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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

新聞撮要
港府一直積極覓地，以回應社會對

住屋需要的渴求。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表示，當局計劃把現時找到的逾 70
幅、合共約150公頃的綠化地帶改劃為
住宅用地，預料可興建約9萬個單位，
當中約75%作公營房屋，其餘興建私
營房屋。
■節自《150公頃綠化地擬建9萬

宅》，香港《文匯報》，2014-06-06

持份者觀點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相關土地只
佔整體綠化地帶1%，但相信對增
加住宅供應有一定幫助。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港府將透過甚麼途徑
覓地建樓？

2. 在覓地建樓過程中，會涉及哪些持份
者的利益？試舉例兩個並加以說明。

3. 承上題，當某些持份者的利益受到影
響時，港府應如何發揮協調角色？解
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通識教育科的舊問
題仍未得到解決，新
問題又接踵而來。
課程範圍可議：課

程範圍太深太廣一直令前線教師頭痛不已，
即使教育局和考評局上年中合作推出「通識
教育科課程與評估資源套」，但因並非正式
課程檢討，結果只引起部分同工的注意，對
釐清課程的廣度和深度，未能發揮實質作
用。畢竟通識同工間有不少兼教老師，他們

可能要同時應付兩個新高中課程，未必有時
間消化「資源套」的內容。更有少數聞所未
聞者，都是教育當局鞭長莫及之處。

通識科被戲謔「厭惡科」
探究工作可減：雖然獨立專題探究推行多
年，但前線仍未能應付排山倒海的指導和評
估工作，加上不少老師誤以為獨立專題探究
無助六大單元的學習和公開試，坊間不斷有
意見指應廢除通識教育科的校本評核。筆者

所知，自從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推出後，
學校已不願再增聘老師，但工作量不減，令
通識教育科常被戲謔為「厭惡性科目」。
政治壓力可免：正當內憂未解之時，
外患又起。過去兩年，公開試均有問及
與香港政治相關的議題，特別是去年試
題登出一張「六四」燭光晚會的照片，
引起熱議。雖然該題並非（也不能）考
核考生的政治立場，但仍有輿論質疑閱
卷員能否中肯中立地批改答案。同時，

「佔中」成為城中熱話，有團體推出相
關議題的教材套，但被批評立場偏頗，
幸作者從善如流，願收回訂正。

變成政論課題 老師始料不及
此後，輿論開始集中討論通識教育科

的政治影響和教師專業。對通識教育科
成為政治爭論的課題，許多同工都始料
不及。始終政治議題只是課程一部分，
一些對政治不甚熱衷的老師認為，有時

間還不如多講書、批改專題探究。若論
廢除通識教育，似乎有點因噎廢食。
雖然筆者相信，社會的討論是善意且

良性的，但同時也相信絕大部分老師都
不會利用課室作為政治宣傳的平台。學
生、家長、同事和上司都可充分扮演監
督角色。
同工也不要介意通識與政治沾上邊，

因為我們的工作正是培訓出勇於參與社
會政治事務的新一代，僅此而已。

逢星期一見報

■何嘉謙老師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司庫

持份者觀點
1. 特首梁振英：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
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
普選產生，這是中央政府作出的莊重承諾。

2.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
長兼理事、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饒戈平：「一國兩制」
的根本目的，是既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也要維
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兩者不可偏廢。他又認為，白皮書的發布
有助民眾認識基本法，順利推進普選。

3.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白皮書重申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權
力，如何維護憲法及落實基本法方針，由於部分人對「一國兩
制」不太明白，並作出各種行為包括「港獨」等，白皮書提醒
香港「一國兩制」定義，不可能當香港為獨立地方。

新聞撮要
中國日前將有關南京大屠殺和日本強徵慰安婦
的一些珍貴歷史檔案申報聯合國「世界記憶名
錄」，日本方面竟對此橫加指責，並於6月11日
向中方提出抗議，要求中方撤銷申請。
■節自《日抗議大屠殺申遺 中方斥無理》，

香港《文匯報》，2014-06-12

持份者觀點
1.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中方將有關南京大
屠殺和日軍強徵慰安婦的一些珍貴歷史檔案進
行申報，目的是牢記歷史，珍惜和平，捍衛人
類尊嚴，以防止此類違人道、侵人權、反人類
的行為在今後重演。中方此次申報的相關歷史
檔案真實、珍貴，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符合
有關申報標準。

2.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在需努力改善日中兩國

關係的特殊時期出於政治目的利用教科文組
織，對兩國間過去的一段負面遺產做不必要的
強調，令人極為遺憾。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中國將有關南京大屠殺等歷史檔
案申報聯合國「世界記憶名錄」的目的。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面對日方的反應，中方應
如何回應？試提出兩項建議並加以說明。

3.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南京大屠殺申遺有助現代
人認清史實」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全球化

巴國機場恐襲浴血巴國機場恐襲浴血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相關白皮書
列明甚麼重點。

2.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白皮
書的發布有助民眾認識基本
法，順利推進普選」這個觀
點？解釋你的答案。

3. 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
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後普選產生，在多大程
度上符合港情國情？解釋你
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綠化地起屋

公共衛生

賭齡點賭齡點先先「「夠夠秤秤」」？？

新聞撮要
巴基斯坦發生近年其中一宗最嚴重襲擊，一批
武裝分子6月8日晚深夜突襲全國最大城市卡拉
奇的真納國際機場，與軍警激烈槍戰5小時，造
成最少28死，包括全部10名武裝分子、8名機場
保安部隊人員、3名軍警和3名國營巴基斯坦國際
航空公司職員。巴國塔利班承認施襲，為報復美
軍無人機炸死前領袖馬哈蘇德，並稱襲擊主要目
的是騎劫客機及摧毀政府設施。
巴國政府應對國內局勢的同時，還要分神注視
鄰國阿富汗。美軍預定年底撤出阿國，恐釋放當
地被遏抑多時的恐怖分子，屆時暴力浪潮一旦外
溢，巴國勢首當其衝。
■節自《塔利班襲巴機場 圖劫機撞政府設

施》，香港《文匯報》，2014-06-10；《謝里
夫和談夢醒》，香港《文匯報》，2014-06-10

持份者觀點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中方對事件感到震
驚並予以強烈譴責，向遇難者表示哀悼，向遇難
者家屬及傷者表示誠摯慰問。中方會繼續支持巴
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穩定、打擊恐怖主義。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巴基斯坦受到恐怖襲擊的原因。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美國在中東政局中扮演甚
麼角色？解釋你的答案。

3.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恐怖主義的崛起與美國外
交政策有一定關係」這個觀點？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新聞撮要
都市生活緊張，旅遊是很多港人消閒之選。有認可藥劑
師表示，不少市民生活壓力大，常處於介乎健康與疾病之
間的「亞健康」狀態，疾病或會在旅途趁機爆發。
■節自《壓力大「亞健康」港人外遊易病》，香港《文

匯報》，2014-06-06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藥劑專科學院認可藥劑師鄭綺雯：雖然不少人旅遊
時都會隨身帶備肚瀉、頭痛藥等「平安藥」，卻缺乏全
面、針對性外遊健康周詳計劃，難以預防突發情況。

2. 藥劑師談譜春：特別是前往經濟較落後、衛生環境差劣
的熱帶或亞熱帶地區，如印度、泰國、印尼等，應做好
防蚊措施，以防瘧疾。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描述港人健康狀況。
2.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題1所述亞健康情況的首要成因
是工作緊張」這個觀點？解釋你的答案。

3.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評論港人的健康管理是否充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新聞撮要
不少市民正熱切等待觀看世界盃賽事，到時候可能會投注

碰運氣。有團體調查發現，約25%有賭波習慣的受訪者表
示，會在世界盃期間增加投注；逾半受訪者認同香港賭風嚴
重；約70%擔心青少年參與賭波。
■節自《七成人憂青年賭波 促改賭齡》，香港《文匯

報》，2014-06-08

持份者觀點
1.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雖然民政事務局已聯同警方及
平和基金進行大型反賭波宣傳活動，但宣傳效果仍在發
酵，促請當局和有關單位加強宣傳，傳遞「睇波不賭波、
健康齊踢波」訊息。

2. 新論壇副召集人鄧咏駿：當局應考慮效法澳門和新加坡，
把合法賭博年齡由18歲提升至21歲，加強對年輕人的保
障。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說明相關調查結果反映甚麼社會問題。
2.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當局應考慮效法澳門和新加坡，把合
法賭博年齡由18歲提升至21歲」這個建議？解釋你的答案。

3. 你認為當局應透過甚麼途徑宣傳「睇波不賭波、健康齊踢
波」的訊息？試提出兩項並加以分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能源科技與環境

亞健康港人 旅行易生病

今日香港

逢星期一見報逢星期一見報

現代中國

大屠殺申遺 引以為鑑

舊問題未解 新挑戰又臨

■■南京大屠殺是不容扭南京大屠殺是不容扭
曲的史實曲的史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適逢世界盃熱潮適逢世界盃熱潮，，有人提議提有人提議提
高賭齡高賭齡，，以免青少年受到賭風影以免青少年受到賭風影
響響。。圖為投注站圖為投注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藥劑師說有藥劑師說，，不少市民生活壓力大不少市民生活壓力大，，常處於常處於「「亞健康亞健康」」
狀態狀態，，疾病或會在旅途趁機爆發疾病或會在旅途趁機爆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府一直積極覓地港府一直積極覓地，，以回以回
應社會對住屋需要的渴求應社會對住屋需要的渴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巴基斯坦機巴基斯坦機
場接連受到恐場接連受到恐
怖襲擊怖襲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白皮書白皮書
新聞撮要新聞撮要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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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在香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踐》》白皮書白皮書，，首次全首次全

面總結面總結「「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在港實踐歷程在港實踐歷程。。白皮白皮

書強調書強調，「，「一國一國」」是是

實行實行「「兩制兩制」」的前提的前提

和基礎和基礎，，是香港回歸是香港回歸

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的最佳制度安排的最佳制度安排。。在在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下下，，中中

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

全面管治權全面管治權，，並對香並對香

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

具有監督權力具有監督權力。。

■■節自節自《《中央擁有中央擁有

對港全面管治權對港全面管治權》，》，

香港香港《《文匯報文匯報》，》，

20142014--0606--1111

助助民民識識法法「「 」」

知多點知多點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One Country Two Systems）：）：

意指內地實施社會主義制度意指內地實施社會主義制度，，而香港則實行資本主義而香港則實行資本主義
制度制度。。當中當中「「一國一國」」是強調國家統一是強調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主權和領土完
整整，「，「兩制兩制」」則顯示高度自治則顯示高度自治。。在在「「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下下，，
「「一國一國」」與與「「兩制兩制」」是不可分離的關係是不可分離的關係。。

■■特首梁振英向傳媒簡介特首梁振英向傳媒簡介《「《「一一
國兩制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踐》》白皮書白皮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