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44歲的肖女士和丈夫備孕一年，終於

如願懷上二胎，但13歲的女兒雯雯（化
名）百般不願意，相繼以「逃學」、
「離家出走」、「跳樓」等相威脅。懷
孕13周零5天的肖女士不得不含淚終止
了妊娠。
■節自《13 歲女自殺逼父母棄二

胎》，香港《文匯報》，2015-01-19

持份者觀點
1.市漢口醫院心理康復科主任胡紅濤：像
雯雯這些反應太過激烈的孩子，家長應
該反思下平時的教育是不是存在問題，
家長要及時糾正自己的行為。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雯雯採取甚麼方式逼其
父母放棄二胎？

2. 你認為雯雯不希望父母生下二胎的原
因。請舉例說明。

3.假如你是雯雯的父母，你將採取甚麼方
式讓「雯雯」接受二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港種弱效流感疫苗港種弱效流感疫苗
新聞撮要
世衛被指錯判冬季流感趨勢，令流感

疫苗未能針對最流行的H3N2「瑞士型」
流感病毒，導致今年各地採用的流感疫
苗保護率大打折扣……本港最流行的流
感病毒為H3N2「瑞士型」，而非世衛評
估的「得克薩斯型」，導致今年各地採
用的流感疫苗保護率大打折扣。
■節自《流感變種疫苗效弱 港籲照

種》，香港《文匯報》，2015-01-18

持份者觀點
1.特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流感病

毒出現基因轉變，目前所用流感疫苗對
正流行的流感病毒只有兩成保護率，世
衛一向根據檢驗到的流感病毒轉變，建
議下一年用哪一種型號流感疫苗，但病
毒飄移現象不斷發生，因此一般有時間
差距……現有疫苗仍然有效，它仍有保
護及不同型號病毒之間有交叉，就算疫
苗不是針對現在其中一個型號，對我們
仍有保障。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本港現時最流行的流感
病毒是甚麼？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世衛錯估冬
季流感趨勢的原因。

3. 試從兩個角度，指出本港市民如何防範
流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學生正在注射流感疫苗。 資料圖片

公共衛生

編者按：有見近日社會對正在進行的通識教育科中
期檢討有不少關注，本報教育版在「通識把脈」這一

專欄中特設「通識教育自由講」平台，廣邀多位資深前
線通識科老師，一連幾期在該平台上發表對整個新高中學制及通識教育
科的施行和長遠發展作出的優化建議。

新高中通識科正進行中期檢討，教育局提出課程修訂方案，引起社會
各界討論。由於當前高度政治化的社會環境，有人以通識科課程受政治
干預為由，反對建議中單元一刪除青少年參與社區事務的內容。其實，
有關課程改革方案早在年前已經進行，在「佔中」發生以前，上述改革
建議已經多次討論，不少通識老師均早已知悉，足見事件根本與近期政
局發展無關，指責當局以政治干預通識課程，實屬毫無理據的主觀臆測
和渲染。反之，我們應該排除種種干擾，從長遠角度出發，對通識課程
作出較大程度的改革，解決當前教與學面對的問題。

修改小修小補 難以解決問題
當前教育局建議的修訂方案只是小修小補式改革，無助解決課程內容

繁重、教學議題艱深、師生不勝負荷、學習成效受局限等問題。第一，
不少建議中的改動，如刪去政治全球化議題，只是追認不少學校已就課
程進行的校本調整，故實質幫助不大；第二，部分改動，如單元一刪除
青少年參與社區事務的內容，只是刪削課程文件內六大單元中相互重複
的部分，教學內容根本沒有實質減少；第三，建議澄清了部分課程內容
範圍，如單元三「探討問題」內的「可持續發展」改為「環境保育」
等，是較有意義的改動，但份量太少，部分內容範圍廣闊和含糊的探討
問題未有處理，如單元二「生活質素」和單元六「可持續發展」等內容
包羅範圍甚廣，就未見加以澄清和處理。

課程內容過多 靠狂補課應付

基於上述理由，教育局建議的改革方案根本未能解決通識科內容過多
和過深的問題。當前通識老師之所以能暫時應付，實有賴大量課後和假
期補課。事實上，由於課程繁多，教時不足，同學能力參差，不少老師
教學時往往只能點到即止，在學生知識不足或一知半解下進行討論，跟
昔日教育局強調通識科要做到「知識建構」的宗旨有相當差距。在這樣
的局限下，考評局用「去知識化」的方法擬定大部分題目和評分方法，
較少要求學生對試題的背景知識有充份掌握，轉而要求扣題和推論等技
巧，部分評卷員甚至以是否合乎文章套路作為評改準則。於是，在考試
指揮教學的怪現象下，部分學校通識教學進一步忽視議題背景和知識傳
授，大大影響教學質素。
因此，有關當局應把握中期檢討的機會，對課程構架和內容作適切的

調整，或將六大單元重新整合，削減較大內容，或在維持六大單元的前
提下，劃分「必修」和「選修」單元，既不要因政治而干預課程，也不
要因政治而迴避專業和合理的改革方案。

通識課程何去何從
■黃家樑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

逢星期一見報

新聞撮要
為遏制威脅民航飛行安全的

違法行為多發勢頭。中國民航局
近日表示，今年將嚴厲依法查處
飛機上吸煙、打架、滋事等非法干
擾行為和因航班延誤等矛盾問題引發
的違規行為。同時，民航將着手建立
旅客信用信息記錄和聯動機制，加大對
違法違規和不文明行為的懲處力度。
■節自《吸煙打架納航空「黑名

單」》，香港《文匯報》，2015-01-19

持份者觀點
1.國家空管法規標準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浩：（對
於頻繁發生的「空鬧」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立法滯
後，缺少對不循規旅客進行處罰的程序性和實體性
規定，導致大量不循規行為未得到處罰或者處罰過
輕。

2.航空法專家張起淮：「空鬧」多是因為一些小事所引

發，如空乘服務問題、航班延誤等，除了完善航空安全立
法，還要加強對旅客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對於近日頻發的「空鬧」事件，民航處擬
採取哪些措施？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空鬧」將造成甚麼不良影
響？試舉例說明。

3.你認為上述措施的成效有多少？解釋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女以死相逼女以死相逼 母泣棄二胎母泣棄二胎

今日香港

「「日本製造日本製造」」救經濟救經濟
全球化

新聞撮要
市建局於1月16日宣布啟動九龍城
區第九個重建項目，地盤位於2010年
塌樓現場附近的春田街雙數街號和鶴
園街2號至4號共14個街號樓宇，涉
及70個業權。地盤將興建30層住宅和
3層商業平台，提供約150個中小型住
宅單位，預計於 2023/2024 年度完
成。
■節自《春田街重建 150 伙料虧

蝕》，香港《文匯報》，2015-01-17

持份者觀點
1.市建局總監（規劃及設計）馬昭智：
以今日市價計算，項目總發展成本初步
估計約12億元，但因發展年期長，項
目變數亦多，市場狀況、建築成本高，
剩餘地積比或未可充分利用等很多因素
影響，可能會為市建局帶來虧損，但現
時難以估算虧損幅度。
2.在春田街地舖經營五金和廢紙回收生
意的陳先生：不希望大廈重建……自己
都是做街坊生意，搬舖就失去了現有顧
客，而且附近很多地點都在重建，很難

找到適合舖位經營回收生意，最壞情況
可能要結束生意。
3.住戶李婆婆：間屋真係好唔安全，好
得人驚……希望可以盡快在區內換樓，
改善現時居住環境。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市建局第九個重建項目
為？

2.試從3方面分析，指出樓宇在進行重建
時，應考慮甚麼因素?

3.試討論市區重建策略的利與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春田街重建料蝕春田街重建料蝕

大埔醫院沼氣發電節能大埔醫院沼氣發電節能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能源科技與環境 國人國人「「空鬧空鬧」」遭嚴懲遭嚴懲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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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大推寬鬆措施，使日圓

急速貶值，加上中國等亞洲地區勞動成本上升，
不少日企計劃趁日圓貶值調整策略，提高日本生
產線的產能……安倍上任後促貶日圓，每美元兌
日圓匯率從2012年中約80跌至如今接近117.5，大
幅拖低日本生產成本。同時，根據日中經濟協會
數據，中國工資平均水平在過去10年跳升逾3
倍。這些因素都吸引以電子業為首的日企回流設
廠。
■節自《「日本製造」返魂乏術》，香港《文

匯報》，2015-01-20

持份者觀點
1.瑞銀證券經濟師青木大樹：日圓貶值已有一段時間，日企總算開始

調整策略，估計回流趨勢還將持續。
2.《華爾街日報》：日本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經濟停滯不前，令企業難
以對日本經濟增長前景感樂觀。不少日企在把部分產能搬返日本的同

時，繼續維持海外生產，一來可讓生產地點設在目標市場附近，二來也可對
沖日圓突然升值的風險。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日企回流設廠的原因。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日企回流設廠對其海外生產有何影響？
3.題1所述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經濟全球化？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知多點
1.世界工廠（ World Factory）：由於
中國製造業發展迅速，「中國製造」是
全球其中一個廣受認識的標籤。在各種
商品中，不論是在電子零件，或是在衣物
鞋履，都能看見這個標籤，因此中國常被
稱為「世界工廠」。但由於中國近幾年不斷
提高最低工資收入標準，使得勞動力成本變高，外企利益被
壓縮，所以不少外企，如美企、日企等選擇回流設廠。

新聞撮要
沼氣經處理後去除雜質，可成為接近天然氣的再生能
源，輸出電力與熱能。大埔那打素醫院耗資1,300萬元
興建一座以沼氣發電及供熱的機組與鍋爐，主要用於醫
院非緊急設施的電熱供應，並有望為每年高達3,000萬
元的電費，節省7%支出，即省下200萬元電費及購買
煤油供熱的成本。
■節自《大埔醫院1300萬建沼氣電站》，香港《文

匯報》，2015-01-19

持份者觀點
1.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工程）源柏樑：現時醫院供電
主要依賴電力公司，至於熱水及蒸氣供應則來自燃燒煤
氣。不過新系統運用經淨化處理的沼氣，電熱聯供發
電機可直接供電，發電機冷卻器餘熱可轉化成熱水
供應，發電機廢氣餘熱則經廢熱鍋爐輸出蒸氣，取
代部分石腦油作為煤氣生產的燃料，令發電過程
更符合能源效益，預計每年減少碳排放量約達
2,000噸，佔整體排放量約12%。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該醫院使用沼氣後，每
年節省多少電費？

2.承上題，試從兩個角度分析使用沼氣
的好處。

3.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沼氣發
電是否適宜在全港範圍內推廣？
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圖為昆明飛北京航班被乘圖為昆明飛北京航班被乘
客打開的逃生門客打開的逃生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醫管局高級行
政經理(工程)源
柏樑(左)表示，
新系統運用經淨
化處理的沼氣供
電、熱水和蒸
氣，減少燃燒煤
氣產生的碳排放
量。 資料圖片

■市建局宣布開展土瓜灣春田街重建項
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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