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上海迪士尼第一階段試運營正式開

啟，園區內外人頭攢動。運營首日，價
值300元人民幣（約港幣400元）的內部
票經黃牛炒作，竄至6,000元人民幣（約
港幣7,000元）天價。另外，7日約一萬
人入園，園區內花車巡遊、多數遊樂設
施均已進行測試，但迪士尼最為經典的
夜光幻影秀卻並不包含在內。
■節自《迪園試玩票 四百炒上七

千》，香港《文匯報》，2016-05-08

持份者觀點
1. 上海迪士尼內部人士︰之前公司內部
售票，並無明確限制每人可購買數量，
只稱不要太多即可。
2. 與上海迪士尼合作的旅行社︰有員工
購買試運營票時，最多見過有一人購買
了30多張。
3. 倒賣門票的「黃牛」︰因為眾人皆存
嘗鮮心態，且都迫不及待地想在網絡第
一時間曬上海迪士尼圖，目前試運營的
門票行情顯然已經要高過正式開園後的

票價。

多角度思考
1. 你認為是什麼原因令「黃牛」票出

現？
2. 有人認為上海迪士尼開幕，會對香港
迪士尼造成負面影響，你認同嗎？

3. 承上題，有評論指上海迪士尼與香港
迪士尼是互補，並非競爭關係，試評
價此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上海迪園「玩票」400炒至7000

新聞撮要
天文台10日早晨4小時內兩度發出紅雨
警告，當中屬今年首個的紅雨警告更在大
部分學生已出門上學期間發出，教育局相
隔10分鐘後才宣佈停課，不少學生及家長
均指天文台及教育局反應太慢，有必要檢
討通報機制。
■節自《紅雨急停課慢 學生濕家長

嬲》，香港《文匯報》，2016-05-11

持份者觀點︰
1.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紅雨警告後10分
鐘才宣佈停課令，是由於現有機制牽涉到
一些技術上的過程，教育局會繼續與天文
台加強合作，商議如何做得更好及完善。
2. 天文台助理台長鄭楚明︰天文台因應雨

量及天氣變化情況，約7時半認為要考慮
發出紅雨警告，並通知教育局。
3. 小學家長︰抵達學校才知道不用上學，
無奈又要帶子女冒雨回家，非常狼狽，教
育局為何不早一點公佈？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解釋家長和學生為何不滿
停課安排。

2. 有校長認為紅雨和停課通告應同時宣
佈，你如何評價此建議？

3. 有評論認為「政府應簡化程序，由天文
台發出紅雨的同時，直接宣佈停課，而
取消通報教育局再發通告的做法」，你
認為可行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第五屆中學文憑試通識科日前結束，考生最怕的政治
議題今年再次出現。卷一必答題共3條題目，當中第二
題引用民主指數及競爭力指數、香港行政長官選委會及
立法會組成的資料，問考生是否同意選舉委員會及立法
會的組成更具代表性，會提升香港的全球競爭力。
有考生認為此題目難以理解，憂心影響成績。不少考
生都認為最難的卷一必答題就是這道，題目提供了3則
資料。本題目對考生來說確實有難度，我建議通識科老
師們在未來日子多讀點政治學，不但可豐富個人的知
識，對教學亦甚有幫助。

促進、阻礙、不相關
西方政治學者對民主與經濟的關係，曾作出了大量的

研究，歸納出3種關係：促進、阻礙、不相關。
促進論在上世紀60年代曾風行於西方，其後日漸衰

落，到了80 年代以後，美國政府大力倡導此促進論，
令其開始復興。這種理論的背後基礎是自由主義，提倡
者認為只有在多元競爭的民主社會下，人類的創造力才
能充分發揮，而民選政府對公民權利（如私有財產）的
保護有助提升工作、儲蓄、投資的動機。
其次，由於民選的政府得到人民較高的認受性，有助

降低政治動亂的風險。最後，民主政體具有資源配置方
面的優勢，照顧不同階層的需要，促進經濟及民生的發
展。競爭性的選舉更可以限制政府對社會的掠奪行為，
如過高的直接稅和間接稅。
阻礙論出現在1960年代至1970 年代，當時的發達國

家都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如能源短缺、過度生產
等。學者提出了5方面的觀點支持阻礙論。
第一，民主政體威脅私有產權，有產階級擔心普選的
政府與工會的成立，可能會危及中上層的私有產權；第
二，民主會引發即時消費的壓力，從而降低投資率；第
三，政治精英為取悅選民，進行大規模財產再分配；第
四，民主給予人民太多的參與自由，可能引致政治動
亂；第五，民主政體令政府難以推動人民不接受但有必
要的政策，政策要受到人民歡迎才能推行。

經濟學家：視乎政治自由度
不相關論指民主政體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關係。在不

同的情況下，民主政體可以有利於或有害於經濟增長。

為了找出證據支持以上不同的理論，政治學者曾作出
以下的實證研究：
近數十年，有關民主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學

重點課題，目前研究的結論是：這兩者之間關係複雜，
民主不一定能促進經濟增長，亦不一定阻礙增長，要考
慮各國或地區的情況，作出分析。
最後，老師可引用經濟學家巴羅（Barro）的論點，

讓學生思考和討論。他的論點是：民主政體只有在政治
自由度較低的環境下才會促進經濟增長；政治自由度已
經較高的政體，推動民主化反會使經濟增長放慢。
學生可找尋不同地區的資料，作出回應，但重點是不

要像那位「80後」隨意提出主觀的「民主與經濟對等
論」。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通 識 把 脈

今 日 香 港

新聞撮要
香港有很多善心人，無論做義工或捐
款賑災都很積極，更有人會自願放棄安
穩生活，自行付錢到第三世界國家助
人。原本任職私家醫院護士的胡宇寧隻
身走到南非當義工大半年，見過當地愛
滋病肆虐與政府的無能為力，令她更確
定自己要留在當地出一分力。
另一名香港女生楊可欣亦多次自費隨
宣明會或自行到貧困國家當義工，希望
身體力行，令更多身邊人關注。
■節自《南非做義工 愛心「無限

期」》，香港《文匯報》，2016-05-09

持份者觀點
1. 義工胡宇寧︰做
護士的大部分都有
愛心，想做無國界
醫生或到內地服
務，但限於家庭及
經濟問題，多數得
個「講」字，我自
己沒家庭負擔，父
母也支持，就決心
實踐。
2. 義工楊可欣︰發

達國家的人真的欠了貧窮國家的人很
多，希望透過不斷的分享與傳播，可令
更多人關注。

多角度思考
1. 你認為是什麼原因促使這些義工放棄

在香港的生活，「貼錢」前往當義
工？

2. 承上題，你認同他們的看法嗎？試解
釋你的答案。

3. 有人認為義工應該可獲交通津貼，你
同意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新聞撮要
為確保捐獻人體器官轉運流程的通

暢，減少因運輸原因造成的器官浪費，
國家衛計委等6個部門和機構聯手，建
立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確保相
關交通工具優先通行，其中要求民航部
門負責協調承運人體捐獻器官的航班班
次，遇擁堵或流量控制時優先放行。
綜合中新社、中新網消息，為確保捐

獻人體器官轉運流程的通暢，減少因運
輸原因造成的器官浪費，國家衛計委等
6個部門和機構6日聯合印發《關於建立
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的通知》
（以下簡稱通知），建立人體捐獻器官
轉運綠色通道，確保相關交通工具優先

通行，其中要求民航部門負責協調承運
人體捐獻器官的航班班次，遇擁堵或流
量控制時優先放行。
■節自《航機承運捐獻器官可先

飛》，香港《文匯報》，2016-05-07

持份者觀點
1. 衛計委負責人︰內地大多採用由醫務
人員攜帶，通過民航班機、高速鐵路及
公路運輸的形式轉運捐獻器官，轉運時
間較長，不利器官質量，因轉運問題導
致的器官浪費也時有發生。
2.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
委員黃潔夫︰內地每年約有30萬患者因
器官功能衰竭等待器官移植，而每年器

官移植手術僅為1萬餘例，也就是30：1
的標準，有很多病人仍在苦苦等待器官
捐獻。
3. 專家：器官運輸的效率逐漸影響器官
質量，進而影響器官移植接受者生命健
康安全。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指出內地為運輸器官航
班採取了什麼措施。

2. 承上題，為什麼相關方面要推行這些
措施？

3. 有人認為這些措施對其他航班乘客不
公平，你認同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新聞撮要
洗手後用抹手紙抹手是不少人的生活

習慣，但一項調查發現，465名受訪者每
日使用3,610張抹手紙，即平均每人每日
使用約7.7張抹手紙。以香港718萬人口
推算，全港每年平均使用逾203億張抹手
紙，等同58萬棵樹。
■節自《市民年用58萬棵樹抹手》，

香港《文匯報》，2016-05-09

持份者觀點
1.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生產
抹手紙不單要砍伐樹木及污染水源，而且
在生產過程中增加了強化堅韌度的物質，
令抹手紙需2星期至4星期才能分解，在
分解過程中更會產生甲烷，加速全球暖

化。
2. 外國研究︰風乾手機使用的能源較
多，而冷風乾手機的能源效益較高，同時
有效把細菌吹走，故其衛生程度與抹手紙
相若。
3. 獅子山青年商會報告︰為鼓
勵市民減少用抹手紙，發起
「救救地球 停用抹手紙」口
號及標誌行動，邀請各企業在
抹手紙盒上貼上標誌，現時有
約1,000個地點貼上標誌，提醒
市民珍惜資源，以乾手機或抹
手巾代替抹手紙。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描述港人使用

抹手紙的情況。
2. 承上題，這習慣會帶來什麼問題？
3. 有人提出應該全面以吹風機代替抹手

紙，試指出你的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通識卷一題二：三「論」民主經濟關係

紅雨停課未同步 學生狼狽上學

南非做義工 學習分享愛

內地航班載捐獻器官優先放行

港人年用200億張紙巾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公 共 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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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歐元是歐元區通用的最大面

值鈔票，它常被犯罪集團用來洗

黑錢，而且日常交易甚少使用，

故蒙上一層神秘面紗，外界稱之

為「拉登鈔票」。歐洲央行5月4

日宣佈，鑑於500歐元紙鈔助長

犯罪活動，將於2018年底停印。

至於已在市面流通的500歐元鈔

票，仍將保留法定貨幣的地位。

■節自《「拉登鈔票」500歐元

將停印》，香港《文匯報》，

2016-05-06

-

全
球
化

-

一周時事聚焦

「拉登鈔票」停印阻洗黑錢
持份者觀點
1. 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經濟
學教授霍弗︰歐央行仍過於保
守，歐元區最好不使用現金，可
使交易更方便，歐央行更應停印
200歐元及100歐元等大面額鈔
票。
2. 經濟學者︰不法分子多利用空
殼公司賬戶洗黑錢，其間不涉現
金，停印對打擊犯罪活動效果有
限。
3. 私隱關注組織︰歐央行是想迫
使公眾使用電子方式付款，令相
關機構更易監控。
4. 德國政府︰強烈反對歐央行的
決定，認為是剝奪公眾使用現金
的權利、損害個人自由，況且沒
證據這可減少罪案。
5. 奧地利央行官員普里比爾︰目
前有3,000億歐元（約2.7萬億港
元）現金以500歐元鈔票方式流

通，若要全數替換，所需成本可
高達5億至6億歐元（約44.6億至
53.5億港元）。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指出為什麼要停

印500歐元鈔票。
2. 承上題，你認為停印鈔票就可

以解決題1的問題嗎？
3. 有人指出歐元區應全面停止使

用鈔票，改用電子貨幣結算，
你如何評價此看法？

知多點
歐元紙幣現時的最大面額為500

元，換成港幣即是約4,500元。由
於面額大，攜帶大量現金時效率
較高，100萬歐元（約900萬港
元）也只重2.2公斤，故成為「洗
黑錢首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500歐元紙幣將於2018年底停印。圖為歐洲反資本主義示威。
資料圖片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余遠騁（左三）表示，抹手紙須長時間才能分
解，過程更會產生甲烷，加速全球暖化。 資料圖片

■胡宇寧（右）和楊可欣（右二）到貧困國家當義工。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