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港府與兩家電力公司簽訂的《管制計
劃協議》將於2018年屆滿，因此當局於
3月31日開始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展
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立法會經濟
發展事務委員會6日就有關諮詢召開公
聽會。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會上表示，
當局非常關顧基層市民的電價壓力，故
參考顧問評估後，已在諮詢文件中提出
檢討兩電的准許回報率。
■節自《消委倡兩電回報率減至6%

以下》，香港《文匯報》，2015-6-7

持份者觀點
1.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港府目標並非制
定最便宜的電費，而是制定平衡環保、
符合巿民承擔能力的合理價格，而如何
平衡環保及電力價格，正是全球各地面
對的挑戰。
2. 消委會策略及商營手法事務部首席主
任熊天佑︰若引進新能源組合，會令電
費上漲，影響低收入家庭，或造成能源
貧窮問題，呼籲政府成立能源監管委員

會，監管兩電披露的能源效益措施，以
及再生能源系統研究項目。

多角度思考
1.根據上文，試解釋香港政府評估兩電准
許回報率的因素。

2.承上題，消委會指出引入新能源組合會
影響低收入家庭，你同意嗎？

3.有評論指香港應重組能源組合，試提出
你認為可行的辦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通識科各單元的不同議題，經常會有機會要處理建
議題。這類題目在卷一資料回應和卷二延伸回應題均
會出現；掌握了當中一些通則，答題時就可事半功倍。

常見的建議題題型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提出建議以解決一些困難
或消除一些障礙，通常針對政策、措施而言；第二類是提出建議以改善
一些現象或達到一些目的。不論是哪一類建議，均要清楚具體，並顧及
可行性和預期成效。現主要就第一類而論，其思考方法可以應用到第二
類。

以食物標籤為例：設計、執行、宣傳、阻力
要針對政策的不足而作出改善建議，首先要理解政策本身的不足，當

中可包括法例設計、法例執行、宣傳推廣、遭遇阻力等幾方面。在理解
制度面對哪些困難之後，就針對這些困難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有時更
要切合指定角色，同時須解釋這些建議如何能針對這些困難。
例如考問針對食物營養標籤制度的問題，政府可以做些甚麼？建議

時，先要掌握制度的不足、推行的阻力等。首先，食安中心對標籤的設
計要求較為寬鬆，所以出現了標籤字體太小、字與字之間太密、印刷不
清、顏色對比不明顯、背景太花等問題。就着這些漏洞，就可建議政府
修訂法例，收緊要求，明確規定標籤格式，包括比例、大小、顏色等。
預期成效是堵塞漏洞，消除灰色地帶，令所有市民都能讀到標籤內容，
發揮效用。
其次，在執行方面，當局對食物標籤的監管不足，少有抽查化驗，亦

甚少對違規者作出檢控，削弱了政策的成效。有見及此，建議當局加強
抽查，嚴格監管，並適時作出檢控，以免制度淪為一紙空文。
宣傳方面，因為宣傳力度不足，很多市民未掌握標籤的內容，未能正

確解讀及善用。建議政府加強宣傳推廣，並要具體說明有效的宣傳方
法，如善用不同媒體、渠道，利用不同形式如印製海報、舉辦活動、利
用明星效應等等，希望藉此令市民多認識營養標籤，加以善用，選擇適
合自己的食品。
阻力方面，由於增設食物營養標籤，會增加食品生產商或進口商的經

營成本，因此招致他們的反對。為了消除這項阻力，政府可以提供補
貼，資助生產商進行化驗工作，又或者提供稅務寬免，降低生產成本，
令他們支持並配合政策，從而加強食物營養標籤的效用。

一解難二改善 答建議題宜具體可行
■劉尚威 佛教正覺中學通識教育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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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一連兩日的七國集團（G7）峰會6月8日結束。七國為

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
也有代表與會。會議提及南海問題、全球暖化、希臘債
務、烏克蘭危機等一系列議題。
■節自《安倍拉攏G7制華》，香港《文匯報》，

2015-6-9

持份者觀點
1. G7（會後）︰關於海洋秩序，對東海及南海緊張局勢

表示關切，並強烈反對使用威脅、強制及武力，及任何
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動。關於烏克蘭危機，若烏克蘭和
分離武裝的停火協議未有徹底執行，將繼續制裁俄
國。
2. 日經中文網：對華方面，歐洲主要國家均將參加
中國牽頭的亞投行，考慮到相關經濟利益，歐洲
與中國發生爭端不是上策。對俄方面，若美國在
制裁上採取單方面行動，會令美歐步調出現混
亂。因此，美日在峰會打着「法治」、「保護
領土完整」、「尊重主權」等原則的旗號，
使歐洲國家難以反對。
3. 美國總統奧巴馬：對希臘可能退出歐元
區表示擔憂。
4. 德國總理默克爾：呼籲G7承諾達成
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嚴苛目標，為年
底巴黎聯合國氣候會議鋪路。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指出G7會議涉及
的議題。

2.「世界格局現趨多極化，G7
已不能代表全球。」你在
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新聞撮要
網上爆出「南都記者臥底替考組

織在南昌參加高考」消息，將跨省
替考組織曝光，指湖北個別高校多名
大學生充當「槍手」在南昌參加考試，
引發輿論嘩然。當日下午，江西省教育
廳臨時召開新聞發布會，就替考事件回
應：在首輪考試結束之前，南昌市教育考
試院與警方將涉事考生李××（南都記者稱
是被替考者的名字）進行了控制。經初步調
查，李××承認了替考行為。
■節自《內地再揭跨省替考組織》，香港

《文匯報》，2015-6-8

持份者觀點
1.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考試問題應該統籌

解決。在民國時期，設有立法院和考試院，考試由專
門的考試院來管理，這種管理方法讓考試更加專業
化。
2. 家長尚女士︰ 我是不贊同替考的，也覺得拿錢找
替考的家長很傻，家長幫小孩不應該靠這種方式。我
就算再有錢也不會走這條路，這樣會把小孩子毀了。
3. 教育專家：每次替考事件暴露後，對一些涉案的公
職人員大多調離崗位了事，不足以起到震懾作用，加
上巨大的金錢誘惑，讓很多人鋌而走險。

多角度思考
1.試解釋替考組織出現的原因。
2.承上題，你認為有什麼方法杜絕這類組織？
3.「中國式教育過於着重考試成績，導致家長學生鋌而
走險。」你認同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黃錦星黃錦星：：電價要平衡環保和市民承擔力電價要平衡環保和市民承擔力

上網增婚外情上網增婚外情 專家專家籲籲分清虛實分清虛實

新聞撮要
明愛向晴軒公布「有關婚外情

問題普遍性及態度調查」結果，
指出婚外情在香港相當普遍，且婚齡
較短者亦有上升的趨勢。隨着資訊科
技發達，亦催生了不少網上情緣，導致
婚外情的出現。機構建議在面對婚外情
時，夫婦二人應共同尋求專業協助，使
婚姻危機得以真正解決。
■節自《上網惹孽緣 婚外情趨

增》，香港《文匯報》，2015-6-8

持份者觀點
1.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工系教授趙雨龍︰
隨着資訊科技發達，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相應增加，而近年通訊軟件盛行，提供
多一個平台讓婚外情滋生，預計未來會
有更多因網上情緣而導致婚外情的個案
出現。
2. 明愛向晴軒督導主任郭志英︰現時婚
外情個案的對象仍以同事和朋友為主，但

不排除日後網上情緣增加婚外情的可能
性，市民應分清虛擬世界與現實的不同。

多角度思考
1. 參考上文，你認同通訊軟件導致婚外
情增加嗎？

2. 有指婚外情在香港相當普遍，你認為
是什麼原因導致？

3. 你認為在使用網絡中，如何可以提醒
自己分清虛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能源科技與環境

公共衛生

新聞撮要
有的士團體10日早上發起慢駛抗議，
要求政府打擊輕型貨車非法載客收取報
酬的問題。團體指，近年非法載客取酬
的行為已擴大，令的士業界蒙受損失，
不排除會發起全港的士罷駛。運輸署表
示，警方遇到懷疑個案時會展開調查。
■節自《的士慢駛抗議「非法載客收

酬」》，香港《文匯報》，2015-6-11

持份者觀點
1. 全港的士關注「非法載客取酬」大聯
盟︰促請政府修例，堵塞使用手機應用程
式召喚輕型貨車的漏洞，並加強執法，打
擊非法載客收取報酬行為，提高罰則及
考慮充公涉事車輛，增加阻嚇作用。
2. 運輸署︰警方遇到懷疑個案時會展開
調查，透過不同渠道展開宣傳和教育工
作，並已提醒開發手機應用程式的公

司，使用客貨車載客取酬屬違法行為。

多角度思考
1.根據資料，試指出港府可打擊客貨車非
法載客的措施。

2.有評論指港府應開放輕型貨車合法接載
乘客，你同意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的士慢駛抗議白牌車的士慢駛抗議白牌車「「爭食爭食」」

GG77峰會結束峰會結束 歐國對華審慎歐國對華審慎

今日香港

全球化

個人成長

內地揭高考內地揭高考「「請槍請槍」」集團集團今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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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流韓流」」熾熱熾熱

新聞撮要
韓國的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俗稱「新沙士」）確診個案突破百
宗，保健福祉部10日公布當地再有13人證實感染，總數增至108宗，另
有兩人病逝，令死亡人數增至9人。政府公布多項防疫措施，包括在全國
各市及道設立48間專門治療懷疑或確診患者的醫院。
■節自《韓患者破百 增至9死》，香港《文匯報》，2015-6-11

持份者觀點
1. 世界衛生組織︰韓國MERS主要在醫院傳播，情況與中東地區相似，建
議當局把MERS預防機制擴大至全國所有醫療機構，查詢所有發燒及呼吸
道感染人士與MERS患者的接觸情況，以及曾到過的地區，發現有懷疑個
案後即時通報衛生部門。
2. 韓國副總理崔炅煥︰會向家居隔離人士提供「一切支援」，包括現金補
貼及日用品。
3. 韓國自行隔離人士劉惠智︰當局指派追蹤她和家人隔離情況的職員，每天
僅致電兩次查詢有否出現病徵，若她們不接電話，當局要如何掌握她們行蹤。
4. 世衛主管安巴雷克：韓國文化倡孝道，當有家人患病，其他成員會湧至探
病，結果加快病毒散播。

患者破百
知多點
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俗稱「新沙
士」），是一種呼吸系統傳染病，早於2012
年已在中東出現，現時懷疑病毒源頭是駱
駝，有傳染性低、致命率高的特點。2015年
傳至韓國，與中東情況不同的是，現時韓國
的MERS被介定為高傳染性、低致命率。

多角度思考
1.根據資料，試描述MERS在韓國的傳播情況。
2. 你認為韓國現時對MERS的防範措施足夠嗎？
試解釋你的答案。

3. 有評論認為應限制韓國回港的旅客，你認同
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48個的士團體組成全港的士關注「非法載
客取酬」大聯盟，發起慢駛遊行。 資料圖片

■G7即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美國、加拿
大七國。圖為七國領導人和歐盟代表。 資料圖片

■■韓國的新人和朋友們都戴上口罩應韓國的新人和朋友們都戴上口罩應
對疫情對疫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韓國總統朴槿惠到醫院探
韓國總統朴槿惠到醫院探

望防疫工作人員望防疫工作人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