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英國財相歐思邦於12月3日公布，明年4

月起外國企業若把在英國賺到的利潤轉移至
外國，會被徵收25%「轉移利得稅」(Di-
verted Profits Tax)，旨在打擊企業藉此避
稅……多間知名企業如亞馬遜、蘋果公司、
facebook、Google及咖啡連鎖店星巴克等，
均被指利用會計手段，把獲利透過轉移至稅
率較低的國家來避稅……雖然他沒指名道

姓，但他提到科技公司問題特別嚴重，因此
傳媒戲稱此稅項為「Google稅」。
■節自《英推「Google稅」打擊跨國企
業 避 稅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4-12-05

持份者觀點
1.英國會計師事務所HW Fisher & Co合
夥人賴蘭：「Google稅」原則是好，料

不會對普遍跨國企業構成太大影響。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英國採取何種措施打擊
跨國企業避稅。

2. 承上題，英國所採取的措施將對哪些跨
國企業產生影響。試舉例說明。

3.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Google
稅」的成效如何？分3方面解釋說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全球化

能源科技與環境

大多數學生認為作答通識科只需要字數多，便能夠
獲取較高分數。因此，老師不難在日常測驗或考試發
現，學生的作答往往仿如長篇小說，引言部分已佔數
百字，結果成績自然往往不如他們心中所想，並認為通

識評分標準難以掌握，甚至予人認為老師按喜好給分的印象。

答得多不等於取高分
其實，大多學生分數偏低的問題原因並非論說過於簡單，或者表述單

一觀點，通識考試已經歷多年，學生只作出單一觀點的論說已不多見，
作答字數多於1,000已成常態，反而大多數學生未能考取高分的主要原因
是出現離題的毛病。
以「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香港政府增加興建公屋能夠提升基層生活素

質」為例，大部分學生都能夠列舉擴建公屋的好處及壞處，並且指出政
府應否擴建公屋的原因。不過，是次的問題重點在於擴建公屋「能否提
升基層的生活素質」，不在於「政府應否興建公屋」，結果學生作答篇
幅再多，亦未能獲得較高的分數。

未審題就下筆易失分
學生出現離題的原因雖多，不過主要的原因有二：首先，學生出現審

題不清的毛病，往往看見部分提問字眼便下筆作答，結果未能找出問題
的考問重點。其次，學生基礎知識不足，只能以有限的知識解答問題，
結果學生答案往往風牛馬不相及，令老師覺得學生答非所問，所以即使
答案字數再多，亦未能獲得分數。
學生要減少出現離題的情況，可以從兩方面改善。首先，針對審題不

清的問題，學生宜在作答時就重要的字詞概念作出定義，或以一小段簡
單回應問題內容，使用以上方法的好處不單有助建立作答框架，減少出
現言詞閃爍或不必要內容的毛病，而且學生在作答時亦能提醒自己問題
的考問重點，避免出現離題的情況。
另一方面，由於學生日常束書不觀，基礎知識不足，導致作答內

容答非所問，影響分數。由於基礎知識不足非一時三刻可解決，學
生除了溫習課本外，亦可每天抽空閱讀本地報章，了解本地及內地
新聞。由於歷屆考試必然涉及一些本地及內容熱門議題，所以學生
若能每天抽空閱讀報章，不但有助拓展學生視野，了解現今本地及
內地情況，避免出現因知識不足而出現的離題情況，而且學生亦可
利用報章的事件作為論據，增加作答的說服力，避免出現游談無根
的情況。

審清題 建框架 免離題
■魏文輝 前線通識教育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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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青衣海邊於12月7日晨有一隻鱷龜在

岸邊礁石上爬行，有釣魚客發現惟恐發
生危險報警。警方到場將鱷龜帶走，交
由愛護動物協會檢驗，事件列作「動物
發現」處理。有專家估計該隻鱷龜本是
寵物，但遭人遺棄。
■節自《淡水鱷龜海放生專家批「推佢
去死」》，香港《文匯報》，
2014-12-08

持份者觀點
1.香港兩棲及爬蟲協
會 項 目 主 任 葉 家
恒：放生鱷龜其實
亦常見，因不少人
沒想到鱷龜可長達2
呎，家居環境未必
適合，當鱷龜愈長
愈大便會萌生遺棄
念頭。不過鱷龜為
淡水龜，放生到海
中 無 疑 推 牠 送
死……別以為將鱷
龜放生到淡水湖便

沒有問題，因或會對附近物種帶來影
響，可演變成生態災難，奉勸市民不要
進行此類放生活動。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鱷龜遭人遺棄的原因。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市民選擇放生
時，有甚麼注意事項？請舉例說明。

3.你認為上文提出的放生活動將對其周邊
環境造成甚麼影響？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GoogleGoogle稅稅」」挫避稅挫避稅

一入淘寶難甩身一入淘寶難甩身

新聞撮要
內地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

寶日前發布了自 2004 年公司
成立以來用戶的「十年賬單」，
引得不少用戶紛紛在網絡及微信
上晒出自己的支付寶賬單。支付

寶方面提供的數據顯示，自 2004 年
以來，內地民眾通過支付寶進行網絡

支付的總支出筆數為 423 億元（人民
幣，下同）。從省份排名看，上海以人

均支付金額 38,561 元居首位，北京排第
二。除了購買餘額寶（由支付寶為個人用
戶打造的餘額增值服務）之外，生活繳

費、信用卡還款、手機充值、轉賬是人們使
用支付寶時最常用到的4個功能。

■節自《網晒支付寶十年賬單上海人做敗家王》，香
港《文匯報》，2014-12-10

持份者觀點
1.網友：原來10年間在支付寶裡花的錢，早就夠買一輛

車或是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了。
2.網友：賬單中的排行榜功能涉及侵犯隱私，自己的賬
單都能被支付寶上的好友看見。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人們使用支付寶時最常用到的4個功能
是？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支付寶賬單帶來的爭議。
3.你認為淘寶的興起，對內地電商市場有何影響？解釋你的
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私影私影」」留倩影留倩影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新聞撮要
萬眾期待的中環摩天輪（Hong Kong Observation

Wheel）於12月6日突然宣布下午開業。營辦商發言
人表示，預計摩天輪將會非常受歡迎，估計每年吸引
逾百萬人次到場。
■節自《摩天輪突轉 客嫌安排亂》，香港《文匯
報》，2014-12-06

持份者觀點
1.遊人鄭小姐：摩天輪附
近沒配套設施，吸引力
較低，期望營辦商加設
攤位和售賣紀念品。
2.海洋公園前主席盛智
文：（摩天輪）可以為
港島區帶來更多人流，
成為中環新景點，期望
如英國「倫敦眼」一樣
成功。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摩天輪位於香港哪個地方？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摩天輪的落成為香港旅遊
業帶來甚麼影響？

3.承上題，你認為摩天輪營辦商應採取何種措施吸引更
多的客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摩天輪轉 維港增色

放生變殺生放生變殺生

今日香港

食鹽多食鹽多 易患病易患病公共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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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

新聞撮要
警方西九龍重案組於12月10日續調查15歲「私影」女被殺案，消息稱姓郭女

死者事發時應邀到疑兇位於旺角甘芳街寓所進行「私影」，疑因拒絕性侵犯，被
綁起復遭扑暈，之後被人塞入旅行篋拖往附近廣東道的酒店闢室再進行性侵犯，

及後以尼龍袋藏屍棄入砵蘭街垃圾站……涉被「龍友」(攝影發燒友)殺害的
15歲姓郭「私影」女，花名小B，消息稱她與家人同住青衣，本在葵青
區一間Band 1英文中學讀書，但去年唸畢中三後輟學，據悉過去曾有

離家出走紀錄。 ■節自《「私影女」遭扑暈塞篋運酒店姦殺》，
香港《文匯報》，2014-12-11

持份者觀點
1.小B原來就讀的英文中學女校長：小B在該校由中一讀至
中三，成績及操行中等，今個學期本可原校升讀中四，不過
她選擇退學，並解釋稱希望修讀自己有興趣的專科。
2.青協督導主任陳文浩：當參與一些高危活動例如「私
影」、「援交」等時，如遇到疑惑更要提高警覺，盡快離
開危險地方。

知多點
私影（Private Shooting）：全稱私人攝影

活動，是沙龍攝影愛好者（俗稱龍友）
其中一種活動，由龍友與拍攝對象
（模特兒或角色扮演者）自行透過
電話或網際網路約定地點和時間舉
行，有別於龍友於公開活動中進行
拍攝。但有部分犯罪分子會假扮
龍友，並以「私影」為名，誘騙
少女拍攝裸照惹來爭議。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疑兇以甚麼為由邀請女死者到其寓所。
2.試從3個方面建議，少女進行寫真攝影時如何自保？
3. 你認為政府、社工、學校及家庭在青少年「私影援
交」的議題上的角色是甚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不少人相信放生能積福。 資料圖片

■■位於香港中環海濱的摩天輪位於香港中環海濱的摩天輪，，1212
月月55日早上舉行開幕禮日早上舉行開幕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淘寶已融入國人的生活中淘寶已融入國人的生活中。。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聞撮要
食物安全中心於12月10日發表總膳食研究的

第九份報告，結果發現港人飲食習慣不理想，估
計六成市民在日常飲食中吸取過多鈉（即鹽），
但相反一些基本礦物質包括鈣、鐵、鉀的攝取量
卻不足，中心指人體吸收過多鈉會導發高血壓和
冠心病，而缺乏部分礦物質容易引起骨質疏鬆、
貧血等疾病，建議市民應保持均衡飲食。
■節自《港人食鹽多 易患冠心病》，香港《文
匯報》，2014-12-11

殺身禍隨身殺身禍隨身
■■涉殺未成年涉殺未成年
「「私影私影」」少女少女
被捕被捕「「龍友龍友」」
被帶返西九龍被帶返西九龍
警察總部警察總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持份者觀點
1.中心首席醫生（風險評估及傳
達）楊子橋：市民的飲食習慣不太
理想，建議日常出外用膳可選擇少
油、少鹽的菜餚，烹調食物時減少
使用調味料及醬料如鹽、醬油和蠔
油；至於鈣、鐵、鉀可從奶類製
品、豆類、深綠色蔬菜、水果及堅
果食物中吸收……建議市民可多留
意食物的營養標籤。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人體吸收過多

鈉會導發哪些疾病？
2. 試從3個方面建議，市民如何

保持健康飲食習慣？
3. 你認為業界在包裝食品的營養

標籤上標明營養資料的做法可否有
助市民保持均衡飲食？解釋你的答
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