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不覺，今屆中四學
生，已是第五批學習通識

科的高中生，對「通識」這個學科名詞，
必不陌生。對他們而言，注意時事新聞、
多讀報刊文章、多角度撰寫觀點、回應提
問技巧等學習要點，可謂耳熟能詳，毋須
老師再三提點。
那麼，到了新學年，學習通識科的同學
應注意甚麼學習要點？在此，筆者希望跟
同學分享。

回顧2013年，社會爭議漸趨激烈。而對
一般同學而言，面對社會眾多爭議，的確
難以全面理解不同持份者的觀點，不易定
下判斷，確立個人立場。

社交網想法簡單欠熟慮
因此，若同學無充分預備，很可能會人

云亦云，所表述的理據或會直接抄錄某一
兩份主流報章的觀點，甚至取自社交網站
如facebook的簡單想法，欠缺深思熟慮。

就此，同學須要拓闊視野，針對不同持
份者的背景、立場及所涉及的價值觀，刻
意了解。以下，筆者以擴建推填區為例，
加以解釋。
右表所提及

的「原因」及
「價值觀」，
只屬參考。然
而，同學仍可
依照上述思維

方法，多找出具爭議性事件的相關持份
者、取態及其原因、以及相關價值觀。同
學也會發現，即使持份者擁有相同價值
觀，但在不同場景下，立場可能完全相

反。而且，縱然不同持份者的立場相異，
但背後同樣有正面信念。最後，同學不單
須要明白各持份者的立場，也要思考背後
理據，這樣才能有更成熟的立場判斷。

持份者立場隨時變 思考理據助判斷 ■許承恩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通識科主
任、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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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科技與環境

珠江珠江口口「「毒毒」」白海豚白海豚
新聞撮要
被視為「香港吉祥物」的中華白海豚數目持續下跌，原來與珠江口流

域污染嚴重有關。據海洋公園保育基金首次公布的保育研究結果顯示，
去年共有28條鯨豚在本港水域擱淺，解剖後不但發現其體內積聚大量重
金屬，更首次出現有成年雌性白海豚「一屍兩命」。
■節自《珠江口水域污染 白海豚或劇減74%》，香港《文匯報》，

2014-01-10

持份者觀點
1. 中山大學海洋學院
教授吳玉萍：有機
污染物包括當地農
業所使用的農藥、
不同工業所產生的
多氯聯苯產品，及
重金屬等無機化學
物質；而珠江口部
分水域因經濟發展
迅速，農業及基建
項目比比皆是，重
金屬含量包括水銀、鉛及砷均比黃河及長江流域含量高，從而危害中
華白海豚的免疫、神經及生殖系統。

2. 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總監蔣素珊：珠江口的中華白海豚受水質影響，預
測整個族群在數量上有機會於未來三代，即60年內大減74%，長遠有
瀕危絕種之虞。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中華白海豚數目持續下跌的原因。
2. 承上題，這個原因與內地發展有多大程度上的關係，解釋你的答案。
3. 若中華白海豚數目繼續下跌，將對海洋生態造成甚麼影響？試從兩個
角度加以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珠江口流域污染嚴重是中華白海豚
數目持續下降的主因。 資料圖片

力打「虎」「蠅」
新聞撮要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1月14日在中共第十八屆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
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必須看到，滋生
腐敗的土壤依然存在；堅決反對腐敗，防
止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腐化變質，是必須
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對腐敗分子，發現
一個就要堅決查處一個。
中央紀委監察部1月10日舉行年度新聞
發布會，公布去年共處分18萬餘名違紀幹
部，立案檢查31名中管幹部（中央管理的
幹部），其中備受關注的蔣潔敏、李東
生、李春城三人正立案調查……2013年
內地紀檢監察機關堅持「老虎」「蒼
蠅」一起打，立案件數、結案件數、給
予黨紀政紀處分人數，分別比2012年同
期增長 11.2%、12.7%、13.3%。2013年
全年共接受信訪舉報1,950,374件（次），立
案 172,532 件，結案 173,186 件，處分
182,038人。
■節自《老虎蒼蠅一起打 去年31高官

落馬》，香港《文匯報》，2014-01-11；
《習近平部署反腐 發現1個查處1個》，
香港《文匯報》，2014-01-15

持份者觀點
1. 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
將會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堅
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將做好群眾
來信、來訪、來電和網絡舉報的處置工
作，對實名舉報優先辦理、回覆，對反
映的問題線索認真核實。

2. 中央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腐敗產生
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權錢交易，設租
尋租，權力不正當行使、缺乏有效監督
制約就有可能產生腐敗，如何加強對權
力有效監督和制約是反腐敗體制機制創
新的一個重點。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內地反腐的成果。
2. 試分析內地有關「『老虎』『蒼蠅』一
起打」一說的背景。

3. 網絡舉報在何等程度上推進違規幹部的
檢舉工作？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現代中國

■反貪腐是內地當局的重要工作。圖為公交站
後的反貪腐廣告。 資料圖片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升中面試考創意
新聞撮要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已展開，為協助同學應付升中

面試，有社福機構收集不少學校以往的面試題目，並舉
辦模擬面試，以提升學生自信心及改正面試謬誤。據了
解，學校面試的試題五花八門，不少考核申請者的創
意，包括考問「一本書和一朵雲至少5項相同之處」、
「一個萬字夾至少5項功能」、「如何利用1天26個小
時」等，隨時讓學生目瞪口呆。
■節自《升中面試「神題」「如何用好1天26小

時」》，香港《文匯報》，2014-01-13

持份者觀點
註冊社工陳偉傑：個人檔案是學生成長經歷的其中一
個反映，但非決定性因素，證書多未必有優勢。家長應
選取一些子女有深刻印象的活動，並於事前與子女討論
該些活動的經歷和感受，以免被面試官問到「口啞
啞」。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升中面試題目的特色。
2. 近年，越來越多人認為中學的面試題目的程度越來越
深，令部分家長為子女安排密集式的試前訓練。這種
做法對其成長有何影響？解釋你的答案。

3.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贏在起跑線」是普遍家長對子
女學業的想法？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新聞撮要
英祿稍放軟立場，邀請各黨派領袖開會，研究推遲
下月2日大選，但反對派領袖素貼堅拒談判，呼籲示
威者抗爭至推翻政府為止，「只有一方會贏」。
泰國反對派「封鎖曼谷」行動踏入第二日，大批示
威者繼續佔據交通要道，又包圍多個政府部門，企圖
癱瘓看守政府運作。
■節自《封鎖曼谷 你死我活》，香港《文匯

報》，2014-01-14；《素貼威脅 捉拿英祿》，香
港《文匯報》，2014-01-15

持份者觀點
1. 反對派領袖素貼：會無限期封城，直至看守總理英
祿下台，若政府拒絕下台便將行動升級，包括圍堵

英祿和閣員官邸，甚至捉拿她和一眾官員。
2. 《曼谷郵報》社論：政治改革需要全民討論和參
與，有相當透明度。素貼固然為民眾發出政治改革
的呼聲，但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卻缺陷多多，例如建
議讓各行業民眾組成「人民議會」，選出臨時政府
及臨時總理，並承擔國會職能。這未經大選、不用

對民眾負責的組織，違背民主原則。
3. 輿論分析：雖然當前情況與2006年軍方推
翻他信前夕相似，但軍方今次顯得無意趟政
治渾水，英祿須抓緊時機推行政治改革，爭
取中產支持，才有望化解根本性分歧。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舉例說明泰國政局出現了甚麼問
題。

2. 承上題，這些問題會對亞洲局勢造成哪些影響？試
從兩個問題加以討論。

3. 有人說：「泰國總理近年屢次更替，反映其民主制
度並未成熟。」試就此說，闡釋你的立場和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今日香港

低低薪薪「「職家職家」」津貼津貼突破突破
新聞撮要
行政長官梁振英1月 15日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

告……其中最突破的措施，是建議向符合工時要求的低
收入在職家庭每月發放最多1,000元基本津貼，不設居
港年期要求，估計逾20萬家庭、合共71萬人受惠，每
年涉及30億元開支。當局爭取在明年落實推行。
■節自《增200億扶貧》，香港《文匯報》，2014-01-16

貧窮線（Poverty Line）：根據政府定義，貧窮線是
除稅及福利轉移（政府介入）前，住戶月入中位數的一
半。其擁有三大功能，包括：量度整體貧窮情況、提供
數據基礎以協助制定政策，以及評估政策介入的成效。

持份者觀點
1. 行政長官梁振英：2012年的貧窮數據清楚顯示，處於
貧窮線下的非綜援在職家庭，特別是有兒童或在學青
年的家庭應獲優先關顧，故宣布推出「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原則是以家庭為單位發
放基本津貼，並與就業及工時掛鈎，鼓勵多勞多得，家中有合資
格兒童及青年會獲發額外津貼。為確保資源有效運用，計劃將設
有入息及資產審查機制，並容許擁有自住物業，計劃的設計將盡
量簡單易明，同時有適當的防止濫用機制。

2. 政黨：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背後意義與現行的「鼓勵就業交通
津貼」計劃雷同，應將兩者合併。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政府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因由。

2. 當局應如何防止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被濫用？試提出兩項建議，
並加以解釋。

3. 你支持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與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合併嗎？解釋
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新聞撮要
公立醫院醫護員長期人手緊張，面對大批病人，前線
員工經常超負荷工作……多名工聯會立法會議員1月11
日聯同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召開記者會，表示現時行內
有6,000多名病房助理。由於人手不足，大部分員工每
周工時超出原定44小時，有人更出現腰痛等工傷。
■節自《醫護「七勞八傷」工聯促請人》，香港《文

匯報》，2014-01-12

持份者觀點
1.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病房助理人手嚴重不足，
為員工帶來龐大工作量，可能影響服務質素……病房
助理薪酬過低，員工長期工作量超標，做到「七勞八
傷」，要求當局正視。

2.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向醫管局提出數項要求，包括
提高待遇、增聘人手、簡化招聘程序、增加職業前培
訓、吸引新人入行等。

3. 醫管局：承認病房工作前線支援人手的確較緊張，當
局已積極加強支援組別員工招聘工作。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並說明公立醫院醫護員長期人手緊張
的影響。

2. 試從兩個角度，討論公立醫院醫護員長期人手緊張與
其薪酬待遇有何關係。

3. 在提高待遇、增聘人手及增加職業前培訓三項中，哪
個建議最能解決公立醫院醫護員長期人手緊張的問
題？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醫護「超荷」腰痛
公共衛生

全球化 泰亂鎖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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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本港升中面試題目層出不窮，隨時令考生目瞪口
呆。圖為補習社升中面試班。 資料圖片

知多點

持份者 取態 原因 部分相關價值觀
政府 傾向支持 本港堆填區的容量不足，廢物處理問題刻不容緩。 處事有效率、責任感
政黨 傾向反對 所屬選區的居民傾向反對，因此須對市民負責。 責任感、誠信
附近居民 傾向反對 影響周遭環境及生活素質，且不公平。 自身利益、公平性
一般市民 未清楚 與自身關係不密切 自身利益
環保團體 傾向反對 堆填並非治本方法，認為政府欠缺長遠規劃。 愛護環境

■梁振英早前發表
施政報告，其中一
項突破措施是推出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 資料圖片

■本港醫護人員的工作量大，部分人因而「五勞七傷」。
資料圖片

■■泰國反對派近日進行泰國反對派近日進行「「封鎖曼谷封鎖曼谷」」行動行動。。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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