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一項調查發現，2013/14年度年輕人干

犯性罪行的數字較上個年度下跌16.7%，
調查機構認為部分情況未被揭發，故是否
真有下降趨勢仍待觀察……另調查首次發
現，年輕人性罪犯非禮陌生人有上升趨
勢……另研究又發現，犯性罪行的年輕
人，年齡介乎13歲至15歲。
■節自《年輕性罪犯非禮陌生人趨增》，
香港《文匯報》，2014-11-05

持份者觀點
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圓融綜合服務中

心社工程健祖：科技普及令年輕人更易接
觸色情資訊，長期接觸或扭曲其價值觀，
例如曾有學者指出，罪犯或認為女方引起
自己性慾，將責任歸咎對方，對受害人的
同理心亦減低，結果犯事。

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服務總監竺永
洪：當局應採用適切的評估工具，以了解
性罪案年輕人的行為模式轉變，並及早介

入，減低其重犯機會。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有關調查反映甚麼現
象。

2. 試從兩個角度討論年輕性罪犯傾向非禮
陌生人的原因。

3. 你認為港府可採取哪些措施以阻止年輕
人犯性罪行？試提出兩項加以分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在通識教育科上，相信最令人苦惱的是「課題太
多，範圍太闊」這個難題了。每天都有不少新聞時事
發生，要完全掌握每一篇新聞，實是一大艱鉅任務。為

此，適當分類整理是必須的。那該如何分類？筆者想在這裡作出分享。
通識科分為六大單元，以此為分類原則屬可行，但因當中涉及不少議

題，故在處理上會感吃力。我們可以此為基礎，再想多一層，找出背後
的原則性的問題或爭議，並把所認識的新聞時事作分類，可更有效地掌
握當中的概念。

「價值觀」為主幹 議題為例
就以「價值觀」這個概念為例。在各大單元中，有不同的價值觀在遊

走，例如「今日香港」的不同階層的想法、「公共衛生」的健康觀、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的長輩和青少年的想法、「全球化」的不同文
化的觀念等，與其在不同單元中不斷學習「價值觀」，倒不如以此為主
題，並以各大單元的議題為例，這樣一來更易掌握概念的內容，二來亦
可更有效地整合不同單元的主題。

不被持份者局限 拓展思考層面
那麼，我們應如何找出那些背後的原則性問題或爭議？首先，必須打

破議題框架，不要被議題中涉及的範疇或持份者所局限。以內地食品安
全為例，我們當然想到兩地食品檢測制度、人民衛生意識或企業責任這
些主題。但若我們打破「食品」這個框架，把它引申為「產品」，我們

就能想到「企業對產品的素質重視程度會受甚麼因素影響」這個主題。
那麼，除食品外，成衣、智能產品，以至建築和美容服務，都可歸為同
類。若到這個階段，我們應能把不同單元的內容好好作出分類。再舉一
例，若把「衛生意識」這個範疇打破，把主題引申為「人民意識和行為
之間的關連」或「人民意識的不同所帶來的結果」，我們就能把思考層
面拓展，從而好好訓練思維。
因此，在課堂上，老師和同學的討論層面可再進一步深化，從議題中

按部就班地探索下去，直至最後找到背後的原則或理念。在課餘時，同
學亦宜好好建立自己的學習或思考筆記，把課堂或生活中的議題作出精
細拆解，把它們好好分類為不同原則性問題，那麼在學習此科上，應更
得心應手。

學好通識要「諗多啲」
■劉俊偉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

逢星期一見報

新聞撮要
港人關注的股市「滬港通」遲遲未見落實開通，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11月4日表示，將在北京
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期間，探討「滬港
通」何時可開通，倘有機會見到國家領導人，亦會
向領導人爭取早日落實「滬港通」。
■節自《特首：「滬港通」開通需全社會配合》，
香港《文匯報》，2014-11-05

持份者觀點
1.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

「滬港通」何時才能推出現不清楚，但不可能被擱
置。因為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特別是通過與香港資
本市場的連通，有利推進內地資本市場更快開放，
倒逼內地資本市場進行制度和監管辦法等方面改
革，並能幫助已習慣在內地市場運作的金融機構培
育在全球資本市場配置資產的能力……開放「滬港
通」存在一定風險，因為兩地稅收、股票市場交易
等制度還存在很大差異，因此為防範未來風險，
可能在準備過程中還需更細緻完善。
2. 行政長官梁振英：「滬港通」對香港金融發展
是大事，對香港作為國際和國家的金融中心都
有很大裨益；但同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兩
個重要條件，包括社會秩序和法治環境。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滬港通」可能受到
哪些因素影響而仍未落實。

2. 「滬港通」對兩地發展有何利弊？
試各舉一項討論。

3. 解決「佔中」問題在多大程度上
有助加快「滬港通」開通？解釋
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年輕性罪犯「陌」近

「佔中」釀垃圾山
新聞撮要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對「佔中」的環境

監察報告批評「佔中」釀成環境災難，
「佔領區」出現大量物資浪費、濫用及
盜用情況，並有嚴重的環保與衛生問
題，義工甚至在現場垃圾分類中，發現
帶有精液的安全套和針筒……在中環、
灣仔、金鐘、銅鑼灣及旺角的集會中，
首4天已使用逾150萬個膠水樽，數量極
龐大，其中三成樽裝水未喝光便遭棄
置，還有未拆封的食物、新的物資及醫
療物資被當垃圾拋棄……發生光污染及

噪音污染影響居民事件。
■節自《垃圾堆積如山「佔」出環保災
難》；《健康「隱患」堪憂 環保協會
提八訴求》，香港《文匯報》，
2014-10-31

持份者觀點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主席樊熙泰：「佔

中」每日產生垃圾之多已造成一場環保
災難，很多市民不同意興建焚化爐及擴
建堆填區，但在「佔中」一個月內已產
生大量垃圾，這是港人自己造成的「垃

圾圍城」困局……現在「佔領區」90%垃
圾都無分類。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香港環境保護協會對「佔
中」的環境監察報告指出哪些問題？

2. 承上題，這些問題對本港不同持份者造
成甚麼影響？試舉兩項分析。

3.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佔中』釀成環
境災難」這個觀點？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全球化

新聞撮要
葡萄牙為更好掌握龐大的中國市場，
挑選手製鞋履出產地、人口約2萬的北
部小鎮聖若昂達馬德拉做試點，把普通
話列為學童必修科，希望透過培訓華語
專才，打開外銷中國的大門……葡國經
濟在歐債危機中元氣大傷，當局為提振
經濟，把目光放到潛力巨大的中國市場
上。受惠於中國經濟崛起，葡國出口至
中國的奢侈鞋履從2011年的一萬對，激
增至去年的17萬對，銷售額達到540萬
歐元（約5,245萬港元）。
■節自《葡小鎮學童必修普通話》，香
港《文匯報》，2014-11-03

持份者觀點
1. 負責教育政策的聖若昂達馬德拉市

議員南特斯：中國是全球最大市場，培

訓華語專才應付未來發展是大勢所趨。
葡政府注視試行計劃的成效，決定是否
將進一步推行至全國。
2. 鞋廠老闆塔瓦雷斯：讓兒童盡早學

普通話可帶來優勢，中國有朝一日會成
為葡國的主要市場，下一代懂華語，可
成為擔任銷售工作或工廠管理層的最佳
人選。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說明葡萄牙聖若昂達馬德拉
為何把普通話列為必修科。

2.你認為葡萄牙漢語熱與中國綜合國力提
高有何關係？試從兩個角度討論。

3.針對現時中國軟實力的逐步增強，你認
為將來漢語會否代替英語成為世界第一
語言？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葡童漢語熱

滬港何時通？

現代中國

今日香港

能源科技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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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本港在個多星期以來確診兩宗

本地登革熱病例，兩名患者均在港
鐵西營盤站地盤工作，食環署11月4

日派員滅蚊……根據視察所見及報告，
工地衛生情況良好，但難免有積水，情
況不太嚴重，不過面積很小的積水已可

滋生蚊子，而且登革熱潛伏期相對較長，可
達兩周。
■節自《高永文憂登革熱成風土病》，香港

《文匯報》，2014-11-05

持份者觀點
1.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在白紋伊蚊中，

登革熱病毒可一代傳一代，若不及早消滅，登革
熱恐成風土病。由於登革熱的潛伏期較長，不能排除有
其他市民或該地盤的工友已被蚊叮，現仍處潛伏期。
2. 港鐵署理行政總裁梁國權：由以往每周噴灑滅蚊油

兩三次，增至現時每日一次，會更頻密清理積水，及與

承建商保持緊密聯繫。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登革熱的感染途徑。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分析登革熱成為風土病的可能
性。

3.試從兩個角度，討論港府高度關注本地登革熱病例的原
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太太凶凶之旅之旅」」

新聞撮要
繼無人飛船早前升空爆炸後，太空旅遊企業維珍銀河11月1日試飛載客用太空船時亦發生故障，

太空船在高空爆炸解體，墜落地面斷成多截，正副機師一死一重傷，是2003年以來美國首宗航天
任務致命意外……據報自2007年起，業界已多次向維珍及華府警告太空船的安全性，但未獲理
會，有專家甚至稱爆炸屬「意料中事」，形容是「俄羅斯輪盤」。
■節自《美太空船解體 炸毀太空之旅》，香港《文匯報》，2014-11-02；《維珍華府 無視

「太凶船」警告》，香港《文匯報》，2014-11-03

爆爆

知多點
太空旅行（Space Travel）：太空遊項目始於2001

年4月30日。第一名太空遊客為美國商人丹尼斯．蒂
托。專家表示，未來的太空旅遊將呈大眾化、項目多樣
化、多家公司競爭、完善安全法規四大趨勢。

持份者觀點
1. 國際太空安全進展協會（IAASS）火箭推進專家坎貝爾：

維珍使用一氧化二氮作為燃料推進劑具危險性，科學界仍未了解
這種化合物，不宜用於載人飛行……對發生爆炸並不驚訝，這就
像俄羅斯輪盤，看誰不幸。

2. IAASS總監斯戈巴：維珍拒絕與公司以外的業界專家分享
資料、拒絕派員出席IAASS會議，又不容許同業檢視火箭設
計，公司秘密作風令人難以了解。
3. 維珍集團創辦人布蘭森：外界在調查結果公布前作評論是

不負責任，不會放棄夢想，亦不會盲目推動計劃……至今未有預
約乘客要求退款，反而有人在意外當日報名，以示支持。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舉例說明太空旅遊存在甚麼危機。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試從兩個角度，分析太空旅遊興起背

景。
3. 太空旅遊的商業化運作會影響其安全性嗎？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勁勁

■■白紋伊蚊是登革熱的傳播源頭白紋伊蚊是登革熱的傳播源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人認為，「滬港通」將利好香港股市。
資料圖片

■■維珍太空船早前發維珍太空船早前發
生震驚全球的爆炸事生震驚全球的爆炸事
故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