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近日熱播的迪士尼動畫電影《優獸大都

會》（Zootopia）吸睛無數，片中兩隻狐
狸的萌態，引發內地網售寵物耳廓狐及赤

狐，其中耳廓狐售價達兩隻3萬元（人民
幣，下同）、赤狐每隻2,000元。官方人
士指，耳廓狐享受中國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級別保護，且已列入國際瀕危動物，個人
買家或因沒資格購買而違法。
■節自︰《迪士尼動畫掀養狐熱瀕危耳

廓狐網上兜售》，香港《文匯報》，
2016-3-17

持份者觀點
1. 其中一位賣家︰自己是個體戶，專門給
動物園供應野生動物，剛賣掉的耳廓狐是
從非洲進貨給動物園後剩下的。
2. 四川省林業廳野生動植物保護處相關人

士︰耳廓狐除了享受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的
級別保護之外，亦已於2008年列入《世界
自然保護聯盟》名錄。若要市場交易，必
須通過一系列手續獲得資質方可合法進
行。
3. 業內人士︰赤狐可以合法售賣，但個人購
買後確保不能讓其逃到野外破壞自然生態。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電影引起的熱潮。
2. 為什麼有業內人士提及「赤狐可以售

賣，但購買後不能讓其逃到野外」？
3. 你認為受國家保護動物應全面禁止售賣
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迪士尼動畫掀買瀕危狐熱

新聞撮要
消委會首次進行大型蔬菜檢測，發現
37%聲稱是有機的蔬菜樣本含有殘餘除
害劑（俗稱農藥）、16%被驗出含有重
金屬。其中一款有機紫薯每公斤含有
0.07毫克毒死蜱，超標0.02毫克。
■節自︰《37%「有機」菜含農藥

菜心番茄易「中招」》，香港《文匯
報》，2016年3-16

持份者觀點
1.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從食物安
全角度而言，有機食物的標準與其他食
物都是一樣，期望社會明白當局有恒常
機制抽查入口食物。
2. 消委會副主席梁光漢︰香港目前對何
謂「有機」並沒有定義，而調查結果亦
提醒市民有機蔬菜不等於零農藥。
3. 衛生專家︰消費者可要求店舖在單據
上列明所選購的是有機菜才付款，如有
問題發生時方便追究。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簡述消委會蔬菜檢測的
結果。

2. 承上題，你認為這個結果代表什麼？
3. 消委會指「有機」兩字在香港仍未有
定義，你認為該如何定義「有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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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通識教育科試卷一題2b，要求考生參考所提
供的資料及就自己所知，討論香港政府應否立法禁止未
滿18歲人士進行「醫療上非必要」的整形外科手術。
考生在決定立場前應仔細分析正反理據，然後選出較
有說服力的立場作答。選定立場後，應參考所提供的資
料及就自己所知作出回應，並緊記加上駁論。
建議作答方式如下：
香港政府應立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行「醫療上非

必要」的整形外科手術，原因如下：
首先，雖然有人認為政府不應立法，其原因是因為不
應干預青少年的自由，加上法律不應凌駕在學校及家庭

之上，但我認為，18歲以下的青少年處於成長階段，
心智及生理上未完全成熟，所以作出的判斷會有所偏
差。學校及家庭教育是一個軟性手段，但未必百分之一
百成功，故應立法禁止，設下一道安全線，防止青少年
進行整形外科手術。
其次，手術存在危險性。由於「醫療上非必要」的整
形外科手術存在一定風險，就資料B可見，侵入性手術
對發育中青年人有潛在危機，甚至有死亡的風險，在台
灣已有不少案例有跡可尋，反映出整形外科手術的成功
並非百分之一百，有機會斷送年輕人的一生。有見及
此，我認為應立法禁止，這可以保障青少年的生命安

全，不會受手術風險所影響。

9歲就整形 有必要正風氣
再者，整形風氣影響價值觀。由於整形風氣過盛，如
資料A可見，有不少美容業人士為了賺錢而利用名人作
宣傳工具，加上有傳媒鼓吹「美就是一切」的概念，令
到不少青少年着迷於整形。
資料B可見，竟有小至9歲的小朋友進行整形手術，

反映整形風氣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所以政府應杜絕這
種風氣，透過立法禁止年輕人進行整形手術。
最後，立法監管青少年進行整形外科手術是一個有必

要的措施。由於現時的整形外科技術未穩定，以及傳媒
的鼓吹，影響不少年輕人，所以有必要透過強硬的手段
來保障香港的青年人。其實，台灣及韓國已經立法限制
「醫療上非必要」的手術，成效遠超預期，比起家庭教
育，立法管制可以修正其整形的風氣，以及令到青少年
正面面對自己，提升自我形象及建立自信。
總結以上而言，我運用了青少年心理未成熟、危險

性、價值觀及必要性四大方面，來論證香港政府應立法
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行「醫療上非必要」的整形外科
手術。
希望以上答題指引可幫助考生解決疑難吧。

■陳家裕 天主教伍華中學通識教育科教師

通 識 把 脈

今 日 香 港

新聞撮要
香港近日接連發生學生自殺事件，
有人將矛頭指向教育局，更有人質疑
專業輔導人員一直沿用的《不自殺契
約》防自殺方式。有社工及心理學專
家則指出，《契約》是沿自外國使用
相當長時間的no suicide contract，絕
非香港獨有，契約亦有正面用途。

■節自︰《盲批〈不自殺契約〉極
度誤導》，香港《文匯報》，
2016-3-16

持份者觀點
1.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契約》屬處
理自殺的其中一種針對性的工具，絕
非隨隨便便使用。
2. 青協督導主任徐小曼︰所謂《不自
殺契約》，不一定是書面簽署的規

格，普通一張卡紙甚至口頭承諾均
可，因為這《契約》不重形式，也無
意強加約束於任何人，社工業界普遍
認同《不自殺契約》有正面作用。
3. 臨床心理學家及教育心理學家組織
「良心理政」︰《契約》是希望透過
立契，將當中內容凸顯及具體化，當
求助者在出現自殺念頭時，能爭取時
間，增加他們回想自救方法的機會。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不自殺契約》是不切實
際，試引用資料評價此看法。

2. 對於近日接連發生學生自殺事件，
你認為原因何在？

3. 承上題，你認為各持份者可如何防
止自殺個案增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公 共 衛 生

新聞撮要
受極端天氣及厄爾尼諾影響，去年全球
氣溫是自1880年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
年，香港亦破了18項與氣溫有關的紀
錄。天文台表示，料厄爾尼諾將逐漸消
退，但有一半機會於下半年變成拉尼娜，
考慮到這趨勢和各種預報，預計今年雨量
正常至偏多，如出現拉尼娜現象，年底會
有較多颱風。

■節自︰《「尼諾」變「尼娜」年底
颱風多》，香港《文匯報》，2016-3-16

持份者觀點
1. 天文台台長岑智明︰全球暖化不可逆
轉，已預知有酷熱天氣，不同之處只在會
不會破去年紀錄。本港天氣預報員對外國
網站的預測比天文台更準確耿耿於懷，已
汲取經驗，未來會研究極端天氣預報，並

就不確定的天氣狀況與公眾溝通。
2. 環保團體︰厄爾尼諾現像愈來愈嚴重，
已影響全球，人類應立即採取措施減少對
氣候的影響。

多角度思考
1. 試描述香港今年全年的天氣趨勢預測。
2. 承上題，你認為這會帶來什麼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新聞撮要
油麻地碧街7-11便利店上星期發生血

案，38歲店東鄭嘉沛最終傷重不治，遺下
妻子及剛出世的嬰孩，事件引起全城關
注。大批市民響應7-11呼籲，前往其分店
捐款，有人更即場捐出1,000元，盼助遺孀
解決燃眉之急，結果在短短8小時內共籌
得160萬元善款。
■節自︰《全城獻愛捐助「7 仔孤

寡」》，香港《文匯報》，2016年3月17

日

持份者觀點
1. 事發時協助報警的張女士︰事後獲悉店
東不治，對此感到非常內疚，亦因此而無
法入眠。
2. 市民關太︰對慘劇感到痛心，尤其對方
剛為人父卻遭逢橫禍。
3. 網民Kathy Kwan：一點心意希望積少
成多，以解鄭生一家燃眉之急。

想一想
1. 市民前往7-11捐款，反映了香港人的同
情心，你認同嗎？

2. 協助報警的張女士對未能幫助死者而感
到內疚，認為自己當時應上前協助阻止
兇徒，你怎麼看？

3. 試評論「香港應對殺人犯恢復死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禁18歲以下整形 4框架辨析

37%「有機」菜含農業

抹黑《不自殺契約》極無知

「尼娜」一半機會襲港 天文台：年底颱風多

全城捐助「7仔孤寡」8句鐘籌1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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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世界矚目的人機圍棋大戰終於在上周二完結，韓
國棋士李世石雖在第四局使出「神之一手」擊敗來自
英國的 AlphaGo，但最終仍以 1 比 4 落敗，而
AlphaGo的圍棋世界排名則上升至第二位，僅次於中
國青年棋士柯潔。繼早前它擊敗歐洲冠軍樊麾，再擊
敗韓國李世石，中國棋士紛紛表態願與AlphaGo約
戰。AlphaGo的崛起影響世界，引起了不少人對AI
（人工智能）的關注。
■節自《棋王終局認輸 1：4負AlphaGo 》等報

道，香港《文匯報》，2016-3-11至17

持份者觀點
1. 李世石：AlphaGo戰勝了我，而非整個人類，因
為我實力不夠。它不會疲倦，而我看不見對手的表情
和身體動作，都是我的劣勢。
2. 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最近韓國棋手和AlphaGo
進行圍棋人機大戰，三國很多民眾都比較關注，這也
表明三國之間文化有相似之處。中日韓三國或者說中

日之間，應該有智慧來推動智能製造、發展科技合
作，創造人們需要的高質量產品。
3. 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兼
系主任楊強︰AlphaGo 的 AI 技術可應用於涉及
delayed reward（延遲的回饋）的範疇，例如金融投
資或醫療。
4. 會計師事務所德勤：將與Kira Systems聯手，把人
工智能引入會計、稅務、審計等工作當中，幫助員工
從閱讀合同和其他文件等乏味工作中解放出來。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AI能在圍棋上擊敗李世石，是對人類的

一個警號，並預言AI最終會對人類文明構成威
脅，你認同嗎？

2. 「AI雖然擊敗李世石，但只是運算上擊敗人
類，AI並不理解圍棋的精髓。」你如何評價
此看法？

3. 試指出這次賽事在創新科技方面帶來的啟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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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時事聚焦

圍棋人不敵機 文明響警號？

知多點
這次的「人機大戰」比很多人想像中還

要「全球化」，AlphaGo雖然是英國公司
Google DeepMind的產品，但該公司早於
2014年就被美國的Google收購，而代替
AlphaGo出手的「人肉臂」則是來自台灣
的黃士傑，對手是韓國的李世石，賽事在
YouTube上直播供全球觀看。

■■科大楊強指科大楊強指AIAI技術可應技術可應
用於多個範疇用於多個範疇。。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韓 國 棋 士 李 世 石韓 國 棋 士 李 世 石 （（ 右右 ）） 與與
AlphaGoAlphaGo的對戰舉世矚目的對戰舉世矚目。。左為代左為代
AlphaGoAlphaGo落子的黃士傑落子的黃士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梁光漢表示梁光漢表示，，本港至今未有本港至今未有
定義何謂定義何謂「「有機有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耳廓狐耳廓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