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2011年福島因海嘯引致核災，事隔超

過4年後，厚生勞動省近日證實，一名災
後曾在核電站工作的男子患上白血病，
是福島核災以來，日本政府首次承認有
核電站員工因核輻射患癌。
■節自《福島核災致工人患癌》，香港

《文匯報》，2015-10-21

持份者觀點
1. 放射線衛生學專家木村真三：今次患
者被認為身處輻射水平「相對較低」的
工作環境，甚至低於政府對福島地區定
下的安全水平，這反映政府或有必要重

新檢視有關標準。
2. 法新社：核災影響浮現肯定會加劇反
核民意，窒礙日本政府重啟核電的大
計。
3. 綠色和平：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
上月宣稱「核災放射線不會嚴重影響健
康」，今次事件正好摑了IAEA 一記耳
光。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日本政府是次表態可

能導致的結果。
2. 試指出各持份者的意見和理據。
3. 有意見指反核者或會利用工人索償成

功的案例，反對日本重啟核能，你認
為理由充分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福島核站員工證患白血病

A28 文匯教育 通識博客

新聞撮要
內地旅行團20日在紅磡一珠寶店因購物
問題引發的嚴重傷人案，受傷命危的男團
友送院搶救24小時延至21日早晨不治，
警方已將案改列誤殺，目前共有4人涉案
被捕，料仍有疑犯在逃，或涉及「影子遊
客」，並於23日晚以涉嫌行使虛假文書罪
名，拘捕涉嫌與內地無牌組團社合作、本
港接待旅行社「天馬國際」的女董事。國
家旅遊局高度重視事件，香港旅遊事務署
則對有旅客身亡感到十分難過。
■節自《死者證心臟病發「天馬」女董

事涉造假被捕》，香港《文匯報》，
2015-10-24

持份者觀點
1. 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我們已要求香
港旅遊業議會（旅議會）仔細覆核負責接待
該旅行團的本港接待旅行社，是否符合所有
就打擊內地零負團費而實施的10項規定；

旅議會也已接觸深圳市文體旅遊局，搜集更
多有關內地入境團的資料，以便跟進。
2. 消費者委員會：事件嚴重損害消費者自
由消費的權利，破壞香港購物天堂的形
象，對此予以譴責。強迫購物等行為，可
能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中不良營商手法
的「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如果證實管
理層疏忽或縱容員工進行此等行為，旅行
社及商戶的管理層亦需負上刑責。
3. 來自遼寧的遊客：曾兩次參加旅行團來
港，從未試過被強迫購物，完全沒有壓
力。香港環境這麼好，人又好，為什麼不
來？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事件可能的成因。
2. 承上題，指出各持份者的意見。
3. 有人認為事件和「影子團友」有關，你
認為港府在防範上有何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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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美國總統奧巴馬開腔發表強硬言論，指美國不能接受中國的
網絡攻擊，美國會將視其為核心的國家安全威脅，並採取相應措施。
據美國《華盛頓時報》網站報道，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首先公佈美國國家

安全局一份過去幾年中國網絡間諜案受害者的「網絡攻擊地圖」，這個
「地圖」聲稱，中國進行網絡攻擊的對象都是一些有關國家安全的資料，
如防務承包商公司、美國空中交通管制系統網絡、重要網絡商如著名引擎
公司Google；受攻擊的地區包括美國首府華盛頓，以及一些重要軍事區如
美國核武器實驗室和核導彈基地。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表示，針對美
國國家和經濟安全的網絡威脅不斷增加，特別是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網絡
攻擊。
這樣的聲稱和指責不禁讓人聯想到2013年6月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

披露的文件，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廣泛地對全球作出電話監聽，其監聽對
象不但包括其他國家政要、環球銀行、金融企業等，還包括搜尋軟件雅虎
和Google，從中偷取重要機密資料。

或侵平民私隱 也可防範恐襲
有人認為網絡攻擊嚴重侵犯他國和世界公民的隱私權，有人則認為網絡

攻擊其實有助掌握打擊地區恐怖活動。在研究此議題時，正反的討論也同
樣值得注意。以下是一些建議的思考問題：
一、網絡攻擊的對象有否超出了政治和軍事的範圍？入侵多國平民使用

的搜尋引擎會否侵犯世界公民的隱私權？全球公民的私人通信或網絡瀏覽
記錄都會被監察和記錄嗎？

二、利用網絡盜取他國大量私人和政府數據，會否傷害國與國之間的信
任？或會讓其他國家也作出反網絡攻擊的行為，互相報復攻擊，破壞了盟
友關係和國際的和平？
三、發動網絡攻擊以偷取他國重要國家安全或軍事資訊的專家或技術人

員會否濫用、出售或公開從網絡上得來的機密資料，達到自身的政治目的
或謀取金錢利益，這樣的舉動不但使世界居民的個人私隱失去保障，更可
能傷害他國、甚至全球的安全。
四、網絡攻擊主要的網羅平台會更有效地收集恐怖分子或活動的情報，

預先調控國家的國防和軍事計劃，有助保障國家安全嗎？
以上只是一些建議的思考方向，並不盡錄。同學在研讀此議題時，宜多

舉出與網絡攻擊等相關的實質例子，作出論證。

■余慕帆 前線通識教育科教師

通 識 把 脈

新聞撮要
香港人生活壓力大，相信不少打工仔
都曾經想過一嘗做老闆的滋味，幻想可
不受拘束的工作模式，自在地工作。兩
位年輕人Elaine和Kat就將夢想付諸實
行，辭去本來安穩的工作，打着「我要
做老闆」的旗號實現創業夢。開業逾兩
年，兩位老闆都表示得着不少，但也比
想像中辛苦得多。
■節自《空姐情迷千日紅棄安穩工作

當手作人追夢》，香港《文匯報》，
2015-10-16

持份者觀點
1. Coconut Lifestyle Store 創 辦 人
Elaine：創業後，不能隨時去旅行，甚
至有時身上無流動資金，只能靠僅有的
八達通消費。
2. 社企Alchemist創辦人Kat：所有事
都要一手打理，所以最大得着是學會解

決問題的技巧。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兩位年輕創業者的得
着和辛苦。

2. 試指出香港現有對年輕人創業的支
援。

3. 承上題，你認為支援足夠嗎？有什麼改
善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公 共 衛 生

新聞撮要
中國環保部近日通報稱，自10月15日

開始，受不利氣象條件影響，內地40個

城市出現空氣質量重污染。京津冀及周邊
地區部分城市首先出現空氣重污染過程，
16日污染範圍逐步擴大，華中、華東地
區部分城市也出現空氣重污染過程。據
悉，14日山東日照被大霧籠罩，山東省
氣象台發佈了黃色預警信號。
■節自《40城市空氣重度污染》，香

港《文匯報》，2015-10-15

持份者觀點
1. 某北京市民：由於單位離家不遠，平
時都是騎車上班，但在霧霾天中，為了減
少吸入有害物質，改乘地鐵。
2. 某地受訪市民：支持「國家排放

稅」，為環境「買單」，願為更好的環境
質量，接受更高的稅收。
3. 保定市政府：對各級政府和縣級以上
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其他負有環境保護監
督管理職責的部門，列出了會被嚴厲行政
問責的10項行為，對治污不力的主管人
員將採取撤職的嚴厲處罰。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內地的空氣現況。
2. 有內地市民指願意為改善環境多交

稅，你認為能有效改善環境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新聞撮要
網絡巨擘雅虎女行政總裁邁耶3年前從

「死對頭」Google過檔以來，仍未能顯著
改善公司的頹勢。雅虎21日公佈上季業
績，期內營業額按年倒退8.3%，遜於市場
預期，也是近5年最大跌幅。邁耶為了力
挽狂瀾，宣佈與Google合作開發網上廣告
市場，以增加相關收入。

■節自《雅虎結盟Google 廣告合作分
流 搜 尋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5-10-22

持份者觀點
1. 邁耶：將繼續減少服務種類，集中提高
流動業務質素，改善盈利能力，亦會沽售
餘下的阿里巴巴股份。

2. 專家：這項合作有助雅虎精簡發展策
略，並為用戶提供更優質服務。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雅虎和Google的合作內容。
2. 你認為雅虎和Google在廣告方面的合

作將會如何影響全球的廣告生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國際網絡攻擊走入百姓家？

港接待社涉假文書 女董事被捕

後生做老闆有得有失

40內地城市空氣重污染

雅虎業績差 夥Google互登廣告

■責任編輯：戚鈺峰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5年10月26日（星期一）

今 日 香 港

全 球 化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持份者觀點
1. 習近平：英中關係日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
經在商貿、教育、文化和很多其他領域形成「利益共同
體」。近年來，中國在野生動植物保護和打擊野生動物
非法貿易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績。中國願繼續同包括英國
在內的世界各國一道，加強野生動植物保護合作。
2. 卡梅倫：英國加入了亞投行，這會惠及這個地區，同
時給英國的企業提供更多的機會，增加就業機會。英國
有機會和中國的企業在一些基建項目上合作，包括和中
國的「一帶一路」項目進行對接。我們也討論了當前鋼
鐵行業面臨的困境。
3. 英女王：英中關係是真正的全球夥伴關係，今年是聯

合國成立70周年，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英國
和中國有責任在解決衝突和貧困、資源保護和氣候變化
等問題上攜手合作，為兩國和世界人民的安全、繁榮作
出積極貢獻。
4.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盧文
端：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應積極建立與內地的關係，
尋求出路，包括把握好「一帶一路」、「十三五」規劃
等國家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搞好經濟，用好優
勢。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是次訪問中兩國談妥的合作項目。

2. 承上題，試解釋合作項目料對兩國帶來的好處。
3. 「香港應用好優勢，融入國家發展。」你如何理解這
句話？

知多點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種關係的內涵大致包括3個方

面：其一，兩國應該是夥伴，而不是對手；其二，這種
夥伴關係是建立在戰略全局上的，而不是局部的，是長
期的，而不是權宜之計；其三，這種戰略夥伴關係是建
設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這是一種既非結盟又非敵對
的合作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 現 代 中 國 -
一周時事聚焦

習近平：英中關係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新聞撮要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日和夫人彭麗媛出席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在白金漢宮舉行的晚宴，並在21日
在倫敦唐寧街10號首相府同英國首相卡梅倫舉行會談，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
見。會談之後的聯合記者會上，習近平表示，兩國一致同意宣佈構建中英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共同開啟持久、開放、共贏的中英關係黃金時代，共創兩國關係的美好未來。
■節自《中英構建全球戰略夥伴關係》，香港《文匯報》，2015-10-22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東電員工接受輻射掃描。 資料圖片
■Coconut Lifestyle Store創辦人Elaine
去日本交流。 資料圖片

■山東日照被大霧籠罩。 資料圖片

■習近平與英女王在國宴上祝酒。英女王指出，
英中關係是真正的全球夥伴關係。 資料圖片

■習近平與卡梅倫會談，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
的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習近平指，英中兩國
已經在商貿、教育、文化和很多其他領域形成
「利益共同體」。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