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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香 港

新聞撮要
立 法 會 9 日 恢 復 二 讀 《2014 版 權 （ 修 訂 ） 條 例 草
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表示，香港現行的
版權條例已落後 10 多年，而草案新增 6 項豁免，已取得
最好的平衡，可保護不同持份者利益，期望草案獲通
過，令創意產業受惠。他強調修例後，大量侵權行為才
會刑事化。當局又為網民釋疑，重申在 facebook 分享連
結、截圖、改圖、改歌、翻唱等都不會違反修訂後的版
權條例。
■節自《惡搞無罪 新版權例保「二創」》，香港《文
匯報》，201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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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觀點

惡搞無罪

1. 蘇錦樑︰戲仿、諷刺、模仿、營造滑稽、評論時事和
引用這 6 個豁免，再加上現時已經有 60 項的豁免，我們
相信這個草案已經得到最好的平衡。
2. 知識產權署署長梁家麗︰負責執法的海關調查有關侵
權的案件時，一定是在版權條例下進行及提出檢控，而
在刑事檢控的舉證中，必須要向版權持有人取證，無可
能出現當局繞過版權持有人提出起訴的情況。
3.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現今的社會風氣越來越重
視私隱和安全，網上空間應有所管制，若欠缺管制，網
絡科技平台會出亂子，功能會受到影響。

想一想
1. 根據資料，試指出6項新增的豁免範圍。
2. 承上題，你認為這6項新增的豁免範圍足夠嗎？
3. 有評論認為應該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你同意嗎？

知多點
6 大新增豁免︰是次對《2014 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的新增豁免為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模仿、評論時
事、引用，商經局亦澄清在 facebook 分享連結、截圖、
改圖、改歌、直播電玩情況、翻唱、同人誌等均不會犯
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能源科技與環境

全球化

珠峰冰川 2050 年僅剩三分一
新聞撮要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科學家新發佈的研
究報告顯示，受全球氣候變暖影響，珠峰

地區冰川面積在過去 40 餘年間減少近三
成。
■節自《珠峰冰川 40 年縮減三成》，
香港《文匯報》，2015年12月9日

持份者觀點
1. 中科院冰凍圈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康世昌︰冰川加速消融最直接的後果即是
以其作為補給源的江河徑流量增加，以及
冰湖面積、數量都呈增加趨勢。
2. 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問題專家次仁平
措︰近30年來，青藏高原的平均氣溫已經
上升了兩攝氏度，冰川還在消融，但我們
卻找不到有效的方法來遏制這一趨勢。
3. 西班牙《阿貝賽報》︰由於青藏高原的
升溫幅度比世界其他地區都要高，預計到
2050 年「世界屋脊」三分之二的冰川將消
失。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冰川面積減少對全球的影響。
2. 國際間正進行什麼努力改善冰川面積減
少的狀況？
■中國科學家發現珠峰地區冰川面積在過去 3. 有專家指現時沒有有效的方法遏制冰川
40餘年間減少近三成， 令人擔憂。
消融，你認為是過於悲觀嗎？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浸鹹水」
增 美英日加最熱門
新聞撮要
《2015 中國教育行業白皮書》5 日在
北京公佈。調查顯示，中國學生出國留
學人數明顯增長，申請出國讀碩士研究
生仍是主力大軍。美國、英國、加拿大
和日本是最受關注的4個國家。
■節自《調查指留學增長迅猛 美英日
加最熱門》，香港《文匯報》，2015 年
12月6日

持份者觀點

日益多元化，其中通過合作辦學、交換
生項目、中介機構留學是主要方式。值
得一提的是，通過國際高中、國際班留
學出國讀書的中學生日益增多。
2. 有興趣留學者︰較關注留學費用、留
學申請、留學文書等方面。

持份者觀點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近期接
連施襲，美國加州上周三更有 ISIS 支持者
槍殺14 人，令美國社會漸漸出現反穆斯林
情緒。雖然總統奧巴馬早前特別於電視講
話中，促請國民不要敵視伊斯蘭教，但言
猶在耳，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的特朗普 7
日卻稱要徹底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
■節自《「禁穆斯林入美」 特朗普變法
西斯》，香港《文匯報》，2015 年 12 月
9日

1. 特朗普︰不能讓「只相信聖戰、不尊重
人命」的人襲擊美國，美國為此應徹底禁
止穆斯林入境，直至清晰評估問題的嚴重
程度為止。
2. 特朗普競選總幹事萊曼多夫斯基︰建議
適用於遊客、學生等「所有人」，居於美
國的穆斯林則不受影響，美軍中的穆斯林
完成任務後也可返美。
3. 民主黨初選參選人希拉里︰特朗普的言
論充滿偏見，只會製造分化，令美國更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新聞撮要
抗生素除於治病時使用，原來現時全球
有一半抗生素用於農業，包括飼養牲畜。
消費者委員會提出警告：抗生素可殘留在
肉類中，若人類長期食用含抗生素肉類，
將增加出現耐藥性細菌機會，日後生病時
或無藥可治。
■節自《長食「抗生素肉」無藥可
救》，香港《文匯報》，2015年12月8日

持份者觀點
1. 消委會︰上周已去信本港 9 間連鎖快餐
集團，查詢其採購和使用抗生素食品政
策，並促他們制定和執行計劃，取消採購

現代中國

多角度思考
1. 為什麼特朗普的言論受到民主共和兩黨
的一致批評？他的言論中有什麼問題？
2. 切尼指特朗普的言論違背美國信奉及追
求的價值，你認同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持續使用抗生素的肉類和家禽，保障消費
者健康。
2. 香港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雖然特區政
府也有相關法例，但仍有不少改進空間，
惟因修改法例需時，由飲食業界開始改善
成效或更快，未來也會與政府相關部門商
討。
3. 連鎖快餐集團大家樂︰公司有一套嚴謹
採購指引及政策，確保食材及製成品符合
安全質量要求。

2. 承上題，你認為應該全面禁止抗生素用
於農業嗎？試解釋你的答案。
3. 現時關於「抗生素肉」的資訊未算充
足，你認為港府可怎樣加強市民的防範
意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指出抗生素用於農業會引
致什麼公共衛生風險。

■食用使用抗生素的肉類將增加出現耐藥
性細菌機會。
性細菌機會
。圖為飼養豬隻
圖為飼養豬隻。
。 資料圖片

京霧霾
「亮紅燈」學校停課

新聞撮要
北京首次啟動紅色預警後，北京市教委
緊急宣佈，嚴格執行紅色預警應急響應措
施，中小學、幼兒園、少年宮、校外教育
機構從 7 日起停課 3 天。同時，教委要求

停課期間，中小學、幼兒園應按照「停課
不停學」的原則，通過網絡、通訊等途徑
與家長和學生保持聯繫，提出可參考的合
理化學習建議。
■節自《最高霧霾預警 京童首放污染
假》，香港《文匯報》，2015年12月8日

資料圖片

量也在減少，北京空氣質量若不改善，旅
遊業將受創。
3. 快餐店老闆張志強︰家裡的老人和孩子
都躲在家了，不敢外出，吃飯也打電話訂
外賣。

多角度思考

持份者觀點

■北京霧霾嚴重
北京霧霾嚴重。
。

安全。
4. 共和黨方面前副總統切尼︰特朗普的言
論違背美國信奉及追求的價值。

「抗生素肉」
增耐藥菌 消委倡禁

公共衛生

1. 試指出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好與壞。
2. 承上題，你認為學生出國留學前需要
考慮什麼因素？

1. 北京家長吳先生︰看着孩子近期感冒不
斷、咳嗽不止、呼吸不暢的痛苦樣，頓時
覺得金錢、工作、地位都不重要，健康才
是第一要務，是時候考慮離開了。
2. 內地時事分析︰北京霧霾天氣迫使一些
長期居住中國的外國人離境。外國遊客數

1. 試指出導致北京出現嚴重空氣污染的原
因。
2. 承上題，試提出解決當地空氣污染的辦
法。
3. 有人認為內地應全面取締化石燃料發
電，你認同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溫書用概念詞做起點

通識把脈
■鄧婉君 聖公會梁季彜中學通識科老師
不少同學開始擔心如何溫習通識科以應付來年 4 月的
文憑試，有些跟我說早已把之前學過的單元忘記得一乾
二淨（以中四學習的「今日香港」和「能源科技與環
境」最嚴重），到底可以如何着手準備呢？相信不只是
我校同學，應屆的考生也有同樣的憂慮吧？這次就來談
談如何全面展開通識溫習計劃的方案吧！

題，整理溫習筆記，把每個議題的持份者、爭議點、起
因、影響和建議方案等羅列出來，就能有系統地把各單
元的議題通通溫習一遍了。舉個例子，在「個人成長與
人際關係」單元中，有提及「父母管教模式」的概念，
同學可找出近年「怪獸家長」、「港孩」的新聞作溫習
和串連之用。

「父母管教模式」找「怪獸家長」新聞
我建議同學以重要概念詞作為溫習的起點，把每個單
元中重要的概念詞找出來，然後配合恒常議題、時事議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新聞撮要

多角度思考

1. 《白皮書》︰如今中國人的留學方式

星期一

特朗普反穆斯林挨轟

做歷屆試題 家中計時
經過兩年多的訓練，同學的答題技巧應該已經有一定
基礎，如何進精益求益呢？我建議同學把過往的樣本試

星期二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三

題、歷屆試題全部都做一遍，有些同學認為試題中有些
議題已經過時，亦有同學又可能會認為，這些題目老師
早已給我們做過了，就把這些珍寶丟在一旁不加理會。
議題可能過時，但當中的答題技巧則永不過時！其中的
「指出及解釋」、「可能導致的原因」、「引起的負面
影響」、「最有效方法」等等，基本上可以說萬變不離
其宗。做過的試題，絕對可以（甚至是應該）再做，每
次做完後要與之前所做的作比較；記得留意老師之前給
你的評語，你是否有作出相應改善，了解自己是否有改
善，才能進步。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星期四

最後，掌握答題時間也是不可少的。由於上課時間有
限，老師不可能每次都用上課時間來訓練同學掌握作答
時間，同學在家中做試題和練習時，應準備好計時器來
作答，例如卷二作答時間 1 小時 15 分鐘，分數為 8/12
分或 10/10 分，假設是 10/10 分，應該把計時器設作 35
分鐘響起，答完 a 題後再設定 35 分鐘重複剛才的程序。
訓練初期或許會在「仍有許多未答完」時計時器就響，
不用害怕，把在計時器響起後作答的部分用熒光筆圈起
來，下次留意加快速度，你會發現熒光筆圈起的地方應
該一次比一次少，意味着你距離成功愈來愈近了。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星期五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