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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山東問題疫苗事件曝光後，內地疫苗

遭遇信任危機。香港上月30日限制非本
地兒童注射疫苗後，許多境外醫療機構
在內地的分部接受疫苗諮詢情況暴增。
記者從香港加美國際醫療中心在深圳的
門診部了解到，預約打疫苗的家長數量
也逐日上升，日接診量增長兩成以上。
因為內地進口疫苗價格比香港貴一倍以
上，有大批家長仍選擇赴港私人門診打
疫苗。
■節自《進口疫苗 走俏內地》，香

港《文匯報》，2016-4-2

持份者觀點
1. 預約了到香港一家私人診所為外孫打

疫苗的深圳市民韓女士：幸好現在（香
港）私人診所還沒有受限額限制，趁假
期帶孩子先去打了再說吧。
2. 香港加美國際醫療中心深圳門診部：
內地的門診部所用的疫苗全部是進口
的，進貨渠道和香港完全相同，所以很
受內地家長歡迎。
3. 深圳市民蔣小姐：雖然進口疫苗普遍
比國產疫苗貴5倍以上，但仍願意花高
價給孩子打進口疫苗。未來希望內地有
更多可信賴、服務好的境外醫療機構進
駐，可以輕鬆打進口疫苗。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內地家長接受進口疫苗的原

因。
2. 你認為是次疫苗危機揭示了中國醫療
體系的什麼問題？你有什麼改善建
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進口疫苗內地熱賣 貴港一倍

新聞撮要
全球肥胖問題敲響警鐘！最新研究顯

示，現時全球八分一人口、即約6.4億人
屬於癡肥，比40年前增加逾1倍，當中
中國癡肥人數更接近9,000萬，是全球
最多。研究人員預計情況會惡化，到
2025年，每5個人中就有1人癡肥。專
家指出，癡肥與疾病危機，是由高脂
肪、高糖飲食等不良飲食習慣導致的血
壓和膽固醇過高所引致。
■節自《全球 1/8 人癡肥 中國近

9000萬人最多》，香港《文匯報》，
2016-4-2

持份者觀點
1. 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預計，假如趨勢
持續，不足10年內全球男女癡肥比率會
分別升至18%和21%。
2. 英國倫敦帝國學院公共衛生教授伊扎
蒂：全球各國應該合力採取行動改變癡
肥趨勢，包括調整健康和不健康食品價
格，或對高糖和過度加工的食品徵稅。

3. 公共衛生專家：雖然癡肥問題愈來愈
嚴重，但體重過輕仍是印度和孟加拉等
落後國家面對的主要健康問題。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上述調查結果。
2. 解釋上述結果的可能原因。
3. 你認為全球癡肥情況與全球財富分配
不均有關係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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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適逢兒童節，香港小童群益會以由兒

童角度設計的問卷訪問逾千名未成年學
童，發現不足60%的受訪學童感到快
樂，較上一次調查大跌約17個百分點。
會方認為跌幅顯著，其他同類調查亦反
映相同情況。
■節自《快樂人數減 童聲想放假》，

香港《文匯報》，2016-4-4

持份者觀點
1.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有調查報告指
「放假」及「能成功完成想做的事」最
能令孩子開心，故認為若能確保兒童有
足夠休息，課外活動不會被視為是功
課，輔導不會變成補課，若社會做得
到，有利兒童成長。
2. 教育局署理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幼稚
園及小學/小學）陳繼耀：並不認同「孩
子要贏在起跑線」，但亦質疑是否要強

求「零功課」。
3. 小童群益會總幹事羅淑君：建議一家
人放下智能電話，家長多與年幼子女外
出或進行動態活動，聆聽兒童需要，讓
子女有放鬆空間。建議學童以克服壓力
來獲取成就感。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調查揭示的問題。
2. 學生的快樂程度和什麼因素有關？
3. 試想想各持份者可以如何合力減輕學

生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公 共 衛 生

新聞撮要
印度塔塔鋼鐵公司上周突然宣佈計劃
出售或關閉長年虧損的英國鋼廠，多達
4萬名英國工人隨時飯碗不保，當地輿
論猛烈批評首相卡梅倫，在便宜的中國
鋼鐵面前未有好好保護英國鋼鐵業，卡
梅倫於美國出席核安全峰會期間，更就
此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達關注。
■節自《英鋼業臨安樂死卡梅倫孭

鑊》，香港《文匯報》，2016-4-4

持份者觀點
1. 英國《金融時報》：鋼鐵業衰落非一
朝一夕之故，除了當前全球鋼鐵供應過
剩、價格下滑之外，英國鋼鐵業長年管
理不善及缺乏投資，也是導致今次危機
的伏線。
2. 英國《衛報》及美國《華爾街日
報》：卡梅倫2010年上台後致力推動

綠色能源，包括實施高於歐盟要求的碳
排放稅，並強制企業購買源自太陽能或
風力發電的電力，本身用電量大的工廠
首當其衝。加上英國工廠去年每度電電
費，要較2010年貴接近一半，相比美
國更要貴超過一倍，高昂的能源成本自
然使得英國鋼鐵廠成為外國集團「裁
員」首選。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英國鋼鐵業衰落的原因。
2. 試以此為例，分析能源發展與全球/

地區經濟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新聞撮要
清明節正日，不少孝子賢孫把握時間拜

祭先人及燒衣。不過，華人永遠墳場管理
委員會轄下4個墳場，包括將軍澳、柴
灣、荃灣及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今年重
陽節起停止開放靈灰閣的室內化寶爐，如
市民拜祭先人後欲燒衣，則要移師室外新
設的化寶爐。
■節自《戶外化寶 有壞有好》，香港

《文匯報》，2016-4-4

持份者觀點
1. 拜祭市民馮先生：墳場內只安排一個戶
外化寶設施，恐怕屆時大家爭爐，容易起
衝突，如果下雨更加無瓦遮頭。
2. 拜祭市民陳婆婆：有時燒完亦未必即刻
走，而新的戶外化寶設施設置在入口處，
好似趕人快點走，情感上難以接受。
3. 拜祭市民陳女士：新安排更環保，邊度
燒都不要緊，因為心意最緊要。
4. 食環署發言人：現時署方轄下管理的墳

場設置的化寶爐，部分設於室內，部分設
於室外，暫時未有計劃取締室內化寶爐，
但基於環保考慮，未來靈灰安置所不會設
置室內化寶爐。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戶外化寶的利弊。
2. 有多名持份者指出措施符合環保趨勢，
你同意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加刑立動物警察助遏虐待？

全球2025年5個人1個癡肥

港童笑聲減 各方促課內外平衡

戶外化寶 更環保又怕爭爐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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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地盤主任今年1月在秀茂坪地盤的辦公室內用腳把
一隻兩個月大的雄性唐狗踢到枱角，狗隻撞到枱腳後墮
地，並四腳朝天。及後有地盤工人不滿地盤主任虐狗，將
踢狗片段交予動物義工，義工把虐狗片段放上網，並向愛
護動物協會舉報，地盤主任被捕。

定罪最高罰20萬囚3年
警方表示，殘酷對待動物屬違法行為，一經定罪，最高
可被罰款20萬元及監禁3年。虐待動物的新聞屢見不鮮，
有人說應該設立動物警察及修改法例，加重刑罰，遏止虐

待動物行為，保護動物權益。
根據香港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虐待動物」
是指令動物在生理及精神上受到傷害的任何形式的行為。
虐待動物包括殘酷地打、踢、惡待、過度策騎及過度驅趕
任何動物，或殘酷地將其折磨、激怒或驚嚇，導致任何動
物受到任何不必要的痛苦；禁閉被運送的動物，但沒有提
供充足的食物和水；運送動物時所盛放動物的位置體積過
小使動物承受不必要的痛楚或痛苦；經營、使用或管理動
物打鬥或動物挑惹而導致自己或任何人接受金錢；任何動
物不適宜被使用於某種工作或勞動時，仍將其或導致其被

如此使用。
「動物權益」是指動物不應受到身體上及精神上虐待、
屠宰和痛苦的生存權利，一般動物亦擁有不被人類利用作
為食用、商業、娛樂及科學用途的權利。

吃素保動物權益？
那麼人類是否應該吃素？所有以動物進行的商業活動是
否應該停止？以動物作醫學實驗又如何？動物權益及虐待
動物都可衍生出不少具爭議性的議題，同學可從不同角度
認真思考。

思考問題
1.虐待動物的定義
2. 虐待動物的成因
3. 現行香港保護動物的法例對於防止虐
待動物是否有效

4. 什麼是動物權益
5. 政府應否禁止一切利用動物實驗達到
商業目的活動以保護動物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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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全球五十多國的領袖、政府及國際組織代表，3月

31日聚首美國華盛頓，出席一連兩日的核安全峰
會。比利時布魯塞爾恐襲後，外界關注「核恐怖主
義」的潛在風險，峰會將主力討論此項威脅，東道主
美國總統奧巴馬亦會跟法國總統奧朗德舉行雙邊會
談，但核強國之一的俄羅斯總統普京拒絕出席，恐削
弱峰會影響力。
■節自《核恐怖主義威脅 全球商「拆彈」》，香

港《文匯報》，2016-4-1

持份者觀點
1.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打擊核恐怖主義有4點主
張，即加強核材料安全監管、着力加強網絡反恐、加
強跨國信息交流和執法合作、對核材料和核設施安保
實現立法全覆蓋。
2.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核安全教授邦恩：未來
恐襲形式無從預測，不排除ISIS（「伊斯蘭國」）造
出核武的可能性。
3.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俄美在峰會準備階
段缺乏合作，未能兼顧各方利益，普京不會出席峰
會，僅派俄駐美大使參與。
4. 英國：核電站可能遭網絡攻擊。
5.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天野之彌：《核材料實物
保護公約》修訂案只要再多6個國家同意即可生效，

對修訂案可於短期內生效表示樂觀，相信可有效減少
不法分子盜取核廢料製作「骯髒彈」的機會。
6. 報章評論：各國甚至對於何謂恐怖主義還沒有一
個基本的統一定義，而這項缺失的最直接反映，就是
反恐的雙重標準。

知多點
廣義的核材料（nuclear material）是核工業及核科

學研究中所專用的材料的總稱，包括核燃料和核工程
材料（即非核燃料材料）。其中，核燃料是指能產生
裂變或聚變核反應並釋放出巨大核能的物質。可分為
裂變燃料和聚變燃料（或稱熱核燃料）兩大類。
外界關注恐怖組織盜竊核武器或放射性物質，這擔

憂並非無的放矢。世界各地過去多次有放射性物料遺
失、被盜或遭疏忽處理。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
估計，由1993年至2014年間，全球共發生約1,150
宗放射性物質遺失或偷竊案，即平均每年逾50宗，
情況令人憂慮。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各持份者對核恐怖主義的態度和主張。
2. 試指出國際打擊核恐怖主義的障礙。
3. 除了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你認為核武有什麼

利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全球堵孔 嚴防「核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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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利亞總統布哈里日利亞總統布哈里（（前左前左））握手握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英鋼業「滑鐵盧」卡梅倫挨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