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2016年廣州市公務員考試招錄於2月29
日下午4時截止，計劃招收747個職位，共
1,090名公務員。
據報名前4天的匯總情況顯示，今年的
公務員市考，已有2.2萬餘人報名。與往年
的公務員報名冷熱不均情況一樣，部分熱
門職位競爭者多達百人，部分基層職位則
無人問津。
■節自《穗招錄公務員 基層職位遇

冷》，香港《文匯報》，2016-3-1

持份者觀點
1. 今年即將大學畢業的小魏︰父母更希望
自己報考公務員，但時代不同了，年輕人
應該選擇更靈活的工作崗位。
2. 今年即將畢業的碩士研究生小山︰看着
身邊不少同學就業後忙碌無休，愈來愈覺
得學生時代的假期十分可貴，考上博士後
可以再過幾年有寒暑假的生活，成績突出

的話畢業後也有機會留校工作。
3. 內地父母︰成為公務員有穩定收入，自
然希望子女考公務員。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描述廣州公務員考試的報名
情況。

2. 不少父母均希望子女投考公務員，而年
輕人則各有夢想，你認為年輕人應怎樣
取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穗招公僕 職位「冷熱不一」

新聞撮要
香港樓價高企，上樓成為不少年
輕人的夢想。九龍社團聯會調查發
現，超過八成年輕人認為樓價過
高，當中三分之一人認為自己要花
5年以上時間上樓。另外，逾四成
人認為政府公屋供應不足。
■節自《逾四成青年指公屋供應

不足》，香港《文匯報》，
2016-3-3

持份者觀點
1.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
席顏汶羽：除了提高公屋的供應
量，政府亦有必要就年輕人短期、
中期的置業需求作更多規劃，如提
供租金補貼、壓抑樓價、鼓勵與父
母同住等。建議政府興建「簡約單

位」，增建居屋，提供清晰的置業
階梯。
2. 經濟專家：政府可加快公營房屋
流轉和土地審批程序；規管劏房維
護樓宇安全；增加建築界人手，由
政府提供人手短缺工種的培訓課
程；興建新型住宅時增加小型單位
比例。
3. 受訪青年：建議政府加快建設青
年宿舍，並且應按低收入青年及家
庭的經濟負擔釐定租金。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是次調查的結

果。
2. 試解釋相關結果。
3. 對你來說，上樓必要嗎？為什

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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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卡病毒在美洲及非洲肆虐，其中巴
西、哥倫比亞和洪都拉斯是疫情最嚴重的
國家。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在2
月初宣佈把巴西密集出現的新生兒小頭症
病例和其他神經系統病變列為國際關注的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又指這些病例的出現
可能與寨卡病毒流行存在密切關係。

可由血液或性接觸傳播
有專家指寨卡病毒與小頭症有關係，孕

婦如在懷孕期間感染了寨卡病毒，出生的
小孩有可能懷上俗稱的小頭症，患上小頭
症的嬰兒除了頭部較正常的小外，神經發
育也可能出現障礙，有約一半個案視力嚴
重受損，部分個案甚至顯示出患有小頭症
的人會出現弱聽等聽力困難。
雖然寨卡病毒是一種蚊媒病毒，主要由

埃及伊蚊叮咬感染，但寨卡病毒亦可在人
與人之間靠血液或性接觸傳染，因此全球
紅十字會亦已呼籲到過有疫情國家的人士

在一個月內不可捐血，而發生性行為時亦
應使用安全套。

內地已有確診例 港促防蚊
在全球化下，內地已確診首宗輸入性寨

卡病毒感染病例，該病患2月初由委內瑞
拉途經香港和深圳返回內地。
本港也正在承受由外地傳入寨卡病毒感

染個案的二度傳播風險，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建議市民加強防蚊措施，而懷孕

或計劃懷孕的女士亦應盡量避免前往爆發
寨卡病毒疫情的國家。在研究寨卡病毒此
議題時，有一系列的問題值得我們研究和
探討。
直至現在，專家還沒有研發出疫苗或藥

物預防或消滅寨卡病毒，同學在研究此議
題時，應多以不同持份者，例如個人、醫
護人員、政府、世界衛生組織、各國衛生
部門作切入點，從而思考如何應對這一個
全球公共衛生議題。

■余慕帆 前線通識教育科教師

通 識 把 脈

新聞撮要
太平洋西部去年出現強烈厄爾
尼諾現象，導致各地出現極端天
氣，嚴重威脅海洋生態。專家表
示，澳洲大堡礁北部蜥蜴島附近
的珊瑚有八成出現白化。
■節自《厄爾尼諾勁 大堡礁

恐永久受損》，香港《文匯
報》，2016-3-3

持份者觀點
1. 當地科學家︰大堡礁的珊瑚正
出現15年來最嚴重的白化，珊
瑚存亡完全取決於氣候環境，如

厄爾尼諾本月未見紓緩，當地部
分珊瑚礁可能永久受損。
2. 環保人士︰厄爾尼諾現象原因
是全球暖化，全球各國必須盡快
執行減排措施，才可以防止大堡
礁繼續受破壞。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澳洲大堡礁珊瑚白化的
原因。

2. 除了大堡礁外，還有什麼地方
正受厄爾尼諾現象影響？試舉
兩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新聞撮要
香港浸會大學的電子煙研究發現，電子

煙除含有甲醛及多環芳香烴等致癌物質
外，更首次發現釋放的煙霧含多溴聯苯
醚，使用者直接吸入會干擾甲狀腺分泌、
影響生殖能力和胎兒發展，更有可能致
癌。
■節自《浸大揭電子煙致「無仔

生」》，香港《文匯報》，2016-3-1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市面上的電子
煙質素參差，政府應盡快落實全面禁止電
子煙。
2. 港大公共衛生學院社會醫學講座教授林
大慶︰據歐美國家經驗，若政府只有限度
規管電子煙或延遲立法，有機會令兒童及
青少年使用率急劇增加。
3. 家長︰愈來愈多年輕人吸電子煙，既然

現時已證明電子煙有害，政府就應立法規
管。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電子煙的危害。

2. 你認為政府應監管，還是全面禁止電子
煙？為什麼？

3. 有人認為電子煙應與普通香煙一樣，應
抽稅和在包裝上印上警告字眼，你認同
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新聞撮要
星巴克在1983年還只是擁有4家分店的小

型咖啡零售商時，時任市場總監舒爾茨到意
大利米蘭公幹，深受當地咖啡店文化啟發，
決定把有關經驗帶回美國發揚光大，造就星
巴克今日盛況。現任星巴克行政總裁的舒爾
茨，前日宣佈將與意大利零售及地產商Per-
cassi合作，明年1月首次在米蘭市開店，並
形容這是「三十多年的夢想成真」。
■節自《星巴克圓夢 進軍意國》，香港

《文匯報》，2016-3-1

持份者觀點
1. 舒爾茨︰星巴克在意大利面臨嚴峻挑戰，
但不是去教導意大利人喝咖啡，而是帶着謙
卑與尊重，並會按當地文化作調整，包括咖
啡的分量和價錢。
2. 米蘭百年老牌咖啡店的82歲東主基亞
里︰年輕人或出於好奇試一試，但相信星巴
克難以成為業內「主要玩家」。
3. 某研究報告︰雖然星巴克在意大利並無分

店，但不少意大利青年都宣稱曾光顧星巴
克，反映這個國際品牌在意大利有立足之
地，未必毫無勝算。

多思角思考
1. 試指出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和理據。
2. 有意國人認為星巴克並不會成為意國的主
流，你認同嗎？

3. 試以以上新聞為例，解釋全球化及在地化
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寨卡「小頭」或關連 全球警戒

逾八成港青嘆樓價過高

厄爾尼諾「漂白」大堡礁珊瑚

研究發現食電子煙可致「絕育」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公 共 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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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思考方向
一、什麼是寨卡病毒

二、寨卡病毒的病原

三、寨卡病毒的病媒

四、寨卡病毒的傳播途徑

五、寨卡病毒的影響

六、寨卡病毒與全球化

七、寨卡病毒與公共衛生

新聞撮要
上星期的六合彩40周年金多寶攪珠，頭獎獎

金高達1.36億元，引起全港市民瘋狂投注，投
注額破香港開埠紀錄，高達4.46億元。最終頭
獎共5注中，每注派彩2,721.8萬元。不少港人
夢想中獎後發達買樓，但亦有學者和調查指
出，中獎未必是好事，有不少例子是中獎後更
沉迷賭博，最終下場悲慘。
■節自《5注中寶 全城夢醒》，香港《文匯

報》，2016-3-2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
系助理教授鍾劍華︰由於購
買彩票成本低、操作簡
單，當市民遇上高額
彩金，普遍抱着「刀
仔鋸大樹」的心
態，一窩蜂走去投
注。

2. 協助賭徒戒賭的
明愛展晴中心督導
主任鄧耀祖︰曾經輔
導兩個個案的事主，
分別成功中了六合彩二

獎及三獎，贏取數十萬元至百萬元，但正因他
們「以為自己運氣好」，繼而接觸賽馬及賭
波，最終輸到「倒貼」，更因此賠上工作及家
庭。
3. 傳媒報道︰70%中獎者很大機會於5年內花
光所有獎金，更有不少例子，因中獎後胡亂花
費，最終下場悲慘。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是次的六合彩有什麼特別？
2. 「香港市民大量投注」是不良現象嗎？試解

釋你的答案。
3. 有人認為中獎後更易沉迷賭博，

你怎樣評價此說法？

知多點
根據馬會歷年資料，
2007/08 年度有高達
1.02 億元六合彩獎
金無人認領，為近8
年最多，2011/12年
度亦有9,100萬元六
合彩獎金無人認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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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從意國取經 星巴克擬「衣錦還鄉」全 球 化

失落1億 不賭得益

■白化前
的珊瑚。
網上圖片

■白化後
的珊瑚。
網上圖片

■上星期的六合彩攪珠，投注額破香港開埠紀錄，高達4.46億元。 資料圖片

■■浸大研究發現電子煙的浸大研究發現電子煙的
煙霧會影響生殖能力和有煙霧會影響生殖能力和有
可能致癌可能致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