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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野生中華鱘連續兩年停止自然繁殖後，

今年春夏上海長江口出現大批野生中華鱘
幼魚，數量為往年的數倍，也是10多年
來之最。農業部啟動中華鱘產卵場科考調
查，從今年9月30日至明年3月，近200
名科考隊員聚集長江葛洲壩至下游安徽安
慶1,000餘公里江段，尋找中華鱘的產卵
場，同時修復和改善環境，探索新的保護
模式。
■《野生中華鱘幼魚激增 料有新產卵

場》，香港《文匯報》，11月24日

持份者觀點
1. 活動技術組組長危起偉︰雖然有確鑿證
據表明，2014年中華鱘在長江內已經自然
繁殖產卵，但產卵場已經遷移，能否找到
還是未知數。

2.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
院長江水產研究所副
研究員王成友︰中華
鱘重新出現自然產卵
繁殖，像是「迴光返
照」，就像白鰭豚滅
絕前，也是突然消失
了一年，第二年又出
現了，之後就再沒有
出現過。
3.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
基金科研項目助理經
理冼映彤︰希望社會各持份者能夠高度關
注中華鱘野生種群極度瀕危的狀況，攜手
保護這珍貴物種。

多角度思考
1. 中華鱘在野外面對什麼威脅？為何中華

鱘面臨野外滅絕？
2. 中華鱘幼魚大量出現，有學者認為是好
現象，亦有學者感到悲觀，你較贊同誰
的觀點？

3. 中華鱘面臨野外滅絕威脅，各持份者可
如何保護牠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題

A27 文匯教育 通識博客

新聞撮要
現時特區政府與兩家電力公司簽訂了利
潤管制協議，准許回報率為9.99%，但環
境局局長黃錦星表明，考慮市場及環球經
濟情況後，特區政府認為准許回報率或可
下調至6%至8%；當准許回報率調低，電
費可望下降，但仍需考慮其他因素，如電
力公司在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資等，因此必
須作出平衡。
■《回報率研降至6% 兩電有望減電

費》，香港《文匯報》，11月24日

持份者觀點
1.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新協議打算作出改善的
地方有：加強推廣能源
效益、節能和可再生能
源，改善獎罰制度以提
高服務水平，長遠為引
入競爭進行研究等。
2. 政府委託顧問︰可考
慮將回報率下調至6%
至8%之間，當准許回
報率調低，電費即有望
降低。
3. 政府研究︰大部分人

均認為現時本港供電可靠、電費合理，無
須為增加選擇引入競爭，現行利潤管制協
議也行之有效，但准許回報率、推動節能
機制、電費審批機制均需改善。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解釋有什麼因素影響准許
回報率。

2. 除准許回報率外，還有什麼因素影響電
費的調整？

3. 有人認為應引入競爭以改善服務質素，
你認同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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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14年1月更新版），通識教育科旨在透過探究各類
議題，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聯
繫各科知識，使學生能從多角度研習不同的課題，從而
加強學生的社會觸覺，並建構與他們所身處的現今世界
直接相關的個人知識。

「參考書」未必「安全」教師要有明確目標
事實上，由於通識教師從一開始就是拉雜成軍，在沒
有主修的前提下，縱然不少教師都經已完成在職進修，
並取得相對專門的碩士資歷，但據教協通識教育科問卷
調查2014的結果顯示，教師的教學信心雖然較2013年
為高，但普遍仍處於偏低水平，最少36%教師表示在最

少一個單元內的信心指數低於五成（10分為最高分），
可見通識教育存在根本上的問題。加上，備課時間不
足、缺乏具專業權威的教學領導下，在極有限的備課時
間內，除了必要的討論，其次相信就只有分工。當然，
在學界中亦不乏一些高質素的通識教育專業領導。
取而代之，往往就是依靠出版社編制未被審查的「參

考書」。一般教學團隊均採取較「安全」的手法，通過
「參考書」提供的資訊引導學生完成課程。那麼，學生
在應考時又是否單靠書內提供的資訊就可以安全過關
呢？相信答案顯而易見。
另一方面，坊間出版了林林總總的精讀，不少都標榜

考試技巧，如何協助莘莘學子在公開試奪取佳績。那些
較為「落地」的方法，是否那麼神秘？是否只有那些補

習公司才可以發現呢？
無疑，充裕的時間、充足的資源，總比單打獨鬥來得

全面。縱使資源未必豐裕，但只要目標明確，相信自設
教材的質量不會被坊間的比下去，更何況，最了解學生
能力的莫過於前線教師。

堅持每單元找相關概念事例持份者
相信各位都不會否定，不少學生的能力，不一定可以

在考卷中完全反映出來。在課堂中，他們可能能言善
辯，回應提問時言之成理，但在作答考卷時往往未能得
心應手。關鍵問題，源於學生未能準確表達，缺乏對概
念的掌握。同時，學生亦未能運用實例作答，欠缺資料
來立論，顯得自吹自擂，作答質素變得薄弱。

歸根究底，提升相關概念運用量，相信已經能夠鞏固
學生答卷時的方向，穩定作答核心，避免亂衝亂撞，減
少混亂感。在使用時加入適量解釋，亦能讓評卷員確定
學生的知識基礎。除直接引用題目所提供的資料外，也
必須加入合適持份者的意見及其相關事例作說明。論點
論證不可少，但能夠以第三身角度說服評卷員，以多元
資訊豐富立場，方能提升作答質量。
總括而言，豐富的概念運用和加入持份者事例，比

「無理解」的背誦來得有意義，但這並非一朝一夕的。
可以的話，從今天起為每一單元找來一篇合適的時事資
訊，在每篇資訊中寫下3個至5個相關概念，好好整理
後收藏，相信日子有功，你的收藏定必有用武之地，提
升學生答題能力指日可待。

通 識 把 脈

新聞撮要
愈來愈多社福機構聯同商界推出「師
徒計劃」，為迷茫青年指點路向。國際
扶輪3450地區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去年
聯同救世軍推出師徒計劃，為48名失學
或失業青年提供全面師友支援，同時提
供至少3個月有薪全職工作，過半學員認
為參加後自信與解難能力有所提升。計
劃將於明年1月再推出，現正招募更多合
作機構，盼為學員提供專業技能職位。
■《「師徒計劃」反應佳 擬明年1月

再推》，香港《文匯報》，11月26日

持份者觀點
1. 曾失業青年、參與計劃的阿朗：工作

師傅Rebecca於工作上處處照顧與提點，
令我發現工作的樂趣，更立下「希望一
年後升職」的目標。
2. 參與學員：參加計劃後，自信、就業
力與解難能力有所提升。
3. 負責計劃的救世軍教育及發展中心高
級主任羅偉業：原有計劃成效良好，對
比原有計劃，明年1月的新一期計劃將加
強對學員的情緒支援和生涯規劃。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指出「師徒計劃」的成

效。
2. 承上題，試解釋該計劃的成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新聞撮要
巴黎恐襲和俄羅斯客機空難後，各主要

國家誓言要將「伊斯蘭國」（ISIS）斬草
除根，聯合國安理會更一致通過相關決
議。《觀察家報》分析師伯克認為，自
1960年代至70年代以來，極端主義至今
已經歷4個演化階段。隨着ISIS成為全球
頭號公敵，國際合作打擊，該組織終將陷
入衰落的循環，目前恐襲浪潮早晚會結
束。
■《全球合力反恐 ISIS難逃衰落》，

香港《文匯報》，11月23日

持份者觀點
1. 伊拉克前國家安全顧問阿魯巴伊︰攻擊
ISIS的行動應針對基建和供應鏈等重要戰
略目標，這樣才可予以重創。
2. 普林斯頓大學學者邦澤爾︰ISIS贏得極
端分子支持的原因，在於它能守住現有土
地，兼不停向海外「輸出革命」。
3. 《華爾街日報》︰聯軍要用武力消滅
「伊斯蘭國」（ISIS）其實不難，只需4
萬士兵加上空中支援，可望在兩個月內摧
毀其總部，問題在於沒國家願意收拾戰後
的爛攤子。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認為「消滅伊斯蘭國不難，只是
沒有國家願意出兵。」你如何評價這看
法？

2. 承上題，近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
你認為這能鼓勵各國出兵嗎？

3. 有人認為各國應攻擊ISIS控制區內的
基建設施，也有人認為各國只可攻擊
ISIS的軍事設施，以免影響當地民眾
的生活，你較認同何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新聞撮要
衛生署20日公佈指，2014年「中央器官
捐贈登記名冊」新登記數字跌至不足兩萬
人，較2013年下跌逾17%，為名冊啟動以
來的歷史新低，且發現表明不願意死後捐
贈器官的受訪者，倍增至 2013 年的
17.5%，拒絕捐贈者多是受「留全屍、要土
葬」的傳統思想影響。署方冀可藉宣傳推
廣，釋除市民對器官捐贈的誤解和憂慮。
■《捐器官新登記連跌 拒捐倍增》，香

港《文匯報》，11月21日

持份者觀點
1. 衛生署助理署長（健康促進）馮宇琪︰
受訪者拒絕捐贈器官或未決定是否捐
贈，大多是受到「留全屍、要土葬」的
傳統思想、家人意見等因素影響。

2. 捐贈者家屬馬凱恩︰「生有時，死亦有
時」，相信當初作出的決定是正確。

3. 器官受贈者許培道︰久病在床、等待合

適屍肝的無力感令我心灰意冷，曾一度
萌生死念。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描述「中央器官捐贈登記

名冊」新登記數字的變動趨勢。
2. 承上題，你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個趨

勢？
3. 有人認為應強制市民在死後捐贈器官，

你認同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教通識 自設教材也可「落地」

全 球 化 ISIS犯眾怒 各國誓鏟除

■責任編輯：戚鈺峰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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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特區第五屆區議會選舉於11月22日圓滿結束，
投票率高達47%，共有146.8萬人投票，兩者皆創
新高。今屆區議會選舉共有876名候選人競逐363
個議席，當天全港共有495個一般投票站及24個
專用投票站，開放給約312萬名已登記選民投
票。個別選區競爭激烈，多達6人爭1席位，而有
68個選區約57萬名選民，所屬選區候選人自動當
選而無須投票。
■《馮檢基陳家洛何俊仁落敗》及相關報道，

香港《文匯報》，11月23日至26日

持份者觀點
1. 特首梁振英︰是次的選舉順利，是香港民主政
治和區議會選舉非常好的實踐，現屆特區政府十
分重視與區議會的合作，所以授權區議會解決地
區問題。
2. 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區選
候選人主要比拚地區政績。今年區議會選舉，有
一個現象就是「年長候選人落選，年輕候選人獲
勝」，反映政壇「新舊交替」已經拉開了序幕，
「佔據」政壇多年的元老級人馬「是適當時間交
棒了」。各政黨的領導層也需要考慮在部署明年
立法會選舉時注入大量的新血，選舉成績才能有
新突破。

3. 港媒：出現高投票率的原因有三，一是由於
「選民登記率」增加，二是參選陣營投票意慾都
在增加，三是選民對地區選舉和本區利益關注度
的大幅提升。
4. 評論：本次區選中的一大亮點是青年參選人的
表現，不少新人戰勝政壇老將，這顯示區議會不
僅是一個區域性的諮詢機構，同時也成為孕育政
治人才的平台。而能聽到更多年輕化、多元化的
聲音，引入新思維，也有利於區議會與時俱進，
更好地服務社群。

想一想
1. 根據資料，試描述本屆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情
況。
2. 有評論指「投票率達新高47%，說明市民對社
區參與和關注多了。」你認同嗎？解釋你的答
案。

3. 根據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區議會與特區政府
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知多點︰區選統計
本屆區議會選舉，議席最多黨派為民建聯，獲

得119席，佔全部議席的32.8%。投票率方面，荃
灣區投票率最高，達50.88%，而屯門區投票率最
低，只有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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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時事聚焦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區選落幕 學者： 舊新 交替潮至

願捐器官者新低 拒捐倍增

野生中華鱘「再產」恐「迴光返照」

師父指點迷茫青年 有效擬再推

研降兩電回報率至6% 電費或減

■黃育訓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幹事
孔聖堂中學老師

■■今屆區選今屆區選2222日圓滿落幕日圓滿落幕，，投票率和投投票率和投
票人數都創新高票人數都創新高。。圖為行政長官梁振英圖為行政長官梁振英
等主要官員在點票站開箱等主要官員在點票站開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小花小花」」陳穎欣陳穎欣（（左左））擊敗擊敗「「雙料議雙料議員員」」馮檢基馮檢基（（右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現在特區政府現在
考慮調低兩電回考慮調低兩電回
報率至最低報率至最低66%%。。
圖為維港夜景圖為維港夜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年春夏上海長江今年春夏上海長江
口出現大批野生中華口出現大批野生中華
鱘幼魚鱘幼魚。。圖為野生中圖為野生中
華鱘在內地海洋館療華鱘在內地海洋館療
養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