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衛生署於去年11月至12月期間，委託

港大進行「好心情@HK計劃心理健康調
查」，以電話訪問了逾2,000名12歲至
75歲的市民，以檢視他們的精神健康狀
況、對常見精神健康問題症狀的認知、
尋求協助的態度。調查發現，約40%受
訪市民指受訪前半年的心理健康狀況未
如理想；僅得不足10%受訪者曾因精神
問題諮詢專業人士。調查又發現，逾
70%受訪者能認知主要的常見精神健康
問題症狀，但只有約半受訪者能認知較
不明顯的症狀。從未結婚、每月家庭收

入較低，以及自我認為心理與身體健康
狀況差的受訪者較易受嚴重精神困擾。
■節自《衛署：四成人心理健康欠

佳》，香港《文匯報》，2016-9-19

持份者觀點
1.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主任林翠華：
應加強社會大眾對定期進行有助提升心
理健康的日常活動的認知，並推廣各年
齡組別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特別是不
明顯的早期症狀識別。政府應加強推廣
定期進行有助提升心理健康日常活動的
重要性。

2. 醫生：市民應保持正面思維，多留
意自己的情緒變化及與人分享生活點
滴，保持心理健康。

3. 市民：遇見心理問題很難知道如何
解決，通常會沉浸其中。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哪些市民較易受嚴重

精神困擾。
2. 根據上文，政府可以通過哪些措施增

強市民對心理健康的認知和重視？
3. 試分析有精神困擾的市民不諮詢專業

人士的原因。

四成人自評心理不健康公 共 衛 生

月圓中秋難抵零售寒冬
今 日 香 港

■劉俊偉前線通識教育科教師、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

通 識 把 脈

新聞撮要
台灣民眾中秋愛烤肉。台灣「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表示，每年中秋節在氣候條件
良好的情況下，細懸浮微粒（PM2.5）的
空氣污染量增加兩成左右。不過近年來隨
着環保意識增強，環保商品也逐漸受到民
眾青睞。根據量販業者統計，不用炭的烤
具市佔率已達35%。近年民眾也開始選擇
購買可重複使用的鐵碗、鐵筷或塑膠水
杯，相關重複使用的餐具三年來平均增長

15%。
■節自《台非炭烤具漸受青睞》，香港

《文匯報》，2016-9-16

持份者觀點
1. 台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如果
要烤肉吃，一定要使用環保炭，除了可以
降低空污危害外，也不會讓自己本身吸進
大量的細懸浮微粒（PM2.5）。

2. 台中市環保局：建議市民烤肉改用

環保木炭，或改用電爐、煤氣爐，以減少
粒狀物的產生。

3. 民眾：不用炭烤肉既可以保護環
境，又能享受節日氛圍，何樂而不為呢？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請說出烤肉對空氣質量的

影響。
2. 你認為台灣民眾環保意識提高體現在

哪些方面？

串燒不用炭 環保意識讚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新聞撮要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大埔地區青少年外
展社會工作隊於去年10月至今年3月，
以問卷形式訪問了400名中學生及496
名以外展服務使用者作定義的邊緣青少
年，結果發現43.3%中學生曾參與賭
博，曾於過去一年內賭博的有35.3%，
而曾參與賭博的邊青更高達88.1%，
74.6%於過去一年內曾賭博。中學生的
平均首次下注年齡為8.1歲，較邊青的
11.7歲低，另外173名曾賭博的中學生
中，最主要首次接觸及學習途徑為父母
的佔64.2%，其次為朋友，佔44.5%。
而邊青的情況則相反，最主要途徑是佔
69.1%的朋友，父母則佔44.4%。
■節自《中學生「開齋」賭博早過邊

青》、《機舖「射魚」狂賭最高日輸
萬 三 》 等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6-9-18

持份者觀點

1.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榮譽院士黃麗
娟：趨勢與社會風氣轉變有關，例如以
前進入賭場會被視為「爛賭」，但現在
則會被包裝成娛樂的一種。
2. 社工：早在約四年前已知道遊戲
機中心有不合法的賭博，不法分子會以
現金將點數卡內積分打折套現予玩家。
警方一直都有行動打擊，在社工角度最
重要是協助青少年提高抗逆力以抵抗不
同誘惑。
3. 曾沉迷賭博者：現在已沒有膽量

再進入遊戲機中心，大家亦不要沉迷賭
博。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請問中學生平均首次下注
年齡是否較邊青低？

2. 根據上文，請問賭博呈年輕化趨勢受
哪些社會風氣影響？

3. 你認為父母可以以哪些行為防止中學
生過早接觸賭博？

新聞撮要
紐約曼哈頓著名同志區切爾西街頭，

17日晚發生猛烈爆炸，導致最少29人受
傷。當地時間19日，紐約曼哈頓切爾西

爆炸案嫌犯拉哈米已被警方逮捕。當局
在疑犯身上發現一本日記，內容顯示他
不想被生擒，想做烈士，又讚揚恐怖組
織「基地」已故領袖拉登。疑犯先後多
次透過拍賣網站eBay購買炸彈材料，並
曾於犯案前兩日在家中進行測試。拉哈
米一共被控以使用大殺傷力武器等10項
罪名，罪成最高可囚終身。
■節自《曼哈頓巨爆恐襲29傷》、

《炸彈狂徒疑外遊成魔》等，香港《文
匯報》，2016-9-19至2016-9-22

持份者觀點
1.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全世

界、我們的國家都在發生可怕的事，我
們必須變得堅強、聰明和警惕。
2.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只會在

獲知更多有關爆炸案的資訊後，才會作
出評論。
3. 美國媒體：生於阿富汗的拉哈米近
年曾多次往返阿富汗及巴基斯坦，而且
每次回美後均性情大變。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紐約曼哈頓切爾西街頭發
生的猛烈爆炸，導致多少人受傷？

2. 你覺得世界各國可以如何加強合作以
減少恐怖襲擊？

國家實力 奧運會上看得見

全 球 化

中學生賭博 父母竟成「導師」

曼哈頓巨爆恐襲 狂徒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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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北京時間9月15日22時04

分，搭載着天宮二號太空實驗
室的長征二號 F T2 運載火
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點火
發射，取得圓滿成功。一個月
後，神舟十一號載人飛船將前
往與天宮二號交會對接，將有
兩名中國航天員入住30天。
這是最接近未來中國太空站軌
道要求的一次載人飛行任務。
主要任務是接受載人飛船和貨
運飛船訪問，開展空間科學實
驗和相關技術試驗，驗證太空
站建造和運營相關關鍵技術。
這是目前中國空間應用項目最
多的一次載人飛行任務，亦是
首次開展載人宜居環境設計，
全面提高了太空人的生活、工
作甚至娛樂等方面質量。

■節自《天宮奔月待神
舟》、《各國紛點讚 盼合
作》等，香港《文匯報》，
2016-9-16至2016-9-17

持份者觀點
1. 學者：「天宮二號」是真

正意義上的太空實驗室。它的
發射運行標誌着我國載人航天
項目進入了空間應用發展的新
階段。
2. 專家：在距離地面數百公

里外的太空，對航天器進行精
準「加油」，技術難度可想而
知。
3. 美軍教授：美國應放棄現

行的不合作政策，盡早與中國
在太空領域開展合作，否則將
會喪失對中國未來太空計劃一
切可能的影響力。

4. 俄羅斯航天署署長卡馬羅
夫：俄航天機構願與中方開展
合作，俄航天署正與中國航天
部門推動雙邊合作，探討共同
實施載人航天項目，研發火箭
發動機和航天電子新技術，以
及聯合探測月球和火星。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天宮二號的
主要飛行任務。

2. 根據上文，各國對天宮二號
奔月分別做出了什麼評價？

3. 你認為天宮二號發射會對國
家航天事業產生什麼影響？

新聞撮要
零售業寒冬未過，由去年至今表現欠
佳，即使中秋節假期，無論本地客及內
地訪港旅客消費數字都不理想。根據政
府統計處數字，今年7月零售業總銷貨價
值按年下跌7.7%至346億元，也是連續
第十七個月錄得下跌，反映零售業繼續
下滑。
■節自《內地訪港團恐減四成》、

《中秋市道平 十一吹淡風》等，香港
《文匯報》，2016-9-18

持份者觀點
1.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反水貨

客」示威、「驅蝗」等負面新聞已沉寂
一段時間，不少內地旅客對港的負面感
覺亦漸漸減弱，建議特區政府把握時機
加強對內地宣傳香港遊。
2. 旅遊業議會主席黃進達：受惠於其

他國家放寬簽證，內地旅客自然分流到
更多地方，加上假期長，可以去遠距離
的地方，自然不一定要來香港。
3. 零售及批發從業員協會理事長蔡宗

建：現時內地客消費習慣改變，來港不
會再買奢侈品，改為買日常用品及保健
品為主，而且格價情況多了，估計整體
消費銀碼會下跌。
4. 工聯會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理事長梁

芳遠：由於去年趕客事件、本港旅遊配套
及政府宣傳不足，訪港旅行團節節下跌。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請總結零售業行情堪憂的

原因。
2. 你認為政府增加宣傳可否幫助業界回

暖？
3. 請你想想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

香港零售業銷情？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知多點
中國航天三步走

第一步：發射無人和載人
飛船，將航天員安全地送入
近地軌道，進行對地觀測和
科學實驗，並使航天員安全
返回地面。
第二步：繼續突破載人航

天的基本技術。
第三步：建立永久性的空

間試驗室，建成中國的空間
工程系統，航天員和科學家
可以來往於地球與空間站，
進行規模比較大的空間科學
試驗。

■曼哈頓切爾西社區爆炸現場。
資料圖片

四年一度的奧運已經曲終人散，但奧運的餘威仍在。
各國人民不但歡迎他們的得獎運動員，也會關注其他國
家運動員的表現和行為，更會有人把運動員和國家的實
力和質素畫上一個等號。究竟，奧運會有什麼方面能夠
顯示國家實力？

籌辦奧運是實力證明
首先，作為主辦國的一方，成功籌辦一個奧運會，是
一個能力的證明。在整個過程中，不論是事前規劃、興
建足夠數量而且符合國際標準的運動場館、設立選手

村、整個地區的交通運輸和酒店的配套、營造奧運氣氛
等，全部都需要政府大量的資源、時間和規劃。因此，
若能順利完成一屆奧運會，同時也證明了這個國家的政
府能夠應付上述的挑戰。
其次，每個運動員都是國家的代表。他們不僅是代表
國家在這項運動上的水平，人們還會對他們的言行舉止
有頗高的期望，認為他們也是國家人民的代表。所以，
他們談吐得體大方，或態度積極正面，都會令其他國家
的人們把這種形象投射在所有人民上。因此，傅園慧的
「洪荒之力」便成為各大傳媒的追捧對象。同一時間，

美國游泳隊成員謊稱遇劫，也會被人指責為國家恥辱。
因此，運動員的表現，就是一種國民質素的呈現。

運動水平展科技水平
而且，運動水平也反映了國家科技水平。現時運動科

技發展一日千里，運動的表現和效能已經和科學技術密
不可分。例如運動時的姿態、鍛煉方法和密度、飲食管
理、心理質素管理等，當中涉及先進的儀器和技術，背
後當然和充足的資源有關。所以，在奧運會中高運動水
平的國家運動員，就能顯現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

最後，在奧運會上，國民對國家運動員的支持程度，
也是一個面向。能得獎的運動員只有少數，所以國民有
否盡力和熱烈地支持他們，能夠反映國民對國家的歸屬
感和身份認同感，這種向心力在國家的軟實力來說是非
常重要的。

國民支持度現軟實力
因此，奧運會不只是體育界盛事，當中還包括各國的
實力較量。所以在觀看這些國際大型體育項目時，不妨
再多想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