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香港青年協會調查發現，分別有男生

及女生，早於12歲及13歲已初次發生性
行為，男生多數較着重個人滿足，女生
則是因着重對方愉悅，才在不情願的情
況下發生，但雙方往往在性行為後均後
悔不已。
■節自《誤當破處「變大個」青年事

後空懊悔》，香港文匯報，2014-11-13

持份者觀點
1. 現年18歲的Carman：5年前從網上

認識當時21歲的男網友，相識不到一星
期就被氹上男方家中，並在沒有心理準
備下半推半就發生首次性行為，事後沒
有快感只有痛楚，更覺得毋須珍惜身
體，相隔一星期後再與該男網友第二次
發生關係，結果拍拖1年就因性格不合分
手。
2. 城大社會科學系講師黎定基：香港雖

推行性教育多年，但指引自1997年推出
以來未曾更新，加上社會夾雜傳統華人
觀念，應推行健全課程，協助青少年確
立自我觀念，提升自我防衛意識。
3. 青協督導主任陳文浩：建議家長與子

女討論兩性相處和戀愛界線，明白「雙
方溝通」及「表達個人對性和戀愛期
望」的重要性。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男生和女生初次發生性
行為的原因。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試從兩個角度，
討論年輕人應如何糾正性觀念。

3.在加強性教育工作上，你認為政府、學
校或家長應扮演最關鍵角色？解釋你的
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

9月初，台灣警方刑事局偵破一宗地溝油案件，震驚
兩岸。其中台灣著名油廠「強冠」亦使用涉事地溝油，
而當地夜市、小食店、餅店及連鎖食肆等均受「污

染」。在食物供應鏈全球化下，香港無可避免也受牽連，食物安全中
心指出，多間食品進口商都曾入口「強冠」豬油來製作食品。而作為
「通識人」，究竟可如何解讀台灣地溝油風暴，從而理順此社會議
題？下文簡單列出建議的探究方向：
1. 何謂地溝油？
2. 為甚麼會出現地溝油？
3. 台灣地溝油事件對本港生活素質帶來甚麼負面影響？
4. 相關事件揭露本港食物監管制度有何不足之處？

5. 嘗試提出一些可行辦法，解決上述事件再度發生。

從經濟法治等多角度歸納因素
建議答題方向或相關知識：

1. 地溝油（gutter oil）現時還沒有法定定義，一般理解是如果在溝
渠內棄置的油循環再用就是地溝油，又名餿水油或坑渠油。國際間
沒有特定有效的科學方法去化驗地溝油，主要針對地溝油的污染
物，看其污染物會否超過標準而引起危害，這些污染物主要是重金
屬，致癌物苯並芘，檢驗這些物質有沒有超標來決定食油會否受污
染。

2. 可從經濟誘因（成本及效益）、商業道德、法治及執法等因素作出

歸納。
3. 可從消費者健康（身理及心理）、商舖營業情況（經濟）、政治問
責、香港品牌（「美食天堂」美譽）等因素作出歸納。

4. 可從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的角色及其職責，法例賦予的執法權力及政
府跨部門協作的有效性等作探究主線。（可參考《食物安全條例
（第612章）》）

5. 可從立法禁用任何「再用油」作食物原料及規管廢油回收及再造、
設立恆常食油追蹤機制、加強各地政府部門通報工作等作探究主
線。
相信同學若能從以上建議方向作出探討，就算以後遇到相關題目，

也能迎刃而解。

台地溝油風暴「通識人」如何解讀？
■鄭偉基 香港通識教育會 電郵：ericheng@graduate.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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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超支金額約50億元，
當局估計是受到工程延誤與工人工資上升等多項因
素影響，引起建造業界不滿。
■節自《大橋超支 政治爭拗拉布禍首》，香港

《文匯報》，2014-11-09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近3年工人
工資每年平均上升10%，合計只有約3億元，佔超
支額不足6%，當局說法欠公允……早於工程環評
受阻一刻已埋下超支伏線，最大原因在於立法會與
政府不合作，立法會拉布及政治爭拗更是罪魁禍
首。
2.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工程進行緩慢並非

政府問題，當中涉及不少政治問題，為工程注入不
明朗因素。
3.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大橋工程展開時正

值金融海嘯，及後經濟復甦，令各項成本包括建築
工人、材料等價格上升，再加上曾經歷司法覆核，
均是令造價不斷上升的因素。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當局認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
超支的原因。

2.承上題，建造業界和立法會議員對官方的說法有何
反應？試舉例加以說明。

3. 在經濟和政治兩項中，哪個是較影響港珠澳大
橋香港口岸工程超支的因素？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新聞撮要
全球用電量、垃圾量、碳排放

量持續飆升，均反映出人類對大自
然資源的揮霍無度，讓地球響起警

鐘。香港浸會大學可持續發展校園專責
小組召集人、生物系助理教授鍾姍姍深

明推動環保的重要性，她率領小組成員分
別針對學生及教職員層面不遺餘力地推動
一連串環保措施，締造可持續的低碳校
園，更首次在校內推行較大規模的「廢物審
計周」行動。早前她與一群浸大生便齊齊戴上
手套、口罩，埋首垃圾堆中，檢視校內部門每天
產生的垃圾量；結果發現全新的卡通水樽、仍可
書寫的文具、完好無缺的Cupcake等，「大嘥」情況
值得關注。
■節自《浸大生「摷垃圾」 揪出校內「大嘥

鬼」》，香港《文匯報》，2014-11-07

持份者觀點
1. 浸大可持續發展校園專責小組召集人鍾姍姍：不

少學生組織仍堅持傳統做法，派傳單、派禮物，未有落
力減少資源浪費。即使部分教職員也未有時刻響應小組
的環保小貼士，有時也會忘記關掉不必要的燈、電器。

2. 浸大「校園低碳先鋒」張楚彤：環保不是閉門造車，
需要我們感染身邊的同學與朋友，鼓勵他們參與其中。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舉例說明大學校園的物資浪費情況。
2.承上題，試從兩個角度分析這種浪費情況的成因。
3.你認為港生應如何「感染身邊的同學與朋友，鼓勵他們
參與環保活動」？試提出兩項建議並加以分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未夠秤未夠秤」」悔嚐禁果悔嚐禁果

從從「「中國夢中國夢」」到到「「亞太夢亞太夢」」
新聞撮要
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9日出席

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
商領導人峰會，並首次提出「共築亞
太夢想」……中國發展將給亞太和世
界帶來巨大機會和利益，中國願意同
本地區各國攜手實現亞太美好夢想。習
近平還就外界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
疑惑作出闡釋，指出當前經濟風險確實
有，但沒那麼可怕，中國經濟的強韌性
是防範風險的最有力支撐。
■節自《習近平首提「共築亞太

夢」》，香港《文匯報》，2014-11-10

持份者觀點
1.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

究員金柏松：「亞太夢」的提出實際上是
拋棄冷戰思維，把中國與其他亞太經濟
體緊密相連，共同尋求進一步發展經
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會使亞太地
區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通過精誠合
作，共同為實現美好生活而努力。
2. 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會長唐

國強：「亞太夢」是中國特色外交思想的
新實踐，體現和平發展、合作發展、共
同發展的外交道路和「親、誠、惠、
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從「中國夢」到

「亞太夢」，其核心都是經濟發展、社
會穩定、人民幸福、社會進步。這點在
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都有共通之處，也
容易引起各國民眾的共鳴。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說明「亞太夢」的核心是甚
麼？

2. 參考上文，舉例比較「亞太夢」與「中
國夢」的異同。

3. 「亞太夢」的建築對亞太地區局勢有何
正面推動作用？試從兩個角度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全球化

新聞撮要
港人平均每天鹽和糖的攝取量超出世
衛標準，食物安全中心為減少港人攝取
鈉及糖，成立「降低香港食物中的鈉及
糖國際諮詢委員會」。
■節自《港人「重口味」 食安擬鹽

糖「限量」》，香港《文匯報》，
2014-11-12

持份者觀點
1. 食物安全中心顧問醫生（社會醫學）

（風險評估及傳達）何玉賢：有研究指港人
每日食9克至10克鹽，是世衛建議一
倍，而世衛建議每日食少於50克糖，有
逾三成港人都出現超標情況。
2.「降低香港食物中的鈉及糖國際諮

詢委員會」成員、英國專家 Graham
MacGergor：人體長期攝取過多鈉和糖
會引發高血壓、致命性中風、冠心病和

肥胖等健康問題。以香港為例，港人攝
取鈉的主要來源是醬料如豉油，有部分
豉油含鹽量更是海水四倍。
3. 本地專門售賣醬料的李錦記：作為

醬料行業的一分子，會持開放態度，積
極留意工作小組的成立及相關計劃內
容。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說明人體長期攝取過多鈉和
糖所引起的健康問題。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你在多大程度上
認同「港人的健康問題與工作壓力有更
大關係」這個觀點？解釋你的答案。

3.假設你是衛生當局官員，你會推出甚麼
措施來推動港人重視健康飲食？試提出
兩項建議並加以分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

港人嗜甜愛鹹港人嗜甜愛鹹

港珠澳大橋超支港珠澳大橋超支 誰之過誰之過？？

公共衛生

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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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期選舉美中期選舉
新聞撮要
美國中期選舉點票工作大致完成，初步顯示共和黨在參議院最少新增7席，令議席增至過半數的

52席，加上眾議院優勢擴大，使該黨繼2006年後，再次同獲國會參眾兩院控制權，令奧巴馬提早
淪為「跛腳鴨」總統。更令共和黨人鼓舞的是，多名在關鍵搖擺州份參選的候選人均勝出，為該
黨出戰2016年總統大選打下強心針。

■節自《共和黨盡攬搖擺州 2016勝算增》，香港《文匯報》，2014-11-06

知多點
搖擺州（Swing State）：指那些沒有一個單一候選人或政黨擁有壓倒

性支持度以取得選舉人票的州份。這些州份是兩個主要政黨（如美國的共
和黨和民主黨）在總統選舉中的爭取目標，因為贏得這些州份的選舉人票
對獲勝十分重要。

持份者觀點
1.評論分析：近年國際局勢緊張，極端組織席捲中東，若兩年後情況未變，將有利軍事外交政策
偏向鷹派的共和黨的選情……民主黨變成少數派後，該黨參院領袖里德未來可仿效共和黨過往6年
的手段，在參院「拉布」，拖延不利民主黨的法案通過。
2. 《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共和黨勝選，除了天時地利，它針對每個州的情況選擇合
適候選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奧巴馬今年在空襲敘利亞及伊波拉抗疫過程備受批評，共和黨便
引導選民把對他的不滿轉化為選票，令中選成為針對他的變相公投，最終奪得大量選票。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說明美國總統奧巴馬「提早淪為『跛腳鴨』總統」的原因。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歸納美國政治和社會兩方面現正面臨甚麼挑戰。
3. 試預測美國中期選舉結果對兩年後的總統競選有何啟示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攞頭彩攞頭彩共和黨共和黨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
程超支約程超支約5050億元億元。。圖為該圖為該
橋位於赤鱲角機場以東的橋位於赤鱲角機場以東的
人工島人工島。。 資料相片資料相片

■■屬民主黨的美國總屬民主黨的美國總
統奧巴馬苦對中期選統奧巴馬苦對中期選
舉結果舉結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中期選舉美國中期選舉
由共和黨奪得大由共和黨奪得大
多數議席多數議席。。圖為圖為
該黨就選舉結果該黨就選舉結果
召開新聞發布召開新聞發布
會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