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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撥款保就業 養和補助額最高

今 日 香 港

新聞撮要
保就業計劃第一期已於本月14日午夜
截止申請，政府共收到168,799名僱主申
請，約佔合資格僱主數目的三分之二。
政府在過去兩星期已陸續向兩批共
59,500名僱主發放總額約114億元的工資
補貼，承諾受薪僱員人數49萬名；兩批
僱主當中，98%為聘請不足50名僱員的
中小微企。
至於首批獲資助的25,500名僱主名單
於上周公布，以養和醫療集團所得的補助
額最高，達8,594萬元，涉及3,238名僱
員；其次為I.T.，補助額約4,710萬元，
涉及1,800多名員工；第三是經營網購平
台的香港電視網絡，申領逾3,274萬元，
涉及1,200多名員工。
節自︰《獲補貼僱主揭盅袋48億保20

萬職》，香港《文匯報》，2020-6-23

持份者觀點
1. 政府發言人︰計劃採取高透明度方
式，讓社會及僱員作出監察，若僱員
或社會人士發現有僱主濫用或違反計
劃條件，可向計劃秘書處舉報，政府
必定會積極跟進。

2. 養和醫療集團︰自今年2月起，門診個
案數字下跌 50%，住院數字則下跌
25%，為維持服務運作及避免裁員申
請計劃，補貼金額全數用於支付工
資，目前的員工人數與3月時一樣。為
協助穩定財政狀況，高層管理人員會
減薪一成，今年不向員工發放花紅；
至於第二輪保就業計劃，會按需要提
出申請。

3. 工聯會副會長、權益委員會主任唐賡
堯︰計劃只規定參與的僱主領取補貼
期間，不得減少職位總數，無要求僱
主一直沿用相關僱員，造成漏洞使僱
主可以炒人，再以低薪另聘同等數量
的僱員，多出的政府補貼則落入僱主
袋中。

多角度思考
1. 對於有意見認為政府的保就業計劃存

在漏洞，令部分僱員未受計劃保障，
你如何評價此看法？試根據資料並就
你所知解釋你的看法。

2. 有評論認為政府的保就業計劃有效降
低香港的失業率，你在多大程度上同
意此說法？

疫情續擴散 拉美極嚴峻
新聞撮要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繼續擴散，截至19日

累計確診超過863萬宗，近46萬人疫歿，
18日更新增逾15萬宗病例，是疫情爆發
以來單日最多。其中巴西累計確診個案逾
103萬宗，累計死亡人數逼近5萬，哥倫
比亞和墨西哥累計死亡人數已分別突破
2,000及兩萬大關，南亞、中東多國疫情
反覆，伊朗成為首個確診病例升穿20萬的
中東國家。
節自︰《全球日增15萬宗新高世衞：

新危險階段》，香港《文匯報》，

2020-6-21

持份者觀點
1. 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各地疫情
仍在快速傳播，世界正處於新的危險階
段，疫苗尚未研發成功，大量人群仍易
受感染。儘管各國希望解封，但所有國
家和民眾必須保持警惕，繼續保持社交
距離，佩戴口罩和經常洗手，並觀察疫
情數據變化，隨時作出調整。

2. 聖保羅大學醫學教授巴爾博薩︰由於當
地缺乏大規模檢測，實際染疫人數最高
可達當前數據的10倍。然而總統博爾

索納羅急於重啟經濟，要求各地陸續解
封，令許多專家擔心解封後，南半球冬
季來臨時將面對新一波疫情衝擊，造成
更多人死亡。

3. 《紐約時報》︰過去兩周共有81個國
家或地區的新增確診病例上升，只有36
個國家或地區正在下降。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認為疫情進入新危險階段，你在

多大程度上同意此說法？試引用資料，
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2. 你認同各地應繼續執行防疫措施嗎？

公 共 衞 生

全 球 化

倫敦大學翻舊賬 追查英企「黑」歷史
新聞撮要
英國國會於1833年通過廢奴法案，將大
部分殖民地的奴隸制列為非法，全面禁止蓄
奴及奴隸貿易，並解放奴隸。
為了推行廢奴措施及賠償因此蒙受「損

失」的奴隸主或相關人士，英國政府當時一
次過發行多達2,000萬英鎊（今24億英鎊，
即約230億港元）國債，相當於當時英國政
府全年總開支約40%。由於金額過於龐大，
這批債券一直到1957年才開始償還，並到
2015年才完全還清。
據倫敦大學學院統計，當年全英國約有

6.1萬人獲得政府賠償，但如今身份可考者
只有不足二千人。研究團隊根據這些人士的
資料，追蹤與他們有關係的現存企業，製作
並公開名單，列出包括滙豐在內最少九家曾
在英國廢奴後獲得政府巨額補償的企業，其
中連鎖酒吧集團格林王（Greene King）和
英國最大保險交易所勞合社（Lloyd's of
London）先後就此致歉，並承諾向支援少
數族裔慈善組織捐款以作補償。
節自︰《滙豐在列百年英企被揭買賣黑

奴》，香港《文匯報》，2020-6-22

持份者觀點
1. 格林王︰為創辦人從奴隸貿易中獲利感
到遺憾，這是不可原諒的錯誤，也是我
們聽取團隊成員與慈善夥伴建議，豐富
團隊種族多樣性的緣由，承諾將為英國
少數族裔社區及相關慈善組織捐款。

2. 滙豐發言人︰滙豐致力推動多元及包容
的文化，並會從過去的歷史中學習，對
種族歧視或任何形式的歧視「零容
忍」。

3. 英國工業聯會首席政策總監費爾︰從過
去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對於企業未來的
發展至關重要，現在是時候作出改變。

4. 倫敦南岸大學歷史學教授多寧頓︰奴隸貿
易對於非裔和拉美裔後代有深遠影響，
這些具有特殊含義的捐款須用以支持少
數族裔發展，方能彰顯其歷史意義。

多角度思考
1. 你認同英國企業向英國少數族裔社區及

相關慈善組織捐款的舉動嗎？

新聞撮要
上揚斯克坐落於俄羅斯薩哈共和國
內，距離首都莫斯科約4,600公里，當
地緯度為北緯67.5度，剛好屬於北極
圈範圍。
根據俄羅斯氣象數據網站Pogoda i
Klimat，上揚斯克在20日錄得攝氏38
度，亦即華氏100.4度，打破自1885年
以來的紀錄。若該讀數獲官方證實，便
將成為西伯利亞及北極圈有記錄以來最
高溫，同時亦是北極圈首次錄得華氏
100度以上的溫度。
根據科學家計算，在目前溫室氣體
排放的情況下，攝氏38度高溫原本至
2100年才會在北極圈出現，意味氣溫
上升速度已較科學家預測更快。
節自︰《有記錄來最高溫北極圈小

鎮錄 38 度》，香港《文匯報》，
2020-6-23

持份者觀點

1. 歐盟委員會轄下的「哥白尼氣候變化
服務」高級科學家萬博格︰地球整體
的確正不斷暖化，不過全球各地區未
必同時錄得氣溫升幅，其中西伯利亞
的溫差特別大，更能反映暖化的趨
勢。地球在上月迎來最熱的5月，甚
至過往12個月間亦出現破紀錄高溫，
無疑是一個警號。

2. 薩哈共和國政府︰區內逾27.5萬公
頃面積的山火仍未撲熄。

3. 科學家：熱浪是自然天氣變化及人
為的氣候變化兩種因素所導致，且
預料高溫仍將持續最少一周，高溫
會導致冰雪、永久凍土層融化。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指出北極圈的天氣有

何異常。
2. 承上題，有評論認為這個天氣異常

代表全球暖化問題比科學家預測的
情況更為嚴重，你在多大程度上同
意此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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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貼近學生 才能喜歡學習

北極小鎮北極小鎮3838度度 有記錄以來最熱有記錄以來最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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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每次涉及課程的開展或修訂，自然
聽到不少老師所表達的憂慮和壓力。例如
多年前通識教育科的開展，老師擔心六個
學習單元內容太廣，加上學習模式有別於
以往知識的灌輸，建議採用探究式學習通
識科，擔心學生在過去的學習歷程中，未
必擁有廣闊而均衡的知識基礎及學習方
法，以致學生未必能夠掌握在課堂所學的
知識和技能，培養正向價值觀。
不過，通識科經過多年的推展，相信大
部分老師都能掌握學科知識的廣度與深

度，而且在觀察中，學生對於探究式學習
通識科感到有趣，亦能提升對社會及國家
的關心；雖然校本評核部分對於部分學生
感到困難，惟對於促進學生深度學習有正
面作用。
9月，中一級學生將會學習新修訂的初

中中國歷史科，參照《中國歷史科課程指
引（中一至中三）（2019）》，課程的學
習時期，將由史前時期中華民族與早期國
家的起源，一直到唐朝衰亡與開放的社
會，內容包括政治演變、文化特色等，以

期學生能夠以「古今並重」的原則下整全
地認識中國歷史面貌，培養學生認同國家
和民族、尊重和欣賞不同民族及文化，以
及對社會的責任感，從而發展學生正面的
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
作為以上兩科的老師，在課程規劃和

設計前，我們與其他老師優先討論的，
不是課題內容分配、教材設計或相關教
研活動，而是學生的學習特質、能力和
心智發展，從過往小學至初中的學習經
歷和所學知識背景，先了解他們的需

要。以中一學生來說，他們由小學過渡
到中學，將面對一連串的挑戰，當中難
以避免出現不安和疑慮，如能否跟上學
習進度、與朋友同學的相處，這一連串
的疑慮如果處理不當，將影響他們對於
自尊的建立。
故此，相信學校在學生日常生活上，多

會安排較細心體貼的老師出任中一級班主
任，以協助中一學生適應校園生活。而在
課程編排上，由於中國歷史科經過數十年
的發展，初中課文行文用語多年來鮮有變

更，部分課文內容甚至將過往公開試課文
刪減，將其變成初中課文，並以「初中與
高中銜接」為名，實際上是揠苗助長，將
高中涉及的知識和概念提早教授，脫離一
位初中學生的心智發展，結果換來老師抱
怨課程教不完、學生抱怨用字過於精煉的
情況，以致對學習出現負面情緒。只有課
程合乎學生心智發展，行文用字貼近現今
情況，學生才能學得好，喜歡學。

■魏文輝老師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倫敦大學發現Joint Stock Bank首任經
理擁有134名黑奴，他放棄蓄奴後獲得相
當於現時價值約28.95萬英鎊的補償。該
銀行後來被收購併入滙豐銀行。 資料圖片■■養和醫療集團所得的補助額最高，達8,594萬元，涉及3,238名僱員。 資料圖片

■■北極圈首次錄得華氏北極圈首次錄得華氏100100度以上的溫度度以上的溫度，，意味氣溫上升速度已較科學家預測更快意味氣溫上升速度已較科學家預測更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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