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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新界南總區與香港青年協會「青

年違法防治中心」合作推行的「守
望計劃」，是全港首個在年輕人被
捕後提供即時介入服務的計劃。警
方把正在等候調查或司法程序的年
輕人轉介予青協的社工，為年輕人
和其家人提供支援及情緒輔導。計
劃自 2012 年 6 月實施，針對 10 歲
至 17 歲被捕年輕人，成效顯著。
根據青協統計，281位參與計劃的
年輕人，有九成五在3個月內沒有
重犯罪行，反映年輕人的守法意識

提高。
■節自《「守望」青年犯見效 重

犯率減》，香港《文匯報》，
2014-06-12

持份者觀點
新界南總區刑事部行政及支援警

司周光宗：2013年1月至4月與2014
年同期的數據顯示，10歲至15歲被
捕少年的人數由 202 人下跌至 180
人……年輕人除不可參與非法賭博
活動，也要小心求職騙案、科技及
毒品罪行……過往被捕年輕人最常

干犯的罪行為盜竊，其次與黑社會
有關。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守望計劃」的實
施效果。

2. 參考上文，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
「『守望計劃』有助提高年輕人的
守法意識提高」這個說法？

3. 你認為警方、學校和家長應如何合
作防止青少年墮進犯罪陷阱？試舉
例加以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前蘇聯作家奧斯特洛
夫斯基（Nikolai Alexee-
vich Ostrovsky）說過：

「不管一個人多麼有才能，但是集體常常比
他更聰明和更有力。」因此，老師不可閉門
造車，也要吸收別人的親身見聞。早前在公
開講座中，聽過一些通識科5**考生的分
享，當中仍有一些記憶所及的點子可與大家
討論。
其中一名同學提及，上課留心老師如何分
析，平日做好功課（計時；字要清楚，不需
漂亮）、多用腦圖協助分清概念，讀報時找
爭議點，參考不同持份者看法，並思考如何
駁論，最後建議多與同學討論。這些看似老
生常談，做到需要花些工夫，但卻不難。基

於同學的分享，筆者再補充一兩點：

行文前擬段要 摩打手速寫
先說一段往事：現代作家郁達夫應邀演講

文學創作，他走上台迅即在黑板上寫了
「快、短、命」3個字。台下的聽眾都滿腹
疑團，不明所以。郁達夫接着說：「黑板上
的3個字就是文學創作的要訣。『快』就是
痛快；『短』就是簡明扼要；『命』就是不
離命題。演講與作文一樣，不可說得天花亂
墜，離題太遠。完了。」郁達夫從寫那3個
字到演講完畢，總共用了不到兩分鐘時間，
和他的「三字要訣」──快、短、命，極其
脗合。
由此引申，快、短、命可否應用在通識科

答題？其實可以。
所謂快，應是構思快、書寫快，行文也要
爽快！才情無限，時間有限，所以行文前一
定先要構思各段大要，然後用「摩打手」把
它完整地書寫出來。行文也忌用文學手法，
要開門見山，不拖泥帶水，此謂之爽快也！

照應題目根幹 磨利筆論證
所謂短，應是段落短、總結短。每一段落

其實只須包含一個論點和一個論據，最後加
上小結即可，其他只是畫蛇添足而已！而總
結只須簡略地總括上文，不宜行文太多，浪
費時間。最重要時，磨利你的筆，把論證完
美發揮，用最短的文字把抽象的概念，言簡
意賅地向評卷員展現出來，若像麥太向麥兜

說床頭故事般便是大忌了！（麥太講的故事
是：從前有一個小朋友撒謊，有一天，他死
了。）
最後要命，也是同樣道理，要符合題旨。

所以，除了題根，題幹也要照應，這是很重
要的。
上文關於技巧，事實上態度也很重要。

《莊子．天地篇》提及，遠古傳疑時代，黃
帝登上崑崙山頂峰瞭望，但在歸途上，失去
他的玄珠（黑色的明珠，即治國之道）。他
派遣知（聰明有學識）去找，但找不到；又
派遣離朱（視力很好），也找不到；再派遣
喫詬（大力士），也找不到。最後，他派遣
罔象（無所用心的人），結果找到了，黃帝
也很奇怪為何他成功。你又知道嗎？

其實，罔象非靠幸運，無所
用心並非甚麼也不想，反而是
指「空虛其心」。前三者都是有才能的人，
但對自己的能力有所執着，急於求成。罔象
坦蕩蕩，無機心，更沒思想包袱，只是勤奮
而不辭勞苦，因此較易成功。
各位考生，你的競爭對手是全港中六同

學，考試只講求是否準備好，而不是講天資
過人。只要專心一致，努力讀好概念，增長
情境知識，總有符合期望的成績。
記得插畫家幾米《馬戲團團轉》有一句說

話：「因為孤獨所以讀書，因為讀書所以喜
歡孤獨。」把讀書視為樂趣，筆者會甘心孤
獨，因為相信除應考文憑試外，通識科的思
維訓練會讓人受用一生。

逢星期一見報

■官文傑 前線通識科教師、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員

持份者觀點
1. 海關版權及商標

調查科高級監督李漢華：今次行動並非針對世界盃足球賽事
的直播，而過往市面亦不時有不同非法機頂盒及程式出
售……有購入及使用該類非法機頂盒的市民及店舖可能面臨
民事責任索償。

2.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業界版權持有人包括無綫電視，曾
多次透過不同渠道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有關政府部門投
訴、及反映電視機頂盒侵權的嚴重情況，希望政府採取持續
行動及制訂有效法規。

新聞撮要
中國企業帶着「Made in China」
（中國製造）相關產品成功攻陷世盃：
小至比賽用球、吉祥物、紀念品，大至
連接比賽場館接駁車輛、廣告屏、安檢
設備等，囊括低端代工、高端製造，成
為「世界盃經濟」直接受益者。
■節自《中國造攻陷世盃》，香港

《文匯報》，2014-06-15

持份者觀點
中國南車一位負責海外業務的經理：
與沃爾沃、奔馳相比，我們的節油率高
出10%，但價格便宜10%至15%。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描述世界盃的相關產品有
何特點？

2. 承上題，試從兩個角度，分析這種特
點的成因。

3.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世界盃反映中
國是世界工廠」這個說法？解釋你的
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全球化 世盃大小 中國製造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購入和使用非法機

頂盒可能會有甚麼
後果。

2. 參考上文，分析非法
機頂盒近期在港流行的原因。

3.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政府對非法機頂盒的監
管不足」這個觀點？解釋你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新聞撮要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6月17日展開訪英行
程，先後拜會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同
卡梅倫首相舉行中英總理年度會晤。兩國
領導人見證雙方40多個政府合作協議和
企業商業合同的簽署，總額逾140億英鎊
（約1,841億港元），為歷年之最……能
源合作或成為李克強訪英期間簽下的「最
大單」。
■節自《中英簽千五億天然氣大單》，

香港《文匯報》，2014-06-18

持份者觀點
1. 英中貿易協會主席詹誠信：核電投資
方面的談判將繼續保持積極勢頭。

2.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
主任、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許勤華：在大能源時代，能源權表現
出多元化態勢，中國作為最大市場，
已可撼動世界能源格局。以前，中國
通過外交獲取能源；如今，中國通過
能源的消費權換取更多東西。這是一
種實力的體現，顯示出中國開始真正
運用明確的對外能源政策。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中國如何實現對外能源
政策。

2.「中英能源合作」在何等程度上有助穩定
世界能源供應格局？

3. 中國近年經常投資外國業務，這在多大
程度上反映中國國力日漸強大？解釋你
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新聞撮要
衛生防護中心6月17日證實本港今年首宗日本

腦炎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患者情況穩
定，現正留院接受治療。26歲女病人居於天水圍
天恒邨，最近沒有外遊或接觸動物……當局指過
去10年，本港每年有不多於5宗本地個案。
■節自《今年首宗日腦炎 圍城女中招》，香港

《文匯報》，2014-06-18

持份者觀點
1.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日本腦炎是一種由
帶病毒的蚊子經蚊叮傳播的疾病，暫未有人傳
人的風險，主要於內地及東南亞流行。

2. 天恒邨區議員陸頌雄：過往曾多次收到居民投
訴邨內蚊患嚴重，溝渠、簷篷都是積水的黑
點……雖然屋邨每月定期噴滅蚊水，但蚊患情
況未見太大改善。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解釋日本腦炎的傳播途徑。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你認為衛生當局應採取
何種措施防治日本腦炎？試舉兩項並加以分
析。

3.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港人對傳染病風險的認
知有所提升」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新聞撮要
最近一份施政報告宣布成立「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研究進一步開發大嶼山東部，建設「東大嶼都會」，更希望
大嶼山成為中區及九龍東以外的一個新核心商業區。但發展
計劃有其局限性，梅窩村民反映梅窩一直被忽略，未能受惠
於大嶼山發展帶來的經濟效益及人流。有政黨提出多項建議
活化當區的歷史建築及發展本地遊，包括古蹟單車遊及興建
特色碼頭，冀將梅窩打造成一個「旅遊重鎮」，帶動當區經
濟。
■節自《梅窩還要「霉」多久？》，香港《文匯報》，

2014-06-16

持份者觀點
1.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政府應對古蹟群進行歷史評
級，真正達到保育及活化古蹟。

2. 綠色力量：保育環境並非不可進行發展，而發展的大前提
須以保育為先，因為南大嶼山是有豐富的生態價值。若政
府進行發展，其形式須以生態保育、生態旅遊及教育性為
主，而且在選擇硬件配套時要小心，避免對環境構成損
害。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梅窩面臨甚麼發展困局。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政府進行發展時應考慮甚麼因素？試從
3個角度討論。

3.有人認為「梅窩可憑生態旅遊打出新天」，你在多大程度上認
同這個建議？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考通識要「快、短、命」

新聞撮要新聞撮要
本報記者近日在深水埗鴨寮街發現本報記者近日在深水埗鴨寮街發現，，

不少攤檔公開擺賣電視盒子不少攤檔公開擺賣電視盒子（（即即

機頂盒機頂盒），），聲稱可同時免費收看本聲稱可同時免費收看本

地收費電視頻道及世界盃賽事地收費電視頻道及世界盃賽事，，當中當中

有人明知盒子犯法有人明知盒子犯法，，還揚言盒子破解後難還揚言盒子破解後難

以追蹤以追蹤，，用家毋須憂慮被捕用家毋須憂慮被捕，，更落足更落足「「嘴頭嘴頭」」指指

盒子正熱賣中盒子正熱賣中，，勸記者勸記者「「要買趁快手要買趁快手」」……海關接投訴……海關接投訴

後後，，66月月1818日首次引用日首次引用《《版權條例版權條例》》搜查九龍及新界搜查九龍及新界55處處

地點地點，，包括深水埗鴨寮街一個售賣非法機頂盒檔及貨倉包括深水埗鴨寮街一個售賣非法機頂盒檔及貨倉，，

共拘捕共拘捕99人人，，檢獲檢獲4141部非法機頂盒部非法機頂盒，，市值約市值約1414萬元萬元。。

■■節自節自《「《「盒子盒子」」偷睇世盃滿街賣偷睇世盃滿街賣》，》，香港香港《《文匯文匯

報報》，》，20142014--0606--1313；《；《機頂盒侵權睇波機頂盒侵權睇波 99賣家落賣家落

網網》，》，香港香港《《文匯報文匯報》，》，20142014--0606--1919

知多點知多點
《《版權條例版權條例》（》（Copyright OrdinanceCopyright Ordinance）：）：於於19971997年年66月月

2727日生效日生效。。此不時被檢討和修訂之條例為認可類別的文學此不時被檢討和修訂之條例為認可類別的文學、、戲劇戲劇、、音音
樂及藝術作品樂及藝術作品、、電影電影、、電視廣播及有線傳播節目電視廣播及有線傳播節目，，以及在互聯網向公眾人士發以及在互聯網向公眾人士發
放的作品放的作品，，提供全面的保護提供全面的保護。。

偷睇世界盃犯法偷睇世界盃犯法

現代中國 華推能源外交展實力

能源科技與環境 快助梅窩除「霉」 公共衛生 日腦炎襲圍城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守望」青年犯防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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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正為球迷正為
國家隊歡呼國家隊歡呼
喝采喝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人透過非法機頂盒偷有人透過非法機頂盒偷
睇世界盃賽事睇世界盃賽事。。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世界盃的吉世界盃的吉
祥物由中國製祥物由中國製
造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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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擁吻球迷擁吻
世盃獎座世盃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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