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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觀塘線班次 繁忙時段太擠擁

捱夜加班缺睡眠 打工仔表現降低
新聞撮要
香港人生活節奏快，工作繁忙，經常
因捱夜加班而缺乏睡眠。一項調查發
現，受訪的上班族平均每日睡眠僅4小
時，近八成半人認為「瞓得少」很普
遍。如此「睡眠債」債台高築的情況，
可能導致工作表現及生產力降低，反而
令企業，以至社會經濟得不償失。
節自︰《日均僅瞓4句鐘 打工仔孭

「睡眠債」》，香港《文匯報》，
2019-9-4

持份者觀點
1. 調查報告︰上班族對於睡眠的態度亦
值得關注，逾八成（84%）受訪者認
為「瞓得少」在香港十分普遍；兩成
人對「瞓得少的人」的觀感正面，認

為他們有能力（9%）、有生產力/有
效率（5%）和善用時間（4%）。僅
28%受訪者認為「瞓得少的人」不愛
惜健康。按年齡組別分析，40歲至45
歲年齡組別的受訪者報稱睡眠不足的
比率最高。

2.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陳濬靈︰優
質和充足的睡眠可以給人身心貫注活
力；令頭腦更清晰敏銳；但是一些名
人政要標榜自己「瞓得少」的言論，
會令公眾形成錯覺，以為「瞓得少」
是能幹和成功者的象徵，其實兩者並
不能畫等號。

多角度思考
1. 睡眠不足對於身體和社會經濟有什麼

影響？
2. 是什麼因素令港人睡眠不足？

公 共 衛 生

今 日 香 港

新聞撮要
民建聯公佈一項調查，發現只有不足
半數受訪者滿意港鐵觀塘線繁忙時段的班
次安排，卻有多達90.2%受訪者認為觀塘
線繁忙時段車廂擠擁。民建聯建議加密港
鐵觀塘線班次、完善港鐵事故罰款機制及
盡快落實東九龍鐵路線等。
節自︰《90.2%人指觀塘線繁忙時段擠

擁》，香港《文匯報》，2019-8-31

持份者觀點
1. 調查結果︰在鐵路發展方面，60.6%受
訪者認為興建東九龍
線（連接寶琳至鑽石
山站）能達到分流乘
客的效果；56%受訪者
認為擴建觀塘沿線港
鐵站的月台能起紓緩
人流之效。

2. 立法會議員柯創盛︰
觀塘區內安達邨及安
泰邨等大型公共屋邨
陸續入伙，且裕民坊

重建計劃進行得如火如荼，將為區內
帶來大量常住人口，而港鐵是九龍東
區居民主要的交通工具，如服務出現
問題必然對往返的居民帶來莫大影
響，港鐵應履行社會責任，照顧乘客
需求。

多角度思考
1. 有說法認為觀塘線在未來將會有更大

的人流，而現有設施未能負擔，你如
何評價此看法？

2. 有評論認為即便港鐵希望擴建觀塘線
的設施，也未必能成事，你同意嗎？

現 代 中 國

試食人造肉 白領紛點讚
新聞撮要
深圳哈利車輪熱狗餐廳即將上架的未來

熱狗，利用內地人造肉品牌Starfield人造
肉碎製作出「熱狗腸」、「肉碎」與「牛
肉醬」等原料，售價 25 元人民幣。
Starfield早前通過快閃實驗店在市場試水
兩個月，獲點評「神似真肉」、「低卡零
負擔」，備受白領推崇。
節自︰《國產人造肉深餐廳上桌》，香

港《文匯報》，2019-9-5

持份者觀點
1. Starfield創始人吳雁姿︰隨着技術的進
步與口感的調整，人造肉會成為更多普
通人餐桌的選擇。當人造肉進入大眾連
鎖品牌後，消費者可以更便宜的價格體
驗到產品。

2. Starfield團隊︰80%左右的顧客是25歲
至35歲的白領人士，他們絕大部分是
彈性素食人群，或者在吃肉的問題上有
道德覺悟，或者有健康飲食的意識。

3. 網友︰吃了一大塊「肉」但沒有卡路里
負擔。

多角度思考
1. 人造肉是由什麼來做？
2. 有評論認為市民難以接受人造肉完全取

代真肉，亦有人認為人類未來將會是人
造肉普及的世界，你較同意何者？

3. 有意見認為人造肉會嚴重影響部分國家
的經濟，例如以凍肉出口為經濟來源的
巴西，你認同嗎？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全 球 化

美國再增關稅 中方世貿提訴
新聞撮要
中 國 商 務 部 就 中 國 在 世 貿 組 織

（WTO）起訴美對中國輸美產品徵稅措
施發表談話指出，9月 1日，美國對華
3,000億美元輸美產品中第一批加徵15%關
稅措施正式實施，中國就此在世貿組織爭
端解決機制下提起訴訟。
節自︰《反制美加稅中國向WTO提訴

訟》，香港《文匯報》，2019-9-3

持份者觀點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美國企業重找供
應鏈，不要每件東西都依賴中國製造；
自己的貿易戰打得成功，不想當中國的
僕人。

2. 中國商務部︰美方的徵稅措施嚴重違
背中美兩國元首大阪會晤共識，中方
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中方將根據世
貿組織相關規則，堅定維護自身合法
權益，堅決捍衛多邊貿易體系和國際
貿易秩序。

3.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中國經濟改

革與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陳甬軍︰中美貿
易戰一年半來，到今夏進入最高潮，雙
方的膠着狀態前所未有。但與以往不
同，由於美國經濟增長逐步走低，特朗
普連任壓力不斷加大，所以他連續高頻
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法，試圖迫使中
國就範。

多角度思考
1. 徵關稅和世貿組織的主張有沒有衝突？

向世貿組織提訴有什麼作用？

美建太空司令部 揚言要永遠稱霸
新聞撮要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正式成立美國太空

司令部，形容這象徵着太空在美國國家安
全和國防中處於中心地位，揚言將確保美
國「在太空的統治地位永不受質疑和威
脅」。
太空司令部是美國國防部第十一個聯合

作戰司令部，與其他10個聯合作戰司令部
一樣，太空司令部可直接指揮其配屬的各
軍兵種部隊。太空司令部屬於「功能性」
聯合作戰司令部，與北方司令部等「地域

性」司令部不同，類似於戰略司令部和網
絡司令部。
節自︰《美太空司令部成立特朗普揚言

永 遠 稱 霸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9-8-31

持份者觀點
1. 美國總統特朗普︰陸、海、空和網絡空
間都已成為關鍵的作戰領域，美國現在
將太空視作一個「獨立的區域」，由新
的太空司令部負責，確保美國在太空的
統治地位永不受質疑和威脅。

2. 美軍高層︰美國組建太空司令部是要應
對中國和俄羅斯發展太空軍事力量。

3. 專家︰成立太空司令部是美國組建「太
空軍」的關鍵一步，可能加劇太空軍事
化風險。

多角度思考
1. 有意見認為美國成立太空司令部會加劇

太空軍事化，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此說
法？

2. 有人認為太空軍事化在未來是無可避免
的趨勢，你認同嗎？

新聞撮要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8月下旬
生豬價格每千克27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上漲10.7%，且較6個月前價格翻
倍。針對生豬價格持續上漲，國家多個部
門密集出招促生產、穩豬價，以保各大城
市供應。
其中財政部決定進一步採取措施，包括
延長與擴大種豬場、規模豬場臨時貸款貼
息時間與範圍，促進生豬生產、保障市場
供應。
節自︰《官方續出招穩豬肉價》，香港

《文匯報》，2019-9-5

持份者觀點
1. 國務院常務會議︰採取多種措施加大對
生豬調出大縣和養殖場（戶）的支持，
地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規的生豬禁

養、限養規定，取消生豬生產附屬設施
用地15畝上限，加強動物防疫體系建
設，增加地方豬肉儲備等。
交通部也出台了運豬減免費用新策，本
月起運輸仔豬及冷鮮豬肉恢復執行「綠
色通道」政策。

2. 《關於做好種豬場和規模豬場流動資金
貸款貼息工作的通知》︰實施期限延長
至2020年12月31日，適當擴大貼息範
圍，將符合有關規定的種豬場、規模豬
場用於新建、改擴建豬場的建設資金納
入支持範圍，緩解養豬企業流動和建設
資金壓力，穩定生豬產能。

3. 廣西南寧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今年9
月1日至9月10日，南寧市青秀區麻村
農貿市場、華園農貿市場等多個農貿市
場的豬肉價格臨時干預，最高限價需按
規定執行。
以麻村農貿市場為例，在此期間，其精

瘦肉最高限價為28.6元/斤；五花肉則
為22.3元/斤。

4. 福建尤溪縣人民政府︰決定在中秋國慶
期間啟動平價商店運行機制，平價豬肉
銷售品種確定為五花肉、腿肉、瘦肉、
排骨等，每個品種豬肉銷售價格應當低
於市場平均價的15%。
所有的平價豬肉都實行限售限購措施，
即：五花肉、腿肉每家商超每天各限售
200斤；瘦肉、排骨每家每天各限售
100斤；居民購買每人每次限購兩個品
種以內，單品限購2斤。

多角度思考
1. 有什麼因素令內地生豬價格持續上升？
2. 根據資料，試指出內地啟動了什麼機制

確保豬肉價格？
3. 香港同樣面對豬肉價格上升，你認為香

港政府應效法內地的措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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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有種聲音，認為香港目前發生的
動亂與通識科有關，因此有檢討必要，甚
至有人提出要取消這個科目。我認為，參
與通識科課程檢討的相關人士，應考慮加
入一些青少年必須具備的法治知識和概
念，令各界人士認識到通識科不但與動亂
無關，相反更有助青少年明白中央與特區
的關係，有助他們建立對國家、對特區的
正確價值觀。我建議，「一國兩制」概念
必須加入檢討後的通識科課程中。
「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的簡稱。這是中央政府為解決台灣和
平統一的問題，以及在香港和澳門恢復行

使主權的問題而提出的戰略構想和基本國
策。其內容就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內，內地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整個國家
的主體，同時允許台灣、香港、澳門保留
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就曾經指
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是實行「一個
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內，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香港、澳門、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一國兩制」的內容主要包括：
1.「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具體就
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堅持國家
的統一，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完

成國家統一大業，是中華民族的願望。以
「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首先
就是完成國家統一，維護主權和領土完
整。
2.「兩種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
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留原有的資
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原有
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制度基本不
變。
3.「港人治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
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成。中央人
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派遣幹部擔任
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裡的職務。但「港人

治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
4.高度自治：國家在香港設立特別行政

區，並授予特別行政區以高度自治權。這
些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
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中央僅保留一些必須
由其自身行使的權力，依法不干預特別行
政區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
中國憲法的規定為「一國兩制」的構想

提供了明確的憲制依據。一些發動「港
獨」違法活動人士的企圖，是引發香港人
與中央政府的矛盾。這場較量的結果，有
可能會令到香港社會進一步分化，情況實
在令人擔憂。香港青少年近年不知受到了

多少口號所「迷惑」，什麼「自決」、
「港獨」等等。這些荒謬的口號初聽好像
很有吸引力，令一些入世未深的青少年信
以為真。其實，中學生只要在通識課程
中，認清「一國兩制」對香港的重要性，
自然會明白「港獨」言論的謬誤。因此，
我個人堅信，通識科老師除了可培養學生
的明辨性思考之外，在教授一些大是大非
之議題（例如香港的主權問題）時，亦要
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任教本核心
科的老師，實在任重而道遠。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通識教「一國兩制」助建立正確觀念

政府保供應政府保供應 出招穩豬價出招穩豬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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