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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肺炎須呈報 政府刊憲隔離令

青年宿舍多人爭 超額申請逾十倍
新聞撮要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網誌談及本港房
屋供應緊張，全港首個位於大埔、由香
港青年協會負責興建和營運，提供80個
宿位的青年宿舍至本月4日截止申請，
共收到約900份申請，結果於7日在網上
公佈，被抽中的申請者需出席面談。經
核實申請資格和篩選後，預計首批租戶
最快可於3月入住。
節自︰《青年宿舍申請超額逾十倍 80

宿位 900人爭》，香港《文匯報》，
2020-1-6

持份者觀點
1.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承認青年宿舍計

劃對滿足青年人住屋需求無疑是杯水
車薪，只是旨在向在職青年提供過渡
性的協助，大量提高公私營房屋供應
才能真正徹底解決問題。
然而，香港面對嚴重土地供應短

缺，當局要繼續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增
加短、中及長期的公營房屋供應，以
滿足社會對房屋的殷切需求。

多角度思考
1. 有意見認為香港土地供應嚴重短缺，

即便提供青年宿舍計劃，也只是杯水
車薪，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此說法？

2. 除了青年宿舍計劃外，政府還可以推
出什麼措施幫助青年解決住屋需要？
試提出兩個可行方案。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公 共 衛 生

新聞撮要
特區政府刊憲，將「嚴重新型傳染性
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納入法定須呈報傳染
病內，同時修訂附屬法例《預防及控制疾
病規例》，賦予衛生署權力對傳染病接觸
者檢疫，以及強制隔離受感染病人及與病
人有接觸的人，任何人若違反隔離令，包
括逃走、接觸他人等，一經定罪，可處罰
款5,000元及監禁6個月。
節自︰《防治不明肺炎 賦權強制隔

離》，香港《文匯報》，2020-1-8

持份者觀點
1.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呼籲市民加強留
意衛生資訊，同時也要小心分辨資訊
的真或假，千萬不要誤信謠言，亦不
應該轉載這些謠言的帖文，以免誤導
更多市民。政府會利用社交媒體提高
社會的警覺性，讓市民掌握最新和正
確的資訊，以免引起市民不必要的恐
慌。

2.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公立醫院
已實施更嚴謹的感染控制安排，包括
限制探訪等，前往公立醫院和診所的
人士，必須佩戴外科手術口罩，探訪
病人前後均需洗手。醫管局會密切監

察各個聯網的隔離病床使用情況，適
時調配病床，而個人保護裝備的儲
備，如外科手術口罩等，可足夠使用3
個月。

3. 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禮︰目前
醫管局常規隔離病床約有480張床，使
用率約是六成至七成，醫管局一直有
監測病床使用情況，若有需要，可以
在72小時內將隔離病床數目增加至
1,400張，醫管局亦為此設立中央指揮
委員會，當有需要時，會調動不同聯
網的資源去協助其他聯網。

多角度思考
1. 有人認為特區政府的做法是「後知後

覺」，你對此有何評價？
2. 有評論認為醫管局對於病床數目已有

足夠監察，亦有人認為醫管局的措施
仍不足夠，你較認同哪個看法？

今 日 香 港

網上系統受攻擊 敏感訊息遭盜取
新聞撮要
教育局昨日表示，過去數月共有9所學

校的「網上校管系統」受到攻擊，當中包
括喇沙小學等4校有資料被盜取，除了個
人資料，亦有學校財務、學位分配等敏感
訊息。
節自︰《9校遭網襲 4校失私隱》，香

港《文匯報》，2020-1-8

持份者觀點

1. 教育局︰已經常提醒學校留意系統運作
異常情況，務求及早發現，將影響減至
最小，並會定期舉辦網上校管系統保安
培訓課程，向學校負責人員講解最新保
安趨勢資訊和經驗，另學校亦可靈活運
用資訊科技綜合津貼，採購相關保安服
務。

2.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面對外界
黑客入侵的危機，一般學校難以抵
禦，目前學校資訊科技人員主要負責

日常運用，但職位前景及薪金待遇不
算理想，難以聘請擅長網絡保安的電
腦專才，即使有電腦科教師分擔，對
網絡攻擊亦無能為力。

多角度思考
1. 為何學校認為難以抵禦黑客入侵？試根

據資料解釋此說法。
2. 教育局可以如何幫助學校免受黑客攻

擊？

風力發電製噪音 德國擬發「掩口費」
新聞撮要
德國政府正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全國

多處均有興建風力發電站的計劃，但被指
製造噪音，大量民眾入稟法院反對興建。
德國聯邦政府工作小組近日正討論新方
案，向發電站附近居民提供金錢補償。
節自︰《德硬推風力發電「掩口費」補

償居民》，香港《文匯報》，2020-1-6

持份者觀點

1. 德國環境部長舒爾策︰向直接受風力發
電站影響居民提供財政誘因，屬值得深
入考慮的建議。

2. 社民黨環境政策發言人米爾斯奇︰願意
住在風力發電站附近的居民幫助普及可
再生能源，他們應當受到獎勵，計劃向
地方政府撥款，為居民提供直接財政誘
因。

3. 德國城鎮及市政協會主席布蘭德爾︰現
金補償方案與掩口費無異，憂慮先例一
開，當局日後亦可以同一方式，向居民

付錢以換取興建道路、鐵路和高壓電纜
等設施。

多角度思考
1. 德國國內對於政府為受風力發電噪音影

響的居民提供金錢補償有不同意見，有
人認為是「掩口費」，亦有人認為這只
是提供正常的經濟誘因，做法並沒有不
妥，你較認同何者？

2. 你認為香港應效法德國提供經濟誘因鼓
勵市民支持環保嗎？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准超標次數增加 空污標準惹爭議
新聞撮要
5年一檢的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在去年10

月結束公眾諮詢，當中備受爭議是即使收
緊二氧化硫和PM2.5的標準，同時容許新
標準下PM2.5的24小時平均值超標次數
從目前的9次增至35次，被批指標過於寬
鬆。
節自︰《環境局：空污新標準更嚴

謹》，香港《文匯報》，2020-1-7

持份者觀點
1. 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目前暫未有國家

做到世衛嚴格而前瞻的水平，本港只能
逐步收緊，希望最終達到世衛空氣質素
指引。

2. 環諮會主席黃遠輝︰新標準比舊標準嚴
謹，但當局要做好解說，用數據清晰計
算香港空氣質素如何改善。當局可以以
此作起步點，循序漸進在數年後決定要
否再收緊超標日數上限，以達到世衛最
嚴格目標。

多角度思考
1.你認為二氧化硫和PM2.5的新指標是否

過於寬鬆？

2.有意見認為「目前暫未有國家做到世衛
嚴格而前瞻的水平，所以本港做不到也
不是特別的事」，你如何評價此看法？

新聞撮要
美軍繼在伊拉克空襲親伊朗民兵組織
「真主旅」後，再次派出無人機空襲首都
巴格達國際機場附近兩個目標，炸死8
人，包括被視為伊朗二號人物、伊朗革命
衛隊精銳部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馬
尼，以及伊拉克民兵組織「人民動員」
(PMF)副指揮官穆罕迪斯。
節自︰《美殺伊朗二號人物走向戰爭邊

緣》，香港《文匯報》，2020-1-4

持份者觀點
1. 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要向雙手
沾滿蘇萊馬尼鮮血的罪犯作出嚴厲報
復，同時宣佈全國哀悼3天。

2. 伊拉克看守總理邁赫迪︰美軍部署當
地，作用僅限於在伊拉克政府監督和批

准下，訓練伊拉克部隊，以及與極端組
織「伊斯蘭國」作戰，暗殺行動公然違
反美軍駐守伊拉克的條件。

3. 美國國防部︰蘇萊馬尼策劃襲擊在伊拉
克和中東地區的美國外交官及駐軍，並
授意親伊朗民兵日前襲擊巴格達美國大
使館，為保護海外美國人員，因此採取
果斷的防衛行動。

4.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布魯門薩爾︰授權動
武並不涵蓋發動新戰爭，特朗普此舉可
能引發數十年來後果最嚴重的軍事對
抗。

5. 分析︰蘇萊馬尼在伊朗的地位，等同集
美國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中情局
局長及伊朗真正外長等角色於一身，他
的死將被伊朗視作最直接嚴重的挑釁行
為，伊朗必定採取最侵略性的方式報
復。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認為美國暗殺伊朗的二號人物，

等同於直接對伊朗宣戰，你是否同意此
說法？

2. 有人認為這一次事件將會動搖美國在中
東的地位，你如何評價此看法？試根據
資料，並就你所知加以說明。

3. 有評論指「中東因此爆發戰爭的話，美
國須負上最大責任」，你在多大程度上
同意此說法？

4. 對於美國指暗殺蘇萊馬尼屬於防衛行
動，只是為了保護海外美國人員，你如
何評價此看法？

5. 美國在伊拉克境內暗殺伊朗的官員是否
合理？此舉對當地局勢有什麼影響？試
從駐伊美軍、伊拉克政府及兩伊關係三
方面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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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的11月，有兩個重要的消費大
日子，一是在東方的「雙 11 購物狂歡
節」，另一個則在西方，而且歷史悠久得
多，就是美國的感恩節。本文擬就此談談
美國文化外傳的情況。
眾所周知，美國綜合實力強大，美國文

化在全球化之下，結合了跨國企業及媒體
的力量，不斷向外擴張，建立起文化霸
權。美國電影產業、音樂、體育競技等文
化產物席捲全球，幾乎人人受落，在全球
文化中穩佔主流地位。雖然如此，強勢的
美國文化也並非無往而不利。感恩節即為

其中一例。
考感恩節的源起，跟17世紀時歐洲向北
美拓展殖民地的歷史密不可分。當年最早
移民新大陸的歐洲人，初到北美時歷盡艱
辛，好不容易熬過嚴冬，迎來豐收。為感
謝上帝眷顧，後來的美國政府遂定每年11
月第四個星期四為感恩節。傳統節慶活動
包括一家團聚，互贈禮物及吃火雞。其實
跟中國人過冬至還真有幾分相似。發展至
今，感恩節成了美國全年銷售旺季，甚至
比新年、聖誕更受重視。然而多年來，感
恩節只流行於美、加一帶，在北美以外影

響力不大。這段北美開拓的歷史，對其他
民族意義不大。美國即使有文化霸權，似
乎無力、也無意向外推廣感恩節文化。
除此以外，尚有幾項在北美大行其道、

風靡全國的體育項目，也未有在全球化之
下向外傳播，背後原因值得探討。
美國有四大職業體育聯賽，即美國職業

籃球聯賽（NBA）、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LB）、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和
國家冰球聯盟（NHL）。其中以NBA的公
關及市場營銷最為成功，影響及於歐、
亞、非之外，其餘三項則仍局限於美國本

土。就美式足球NFL而言，應是美國最受
歡迎的體育節目，每到總決賽大日子，必
引來舉國關注，吸納天價廣告費，有頂級
巨星助興，規模盛大，但NFL在美國以
外，基本上乏人問津。美式足球比賽過程
暴力、粗暴，球員個個重裝上陣，橫衝直
撞，看來切合美國人粗野的文化，但不為
歐、亞人士所喜。其實在現代，還有哪些
體育項目需要如此全副武裝以保障運動員
安全？要有盔甲上陣的比賽，只會是中世
紀歐洲的武士比武。
另一項跟美式足球不相伯仲，也要重裝

上陣的是冰上曲棍球。冰曲比賽過程同樣
激烈、粗暴，切合美國粗獷文化。十場當
中，總有幾場會有球員同場加映單挑對
決，拳來腳往，大打出手，而且某程度是
賽例容許。美國觀眾已見怪不怪，甚至會
認為是冰曲比賽不可或缺的部分。容許在
球賽中途打架，相信這是絕無僅有。這些
作風，跟儒雅及典雅的亞、歐文化格格不
入。冰曲一直未能流行，只屬冷門小眾運
動，除了由於客觀條件限制如場地、裝備
之外，亦跟文化差異有關。 ■劉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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