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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香港存在不少社
會問題，引發一些矛
盾。近期，立法會財委
會終於通過新界東北發

展前期工程撥款申請，反東北計劃團體在
會議期間再到立法會發動示威，反對派議
員更在審議撥款前一日，以激進分子的暴
力衝擊向政府發出通牒，指若不押後撥款
申請，議會外將發生暴力衝突。輿論譴
責以暴力行動衝擊立法會、威嚇財委會主
席和履行投票職責的議員，這不但是極端
瘋狂的議會暴力行為，更會危害青少年前

途。在衝擊當天，更有兩名13歲及14歲的
示威者，帶備大量武器如軍刀、鐵錘、噴
火槍、火水等被捕。另外，一名15歲少年
又在討論區留言，抱着「寧為玉碎」心
態，衝擊立法會。筆者認為，同學如要對
這些衝擊立法會的激進派人士有較深入認
識，可多讀社會學理論。在社會學家眼
中，有3套經典理論可解釋這些激進年輕人
的暴力行為。

發展受阻 草根發洩
功能主義觀點：香港文化非常重視成

功，但近年由於經濟及社會結構轉型，有
不少人（尤其年輕人）未能獲得所期盼的
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如置業安居、理想
職業）。社會學家認為，越軌行為的起因
是人們在邁向成功過程中，遇上資源不公
平分配。當一個人的發展受到制度阻礙
時，就會有越來越多人通過社會不能接受
的方式（如暴力行為）來爭取個人目標，
尤其是草根階層的年輕人。功能主義者相
信，暴力反映潛在的社會弊病。社會結構
的功能缺陷造成社會群體間的矛盾衝突，
譬如政府與人民之間。社會條件助長一種

灰心和憤怒氣氛，促進暴力行為的產生。

財富不均 近墨者黑
衝突論觀點：重點研究社會上的權力關

係。他們認為，暴力是社會不平等和壓迫
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後果。只有消滅壓
迫，才能消除社會暴力行為。社會中財富
和機會的分配不公，迫使人們選擇暴力犯
罪。所產生的壓力和絕望導致暴力行為。
要理解暴力必須先理解權力是怎樣在社會
中分配和運行。

相互作用論觀點：嘗試分析在相同的處

境中，有人採取暴力行動，有些人則沒
有。相互作用論者提出，個人若與從事犯
罪或不良行為的人交往，就會學會從事這
類活動的方法和技巧。他還會對這些行為
形成自己合理的解釋，將其價值置於其他
傳統行為之上。
由以上3套理論的分析取向可知，暴力

衝擊立法會的行動，不僅是參與者個人的
心理問題。事實上，他們行動的成因，與
整體社會發展有密切關係。最後，筆者認
為，讀社會學理論是培養多角度思考的有
效方法。

逢星期一見報

■李偉雄 福建（小西灣）中學通識科科主任從社會學角度反思衝擊立會暴行

能源科技與環境

逢星期一見報逢星期一見報

新聞撮要
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對店舖阻街執
法的食環署、地政總署及屋宇署各自為政，縱
容商戶得寸進尺……截至去年12月，全港共
有45個阻街「黑點」，當中8個因應區議會聯
同相關部門與商戶達成共識，容許商戶伸延營
業範圍至舖前指定範圍（酌情容許範圍），但
部門對其餘黑點阻街問題卻長期視而不見……
即使檢控帶來刑罰會對違例者的阻嚇力較高，

但食環署仍甚少行使檢控權力。
■節自《食署懶執法 店舖阻街惡化》，香

港《文匯報》，2014-06-27

持份者觀點
1.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當局要平衡執法
及商戶營商困難兩方面，港府正諮詢巿民應
否以輕易檢控形式（例如告票）打擊阻街。

2. 申訴專員劉燕卿：食環署執法尺度極寬
鬆，又捨難取易，選用較輕條文執法，避
免與商戶起衝突，結果獲酌情佔用官地的
店舖得寸進尺，貨物越擺越出。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食環署有哪些問題為人詬病？
2. 承上題，你認為這些問題的成因為何？試
舉兩項並加以分析。

3. 輕易檢控形式（例如告票）能有效打擊阻
街問題嗎？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今日香港 食署「放生」阻街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演藝生羞家

新聞撮要
日本政府7月1日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正式
通過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議案，
象徵戰後日本安保政策一次最大改動……決議
案亦允許自衛隊參加與美軍的共同活動，包括
共同訓練時使用美軍的武器。對於參與國際軍
事行動，決議允許自衛隊在「非戰鬥現場」對
其他國家部隊進行後方支援，同時規定出動自
衛隊前須先徵求國會同意。
■節自《日解禁鋪路聯合作戰 中韓強烈反

對》，香港《文匯報》，2014-07-02

持份者觀點
1.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解禁是為回應日本周
邊安保環境的變化……雖然決定行使集體自
衛權，但強調不會參加類似海灣戰爭般多國
部隊的作戰。

2.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日本近來在歷史
問題頻頻製造事端，又在軍事安全領域上採
取前所未有舉措，令人質疑日本對堅守和平
發展的決心。

3.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魯光鎰：韓方不會接受
在未得韓國同意或要求下，影響朝鮮半島安
全或韓國利益的事項……日本有關集體自衛
權的考慮，應朝消除周邊國家在歷史問題上
的分歧，並為地區和平穩定作出貢獻的方向
推進。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分別說明中、韓兩國對日本解禁集
體自衛權的立場。

2.試推測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的短期和長遠影響。
3. 試評論「美日在亞洲的影響力會越來越
大」這個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全球化 日解禁集衛權 居心叵測

新聞撮要新聞撮要
最新研究指出最新研究指出，，南極冰層因氣候變化而融解南極冰層因氣候變化而融解，，將使皇帝企鵝數目到將使皇帝企鵝數目到21002100年時大減逾半年時大減逾半。。科學家呼籲把皇科學家呼籲把皇

帝企鵝列為帝企鵝列為「「瀕危動物瀕危動物」，」，以減低氣候變化對牠們造成的衝擊……目前南極洲已知皇帝企鵝聚居地有以減低氣候變化對牠們造成的衝擊……目前南極洲已知皇帝企鵝聚居地有4545

個個，，報告指報告指，，這些地方全都受融冰威脅這些地方全都受融冰威脅，，企鵝數目在企鵝數目在20502050年前年前，，雖仍增加約雖仍增加約1010%%，，但其後將大減最少但其後將大減最少

1919%%，，其中三分二地方的企鵝數目更恐劇減逾半其中三分二地方的企鵝數目更恐劇減逾半，，當中印度洋及東部一帶情況最嚴峻當中印度洋及東部一帶情況最嚴峻。。

■■節自節自《《融冰融冰「「大屠殺大屠殺」》，」》，香港香港《《文匯報文匯報》，》，20142014--0707--0101

公共衛生 抽脂賠命

■■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給予徐才厚決定給予徐才厚
開除黨籍處分開除黨籍處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現代中國 一日打四「虎」
新聞撮要
中紀委網站6月30日傍晚集中通報，前國務院
國資委主任、黨委副書記蔣潔敏，前公安部副部
長李東生，以及前中石油副總經理王永春，涉嫌
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被移送司法機關……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6月30日主持召開中央政
治局會議，聽取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
對徐才厚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徐
才厚開除黨籍處分，對其涉嫌受賄犯罪問題及問
題線索移送最高人民檢察院授權軍事檢察機關依
法處理。徐才厚是十八大以來落馬的首位前中央
政治局委員，更是新中國成立65年以來因貪腐被
查辦的軍隊最高級將領，打破「刑不上上將、軍
委副主席」的慣例。
■節自《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落馬》、《蔣潔

敏 李東生 王永春同日開除黨籍》，香港《文匯
報》，2014-07-01

持份者觀點
北京專家：在「七一」建黨節前夜，中央一日
內通報開除政府和軍隊4位高官黨籍，體現執政
黨前所未有的從嚴治黨的決心。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中央通報開除哪四位高官。
2. 承上題，這種舉動在何等程度上反映中央反貪
腐的決心？解釋你的答案。

3. 「打老虎」會否成為中央往後的執政重點？解
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新聞撮要
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6月26日

為演藝學院學位頒授儀式主禮，但
部分畢業生未有理會嚴肅場合，除
拒絕向她鞠躬，亦有人做出交叉手
勢，又於台下合唱「佔領中環」主
題曲等擾亂典禮進行。
■節自《演藝生失禮 校長教界

不滿》，香港《文匯報》，
2014-06-27

持份者觀點
1. 演藝學院校長華道賢：很抱歉在
這嚴肅的場合打斷你們，
我對學生的表現真的感到
很失望，你們各有政見是
沒有問題的，但這是一個
學校很嚴肅和特別的場
合，我不憤怒但感到傷
感。

2. 津中議會主席林日豐：現
時社會上很多人都將
「我」字放得很大，而將
其他人看得很渺小，這樣

的社會會有很多問題，應加強儒
家文化教育，教導學生尊重和理
解他人感受。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演藝學院畢業生
在畢業禮上作出哪些失禮行為。

2. 參考上文，上述情況反映教育制
度的哪些缺失？試從兩個角度分
析。

3. 承上題，這些缺失是「自我中心
主義氾濫」的後果嗎？解釋你的
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新聞撮要
一名體重達 300 磅的拉丁舞導

師，6月26日下午由丈夫陪同到尖
沙咀一間植髮中心接受抽脂瘦身療
程，術後感到不適並昏迷，由女醫
生報警送院搶救，1個多小時後終
告不治。
■節自《300磅婦疑抽脂瘦身猝

死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4-06-27

持份者觀點
1. 衛生署署長陳漢儀：衛生署計劃
委聘顧問研究醫療儀器的使用管
制，預計明年向立法會匯報結果
及提出立法建議。

2. 工聯會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

會主席許慧鳳：業界存在害群之
馬，要求政府盡快立例，約束不
法經營者。

3. 立法會議員麥美娟：美容與醫療
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不應混
為一談，政府應作出更清晰的釐
定。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抽脂瘦身療程有
何安全威脅。

2. 上文所述意外在何等程度上反映
政府對美容業的監管不足？解釋
你的答案。

3. 你認為政府應如何監管美容業？
試建議兩項並加以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皇帝企鵝皇帝企鵝快快無無「「碇企碇企」」
知多點
全 球 暖 化 （Global

Warming）：指在一段
時間中，地球大氣和海洋
溫度上升的現象。溫室氣
體（如二氧化碳等）排放
過多被視為主因。全球暖
化令冰川和凍土消融、海
平面上升等，既危害自然
生態系統的平衡，更威脅
人類的生存。

持份者觀點
報告第一作者斯蒂芬妮

博士：若海冰融化速度符
合預測，那麼到21世紀
末，即使是羅斯海的最南
部地區也將受影響。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描述皇帝企
鵝正面臨甚麼棲息危
機。

2. 承上題，這種棲息危機
與全球暖化有何等程度
上的關係？解釋你的答
案。

3. 全球暖化對人類生存造
成甚麼影響？試舉3項
並加以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有日本民眾舉牌向集體自衛權說有日本民眾舉牌向集體自衛權說「「不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申訴專員公署揭發食環署在店舖阻街問題上申訴專員公署揭發食環署在店舖阻街問題上
執法不力執法不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對於小部分演藝畢業生的不禮貌行為對於小部分演藝畢業生的不禮貌行為，，
林鄭月娥微笑應對林鄭月娥微笑應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南極冰層因全球暖化而融解南極冰層因全球暖化而融解，，皇帝企皇帝企
鵝恐怕快無鵝恐怕快無「「碇企碇企」」了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