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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再遇恐襲 貨車撞穆斯林
-全 球 化

一周時事聚焦
新聞撮要

-

英國倫敦再次發生恐襲，早前一名兇徒
凌晨駕駛客貨車，在北部一間清真寺附近撞
向人群，造成1死最少10人傷。駕駛貨車的
48 歲白人男子被現場民眾制服時，高呼要
「殺死所有穆斯林」，被押上警車後更向現
場民眾飛吻及揮手，警方已控告他企圖謀殺
罪，稍後加控恐怖主義罪名。穆斯林組織譴
責今次襲擊，形容是英國最血腥的「穆斯林
恐懼症」事件。
節自︰《倫敦清真寺恐襲 狂言「殺光穆
斯林」》，香港《文匯報》，2017-6-20

持份者觀點
1. 倫敦首位穆斯林市長簡世德︰遇襲的是
包容、自由及尊重這些共同價值。
2. 英國首相文翠珊︰政府不會停止對抗極

端主義，包括「伊斯蘭恐懼症」，政府
將成立委員會應對極端思想。
3. 北安普頓大學歷史學者傑克遜︰由於極
右人士沒有單一組織號召他們施襲，不
符合大眾對有組織恐怖分子網絡的認
識，故往往不被視為恐怖主義。英國不
少極右組織已設立小組吸納極端人士。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是次事件代表歐洲的右翼勢力
愈來愈大，你認同嗎？
2. 有評論指自從大量中東難民逃難到歐洲
後，宗教衝突正在各個地區加劇，你如
何評價此看法？
3. 有意見認為英國政府在處理不同宗教人
士遇襲時有偏頗，對於伊斯蘭教信徒的
保護不足，你認同此看法嗎？

保育沙羅洞 換地救生態
政策下 12 個須優先加強保育的地
點的保育計劃要一步步去推展，
當局曾嘗試透過不同方法去保育
沙羅洞，認為非原址換地的建議
最能達至保育效果，不同環團亦
支持。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6 月 15 日
原則上同意向沙羅洞發展有限公司
批出大埔船灣的已修復堆填區（船
灣堆填區）的一幅土地，以換取該
公司同時向政府交還沙羅洞內具高
生態價值的所屬私人土地（非原址
換地）。該些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土
地，大多位於現時沙羅洞分區計劃
大綱核准圖的「自然保育區」、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和「綠化
地帶」之內。
節自︰《非原址換地 保育沙羅
洞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7-6-16

多角度思考
1. 有 評 論 指 沙 羅 洞 具 極 高 生 態 價
值，因此政府不應該發展該區，
你如何評價此看法？
2. 你認為發展是否可以和生態保育
並存？

持份者觀點
1. 政府發言人︰沙羅洞地帶有很高
的生態價值，亟需積極的保育管
理以防止惡化和破壞，它亦有很
好的潛力供長遠及可持續管理，
以便公眾享用。
2.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新自然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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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科技與環境
新聞撮要

知多點：
伊斯蘭恐懼症

■沙羅洞具重要生態價值。
資料圖片

新聞撮要
首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早前在美國華盛
頓舉行。作為中美兩國元首海湖莊園首晤
後首個啟動的高級別對話機制，本輪對話
備受關注。
儘管朝鮮半島局勢近日處於敏感節點，
兩國官方都在會前釋放出積極信號，期望
對話能夠為中美雙方溝通磨合發揮積極作
用。
節自︰《中美啟首輪外交安全對話》，
香港《文匯報》2017-6-22

持份者觀點
1.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中方始終認
為，朝鮮半島問題的本質是安全問題。
解決半島問題必須綜合施策、標本兼
治，平衡解決各方合理關切。

有提供戒賭服務的中心指，自賭
波合法化後，前來中心求助的人數
節節上升，訪問求助的青年足球賭
徒後發現只有 10%人沒有欠債，接
近一半人曾欠 10 萬元以上。有正在
戒賭人士指因為想贏回輸的，曾賭
波輸過 40 多萬元並向銀行借貸，家
人發現後感愧疚才接受戒賭服務。
節自︰《賭波癮青增 九成周身
債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7-6-20

現時網上觀賽方便，亦有流動應
用程式下注，曾贏得 11 萬元，但
亦輸過 40 多萬元，並向銀行借
貸，及後因銀行寄信到家中才被
家人發現。
3. 明愛展晴中心建議︰政府每年將
博 彩 稅 收 益 的 1% 至 2% ， 用 作
「平和基金」以緩減青少年賭波
所引致的問題，並將合法賭博年
齡提升至 21 歲，亦要對賭波進行
專注研究，及將戒賭服務由合約
資助改為恒常及永久資助等。

持份者觀點

多角度思考

1. 明愛展晴中心高級督導主任鄧耀
祖︰自賭波合法化後，前來中心
求助的人數節節上升，賭波歷史
久遠及深入民心。
2. 正接受戒賭治療的阿檸︰酒吧睇
波，投注時會增加投入感，加上

1. 有人認為應該把賭波列為不合法
以減少賭徒上癮的機會，亦有人
認為此舉無助解決問題，你較認
同何者的看法？
2.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該調高博彩稅
以支援戒賭服務，你認同嗎？

通識把脈

急症室加價 紓人流壓力
急症室 6 月 18 日實施加價，食物及衛生
局冀加價能將部分半緊急及非緊急病人分
流至私家醫療體系，以紓緩急症室壓力，
釋放資源照顧較緊急的個案。
急症室加價後，整體求診人數較兩周前
同期下跌約 7%，由 6,200 多人下跌至 5,700
多人，但未知是否因天雨影響病人求診數
量。
節自︰《急症室加價 周日求診率減
7%》，香港《文匯報》，2017-6-20

■收費上調後，伊利沙伯醫院上周仍有大
批病人等候住院。
資料圖片

持份者觀點

今日香港

1.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柏賢︰加價首日
到廣華醫院求診的非緊急和半緊急病人
明顯減少，相信其他有較多非緊急病人
求診的醫院亦有相同情況。
2. 市民︰加價後將影響到急症室的意慾，
考慮轉到私家醫生求診。

多角度思考
1. 有意見指提高急症室收費並不能減輕急
症室的壓力，反而令貧困人士加重負擔，
你如何評價此看法？
2. 有人認為應進一步上調急症室的收費，你
同意嗎？

紀念器捐大愛 骨灰遍撒花園
及撒放骨灰服務。

新聞撮要

持份者觀點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與香港腎臟基
金會，將推出「大愛恩人」遺體器官捐贈
者撒放骨灰計劃，屆時將軍澳紀念花園將
設立專屬「大愛恩人」紀念牆壁，共提供
360個紀念牌匾。
節自︰《捐器官者撒灰花園 下月推紀
念「大愛」，香港《文匯報》，
2017-6-18

1.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計劃可助受
贈者表達謝意，代表社會對捐贈者的崇
高敬意。
2. 華永會外部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余玉瑩︰
為進一步表揚遺體器官捐贈者的貢獻，
今年初起與香港腎臟基金會商討合作推
出「大愛恩人」遺體器官捐贈者撒放骨
灰計劃，一同向公眾推廣遺體器官捐贈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指香港的遺體器官捐贈不足是因
為欠缺誘因，你同意嗎？
2. 有意見認為香港應該把所有離世人士假
定為願意捐贈器官，除非該人生前曾表
達反對捐贈的意願，你認同這個做法
嗎？

環保與否不在回收 真正環保源頭開始

都市固體廢物處理，是近年通識教育科一
個經常考問的範疇。當中如家居廢物徵費、
減少即棄餐具等分別在不同年份的考試中出
現。
同學在研習相關議題時，除了需要掌握本
地的情況外，課程文件更提出，我們需要了
解其他地區推行可持續發展的情況及經驗。
提及環保國家的事例，相信不少的老師和同
學都會提到日本。以該國的廢物回收政策為
例，由企業和市民共同承擔，如何有效地處
理廢物，化廢為寶是日本人每天生活的一部

星期一

2. 美國負責亞太安全事務的助
理國防部長赫爾維︰首輪中
美外交安全對話意義重大，
它將兩國外交和國防部門的
負責人聚在一起，聚焦對美
中雙方乃至地區和世界都至
關重要的問題。同時，這次
對話將使美中雙方可以深入
考慮共同合作的領域，同時
管控影響外交和防務領域的
一系列戰略問題上的分歧。
3. 美國總統特朗普︰很感激中 ■首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上周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資料圖片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國協
助處理朝鮮問題的努力。
題，亦有人認為中美在朝鮮問題上立場不
一，難以合作，你較認同哪個說法？
多角度思考
2. 有評論指美國決定執行重返亞太戰略後，
1. 有意見認為中美應合作解決朝鮮半島問
中美就不可能合作，你如何評價此說法？

新聞撮要

賭波青年增 近半欠十萬
新聞撮要

中美啟對話 商外交安全

公共衛生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資料圖片

近年多次的恐怖襲擊，都涉及
伊斯蘭教徒，除了造成人命傷亡
外，還在各地出現了伊斯蘭恐懼
症 （Islamophobia） ， 即 對 伊
斯蘭教和穆斯林有偏見，而今次
的事件就與伊斯蘭恐懼症有關。
然而，信奉伊斯蘭教並不等於
支持恐怖主義，只有極少數的極
端伊斯蘭教組織屬於恐怖主義，
而有伊斯蘭恐懼症的極右主義
者，若對穆斯林施襲，也屬於恐
怖主義的一種。
今次事件中，兇手高呼「殺死
所有穆斯林」，所以事件定性為
恐怖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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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教育成功助回收
得益於中小學的環境教育成功，日本人的
回收意識一早植根於腦海之中。各家各戶會
按照規定的時間棄置指定垃圾，並仔細分類
回收資源。加上社區鼓勵市民將垃圾帶回
家，分類後再回收。又在住宅區、學校和公
司設立不同種類的回收箱，方便市民，令他
們的回收習慣能持之以恒。
同時，回收的法令不只一般市民要遵守，

星期二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工商界，政府一樣有所
規管。以超級市場為例，日本的回收法令規
定，超級市場產生的垃圾之中，要有 45%是
可回收資源，如果不達標就要罰款。所以超
市每天也設立特賣區，特賣時段，盡力清貨
之餘，也要減少將來要處理的垃圾量。
當然日本在固體廢物的回收和重用上有突
出的表現，但是在末端處理和源頭減廢環保
方面卻有積極改進的空間。

七成垃圾需焚化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日本七成以上垃圾以焚化方式處理，全國
有約 1,100 座焚化廠。這代表回收和再造政
策執行得如何成功，也只能處理不足三成的
垃圾。可惜日本的源頭減廢的政策，近年未
見太大的成效，以東京都 23 區為例，近 5 年
的垃圾處理量均在 280 萬噸左右，部分資源
類別的回收更有下降趨勢。當中一個重要的
原因是重視面子、過度包裝的文化。
有購買過日本商品的同學，也體會過日本
生產物品包裝精美。隨便一盒糖果，表層有
花紙，內有禮盒，再加上分隔和獨立包裝，

星期四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至少三四層。商人利用過度的包裝來取悅顧
客、增加商品價值。
這些用來包裝的紙類和塑膠每每被浪費，
琳瑯滿目的各樣商品背後，便隱藏着由面子
文化所形成的浪費。
事實上，一個國家環保與否，並不等於資
源回收比率的高低，或是垃圾分類的種類多
寡。真正的環保應該從源頭開始積極減廢，
在這一方面日本仍須努力。
■洪昭隆
天主教培聖中學通識科教師及公民教育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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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