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歐亞行習近平歐亞行
新聞撮要
5月7日至12日，習近平
訪問哈薩克斯坦、俄羅斯、
白俄羅斯三國。除了參加俄
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0
周年慶典活動外，習近平出
訪三國期間共簽署了逾50

項合約，總價值超過400億美元（約3,101億港
元）。評論指出，習近平此訪是對接「一帶一
路」建設的「互惠之旅」，更是一次落實系列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共創未來的和平發展之
旅。
■節自《習近平考察「一帶一路」旗艦項

目》，香港《文匯報》，2015-5-13

知多點
習近平此訪的最後一場重要活動，是在白俄
羅斯總統盧卡申科陪同下，在明斯克考察中
國—白俄羅斯工業園。中白工業園不僅是兩國
之間最大的投資合作項目，還是「一帶一路」

戰略中的旗艦項目。

持份者觀點
1. 國家主席習近平：合則強，孤則弱，中國倡
導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
2.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中國是哈對
外政策的優先方向，將充分利用好優勢，與中
國進行「絲綢之路經濟帶」合作。
3.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完全支持「一帶一
路」重要設想，白方願成為中方「一帶一路」
倡議的重要支柱。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習近平出訪三國為中國帶來甚麼
好處？

2. 承上題，是次出訪對於「一帶一路」的建設
有甚麼重要性？

3. 你認為除哈、俄、白三國以外，「一帶一
路」還需要哪些國家配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新聞撮要
有調查發現，逾60%受訪母親認為吃
飯是最有效促進親子溝通的方法，35%
受訪母親與子女最常使用的溝通渠道為
面談，但亦有 20%認為 WhatsApp、
16%認為facebook溝通最有效，反映新
派的溝通方法漸成趨勢。
■節自《親子用 App 溝通漸成趨

勢》，香港《文匯報》，2015-5-12

持份者觀點
東華三院家庭成長中心署理主任吳少
霞︰父母與子女的溝通「重質不重
量」，應多加鼓勵，避免經常提及學業
問題，一齊進行喜愛的活動會比直接溝
通的效果更好。家長可用網上平台表達

難以面對面傾談的事情，但不是用來監
察或質詢子女。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調查的結果。
2.承上題，你認同家長使用這些溝通方法
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綜合過去文憑試和大大小小模擬考試的分析，實在
不難歸納出一個結論，就是大部分考生的通病，總離
不開缺乏概念詞彙和例證薄弱，以致答題內容只流於主

觀評論，欠缺整全的客觀分析。縱使考生熟讀各式各樣的通識應試技
巧，往往也只能達到中游的表現。
要在通識科文憑試取得好成績，關鍵取決於概念的運用。這並非只靠

死記硬背便能有所成效。雖然應考框架離不開六大單元，但通識科以議
題探究主導，其題目的變化隨着時事轉變，從過去的沙士疫情到最近的
西非伊波拉疫情，正是一個好例子。
同學若要拆解議題的核心，第一步必須理解六大單元的獨特性，以及

當中的基礎知識。其次，就是緊扣單元與議題相關的概念詞彙。西非伊
波拉疫情當然與單元五「公共衛生」有密切的關係，同時又可以涉及單
元四「全球化」的範疇，相關概念詞彙有很多：「世界衛生組織」、
「疾病防控」、「藥物專利權」、「人口流動」等。同學要利用概念詞
彙連結議題核心，豐富內容，找出議題的爭議點，並舉出相關例證。

引例互通 關聯議題
引用不同例證，可以提高作答的客觀性和完整性—評級的高低往往取

決於內容的客觀性。例如：單從靠個人見解回應如何防控西非伊波拉疫
情，對比透過分析世衛在疫情控制的角色和防控沙士的經驗，怎樣應付

西非伊波拉疫情的防疫工作，相信後者的表現較為優勝。
另外，議題重複的幾率不高，因此掌握議題間的關聯、相關概念的轉

移能力，就成為提升答題表現的第二個重點，接觸時事新聞亦成為掌握
議題的不二法門。例如：魚菜共生和人工養魚場與活化工廈的發展、住
屋需求與土地開發的衝突、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的平衡等都是一些具探
討價值的議題。
最後值得一提的，相關概念和例證的運用並非以量取勝，而是取決於

材料的準確度以和作答內容能否扣題。相反，大量鬆散資料反而未必可
以提升表現，建議同學多留意不同的時事議題，多理解概念與議題之間
的關係。

熟讀技巧僅中游 概念轉化成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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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特區政府在社區推行玻璃樽回收多年，但回收量偏低，
計劃除了成效不彰，亦有市民根本不了解回收箱的真正用
途，胡亂將五花八門的垃圾隨意棄置在內，不但引起衛生
問題，更令回收箱未能發揮應有的效用，淪為一個個普通
的垃圾箱。
■節自《玻璃樽回收愈擴愈差》，香港《文匯報》，

2015-5-12

持份者觀點
1. 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即使是已實施多年的3色回收
箱亦會出現該問題，建議市民在回收物品前應先用水清
潔，減少異味及蚊蟲滋生，令更多市民樂於參與回收工
作；政府也應監管回收箱的使用情況，以台北為例，在回
收箱附近設置閉路電視，避免市民胡亂將垃圾棄置在回收
箱內。

2. 安記（香港）環保回收有限公司負責人、身兼環保回
收業總商會會長的羅耀荃：其他推行多年的回收箱都不
時會出現不可回收的垃圾，而玻璃樽回收是新興的事
物，故在回收箱內出現一些垃圾是合理的。
3. 環保署：參與「玻璃樽源頭分類回收試驗計劃」
使用的回收桶由環保署供應，環保署的供應商會
負責回收桶的維修保養。至於清潔及收集服務，
則由環保署聘請的玻璃樽收集商負責。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玻璃樽回收計劃中出現的
問題。

2.承上題，指出各持份者的意見。
3. 有人認為問題主因是政府宣傳不力，
你認同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新聞撮要
政府正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

進行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環
境諮詢委員會5月11日開會討論有
關事宜。有環諮會委員認為，單靠
兩間電力公司推廣節能成效不大，甚
至與其事業自相矛盾，建議當局成立
獨立機構推動節能工作，並在利潤管制
協議中就節能方面設立賞罰制度。環境
局則稱，即將推出節能藍圖。
■節自《環諮會倡設獨立機構推節能慳

電》，香港《文匯報》，2015-5-12

持份者觀點
1. 環諮會委員劉惠寧︰當局在制訂節能目標
時，應針對最高電力需求量，相信有助減低兩電
增建發電機組的數量；同時應在節能政策增設懲
罰制度，若未能達標便要減低電力公司回報率。

2. 環諮會委員勞敏慈︰本港早前已將大亞灣核電站
對港供電比率由70%增至80%，在港未見有太大反對
聲音。核電成本僅為天然氣發電的三分一，政府該探討
核能在港使用的議題。

3. 環境局副秘書長劉明光︰當局即推出節能藍圖，提出
於未來10年如何節能慳電，即將推出全民節能運動，推
廣和教育公眾節約能源。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政府計劃如何推廣節能？
2.承上題，你同意當局成立獨立機構推動節能嗎？
3.有評論認為可在港推廣核能，試說出你的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潮興媽媽用潮興媽媽用AppsApps與子女溝通與子女溝通

fbfb「「直播直播」」新聞新聞 傳媒人傳媒人：：別無選擇別無選擇
新聞撮要
社交網站龍頭 facebook（fb）5月 13

日起推出新功能「Instant Articles」，與
《紐約時報》和《衛報》等美歐新聞機
構合作，讓用戶直接在fb接收新聞資
訊，不用再連結至網站觀看，大幅縮短
用戶下載和瀏覽的時間。分析指，新功
能將把fb從以往作為新聞「中轉站」轉
型為「終點站」，可能從此改寫新聞傳
統發布模式。
■節自《fb推新聞功能 毋需連結網

站》，香港《文匯報》，2015-5-14

持份者觀點
1. fb：不會加強網站運算以偏好特定新
聞機構的文章，但若讀者按讚、回應、
分享次數愈多，出現比例和次數便會相
應增加。
2.《紐時》：新聞機構可選擇自己賣廣
告，並拿取百分百廣告收入，亦可交由
fb 設置廣告，但媒體需與fb 七三分賬。
3. 曾經擔任過《紐時》、NBC和微博

twitter高層的資深傳媒人席勒：各新
聞機構其實是「被迫合作」，因為新功
能勢必削減新聞網站流量，直接損害新
聞機構自身收入，在fb龐大的讀者市場
面前，除了合作根本別無選擇。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fb推出的新功能。
2.就你所知，新功能將帶來甚麼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現代中國

新聞撮要
港澳海關近日聯手破獲一個跨境侵犯
電視台版權的集團，揭發有人涉將盜錄
的TVB（無綫電視）節目，上載到網上
討論區供會員下載，在兩地共拘捕3人，
包括討論區「壇主」和其在澳門聘用的
盜錄員，並在檢獲的4部電腦中，發現載
有多達1,000個盜錄電視節目的檔案。
■節自《盜錄黨上傳電視節目賺錢》，

香港《文匯報》，2015-5-13

持份者觀點
1. 海關版權及商標科技罪案調查組指揮
官方永佳︰有關討論區的「壇主」表面
上並無經濟得益，但海關發覺討論區會
員在下載過程中，會被迫收看網上廣
告，有理由相信討論區有廣告收益，估
計一年有10 萬元。
2. 無綫電視︰事件僅屬冰山一角，網上

侵權行為日益猖獗，嚴重損害影視業界
的經濟利益，若不盡快打擊，將摧毀香
港的創意工業。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港澳海關近日破獲的案
件。

2. 有人認為網上侵權行為嚴重損害影視業
界的利益，你認同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港澳破跨境港澳破跨境「「盜錄黨盜錄黨」」

「「玻璃箱玻璃箱」」淪垃圾箱淪垃圾箱 衛生差效率低衛生差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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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三千億合約

■玻璃回收計
劃被指成效不
彰。左圖為玻
璃回收箱內的
食品包裝紙、
包裝用海綿，
甚至有冷氣機
隔塵網。

資料圖片

■海關版權及商標科技罪案調查組指揮官
方永佳講解「盜錄黨」運作經過。資料圖片

■環境諮詢委員會開會討論電力市場未來發展。資料圖片

■■習近平和白俄羅斯總統盧習近平和白俄羅斯總統盧
卡申科會面卡申科會面，，並考察了中並考察了中
國國——白俄羅斯工業園白俄羅斯工業園。。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黃育訓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幹事、孔聖堂中學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