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維港水質近年漸見改善，有賴工程費

用達175億元的「淨化海港計劃」。計
劃中一段長21公里、於海平面下163.8
米及穿越維港的深層排污隧道，10月6
日全面貫通，負責收集來自8個基本污
水處理廠的污水，輸送到昂船洲污水處
理廠。
■節自《排污隧道貫通助淨維港》，

香港《文匯報》，2014-10-07

持份者觀點

渠務署署長鍾錦華：計劃第二期甲能
處理所有來自維港兩岸的污水，持續改
善水質，包括增加含氧量13%、減少污
水的大腸桿菌量約99%及減少每天淤泥
約800公噸至1,000公噸，同時有望令維
港內海洋生物種類增加。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舉例指出維港水質改善的原
因。

2.除上題所述外，討論其他兩個維港水質
改善的因素。

3.維港渡海泳近年復辦，與其水質改善有

多大關係？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從過去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統計資料中可見，
通識教育科平均有逾八成五考生取得2級或以上成
績，相信普遍高中生都會認同要於通識科取得升讀大
學的基本資格（即3322中的2）並非難事。然而，筆者

不得不承認考生對通識科仍存在較大的負面感覺，例如認為考核要求過
高、範圍過闊、評估標準不清等。

思考訓練為先 知識為次
歸根究柢，原因在於科目特質與一般以學科知識為本的科目不同，通

識科旨在訓練及考核考生思考技能為主，相關知識為次。以2012年文憑
試卷二第一題為例，資料顯示香港發展機場第三條跑道的不同持份者的

觀點，而小題a要求考生探討「在香港，發展基本運輸設施時，應優先
考慮整體社會利益而非個人利益」此說在何等程度上成立，題目主要評
估考生在技巧層面上如何綜合發展基本運輸設施（而非僅集中於第三條
機場跑道）的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比較兩者的利與弊、影響層面與範
圍，從而歸納出個人立場，若考生只集中於知識層面，討論資料所提供
的機場第三條跑道的整體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或以課堂學過的第三條
機場跑道的不同立場的爭辯作答，答案自然與題目要求出現分歧，在評
估架構下會被評為「中中」或「中下」等級。

「考好」與「學好」概念不同
當然，高層次的答案要求考生引用本港其他基本運輸設施的例子作論

據，然而所謂的基本運輸設施可大如建造港鐵新線路，也可細如日常的
路面重鋪工程，我們總不能期望中六考生對所有基本運輸設施有深入的
認識，更何況除運輸設施外，還有成千上萬議題可作考核。有意見認
為，通識科應同樣重視技能和知識層面，但其所包括的議題之廣，筆者
曾以地球所有事物來形容。
其後，有考生指出筆者的錯誤，地球以外的太空科技亦應是通識科之

內的議題，所以要於高中兩年半時限內完成此項「創舉」，筆者自問無
能為力。
如何令考生「學好」通識和「考好」通識是兩個不同概念，前者以理

想、願景推動；後者較考試導向。筆者相信兩者並不一定互相排斥。在
往後日子，筆者將從課程設計、認知層面和考試技巧上探討有關議題。

考核範圍廣如太空「負感」較大
■戴健暉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人文學科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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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平等機會委員會就修改歧視條例的公眾諮詢原
定10月7日屆滿，但不少港人擔心條例修改後，
會傾向新來港人士及訪港旅客，紛紛在限期前表
達意見，平機會遂將諮詢期延長至10月31日……
有調查顯示，83.3%新來港人士親身遭遇歧視，與
2012年的83%相若，可見社會教育未見成效。
■節自《新來港者「一人一信」挺修歧視

例》，香港《文匯報》，2014-10-08

持份者觀點
社協社區組織幹事施麗珊：港府多項政策對新
來港人士都有區別對待，例如綜援、公屋等都有

居港年期限制，存在不公平，政府及平機會有必
要透過修訂《種族歧視條例》，將新來港人士納
入條例保障範圍，以全面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憲法規定及回應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
委員會的建議。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描述有關新來港人士的歧視調查。
2.承上題，從兩個角度分析新來港人士遭
歧視的原因。

3.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應立法禁止種族
仇恨及種族騷擾」？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新聞撮要
「十一」長假掀起旅遊熱

潮，門票接連漲價，5A級景區均
價更邁入「百元時代」；另一方
面，卻有一部分人可免費賞景、出
入自由，其免票手法五花八門。「特
權旅遊」現象長期蔓延於各地景區……
據新華社報道，黃金周曾出現遊人的種
種不文明舉動，垃圾堆山、塗鴉連篇、
動物受驚、花草不寧……但隨中國愈加

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和公民道德規範，文明出遊漸
成中國人共識同舉。今年黃金周，垃圾「隨手
扔」現象明顯減少，景區塗鴉銳減，海灘裸曬現
場也絕跡。

■節自《「特權旅遊」曝光 不買票不排隊》，香港
《文匯報》，2014-10-03；《內地文明旅遊漸成氣
候》，香港《文匯報》，2014-10-08

持份者觀點
1. 湖南省委黨校公共教研部主任、公共管理教授王學傑：

免票實際上免的是規矩，批條子、打招呼免票是公權力濫用的
體現。特權和腐敗是孿生兄弟，幹部利用手中公權力，把家

人、親戚、朋友帶到各大景區享受免費服務，要嚴格禁止。
2. 黑龍江佳木斯遊客張浩：隨時把垃圾整理好，方便自己，

也不給別人添麻煩。
3. 旅遊業者：通過政府有意識引導、法律有效規範、社會共
同監督、公民個人意識覺醒，中國人將逐步改善近年的旅遊負
面形象，而「文明中國人」在不久將來會成為中國的一張新名
片。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說明「特權旅遊」。
2.參考上文，舉例說明內地人出遊時有哪些個人素質需待改善？
3.你認為內地政府應採取何種措施來杜絕「特權旅遊」？試舉兩
項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慧

排污隧道淨維港排污隧道淨維港

兒走兒走「「黑黑」」路父懵然路父懵然
新聞撮要
尖沙咀漆咸道南嘉芙中心10月5日發

生的疑涉黑幫尋仇斬人案，涉嫌斬人反
被斬至重傷的22歲年輕刀手黃文健留醫
兩日後，延至10月7日不治。
■節自《刀手不治 父不知兒淪為黑

幫》，香港《文匯報》，2014-10-09

持份者觀點

黃父：文健自幼無心向學，中二輟學
後曾做過搬運工作，及至一年多前又透
過在內地做茶葉生意的叔父運茶葉來港
做批發，惜生意失敗欠下巨債，結果要
變賣內地房屋代兒償還10多萬元欠債，
但仍不時有人上門追債……根本不知他
何時加入黑社會，更淪為黑幫刀手，最
終賠上性命。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說明年輕刀手的價值觀與社
會規範有何衝突。

2. 年輕刀手誤入歧途以致賠上性命，誰應
負責？解釋你的答案。

3. 面對黑社會對年輕人的影響，社會不同
持份者可如何應對？試舉兩項分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能源科技與環境

全球化

新聞撮要
10月8日有一名21歲少女在銅鑼灣一
間醫學美容中心接受大腿抽脂療程時，
突告昏迷，送院搶救後，目前情況危
殆。警員事後分到醫院及美容中心調
查，衛生署亦已介入向兩名負責手術的
醫生了解情況。
■節自《21歲女美容院抽脂命危》，

香港《文匯報》，2014-10-09

持份者觀點
1. 涉事的「DR REBORN」：會由註
冊整形外科專科醫生親自會見病人，為
病人解釋手術風險與進行手術風險評
估，並需由病人作書面確認。即使病人
決定進行手術，該診所亦不會於即日提
供手術服務，以確保病人經過冷靜與詳
細的考慮，並將再為病人安排手術日
期。若病人於手術過程需進行麻醉，病

人將需重新安排面見註冊麻醉科專科醫
生，並由麻醉科專科醫生為病人解釋手
術風險與進行手術風險評估，並需由病
人作書面確認。

2. 專科醫生：超重、心肺功能很差、
患嚴重糖尿病及因心血管疾病正服用薄
血藥或阿士匹靈等，都不宜做抽脂手
術。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近期發生甚麼醫學美容
事故。

2. 舉例討論政府當局在醫學美容事故上可
扮演甚麼角色。

3. 針對醫學美容事故頻生，有人建議「抽
脂屬於須受規管的醫學程序，應被立法
規管」。你同意嗎？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少女抽脂變玩命少女抽脂變玩命

歧視修例諮詢反應歧視修例諮詢反應「「火熱火熱」」

公共衛生

今日香港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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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新聞撮要
本年度諾貝爾獎本年度諾貝爾獎1010月月55日起陸續公布日起陸續公布，，此獎雖堪稱科學界此獎雖堪稱科學界

最高殊榮最高殊榮，，但近但近3030年來年來，，由於驗證突破性科學理論所需時間愈來由於驗證突破性科學理論所需時間愈來

愈長愈長，，科學家往往要在提出理論後數十年科學家往往要在提出理論後數十年，，才獲諾獎認可才獲諾獎認可，，部分人部分人

甚至等不及甚至等不及，，在領獎前離世……福爾圖納托今年初聯同多名科學家在領獎前離世……福爾圖納托今年初聯同多名科學家

在在《《自然自然》》期刊撰文期刊撰文，，稱在稱在19401940年以前年以前，，需等需等2020年才獲獎的個案年才獲獎的個案，，分別分別

只佔物理學獎只佔物理學獎、、化學獎和醫學獎的化學獎和醫學獎的1111%%、、1515%%和和

2424%%；；但自但自 19851985 年起年起，，比例分別增至比例分別增至

6060%%、、5252%%和和4242%%。。若按此推算若按此推算，，到本到本

世紀末世紀末，，科學諾獎平均等待時間將科學諾獎平均等待時間將

很可能超出人均壽命很可能超出人均壽命。。

■■節自節自《「《「頒得太遲頒得太遲」」諾諾

獎等到死獎等到死》，》，香港香港《《文匯文匯

報報》，》，20142014--1010--0606

持份者觀點
持份者觀點

11.. 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主席

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主席

利丁利丁：：目前安排是要給予時間驗證

目前安排是要給予時間驗證

得獎理論的真實價值

得獎理論的真實價值，，例如例如「「上帝上帝

粒子粒子」」理論早於
理論早於19601960年

代提出
年代提出，，

但到但到20122012年
才首次證實

年才首次證實。。

22.. 芬蘭阿爾托大學物理學家福爾圖納

芬蘭阿爾托大學物理學家福爾圖納

托托：：應改慣例
應改慣例，，允許向已故科學家追

允許向已故科學家追

頒諾獎頒諾獎。。

知多點知多點
諾貝爾獎諾貝爾獎（（Nobel PrizeNobel Prize）：）：根據瑞典化學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於根據瑞典化學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於19011901年起頒發的獎項年起頒發的獎項。。

諾貝爾是近代炸藥的發明者諾貝爾是近代炸藥的發明者，，因此獲得巨大財富因此獲得巨大財富。。但他對發明用於破壞感到震驚但他對發明用於破壞感到震驚，，於於18951895年年1111月月2727日在法日在法
國巴黎立下遺囑國巴黎立下遺囑，，用其遺產中的用其遺產中的33,,100100萬瑞典克朗成立基金會萬瑞典克朗成立基金會，，將基金所產生的利息每年獎給在前一年中為人類作出將基金所產生的利息每年獎給在前一年中為人類作出
傑出貢獻或作出傑出研究傑出貢獻或作出傑出研究、、發明及實驗的人發明及實驗的人。。諾貝爾獎共分諾貝爾獎共分55個領域個領域：：物理學物理學、、化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文學、、和平和平。。

多角度思考
多角度思考

11.. 根
據上文

根據上文，，指出諾貝爾獎的頒發安排存在甚麼爭議

指出諾貝爾獎的頒發安排存在甚麼爭議？？

22.. 承
上題承上題，，你認為這種爭議的背景因由為何

你認為這種爭議的背景因由為何？？試舉例加以討論

試舉例加以討論。。

33.. 你
在多大程度上認同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應改頒發機制

應改頒發機制，，向已故科學家追頒諾

向已故科學家追頒諾

獎獎」」這個建議
這個建議？？解釋你的答案

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李慧

■內地人
提倡文明
旅遊。
資料圖片

■維港水質改善，近年復辦渡海泳。
資料圖片

■醫學美容廣
告近年大行其
道，相關事故也
頻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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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愛因斯坦

斯坦曼斯坦曼

愛迪生
愛迪生

等到落黃泉等到落黃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