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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新一期居屋4,400個單位及白表居屋
第二市場計劃上周截止申請，大批市民
為趕「尾班車」蜂擁到樂富房委會客務
中心遞交申請表。房委會客務中心累計
收到約14.47萬份申請表，申請宗數是
復售居屋以來的歷史新高，超額認購更
多達31.6倍。
■節自：《新居屋逾14萬申請復售

新高》，香港《文匯報》，2018-4-12

持份者觀點
1.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房
委會會盡最大努力覓地建屋，但目前
預算未來5年只能提供約10萬個單
位，暫時未達到長遠房屋策略目標。

2. 公屋住戶劉先生：香港樓市炒風熾
熱，政府調控措施無效，故申請居屋
當「買個機會」。

3. 為兒子交表的公屋戶蔡先生：香港樓
市有炒風，即使像兒子是專業人士，

都沒法儲到足夠首期，因此會考慮幫
助兒子繳付部分首期。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樓價高導致大批市民申請居
屋，你認同這個觀點嗎？

2. 有評論指青年人過早考慮「上車」問
題，其實還有租樓等選擇，你同意這
個論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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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屋申請數 復售後新高

新聞撮要
青島海水稻研究中心的消息指，海南
南繁基地從上千份海水稻材料中，已挑
選出176份優良品種，今年將首次全國
大範圍試種。經過前期調研，全國15億
畝鹽鹼地當中，大概有兩三億畝有改良
成農田種植高產量海水稻的潛力。
■《海水稻將首次大範圍試種》，香

港《文匯報》，2018-4-9

持份者觀點
1. 青島海水稻研發中心副主任張國棟：
經過前期調研，全國15億畝鹽鹼地當
中，大概有2到3億畝有改良成農田
的潛力，這兩三億畝土地大約分佈在
五大類型鹽鹼地，其中包括新疆的乾
旱半乾旱地區、東北的蘇打凍土鹽鹼
地，也包括黃河三角洲地區。

多角度思考

1. 海水稻的研發，對於糧食供應數量有
什麼重要性？

2. 何謂鹽鹼地？對農業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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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戚」求點卡 市民被騙財
新聞撮要
騙徒套取即時通訊程式WhatsApp

驗證碼，從而入侵他人戶口「認親
認戚」進行詐騙的個案急升，今年
僅首季有270人受騙，損失逾260萬
元，已超過去年全年的266人、涉款
210萬元，更較去年同期26宗大幅飆
升逾9倍，受害人年齡介乎17歲至
72歲。
■節自：《WhatsApp「認親認

戚」騙案升 9倍》，香港《文匯
報》，2018-4-12

持份者觀點
1.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科技罪案組）莫俊傑警司：騙
徒會假扮受害人的親友發訊息，
騙他們到便利店購買遊戲點數
卡，並將單據拍照傳送給騙徒，
金額大部分由數百至數千元不
等，騙徒得手後會馬上賣出遊戲
點數卡套利。

多角度思考
1. 試簡述詐騙個案數目的趨勢。

2. 市民如遇到懷疑詐騙，可以怎樣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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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武器賽 各國拒停手

新聞撮要
殺手機械人在戰場上殺戮的畫

面，過往只是小說或電影橋段，然
而隨着人工智能（AI）的出現和無
人機普及，在現實世界出現已非遙
不可及。軍事和人工智能專家紛紛
警告，若不禁止研發致命自動化武
器，將引發「智能武器競賽」。有
國防企業人員更表示，恐怖分子製
造出殺手機械人只是時間問題。
■《殺手機械人引發「智能武器

競賽」》，香港《文匯報》，

2018-4-11

持份者觀點
1. 法國大型國防企業Thales副總裁

威爾比：ISIS已開始使用無人機
作襲擊武器，但現時仍需人手操
控，獨裁者亦可能研發殺手機械
人，取代不願意執行任務的士
兵，進行種族清洗等殺人任務。

2. Google首席工程師庫日韋爾：人
工智能本身存在不可控性，人類
應該停止研發以毀滅為目的的強

大機器，若各國沒負此責任，那
麼我們只能祈求在自己一方的機
械人較強大。

3. 評論︰軍事強國政府都不願放棄
使用自動武器，主要原因是不希
望在軍事發展上落後其他國家。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指研發致命自動化武器將

引發智能武器競賽，你認同嗎？
2. 為什麼各國不願放棄研發自動武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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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殺人榜 肺癌居首位
新聞撮要
國家癌症中心目前發佈的最新一

期中國惡性腫瘤發病和死亡分析報
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全國惡
性腫瘤發病第一位的是肺癌，每年
新發病例約78.1萬。其次為胃癌、
結直腸癌、肝癌和女性乳腺癌。
■節自：《吸煙率高居不下肺癌

發病率居首》，香港《文匯報》，

2018-4-8

持份者觀點
1. 國家癌症中心癌症早診早治辦公

室主任陳萬青：中國成人吸煙率
居高不下，肺癌死亡率位居惡性
腫瘤死亡首位，導致中國惡性腫
瘤總體死亡率下降趨勢緩慢。

2. 報告：美國近年來癌症死亡率下

降趨勢明顯，每年平均下降約
1.5%，且男性下降幅度遠大於女
性，這主要歸功於構成其死因譜
的主要癌種逐步得到了控制。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認為政府應增加煙稅，以

降低市民的吸煙比率，你同意
嗎？

新聞撮要
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挪用社交媒體
facebook(fb)用戶個人資料，fb行政總裁朱克
伯格未能保障用戶私隱，備受各方指責。他
上周首次到美國國會參議院出席聽證會「拆
彈」，並就事件公開道歉。外界原本聚焦華
府如何對他施壓，但不少議員對fb營運機制
一竅不通，問題流於表面，而且焦點分散，
令朱克伯格輕易一一應對，整場聽證會上未
有承諾支持立法規管或改變營運模式。
■節自：《朱克伯格首聽證會 K.O.「科技

文盲」》，香港《文匯報》，2018-4-12

持份者觀點

1. 朱克伯格：對於平台出現假新聞、外國干
預選舉和仇恨言論等問題都負有責任，fb
已知悉俄國有人不當使用fb及其他網上系
統，而且手段愈來愈高明，這是一場「軍
備競賽」，fb必須要加大防護系統的投
資。

2.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評論：聽證會有
3大缺失，第一是議員對fb缺乏認識，令
朱克伯格能避開有關私隱權的重要問題，
亦無法令fb公開「劍橋分析」挪用個人資
料詳情；第二是議員質詢失焦，涵蓋前年
總統大選通俄案、仇恨言論以至選舉廣告
等議題；第三是問題太空泛，未有要求朱
克伯格採取實質措施，以及解釋為何一直

忽略保障用戶私隱。
3. 溝通訓練公司「全球公開演說」主管沙皮

拉：朱克伯格明顯有備而來，他的聲線充
滿自信，從不心急發言，看來有點緊張是
正常表現，否則更令人質疑他是否真誠。

4. fb產品安全總監格林：若人們有第一手資
訊和證據，能顯示fb上的應用程式收集和
轉移用戶資料至第三方，並用作買賣、詐
騙或發揮政治影響等用途，舉報人士便可
獲獎勵，獎金不設上限。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議員的題問未能令朱克伯格正面
回應改變營運模式等重點，你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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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單元一，涉及青少年時下的
趨勢與習慣。當中經常提問的內容包括青
年吸煙、網絡沉溺和暴飲等情況。
有關吸煙，在2012年文憑試中已經問
過；網絡沉溺則曾在模擬卷中出題；至於
暴飲，只是曾問及不同年齡層暴飲的模
式，那麼現時本港青少年飲用酒精的情況
又是如何呢？
根據最新政府數據，年輕人飲酒的情況
仍然相當普遍。根據2015-2016年度香港
衛生署調查，以數小時內連續飲用5罐或
以上的酒精飲品為暴飲的定義。
曾暴飲或每月暴飲至少一次的中六學生
分別達12.1%和2%。而年紀較小的中二學

生及中四學生亦佔5.5%及7.9%。可見香
港未成年人飲酒的情況普遍。當中成因包
括朋友影響、自尊心態和年輕人不乏接觸
酒類的渠道，包括由家長提供和自行購買
等。
首先是朋輩影響，青少年多和朋友一
起，在聚會和參加派對的場合時，青少年
容易為了希望得到朋友認同，或應朋友的
要求而選擇一起飲用酒精飲品。因為青少
年的群性發展是成長的重要歷程，朋輩的
接納是影響他們自尊的重要因素。不飲酒
的人可能被視為另類，被人取笑，不能融
入群體生活之中而被排擠。
其次是自尊心作祟，欲以飲用酒精飲品

以象徵成年。特別在18歲前後，接近成年
的階段，他們會將禁止未成年人士進行的
行為，如賭博、吸煙、飲酒等，視為一個
可以挑戰的威權界線。加上現今香港青少
年愈來愈早熟，不少未成年人會模仿成年
人的行為，希望不再被視為「小朋友」。
特別在聚會的場合，選擇含酒精的飲料，
會被其他青少年視為成人的表現。

業界自律難收效
再者，是香港現時酒類飲品易得，青少
年可以輕易購買。現時香港法例只禁止18
歲以下人士在領有酒牌的酒吧或食肆飲
酒，但其他零售點則僅透過香港零售管理

協會同業守則，以自我規管的方式限制售
酒予未成年人士。但相關守則只是行業自
律性質，執行情況參差。根據去年一項由
區議員進行的調查指，他們所派出的未成
年調查員，購買酒精飲品的整體成功率達
89.3%。而即使是青少年的父母，亦是其
中一個酒類的提供者。
故此，有兩項方法可以減輕青少年飲酒
的情況及其禍害。首先是加強對青少年家
長及其自身，對酒精禍害的教育，提出飲
酒會影響身體健康、暴飲可能失去理智、
短暫失憶，甚至飲酒過量可導致生命危
險，以勸喻青少年遠離酒精，使他們建立
正確價值觀，青少年明白到飲酒無益，自

然會遠離酒精。
其次，更治本的方法是杜絕未成年人的
酒類供應渠道。要加強限制向18歲以下人
士供應酒精飲品。日前，立法會已通過
《2017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草案》，
以保護年輕人免受酒精禍害，同時堵塞現
時法例漏洞，包括將酒類飲品，如香煙一
樣處理，將禁止向未成年人售賣和供應酒
類，亦不能提供酒類作推廣或宣傳用途。
相信這樣可以令社會對禁止青少年飲酒，
以減少其禍害，掌握更清楚的訊息。

■洪昭隆
天主教培聖中學通識科教師及

公民教育統籌

青少年扮大人 飲酒即刻變「大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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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的聽證會源於fb的用戶個人
資料被挪用，大眾期待議員們針對
有關私隱權的問題，甚至要求fb採
取措施去保障用戶的私隱，但最終
議員的問題太空泛，有人問到fb不

向用戶收取費用怎樣維持運作，亦
有人問為什麼要相信fb，問題的失焦
程度導致各方劣評如潮，甚至有媒
體形容議員們的表現如「科技文
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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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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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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克伯格朱克伯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市民前往樂富房委會客服中心遞交市民前往樂富房委會客服中心遞交
申請表申請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海水稻研發成功海水稻研發成功，，令鹽鹼地有機令鹽鹼地有機
會成為農田會成為農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涉及涉及WhatsAppWhatsApp的騙案較去年急升的騙案較去年急升
99倍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議員問題失焦議員問題失焦
朱仔輕取科盲朱仔輕取科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