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上海迪士尼樂園16日正式揭幕，鑒於
試運營期間，熱門項目排隊時長就超過6
小時，未來的「吸金」潛力可見一斑。
眼見內地市場如此龐大，華特迪士尼亦
趁熱打鐵，緊急上馬二期擴建工程，二
期、三期工程尚有很大發揮餘地，未來

還將繼續推進。
■節自《滬迪園開張 擴建即上馬》，

香港《文匯報》，2016-6-16

持份者觀點
1. 華特迪士尼公司董事長兼CEO羅伯特
．艾格：上海迪士尼度假區二期擴建工
程已經啟動，未來還將繼續推進。
2. 評論：上海迪士尼目前面臨遊客素質
問題。因為對遊客無法像迪士尼培訓員
工一樣去對待，且有關素質方面的言
行，也游離在法律之外，迪士尼向來提
倡員工與人和善，因此對於一些不文
明的情況，太過柔和綿軟之人根本是無
法制止。
3. 廣東旅遊業界人士：面臨分流內地
客，香港迪士尼最近積極調整戰略佈

局。粵客赴港遊更多選擇個人遊，當天
往返較普遍。因此，香港迪士尼除了早
前針對廣東客推出「快樂通行證」等優
惠外，還着力佈局點對點的跨境巴士路
線。
4. 媒體報道：惟上海迪園地處郊區，住
宿資源匱乏，有指方圓5公里內擁有的客
房總量僅約1.2萬間，而價廉物美的民
宿卻因不符合消防標準、租金過低、交
通配套不足等種種原因「難產」至今。

多角度思考
1. 試分析上海迪園與香港迪園的關係。
2. 對於對旅客行為的擔憂，你怎麼看？
3. 承上題，以上海迪園為例，分析國家

開拓軟實力和硬實力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滬迪園開張即擴建 港怎接招？

新聞撮要
蘋果公司年度全球開發者大會
（WWDC）13日舉行，宣佈多項軟件更
新，最新作業系統iOS 10將於10月推
出。此外，蘋果電子助理Siri將升級，支
援第三方軟件，支付系統Apple Pay更會
支援網上購物，服務範圍未來數月內將
擴至香港、法國和瑞士等地，以後出街
消費只需手機便可，不需要如八達通般
預先增值。當中有6間本港銀行合作，
信用卡公司亦有3間。
■節自《Apple Pay數月內抵港》，

香港《文匯報》，2016-6-15

持份者觀點
1. 業界人士：有不少用家可能擔心使用
信用卡以Apple Pay付款的安全性。卡號
碼不會儲存到裝置或Apple伺服器上，亦
不會將信用卡號碼傳送給商戶，每次交
易都會分配一個保安編碼進行授權。
2. 本港資訊科技界人士：手機使用的移
動支付模式於內地已非常普遍，Apple
Pay登陸將為香港用家帶來新的消費方
式。移動支付模式可能取代實體信用

卡，因信用卡早已於用家消費前登記在
手機中，毋須再隨身攜帶，減少遺失後
被盜用的可能，但使用移動支付模式，
有機會增加被盜用網上個人資料的危
險。
3.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橋：
移動支付模式設於個人手機中，用家為
免手機遺失後被挪用電子服務，需設置
手機密碼。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蘋果公司將會推出的支付服

務。
2. 這種科技有什麼利弊？
3. 試與內地比較現時本港的支付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小學生功課多，有小學家長表示子女每天都有大
約7份至9份功課需要完成，做功課的時間往往花費
2小時至4小時，縮短或是剝奪了小學生的玩耍時
間。而且，在長假期，小學生的課業數量更達到20
多份。

8.4%家長憂功課沉重
除了功課的數量大引起爭議外，功課的深淺程度
也讓人廣泛討論。有家長曾表示，子女的數學功課

題目程度太深，子女沒有能力完成，也為家長帶來
壓力。
有調查發現8.4%的家長認為每天面對繁重的功

課，為子女帶來沉重壓力，倡議學校減少功課數
量，有人甚至提倡回歸零功課的學習模式。

功課減成績或跌
對於此建議，有家長表示支持，認為學童不應只

為學習及考試主導的教育模式每天不停地進行操

練，他們應該擁有合適的玩耍時間，或進行非學術
方面的發展；但亦有家長堅決反對，認為一旦功課
量減少或取消功課，子女會缺乏練習，擔心子女未
能有效掌握學校學到的知識，成績會落後於其他學
校的學生。
有主張愉快學習的學校的老師表示，因有家長向

校方表示擔心功課量不夠多而害怕子女未能鞏固學
習到的知識，而增加功課數量。在探討小學生功課
過多的議題時，可以從什麼方向思考呢？

■余慕帆 前線通識科教師

通 識 把 脈

新聞撮要
繼元朗一對90後姊妹日前被揭疑墮

網上情緣陷阱被騙360萬元後，亦有一
名18歲少女，透過手機交友應用程式
「遇見」，與一名男子成為情侶。對方
成功游說她以 11 萬元積蓄作「投
資」，得款後即爽約失蹤，少女懷疑受
騙報警求助，警方不排除其同樣墮入網
上情緣陷阱，列作詐騙案跟進。警方透
露，今年首季已錄得28宗網上情緣騙
案，較去年同期急升逾兩倍，呼籲市民
提防受騙。
■節自《又爆「網戀」騙財 18歲女

失 11 萬》，香港《文匯報》，
2016-6-16

持份者觀點

1. 警方：受害人普遍有較高學歷、善
於使用電腦及英語跟他人溝通，由於騙
徒亦能以流利英語溝通，可令受害人放
低戒心。
2. 評論：騙徒均「做足功課」，為讓
受害人易上釣，事前會向目標「起
底」，包括瀏覽其社交網站資料，得悉
其嗜好後再投其所好，令受害人以為找
到知己而「落疊」。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事件的經過。
2. 你認為網戀可靠嗎？年輕人在網上

結交朋友，須注意哪些地方？
3. 「網戀與現今的『速食』價值觀有

關。」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新聞撮要
本港近年興起「水光槍」美肌服務，
聲稱具備補濕、美白、嫩膚等功效，令
不少愛美人士趨之若鶩。然而，消費者
委員會今年頭5個月，已接獲9宗「水光
槍」療程投訴，2月時更有少女因打「水
光槍」導致臉部出「蕁麻疹」。消委會
調查後發現，部分「水光槍」針劑安全
性及操作人員的身份成疑，更有個案因
為注射失當出現不適及「鴛鴦眼」。
■節自《亂打「水光槍」隨時「鴛鴦

眼」》，香港《文匯報》，2016-6-11

持份者觀點
1. 消委會：不同品牌的針劑，品質或有
參差，胡亂混合成分不明、配方複雜的
針劑，不但未必達到預期的美容效果，
反而有可能產生不良反應，對健康構成
風險。
2. 業界人士：某些美容程序因本身有一
定風險，只應由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施
行。呼籲消費者接受「水光槍」美容程
序前必須三思，查詢清楚注射的程序步
驟、所用針劑和器具的清潔和安全性及
收費詳情。

3. 衛生專家：「水光槍」普遍使用的針
劑中，目前只有透明質酸和肉毒桿菌的
美容功效有較多醫學證據支持，惟現時
香港沒有正式條例監管透明質酸的使
用。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上述的醫療衛生事件。
2. 試以此事件為例評價現時香港的美容

立法爭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新聞撮要
作為港珠澳大橋的地標式建築，大橋主

體工程七座橋塔（「風帆」雙塔、「中國
結」雙塔、「海豚」三塔）日前全部吊裝
完工，標誌着穿越珠江口白海豚保護區、
長達23公里的大橋橋樑工程貫通在即。
據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局透露，目前在珠江
口目擊海豚群和數量升高，達2,416頭，
較2011年增加逾37%。
■節自《港珠澳橋環保奏效海豚五年

增 近 四 成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6-6-18

持份者觀點
1. 港珠澳大橋管理局有關負責人：以往的
橋樑都是小節段製造和吊裝，而港珠澳大
橋採用大節段整體製造、運輸和吊裝，使
高空作業地面化，海上作業工廠化，有利
於整個工程的質量控制，降低施工風險，
同時也能更好地保護伶仃洋的生態環境。
2. 分析：並未發現人為直接令白海豚致死
的案例。可見，港珠澳大橋多項開內地交

通基建領域先河的環保施工措施奏效。
3. 評論：是次工程為今後粵港澳促進海洋
生物保育合作提供寶貴的經驗。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港珠澳大橋動工以來引發的環保
爭議。

2. 承上題，各持份者有什麼理據？試加以
評論。

3. 你認為政府可如何達到經濟與可持續發
展的平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愉快學習與課業有兩難

夥6銀行 Apple Pay將抵港

網上情騙急升 18歲女被呃11萬

打「水光槍」可致「鴛鴦眼」

港珠澳橋白海豚不減反增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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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亞洲區中產及富有階層近年迅速崛
起，帶動各式旅遊產品發展，其中郵
輪旅遊更具爆發潛力。國際郵輪協會
預料，2020 年全球郵輪旅客將達
3,000萬人，當中內地旅客佔450萬
人，年增長率平均為8%至9%，反映
市場重心逐漸由歐美轉移至亞洲地
區。不少郵輪公司看中香港處於亞太
區佈局的中心，今年紛紛在港扎根再
作跳板開拓內地及東南亞市場。
■節自《郵輪暢遊亞太 港擁地利

商 機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6-6-15

持份者觀點
1. 郵輪公司：香港處於亞太區佈局的
中心，在內地可走向華南一帶，北亞
是日韓台，南亞則是星馬泰，能吸引
多元化客群。
2. 樹仁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袁偉基：
郵輪旅客多留港一日，流轉量快且消

費力高，相對傳統旅客的壓力較小，
更重要的是能彌補陸路旅客的損失。
建議特區政府除了與周邊地區合作發
展外，更要理順郵輪碼頭泊船時間表
及各地簽證問題，讓內地旅客經香港
再到越南、台灣及新加坡等地時能減
省程序，加快開拓各地市場。
3. 旅遊業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建議抓
緊未來3年機遇，在內地廣州、南
沙、蛇口港等郵輪碼頭未發展成熟時
積極拓展，以免錯失發展良機。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香港的郵輪旅遊現
況。

2. 承上題，指出未來郵輪旅遊發展的
機遇和挑戰。

3. 除了與周邊地區合作發展、理順郵
輪碼頭泊船時間表及各地簽證問題
外，你認為政府還有什麼關注要
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全 球 化 公 共 衛 生

內地客年均增9%「郵旅」闖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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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點
登上郵輪後，大部分行程均在船上度過，萬一發生

意外或受天氣影響，船長有權決定是否泊岸，或
令旅客大失預算。
由於旅程有別於陸上旅遊，故郵輪保險費

亦較一般旅遊保險貴兩三倍。有分析指，
郵輪保險一年內激增一倍，反映郵輪旅
遊漸成氣候。由於郵輪大部分時間
在海上行走，故承保範疇、條款及
意外風險與普通旅遊保險不
同，消費者要多加留神，尤
其是醫療、海上事故及延
誤行程的賠償安排。

■■旗艦郵輪旗艦郵輪「「海洋贊禮號海洋贊禮號」」66月月1717日訪日訪
港港，，未來亦以本港為母港未來亦以本港為母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周時事聚焦

■■Apple PayApple Pay將登陸香港將登陸香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海迪士尼甚為上海迪士尼甚為「「吸金吸金」。」。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概念
升學主義：指把升學及考上
好的學校或學術機構作為唯
一衡量一個人的價值、能力
及未來成功與否的標準。在
這單一的標準下，其他的發
展如人格發展、社群發展及
體藝發展都可能被忽視。

思考問題
．香港小學生功課壓力大的原
因（提示：升學主義盛行、
社會競爭大、家長期望高）

．功課量多對小學生的影響
．不同持份者應如何解決功課
壓力大的問題

．零功課政策的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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