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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導遊」App發掘地道旅遊

新聞撮要
社交網站雖然帶來方便，但當中
充斥仇恨內容及假新聞，帶來負面
影響。德國內閣4月9日通過草案，
規定社交網站須在限時內刪除仇恨
內容，否則可被罰款最多5,000萬歐
元（約4.14億港元），是歐洲首個
國家採取有關措施，成為歐洲對抗
網上仇恨言論的里程碑，但有傳媒
批評新例損害言論自由。
■節自《德社交網不刪仇恨言論

罰 4 億》，香港《文匯報》，
2017-4-10

持份者觀點
1. 德國科技公司協會代表：由於刪
除時限太短，加上罰款過重，社
交網站為避免惹上官非，勢將刪
除所有可能違法的內容，損害網

民的言論自由。
2. 德國司法部長：言論自由很重
要，但政府不會容忍違法言論。
仇恨罪行正對自由開放的民主社
會構成威脅。

3. facebook：正研究有關草案，強
調公司一直致力打擊仇恨言論，
指柏林辦公室的內容審查員將於
今年內增至超過700名。fb已每日
刪除逾65%違法內容，司法部長
引用的數據不實。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德國政府打擊仇

恨言論的新政。
2. 承上題，你認為這項新政有損害

言論自由嗎？
3. 你認為「言論自由」該加入什麼

考慮因素？

學童學習壓力和自殺問題，近年備受社會
各界關注。從數據上觀察，自2015年9月起
至今，已有超過60名學生因不同類型的壓
力而輕生。而近日的輔導機構調查亦顯示，
超過一半家長發現子女曾出現情緒問題，情
況令人擔憂。
同學在理解相關議題時，可從「青少年成
長時期，如何與不同持份者關係中建立自
我」一點切入，從社會文化、教育政策、家
庭和個人等層面分析學童學習壓力的成因。

後進生升中易掉隊
東亞社會深受科舉文化的影響，「及第早
爭先」這個觀念不單止適用香港，在內地、
台灣、韓國等地，亦以應試主導和補習文化
而聞名。學生自小的學習目標，便被設定追
趕公開試成績，社會新聞亦以報道狀元摘星
數目為樂。加上香港屬於一個知識型經濟的
國際社會，升學和職場均重視學歷條件和出
身，加上大學學位短缺等問題，讓文憑試成

為「一試定生死」的戰場。
值得提及的是，在教育政策方面，雖然社

會對於復考小三基本能力評估BCA（前稱
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的爭議聲音不斷。
但從教育局公佈的TSA學生追蹤數據中看
來，反映出香港教育制度下，存在大量後進
學生（即成績稍遜者）。
以2012年至2015年度追蹤數據為例，中

英數3科分別只有75.9%、70.1%、81.4%學
生在小三及小六均達標。語文科目更有約一

成學生在小三時達標，但到小六便落後於人
前。
如果我們相信TSA是學生所需要學習階

段的基本能力，試問約兩成多的小學後進學
生，又如何在中學追趕一個更為艱深的文憑
試課程？不幸地，在先前提及的學童自殺數
據中，近半輕生者，就是來自面對成長、升
學和就業等多元壓力的中學階段。
雖然明知過度的催谷會導致反效果，但一

般本港父母的心態都是望子成龍，贏在起跑

線，自小為子女安排不同形式的補習班和學
習活動。去年暑期的調查便顯示，有兩成學
童預計一星期花5天以上參加暑假班。
頻繁的學習活動，不單加重了子女的壓

力，同時亦影響他們的作息時間及均衡發展
的機會，甚至形成家庭衝突。
學童的學習壓力，也可能涉及朋輩和兩性

相處的關係上。例如與朋輩之間互相競爭、
與同學相處有困難或男女關係不穩等情況，
亦會對學童學業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洪昭隆 天主教培聖中學通識科教師及公民教育統籌

通 識 把 脈

新聞撮要
聯合國估計到2025年，全球14%
人口將面對食水短缺問題，英國曼
徹斯特大學研究人員前日在《自然
納米技術》期刊發表研究報告，稱
研發出以新型石墨烯製成的薄膜，
能有效過濾水分子以外的其他較大
分子，可用於海水化淡及過濾污
水，有助紓緩發展中國家的食水短
缺問題。
■節自《石墨烯成食水救星》，

香 港 《 文 匯
報》，2017-4-5

持份者觀點
1. 科學家：最新
研發的薄膜主
要材料為石墨
烯氧化物，只

需在實驗室內經過簡單的氧化過
程便可製成。團隊已能控制薄膜
空隙的大小，未來若技術成熟，
便可大規模生產，下一步將與市
場上現有的海水化淡產品作比
較。

2. 美國西北太平洋國家實驗室：科
學家仍須壓低石墨烯氧化物薄膜
的生產費用，得以進行量產，亦
須確保它的耐用性，不會遭海水
侵蝕和其他因素而影響效用。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石墨烯

的 新 科 研 突
破。

2. 試找出現時海
水化淡技術的
進展。

新聞撮要
近年禽流感先後在多個國家及地區爆

發，基於控制禽流感的風險及保障公眾健
康的考慮，特區政府早年曾邀請顧問進行
研究。
有關研究報告早前出爐，指香港現在所

採取的整體防疫措施可謂世界上數一數
二，加上市民普遍偏好食用活雞，認為香
港可維持活家禽業現狀，即保留零售銷售
活家禽，亦毋須禁止內地活家禽進口。

■節自《續賣活雞 續進活禽》，香港
《文匯報》，2017-4-4

持份者觀點
1. 顧問：曾電話訪問了1,000名市民，發現
近半數受訪市民偏好食用活雞，以及若
不能在香港購買到活雞，會感到「不滿
意」或「非常不滿意」。

2.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將就有關報
告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收集各

方意見後，方就本港活家禽業的未來作
最終決定。

3. 評論：本港自1997年爆發禽流感疫情至
今，均未再出現本地人類感染禽流感病
毒的個案，表示現時的監控措施有效，
故香港可維持活家禽業的現狀。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上述研究結果。
2. 試簡述香港的整體防疫機制。

新聞撮要
香港中學文憑試各科陸續開考，考生將

於8天內應付中、英、數、通識4個核心科
目。學友社公佈應屆考生壓力調查發現，
今年考生整體壓力指數見3年新高，312人
自評壓力達到10分最高分，佔整體受訪人
數18%，較去年上升4%。考生主要擔心溫
習時間不足，而家長向子女施壓的情況有
上升趨勢。
■節自《文憑試開考 學生壓力新高》，

香港《文匯報》，2017-4-3

持份者觀點
1. 考生：時間不足，擔心往後出路。家長
在文憑試中有給予壓力，最期望家長能
在考試期間給予空間，不想與他人比
較，以及想獲得鼓勵。

2. 該社：呼籲學生遇壓力宜主動尋找協
助，考生應考完一科後，不要急於跟同
學討論或上網搜尋答案，以免愈問愈
驚，影響往後表現。

3. 專家：家長在學生的生涯規劃中擔當重
要角色，教育局未來應加強家長教育部

分，協助家長認識更多升學出路，勿再
停留在「升讀大學是唯一出路」的傳統
觀念，如此有助家長了解及支持子女的
決定。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考生壓力的來源。
2.你認為這些來源可以怎樣解決？試解釋你
的答案。

3. 有人指「升讀大學是唯一出路」的觀念
已過時，你同意嗎？

社會家庭造就學生「壓力煲」

德罰款迫刪網上仇恨言論

石墨烯膜濾海水 量產或解水荒

港防疫頂尖 維持售活禽

近兩成DSE考生壓力超標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新聞撮要
中央早前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
將其定位為繼深圳經濟特區、上海浦東
新區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國家
發展改革委員會強調將探索新區管理新
模式，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探索新
區投融資體制改革，建立長期穩定的資
金投入機制，吸引社會資本參與。
■節自《雄安建設 吸社會資本參

與》，香港《文匯報》，2017-4-7

持份者觀點
1. 官方：規劃建設雄安新區，具有三
方面的重要意義。
首先，是重點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
疏解集中承載地，可以有效緩解北
京大城市病。第二，是有利於加快
補齊區域發展短板，提升河北經濟
社會發展質量和水平。第三，是有
利於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佈局和空
間結構，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探
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

式，打造中國創新驅動發展新引
擎。

2. 將加入新區的白洋淀居民：現在白
洋淀升級為雄安新區了，與深圳浦
東一個級別，看看上游誰還敢偷排
污水。

3. 英國《金融時報》：雄安新區的核
心要義絕不在於接納從北京剝離出
去的產業，而在於建設一個以新移
民建設力量為主、以高端和發展態
勢產業為先的經濟活力帶，進而尋
求由這片經濟活力帶催生出京津冀
地區以至更大範圍內的發展活力。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雄安新區的發展目

標。
2. 試簡述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3. 有意見指在全球化發展下，這是中

國「開闢內生型經濟增長的新模
式」，你認為這種模式有什麼優
劣？

雄安紓京壓力雄安紓京壓力 激發激發「「內生內生」」經濟經濟
一周時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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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點
有意見指，儘管雄安成

為與深圳、上海浦東相提
並論的新區，但它不是後
兩者的簡單複製。
從地理位置上看，深圳

和浦東都是內地外向型經
濟的試驗田，而雄安的位
置則處於內陸，並不具備
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基礎，
它更可能成為承載中央經
濟外溢以及京津冀一體化
的載體。
有智庫指出，全球化發

展到現階段各國對其認識
出現了一些分歧，可能面
臨倒退，在這種情況下，
中央此次作出設立雄安新
區的戰略決策，就是探索
走自力更生道路的一種考
量。從自身積累的經濟實
力，開闢內生型經濟增長
的新模式。

-

現
代
中
國

-

知多點

新聞撮要
香港入境旅遊勢頭轉好，3月上半月訪港

內地旅客按年升7.5%。本港業界經過逾兩
年調整期後，打算最快於5月與內地旅遊平
台，合作推出「微．導遊」的免費手機應

用程式（App），讓內地旅客可與香港導遊
「連線」，解決旅遊問題及發掘地道旅
遊，期望吸引更多內地旅客訪港。
■節自《兩地推「微．導遊」吸內地

客》，香港《文匯報》，2017-4-6

持份者觀點
1. 內地旅行社負責人：內地旅客旅遊的方
式漸漸轉變，由旅行團轉至「小包
團」，即由4人至6人成行的小型旅行
團，多自行調配行程，不一定要跟隨傳
統旅遊方式去行景點，反而希望導遊提
供「度身訂做」的服務，如「哪裡有宵
夜吃、要『地膽』帶他們去玩」等。

2. 內地調查：逾33%受訪者認為香港吸引
力正「大幅度下降」。內地人現時的購

物選擇大增，特別是網購發展及內地消
費升級等因素，令訪港「便是買東西」
的出遊誘因減卻。

3. 本港旅遊業人士：香港旅遊資源的包裝
及推廣多以「短、平、快」為主，讓內
地旅客以為香港的自然人文景觀不多，
但其實香港有很多人文歷史景觀，期望
當局及業界可以重新包裝，增加更多旅
遊誘因。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該App的作用。
2. 試指出香港對內地客吸引力降低的原

因。
3. 承上題，你認為該App能幫助處理上述

挑戰嗎？

今 日 香 港

■■河北安新縣是未來雄安新區的一部分河北安新縣是未來雄安新區的一部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石墨烯石墨烯
薄膜薄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調查發現內地旅客對香港的購物吸引力相調查發現內地旅客對香港的購物吸引力相
對降低對降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