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中華煤氣（0003）承諾兩年不加煤氣

費的期限今年屆滿，常務董事陳永堅6
月1日於股東會後表示，工資、租金和
工程費用上升，令成本壓力上漲，故有
加價必要。他指，集團計劃下半年適時
公布加價，預料會「溫和」上調基本氣
價，加幅為低單位數。
■節自《煤氣放風下半年「和」加

價》，香港《文匯報》，2015-6-2

持份者觀點
1. 陳永堅：薪金及租金成本壓力增加，
其中兩年來的人工成本已上漲9%，故
此有加價壓力。鑑於過去一年國際油價
大跌，今年用戶的煤氣費實際上較過去
兩年下降10%，相信下半年加價後對整
體煤氣費的影響亦不大。

2. 煤氣執行董事暨公用業務營運總裁黃
維義：首四個月本港的銷氣量較去年同
期輕微下跌，主要由於今年天氣較和
暖，估計全年銷氣量零增長至輕微上
升，惟須取決於天氣情況。

多角度思考
1.就你所知，本地煤氣價格受甚麼因素影
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新聞撮要
2015年全國高考將於6月7日正式拉開大幕，伴隨着
各地高考考點相繼公布，一年一度的「搶房」大戰再次
打響。目前，京城各考點附近的大小酒店基本被搶訂一
空，且房價普遍大幅上漲。記者查詢發現，北京人大附

中考點附近的一間五星級酒店高級房6月5日的標價為
1,251元（人民幣，下同），而6日同類型房間價格
卻飆升至2,171元，上漲920元，且已無空房。其
餘房型在高考期間也都漲了近千元。
■節自《京「高考房」日漲千元》，香港《文

匯報》，2015-6-4

持份者觀點
1. 家住北京郊區的家長王先生：高考是人
生中的頭等大事，最後一搏不能有閃
失。
2. 酒店工作人員：除了「高考房」，
還有高考餐，並附有專門的菜單。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北京「高考
房」現象的始末。

2.你對此現象有什麼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現代中國

在進行通識科校本評核（即獨立專題探究）時，同
學無論在選題、資料搜集以至對探究的分析，往往感
到困難。本文嘗試探討一些方法，可以減輕同學對上述

各方面的疑慮，令獨立專題探究和日常課堂學習更能有效地結合起來。
在選取議題上，可以編排一些時事議題給同學選取，讓同學按他們的

興趣來選擇成為他們的探究主題。為什麼會採用時事議題呢？通識科是
透過議題來學習的。但若同學對議題不感興趣，他們可以挑選自己感興
趣的，不一定要時事議題。用時事議題來做探究主題的另一個好處是，
同學透過探究獨立專題的機會，把課堂所學，透過探究時的資料搜集過

程，進化成體驗式學習，可以更立體地了解議題。
在資料搜集時，若有一定數量（如10多個）的同學的話，過程會較容
易。學校可安排專題講座，就某一議題，邀請有關嘉賓到校講述。以環
保為例，龍尾灘設人工沙灘一事，邀請一些環保團體代表進行講座，一
方面把議題中的持份者帶到同學的眼前，讓同學有機會親身聆聽持份者
的意見，甚至與持份者對話。
不過也可能出現一些疑慮，例如多位學生以同一議題做題目，會否容

易引起抄襲情況呢？其實如果在規劃上多給指引，可以避免上述情況。
以最低工資的議題為例，整個議題可以劃分為持分者分析、成效評估、

就不同職業作專題個案研究等等；而且在搜集資料時，同學也會採用不
同的途徑，有的會以問卷、有的則以個案訪談為重、有的以文本分析為
主體再配合其他資料搜集方法，更有的可以用其他現存研究報告作為藍
本，然後再用自己收集所得的資料，與研究報告作印證，比較異同之
處。總言而之，探究的方向和方法是多樣化的，不同的方向帶出不同方
法，可以減少互相抄襲機會。
總而言之，獨立專題探究是需要配合課堂所學，利用此機會增強對某

些議題的認識，加強學生的探究能力，以至對議題的各項分析，甚至是
提供訓練高階思維的機會。

探索專題宜抓興趣點 各有方向減抄襲
■盧世威老師 勞工子弟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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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轟 動 全 球 的 國 際 足 協

（FIFA）高層涉貪案再有內情曝
光，美國當局指涉案人士把數千
萬美元秘密存放在多個離岸戶口，
形容案件是「欺詐世界盃」，還點名
提到香港、瑞士和開曼群島，其中
一人更透過香港匯豐銀行轉賬100萬
美元（約775萬港元）至美國渣打銀行
戶口。
■節自《「欺詐世盃」 贓款藏港》，香

港《文匯報》，2015-5-29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金融管理局：已獲悉有關事件，會監察事
件對相關銀行的影響，但不會評論個別案件。

2 美國國稅局（IRS）刑事調查部門主管韋伯：涉
案人士有複雜的洗錢機制。

3. 專家：過去被稱為「逃稅天堂」的瑞士近年致力協
助各國打擊逃稅，今次再高調協助美國打貪，可能是有

意改善國家形象。

多角度思考
1.參考上文，指出FIFA貪案所曝光的內情。
2.就你所知，全球化如何助長犯罪分子犯案？試舉例說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煤氣下半年加價煤氣下半年加價 加幅料單位數加幅料單位數

僅三成港青感安居樂業僅三成港青感安居樂業

新聞撮要
青年住屋問題備受社會關注，買樓儼

然是青年遙不可及的夢。一項調查發
現，只有33.3%受訪青年租戶感到自己
處於安居樂業，另分別有 15.6%和
14.8%受訪青年因住屋問題而影響婚姻
和生育計劃。調查更發現，61.1%受訪
青年已表明放棄買樓。

■節自《逾六成「無殼」青年棄買
樓》，香港《文匯報》，2015-6-3

持份者觀點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陳永浩：
青少年即使月入達入息中位數1.5萬元，
也不如坊間所說每月儲3,000元就能等候
時機上樓。建議青年趁假期參加一些短

線遊以擴闊視野，為生活減壓；當局應
貫徹「港人港地」優先政策，以及對囤
積空置物業加重徵稅。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住屋問題引致了甚麼問題？
2.你認為政府可怎樣紓緩青年置業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能源科技與環境

院舍券延推院舍券延推 張建宗張建宗：：無關虐老案無關虐老案
今日香港

新聞撮要
被稱為史上最嚴控煙令的《北京市控
制吸煙條例》於6月1日起正式實施，
北京市所有公共場所的室內區域，一些
公共場所的室外區域，都依法100%禁
煙，違者最高罰人民幣200元。日前北
京市衛生計生委介紹，據調查顯示，北
京市成人綜合吸煙率已由34.5%下降到
23.4%，但由於常住人口總數處上升態
勢，所以總體吸煙人數不降反升。
■節自《京下月控煙 違者罰二

百》，香港《文匯報》，2015-5-30

持份者觀點
1.北京市旅遊發展委員會：飯店、景區
將設置控煙巡查員，除文物保護重點景
區全域禁煙外，對於非無煙景區露天區
域，將會設置吸煙處。
2. 市民：擔心執法人員數量有限，網
吧、酒吧、KTV等傳統二手煙「重災
區」會成為控煙執法中的「死角」。
3. 北京市控煙協會會長張建樞：1,000
多名衛生監督執法人員已經完成培訓，

基本覆蓋北京各區域，而市民提出的
「控煙死角」，則是監督執法人員重點
監督檢查區域。
4. 北京衛生監督所副所長王本進：執法
部門不會設置所謂的「緩衝期」，不聽
勸阻者一定會受到嚴格處罰。同時，違
規者頻繁出現的場所將被定期公示。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控煙令的內容。
2. 有人指，近年內地不少城市頒布了禁
煙令，如上海、廣州、濟南、溫州，
但都不了了之，有的甚至「零檢
控」。你認為北京的情況會一樣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京史上最嚴控煙令月初實施京史上最嚴控煙令月初實施

京家長願捱貴爆京家長願捱貴爆「「高考房高考房」」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國際足協貪案國際足協貪案 疑經港轉贓款疑經港轉贓款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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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私營安老院舍的服務質素備受關注，

勞工及福利局6月3日宣布，延遲原定9
月推出的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院
舍券）。勞福局局長張建宗否認延後與
劍橋護老院事件有關，指希望由安老事
務委員會委託的顧問團隊提供更多有關
私院質素的資料，作進一步審視後再考
慮如何推出計劃。

■節自《長者院舍券「停一停諗一
諗」》，香港《文匯報》，2015-6-4

知多點
特區政府斥資8億元擬9月推行院舍

券，向合資格長者派發每張面值
近1.2萬元的服務券，主張「錢
跟人走」，讓長者自行挑選心
水私院。私院的規格和人手須
達到「改善買位計劃」甲一級
標準，才符合資格參加院舍券
計劃。

持份者觀點
1. 張建宗：安老事務委員會轄
下一個工作小組要求香港大學
顧問團隊提供更多私院質素的
資料，局方審視委員會報告

後，會再決定下一步工作，故需延遲推
出時間。延遲和劍橋護老院事件無關，
但該事件提供了很好的契機，讓我們可
以全盤參看私人院舍有甚麼改善空間。
2.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有委員
擔心在現時的社會氣氛下推出院舍券會
有誤解。
3. 社工陣線：長者接受院舍券後，必須
退出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大幅降
低長者選擇服務的彈性，批評港府試圖
透過服務券，將照顧責任逐步推卸到私
營安老院舍市場，要求撤回計劃。
4.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立法會福利事務
委員會委員鄧家彪：歡迎特區政府的決
定。建議先做好私營院舍的評審制度、
檢討人手與面積比例要求，從速建立有
公信力的巡查制度，才考慮推出院舍
券。
5. 社工及福利人員工會副主席陳義飛：
建議強制院舍參與「香港安老院舍評審
制度」，以增加服務透明度；針對不良
私營或資助院舍增設黑名單制度。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指出何為院舍券。
2. 承上題，該計劃為什麼會押後？
3. 你認為現時的安老制度有什麼不足之

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公共衛生

■■大埔劍橋護老院早前爆出虐老案件大埔劍橋護老院早前爆出虐老案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高考開幕，北京掀起「高考房」潮。 資料圖片

■■北京控煙令北京控煙令66月月11日日
正式實施正式實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執法人員帶走涉事物品調查美國執法人員帶走涉事物品調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團體請願團體請願要求撤回計劃要求撤回計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