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教育

A26

通識博客

■責任編輯：吳欣欣 ■版面設計：吳景強

2014年1月13日（星期一）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現代中國

逢星期一見報

搗破第一「毒村」

新聞撮要

2013 年 12 月 29 日，廣東多地警方聯合展開「雷霆掃毒汕尾行
動」，清剿汕尾陸豐博社村製毒窩點，一舉摧毀以陸豐籍大毒梟為首
的 18 個特大製販毒犯罪團夥，抓捕嫌疑人 182 名，繳獲冰毒近 3 噸、
製毒原料 2.3 萬公斤，估計市值高達數十億元人民幣。這是建國以來
繳獲毒品量最多、案值最大的一次。陸豐製造的冰毒佔據全國市場的
三分一以上，香港市場的冰毒六成也來源於陸豐。
■節自《汕尾毒村海陸空大清剿》，香港《文匯報》，
2014-01-03

■ 武警在博社村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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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持份者觀點
1. 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郭少波：該村的不法分子長期瘋狂作案、
詭異逃避偵查甚至集體暴力抗法，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該村製
販毒犯罪具有家族式運作、產業化經營、地方性保護等特點。
2.「毒村」村民：媒體報道說有兩成村民參與，其實至少有四成人
直接或間接地在做毒品生意……每晚都有柴油機轟鳴的聲音，徹夜進
行，整個村莊都聞得到刺鼻的藥味……我們博社村之所以變成今天這
樣，村裡這些當官的起了很壞作用。不僅收保護費，還參與製毒、販
毒……對他們來說，博社村唯一的功能就是他們的製毒場所，他們也
知道製毒是害子害孫的行業。

新聞撮要
秀茂坪順天邨小花貓「Miu Miu」前年遭冷血青年
「當波踢」虐殺一案，其中 3 名被告早前在觀塘裁判法
院被裁定殘酷對待動物罪名成立。次被告蘇柏林（23
歲）及第四被告楊翹宇（26歲），1月2日同被重判入獄
16 個月，是本港同類案件中歷來最重……案情指，眾被
告於前年 11 月 16 日，對小貓「Miu Miu」輪流狂踢長達
一分鐘，被一名電訊公司推廣員及一名正在倒垃圾的鄰
居發現，之後報警。「Miu Miu」被踢至受傷吐血及小
便失禁，未有即場死亡，最後經獸醫檢驗後因傷重而人
道毀滅。警方在兩日後先後拘捕各被告。
■節自《小貓當波踢 2 冷血男囚 16 月》，香港《文
匯報》，2014-01-03

持份者觀點
暫委裁判官戴昭琦：動物與人類的生命同樣應受尊
重，法庭不會因受害者是貓隻而忽視……小貓無對社會
帶來滋擾，3 名被告純粹為從施虐中取得快感，必須為
自己的行為負責……牠當時承受的痛苦非筆墨可形
容……兩名被告殘酷、沒惻隱之心、令人感厭惡及不
齒。

知多點
禁毒意識（Anti-drug Consciousness）：中央一直堅持依法禁
毒。按照依法治國的策略，不斷建立健全禁毒法律法規體系，依法管
理管制麻醉藥品、精神藥品和易製毒化學品，防範、懲治毒品犯罪，
堅決打擊各類毒品違法犯罪活動，開展戒毒治療和康復工作，矯治挽
救吸毒人員，確保禁毒工作在法制軌道上進行，促使內地的禁毒意識
越來越強。

冷血青虐貓重囚

多角度思考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汕尾陸豐博社村的製販毒犯罪具備哪些特點。
2. 參考上文，分析汕尾陸豐博社村成為「毒村」的關鍵原因。
3. 你認為中央應採取哪些措施以防止「毒村」再現？試提出兩項建
議，並舉例加以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1. 根據上文，指出虐貓案中眾被告的刑罰如何。
2. 承上題，你認為有關刑罰是否合理？解釋你的答案。
3. 本港近年越來越多虐貓案，試從社會、教育兩個角度
分析因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公共衛生
新聞撮要

屯院55 連「差」
屯院

廉署查打假波

醫管局 1 月 9 日公布 2012/13 年度 17 間公立醫院外科手術成效，屯門醫
院在預約及緊急手術分別排最尾及尾二，是連續 5 年被評為表現遜色；至
於緊急手術，就以威爾斯親王醫院表現最遜色。監察小組發現可能與屯
門醫院病床使用率，及威院緊急手術後，使用深切治療部比例低有關。
■節自《手術成效 屯院連續 5 年最差》，香港《文匯報》，
2014-01-09

新聞撮要

持份者觀點

今日香港

1 月 5 日愉園在青衣球場與晨曦比賽
輸波後，突有廉政公署人員手持名單
進入愉園更衣室，將6名本地、國援及
外籍球員帶返廉署，球隊其餘職球員
亦全部被邀返北角廉署總部助查……
愉園今屆表現極差，曾傳出欠薪及裁
減球員事件，領導層亦不斷有人事變
動。球隊於去年 12 月 21 日的比賽，更
曾出現守門員「爆粗」罵隊友事件，
有人已懷疑有球員消極比賽。當日愉園對
戰傑志，球隊左路防守形同虛設、愉園門
將梁文禮屢救險球，更奮戰至左腳受傷，
但仍被傑志攻破大門，他首度失球後即坐
在地上，並向隊友爆粗高呼。
■節自《廉署闖愉園更衣室帶走 6 球
員》，香港《文匯報》，2014-01-06

持份者觀點
1. 足總副主席貝鈞奇：相信足總現有制
度有足夠約束力。足總會成立專責小組調
查……球圈目前存在「老闆足球」現象
（即贊助商干預球會）……本港缺乏大財
團支持球會，要找贊助有一定困難。

■廉署帶走愉
園球員返署調
查。 資料圖片
2. 香港足球總會行政總裁薛基輔：無論
香港或全球任何地區，貪污一直是危害足
球公正廉潔的罪魁禍首，必須全力加以打
擊，而香港足球總會絕對不會姑息非法行
為，定必共同對抗。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香港足壇涉嫌打假波的
來龍去脈。
2. 試從兩個角度，討論貪污對香港足球發
展的影響。
3. 尋找大財團支持足球隊是杜絕打假波的
最好方法嗎？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1. 根據上文，描述屯門醫院的
外科手術成效表現。
2. 承上題，舉例分析屯門醫院
有關表現的兩大原因。
3. 你認為在博愛醫院增設外科
緊急手術服務可否紓緩屯門
醫院外科病房長期擠迫的問
題？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持份者觀點
1. 中國社會科學院海疆問題專業研究者王曉鵬：在

考核千變獲益多

任教新高中通識科數
年，筆者看見不少考生對
此科深感畏懼─本科內容範圍廣泛，考
核形式千變萬化，難以掌握；更令他們摸
不着頭腦的是，付出與收穫不成正比，
「吹水」者反而容易奪高分。在衡量表面
利益下，投資通識科似乎的確不智。
逢星期一見報

多重思維訓練 提升共通能力
但深入認識通識科，必發現此科帶來的

得益，對考生的學習有莫大的幫助。
首先，通識科着重思考和審思能力。考
生回應議題爭議點時，必須處理議題的不
同角度、不同持份者、不同處境的資料，
並消化、比較或分析資料的重要性，再以
具體而具組織性的文字，表達個人立場或
意見。當中所運用的正是各科共通的組織
能力、建構能力及批判思考。若缺這些高
階能力，考生學習時遇上困難的機會較
大。故藉通識科的多重思維訓練，可提升

能源科技與環境

剩食回收遇難
新聞撮要
當局去年向「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增撥兩億元，
讓「食物銀行」計劃延長至 2015年，緩解燃眉之急。然
而，部分自負盈虧的「食物回收計劃」，卻因缺乏政府
財政支持和私人捐助有限，回收範圍和受惠人數均受限
制……香港地球之友於去年 9 月以問卷訪問 15 間食物回
收機構，發現大部分機構正面對各種困難。有 13 間機構
稱儲存地方不足；11 間指運輸費昂貴；10 間表示正面對
資金不足及人手不足困難。
■節自《食物回收財困 轉贈減廢多難》，香港《文
匯報》，2014-01-05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地球之友環境事務主任馮詩麗：雖然至今未有
機構因資金問題而中止食物回收計劃，但已有部分過去
獲私人基金贊助的機構面對停止資助情況，須着手向外
籌款和尋找其他基金支持。
2. 「有衣食分享計劃」組織幹事梁麗欣：回收活動正
常是越做越大、越來越多人，亦需越多財政支持。但面
對目前情況，推廣和教育工作也要削減，有如被綁住手
腳。曾計劃向政府基金申請資助，但政府至今未有相應
食物回收基金支持。
3. 社署：政府一直鼓勵其他非政府機構以各種形式向
有需要人士提供食物援助，並透過「攜手扶弱基金」資
助非政府機構與商界合作推行服務計劃。

多角度思考

今次亦是「雪龍」號
首度駛入出事海域，
對當地海洋物理、化
學、氣象、海冰等缺
乏了解，增加救援難
度。
■節自《乘鷹出生
天》、《天氣差冰層
厚 屢阻救援》，香
■「雪鷹 12」直升機成功援救俄製考察船上被困人 港 《 文 匯 報 》 ，
員。
資料圖片 2014-01-03

被困南極 10 日的俄製「雪
卡斯基」號考察船上的 52 名
乘客，1 月 2 日終獲中國「雪
龍」號破冰船上的「雪鷹
12」 直 升 機 救 出 。 「 雪 鷹
12」在長達5小時的戲劇性拯
救行動中，一共來回飛行 6
次，成功將所有乘客轉移到
澳洲「南極光」號破冰船
上。乘客獲救後均大鬆一口
氣，有女乘客更喜極而泣，考察團團長特尼立即向中
方人員表示感謝。
現場暴風雪持續、冰層太厚，救援計劃一再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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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思考

「雪龍」顯大國合作精神

全球化
新聞撮要

1. 醫管局手術成效監察計劃總監袁維昌：希望透過資源調配，在博愛
醫院增設外科緊急手術服務，減低外科病人由博愛醫院轉往屯門醫院的
需要，同時亦分擔屯門醫院的工作量，紓緩屯門醫院外科病房長期擠迫
的問題。
■屯門醫院的
2. 屯門醫院：外科部已加強
外科手術連續
急症手術的臨床統籌，務求盡
5 年被評為表
快了解入院病人情況，安排他
現遜色。
現遜色
。
們接受治療或手術。外科部及
資料圖片
深切治療部亦會進一步增強溝
通機制，跟進病人術前術後的
護理。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促請當局關注虐待動物事件。 資料圖片

南極各國科考人員的合作互助是傳統所在。從中國的
兩個科考站的建設時期追溯，中國都獲過其他國家或
地區的幫助。此次救援也是合作互助精神的沿襲。
2. 新華社：中國科學考察隊救人重千鈞，不畏艱險
完成壯舉，體現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並顯現中國是
國際南極大家庭中負責任的成員。

1. 根據上文，指出本港食物回收機構正面對哪些問題。
2. 承上題，針對上述問題，你認為政府應採取哪些應對
措施？試舉兩項並加以討論。
3. 有人認為「政府應加大對『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
的資金投入，以協作食物回收機構運作」，你在多大
程度上同意這個觀點？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中國「雪龍」號救援時遇到甚麼問
題。
2. 參考上文，舉例說明中國在是次救援事件中如何凸
顯大國精神。
3. 承上題，中國的大國精神還可在哪些方面體現？解
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部分食物回收機構面臨財困
部分食物回收機構面臨財困。
。圖為地球之友與 11
間食物銀行組成「
間食物銀行組成
「食物回收捐助聯盟
食物回收捐助聯盟」。
」。 資料圖片

助打通各科經脈

各科的共通能力，可謂一石二鳥。

闡述強而有力 有賴文字精準
此外，通識科常要求同學表達個人意
見，故清晰的表達能力非常重要，而這又
與語文能力互有關連。除少部分中學以英
文教授通識課外，大部分考生均以中文為
作答語言。若中文的寫作能力較好，通識
科的成績也相應較好。因為在語文角度，
強而有力的闡述，有賴簡潔而準確的文

字、整齊而逐層推進的結構。另外，作答
時須小心審題，掌握題目要求，這也是中
文能力的一環。由此可見，兩者互相發揮
正面影響。
第三，為培養考生關心周邊發生的事
物，通識科以時事議題為擬題範疇，因此
他們須時常留意時事新聞。但這已非通識
科要求，在其他科目如語文科，無論寫作
或口語部分，近年也大量加入以時事為題
材、參考資料的題目，而作答上也要求學

■溫佩芳 前線通識科教師
生發表個人意見，或提出合適的建議。因
此，為通識科花點時間留意時事，其實也
是為其他科目作好準備。
總之，通識科並非一個科目，而是一項
工具─為同學打通各科「經脈」的手
段。當然，很多考生認為要掌握通識科並
非易事。所謂「萬事起頭難」，只要多練
習、下苦功，他日必有所成。而且，收穫
會令人驚喜連連！因此，由今天起，別怕
通識科；一切，由喜愛通識科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