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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第55屆香港工展會原訂本月12日舉行，明
年1月4日閉幕，為期24天，但礙於疫情反
彈，政府日前宣布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所有
公共娛樂場所按照最新的第599F章《預防及控
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
關閉14天，當中包括工展會舉辦場地銅鑼灣維
多利亞公園，主辦單位廠商會最終決定取消工
展會。廠商會早前強調理解業界正處於十分艱
難的時刻，工展會將會影響數百參展商及近萬
人的生計，所以向政府爭取延期，但預料短時
間內疫情難以緩和，故決定取消工展會。今年
受疫情影響，多個本地展覽都被叫停或延期，
包括原先於7月15日至21日舉行的香港書展及
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延至本月16日至22日舉
行，早前宣布再延期至明年7月舉行。本應在7
月24日至28日舉行的香港動漫電玩節則延至明
年1月1日至4日；原訂8月舉行的電腦通訊節
亦延期至明年1月21日至24日舉行。
節自︰《工展會研煞停展商最想回水》，香

港《文匯報》，2020-12-2

持份者觀點
1. 「屈臣氏寵物藥妝」創辦人陳恩德︰公司原
預計能夠在這次工展會錄得過百萬元生意
額，本已「落本」籌備參展現場，包括6個
攤位設計、贈品等，希望主辦機構能夠盡早

落實安排，讓參展商能夠盡早安排人手、更
改貨品用途等。公司已經準備好後備方案，
包括把貨品轉到網上推廣及推出每周優惠促
銷，若工展會最終告吹，廠商會能夠向展商
退回八成參展費用，所有宣傳及贊助費用
等。

2. 安記海味董事總經理潘權輝︰以往工展會主
要吸引市民買海味做冬過年，生意比例佔整
個月業務三成，並有宣傳的作用。

3. 政府統計處︰10月份的零售業銷貨額數字顯
示，按零售商主要類別的銷貨價值的臨時估
計，藥物及化妝品銷貨價值按年急瀉近四
成；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下跌
26.6%；電器及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下跌
24.4%；服裝下跌11.2%。反觀超級市場貨
品的銷貨價值則按年上升2.6%；百貨公司貨
品上升11.7%；其他未分類消費品則上升
19.8%。

4. 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零售商留意到
人流、生意動力轉弱，市民消費傾向謹慎，
業界對聖誕銷情較悲觀，目前逾四成受訪會
員要求員工放無薪假，由於保就業計劃完
結，兩成受訪會員為減低成本，需在本月開
始裁員，裁員比例由約1%至20%不等。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認為取消工展會將嚴重影響業界的生

存空間，你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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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停面授課堂 聖誕假後再見
新聞撮要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宣布，12月2日起

暫停全港幼稚園及中小學的面授課堂及校
內活動，直至聖誕假前，學校應該以彈性
教學模式進行教學。有中小學及幼稚園校
長坦言，縱然疫情對教學進度造成影響，
教界對於網課安排早有準備，但學校停面
授課堂難免令雙職家庭構成壓力。另有校
長指出，部分跨境生或需提早進行核酸檢
測，以便進行過境安排。
節自︰《幼園中小學停面授至聖誕

假》，香港《文匯報》，2020-11-30

持份者觀點
1. 教育局發言人︰局方會與業界商討應
對方案，讓學校按校本需要考慮安排
小六進行呈分試，以及畢業班回校上
課以準備公開考試或進行校內考試。

2. 教聯會︰不少小學現正安排小六生應
考呈分試，而中學則為中五及中六生
進行考試。為免影響進度，呼籲教育
局容許學校在做好防疫措施的情況

下，彈性安排相關考試。
3.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傑︰這次公布有兩
天時間準備，對學校而言算是好事。
學校管理層、科主任等會商討網課、
教學進度等細節，考慮到原定上學期
的上學日只剩十數天，需要調整的教
學內容不多，相信學校有足夠的經驗
應付是次情況。

4.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孔偉成︰
教界普遍已經習慣突發面授停課，亦
已相當適應網課教學，相信學校有充
足準備應對，安排發放功課、上網課
之類的執行問題不會太大，可滿足基
本的學習需要，但網課畢竟只能盡
做，難以完全取代面授。

5. 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校長林翠玲︰對
幼稚園而言，是次安排對教學進度影
響不太大；但上實體課、網課的日子
不斷交替，對在職家長造成壓力。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指出網課安排對學生、

家長及學校各有什麼影響？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疫苗完成實驗 保護率超九成
新聞撮要
美國藥廠Moderna公布其研發的新冠疫

苗最後階段臨床實驗最終結果，公司共招

募逾3萬名志願者參與實驗，錄得196名
志願者確診新冠肺炎，藥廠計算接種疫苗
及安慰劑的比例，其中185人是注射安慰
劑，只有11人接種真正疫苗，故保護率達
94.1%，而疫苗在不同種族、年齡、性別
的效用都相若，副作用只有與流感類似的
病徵，只維持一段短時間，沒有嚴重安全
問題。
節自︰《Moderna疫苗最終成績：保護

率94.1% 零重症》，香港《文匯報》，
2020-12-1

持份者觀點
1. Moderna行政總裁邦塞爾︰如果在美
國的申請過程順利、最終取得許可，最

早在12月21日民眾便會有針打。公司
可望在12月底前生產2,000萬劑疫苗，
明年可生產5億至10億劑，不過疫苗需
打兩針才屬完整療程。

2. 藥廠首席醫學主任扎克斯︰團隊相信疫
苗的效用非常高，現時亦有數據證實，
預期疫苗將在讓社會擺脫疫情上，擔當
重要角色。

3. 美國衞生部長阿扎︰輝瑞和Moderna先
後申請緊急使用許可後，預計這兩款疫
苗將於聖誕前在美國供應。

多角度思考
1. 根據資料，試指出美國藥廠研發新冠疫

苗的成效。

公 共 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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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之父」被殺 中東局勢緊張

新聞撮要
伊朗「核計劃之父」法克里扎德11月27

日遭暗殺身亡，伊朗媒體前日披露襲擊過
程，指出整個暗殺行動持續3分鐘，全程由
遙控的自動武器開火，現場並無槍手。目前
伊朗政府已查明該車輛的車主身份，此人早
於10月29日已離開伊朗，但報道未有公布
車主的姓名。
節自︰《「伊核之父」傳遭遙控機槍射

殺》，香港《文匯報》，2020-12-1

持份者觀點
1. 伊朗總統魯哈尼︰以色列企圖在美國政

權即將交接時發動暗殺行動，試圖製造
混亂，我們會在適當時候進行報復，但
不會急於採取報復行動，避免掉進以色
列的陷阱。

2. 伊朗報章《Kayhan》︰建議伊朗向以色
列港口城市海法發動襲擊，為法克里扎
德報仇，襲擊行動應較早前發射導彈攻
擊駐伊拉克美軍的規模更大。

3. 聯合國發言人︰呼籲各方保持克制，不
要採取任何會導致中東局勢進一步緊張
的行動。

4. 《紐約時報》引述消息人士︰是以色列
幕後策劃今次暗殺，目前未知美方事前
是否知悉。

多角度思考

1. 法克里扎德被暗殺，對中東局勢有何影
響？

2. 有評論認為此次事件將令伊朗與以色列
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你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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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伐林邊植樹 保障子孫收入

防疫再收緊防疫再收緊 工展會煞停工展會煞停

近日在課上講解單元六——能源科技與
環境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可持續發展，同
時跟學生分享一齣數年前以林業為題的日
本電影。電影講述一個東京青年，誤打誤
撞參加了護林員培訓課程，要到深山一條
偏僻村落實習一年，其間由不適應及厭
惡，到後來深深愛上這片山林及認同其價
值觀。
其中有如下片段：
師傅向實習生介紹面前茂密的杉樹林，
指出現在作業的範圍是祖父時代栽種的，
另一片生長中的則是父親時代種下，如今
則在又另一面栽培樹苗，待百年後的子孫

收成。
實習生之後又跟師傅參與木材拍賣，見

到可以賣到高價，大感驚訝。師傅解釋：
「多虧祖上在100年間修枝、間伐、悉心
照料，才造就這樣的樹。」「砍一棵杉樹
就80萬日圓，把整座山砍了， 那不成了
億萬富翁？為什麼還要開輛殘舊的小貨
車，開名車去啊。」小夥子嚷着說，結果
換來師傅的當頭棒喝：「只為考慮自己活
着時候的事，把祖先種的樹全部賣了的
話，我們的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怎麼辦？
100年就到頭了。所以要繼續種苗木，再
好好養大它們。」

這些觀念，跟現代推崇的普世價值──
可持續發展不謀而合。聯合國世界環境發
展委員會（WCED）定義可持續發展是
「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
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
（《我們的共同未來》，1987）這個道理
其實顯淺不過，惟因後來我們的慾望不斷
膨脹，向大自然苛索無度，將祖先遺訓拋
諸腦後，方致今日惡果。
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已有重視生態平衡的

思想。例如孟子說：「斧斤以時入山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
王》），又有「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

明年無魚。」（《呂氏春秋》）。記住這
些古訓，認真審視人與自然的關係，重拾
和諧協調，則永續發展可期。
現今的生態保育工作，正是這些觀念的

體現。例如漁業每年均訂「休漁期」，其
間暫停出海捕魚，好讓魚類繁衍，生生不
息，海洋資源就可以取之不竭。漁民亦有
共識，捕捉到細小的魚，會放歸大海。又
如挪威人築堤治河，必預留水道，令三文
魚可以返回上游以產卵，不斷繁殖，挪威
經濟其實亦有保障。
在環境問題愈來愈嚴峻的今日，這些觀

念實在不可多得，值得大力推廣。重視生

態平衡，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正是
可持續發展的真諦。
百年神木要靠幾代人辛苦投入，接力維

護方能茁壯成長。漫山的杉木無疑價值不
菲，但一下子就將森林砍個清光，今年收
入當然十分可觀，但來年，甚至往後的子
孫靠什麼維生呢？只有適當有序地伐林，
同時又不斷植樹，令森林一直生生不息，
杉樹長砍長有，就可兼顧到經濟、社會及
環境三個向度的需要，切合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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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朗「「核計劃之父核計劃之父」」法克里法克里
扎德被暗殺身亡扎德被暗殺身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教育局宣布再暫停幼稚園及教育局宣布再暫停幼稚園及
中小學的面授課堂中小學的面授課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工展會將會影響數百參展商及近萬人工展會將會影響數百參展商及近萬人
的生計的生計。。圖為去年的工展會圖為去年的工展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ModernaModerna 的新冠肺炎疫苗保護率達的新冠肺炎疫苗保護率達
9494..11%%。。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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