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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再加租 一成封頂？
一周時事聚焦
新聞撮要

-

全港逾 75 萬個公屋戶最快今年 9 月加
租。房委會消息人士表示，根據房屋署抽
樣調查 4.8 萬個公屋戶的家庭收入的結果，
發現公屋居民在 2013 年至 2015 年這兩年平
均收入上升 16.11%，按現時租金調整機
制，租金最多可加 10%，即每戶每月加 31
元至 426 元，平均加租約 170 元。這是公屋
連續第三次隔年加租10%。
■節自《公屋租金加一成 慳啲使》，香
港《文匯報》，2016-6-28

持份者觀點
1. 退休人士何女士：家中兩名小朋友分別
就讀幼稚園及中學，學費及書簿費等開支
大，加租 10%加重負擔，希望政府為住戶
提供免租優惠。
2.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未來經濟轉
差，房委會應推出寬免措施，例如降低租
金援助申請門檻，以紓緩低收入租戶負

知多點

擔。房委會有需要檢討現行租金「可加可
減」機制，建議考慮通脹因素，降低租金
調整幅度。
3. 經濟學者關焯照：建議房屋署調高「封
頂」上限，由現時的一成增加數個百分
點，避免公屋補貼不斷增加。
4. 評論：現時公屋平均月租 1,700 元，對比
租住任何私樓單位或劏房，公屋已經非常
「抵住」，加上兩年以來，公屋居民平均
收入上升，有此加租決定亦屬正常。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不同持份者對是次公屋加價的態
度和反應。
2. 承上題及就你所知，指出這次加價將對
基層市民的影響。
3. 有人認為房委會應推出寬免措施，例如
降低租金援助申請門檻，以紓緩低收入
租戶負擔，你認同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現代中國
新聞撮要

持份者觀點

被稱為機場快線的深圳地鐵 11 號線 6
月 28 日正式開通試運營。該線路結束了
前海地區無地鐵直通機場的歷史，不僅
連通深圳八大片區，還可便捷連接香
港、廣州、東莞、中山等地。作為深圳
首條最高時速達每小時120公里的地鐵線
路，該地鐵線正式運營後平均時速約為
每小時 65 公里。屆時，從福田口岸到機
場站只需要約40分鐘。
■節自《福田口岸至深機場僅 40 分
鐘》，香港《文匯報》，2016-6-29

1. 深圳地鐵：為了讓 11 號線跑得更快更
穩，建設時採用了內地最大的盾構機，
軌道也採用了高鐵精準測量技術鋪設。
2. 評論：按深圳地鐵的規劃，地鐵 11 號
線具備快速聯繫城市中心區與西部片區
的功能的同時，還兼顧機場快線的功
能。它的建成將有力推動深圳現代化、
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建設，加速特區內
外一體化進程，促進前海、蛇口自貿區
的開發，鞏固深圳在珠三角中心城市的
地位。

多角度思考
1. 試描述深圳 11 號線
涵蓋的範圍。
2. 試指出以上地鐵線
路對周邊地區帶來
的好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 6 月 28 日，深圳地
鐵 11 號線開通。該線
路全長 51 公里，共 18
個站。
資料圖片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前海夢工場開班 教港深青年創投
前海創新氛圍吸引深港創新創業人
士，「新經濟國際投資實戰營」日前在
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開班。實戰營
由紫荊厚德商學院聯合內地、香港和美
國硅谷近50家風險投資機構和大企業共
同打造，以「新經濟、新天使、新未
來」為主題，60 多位來自內地、香港和
硅谷創投界的投資人和學員出席。
■節自《港學院前海開班育「天
使」》，香港《文匯報》，2016-6-29

一批批有創造、創新、創業精神及能力
的年輕人。
2 . 學員：自己本身也做投資，但天使
投資比較難，有時只是一個概念，不知
道有沒有市場前景，目前香港缺乏相關
的課程，希望通過是次實戰營學習更多
經驗。
3. 評論：香港創業項目到內地落地也往
往面臨諸多障礙，在前海設立實戰營，
能夠為兩地創投業者提供對接交流的機
會。

持份者觀點

多角度思考

1. 香港天使脈絡主席、紫荊厚德商學院
聯席院長譚偉豪：當前，中國及全球經
濟發展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創新經濟主
要依靠年輕人才來推動，需要不斷培養

1. 試指出以上「實戰營」的內容。
2. 有評論指「香港創業項目到內地落地
往往面臨諸多障礙」，「障礙」是指
什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余慕帆 前線通識科教師
足球是一種可讓人強身健體、訓練及提高
團隊精神的運動。歐洲國家盃正在舉行，許
多熱愛足球的人，都十分雀躍。

兩成中學生曾賭博
然而，隨着賭波合法化，愈來愈多年滿
18 歲人士到賽馬會投注站下注。同時由於
經營賭波利潤豐厚，坊間出現了不少非法賭
博的途徑。
有調查顯示，年輕人對賭博問題意識不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備電量新低 台民眾憂限電

新聞撮要

持份者觀點

就民意代表洪慈庸質詢限電可能性的
問題，台灣經濟部門負責人沈榮津 6 月
29 日表示，6 月到 9 月台電的備轉容量率
大概在 3.5%到 4%左右，預估其備轉容
量為124萬千瓦到133萬千瓦左右，希望
不要有限電的情況發生，若再低於備轉
容量，將會啟動應變機制。
■節自《台備電量 10 年最低 當局稱
有應變機制》，香港《文匯報》，
2016-6-30

1. 洪慈庸：在廢核及減碳的目標間，若
再生能源要取代核能發電，其餘佔總發
電量 80%的火力發電，除了將火力發電
廠的燃煤機組改為高效率的「超超臨界
鍋爐」機組外，目前還是無解。
2. 沈榮津：燃氣機組的配比要提高，在
大潭會興建年營運量 300 萬噸的天然氣
接收站，而台中的天然氣接收站也會由
100 萬噸增加到 150 萬噸，把燃氣機組的
配比提高，社會較能接受。

全球化

資料圖片

3. 台灣民眾：最近天氣炎熱，台電的備
轉容量率降到1.64%，很擔心會限電。

多角度思考
1. 就你所知，台灣為什麼會出現備電量
10年最低的情況？
2. 試比較 5 個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發電方
式和效率。
3. 「再生能源要取代核能發電是未來發
電趨勢」，你怎麼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里約警抗議
「財緊」奧運安全成疑

新聞撮要
距離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揭幕尚有一個多月，當地問題多
多，除了州政府財政緊絀外，前日更有約 300 名警員上街示威，
抗議當局拖延支薪，並抱怨警局連汽車燃料、打印機紙張及墨
水都沒有，甚至廁紙也要靠民眾捐助接濟，警員士氣低落。鑑
於里約暴力罪行頻生，外界擔心奧運舉行期間，警方有否足夠
能力保障運動員及遊客安全。
■節自《里約警遭拖糧 奧運恐成「地獄」》，香港《文匯
報》，2016-6-29

持份者觀點
1. 警員：歡迎來到地獄，警員和消防員沒有糧出，里約熱內盧
將不會安全，強烈建議遊客不要前來。
2. 里約州臨時州長多內萊斯：我對奧運感到樂觀，但我要說出
真相，如果不採取某些措施，奧運或變成一個重大的失敗。
3. 馬來西亞奧委會：將與體育部及警方討論，派出特警隨同奧
運代表團前赴里約熱內盧，保護大馬運動員安全。

公共衛生

■巴西里約市警察高舉「歡迎來到地獄」橫額抗議遭拖糧等待
遇。
網上圖片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里約警察抗議的原因和可能影響。
2. 你認為保護運動員的責任誰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高永文：業界對醫委改革存誤解

新聞撮要

持份者觀點

立法會 6 月 29 日就《2016 年醫生註冊
（修訂）條例草案》進行二讀及三讀表
決，當中改革醫務委員會的議案備受爭
議。多個醫生組織計劃發起包圍立法會
的行動，以示不滿。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對業界發起包圍立法會一事表示
「不開心」，認為業界對草案存誤解，
解釋已應業界要求作出修改，不同意藉
修訂政府可增加對醫委會的控制。
■節自《高永文：醫委改革非增控
制》，香港《文匯報》，2016-6-29

1. 業界：擔憂條例若獲通過，日後將降
低海外或內地註冊醫生的引入門檻，令
本港整體醫院服務水平下降。
2. 高永文：政府已應業界要求作出修
改，以維持一比一的選舉與委任比例。
根據現行有限度註冊機制，醫管局各專
科的統籌委員會因應醫療服務需求，在
面臨需求壓力下，達成共識並招聘外地
註冊醫生。有關醫生均通過醫委會審
核，在合約期內在指定醫院工作，且不
可私人執業，不認為會對本地醫生構成

任何競爭問題。
3.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多名委員
由病人組織自行選出的建議可大大增加
醫委會的透明度，前所未見。

多角度思考
1. 試描述涉及的醫療草案爭議。
2. 試解釋各持份者的意見。
3. 就你所知，香港現時的醫療系統正面
對什麼問題？這些問題和上述草案有
什麼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從歐國盃探賭波風氣盛

通識把脈

星期一

■公屋連續第三次隔年加租10%，有市民指加重生活負擔。圖為本港公共屋邨。

能源科技與環境

深 11 號線啟用 福田到機場僅 40 分鐘

新聞撮要

■資料圖片

足。
路德會針對中學生進行了一個有關參與賭
博和賭博問題意識的調查，結果顯示有兩成
中學生曾經參與賭博， 四成五的同學認為
賭博並沒有問題。
另有調查顯示，參與賭波人士的學歷水平
比參與其他賭博活動高，例如跑馬。而且，
賭波人士年齡較參與其他賭博活動的年輕，
超過五成的賭波人士皆為 39 歲或以下的年
輕人。

星期二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碩士生負債數百萬
曾經有碩士生，在中學時期已開始賭波，
一開始賭博的金額較少，為數十元，但是慢
慢賭博成癮，投注金額漸漸增至幾萬元，亦
因為有「有賭未為輸」的心態，最終負債數
以百萬計。
這樣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社會應關注賭
博風氣蔓延及賭波年輕化的問題。探討此議
題時，同學可從以下問題思考成因和建議。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思考問題
一、年輕人賭波的成因是什麼？（學業壓力、尋求刺激、朋輩影響等）
二、賭波成癮對個人、家庭及社會帶來什麼影響？（欠債、忽略學業等）
三、不同持份者可如何防止賭波風氣蔓延？
家人：加強溝通，及早辨識子女是否賭博成癮。有需要時，尋找專業人士
協助，使用不同方法協助戒除賭癮；
政府：把合法賭博的年齡由現時的 18 歲提升至 21 歲，以及從教育和宣傳
入手，提升年輕人及大眾對賭波問題的關注，宣傳有關賭博活動的正確態
度。

星期四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星期五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