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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編輯人類基因 賀建奎囚三年

老人癡呆新藥 望納國家醫保
新聞撮要
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主辦的第
一屆腦腸軸論壇宣佈，中國原創治療阿
爾茨海默病（俗稱老人癡呆）新藥「九
期一」（甘露特鈉膠囊，代號：
GV-971）正式上市，零售價為 895 元
（人民幣，下同）一盒，患者的年用藥
成本約為4萬元，未來有機會進入國家
醫保。
節自︰《阿爾茨海默病國產新藥上

市》，香港《文匯報》，2019-12-30

持份者觀點
1. 《世界阿爾茨海默病2018年報告》︰
全球目前至少有5,000萬癡呆患者，
預計2050年這個數字將達到1.52億。

中國目前約有1,000萬阿爾茨海默病
患者，預計到2050年患病人數將超過
4,000萬。自發現阿爾茨海默病百多年
來，全球用於臨床治療的藥物只有5
款。

2. 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楊寶峰︰阿爾茨海默病目前還是世界
醫學的難題，中國能在這個領域佔有
一席之地，而且是在全世界17年來無
新藥獲批的背景下取得的原創性成
果，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阿爾茨海默病對於人體及社會
有什麼影響。

2. 阿爾茨海默病國產新藥能進入國家醫
保有什麼重要性？

公 共 衛 生

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基因編輯嬰兒案昨日在深圳市南山區
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賀建奎、張仁
禮、覃金洲等3名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實施
以生殖為目的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和生殖
醫療活動，構成非法行醫罪，分別被依法
追究刑事責任，其中賀建奎被判有期徒刑
三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百萬元。
節自︰《基因編輯嬰兒案賀建奎判囚3

年》，香港《文匯報》，2019-12-31

持份者觀點
1. 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3名被告人未
取得醫生執業資格，追名逐利，故意
違反國家有關科研和醫療管理規定，
逾越科研和醫學倫理道德底線，貿然
將基因編輯技術應用於人類輔助生殖
醫療，擾亂醫療管理秩序，情節嚴
重，其行為已構成非法行醫罪。

2. 人類遺傳學專家︰技術發展的腳步不
會停，但案件帶來了警示，我們需要
一些預警機制。

多角度思考

1. 編輯人類胚胎基因會造成什麼問題？
試從道德及醫學層面解釋。

2. 有意見認為人類不應該嘗試修改人類
基因，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此說法？

全 球 化

遊客行為過火「米妮」慘遭胸襲
新聞撮要
美國佛羅里達州迪士尼世界去年12月先

後有3名女演員報案，投訴在扮演卡通人
物時，遭旅客不當碰觸，有人因此頸部扭
傷，更有女演員被襲胸。
節自︰《美迪士尼3演員報警遊客行為

過火》，香港《文匯報》，2019-12-29

持份者觀點
1. 迪士尼發言人芬格︰任何人都需在工作
時有安全感，我們鼓勵演員在感到不舒
服時挺身而出，迪士尼亦會向演員提供
各種資源，保障他們的福祉。

2. 被指襲胸的男子︰與米妮合照兩日

後，在園內排隊打算與米奇老鼠合照
時，突然被兩名保安人員帶到一幢建
築物內，指控他對扮演米妮的演員作
出不當行為，他否認曾這樣做，妻子
當時與保安人員爭拗。

3. 表示被襲胸的員工︰她在合照後抱擁對
方，認為屬「正常交流」，但對方卻趁
機捏她的左胸3次。她其後向管理層投
訴，並透過照片認出涉事男子，她報警
處理，但警方最終未有落案起訴。

多角度思考
1. 有意見認為迪士尼樂園應該嚴懲傷害員

工的顧客，你同意嗎？

不明原因肺炎 武漢徹查病源
新聞撮要
湖北省武漢市衛健委2019年12月31日

下午通報，該市已經發現27例肺炎病例，
其中7例病情嚴重，目前所有病例均已隔
離治療，密切接觸者的追蹤調查和醫學觀
察正在進行中，到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
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節自︰《武漢現 27 例不明原因肺
炎》，香港《文匯報》，2020-1-1

持份者觀點
1. 武漢市衛健委︰病例臨床表現主要為發
熱，少數病人呼吸困難，胸片呈雙肺浸
潤性病灶。目前所有病例均已隔離治
療，密切接觸者的追蹤調查和醫學觀察

正在進行中，對華南海鮮城的衛生學調
查和環境衛生處置正在進行中。

多角度思考
1. 這次的肺炎有什麼特點？
2. 有意見認為香港應該加強檢查入境旅

客，以防止肺炎疫情傳入香港，亦有人
認為毋須過分緊張，你較認同何者？

公 共 衛 生

今 日 香 港

冬日美食節 生意忽回暖
新聞撮要
第十七屆香港冬日美食節經已完結，有

商戶指生意額出乎意料地比預期好兩三
成，在現今「寒冷」的市道中爆了個小冷
門，相信是因為近期不同的購物節和展覽
都因為持續的黑色暴力而取消，市民都集
中在今次美食節消費，因而令商戶做多了
生意。
節自︰《美食節小爆冷 生意忽然一

熱》，香港《文匯報》，2019-12-30

持份者觀點

1. 售賣西班牙凍肉的劉小姐︰由於受當前
的社會問題影響，少了大型的購物博
覽，而年宵市場亦取消了乾貨攤位，因
此有顧客來為農曆新年辦年貨。

2. 售賣日本手工啤酒的歐先生︰人流不算
多，而且貨品在同類檔攤中屬於高價貨
品，因此對生意都沒有太大期望，只希
望推廣一下，為將來的實體店吸納客
源，但結果總生意額意外地比預期好，
大約高出兩成。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並就你所知，指出有什麼原因

影響冬日美食節的生意。

新聞撮要
農業農村部副部長于康震解讀長江禁漁政策
內涵和實施情況，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
長江水生生物保護工作的意見》以及農業農村
部、財政部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印發的《長江
流域重點水域禁捕和建立補償制度實施方案》，
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分類分階段實行禁捕，第一步
是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等
332個自然保護區和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全面禁
止生產性捕撈；第二步是在長江幹流和重要支流
除水生生物自然保護區和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以
外的天然水域，實行暫定為期10年的常年禁
捕，其間禁止天然漁業資源的生產性捕撈。
節自︰《長江重點水域分類分階段禁捕》，

香港《文匯報》，2020-1-2

持份者觀點

1. 農業農村部副部長于康震︰長江是世界上水
生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河流之一，也是維護
國家生態安全、推動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的
重要屏障，禁捕是有效緩解長江生物資源衰
退和生物多樣性下降危機的關鍵之舉。

2. 沿江各地測算︰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捕共涉
及沿江10個省市的合法持證漁船11.3萬多
艘、漁民近28萬人。對此，中央財政安排了
補助資金對各地的禁捕工作給予適當的支
持，積極引導退捕漁民上岸和轉產轉業。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指出長江流域禁捕的具體措

施。
2. 為什麼要禁捕？這會對長江的生態做成什麼

影響？
3. 有評論認為禁捕會打擊長江流域漁民的生

計，你認為政府可以怎樣防止這件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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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充足知識準備影響考察成果」
一文中，提及「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
習領域」中的不同科目，如何配合學校關
注事項和活動，嘗試設計跨學科及跨學習
領域的學習活動，並以「粵港澳大灣區：
澳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為題，協助學
生在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有正向的
發展。
教學設計上，從澳門的過去方面，中國

歷史或宗教教育科能夠協助學生了解澳門
背景的角色。由於學生在學科上學習到明

朝時期利瑪竇教士到達澳門後的傳教經
歷、方法、貢獻，老師在活動設計上，宜
營造一個合適的反思環境，透過到澳門考
察，不但鞏固學生對中外歷史的認識，而
且有助學生沉澱所學，嘗試感受利瑪竇過
往來華的經歷和面對困難，並從他的身上
體會到個人應有的特質，如堅毅、尊重他
人、責任感、承擔精神、誠信及關愛精神
等。
在大灣區與澳門的現在方面，地理科能

夠協助學生了解現今澳門城市面貌及經濟

狀況。由於學生曾在地理科學習「明智地
運用城市空間」課題，對香港城市所面對
的問題有一定認識，如：香港市區所面對
交通擠塞的情況、在市區內的污染問題，
以及老化、城市衰落等問題，以及遊客對
當地所帶來的不同方面影響有所認識，因
此，地理科老師一方面宜鞏固及評估學生
過往所學，是否對這一課題已有一定了
解，有助學生能夠建基於學科所學的知
識，應用到往後到澳門考察，反思人與空
間和環境的關係。

至於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老師能夠進
一步協助學生思考導致以上問題的成因，
以及比對香港、澳門兩地情景的異同，並
建基於澳門考察所得引證自己的看法。不
但有助培養學生發展共通能力，照顧學生
學習多樣性，提升學習效能。
在大灣區與澳門的未來方面，生活與社

會科負責最重要的角色，學科老師可聚焦
「粵港澳大灣區：澳門的未來」，在知識
方面，老師可協助學生認識大灣區的基本
概況，如大灣區的地市、人口、定位等

等，然後透過短片或資料，協助學生理解
為何將澳門定位為「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以中華文化
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
地」，並思考以上的定位與澳門過去歷
史、地理文化和現狀有何關係，以及大灣
區建設對港、澳青年及城市所帶來的機遇
與挑戰，從而協助學生如何裝備自己，為
社會作出貢獻。 ■魏文輝老師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副教務主任

比對港澳情景 引證自己看法

長江分階禁捕長江分階禁捕 保護珍稀魚類保護珍稀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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