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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真芋頭（左）與假海芋（右）的外形相似。資料圖片

■■內地嚴禁公車在節假期間被公器私用內地嚴禁公車在節假期間被公器私用。。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府早前公布最新的
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並

展開為期4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冀望收
集各界對人口政策的意見，藉以「集思
『港』益」。諮詢文件指出，香港未來人
口面臨三大挑戰：
1. 人口急速老化；
2. 生育率持續偏低；
3. 整體勞動力減弱。
人口急速老化：香港進入高齡化社會比
預料中更快，根據文件推算，年屆65年
或以上人口將於2041年增加至256萬，佔

全港人口三分一，差不多每3個人，便有
一個是65歲或以上長者；男性和女性的
平均預期壽命分別升至84.4歲和90.8歲；
市民的年齡中位數亦會升至51.8歲；而每
1,000名勞動人口要供養549名長者。
生育率持續偏低：香港的總和生育率雖

曾由2003年低位，即每名女性生產約0.9
名嬰兒，升至2012年約1.3名嬰兒，但仍
遠低於普遍引用的「更替水平」2.1名，
預期2041年香港的總和生育率仍處於低
水平狀態。
整體勞動力減弱：隨着二次大戰後出生

的嬰兒潮一代相繼退出「社會舞台」，香
港的勞動人口於2012年約360萬，攀升至
2018年最高峰371萬後，便開始持續下滑
至2035年的351萬。香港的勞動人口參與
率將由2012年的58.8%下降至2041年的
49.5%。除非香港能大幅度提升生產力，
否則無法維持每年約4%的經濟增長，可
能影響整體社會經濟發展，削弱香港的
「競爭力」。
同學們，現請參考以上資料及右表，試

在課堂提出一些可行建議，為政府出謀獻
策，解決香港未來人口的挑戰吧。

三大人口挑戰 如何集思「港」益30
�(
30
�(

逢星期一見報

新聞撮要
不少市民都會購買

年桔應節，寓意「大
吉大利」。但有環團
預計，今年將有約4
萬盆年桔被棄於堆填
區，重量相等於60
架 雙 層 巴 士 的 重
量……環保協進會去
年亦開始推行「年桔
轉贈網絡計劃」，透

過配對方式讓捐贈機構直接將年桔送到有需要的地方重新種植，為廿間
學校蝴蝶園和有機農場成功配對超過500棵年桔。
■節自《四萬盆桔料棄堆填 重量如60雙層巴》，香港《文匯報》，

2014-01-27

持份者觀點
環保協進會行政總監邱榮光：不少市民都會將年桔的果實醃製成鹹柑

桔，但現時不少農場都會使用農藥以保持桔葉美觀，若市民未有將柑桔
清洗乾淨，便會服食到殘餘農藥。市民購買年桔前，應考慮在節日後繼
續種植，除可減少製造廢物，待農藥分解後於明年便可種出有機柑桔。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港人購買的年桔會對環境造成甚麼影響。
2. 承上題，面對這些環境影響，當局可如何應對？試舉兩項並加以
分析。

3.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農曆新年傳統習俗與現代環保概念存在矛盾」
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公車禁「回家」
新聞撮要
隨着中央八項規定及六項禁令，包括明
文嚴禁在節日期間公車私用等反腐政策出
台，加上各地紀檢部門採取曝光公示、
GPS定位監控、設舉報郵箱、暗訪督查等
方式，加以監控整治「車輪腐敗」，致使
中國官員過往開公車回家的常見「習慣」
也禁止了，令今個春節多地出現嚴格封
存公務車的現象……湖南各市紛紛響
應：在春節前，張家界市委、市政府已
下發相關通知，要求初一至初七春節
「黃金周」期間封存全部公
車；岳陽市則採用衛星設備
對公務車實行實時監控，並
要求 4,000 多輛公務車「貼
標」上路，以便民眾監督。
■節自《多地春節封存公車

反腐》，香港《文匯報》，
2014-02-05

持份者觀點
湖南省紀委：元旦、春節等

重要時刻將組織有關職能部門
對省直各單位公務用車集中管

理、統一調度使用、節假日封存及公車私
用等情況進行明察暗訪。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並說明內地推出甚麼與
公務車使用的指引。

2. 承上題，這種指引與倡廉存在何等程度
上的關係？解釋你的答案。

3. 除上文所述措施外，試提出兩項可行措
施，以加強監察內地公務車的使用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現代中國

新聞撮要
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文部科學省1月27日決定修
改日本初中和高中「學習指導綱要」解說書，妄稱釣
魚島以及韓日有爭議島嶼為日本「固有領土」……此
次修改的是日本初中社會科、高中地理歷史科和公民
科的解說書，「學習指導要領」是日本編寫教科書及
教師授課的指南，在多數情況下，其解說書根據每10
年修訂一次的指導要領進行修改。因此，解說書本應
在2016年內修改，此次中途修改的做法十分罕見。
■節自《日改教材「吞」釣島 中方嚴正交涉》，

香港《文匯報》，2014-01-29

持份者觀點
1. 中國外交部：不管日方如何處心積慮，絞盡腦

汁，變換手法宣傳自己的錯誤
立場，都改變不了釣魚島屬於
中國這個基本事實。
2. 韓國外交部：強烈譴責日

本政府……在日本帝國主義時
期，獨島曾是最先被日本吞噬
的韓國領土，而日本政府反覆
主張對獨島擁有主權，甚至要
把這種主張灌輸給後代，這如實地表明日本仍未拋棄
歪曲歷史的惡習，依舊迷戀帝國主義。
3.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面對

日本一意孤行，中國在軍事、國際輿論、經濟方面有
多重應對措施，對日強硬手段已開始部署：中國執法
船巡邏釣魚島海域，結束釣島的單邊控制；中國劃設

防空識別區，壓縮日本西
太空間；中國啟動東海油
氣田開採，寧波已用上來
自東海油氣田的天然氣。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日本作
出甚麼具爭議性的舉

動，以及中韓對此有何反應。
2. 參考上文，試分析日本這種具爭議性舉動對其與鄰
國關係的影響。

3. 面對日本這種具爭議性的舉動，中國在軍事、國際
輿論及經濟方面都有應對措施，試逐一舉例評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今日香港

制裁制裁菲菲揭序幕揭序幕
新聞撮要
因應菲方仍未滿足人質事件死者家屬及傷者的四大要求，會對菲

律賓實施首階段制裁，特區政府2月5日起暫停菲外交或公務護照
持有人14日免簽證政策。
■節自《報復港停免簽 菲議員倡「反制裁」》，香港《文匯

報》，2014-02-03

制裁（Sanction）：是一種由一個或數個國家（或地
區）或國際組織，以軍事或經濟的強制措施，迫使一國或
多國（或地區）終止或改變其違反國際法、破壞國際和平
與安全的舉動。同時，也是一種強制執行國際條約或協定
的措施。制裁有三大作用：傳達國際社會關注的訊息、改
正某些國家（或地區）所作出讓人無法接受的行動、以及
作為一種更強烈反應的預告。

持份者觀點
1. 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人質事件只是個別地區的事，並
非整個國家的事，故（菲律賓）政府無需要為此道歉，
對香港決定制裁表示遺憾，港府的做法對雙方取得共識
是踏出錯誤的一步。

2. 馬尼拉市長埃斯特拉達：希望香港能接受馬尼拉市政
府的賠罪，勿再要求（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親自
道歉。

3. 馬尼拉人質事件生還者：若菲方態度繼續強硬，港府必
要時應考慮對菲方實施經濟制裁。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港府對菲律賓實施何種措施，以及解釋其背景原
因。

2. 你認同港府對菲律賓政府所實施的舉措是「踏出錯誤的一步」
嗎？試提出兩項理據，並加以討論。

3. 在有關事件上，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港府應對菲律賓實施經濟制
裁？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新聞撮要
假海芋（草酸鈣針晶體植物）與食用芋頭外形相似，
誤食隨時成為中毒根源……去年有10宗病人誤食假海
芋，或進食混雜假海芋葉的通菜、准山等蔬菜中毒，當
中4宗個案是從本港街市及商店購得。
■節自《假海芋似芋頭 去年10宗誤食中毒》，香港

《文匯報》，2014-02-04

持份者觀點
香港中毒諮詢中心總監劉飛龍：雖然（誤食假海芋）
中毒數字較2012年的12宗及2011年的14宗下跌，但問
題仍持續……市民進食假海芋時猶如「咬玻璃」，晶體
會如一根根針般飛出刺穿皮膚和黏膜，引致嘴唇、口腔
和喉嚨黏膜腫脹，口腔及喉嚨麻痹等症狀，嚴重者可因
呼吸受阻致死……市民要到信譽良好的商店買菜，並詢
問蔬菜的來源，以減低中毒風險。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誤食假海芋對人體的影響。
2. 你認為港府應否禁止假海芋等一類進食後易中毒的食
物入境？試從兩個角度，解釋你的答案。

3. 有人說：「當局應為假海芋等一類進食後易中毒的食
物加上警告標籤，以便市民識別。」你是否同意這個
提議？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桔」爆堆填
能源科技與環境

日擅「吞」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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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點

■鄭偉基 香港通識教育會
電郵：ericheng@graduate.hku.hk

新聞撮要
有機構舉辦投票活動，供青少年評選2013年「十大網

絡新聞」，結果早前在網上鬧得熱烘烘的「14巴港女狂
摑跪地男友」獲最高票數；其次是「九龍城拐B案，6萬
網民獻計助尋」及「萬千熄機賀台慶」……十大網絡新
聞中，部分涉及香港政治事件，包括「林慧思事件」
等，反映網絡平台是青少年延伸討論及關注社會事件的
重要渠道。
■節自《青年選十大網聞 「14巴港女」居首》，香

港《文匯報》，2014-01-27

持份者觀點
基督教協基會：現時互聯網充斥不同觀點，內容良莠
不齊，甚或偏頗失實，易讓部分欠缺獨立思考能力的青
少年無所適從，越是關注，越感迷惘。建議教育界培養
青少年批判及獨立思考能力，讓他們學會正確分析網絡
資訊。至於政府則宜善用網絡平台吸納民意，鼓勵青少
年就政府政策發表意見，從而掌握其期望及想法。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描述2013年「十大網絡新聞」的投選
結果。

2. 承上題，有關結果反映哪些與青少年使用網絡有關的
現象？解釋你的答案。

3. 試評論「相比學校和家庭，互聯網更能影響青少年價
值觀」這個說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過年後，大量年桔被棄置到堆填區，令其負荷
猛增。 資料圖片

年份 2001年 2012年 2041年
總人口 648.7萬 684.6萬 796.1萬
年齡結構（佔總人口百分比） 0歲至14歲 17% 12% 10%

15歲至64歲 71% 74% 58%
65歲或以上 12% 14% 32%

年齡中位數 37.2歲 42.8歲 51.8歲
（每1,000名婦女的活產嬰兒數目）
總和生育率 931 1,285 1,151
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 男性 78.4歲 80.7歲 84.4歲

女性 84.6歲 86.4歲 90.8歲
長者撫養比率 163 194 549
（每1,000名適齡工作人士須撫養的65歲或以上長者）

#註：此數字包括外籍家庭傭工。■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1414巴港女巴港女」」網聞稱冠網聞稱冠

■基督教協基會早前公布2013年青少年「十大網絡新聞」
結果，「14巴港女」稱冠。 資料圖片

公共衛生

假海芋真中毒

■特首梁振英（右）宣布，特
區政府由2月5日起暫停菲外
交或公務護照持有人14日免簽
證政策。 資料圖片

■日本經常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做小動日本經常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做小動
作作，，引起中國人民強烈不滿引起中國人民強烈不滿。。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