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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點

人口老化問題逐漸成
為世界各國都需要面對
的重要議題，由於醫療
技術改善，人類壽命愈
來愈長，造成老年人口
增多。
另一方面，世界各國

亦開始出現少子化，即
幼年人口減少，也就是
出生率降低的情況。
若少子化和人口老化

一同在社會出現，除了
造成勞動力不足、公共
醫療開支增多等問題，
更代表未來的人口逐漸
減少，甚至有機會出現
人口不足的情況，對社
會的經濟文化等方面造
成嚴重影響。

一周時事聚焦

新聞撮要
香港人口再創新高，但老化問題日趨嚴重。香港統計處上周發
表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的部分結果，香港最新人口為733.6萬，
5年間增加0.7%；長者人口亦錄得破紀錄的117萬，佔整體人口
16%，即每6個人便有1名長者。
節自︰《六個香港人一位是「老友」》，香港《文匯報》，

2017-2-28

持份者觀點
1. 統計處處長鄧偉江︰香港人口結構已非從前所說的金字塔，已
呈上下均窄的花瓶形或欖球形，與日本一樣面對人口愈趨老化
而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社會要好好討論。

2. 報告數據︰沙田及離島分別以65.9萬人口及15.6萬人口續成最
多及最少人口的分區，灣仔人口最年長，元朗人口最年輕。

3. 專家︰香港需要考慮人口老化帶來的影響，並增加勞動人口或
延長年長市民留在職場的時間。

多角度思考
1. 人口老化問題會為香港帶來什麼影響？
2. 香港可以怎樣紓緩人口老化問題？
3. 有人認為香港應延後退休年齡，你同意嗎？

一周時事聚焦

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近年來，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

時，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之間的矛盾日
益突出，近日黑龍江哈爾濱的全國重點
文保單位霽虹橋因高鐵引入而改建一
事，引發多方抗議。有鑒於此，近日發
佈的《國家文物事業發展「十三五」規
劃》（下稱《規劃》）明確提出，將建
立文物保護責任終身追究制、落實市縣
文物行政執法職能，及規定重大文物違
法案件查處率達到100%等。
節自︰《內地將推文保責任終身

制》，香港《文匯報》，2017-2-27

持份者觀點

1. 文物部門︰霽虹橋改造方案已獲國家
文物局批覆，會最大限度地保持橋樑
主體的完整性。

2. 著名文物專家謝辰生︰霽虹橋是整體
澆築，無法整體遷移，必須依法保
護。

3. 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付清遠︰建築遺
產保護的關鍵是地方官員是否真正認
識到管轄內這些遺產的價值，能否真
正把保護文物納入責任範圍。

多角度思考
1. 對於古文物建築，你認為應該拆除還

是保留？
2. 有人認為古文物建築的價值難有定

論，官員與專家之間存在價值差異，
令文物容易受到破壞，你認為如何可
以改善這個情況？

加強文物保護 責任終身追究
新聞撮要
香港大學上周公佈全港首個性病普查
結果，顯示881名有效受訪者的衣原體感
染率為1.4%，結果與西方國家及地區相
若。其中過去12個月有性生活的18歲至
26歲年輕男女，以及40歲至49歲中年女
性，感染率均高於4%，為高危一族。
節自︰《性病首普查中年婦高危》，

香港《文匯報》，2017-2-28

持份者觀點
1. 港大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學系臨床副

教授黃志威︰年輕男女自我保護意識
較弱，發生性行為時安全措施不足，
又對性病認識不夠及極少作檢查，令

18歲至26歲的年輕男性及女性同時出
現高感染率。

2. 研究團隊︰建議政府針對過去12個月
有性生活者進行定期篩查，以便及早
發現及轉介衣原體感染患者接受治
療，並針對高危群體，包括年輕男女
及中年女性加強性教育。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解釋年輕男女較易感染
衣原體的原因。

2. 有評論認為香港對於年輕人的性教育
不足，是導致年輕人出現性病高感染
率的原因，你同意嗎？試解釋你的答
案。

新聞撮要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與多名美國企業
總裁會面，他抨擊對美國不公平的貿易
協議，令美製造業職位大量流失，又點
名指中國加入世貿令美國工廠倒閉。特
朗普承諾會改變貿易政策、改革稅制及
規管、投資基建，以及增加培訓，從而
將數百萬職位帶回美國，但沒有透露具
體行動。
節自︰《特朗普諉過中國 民眾不認

同》，香港《文匯報》，2017-2-25

持份者觀點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自中國2001年加入
世貿後，已導致美國7萬間工廠倒
閉。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接近
5,000億美元，美國必須有所作為。

2.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中方無意壓
低人民幣匯價，從而取得貿易優勢，
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希望
各方客觀看待匯率問題。

3. 部分出席會議的總裁︰製造業仍有大
量職位空缺，美國真正缺乏是合資格
的高技術勞工。

多角度思考
1. 特朗普指美國製造業職位流失與中國
有關，理據何在？試根據資料，並就
你所知進行解釋。

2. 有評論認為，特朗普批評中國是轉移
國內視線的手段，美國製造業的問題
根本與中國無關，你如何評價此看
法？

3. 特朗普批評中國控制人民幣匯價，你
認為這是事實嗎？控制人民幣匯價又
與美國經濟有什麼關係？

新聞撮要
多位國際知名生物學家、生態學家及

經濟學家上周在梵蒂岡舉行「生物絕種
會議」，他們表示現時每5種生物中，便
有一種瀕臨絕種，假如人類不採取緊急
應對措施，本世紀末全球半數物種可能
面臨相同厄運，而其中一種緊急措施，
就是控制全球人口數目。
節自︰《專家：世紀末或半數物種絕

種》，香港《文匯報》，2017-2-28

持份者觀點
1. 會議聲明︰自古以來，人類的食物估
計直接或間接來自多達42.5 萬個物
種，但隨着需求日增，令數萬種動植
物在不知不覺間消失。這些物種當
中，有103個更佔去全球人類多達九成
的食物來源，當中穀物佔六成。

2. 美國史丹福大學生物學家埃利希︰西
方富裕國家以前所未見的速度，耗用
地球資源及破壞生態環境，不少魚類

及珊瑚礁瀕臨絕種，各國必須找出解
決辦法。

多角度思考
1. 專家指出物種瀕臨滅絕，會令人類失

去食物來源，此說當否？
2. 人類如何導致物種瀕危？試就你所知

解釋。
3. 有專家認為人類有需要控制全球人

口，你同意嗎？

新聞撮要
香港科技園公司上周舉辦第七屆「科

學園職業博覽」，提供逾1,000個空缺，
吸引逾5,000人入場。除了業界及相關行
業的學生，博覽亦吸引不少行外人。有
打算轉行的入場者指，創科行業前景不
俗，除了科技及工程外，也需要其他行
業的人才，期望可在創科業發揮所長。
節自︰《科學園職博吸行外人跳

槽》，香港《文匯報》，2017-2-26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科技園行政總裁黃克強︰園內公
司經常反映難請人，院校卻反映不少
學生希望求職，因為學生未必明白創
科公司工作內容，需要職業博覽作平
台，又認為僱傭雙方應多行一步，學
生應多想像所學知識如何運用到產品
及創業上，僱主應更靈活培養人才。

2. 正修讀數學及工程的王同學︰希望找

到數據挖掘工程及軟件工程的全職工
作，從媒體上得知，創科類工種的人
才都渴市，初畢業不追求薪金，最重
要是學習機會。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創科產業是未來的熱門行

業，你認同嗎？
2. 有公司表示聘請新人困難，又有院校

表示很多學生希望求職，到底是什麼
原因導致這個情況，又有什麼方法可
以改善？

首辦性病普查 青年中女高危

美國工廠倒閉 特朗普卸責中國 生物絕種會議 倡限全球人口

創科前景樂觀 吸引人才入行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公 共 衛 生

上期提到「韓流」在香港大受歡迎的兩個
原因，今期繼續分析剩下的兩個。

網上成本低 信息流通快
除了韓國政府大力推動及嚴格培訓人才
外，韓星的培訓公司善於利用互聯網如社交
網站facebook、智能電話程式、通訊軟件、
YouTube等作為宣傳途徑，由於其成本低、
信息流通快而廣，因此令韓國的流行文化在

世界廣泛流傳。
同時，韓國音樂有很多表演和宣傳渠道，

例如有不同的音樂節目（SBS、KBS Music
bank等），連香港亦會向韓國及其他國家購
買音樂節目，相比之下，香港電視台的本地
表演節目並不多。 此外，韓國的外景拍攝
場地廣泛，並不局限於國內，令觀眾目光更
廣，畫面新鮮及有娛樂性。
除了很多渠道表演和宣傳，有些培訓公司

亦投放很多資源於服飾及形象設計上，如不對
稱的服飾設計—裸露一側肩部的單肩設計，
是最典型的款式，又如服裝色彩對比鮮明而剪
裁簡單，令女士們穿起來更顯時尚感。
以上的元素吸引了不少港人對韓國音樂及

時裝的追求。

東方文化圈 觀眾有共鳴
韓國與中國、日本等地區同為東方文化

圈，令韓劇內呈現出我們熟悉的傳統文化，
令我們產生共鳴。
不少韓劇除了以愛情為題，亦以親情作劇

情軸心，而這種親情跟中國傳統的對「家」
之重視，對「孝悌」有着相近的看法，因此
我們會更為投入，如韓劇《請回答1988》
中演繹出家庭溫馨的氛圍，表現出其追求及
重視家庭親情，這與我們身處地區的文化接
近。而內地更有不少報章，如《瀋陽晚

報》、《羊城晚報》等，都對韓劇作出分
析，認為其成功要素之一為：「着重家庭成
員間的關係，處理細緻，充分彰顯儒家精
神。 」
以上四個原因促使韓國文化迅速融入香

港，更成為香港的潮流指標，所以當你走在
街上，會發現不少港人的衣着服飾追求鮮色
的上衣加白褲子或白鞋；女生要化韓妝，連
男生也開始化妝熱，並非無因。（二之二）

■黃釗泓 資深通識科老師

通 識 把 脈 善用網絡 韓流襲港

人口趨老化 長者破百萬

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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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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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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