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內地富豪向來看重配置房產，目前內地

樓市限購，使得配置房產的需求也轉到海
外進行。從外聯出國提供的數據來看，近
5年來，中國購房者投資美國住宅的交易
額五年內翻了一番，2015年這個數字達

到280億美元；同年中國對歐洲投資額也
已上升至171億美元，年增長逾30%，其
中不少亦是進行房產配置。近來內地富豪
出國購房熱情被點燃，並普遍認為，投資
海外房產已經成為一種收益可觀的選擇。
業界人士指，目前約六成內地超高淨值人
群都已在海外投資，且購買海外房產交易
額驚人。
■節自《內地60%富人海外投資》，

香港《文匯報》，2016-10-25

持份者觀點
1. 前匈牙利駐華大使桑德爾．美莎洛
什：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
正是通過基礎建設帶動沿線國家的經濟發
展，亦給資金流動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
遇，因此中國投資境外正當時矣。

2. 海外生活規劃師：目前投資房產可以
關注一些低成本的國家，因為此前美國、
英國及澳洲等國房價在幾輪投資者的炒作
之下已經到達一個高點，而匈牙利、葡萄
牙及西班牙等國目前是房產投資窪地。
3.匯豐銀行機構和財富策略副總裁余亦
石：選擇海外投資最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匯
率風險。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內地富豪海外投資的原因。
2.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給資金流動

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你同意
嗎？

3. 有評論指「目前投資房產可以關注一
些低成本的國家」，你怎麼評價此說
法？

內地富豪海外買樓成風

新聞撮要
香港青年協會早前舉行「邁向綠色機
構」計劃啟動禮，並啟播青協M21網台
的第「綠」頻道。第「綠」頻道是青協
「邁向綠色機構」計劃中的重點環保教
育活動，頻道內容包括新設的「綠色節
目」、「綠色短片」及「綠色網誌」，
3大項目均着重青年的參與。其中「綠
色短片」推出的《香港自然雜誌》資助
拍攝計劃，第一季將會資助10支由中學
生及大專生組成的隊伍，資助額為
5,000 元，以「自然．香港」作為主
題，拍攝約5分鐘的紀錄片。
■節自《青協「綠」頻啟播 資助學

生拍短片》，香港《文匯報》，
2016-10-24

持份者觀點
1.青協理事會委員龍炳頤：青協加入

「邁向綠色機構」計劃，透過一系列環
保教育及節能減排項目，鼓勵大家身體
力行，同時感染更多青年支持環保，攜
手創建綠色未來。
2. 青年：拍攝環保類型紀錄片會給我們
一個更了解大自然的機會。
3. 環保人士：讓青年主動參與環保主題
創作，比一味說教，更能讓他們意識到
環保的重要。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材料，指出第「綠」頻道着重點
是什麼。

2. 承上題，主辦方用什麼方法鼓勵青年
參與？

3. 有人認為「讓青年參與環保主題創作
比普通宣傳更能讓青年意識到環保的
重要性」，你怎麼看？

智障（Intellectual Disability）

■余慕帆 前線通識科教師

通 識 把 脈

今 日 香 港
新聞撮要
勞工處與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早前一連兩

天舉辦招聘博覽會，共有45間本港及內地
銀行、金融、貿易等企業參加，提供逾
3,000個職位空缺。不少企業招聘港人到
內地工作，現場提供不少內地職位空缺，
亦有本地企業期望招聘港人到內地分公司
工作。不少企業紛紛表示，近年愈來愈多
港人願意北上就業，顯示他們對內地企業
信心大增。

■節自《港人願北上工作升一成》，香
港《文匯報》，2016-10-27

持份者觀點
1. 華潤集團相關招聘負責人：內地與香港
應徵者的分別不大，語言能力相若，但港
人較專業及緊守職場規則。
2. 匯泉國際有限公司人事部助理經理：香
港人英文水平較高，亦因資訊流通而接觸
更多不同的市場銷售手法，故在內地工作

有一定優勢。
3. 應屆畢業生陳先生：自己於廈門讀大
學，如有適合工作也會到內地發展，因可
擴闊視野，亦對內地發展前景有信心。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愈來愈多港人願意北上就

業，反映出他們什麼看法？
2. 承上題，港人北上就業有哪些優勢？
3. 你認為港人應怎樣抓住內地發展機會？

冀北上「展拳腳」港人增

新聞撮要
中大於早前成功訪問了香港資優教
育學苑約300名中學生學員及200名校
友。調查顯示，在文憑試取得5科5**
或以上的校友有5.8%，較全港平均數
字0.1%高；得到校內獎學金的有四
成；曾上過學院院長榮譽榜或以一級
榮譽畢業的校友佔31.3%。不過當被
問到「是否有任何或感到最自豪的成
就」時，25.5%學員及39.2%校友坦言
「沒有」。
■節自《資優生不易快樂需情意教

育》，香港《文匯報》，2016-10-26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資優生自我要
求極高，不易快樂，故會加強情意教
育，改善學生的心理素質。
2. 家長：不想催谷女兒，只希望她快
樂成長。

3. 教師：資優生同時承受家人、老
師、朋輩和自己的壓力。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試指出資優生難快樂的

原因。
2. 承上題，資優生主要承受哪些方面

的壓力？
3. 你認為資優生應該如何提高快樂指

數？

新聞撮要
糖尿病其中一種併發症「糖尿上

眼」，因為初期病徵不明顯而被忽略。
香港眼科醫學院聯同香港眼科學會早前

舉辦「糖尿黃斑水腫關注日」公眾教育
活動，以提高糖尿患者對「糖尿上眼」
的了解，提醒患者盡早預防及接受治
療。主辦方為150名過往未接受眼底檢查
的糖尿病病人進行眼科檢查，協助他們
及早了解病情及接受治療。

■節自《糖尿病人求診 5年增9萬》，
香港《文匯報》，2016-10-24

持份者觀點
1.活動負責人：糖尿黃斑水腫延誤治療嚴
重可致失明，估計本港存在不少潛在病
人，呼籲糖尿病患者定期接受眼科檢查。
2.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糖尿病求

診病人近5年內急增9萬人，新症個案多
達3萬宗，累積至今有40萬宗求診個
案。
3. 公共教育活動籌委會主席葉佩佩：人
均壽命延長及人口老齡化令糖尿患者呈
上升趨勢。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糖尿病求診率發生了什麼

變化？
2. 承上題，糖尿病人增多可能和哪些因

素有關？
3. 你認為政府可出台哪些措施減少糖尿

病患病率？

智障人士「寢食難安」

青協資助青年拍「綠片」

資優生高分易快樂難

速驗早治「糖尿上眼」免失明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新聞撮要
星巴克預計至2021年在中國開設5,000家門店，同時星巴克
全球最大的烘焙工坊也將在明年落戶上海。據了解，目前中國
102個城市有超過2,100家星巴克門店，是星巴克最大的海外市
場。另據星巴克最新財務數據顯示，中國門店在公司整體回報
上處於領先地位，新店的投資回報率為64%，高於美國的61%
和日本的55%。
■節自《星巴克全球最大門店將落戶上海》，香港《文匯

報》，2016-10-27

持份者觀點
1. 消費者：能喝咖啡還能看到咖啡豆烘焙過程對咖啡愛好者來
說肯定是福音。
2. 學者：星巴克是全球最成功咖啡連鎖品牌之一，咖啡與人文
精神的品質化、規模化複製是其成功因素之一。
3. 經濟學家：領先的投資回報率是促使星巴克在中國擴大市場
佔有率的主因。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中國市場對星巴克有什麼樣的吸引力？
2. 承上題，試分析星巴克對消費者的主要吸引力在哪裡？
3. 你認為全球連鎖品牌需要具備哪些特點？

一周時事聚焦

星巴克最大烘培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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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探究問題方向：
1. 探討智障人士院舍服務現存的問題（例如：市面上沒有足夠宿位來應付
需求、院舍人手嚴重不足、社署現時巡查機制有漏洞、政府在智障人士
服務方面投放資源不足。）

2. 探討改善智障人士院舍服務的相關建議（例如：加強突擊巡查，以避免
有人聘請臨時員工。）

3. 香港現行保障智障人士機制的有效度（例如：司法程序、社會福利署對
院舍的監管等。）

智障人士中心及宿舍經常爆出
醜聞，引起社會關注。在2013年
至2014年間，有特殊學校教師在
學校課室內向多名智障學童的臉
及頭部噴消毒火酒，經審訊後最
終被法院裁定故意襲擊導致兒童
受傷害罪名。近日，康橋之家被
社會福利署收回豁免證明書，社

會福利署表示撤回證明書並不是
因為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懷疑
性侵犯三個女住宿者的案件，而
是因為康橋之家被給予時間改善
後仍未達到發牌條件。康橋之家
兩年內有多名住宿者死亡，如有
人因皮帶勒頸死亡，有人墮樓及
有人被食物鯁喉而死亡。

概
念智障是一種殘疾或缺陷，並不是精神病的一種，指智力和智能

發展明顯低於一般同齡者的人士。智障是因智能方面的損壞或發
育不完全而引起的缺陷，是不能依靠藥物而逆轉情況的。患有這
種殘疾的智障人士（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在言
語、自我照顧、學習及社會適應方面受到限制。但若社會提供適
當的資源如教育和訓練，在某程度上可有助智障人士提升自理、
人際溝通及學習能力，有些智障人士更擁有工作能力。

公 共 衛 生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知多點
連鎖店：一組以同一品牌的零售商，通常是含

有標準化的商業方法及實習的中央集團管理。它
們是連鎖商業的一種。這種店舖可能是由該公司
擁有，或可能是個人或中小企公司由母公司取得
經營權在加盟連鎖合約下經營。通常連鎖店的特
色是包括中央的營銷及交易，從經濟比例中，較
低的成本可以獲得更高的盈利。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指優資生通常自
我要求極高，不易快樂。 資料圖片

■海外生活規劃師Jusztina稱中國投資
者熱衷海外地產投資。 資料圖片

■醫生組織辦 「糖尿黃斑水腫關注
日」。左三為高永文，右三為葉佩佩。

資料圖片

■■星巴克全球最大的星巴克全球最大的
烘焙工坊將在明年落烘焙工坊將在明年落
戶上海戶上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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