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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韓國等地爆發新沙士，世衛發佈警示，要求各國警惕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以防病毒在人與

人之間的傳播更加嚴重。全球化增加國際合作的機會，或許有利於處理各種公共衛生問題；然而，也有輿論

認為，隨着全球一體化，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往來都比以前頻密，病菌更容易從源頭散播至全球不同角

落，加劇傳染病蔓延。面對其他地區的病源傳播，香港可以進一步提高公眾的健康意識、加強防控傳染病，

致力提升公共衛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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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延 伸 閱 讀

美國一直認為伊朗秘密發展核武器，而伊朗早前重申

不會放棄鈾濃縮活動，為迫使伊朗放棄發展核武，聯合

國曾經對伊朗採取各項制裁措施。伊朗自新政府上任後，願意與西方改善關

係，評論指其主要意圖在於解除各項制裁措施。伊朗是主要石油供應國，國

際社會對其影響力自然關注。另一邊廂，擾攘多時的希臘債務談判最終取得

突破，希臘暫時免被逐出歐元區。長遠而言，伊朗、希臘能否為歐亞地區帶

來持續的穩定局勢？這仍是個未知之數。 ■莊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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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伊朗核協議內容摘要

資料B：伊朗核問題時間表

年份 事項
2002年 流亡伊朗反對派揭露當局正秘密興建核設施。
2003年 伊朗時任總統承認鈾濃縮設施存在，表示鈾濃縮是用於發展核能。伊朗跟英

法德3國談判後，同意暫停濃縮鈾提煉活動，並讓國際原子能機構調查員核
查。

2005年 伊朗在談判時違反承諾，開始提煉濃縮鈾，並在聯合國大會上稱伊朗有權發
展核能項目。

2006年 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加上德國，組成伊核問題六方會談。安理會就伊朗核
問題共通過6個決議，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

2008年 歐盟提議伊朗中止提煉濃縮油，換取核能合作和增加貿易，遭伊朗拒絕。
2011年 國際原子能機構在報告中指出，情報顯示伊朗已進行多項核武發展項目。
2013年 伊朗與六國在日內瓦達成臨時協議，同意凍結核計劃，西方則暫停某些制

裁。
2015年7月14日 伊朗與六國就核談判達成最終協議。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資料C：對伊朗核協議評論

伊朗就核問題與六國達成協議，這對
美國、俄羅斯、中國以及歐洲的外交和
安全，都有着重大意義。而且，伊朗所
在的中東地區，尤其是鄰近阿拉伯半島
的權力格局和地緣政治，也將進入新階
段。區內主要國家，如沙特阿拉伯、以
色列、伊拉克、敘利亞，以及北非的埃
及和利比亞，也將面對新的挑戰和機
遇。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1. 假設你是現任伊朗總統，你會否繼續
利用核問題的威嚇力，以確保國家長
久的安全得以建立？試解釋你的答
案。

2. 要維持世界的安全，聯合國在核問題
上應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試申述你
的看法。

想 一 想

全 球 化

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援助希臘協議內容
項目 內容
資產轉移 希臘將把最多500億歐元國有資產轉移至新的獨立基金，協助銀行資本重組。
緊急財政支援 即時就緊急撥款展開磋商，防止希臘銀行體系崩潰，並償還稍後到期的歐洲央行貸款。歐盟委員會將另外籌

集350億歐元資金，協助希臘創造就業，推動增長。
債務重組 歐盟承諾研究重組希臘債務，德國總理透露，將考慮延長希臘還款期。
改革措施 希臘獲得援助前，必須先交由國會通過改革建議，包括擴闊稅基、全面削減開支、改革退休、勞工及公務員

制度、推動重整銀行業、延長商舖營業時間、收緊勞工集體談判與工業行動限制、取消對貧窮階層補助等。
根本改革 希臘政府承諾會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障礙，執行改革方案，讓希臘腳踏實地重新開始。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資料B：
2013年歐盟部分國家
每周平均工時

資料C：希臘經濟危機部分原因

希臘人平均工時冠絕歐盟，然而長時間
工作不代表生產力高，希臘勞動參與率偏
低，整體競爭力低下；退休金佔經濟產出
的比例冠絕歐盟；公務員福利冠絕全國各
行各業，發放各種「異想天開」福利，例
如上班「準時獎金」；法定退休年齡在
2013年提高至67歲，但希臘男女平均退休
年齡分別是63歲和59歲，部分警員和軍
人更在40歲至45歲便退休；全國失業率
高達25.6%，不少人一職難求；逃稅問題
嚴重，尤以富裕階層為甚。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1. 你認為資料B和C能恰當地解釋希臘經濟危機問題的根源嗎？試加以解釋。
2. 你認為希臘經濟危機是有助，還是危害國際間和諧合作？試解釋你的答案。

想 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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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全球新沙士疫情
年份 疫情
2012年 4月，一間約旦醫院內爆發疫症，至少10人受到感染，兩人死

亡；
下半年，疫症在中東一些國家大規模爆發。

2013年 5月，世界衛生組織召開緊急會議，把引致疫症的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命名為「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俗稱新沙士。

2014年 4月，沙特阿拉伯以外的國家，如希臘、菲律賓和美國等也出現
個案。

2015年 5月20日，韓國出現首宗確診個案，感染人數持續上升，成為全
球第二多人感染新沙士的國家或地區；
6月8日，香港衛生防護中心向韓國發出旅遊健康建議；9日，保安局對韓國發出紅色旅遊警告。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資料B：港新沙士應變方案

1. 「就亞洲而言，處理好公共衛生
問題是經濟持續增長的鑰匙。」
你是否同意此一觀點？試加以解
釋。

2. 根據資料B和C，你如何評價香港
處理新沙士的方案？試加以解釋。

想 一 想資料C：港「嚴重」應變級別措施#

．在醫院臨床區域要全面戴口罩；
．隔離病房謝絕探訪；一般急症病房探病時間由4小時減至兩小時，
每次不過兩人；療養及復康病房，每日不過4小時；
．檢視醫院內N95口罩、護目裝置、保護衣等個人防護裝備存量；
．按情況做流行病學調查和追蹤曾接觸患者的人，並作醫學監察；
．與食環署、房屋署或大廈管理單位聯絡，在患者所住大廈消毒；
．成立營地隔離專責小組支援檢疫中心運作。

#註：應變級別分3級：戒備、嚴重、緊急。
■資料來源：醫管局、衛生防護中心

柳 暗 花 明

核設施
．伊朗將犧牲三分之二的濃縮鈾能力，停止使
用一些地下濃縮鈾設施；移除一些重水反應
堆的核心，確保無法生產武器級別的鈈；
．新措施將令伊朗製造首枚核彈的最短所需時
間由2個月至3個月延長至最少1年。

離心機
．全伊朗1.95萬個離心機中有6,000個被封
存，即將離心機數量減少三分之二，過程由
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

鈾
．伊朗目前存儲的8噸低濃鈾，將通過稀釋或
者運輸至國外的方式減至300公斤，減少約
96%；
．伊朗須將用過的燃料用船運出國，並須容許
國際原子能機構調查人員抽查，這種做法將
維持20年。

監察
．給予國際原子能機構監察員對其核設施更大
調查權：一旦有充分理由認為伊朗正秘密進
行核活動時，伊朗允許聯合國監察員進入包
括軍事設施在內的核設施場地。伊朗可提出
反對，但跨國委員會可通過多數投票進行否
決。此後，伊朗有3天時間合作，監察員只
能來自與伊朗有邦交的國家。

制裁
．一旦國際原子能機構確認伊朗已採取上述4
項行動，聯合國、美國和歐盟的制裁將會解
除，解凍伊朗價值1,000億美元資產。

武器禁運
．聯合國對伊朗的武器禁運再維持5年，聯合
國對伊朗導彈的制裁在8年之後撤銷。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食衛局
．特首在食衛局的建議下，提升緊急應
變級別，由局長主導全港跨部門抗疫
工作；
．港府成立跨部門督導委員會，特首任
主席，食衛局作支援，設小組委員會
處理運作事宜。

醫管局
．啟動個人防護裝備措施；
．準備增加隔離病牀數目等，動用療養
病房或療養院，提升處理急症能力；
．暫停公院所有探病、義工和實習醫護
措施。

衛生署
．監察公共衛生化驗所每日檢測的新沙
士病毒量、公立醫院因新沙士症狀求
診和入院人數；
．與世衛、專家評估疾病蔓延情況；
．檢查過境、出境旅客體溫。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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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每周平均工時（小時）
希臘 42.0
意大利 36.9
葡萄牙 39.3
英國 36.5
西班牙 38.0
德國 35.3
法國 37.5
荷蘭 30.0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希臘暫獲債權人援助。圖為財長察卡洛托
斯在開會後神情擔憂。 資料圖片

■全球全球MERSMERS疫情暫告一段落疫情暫告一段落。。圖為本港機場圖為本港機場
人員為乘客量度體溫人員為乘客量度體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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