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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效應往往刺激
消費意慾。歐美等地
以聖誕、感恩兩大節
日的消費額最高；中
國則是春節；而受中

西文化影響的香港，聖誕、農曆新年都掀
消費熱。
「節日商品化」是指消費漸成節日中不

可或缺的一環，節日變成商機，人們往往
忘卻節日背後的意義，取而代之是送禮、
吃大餐、購物等消費行為。踏入21世
紀，科技、運輸越來越發達，人們的消費
模式亦有所改變。國家商務部公布的數據
顯示，在去年的十一黃金周，內地實體店

的消費額回落，反而網上購物錄得約60%
增長。綜觀全球，網購也越來越盛行。

全球網購越來越盛行
美國：調查公司comScore指出，去年

11月2日至12月22日期間，美國民眾網
購消費金額達38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
長一成。
內地：有報道指，去年11月11日的光
棍節，淘寶網的單日營業額超過350億元
人民幣，約1.5億件貨品送到各地。
香港：PayPal於2011年發表的首分大
中華區《網上及流動購物調查報告》結果
顯示，該年香港整體網購市場規模達19

億美元，預測2015年將會增至25億美
元。
同學讀到相關報道或調查報告時，可嘗

試以不同單元的視角出發(右表)，更全面
地理解議題。

環團倡綠色消費減污染
繼而，同學可進一步思考，面對節日商

品化、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消費主義，環球
社會如何回應？越來越多非政府組織關注
到消費行為對環境帶來的影響，並開始於
全球鼓吹「綠色消費」模式，即一種符合
可持續發展的消費方式，透過適度節制消
費，避免或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和污染。

此外，亦有團體發起「不消費日」
（Buy Nothing Day），於美國感恩節
後一天舉行，旨在抗議消費主義帶來的浪
費資源的消費習慣。在香港，環保觸覺亦
舉辦了「綠色節日」，鼓勵大眾在慶祝節
日時回收再造用過的物料，減少使用即棄
餐具。
通識教育科，重視同學的知識、能力及

價值觀。辨識議題的同時，同學不妨建立
個人的良好價值觀，成為一個良好的世界
公民，以「全球思維，在地行動」為原
則，思考每個消費行為對全球環境、公義
社會帶來的影響，並以個人的消費選擇與
行為表現出來。

逢星期一見報

■樊詩琪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通識科教師、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資深會員反思節日消費 建良好價值觀

現代中國

逢星期一見報逢星期一見報

新聞撮要
研究顯示，香港初中青少年多項品
格長處包括勇敢、毅力、仁慈、公平
等平均值，較美國同齡青少年遜色，
重點原因是香港家長「高控制」教養
方法所致。研究又反映，家長管教
「控制向度」與子女品德評分呈相反
關係，說明「家長越控制，子女越無
品」，情況令人關注。
■節自《家長越控制 子女越無

品》，香港《文匯報》，2014-07-07

持份者觀點
1. 研究項目顧問、中文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倪錫欽：研究中男生品格長處
分數較女生遜色，亦說明香港父母多
對兒子的期望及管束較大……「高

控制」方法可帶來不同程度的反效
果，如孩子面對過分控制和管教，會
出現反叛心理，直接影響親子關係。

2. 香港遊樂場協會總發展主任（青少
年服務）張有勝：管教子女時要
「適度控制」而非「箝制」，例多
給嘗試空間，有助孩子從錯誤中學
習和成長。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並說明相關調查反
映本港父母教導子女的哪些特點。

2. 承上題，這些特點的成因與「贏在
起跑線」有何等程度上的關係？解
釋你的答案。

3. 假如你是青少年教育學家，你會如
何引導「怪獸家長」從正確方向教
育子女？試提出兩項建議並加以說
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家長「高控」子女「衰格」

公共衛生 「捽機」傷身
新聞撮要
在7月3日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反

對派為求「做騷」拉隊離座抗議，激
進反對派議員黃毓民更趁亂向特首梁
振英方向投擲玻璃杯，幸無人受傷。
特首辦發言人證實，就有人在立法
會投擲玻璃器皿，行政長官辦公室已
就事件報警。
■節自《全城譴責議會暴力》、

《特首辦報警 重案組取證》，香港
《文匯報》，2014-07-04

持份者觀點
1. 行政長官梁振英：這個議事廳裡
面，已出現太多語言和肢體暴力，
從幾年前擲第一隻蕉開始，到剛才
看到的事件，社會應反省立法會議
員對青少年發揮的作用。

2.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事件不但危
害在場的行政長官、議員、官員和
保安員，也嚴重破壞了立法會的尊
嚴和立法會的形象。

3.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議員應考慮公
眾利益及公帑使用，履行好議員職

責，向行政長官發問問題，而搗亂
議會運作，只會破壞市民對議會的
期望。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議員掟杯事件」
如何影響立法會的尊嚴和形象。

2.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議員掟杯
事件』會令青少年『有樣學樣』」
這個觀點？解釋你的答案。

3. 試評論「議會暴力」近年在本港的
演變歷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今日香港 議員立會掟杯暴行

能源科技與環境 海上垃圾漂港

全球化

中韓友誼「四堅持」

新聞撮要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3日抵達首爾，開始對
韓國進行國事訪問。當天，韓國三大主流報紙
《朝鮮日報》、《中央日報》、《東亞日報》同
時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發習近平署名文章《風好正
揚帆》……習近平認為當前中韓最重要的是做到
四個堅持：堅持睦鄰友好，增強相互信任……堅
持互利合作，強化利益融合……堅持和平穩定，
守護共同家園……堅持人文交流，搭建友誼橋
樑。
■節自《習近平韓媒撰文：加快自貿談判共同

做大蛋糕》，香港《文匯報》，2014-07-04

持份者觀點
1.著名國際問題專家、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
究所教授張璉瑰：雖然中國外交部之前已明確
指出，習近平訪韓不針對日本等第三方，但在
目前日本政治「右翼化」的大背景下，中韓有
共同的主張和利益，雙方領導人必然會討論如
何共同應對日本的問題。

2.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分析師金漢權：韓國一貫
強調韓美同盟，而美國已明確宣布支持日本的
立場，因此，韓國只會有限度地反對日本。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並說明習近平就中韓關係提出
甚麼主張。

2. 你認為中韓關係穩定發展對亞洲政局有何影
響？試從兩個角度，解釋你的答案。

3. 若日本政治繼續「右翼化」，你認為中國應聯
合韓國抵制日本嗎？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新聞撮要
衛生署7月8日發表「使用互聯網及

電子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諮詢小組」
報告……去年12月至今年1月以問卷成
功訪問 4,310 位家長、教師及中小學
生，結果發現學前兒童開始接觸平板電
腦的年齡中位數為16個月大，最年幼的
從 1個月大已開始使用……調查又發
現，49%中小學生因使用互聯網或電子
屏幕產品而減少睡眠時間、45%學生的
學業成績受影響及37%學生因而放棄戶
外活動。
■節自《近半學生「捽機」喪志》，香

港《文匯報》，2014-07-09

持份者觀點
衛生署社會醫學顧問醫生（學生健康服

務）鍾偉雄：兒童及年輕人應多進行戶外
活動及運動，學前兒童每日最少需要3小
時，而中小學生則需1小時……長時間使
用電子屏幕產品除引致眼部不適，及因長
期保持固定姿勢而影響肌肉及骨骼外，還
有機會導致成癮、發生網絡欺凌及影響社
交發展。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並說明青少年使用電子
屏幕產品的3項影響。

2.「家長加強監管」是改善上題所述影響
的最好方法嗎？解釋你的答案。

3.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使用電子屏幕產
品對青少年而言弊多於利」這個觀點？
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新聞撮要
為協助政府制定應對海上垃圾問題的措

施，政府於2013年3月展開研究……過去
一年，研究初步結果顯示，超過八成海上
垃圾來自本地海岸及康樂活動。當中超過
一半是用完即棄的塑膠製品，包括飲品
樽、發泡膠盒等。
■節自《八成海上垃圾 來自本地康樂

活動》，香港《文匯報》，2014-07-06

持份者觀點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節日過後，例如

中秋節、端午節，都有大量垃圾留在海
灘及海濱長廊，提醒市民反思平日生活
習慣，實行源頭減廢，以及避免使用即
棄物品，與時並進，盡公民責任。政府
會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保持海岸
清潔。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描述本港海上垃圾情況。
2.「市民環保意識不足」是上題所述情況
的關鍵成因嗎？解釋你的答案。

3. 「實行源頭減廢」是消除本港海上垃圾
的最有效方法嗎？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新聞撮要
國際奧委會7月7日晚正式宣布2022

年冬奧會的3個候選城市名單，北京將

與挪威奧斯陸和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

角逐 2022 年冬奧會主辦權。若北京

（包括張家口市）在明年7月的國際奧

委會大會上獲投票通過的話，將會是首

個曾主辦夏奧及冬奧的城市。

■節自《北京入選2022冬奧候選城

市》，香港《文匯報》，2014-07-08

冬奧晉三強冬奧晉三強

知多點
冬季奧運會（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全稱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每隔4年舉
行一屆，賽事的主要特徵是在冰上和雪
地舉行的冬季運動，如溜冰、滑雪等適
合在冬季舉行的項目。第一屆冬奧於
1924年1月25日在法國夏慕尼舉
行。2014年索契冬奧已於2月

8日舉行，賽事為期
16天。持份者觀點

1. 北京冬奧申委副主席、國家體育
總局副局長楊樹安：京張申奧有
四大優勢，包括政府及民眾的支
持，可有效利用北京多個2008奧
運場館，只會新建國家速滑館和
高山滑雪館。

2. 張家口市長侯亮：張家口具備許
多申辦優勢，特別是在雪場硬件
方面，張家口雪資源豐富，滑雪

期長達150多天，冬季平均氣溫
為-12℃，平均風速僅為二級，
山地坡度多在5°至35°之間。

3. 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方力：為了
有效治理北京市的霧霾，空氣治
理工作已成為北京市年度工作的
目標。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並說明北京申辦冬奧的優勢。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你認為北京在申辦冬奧時可能遇到甚麼
困難？試舉3項並加以說明。

3.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北京申辦冬奧利多於弊」這個觀點？解
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北京市北京市（（包括張家口包括張家口））申申
辦辦20222022年冬奧年冬奧。。圖為張家圖為張家
口滑雪場口滑雪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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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與朴槿惠在青瓦台舉行首腦會談，受到韓
國兒童熱烈歡迎。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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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使用
電子屏幕產
品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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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京申辦京申辦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財經專題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