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化

新聞撮要
肝癌是本港第三號癌症殺手，每年

1,500宗死亡個案中，約有100宗是由丙
型肝炎導致的。有專家指出，如能及早
發現及治療，丙肝是可以根治的疾病，
現有新療法更可以把基因1型丙肝的治
癒率提升至97%，除縮短療程時間外，
副作用也比傳統療法少，香港未來可望
達至「零丙肝」。

■節自《新藥治癒率97% 港有望
「零丙肝」》，香港《文匯報》，
2015-6-23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亞洲肝炎會首任主席梁慧儀：高
危者應該接受丙肝驗血檢查，包括曾接
受過輸血、紋身等針筒接觸的中年人，
以便及早發現和治療。

2. 香港亞洲肝炎會主席黃麗虹：香港現
已有約50名病人接受新藥治療丙肝，暫
沒有患者治療失敗的個案。

多角度思考
1.試描述本港治療丙肝的進展。
2.除了藥物治療，你認為政府應推出什麼
措施預防肝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2012年通識教育科試卷一題2c，要求考生在資料B
顯示的煙草管制政策中，選出兩項措施，可在本港有
效打擊資料A所提及的二手煙問題。

答題前，考生應先仔細了解資料B的煙草管制政策，然後找出一些重
要的數據，最後將該兩項煙草管制政策連繫至如何有效地處理二手煙問
題。同學不單運用有關數據作答，也要將一些例子及所學的概念運用於
答題當中。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問題只要求同學選出兩項煙草管制政
策，但不要忘記解釋，為何其他4項煙草管制政策不及這兩項煙草管制
政策較有效地處理資料A凸顯的公共衛生風險。
建議作答方式如下：
在資料B顯示的煙草管制政策中，透過大眾傳媒推廣的反吸煙運動及

徵收購買香煙稅可在香港較有效地處理資料A凸顯的公共衛生風險。參
考以上資料及就我所知，現解釋答案如下：
首先，透過大眾傳媒推廣的反吸煙運動方面。根據資料B的數據顯

示，透過大眾傳媒推廣的反吸煙運動是最多國家採用的政策，佔世界人
口的28%，可見其成效顯著。由於香港的大眾傳媒發展良好，互聯網十
分普及。透過大眾傳媒推廣可傳達予更多受眾，亦是有效發放公共衛生
資訊的平台。大眾傳媒以影像發放訊息，適合高低教育程度、不同階層
的人士。例如：香港電台曾經拍攝一套電視劇《煙飛煙滅》，帶出吸煙
對生命的負面影響，令觀眾明白吸煙的醜惡真面目，自我反思吸煙的價
值及立下不吸煙的決心。如果較少人吸煙，二手煙所帶來的風險便會降
低。
徵收購買香煙稅方面。購買香煙時所付出的高昂稅款會對吸煙者，特

別是經濟狀況較差者有較大的戒煙誘因。煙草價格與煙草消耗量有強烈
的逆向相關性，這在國際上及實證上已獲得廣泛確認。世界銀行在1999
年的研究結果顯示，平均來說，每包香煙的售價若增加10%，則香煙的
需求在高收入國家減少約4%。香港從1980年代初開始，煙草稅已多次
被調高，增加幅度達100%至300%。透過增加香煙稅，吸煙人數呈現下

跌的總趨勢，吸煙率亦由1982年的23.3%下降至2009年的12%。由此可
見，香煙稅是遏止煙草使用的有效途徑，亦使香港能較有效地處理二手
煙所帶來的風險。
設立無煙區方面。設立無煙區並不能保護那些在家中吸入二手煙的人

士。同時，香港的禁煙條例將公園的部分地方劃為吸煙區，如果人們身
處吸煙區附近，他們亦會吸入二手煙。所以這項煙草管制政策未能有效
地處理二手煙所帶來的風險。
最後，禁止香煙廣告方面。根據資料B，2008年及2010年分別只有

5%及6%的國家使用這項政策，可見這項政策並非所有國家廣泛應用。
人們不透過廣告接收香煙資訊，也有其他途徑收取資訊。
總括而言，香港要有效地處理資料A凸顯的公共衛生的風險其政策必
須多管齊下，當中透過大眾傳媒推廣的反吸煙運動及徵收購買香煙稅可
在香港較有效地處理二手煙的風險。
希望以上答題指引可幫助考生解決疑難吧。

答選擇題 正反面都須解釋
■陳家裕 天主教伍華中學通識教育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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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22日，廣西玉林狗肉節在爭議聲中拉開帷幕，動保人士

抵制聲漸漲，加上玉林突如其來的雷雨，狗肉節的熱鬧程
度較去年有所減弱。不過狗肉市場銷售依然火爆，而當天
動保人士抗議繼續進行，玉林市民更故意牽狗至市場高價
售賣，動保人士與市民的博弈不斷熱鬧上演。
■節自《玉林狗肉節爭議中開幕》，香港《文匯報》，

2015-6-23

持份者觀點
1. 出租車司機張先生：愛狗人士的反對行為起到了反作
用，刺激了一些人（本來不知道狗肉節的人）的神經，讓
他們更想嘗試。

2. 市民黃先生：往年當街喝酒吃狗肉的熱鬧景象已不復
存在。
3. 狗販：愛狗人士願以高價買狗，故把狗運過來。
4. 赴玉林救狗港生Suki：家裡從小養狗，媽媽在西
貢還專門租了一塊地養了20多隻流浪狗，在我看
來，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吃狗肉是難以想像的。

多角度思考
1.試指出玉林狗肉節引起的爭議。
2.參考上文及就你所知，為什麼有人吃狗肉？
3. 「狗是人的好朋友，所以不應該吃狗。」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新聞撮要
漁農自然護理署委託「香港

鯨豚研究計劃」進行的中華白
海豚及江豚監察研究，22日發表
最新報告，指2014年度3個主要出
沒區域的中華白海豚數目與前兩年
的數目相若；西北及東北大嶼山水域
之海豚數目均為自2001年以來最低，
另北大嶼山區域的目擊率跌至新低。報
告認為，某區域海豚目擊率和數目均於
近年下降，或與港珠澳大橋工程有關。
■節自《白海豚避大橋工程「搬家」》，

香港《文匯報》，2015-6-23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鯨豚研究計劃」研究團隊：建議當局妥
善管理來往海天碼頭之高速船隻，例如調整數量和
減速，在未完全掌握不同工程對白海豚的累積影響
之前，應避免在大嶼山水域進行額外的基建工程。

2.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助理環境保護經理（海
洋）李美華：擔心因港珠澳大橋而建立的大小磨刀洲海

岸公園，會於未來工程施工期重，保育價值會減低。要
求港府擴大西南大嶼山海岸公園範圍，積極保護中華白
海豚，並在開展機場第三跑道等其他填海工程前，先進
行「累計影響評估」。
3. 漁護署：設立海岸公園可以回應公眾對保育中華白海
豚的關注。

多角度思考
1.總結上文，有哪些因素可能影響中華白海豚的數目和活
動範圍？

2.你認為設立海岸公園能有效保護中華白海豚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丙肝「福音」新療法 治癒率達97%

婦聯調查婦聯調查：：六成港人願生育六成港人願生育

新聞撮要
香港婦聯今年4月進行「港人生育意

願」問卷調查，成功訪問475名受訪
者，約六成人表示願意生育兒女，與去
年結果相近。29歲或以下組別生育意願
達64%，較去年上升兩成。家庭月入
1.2萬元或以下的組別，選擇生育人數
只有53%，較家庭月入1.2萬元或以上
的組別少近一成。
■節自《嚮往「有個家」 64%青年

願 生 育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5-6-25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董事余榮輝：80後
多獨生兒，成長過程中家庭氣氛可能較
冷清，成年後嚮往生兒育女組織家庭。
受到明星生育潮流影響，令組織家庭的
形象更加正面。
2. 香港婦聯副主席歐陽寶珍：年輕人生
育誘因不足。建議延長男士有薪侍產假
至5天，考慮設立育嬰津貼，定立標準
工時，加快興建居屋和重推首次置業貸

款，加快年輕夫婦上樓時間等。
3. 專家：港府應估算香港需要多少人
口，從而透過生育措施和移民政策，把
香港的人口調控至適度水平。

多角度思考
1. 你認為獨生和嚮往生兒育女有關係
嗎？

2. 參考上文及就你所知，列舉可增加年
輕人生育誘因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公共衛生

中美着眼全球中美着眼全球
戰略對話成果豐戰略對話成果豐

新聞撮要
本港8個美容業團體22日發起聯署
行動，促請政府推動美容業專業化，
並確立從業員的專業。有團體的發言
人希望，政府不要再在醫療業界的框
架下討論美容業的發展，故要求成立
「美容業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本
港美容業從業員估計約有6萬人，全
港不同規模的美容院更逾6,000間。
■節自《美容業促設規檢督委

會》，香港《文匯報》，2015-6-23

持份者觀點
1. 美容專業發展委員會發言人
楊慧君：本港近90%的美容院
都有使用美容醫療儀器，若把
釋放能量的美容儀器納入醫療
儀器類別規管，會嚴重打擊從
業員的生計及行業發展。
2. 業界：建議政府以職訓局的
「強烈脈衝光儀器操作員技能
測驗」為藍本，為操作美容儀

器設立考核機制，制定統一的資格認
證制度。
3.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單單區
分和規管醫療與美容的程序並不足
夠，港府應增加相關處罰，增加阻嚇
力。

多角度思考
1.試討論制定統一資格認證的利弊和可
行性。

2.試建議規管美容業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美容業促立考核機制統一資格美容業促立考核機制統一資格

赴玉林港生赴玉林港生：：狗是好朋友狗是好朋友

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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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第七輪中美戰略

與經濟對話和第六
輪中美人文交流高
層磋商聯合開幕式
23日至24日在美國
華盛頓舉行。本輪

對話深入探討拓展兩國在清潔能源、綠
色經濟、海洋開發、網絡安全等領域合
作，重點討論加強在阿富汗、伊朗核、
反恐等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合作。
■節自《習近平：中美大處着眼 分

歧可管控》，香港《文匯報》，
2015-6-25

持份者觀點
1. 國家主席習近平：中美雙方從大處着
眼，尊重和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堅持建
設性方式，避免戰略誤解誤判。
2. 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中國高度重視
新發傳染病防控工作，積極參與全球新
發傳染病疫情應急行動。2014年西非暴
發伊波拉疫情後，中國開展了新中國成
立以來最大規模的衛生援外行動，是全

球抗伊行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美加
強衛生領域合作，不僅事關兩國人民健
康，也具有全球意義。希望中美雙方把
人才培養作為衛生合作的重中之重，實
施好「中美百名院長互訪計劃」和「中
美衛生骨幹千人交流計劃」。
3. 中國負責氣候變化事務首席談判代表
解振華：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
排放國，為達到（2030年）減排（二氧
化碳）目標，中國必須重新改造其煤炭
依賴型的能源結構，並發展新能源。
4. 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美國願同
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開展更加廣
泛、深入的合作，確保兩國和全球經濟
的可持續發展。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該對話和磋商的大約
內容。

2. 承上題，中美兩國合作對全球形勢有
哪些影響？

3. 試就你所知，舉出兩項中國參與的全
球性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香港大
學生呼籲
抵制狗肉
節。
資料圖片

■8個美容業團體發起聯署行動，促請政
府推動美容業專業化。 資料圖片

■■桂林狗肉節桂林狗肉節2222日開幕日開幕。。圖為圖為
當地狗肉攤位當地狗肉攤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知多點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是中美雙方就事關兩國關係發展的戰略性、長期性、

全局性問題而進行的戰略對話。2009年7月27日至7月28日，首輪中美戰
略與經濟對話在美國華盛頓舉行。■■66月月2222日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弗農山莊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弗農山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右二右二）、）、國務委員楊潔國務委員楊潔

篪篪（（左一左一））與美國國務卿克里與美國國務卿克里（（左二左二）、）、財政部長雅各布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合影盧合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