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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星期二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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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撮要
香港遊樂場協會上周公佈「香港青少
年生活狀況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精
神健康情況不理想，約三成人的抑鬱或
焦慮指數為中等至極端嚴重。
■節自︰《青年「迷網」唔夠瞓三成鬱
焦 偏 高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8-6-6

持份者觀點
1. 香港遊樂場協會總幹事梁偉權︰多數

青少年在不自覺中養成了不睡覺的習
慣，比如是在床上玩手機和上網等，
遲遲都不願入睡，長時間下會令精神
健康下降。

2. 註冊社工游綺文︰青少年睡眠不足，
大多源於精神壓力，如學業、朋輩和
家庭因素等。

3. 香港遊樂場協會督導主任溫立文︰建
議青少年多做運動，每天至少進行60
分鐘中等至高強度的體力活動，將有
助改善青少年身體健康及減少抑鬱指
數。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描述香港青少年的精神
健康情況及其原因。

2. 有評論認為青少年習慣在床上上網及
玩手機，是令青少年睡眠不足的主
因，你認同此看法嗎？

3. 有人提出應參考內地部分遊戲的做
法，規定青少年玩手機遊戲的時間，
你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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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日本「3．11」大地震發生至今超過7
年，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有條件放寬日本
食品進口安排，栃木、群馬、茨城、千
葉縣的蔬菜、水果、奶和奶類飲品及奶
粉日後只要獲日本當局發出「出口商證
明書」及「輻射證明書」，就可以進口
香港。
■節自︰《港擬解禁進口日本四縣食
品》，香港《文匯報》，2018-6-6

持份者觀點
1.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政府在放
寬禁令後會繼續做好把關工作，除了
要求日本方面為進口食品發出安全證
明外，亦會繼續對所有日本入口食品
進行輻射檢測，並會特別加強抽取來
自栃木、群馬、茨城和千葉縣的蔬果
及奶製品進行化驗。

2.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預計
業界在規定放寬初期只會先入口小量

來自該些地區的相關食品，視乎市場
反應再增加供應。

3. 香港日本食品輸入業協會︰今次放寬
對市場沒太大影響，因為香港人喜愛
吃的水果主要來自西日本。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不論食品是產自日本哪個

縣，只要獲日本當局發出「出口商證
明書」及「輻射證明書」，就可以進
口，你同意這個看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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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用膠飲管 護海洋生態
新聞撮要
有調查發現，港人雖較去年少用

2.6億支塑膠飲管，惟整體用量仍達
14.4億支。香港海洋公園及保育基金
發起「無飲管運動」，呼籲全港市民
減用塑膠飲管，亦與逾830間餐廳及
學校攜手合作，減少即棄塑膠垃圾，
保護海洋生態。
■節自︰《海園夥逾830餐廳學校推
「走膠飲管」》，香港《文匯報》，

2018-6-6

持份者觀點
1. 保育基金主席陳晴︰雖然摒棄使
用塑膠飲管看似只是小習慣，但卻
象徵着改變消費模式的第一步，這
將引領香港邁向可持續的未來。

2. 海洋公園餐飲部高級營運經理李
國樑︰公園內所有餐廳於今年開始
停止供應塑膠飲管，如客人有需

要，亦只會提供紙製飲管。

多角度思考
1. 塑膠垃圾如何影響海洋生態和人

體健康？
2. 有人認為政府應立法全面禁止塑

膠飲管，亦有人認為全面禁止並
不可行，你有何看法？

3. 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市民減少使
用塑膠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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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考開鑼 新專業或大熱
新聞撮要
被稱為內地第一大考的高考上周起

進行，今年報考人數達975萬人，創8
年來新高。首批「00後」走上高考戰
場，角逐大學學位。較之以往，今年
機械人工程、智能科學與技術、「一
帶一路」小語種等緊跟時代發展的專
業或將大熱。
■節自︰《高考戰場 「00後」主
場》，香港《文匯報》，2018-6-7

持份者觀點
1.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
對於新興熱門專業，考生在報考時
一定要理性對待，冷靜分析自己是

否具有學習該專業的優勢、潛力。
2. 高考生家長︰身邊不少考生有意選
擇「爆款」專業，如果孩子喜歡，
我們絕對支持。但如果孩子想選其
他感興趣的冷門專業，我們也不會

反對。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認為家長應支持子女選擇

喜歡的專業，你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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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打增強劑 易感染百日咳
新聞撮要
俗稱「雞咳」的百日咳近年在歐
美「死灰復燃」，本港近日便接獲
多宗中年人從美國、澳洲等外地回
港後，確診患上百日咳的個案。百
日咳傳播速度快，感染初期症狀與
感冒極相似，但可持續超過兩星期
至數月，更可能引發癲癇、肺炎等
併發症。
■節自︰《百日咳歐美「重燃」醫

生倡打預防針》，香港《文匯
報》，2018-6-6

持份者觀點
1. 港怡醫院呼吸系統科榮譽顧問醫

生溫志堅︰兒童感染百日咳的併
發症較成人多，最常見是繼發性
細菌性肺炎。現時香港政府為嬰
幼兒提供免費含百日咳結合疫苗
注射，每10年需補打一次增強

劑，但香港較少百日咳病例，相
對較少人補打增強劑。

多角度思考
1. 為什麼香港人容易患上百日咳？
2. 有人認為政府應因應百日咳的傳

播情況，呼籲市民補打百日咳的
增強劑，亦有人認為香港較少百
日咳病例，毋需過分緊張，你較
認同哪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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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調查是一種了解公眾對某些政
治、經濟、社會問題的意見和態度的調
查方法，其目的在於通過對大量樣本的
問卷調查，較為客觀、精確地反映社會
輿論或民意動向。通識教育科中有不少
議題，可以借助一些民調數據作為教
材，在考試命題時，這些數據亦可作為
題目中的參考資料。但運用了民調數據
的通識科老師們，又有否想過民調的實
際功能及其限制性。
首先，在現代社會中，民調常用於測
定社會公眾對某項政策或某個政治領導

人的社會評價。社會評價是指從一定的
社會角度來考察和評定現象的社會價
值，判斷現象對社會的作用，從善惡、
功過及其程度來評價。民調結果所反映
的，是一種群體性的、社會性的評價。
從某種意義上說，民調是一種最具權威
性、普遍意義的社會評價。

了解民意 幫助決策
其次，民調通常是一種社會公眾的共
同意見和一致態度的體現，而態度和意
見，在心理學中，通常被定義為「行為

的前奏」或「行為傾向」。儘管從「行
為傾向」到行為的實際發生，還需經過
情境變量的催化，但它卻成為判定和預
測行為發生的基本依據。
任何社會決策要想做到現實可行和有

預見性，詳盡、準確地了解民意是必須
的步驟，只有這樣，才能在此基礎上作
出順乎民意的正確決策。民調便是決策
者最重要和可靠的工具。

社會預警 維護穩定
此外，社會預警是指依據對社會發展

穩定狀況的判斷，按照社會系統的模型
分析，對社會系統運行的質量和後果進
行評價、預測和報警。以往很多時候，
有關部門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
對災害性資訊採取保密和封鎖措施，以
免不法分子利用危機製造恐慌、牟取私
利，造成社會損失，從而最終忽略了市
民的感受。在通信技術高度發展的今
天，要想對災害性資訊進行封鎖，不為
人所知，是很難辦到的。
民調結果發表後，往往成為社會大眾

關心、議論和思考的話題，並對人們的

思想認識產生影響，實現民調的示範溝
通功能。正如新聞傳播機構的報道，要
通過主編等「把關人」的輿論導向價值
選擇，民意測驗機構調查什麼、不調查
什麼，都是經過慎重考慮，並有着明確
的社會功利性目的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會
在媒體上看到民調結果的公佈，但往往
都不會太着意其結果，更不會知道民調
原來是發揮着不同的功能。期望讀畢本
文後，各位讀者會認識到民調對我們的
重要性。下回再續。 ■李偉雄

民調具功利目的 市民不會太着意

新聞撮要
七國集團（G7）財長會議上周結束，美國對歐
盟、加拿大及墨西哥加徵鋼鋁關稅，令G7出現
罕見的針鋒相對場面，英國、加拿大、法國、德
國、意大利及日本發表聯合聲明，矛頭直指美
國，批評加徵關稅摧毀全球經濟，要求美國財長
姆努欽向總統特朗普傳達6國對關稅措施的關注
和失望。
■節自︰《圍攻美關稅令 G7變G6+1》，香港
《文匯報》，2018-6-4

持份者觀點
1. 法國財長勒梅爾︰華府的關稅決定不當，G7現
已變成「G6+1」，美國將受孤立。華府只餘
數天時間，決定是否和盟友展開貿易戰。

2. 德國財長肖爾茨︰關稅措施嚴重打擊美國和跨
大西洋盟友的關係，國家安全不能成為加徵鋼
鋁關稅的理由。

3. 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在貿易上必須獲公平對
待，若美國對其他國家貨品零關稅，對方卻對
美貨品徵收25%、50%甚至100%關稅，這不
是自由或公平貿易，而是「愚蠢貿易」。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美國將令世界各國開始貿易戰，亦有
人認為美國只是在增加談判籌碼，貿易戰並不
會真的開打，你較同意何者？

2. 特朗普認為美國在貿易上受到不公平對待，因
此需要加徵新關稅，而各國財長則指華府的關
稅決定不當，你較認同何者？

美加徵關稅惹火
多國財長齊聲討

知多點
關稅爭議源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指各國與美國簽訂的貿易協定不公平，所以要作出改變。2018年3月1日，特朗普宣佈

向鋼鐵和鋁進口開徵新關稅，引發各國極大反應，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國開始進行反擊，例如墨西哥就對美國鋼鐵
產品和部分農產品徵收15%至25%關稅。

■■GG77財長會議上周結束財長會議上周結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內地高內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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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瀋陽圖為瀋陽
的陪考大的陪考大
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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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手機令青少年養成不睡覺的習慣玩手機令青少年養成不睡覺的習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府放寬日本政府放寬日本44個縣的食品進口個縣的食品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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