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有非政府機構於過去兩個月期間，訪問

123名育有自閉症子女的家長，發現60%
受訪者子女曾就業，惟近一半的工作只有
3個月或以下，大部分維持不足一年；不
少受訪家長相信子女離職或不工作的主因
是不能應付工作需要。該機構成立全港首
間為自閉症青年等提供一條龍服務的賽馬
會星亮資源中心，望協助其建立社交及面
試技巧，助其長期就業。
■節自《協康推一條龍服務助自閉青社

交 就 業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5-12-12

持份者觀點
1. 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劉穎：自閉症兒童
缺乏社交溝通能力，成為他們日常生活及
工作面試的最大阻力。欲使他們成功就業
且可被長期僱用，須予以適當職前培訓及
在職支援，協助他們建立不同社交技巧及
提高工作能力。
2. 育有兩名自閉症兒子的蕭太：患有中度
自閉症的大兒子喜愛自言自語且欠缺應變
能力，因而過往工作均不長久，但自其去

年參與有關計劃及接受培訓後，情況大為
改善，去年年底更獲機構聘用至今，大感
安慰。
3曾出任社會福利署署長的林鄭月娥：深
明育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長壓力，認為須
向他們提供適切支援。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有關機構怎樣幫助自閉
青少年。

2. 有特殊需要兒童在成長中會遇到什麼困
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協康一條龍助自閉青就業

A26 文匯教育 通識博客

新聞撮要
港府11日宣佈，為恢復交通定額罰款
（罰單俗稱「牛肉乾」）的阻嚇力，建議
由2017年元旦日起，將與交通擠塞相關
罪行，如違例泊車及非法上落客的定額罰
款調高50%，由現時320元的罰款增至
480元；目前450元的則增至680元，日後
駕車人士必須加倍小心。
■節自《「牛肉乾」加價五成》，香港

《文匯報》，2015-12-12

持份者觀點
1.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上次調整定

額罰款已是1994年，而本地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自當年至今年9月已上升約50%，
罰款增幅是跟隨物價指數的增長。涉及干
犯與交通擠塞相關罪行的個案由2010年
的約75萬宗升至2014年的逾108萬宗，
增幅高達44%，而今年首9個月已有約96
萬宗，足以反映交通違規情況相當嚴重。
2. 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田北辰：定額罰款
的成效不在於提高罰款，反而在於當局的
執法次數。當局在很多政策上都想以立法
方式規管，但問題在於沒有足夠人手執
法，令法例形同虛設。
3.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主席凌志強：旗下

司機每天最多賺約500元，增加罰款後將
做一日都交唔晒，直接影響前線司機生
計。
4. 有駕車習慣的市民：反對加罰款，政府
應先加設電子咪錶，令司機更易得知哪裡
有位泊。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交通定額罰款的增加內
容。

2. 試簡述各持份者的意見。
3. 有汽士業界人士指舉措將直接影響前線
司機生計，你同意嗎？ ■記者 戚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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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關係，經常收到來自不同學校學生的功課，每
次看到一個情景都不禁詫異，就是不留痕跡的批改方
法。雖然深明日校教師教務繁重，可是值得反思的是，
倘若教師沒有給予任何回饋，學生是否能夠有效學習？
課業回饋大致分為3個形式，其一以剔號和交叉標示
正確與錯誤的地方，這種應該是最基本的批改要求，然
而，核心問題是學生能否掌握符號背後的真義？其二，
以分數高低反映學生表現優劣，衍生問題與符號無異；
其三，以文字語句，說明學生值得肯定或尚有補足之處

的地方。筆者愚見，唯有這種方法才是最有效的回饋模
式，原因涉及通識的學習目標。通識講求批判性，或稱
之明辨性思維，總而言之涉及思維訓練，例如推論關乎
培訓學生縝密的邏輯思維能力，課業表現正正反映學生
思維能力，只是運用符號或分數表達，期望學生「心領
神會」，豈可接受？

大量參考答案無針對性難吸收
當然，部分老師會採用折衷之法，透過整體教授指出

常見錯誤，並且派發參考範文，使學生可以透過模仿得
以進步。這種方法當然勝過只是運用符號或分數傳意，
然而，如前述，學習通識等同學習思維，現今學生普遍
存在不同程度的學習差異，集體授課的確「慳水慳
力」，並不代表可以抹殺個別課業回饋的重要性，唯有
針對學生表現給予針對性建議，學生才能有清晰進步方
向，例如早前一位名校生向我表達他的學習困難，因為
學校經已給予該位名校生大量參考答案，但是從屢次的
課業可見，完全沒有吸收和進步，當我細看他的功課，

立即判斷出他一定是商科學生，因為該名學生所有思路
均囿於經濟角度，所以作答盲點正是未有從多角度回應
題目。由此可見，個別思維差異，始終都要親自判症才
可以解決，畢竟世界上沒有一種靈丹妙藥能醫百病。
筆者無意冒犯日校老師的專業，純粹從學習效能探討

回饋方式的優劣，本身多年日校經驗亦令我體會日校教
師的局限與無奈，只是希望拋磚引玉，好讓同工們思考
一下如何才可以令學生得到最好的學習，以及最有效的
方法。

■Henry Law資深通識科教師

通 識 把 脈

新聞撮要
醫院管理局早前通過公營醫院高級醫生
跟隨高級公務員薪酬額外加薪3%，這意
味局方將面臨每年約2.16億元額外開支，
醫管局已開始研究公立醫院服務的加價需
要，綜合性地分析連續5年病人使用公立
醫院的情況及數據，再向政府提交分析，
或會作出相應加價建議，但強調加價與否
是政府的責任。
■節自《10年無調整 公院研加價》，

香港《文匯報》，2015-12-11

持份者觀點
1. 醫管局主席梁智仁：由於醫管局未能如
私營醫院般，可自行調整收費以收回經營

成本，加上公立醫院收費實行至今10年未
作任何調整及檢討，相信病人使用趨勢、
公院服務成本以及收益或已改變。
2. 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若收到醫管局有
關的收費檢討建議，將考慮多項相關因
素，如市民接受能力、經濟和社會環境、
政府與醫管局的財政狀況，以及不應有人
因缺乏金錢而不能獲得適當醫療的原則
等。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公營醫院考慮加價的理據。
2. 有意見指公營醫院增加收費，會減少市
民的求診數目，你怎麼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新聞撮要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6日在北京主持召開

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核准已列入國家相
關規劃、具備建設條件的江蘇連雲港田灣
核電站擴建工程等一批水電核電等清潔能
源重大項目，以綠色發展促結構調整，改
善民生。
■節自《國務院核准清潔能源項目》，

香港《文匯報》，2015-12-17

持份者觀點
1. 李克強：加快建設水電、核電等清潔能
源基礎設施有助穩定經濟增長、優化能源
結構、改善民生，有利促進節能減排和污
染防治，增加公共產品供給和有效投資需

求，推動提升中國裝備品質和競爭力。
2. 內地市民：煤炭的使用能減少多少，要
看氣候政策能有多大的推動，還要看天然
氣和太陽能面板等可替代能源的經濟效益
如何。
3. 能源專家：限制煤炭在亞洲的使用增
長，唯一方法就是嘗試並鼓勵發展中國家
躍過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換言之，
這些國家不應再修建發電站和輸電網，而
需在電力供應方面直接跳轉到新的階段，
即家庭和工業分別採用小型和大型的可再
生能源項目。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國家核准的綠色發展項

目。
2. 就你所知，還有什麼相關的項目正在進
行中？

3. 你認為《巴黎協議》對中國的綠色發展
有何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改功課須個別「斷症」

「牛肉乾」倡2017年加價五成

一小槌定百年大事

公院加完人工研加價

田灣核站擴建等潔能項目獲批

■責任編輯：戚鈺峰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5年12月21日（星期一）

全 球 化

公 共 衛 生 今 日 香 港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江蘇田灣核電站。 資料圖片

新聞撮要
全球195個國家的代表在法國巴黎氣
候變化大會經過兩周商議後，協議最終
草案文本終在12日出爐，當中訂明全球
氣溫升幅限制在兩攝氏度以下，並首次
爭取控制於1.5度內。大會主席、法國外
長法比尤斯向各國提交長31頁的《巴黎
協議》最終草案文本，指氣候協議將是
抑制全球氣溫上升的「歷史性轉捩
點」，形容為「目標遠大」同時體現公
平、持久並具有法律約束力，在各主題
上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及「各
自能力」原則。
■節自《巴黎終成氣候》，香港《文

匯報》，2015-12-13

持份者觀點
1. 法比尤斯：我們負有重大歷史責任。
若各國無法達成協議，下一代將不會理
解及原諒我們。
2.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發達國家
應在減排、氣候資金等問題上承擔義
務並履行承諾。各國不能因自己國
內政治、經濟原因，而推遲、阻
礙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
3. 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大會轉動
氣候政策的巨輪，使化石燃料工
業掉進歷史黑暗面，對它們造成巨
大打擊。

4. 環保組織地球之友：協議條款太弱，
也來得太遲，應對全球暖化的援助金額
未有根據真正需求制定，條文空洞，只
會令地球溫度較現在上升3攝氏度，帶
來災難。
5. 《紐約時報》：協議不列明目標是顧
及各國政治現實，尤其是掌控美國國會
的共和黨一向不認為氣候變化問題具迫
切性，擔心若條文太進取會在國會觸
礁。協定雖沒有強制各國履行承諾，但
由於各國須公開減排成效，相信可施壓
各國切實推行減排措施。
6. 國際能源機構（IEA）：協定加速潔
淨能源和能源效益的投資，促使能源工
業轉型。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巴黎協議》達成的
多項協議的背後理據。

2. 有意見指《協議》等於宣告了化石燃
料的終結，你同意嗎？你認為

這有什麼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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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移交中國流失文
物和化石交接儀式10日在中國駐美大使
館舉行。中國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顧玉才
代表中國政府接收包括16件（組）玉
器、5件（組）青銅器、1件陶器在內的
22件唐代文物和1件約1.6億年前的古生
物化石。
■節自《流落美國文物化石回歸中

華》，香港《文匯報》，2015-12-12

持份者觀點
1.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此次交接儀式
見證了中美兩國政府和各界之間的緊密
合作，進一步彰顯了兩國合作保護文化
遺產、嚴厲打擊文物走私的決心和行
動。
2. 文物專家：隨着現代高科技的發展，
定位、探測、爆破等技術越來越發達，
盜墓現象猖獗，成為中國文物流失最主
要的原因。目前中國被盜的文物90%流
失海外。

3. 美國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特聘教
授常青：中國文物外流的方式主要有3
種：外國學者（包括探險家、博物館策
展人、大學教授等）來中國探險，直接
從中國以低價購買或免費帶走文物；外
國收藏家直接到中國購買文物；中外古
董商人在中國以低價收購文物，再販賣
到外國。

知多點
是次歸還的古生物化石是來自中國遼寧

的赫氏近鳥龍化石，其年代約為1.6億年
前的中侏羅紀，是迄今發現世界上最早的
帶毛恐龍化石，填補了恐龍向鳥類進化史
上關鍵性的空白。赫氏近鳥龍也是第一種
被精確鑒定出羽毛顏色的恐龍。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中國文物為何會流出海外。
2. 你認為一國文物的回流對該國的意義

在哪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中華中華4444文物化石歸家文物化石歸家

◀除美國外，
法國也無償歸
還我國 32 件
流失文物。

資料圖片

■法比尤斯敲下議
事槌，意味《巴黎
協議》正式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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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向中國移交美國向中國移交
的一批流失文物和的一批流失文物和
化石化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赫氏近鳥龍
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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