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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急轉直下 特金未達協議

新聞撮要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單對
單會談並舉行美朝擴大會議後，原本良好的
會面氣氛突然急轉直下，雙方未有按照原定
計劃共晉午餐，特金兩人更先後離開會場，
最終由白宮證實會談提前兩小時結束，美朝
未能達成共識。
節自︰《峰會戲劇性落幕特朗普提早返

美》，香港《文匯報》，2019-3-1

持份者觀點
1. 特朗普︰支持撤銷制裁，前提是朝鮮需
做得更多，我們曾考慮其他選項，但最
後決定維持現狀。

2. 朝鮮外相李勇浩︰朝鮮根據構建互信及
分階段解決問題的原則，提出由美朝技

術人員合作，共同展開永久性拆除寧邊
核設施工程，並安排美國專家到場驗
證，以換取華府撤銷聯合國涉朝制裁11
項決議中，2016年及 2017年通過的 5
項，即妨礙民生經濟及國民日常生活的
項目。

3. 韓國青瓦台發言人金宜謙︰對會談未達
成協議感到遺憾，但美國總統特朗普和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兩日峰會上，長時
間深入討論朝鮮無核化議題，已加深彼
此了解，令談判取得有意義的進展，期
望雙方未來繼續展開多層次對話。

多角度思考
1. 特金會為何沒有達成協議？
2. 你認為會議突然閉幕，對美朝關係造成

什麼影響？

全 球 化

中美經貿磋商 停戰又近一步
新聞撮要
第七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雙方圍繞

協議文本開展談判，在技術轉讓、知識產
權保護、非關稅壁壘、服務業、農業以及
匯率等方面的具體問題上取得實質性進
展。美國總統特朗普更宣佈推遲3月1日
上調中國輸美商品關稅的計劃。
節自︰《中美商協議文本息戰待峰會拍

板》，香港《文匯報》，2019-2-26

持份者觀點
1.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雙方繼續本
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態度，再接再
厲、相向而行，達成互利雙贏的協議。

2. 特朗普︰由於這些富有成效的會談，我

將把原定於三月一日增加關稅的日期延
後。如果雙方取得更多進展，我們計劃
在海湖莊園舉行習主席和我之間的峰
會，以達成協議。

3. 習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
中方牽頭人劉鶴︰兩國經貿團隊進行了
富有成效的談判，在貿易平衡、農業、
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金融服務等
方面取得積極進展。下一步，雙方將加
倍努力，抓緊磋商，完成好兩國元首賦
予的重大職責。

多角度思考
1. 中美貿易戰對世界經濟有何影響？
2. 有意見認為美國雖然推遲上調中國輸美

商品關稅的計劃，但亦不等於中美已達
成共識，更不代表中美貿易戰已成過
去，你如何評價此看法？

現 代 中 國

渤海發現氣田 儲量逾千億方
新聞撮要
中國海油上周對外宣佈，位於中國渤海
海域的渤中19-6氣田，測試獲得優質高產
油氣流，確定天然氣探明地質儲量超過一
千億立方米，可供百萬人口城市的居民，
使用上百年；如果全拿到地上的話，有一
萬五千個鳥巢體育場的體積，「10w+」個
水立方，是渤海灣盆地50年來最大的油氣
田發現。 目前，渤中19-6氣田的第十二口
評價井已鑽到了4,700多米。
節自︰《中國發現千億方天然氣田》，

香港《文匯報》，2019-2-26

持份者觀點
1. 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劉寶華︰目前中國
70%的煤電機組實現了超低排放，並已
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潔煤電供應體系，有
效緩解能源供應和環境保護的矛盾，為
世界範圍內煤炭清潔利用作出了示範。

多角度思考
1. 使用天然氣有什麼好處？
2. 有評論認為增加使用天然氣比率有助改

善中國的空氣污染情況，你認同嗎？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零風險高回報？ 市民誤信受騙
新聞撮要
工聯會新界西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於上月初

接獲逾20名苦主求助，指由2017年下旬起
疑被一間投資公司及中介人騙財，大多數苦
主最初以人傳人形式及社交媒體平台被邀加
入注資，聲稱投資派息計劃「保本無風險、
回報高」，但及後卻停止派息。當他們追討
本金時，投資公司就轉而推銷其他投資項
目，迫使擔心一無所有的受害人繼續投資，
結果一直無法追回款項。工聯會接獲逾20

名苦主求助，總涉款近600萬港元。
節自︰《投資騙局再現 20人中伏失600

萬》，香港《文匯報》，2019-2-24

持份者觀點
1.麥美娟︰單是過去半年至今，其辦事處已
處理55宗與投資騙案有關的求助，涉款
超過1,500萬元，擔心未來有更多同類騙
案，期望政府加緊調查，加強公眾教育，
讓巿民有基本的投資知識。

2.苦主︰透過朋友認識涉案公司中介人，對
方以微信游說他加入投資計劃，多次轉賬
後投資公司易名，最終損失72萬元。

多角度思考
1.就政府和個人層面，可以如何防止騙案發
生？

2.有評論認為「市民盲目相信投資可以回報
高而且沒有風險」，是騙案發生的主要原
因，你認同嗎？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教派拒種疫苗 多名成員染病
新聞撮要
日本近期爆發麻疹疫情，本年至今已有

超過170人染病，個案是10年來同期最
多，其中三重縣宗教團體「救世神教」多
名成員集體感染，相信與他們認為麻疹疫
苗有害而拒絕接種有關。
節自︰《多名成員染麻疹日反疫苗教派

認衰》，香港《文匯報》，2019-2-26

持份者觀點
1. 「救世神教」︰承諾就針對麻疹等高度
傳染性疾病的疫苗改變「教義」，正與
衛生部門合作。

2. 日本厚生勞動省︰敦促國民立即接種麻

疹疫苗，醫院等醫療機構應採取預防措
施。

多角度思考
1. 拒絕接種疫苗會帶來什麼問題？
2. 有評論認為接種疫苗會為身體帶來負面
影響，你如何評價此看法？

公 共 衛 生

新聞撮要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周公佈新年度財
政預算案，提出了薪俸稅、差餉寬減，及
向領取綜援等社會津貼者發放額外金額等
「派糖」措施，但就有所「減甜」，如減
稅上限由去年的3萬元調低至2萬元，綜
援及長者津貼等就由去年的出「三糧」變
成出「雙糧」。
節自︰《派糖減甜投資未來》，香港

《文匯報》，2019-2-28

持份者觀點
1. 陳茂波︰政府盈餘由上個財政年度的
1,400多億元，跌至本年度的 587億
元，很難像去年那麼大力度，而且今年
「派糖」措施涉及429億元，已是將七
成多盈餘分了出去，已是最合適及平衡
方案，已考慮盈餘規模及經濟狀況。

2.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新年度預算案為
面對經濟下行風險，以及外圍不穩定
因素作準備。

3.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新年度預算案培
育產業見着力，關顧民生力不足。在
拓展經濟方面，預算案雖然對推動新
興產業提出了多項措施，特別是發展
創科等方面的方向正確，但扶助中小
企業的措施不足，政府應加強支援香
港的中小企，並引領他們開拓大灣區
市場。

4. 金融界議員陳振英︰預算案中提到會
繼續與業界和內地研究擴大跨境人民
幣資金雙向流通的渠道，在內地資本
逐步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及與國際
金融市場接軌等範疇，可繼續發揮香
港的獨特角色。

多角度思考
1. 有意見認為本次的財政預算案派糖力

度不足，政府未能回應市民訴求，你
如何評價此看法？

2. 有評論認為經濟來年有下行風險，所
以政府應減少開支，你認同嗎？

3. 你認為財政預算案有何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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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以互動（interactive）形式實踐，
是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成熟的
互動設計包括四方面，除了學界經常提及
的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之外，還有師師互
動及社區互動。
大家在學習過程中，都有經歷過課堂內
出現的教師和學生之間，及學生彼此之間
的互動。通識教育科以議題為本，相當適
合設計成互動課堂。
不少教師會在通識課堂中安排學生分成
小組，進行各種學習活動。
筆者在課堂上亦利用過一些技巧，如角

色扮演、戲劇教學、小組匯報及融辯入教
等。相關的教學設計可以令教師由單向講
授的模式，轉變為由學生帶領課堂的開
展，讓學生成為學習的建構者，負責探究
和規劃學習經歷的工作，提高議題探究的
學習效益。
同時，資訊科技亦有助於相關互動課堂

的出現。隨着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以「發揮IT潛能，釋放學習能量」為題，
學校紛紛設立Wifi 900等校園無線網絡，
並利用政府提供的資助，讓學校和學生購
買平板電腦裝置。在課堂上運用平板電腦

的優點，是推動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
同學利用資訊科技，實時分享學習成

果；小組協作時，成員之間提供的數據或
資料，即時整合匯聚，作為匯報的內容範
本。同時，電子平台更有利分享，學生可
以即時互相觀摩，吸納不同持份者的看
法，互相印證和切磋。
另外兩種形式的互動，就比較大機會先

發生在課堂以外，再連結入課堂以內。
首先是教師和教師之間的互動。現代的

知識建構早已跨過了學科的界限，未來學
習的方向將會以跨單元、跨學科的形式推

展。通識教育科議題為本的跨單元議題為
本設計，可以作為教師互動交流的切入
點。例如在備課時，不同科際背景的教師
提供方向和關注點，並在準備階段整合與
議題相關的概念或教學時的策略。
透過交流經驗，教師可以超過個人學科

識見的局限，形成一個專業交流平台及學
習共同體。
最後一項互動是學校與社區之間的互

動，包括學校之間及學校和地區之間。現
時，不同學校在學與教的推展上，步伐和
成功的經驗各有差異，透過設立不同地區

的交流網絡和專業學習社群，可以讓不同
學校的教師掌握教育界的最新發展。同時
亦可以透過訪校交流、示範和公開課，讓
彼此觀摩成功的經驗。
此外，學校亦可以透過聯繫社區機構，

進行社區考察及研究計劃。將學生周邊發
生的社會議題，帶入課堂之中，讓學生沉
浸在一個豐富的社區學習環境之中，真正
做到教育家杜威所言，「教育即是生活」
的理念。

■洪昭隆 天主教培聖中學
公民教育統籌及通識教育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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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互動 教育即生活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周公佈新年度財政預算案。 資料圖片

■特金會突然完
結，沒有達成任
何協議。

資料圖片

■中美在貿易談判取得進展，美國推遲
上調中國進口貨品關稅計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