolce&Gabbana「圍拍」

的原因，並指出事件受到哪個法定機

構的關注。

2. 根據上文，分別說明林煥光和劉江華

對事件所抱的立場和所持的觀點。

3. 你認為Dolce&Gabbana應否就事件向

港人道歉？為甚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何嘉謙 前線通識教育科教師、通識教育

科專業發展學會副會長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性向取態

■調查反映異性戀大學生對同性戀者接納程度

與關係親密程度成反比。 資料圖片

■洪博培在妻子(右3)和4名女兒(左1、左2、右1和右

2) 陪同下宣布退選共和黨總統提名初選。 資料圖片

逢星期一見報

逢星期一見報

■馬英九(左3)成功連任「總統」，表示會盡力完成創造台灣新歷史的任

務。 資料圖片

■Dolce&Gabbana最終為禁拍事件發表聲明道

歉，但被質疑缺乏誠意。 資料圖片

公共衛生：減收「雙非」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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