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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護理學院戒煙治療

研究組聯同多個大學關注組織早前調查
發現，60%受訪年輕「煙民」曾使用電
子煙，平均年齡僅約17歲，以男性居
多。電子煙使用者平均年齡（17.8
歲），明顯低於非電子煙使用者（19.2
歲），反映參加者愈年輕，使用電子煙
百分比愈高。近半使用者不知道所使用
的電子煙是否含有尼古丁，更有34%相
信電子煙有助戒煙。
■節自《吸電子煙平均17歲 34%誤信

助 戒 煙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6-11-11

持份者觀點
1. 醫生：電子煙禍害比傳統香煙大，所
含致癌物更多，甚至有機會爆炸，促請
港府立法禁止電子煙。
2. 學者：有抑鬱情緒的參加者吸煙情況
較嚴重，應向他們傳遞健康生活信息，
注意紓緩情緒及減壓，以提高青少年戒
煙效能。
3. 市民：商家鼓吹電子煙沒有香煙傷害
大，但事實是否如此確實不清楚。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電子煙使用者平均年齡是

多少？

2. 承上題，電子煙和傳統香煙哪個危害
大？

3. 有人認為「港府應立法禁止電子
煙」，你同意嗎？

「電子煙民」平均年齡更後生

新聞撮要
全球氣候變化影響深遠，香港大學聯

同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等海外院校聯合進
行的研究發現，全球曾被評估的94個生
態系統中，82%已受氣候變化影響。陸
地、淡水、海洋生態及物種無一倖免，
更增加害蟲肆虐和疾病爆發風險、減少
農業產量、令漁獲難以預期等。
■節自《氣候變化影響八成生態》，

香港《文匯報》，2016-11-11

持份者觀點
1.專家：研究對香港亦有啟示，人類應
努力限制碳排放量，阻止地球進一步暖
化。
2. 研究報告首席作者 Brett Schef-
fers：現有證據顯示，全球氣溫只要上
升攝氏1度左右，自然界系統就能感受
到其嚴重影響。
3. 學者：研究揭示了全球暖化同時帶來
贏家和輸家，部分物種地理範圍正在擴

大，另一些版圖正收
縮，繁殖時間和季節性
活動亦有變化。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全球多少
生態系統受氣候變化
影響？

2. 承上題，生態系統受
到哪些影響？

3. 你對抑制全球氣候
變化有什麼建議？

2016年臨近尾聲，不少港人評價這年為「意外之
年」，自年中英國脫歐至年末美國大選，均出現港人意
料之外的局面，所謂「意外」即是原來預測的結果未有
出現，因而對於確信的未來沒有來臨而感到震驚，可
是，值得思考的是所謂「預測的結果」和「確信的未
來」是從何而來？
其實，港人之所以對大選結果感到「意外」，源於一
直以來純粹從主流大眾媒體渲染中建立對於美國的刻板
印象，以及最近新聞報道構建對於特朗普的觀感，實際

未有深究真實的美國國情和特朗普所主張的政治和經濟
政策等，只是片面以為美國人公民意識較高，並且擁抱
普世價值和人道主義等，可是完全不清楚美國當下面對
的困境，例如當地存在不少非法移民問題，困擾美國當
地的治安和福利負擔，同時，面對龐大的對華貿易逆
差、對外軍費開支和工人失業問題。
因此，與其感到意外，不如坦承自己對於國際局勢的
一知半解，重新審視自己既有刻板印象和觀念，可惜部
分港人只會認為美國人做了錯誤決定，這種態度實際是

逃避自身的無知，漠視和貶低民主選舉的意義，正如美
國總統奧巴馬所言，民主就是有落敗的可能性，人的預
測也是有失準的可能性，只要審視落敗和失準的原因，
才是理性思考的行為。

通識重「論證過程」輕「答案」
通識思維訓練除了多角度思考外，其中一個目的就是

要求學生破除以上的既定觀念，建立實事求是的理性論
述能力，尤其考試評核並不重視「答案」，而是重視

「論證過程」，例如文憑試經常問及的「多大程度」題
型，評改關心的不是「很大程度」抑或「很少程度」，
而是論證立場所能提出的理據能否做到層層推論，同
時，理據應該充分、確切和多角度。
就當通識試卷出題：「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在多大程
度影響世界和平？」學生不應該只是提出「答案」，即
特朗普破壞世界和平或者有利於世界和平，而是要先客
觀提出特朗普的主張和政策，例如移民政策、經濟政
策、外交政策等，從而論證可能帶來的影響。

■Henry Law 資深通識科教師

通 識 把 脈

新聞撮要
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早前向教育局
提交最終報告後，不少團體批評委員
會建議未全面針對問題，並要求政府
為學校提供額外人手等不同意見。教
育局早前透過局方網站《政策正面
睇》專欄回應指，委員會在諮詢過程
中已就坊間及團體意見作出討論，很
多已歸納為最終報告建議；至於外界
批評委員會沒有要求教育局檢討教育
制度，這說法對委員會不公允。
■節自《教局：外界對防自殺報告

批評不公》，香港《文匯報》，
2016-11-14

持份者觀點
1. 教育局：雖然分析數據並沒有顯示

學生自殺成因源於教育制度，但委員
會仍建議當局檢視教育制度有關部
分。
2. 教師：教育局在短期內提供了系統
「守門人」訓練，加強我們及早識別
及介入高危學生工作。
3. 市民：無論報告有沒有提到，但各
個方面都應該完善工作，確保最大限
度地減少學生自殺。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就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

早前向教育局提交最終報告，一些
團體提出了什麼異議？

2. 承上題，教育局做出了什麼回應？
3. 你認為如何才能有效防止學生自

殺？

新聞撮要
勞聯於今年7月至10月，以問卷訪問

787名僱員今年薪酬調整及期望。調查發
現，受訪者本年度平均獲加薪3.46%，平
均金額為1.23個月月薪，但逾15%受訪者
遭凍薪或減薪，他們期望來年平均加薪
5.34%。勞聯認為，綜合僱員通脹、企業
盈利等數據，要求企業來年加薪不少於
5.5%，以維持僱員生活水平及挽留人
才。
■節自《勞聯倡來年加薪5.5%留人

才》，香港《文匯報》，2016-11-12

持份者觀點

1. 勞聯社會事務主任譚金蓮：雖然近年經
濟增長放緩，但企業盈利較預期樂觀。
2. 零售業僱員：工作強度大，工資增幅
低，我對薪酬調整不太滿意。
3. 專家：企業調整薪酬應該主要考慮通
脹、員工工作表現及公司業績。

多角度思考
1. 請概括指出僱員今年薪酬調整情況。
2. 根據上文，調整薪酬主要需要考慮哪些
數據？

3. 勞聯認為「企業來年加薪不少於
5.5%，可維持僱員生活水平及挽留人
才」，你怎麼看？

新聞撮要
根據全球企業家網絡「Startup Na-
tions」統計，現時有12個國家實行創業
簽證（Start-up visas）計劃，包括澳洲、
新西蘭、新加坡、英國、愛爾蘭、法國、
西班牙、意大利、荷蘭、丹麥、加拿大及
智利，阿根廷、波蘭及挪威等國家亦打算
推行，讓沒有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權的外
國企業家，前往創業及居住，藉此帶動經
濟發展。
■節自《「創業簽證」誘企業家落

戶》，香港《文匯報》，2016-11-17

持份者觀點
1. 南非創業組織：南非至今仍未推行創
業簽證計劃，加上當地對知識產權實施重
重限制，導致經營成本過高，難以鼓勵創
業。
2. 專業服務機構：在G20集團推行多邊
簽證或區域簽證計劃，對促進勞動市場流
動及宣揚正面企業文化十分重要。
3. 移民諮詢公司：各國的「創業簽證」

主要分為企業家簽證、專門為企業家而設
的快速辦理一般工作簽證以及為參加培訓
計劃人士發出的臨時簽證。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什麼是「創業簽

證」。
2. 承上題，結合資料分析實行「創業簽

證」的好處。
3. 有人認為實施「創業簽證」可帶動經

濟發展，你怎麼看？

驚訝特朗普當選？只因對美無知

全 球 化

全球八成生態系統受氣候變化影響

團體批防自殺報告 教局鳴不平

勞聯倡下年加人工起碼5.5%

12國推「創業簽證」誘外資落戶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雙十一全民「剁手」
成交額極速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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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今年雙十一網購狂歡節再次創下天量成交額。據阿里巴巴集
團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11月11日晚7時30分，熱賣榜排在前
三名的商家分別是蘇寧易購、小米和華為旗下手機品牌榮耀旗
艦店。晚12點結束時全日總成交金額達1,207億元人民幣，較
去年當天總額暴增32.34%。
■節自《「雙十一」成交千二億暴增三成》，香港《文匯

報》，2016-11-12

持份者觀點
1. 阿里巴巴CEO張勇表示：3年前，天貓全天的交易額只有350
億元，而今年只用了1個小時。其背後反映更多的消費者選擇
網上購物，並且已成為一種時尚和趨勢。
2. 消費者：比平時便宜約兩成，感覺挺優惠的，就買啦。
3. 賣家：消費者雙十一購物熱情很高，我們產品銷量很好。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阿里巴巴集團公佈數據，請問今年雙十一銷量如何？
2. 承上題，今年的成交量可反映出消費者購物習慣的哪些改

變？
3. 你認為雙十一為何能掀起網購狂歡？

知多點
雙十一網購狂歡節源於淘寶商城（天貓）2009年11月11日舉辦

的促銷活動，是指每年11月11日（光棍節）的網絡促銷日。在這一
天，許多網絡商家會進行大規模促銷活動。

■參與研究的杜德俊指出，香港物種在地球暖化下更脆
弱。 資料圖片

■■雙十一讓快遞公司包裹堆積如雙十一讓快遞公司包裹堆積如
山山。。圖為浙江臨安一家快遞公司圖為浙江臨安一家快遞公司
員工分揀包裹員工分揀包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調查發現60%「煙民」曾使用電子
煙。 資料圖片

■勞聯要求企業來年加薪不少於5.5%。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