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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網購巨擘亞馬遜前日推出送貨入屋服務

「亞馬遜鑰匙」（Amazon Key），該匙

結合聰明匙及攝影機，若收件人不在家，
員工可進入家居送貨。這就可避免收件人
外出無法收貨時，放在門口的包裹失竊。
■節自《亞馬遜推無人送貨入屋 恐成

黑客目標》，香港《文匯報》，
2017-10-27

持份者觀點
1. 分析：亞馬遜進軍入屋送貨服務，開
拓家居保安攝錄機市場，與Google的
Nest攝錄機競爭。

2. 資訊安全專家：黑客可能入侵網絡資
料庫，取得一整條街所有住宅的智能
門鎖密碼。

3. 網民：擔心私隱問題及賊人乘機入
屋。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亞馬遜的新服務及各方回應。
2. 你認同該服務有安全隱憂嗎？解釋你

的答案。
3. 試分析網購的全球化影響。

亞馬遜推智能鑰匙 屋無人照收貨

新聞撮要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將利用開展第四
次全國經濟普查的契機，在2019年實施
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改革後，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生產總值核算
將從原來的各省區市統計局負責，改革
為國家統計局組織領導、各省區市統計
局共同參與的統一核算。
■節自《地區GDP統一核算改革

2019 年實施》，香港《文匯報》，
2017-10-31

持份者觀點
1. 國家統計局：地區生產總值匯總數據
與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仍存在不小的差
距，這不利於正確把握各地經濟形
勢，不利於實施科學的宏觀調控，還

影響了政府統計公信力。
2. 經濟專家：實施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
算改革，對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匯總數
據與國內生產總值數據相銜接、提高
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數據品質、科學研
判經濟運行形勢，具有十分重要而深
刻的意義。

3. 評論：正式實施改革前，國家統計局
將組織各地區統計部門和有關部門統
計機構，共同研究修改完善地區生產
總值統一核算實施方案。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地區GDP的新計算

方法。
2. 承上題，指出是次改革的原因。
3. 你認為這次改革的意義是什麼？

在2017年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出現了一
條關於快速時裝的題目，當中提及快速可能
對全球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在準備將來文憑試同學，可以參考本題，
舉一反三，提高分析層面，進一步思考除了
快速時裝之外，全球化與環境污染的關係，
提出可行的應對策略。

工業發展生產 防治不足
眾所周知，全球化改變了企業的生產模
式，而工業化的生產的確令環境污染增加。

例如：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年代，跨國公司
把握內部資源調配的優勢及資訊和運輸發達
等有利條件，建立一個全球性的生產鏈，生
產工序因應成本需要而分配世界各地；著名
品牌的產品設計部分由發達地區負責，而發
展中國家只能夠擔當代工角色。
不過，由於防治污染的法規不足、技術限
制和成本考慮，令能源使用過程中釋出大量
污染物，如部分城市便飽受酸雨和霧霾天氣
的影響。
加上缺乏處理污染所需要的技術、設備和

資金，令工業污染成為了發展工業生產的代
價。

過度消費產「垃圾」國際協作困難
此外，商品性商品的出現，亦引發過度消

費的問題。
跨國企業向世界廣泛宣傳和銷售其產品，

如蘋果的智能手機，每一年就會推陳出新，
刺激了各地人民的消費。特別在發達地區，
人們被品牌效應和產品功能更新等因素所影
響，產品未完成使用周期，便被棄置，大量

簇新的物品甚至未及使用淪為廢物。廢物棄
置會對環境構成負擔，一旦處理不當更會導
致嚴重環境污染。
那麼，我們有何策略可以應對全球性的環

境污染問題？
有論者認為，透過國際協作是一個好的方

法，但國際關係複雜，在處理環境污染的議
題上，絕少齊心一致，難以在大眾利益中取
得平衡，削弱國際協作的成效。例如經過多
年協商簽署的《巴黎協定》，卻因美國輕易
退出，而削弱了整體的成效。

事實上，更有效的方式就是如學者伍爾利
希．貝克（Ulrich Beck）所言，為社會引進
生態的最低標準，這樣做的目的並非出於保
護主義，而是對人的尊嚴加以保護，並對抗
跨國組織的不合理行為。
以我國為例，近月國務院辦公廳公佈的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
度改革實施方案》，明文未來會禁止進口未
加工廢塑料、未經分揀廢紙等各類廢物，便
可以視為應對全球化污染危機，提升對生產
者和消費者責任要求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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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疫苗注射計劃前周展開，但被爆

出46間院舍及智障服務機構用來儲存疫
苗的雪櫃出現故障，且參與注射計劃的
私家診所多用家用雪櫃保存疫苗，有質
疑家用雪櫃無法維持疫苗保存所需的2
度至8度恒溫。
■節自《疫苗保存有指引 未影響接

種 計 劃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7-10-31

持份者觀點
1. 食物及衛生局：46間相關機構均採取
替代方案保存疫苗，未影響預訂的疫
苗接種計劃。衛生署就疫苗儲存方式
有清晰指引，政府相信醫生有職業操
守，不會修例強制要求私家醫生使用
藥用醫療級雪櫃保存疫苗。

2. 衛生署：醫管局相關指引建議私家醫
生及其他機構使用藥用醫療級雪櫃保
存疫苗，但符合規定的家用雪櫃亦合
規格用作儲存流感疫苗。

3. 醫學會：澳洲、台灣及韓國都允許使

用家用雪櫃儲存疫苗，強調無論藥用
雪櫃或家用雪櫃都不是萬能，均需定
時檢查。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機構保存疫苗可能出現的挑

戰。
2. 試解釋疫苗接種計劃的重要性。

新聞撮要
上水一名患有過度活躍症及有抑鬱傾向

的21歲青年，疑長期與父親不和，日前
大吵一場後，至清晨有人突失常性，以菜
刀狂斬剛睡醒的父親，母親制止時亦中刀
披血。警員趕抵將青年制服拘捕，事後一
家三口同須送院治理。據悉疑犯被捕後仍
喃喃自語：「我好憎我老竇！」這是近5
年內第三宗涉及兒子因憎恨父母而引發的
血案。
■節自《衰仔晨早起床 亂刀追斬阿

爸》，香港《文匯報》，2017-10-27

持份者觀點
1. 媒體報道：疑犯兩年前被確診患有過
度活躍症及有抑鬱傾向，須接受精神
科治療。他常因瑣事遭父親責罵，甚
至體罰，因而父子關係一直欠佳，數
日前父子又曾大吵一場。

2. 警方：該家庭過往並無家暴記錄，事
發前父子並無爭執，疑犯為何起床後
一見父親便動殺機，需作進一步調

查。惟初步證實疑犯與父親關係欠
佳，並有精神病記錄，需定期往北區
醫院精神科覆診及定時服藥。

3. 疑犯舊同學：中學讀書時，疑犯表現
頗為友善及健談，難以想像他會傷害
父母。

多角度思考
1. 試簡述事件的來龍去脈。
2. 港人精神壓力問題一直備受關注，試

分析此事件的原因及社會含義。

新聞撮要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最快後年實施。環境

局早前公佈優化安排，擴大「按袋收費」
的預繳式指定垃圾袋的使用範圍，並取消
住宅大廈的過渡性「按桶」收費機制，料
80%都市固體廢物將透過購買預繳式指定
垃圾袋收費，餘下20%則按入閘費模式收
費。
環境局同時建議向所有綜援受助人提供

每人每月10元津貼，避免收費對經濟有
困難人士構成不必要的負擔。
■節自《固廢徵費 領綜援者或月津10

元》，香港《文匯報》，2017-10-27

持份者觀點
1. 環境局：期望能於今年年底前向立法
會提交條例草案，再經一年時間準
備，料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最快後年年
底推出。按每幢大廈收集的垃圾桶數
量付費的措施亦會取消，因住戶選擇
此過渡安排的可能性不高，並會令收
費安排變得複雜。安排簡化收集垃圾
的程序除可更加體現污者自付原則
外，亦令市民直接知道棄置的垃圾
量，垃圾收集商運送及記賬時將更方
便及簡單。

2. 環境保護專家：減廢應由整個社會共

同承擔，豁免收費安排不合適，但有
需要幫助有財政困難的人士。

3. 立法會議員：希望新成立的廚餘回收
專責組不只關注工商業廚餘，應一併
處理家庭廚餘回收。希望政府注意非
法棄置的問題，並將廢物徵費「專款
專用」，以幫助環保事業發展。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上文，指出固廢收費的新安排。
2. 承上題，你認為新安排更合理嗎？
3. 試指出固廢收費對發展綠色香港的重

要性。

定生態標準 抗全球化污染

全 球 化

地區GDP統一算 2019實施

合規格家用雪櫃亦可存疫苗

疑突失常性 衰仔斬阿爸

取消「按桶」收費 料八成固廢經垃圾袋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新聞撮要
內地兩大移動支付工具強攻香港
衣食住行民生市場，推動全面無現
金交易。支付寶繼上周進軍觀塘寶
達街市後，再下一城打入的士市
場，初期會在數十架的士試行，以
機場出發的長途的士為主，11月將
有數千架的士陸續使用，支付寶及
支付寶HK兩地錢包同時適用。支付
寶HK對手港版微信支付（WeChat
Pay HK）亦宣佈登陸香港的新功
能，市民期待兩雄爭霸可帶來更多
優惠。
■節自《支付寶強攻機場的

士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7-10-31

持份者觀點
1. 支付寶：香港的士是私人運營，
所有權的分散導致接入電子支付
並非易事。香港市民比較習慣使
用信用卡，但現時本港逾半商戶

不接受信用卡付款，與其停留在
50%信用卡市場內，不如服務另
一半市場。 支付寶將圍繞衣、
食、住、行推出相關支付服務，
未來將推出更多交通出行及餐廳
方面的服務，希望能為香港建設
智能城市貢獻力量。現時支付寶
HK約有數十萬用戶，預計在年底
前數量可翻倍。

2. 香港市民A：未用過支付寶，就算
在內地也是現金交易，因過去曾
聽過不少詐騙個案，都是現金交
易好，不用怕被騙錢。

3. 香港市民B：可使用支付寶也是好
事，免除不少爭拗之餘也更方
便，會登記使用，但如有得選
擇，用八達通支付更好。

4. 的士司機A：對的士司機而言並非
好事，因為少了「零頭」及「打
賞錢」賺，加上又要在車內裝多
一個儀器，壞了點算？如果個客
賬戶內的結餘不足以支付車資，

那又如何是好？
5. 訪港旅客：如果可在香港使用支
付寶，錢包都不用帶了，更不怕
沒有零錢找贖的問題，對老百姓
出行也是好事。

6. 評論：支付寶想將這一成功模式
移植到本港的士市場，可能不似
內地般容易，一方面在香港打的
仍相對方便，叫車App遠未成主
流，而就支付寶這次的公佈看，
未有與本港打車App綑綁，乘客
無非用不可的需要。當然，支付
寶如果向乘客及司機作出「雙補
貼」的話，情況則可能不同。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內地兩大移動支付工具在

香港的新動靜。
2. 試指出各持份者的意見。
3. 根據上文及就你所知，在香港普

及移動支付將面對什麼困難？你
認為可如何克服？

搭的士搭的士「「嘟嘟」」支付寶支付寶 普及需時普及需時
一周時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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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內地的士市場基本一
統天下的「滴滴打車」，是由

「滴滴」和「快的」這兩間公司「戰略合
併」組成的。在合併之前，兩間公司曾分別
在微信支付和支付寶的支持下，對司機和乘

客實行「雙補貼」政策，即乘客每一筆車費
獲得減免，司機也獲得獎勵或補貼。
「滴滴」與微信支付投入了約2,200億元
人民幣， 支付寶和「快的」亦為此投入了
約5億元人民幣。

現 代 中 國

-

今
日
香
港

-

■ 首批數
十 輛 接 入
支 付 寶 的
的 士 已 上
線 運 營 ，
預計 11 月
將 會 有 數
千 輛 的 士
加入。
資料圖片

知多點

■■ 有人質疑有人質疑
該服務會成為該服務會成為
黑客目標黑客目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陳肇始視察防疫注射計陳肇始視察防疫注射計
劃的推行情況劃的推行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