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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價上市

近年來，蘋果公司所推出的產品都引起世界關注。每次的產品發布會，嶄新的科技元素都為「科技
迷」帶來驚喜。該公司日前舉行發布會，正式公布推出智能手錶 Apple Watch 的詳情。Apple Watch 將
於下月10日接受預訂，24日正式在9個國家及地區同步上市，包括中國內地及香港，估計今年
出貨量達1,500萬隻。此前成為焦點的金版「Edition」香港定價高達12.98萬港元，比傳媒此前
估計的1萬美元（約7.76萬港元）還要高，但已是首發地之中定價最低。
■參考資料：《13 萬買隻電子錶 金版 Apple Watch 內地貴港 2.7 萬》，香港《文匯報》，
2015-03-11

持份者觀點
1. 蘋果總裁庫克：Apple Watch將為人類與科技間的互動譜寫新一頁，它是蘋果史上最
個人化裝置。
2.《每日郵報》記者普里格：試玩後，大讚輕巧方便，「是市面上最好的穿戴裝置。」
3.內地網民：從運動角度來說，不會有購買慾望，因為有很多專注做運動可穿戴設
備的廠商。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Apple Watch的功能。
2. 試列出不同持份者對Apple Watch的看法。
3. 你認為Apple Watch的出現如何促進人類與科技間的互動？

知多點
蘋果公司首次推出智能手錶 Apple Watch，分為運動版（Sport）以及限量版（Edition），價格
由最平的 2,728 港元至最貴的 12.98 萬港元。受矚目的功能包括內置咪高峰及喇叭，用家可直接使
用它來聽電話；同時內置 Activity app 顯示用家燃燒熱量及過去活動的記錄。同時，蘋果公司亦有
意將產品打入時裝界，包括邀請名模站台協助宣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

■3 月 9 日，在美國加州舊金山
在美國加州舊金山，
，蘋果
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在發布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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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工貿大樓料節能 27
27%
%

能源科技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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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2015-3-09

香港建築物用電佔全港總用電量高達 90%，香港社會近
年對環保建築的意識日益加強，業界以至政府均在新舊樓
宇加入環保和節能元素。將於今年內啟用的啟德工業貿易
大樓，就在設計上加入大量綠化和節能設備，再配合再生
能源技術，相比一般商用大樓可節省約27%能源消耗量。
■節自《「綠色」啟德工貿大樓節能 27%》，香港《文

近半港生不清楚兩岸升學資訊

持份者觀點
1. 王董建築師事務所設計董事陳一貞：設計初期
已考慮過部門需要，盡量將大廈的體積和表面面積
減至最小，發揮最大能源效益，避免對周邊環境
造成屏風效應。
2. 太古地產技術統籌及可持續發展總經理陳
永康：公司早在 2002 年已開始建立能源資料
庫，每年在「港島東」項目收集逾12,000項
數據，並就逾 70 項指標作每月和年度分
析。

學友社一項調查顯示，有接近五成的
受訪學生自認尚未完全掌握到內地及台
灣升學的資訊，對大學的質素、收生要
求、報讀方法、選科策略等均不太了解。
僅有 15%及 29%受訪的應屆文憑試考生表明
會考慮到內地及台灣升學，主要是因為收生要
求較低、學費便宜。學友社建議，相關教育部
門應優化和整合現行的報名途徑及資訊，以方便

公共衛生

1. 指出香港建築物用電佔全港總用
電量。
2. 指出使用「不反光鍍膜中空隔
熱玻璃」的好處。
3. 你認為環保和節能元素能應
用於香港普遍的樓宇上
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

中風患者即使康復後，四肢活動能力
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瑪嘉烈醫院
每年要治療超過 3,000 個中風及其他神經
系統疾病個案，這些病人都需要比較長
時間及多方面的復康訓練。為了增加對
患者的復康支援，該院於去年初成立全
港第一間腦神經綜合復康中心，以先進
器材為中風、腦部或神經系統損傷的病

人提供復康治療。
■節自《瑪嘉烈器材特療 中風者右手
康復》，香港《文匯報》，2015-3-09

持份者觀點
1.瑪嘉烈醫院副行政總監（臨床服務）
羅振邦：腦神經綜合復康中心擁有專業
醫療團隊，包括內科及老人科、腦外科
及物理治療科等，讓患者能於中心內同
時接受不同項目的治療。
2.患者林女士：中風後，要到日
間老人中心進行復康治療，但因
為那裡人數太多，每天只能做到
個多小時治療，進度非常緩慢。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腦神經綜合復康中
心採用了什麼先進的復康器
材？
2. 列出不同持份者對腦神經綜合
復康中心的看法。
3. 承上題，試指出這個中心與其
他復康中心的分別。
■瑪嘉烈的新中心料惠及很多腦神經科康復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
資料圖片

新聞撮要
激進反對派及滋事分子 8 日在本港屯門
等多個地區，以「反水貨客」為名，四出
衝擊正常地區和商業設施，滋擾攻擊遊客
甚至本港市民，其連串暴行激起民憤。警
方至今共拘捕 7 名滋事者，其中 3 名被告
昨日在屯門法院提堂，署任主任裁判官李
唯治指案情嚴重，對涉案青年的行為感到
失望，又形容來港的訪客「過門都是
客」，反問若香港人在外地旅遊，同樣都
不願遇到相同的遭遇。
■節自《法院令施暴 3 學生禁足宵

1. 根據上文，列出考生考慮到內地及台灣升學的原
因。
2. 有人認為內地的生活環境較香港差是放棄到內地
升學的原因，你同意嗎？
3. 承上題，你認為到內地及台灣升學最首要考慮的
原因是什麼？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

「反水貨客
反水貨客」
」
三學生提堂
禁》，香港《文匯報》，2015-3-11

帶領滋事者而被捕。

持份者觀點

多角度思考

1. 署任主任裁判官李唯治：近期「反
水客」示威活動越趨嚴重，而 3 名被告年
輕，但表現令人失望，又指 3 人「在家不
會迎賓客」。
2. 第一被告郭賀彬：案發當日只是隨
大隊而行並途經屯門，其間看見一名疑似
警察的黑衣男子在人群中扯人口罩，後方
並有人衝前，疑是拘捕示威者，他於是從
袋中拿出哨子叫人逃跑，卻被警方誤會為

1. 根據上文，試列出激進反對派及滋事
分子的激烈行為。
2. 承上題，你認為以上行為能解決水貨
客問題嗎？
3. 你同意「過門都係客，港人外出亦不
希望受到同樣遭遇」這個說法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

促電商立法 增網購安全

現代中國

新聞撮要
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表示，去年一
年內地民眾消費有百分之十通過網購，他
自己也是網購消費者之一。在回應「淘寶
賣假貨」問題時，張茅稱，要加快電子商
務立法，完善監管，最重要的是督促第三
方平台切實負責，加強自律和監管。
■節自《加快電子商務立法 應對網上

賣假貨》，香港《文匯報》，
2015-3-10

持份者觀點
1.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解決淘寶賣
假貨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加強企業誠信
意識、建立企業信用體系。

多角度思考
1. 指出 2014 年工商總局統計網購的數量
總值。
2. 就你所知，指出網上購物成為熱潮的
原因。
3. 你認為如何能遏止網絡交易上出現
「賣假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

重點
單元

考試近了 集中火力溫熱點時事

之一

第四屆文憑試即將來臨，未知今屆考生是否已做好
充分準備？筆者過去在本報多次以《通識方法學》三
個層次（資訊、知識、智慧），分享時事議題，希望
同學能靈活運用通識科恆常和熱門議題，達致融會貫通。現時距離通識
文憑試不足一個月，同學更應集中火力重溫一些恆常議題和近一年的熱
點時事。因此，筆者將會一連三篇和同學一起溫習六大單元重點，分享
今年考試熱門議題。

逢星期一見報

單元一：留意置業向上流動議題

依賴四大支柱產業（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金融業、專業服務及其他
生產性服務），年輕人不易求得理想或薪金優厚的工作。加上，有調查
指港人要儲 14 年，不吃不喝，才能實現置業夢，這無疑令香港年輕人對
前景感到憂慮。針對單元一的熱門題目還包括：智能手機與人際關係、
網絡文化、盛男 ／盛女等。而恆常議題則包括：性別平等、同志平權、
港孩、補習文化等。

單元二：關注政治民生大事
接，到單元二「今日香港」。過去三屆文憑試，考評局都有出政治
題。2012年，卷一有問及香港政治組織的題目。2013年，卷一問及立法會
議員的拉布行動，卷二的通識題涉及六四觸光晚會。2014年，通識卷一問
及香港管治困難和示威遊行與港人生活素質之關係。近年，香港政制發展
爭拗不絕，特別是去年歷時 79 天的「佔領中環」運動，這觸及單元內的

．文江學海

「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主題不少重要概念，包括法治、人權、公民、社
會政治參與等，相信香港政制發展將會是今年的熱門考試議題。
再者，「今日香港」單元內容主要理論和概念來自社會學、政治學、
經濟學和傳媒學等範疇。
學習重點包括：（1）生活素質、（2）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3）身
份和身份認同。議題比較廣泛，除了是香港政治、香港本土恒常性和突
發性議題外，一些兩地議題也和今日香港單元息息相關，例如：兩地矛
盾、「反水貨客」等問題。其他考試熱門議題還包括：免費電視發牌風
波、許仕仁貪賄案、新聞自由等。
近年政治危機一浪接一浪，相信會為以上兩個單元提供不少熱門議
題。同學要考好通識科，單純留意時事只是基本，還要理解單元內的通
識概念，在答題時加以應用，才能爭取高的分數。畢竟，考好通識要訣
不是背誦通識熱點議題，而是掌握熟練的通識分析方法。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周五

．中文星級學堂

周四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周三

通識把脈）

周二

周一

首先是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近年，香港出現社會流動性
低、樓價高企、就業錯配等青年人問題可說是通識文憑試熱門議題，都
是以單元二為基礎，同時能貫穿「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單元。整體來
說，香港經濟並不算差，失業率低，但由於大專學歷膨脹，本港卻過分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

1.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建議學
生應結合自身意願與客觀條件，並掌握多元出路資
訊後作出升學考慮。
2. 應屆文憑試考生林宇軒：選擇到內地修讀中醫
藥課程，除了經濟考量之外，亦認為內地院校的師
資較專業和優秀。

■馬震寧 香港通識研究協會主席、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通識研究計劃」榮譽顧問

六大

30
(

■中六生林宇軒(左二)及張柏軒(右二)都認為政治環境不是考
慮升學的主要因素。
資料圖片

今日香港

瑪嘉烈設腦神經復康中心

新聞撮要

持份者觀點

多角度思考

多角度思考

■計劃中的啟德工業貿易大廈料能節省27%能源消耗。
資料圖片

學生作出選擇，並提醒學生要掌握多元資訊後，作
出周詳考慮。
■節自《學友社倡優化資訊 助港生兩岸升學》，
香港《文匯報》，2015-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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