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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一名任職地盤助理安全主任的90後青

年，疑沉迷足球賭博致欠下銀行逾11萬
元卡數，不堪困擾下，前日先行傳
WhatsApp短訊告之父親晚上不回家吃
飯，至昨日凌晨在屯門三聖邨墮樓身
亡。

■節自︰《子賭波輸命父淚勸青年勿
賭》，香港《文匯報》，2017-12-6

持份者觀點
1. 死者父親：呼籲時下年輕人唔好賭
錢。

2. 東華三院「平和坊」中心主任楊枬

英：參與賭博者，要自覺有否無法控
制投注額，變相令投注額倍增，或因
賭博而出現情緒不穩等情況。

多角度思考
1.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禁止賭波，以防助
長賭博風氣，你認同嗎？

賭波欠卡數 青年墮樓亡

新聞撮要
環保促進會今年9月至11月，組織2,776
名義工合共於香港 24 個海岸地點撿獲
3,286.6公斤海洋垃圾。當中玻璃碎片較去
年增加213%，佔26.4%，取代塑膠類製品
成為排名第一的海洋垃圾。其次為塑膠碎
片，佔7.6%。發泡膠碎片位列第三，佔
7.4%，較往年下跌41.1%。此外，建築材料
廢料今年再次進入十大海洋垃圾榜，位列第
五位，佔4.1%，較去年增加25.4%。
■節自《海洋垃圾榜 玻璃碎激增「奪

冠」》，香港《文匯報》，2017-12-5

持份者觀點
1. 環保促進會行政總幹事何惠萍：約60%
至80%的海洋垃圾源自陸上，若政府加
強執法，防止大眾於海岸附近亂拋垃
圾，便能在解決海洋垃圾問題上事半功
倍。

2. 環保促進會高級項目經理主任蔡鎮鵬︰
玻璃碎片比去年增加213%，特別是鯉魚
門、屯門等區鄰近海鮮美食村的沙灘，
當中大量為銳利、新鮮形成的玻璃碎
片，懷疑有酒家為逃避垃圾處理流程，
故意打碎拋入海中，反映政府需加強打

擊海上非法棄置垃圾的行為及加強對食
肆玻璃回收的配套措施。

3. 環保促進會項目主任何正愉：今年建築
廢料再次成為十大海洋垃圾之一，主要
出現於沙田區海星灣及烏溪沙沙灘等有
樓盤工程附近的沙灘。團體撿獲木板、
木材及裝於麻包袋中的碎石等建築廢
料。

多角度思考
1. 是什麼原因導致玻璃碎片佔海洋垃圾的

比例增加？
2. 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海洋垃圾？

「如何學好通識科？」很多人認為這是不
少學生的心底話，其實他們最想知道的是：
「如何才可以考好通識科。」
坊間已經提供不少應付考試的方法，例
如：多看報紙達成「通通都識」的目標、多
背誦字詞定義及相關概念、背誦六大單元內
容、提升作答技巧等等。
這些學生起初大多能夠取得不錯的成績，

但是隨着日子過去，他們發覺成績未能不斷
上升，往往停於某一位置。

事例未必有關係
就以多看報紙為例，相信不少學生都有閱

讀報紙的習慣，他們相信只有多看報紙，到
考試作答時，就會有充足的事例支持自己的
觀點。不過，他們往往被老師評為「錯誤引

例」、「例子與題目不相關」，究竟同學在
哪裡出錯？
同學在學習通識科時，往往只顧提升知識

和技巧，而忽略對價值觀的培育，如課程要
求旨在加深對自身、社會、國家、人文世界
和物質環境的理解，並從不同情境中作一個
多角度思考的人，從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
積極的人生態度，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

有識見和負責任的公民。
從上面可見，通識科着重建構價值，培養

學生懂得欣賞和尊重他人。因此，同學只顧
埋首苦讀、操練作答技巧，這種功利的學習
方法，往往未必能了解設題本意，所以在達
到一定分數後便「行人止步」。
那麼同學一定會問，如何才可以學好通

識？其實學好或考好通識並不難，首先應該

拓展視野，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多了
解及關心身邊的人與事，與同學師長討論所
見所聞，並代入不同持份者的角色，了解他
們的想法及感受，進而關心自己的社區、香
港和國家的事情，這樣便能了解出題本質，
緊扣題目要求，便能寫出符合情境化，具多
角度分析及深度的答案，分數自然也更高
了。

■魏文輝老師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通 識 把 脈

新聞撮要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官網上周宣佈
更新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其中，禾花雀的評
級從「瀕危」升至「極危」。「極危」意味
着其野生種群面臨即將滅絕的機率非常高。
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官網公開信息，在中
國，為食用而對禾花雀進行的非法誘捕是該
物種的主要威脅。
■節自《禾花雀瀕滅絕僅13年由危變極

危》，香港《文匯報》，2017-12-7

持份者觀點
1. 紅色名錄官網訊息：2004年之前，禾花
雀為「無危」。此後，禾花雀瀕危等級
從「近危」、「易危」、「瀕危」，到
目前的「極危」，短短13年間經歷了4
次上調。

2. 國際鳥盟亞洲部主任研究員陳承彥：根
據內地多個監測點的數據，目前內地禾

花雀的數量可能只有20世紀80年代的百
分之一。

多角度思考
1. 你認為導致禾花雀成為瀕危物種的原因
是什麼？
2. 有人認為內地應該立法禁止吃禾花雀，
以保護物種免於滅絕，你同意嗎？

新聞撮要
國際傳媒上月公佈「天堂文件」，揭

發全球大批權貴涉嫌避稅，令各避稅天
堂成為焦點。歐盟財長上周在布魯塞爾
召開會議，為一份避稅天堂黑名單拍
板，名單上的「不合作地區」可能遭歐
盟制裁。
■節自《歐盟避稅天堂黑名單放生自

己友》，香港《文匯報》，2017-12-4

持份者觀點
1. 國際組織「稅制公正網絡」：歐盟
「虛偽」，該組織採用歐盟標準自行
評估，發現有6個歐盟成員符合列入
黑名單的標準，包括塞浦路斯、愛爾
蘭、盧森堡、馬耳他、荷蘭和英國。
這些經濟體稅務透明度低，並對跨國
企業賦予寬厚的稅務優惠。

2. 歐洲議會綠黨議員：隨着英國脫歐，
歐盟在打擊避稅方面有更大話語權，

應利用這機會，將海外屬地納入名
單。

多角度思考
1. 什麼是避稅天堂？

2. 有評論認為應該對各個避稅天堂增設
懲罰，以打擊避稅，你同意嗎？

3. 有意見認為英國退出歐盟後，可以令
歐盟在打擊避稅時有更多話語權，你
如何評價此看法。

知識技巧非一切 更重培育價值觀

全 球 化

海洋垃圾榜 玻璃碎最多

禾花雀極危 瀕野外滅絕

歐盟避稅榜 不計自己人

倡煙稅加倍 追世衛標準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新聞撮要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上周開會，討論發

展郊野公園邊陲及填平船灣淡水湖建屋
的建議。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
會後表示，小組認為郊野公園具有非常
高的生態價值，每年亦有至少1,300萬
人次到訪郊野公園，若社會支持進一步
探討利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需要非常
謹慎，包括要進行環境及生態研究等。
他估計，若發展郊野公園，需要15年至
18年時間，如果填平船灣淡水湖作發
展，更要20年以上時間。
■節自︰《若填湖起屋 需廿年非首

選》，香港《文匯報》，2017-12-6

持份者觀點
1.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發展
郊野公園的門檻非常高，必須經環境

生態研究，清楚知道生態價值是否較
低，也要經過一定的法定程序，以及
使用這一塊郊野公園時是否有其他選
擇，並在生態上能否作出補償。

2. 小組副主席黃澤恩：船灣淡水湖在本
港食水供應上有地位，若將之填平建
屋，本港食水存量會由原來可以應付
4個月至6個月減至3個月至4個月，
加上涉及技術問題，要完成發展需時
超過20年，這個選項應排在發展郊野
公園邊陲地帶之後。

多角度思考
1. 你認為填平船灣淡水湖建屋的建議是
否可行？

2. 有人認為本港自購入東江水以來，水
源已經穩定，無需要保留水塘，你同
意嗎？

郊園建屋郊園建屋 門檻極高門檻極高
一周時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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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新聞撮要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與海外專家早

前提出建議，提倡政府大幅增加一倍煙
草稅，即由38元加至76元，以減低一
半的捲煙數量，加上煙草利潤，預料每
包煙或需售約90元。
■節自︰《委會倡煙稅加倍 稱只是

「追落後」》，香港《文匯報》，
2017-12-6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總幹事黎慧

賢：世衛建議煙草稅應佔煙草產品的
零售價格至少75%，香港今次根據消
費者能力、收入升幅等因素加稅，只

屬「追落後」，期望吸煙率由現時
10.5%降至單位數，並達至「無煙香
港」。

2. 煙草事務協會代表胡易梅：業界不反
對按通脹逐步增加煙草稅，但反對一
次性大幅增加。
她反駁指出，世衛建議定時審視和
調整煙草稅，現時香港煙草稅已佔煙
價67%，離世衛標準不算太多。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增加煙稅可以令吸煙率下

降，亦有人認為此舉無助降低吸煙率
之餘，還會帶來私煙問題，你較認同
何者？

知多點
船灣淡水湖本來是

一個海灣，1960 年
代，政府在船灣興建
堤壩，然後將壩內的
海水抽乾，形成一個
儲存用水的大型人工
淡水湖。
自從購買東江水

後，船灣淡水湖的重
要性不斷下降。
不過，有意見認

為，即便香港現時不
需要用到船灣淡水湖
的水，但不能確定以
後都不會有乾旱期的
出現，特別是內地
的水資源日漸緊張，
因此有必要保留。

■在中國內地，禾花雀是受歡迎的食物之
一，吸引人對其進行誘捕。 資料圖片

■■委員會建議增加煙稅委員會建議增加煙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英國亦符英國亦符
合歐盟的避合歐盟的避
稅 天 堂 標稅 天 堂 標
準準。。圖為英圖為英
鎊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玻璃碎片成為香港主要的海洋垃圾玻璃碎片成為香港主要的海洋垃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船灣淡水湖船灣淡水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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