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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單元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今日香港    現代中國    全球化    公共衞生    能源科技與環境

通識教育是要為年輕人準備未來 
多元出路與一生的生活。他們須有 
二十一世紀共通能力，成為具明辨思維、 
人文關懷、感恩和社會責任的人。

>名家贈言

何順文  香港恒生管理學院校長訂閱查詢   2856  6383 iknow.hke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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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版」網頁附有教師專享功能，方便易用 !    > iknow.hkej.com 教學網站>教師專用資源

1 參考資料A及B，解釋中國政府
力推中醫藥發展可能帶來的好處。
2 「中醫藥在全球的發展前景明
朗。」利用所提供的資料，提出並解
釋一個支持和一個反對這項聲稱的
論據。 拆題技巧見P.4

>思考練習>相關概念
傳統中醫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文化遺產 cultural heritage
醫療服務 medical service
軟實力 soft power

傳統中醫
起源於中國的傳統醫學，現今主要指漢醫

學，包括中草藥、針灸、推拿、拔罐、藥膳等多

種療法，是中華文化重要元素，其中針灸屬非

物質文化遺產。中醫對健康與疾病、人體結構

及臨床用藥等有一套別於現代實證醫學的獨特

理論，因而普遍被國際視為另類療法。

文化遺產
經政府或國際組織登錄認可，具有歷史、藝

術、科學等文化保存價值的項目，分為物質及非

物質文化遺產。前者包括歷史文物、建築或文化

遺址等，後者為各種知識、技能或表現方式及相

關實物，包括口頭傳說、語言、表演藝術、社會風

俗、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傳統手工技藝等。

背景  
中國總理 
李克強 3月
發表政府工作
報告，指要推動建
設「健康中國」，重點包括「支持中醫藥事業傳承發
展」。國家衞生及計劃生育委員會表示，要提升國
內基層中醫藥服務質素，並引領中醫藥走出國門。 
  文︰許雋良

資料A 綜合新聞報道
中國政府近年推動中醫藥發展，並計劃全國

人民到2020年都可享用中醫服務。官方指中醫在
2015年佔國內所有醫療服務量16%，醫療費亦較
一般低12%至24%，以較低成本發揮重要作用。

政府借助孔子學院贊助歐美多國中醫教

學，在17個「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建立中醫藥海外
中心，並加強向發展中國家派遣醫療隊，提供中

藥、針灸、推拿等服務，其中以諾貝爾得獎研究的

青蒿素抗瘧效用明顯。

資料C 綜合新聞報道
《經濟學人》文章引述研究數據指，現有中醫

療效臨床實證不足，急於提升中醫藥地位到與實

證醫學對等，易誤導患者，終致延誤求醫。又指

出 112種最常用中藥材有 22%屬瀕危物種，走
私草藥及穿山甲等稀有動物時有所聞；2016年則
有81張成分含一級致癌物馬兜鈴酸的中藥製藥
執照在美國遭吊銷。

資料D 綜合新聞報道
缺乏法律地位、不能公開行醫處方仍是中

醫藥國際化一大瓶頸。在歐美澳紐等地，很多中

成藥和藥材因毒性、污染及屬外來物種等而無

法進口。

有針灸專家表示，針灸由於療效顯著而較

為獲國際接受，傳統醫學普遍只是輔助角色，要

加強科學化和數據化研究，例如借助大數據整

理療效證據才能提升地位。據世衞統計，針灸獲

103個國家認可，但只有18個有納入醫保系統。

資料B 世界衞生組織 時任總幹事的演講詞摘錄
人類壽命延長但不健康，醫藥產品卻愈來愈貴，連富裕地區也未必能負擔， 醫療系統的可持續性成疑。就此，專家指出不應只着眼治病，也要注重整體預防， 中醫正是減輕醫療負擔的方法之一⋯⋯愈來愈多證據表明，良好生活模式較多數藥物或手術有效預防或延緩心臟病發，中醫勝在開創了一系列均衡飲食、運動和減壓等療法⋯⋯世衞監修的第十一版《國際疾病分類》納入「傳統醫學」章節，依據源自古中國，中日韓等地常用的傳統醫學訂立診斷類別，實在別具意義。

■資料來源： 中醫現代化國際會議（2016）記錄

議題  中醫



主題句 說明延伸

例子及資料 扣題

政府在施行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
任計劃時，可能遇到的困難包括難以平衡
不同持份者的需要、難以訂定合適的執行
標準及配套未能配合業界的需要。
首先，政府難以化解不同背景的持份者

如電子生產業界、消費者及環保人士的分
歧。根據資料，「環保學者及市民均認為政
府須訂定有關政策。不過，業界認為其角色
被動，他們不斷開發新的電子產品是為了回
應消費者的訴求。」由於計劃具有阻嚇性，所
有生產者必須根據政府指引執行。不過，當
政府落實計劃時，除了需要考慮能否推動電

子廢產品有效回收，也要考慮電子生產業界
負擔的成本。若所定的要求太低，可能不利
計劃達到目的。同時，消費者期望生產商不
會把成本轉嫁給他們，導致商品價格大幅提
高。與此同時，環保學者認為過低的要求並
不能令政策有效落實，因而令政府在施行計
劃時，出現難以化解不同持份者分歧的困
難。
另外，政府難以訂立配合「四電一腦」回

收的標準，商界可能把成本轉嫁消費者，令
政府難以平衡各界期望。根據資料，電子生
產業界認為「政府應就廢電子產品再仔細訂
定執行標準。」由於現時的計劃以「污者自付」
為原則，透過經濟誘因令生產者及消費者
改變包括「四電一腦」的生產及消費習慣，所
需要的回收方法均有所不同，部分業界人
士擔心當計劃落實，政府在處理不同類型

電子產品時，會欠缺清晰的標準，因而造成
執行標準不一的實際困難，並把費用轉嫁
消費者，因而令政府難以平衡商界及其他
持份者的期望。
最後，政府難以訂定合適的回收業配

套。根據資料，「回收業界認為政府並沒有仔
細考慮如何協助回收業界參與此計劃。」由
於此計劃在香港首次執行，政府對回收業
的掌握仍屬初始階段。因此，在發展初期，政
府興建大型回收廠以配合生產商的需要，期
望最有效處理電子廢物的回收。然而，有關
配套並不能配合業界小型企業的需要，例如
要求小型回收商申請不同類型的回收處理牌
照及遵從回收程序等，小型回收商將面臨經
營成本增加而未能應付，削弱計劃的效果。
故此，政府在落實計劃時，可能出現配套未
能配合業界發展的困難。

•  辨識計劃的特性；
•  找出將會受到影
響的持份者；
•  分析以上兩者與
政府施行計劃時
遭遇困難的關係。

成本效益、 
經濟誘因、 
生活成本、 
生產者責任、 
可持續消費 
和生產

>審題要點

>相關概念

>審題示意圖

>名師級推論林佩儀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副校長、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通識教育範疇）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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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施行 
廢電器電子產品 
生產者責任計劃 

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解釋你的答案。

卷二

8分

資料 綜合新聞報道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全面實施，涵蓋範圍

包括電視機、雪櫃、洗衣機、冷氣機及電腦等「四電一腦」的

產品。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指出，由政府斥資興建環保園，為

廢電器電子產品進行除毒拆解等工序，以「污者自付」為原則

促進源頭分類，推動「循環經濟」。

隨着環保意識提高，環保學者及市民均認為政府須訂定

有關政策。不過，業界認為其角色被動，他們不斷開發新的

電子產品是為了回應消費者的訴求，認為政府應就廢電子產

品再仔細訂定執行標準。另外，回收業界認為政府並沒有仔

細考慮如何協助回收業界參與此計劃，並認為沒有足夠的配

套，將會扼殺中小型回收業的生存空間。

議題  廢物處理

計劃特性 受影響的持份者

具阻嚇性，所有持
份者必須執行。 商界、環保人士

實踐污者自付原
則，透過經濟誘因
令生產者及消費者
作出改變。

消費者、商界

政府推動，提供配
套。 回收業界

與政府施行計劃遭遇困難的關係

各界與政府在訂定實際執行
的準則時，可能存在分歧。

計劃加重商界成本，相關費用
會轉嫁消費者，到實際落實時
難以平衡商界及其他持份者
的期望。

政府所提供的配套不切合回
收業界的需要。



■參考原文  沈旭暉：淘汰燃油汽車的未來：電動車與國際環保（上） 
2018年1月31日

沈旭暉
《信報》主筆（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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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耗能需

求上升，加上燃煤為主

的能源結構導致霧霾

惡果，除了增加天然氣

使用，擴大核電應用亦

成為能源結構轉型的

選擇之一；然而，有關

核電應用的效益及潔

淨程度仍存爭議⋯⋯

關注點

立場

理據

對環保人士而言，理論上，只要不是掛羊頭賣狗

肉，電動車絕對比燃油汽車環保⋯⋯為了對抗空氣污
染，愈來愈多大國定出時間表淘汰燃油汽車；最先定

出時間表的是飽受人口和空氣污染問題困擾的印度。

印度大城市新德里、孟買等塞車情況嚴重，加上工業
化和發電等原因，令這些城市的空氣污染水平足以危
害人體健康。

印度政府於是定下2030年限期，之後禁售燃油
汽車。英國、法國隨即也定下時限，是較務實的2040
年；挪威和荷蘭則較為進取，2025年便禁售燃油車，而
兩國已經有一定比例的電動車在行走了。汽車大國

德國推動環保政策一直在世界前列，但訂定禁售燃

油車時間表時，受到車廠不少壓力：車廠認為在未來
20年，世界很多地方仍然使用燃油車，禁售燃油車

無疑大幅度影響生意。與印度一樣飽受空氣污染問題
困擾的中國，也未定出淘汰燃油車的期限，因為地方

太大，加上車廠技術等問題，令政府希望把限期定於

2040年。不過，內地不少地方的電動車已經開始普
及，深圳巴士更是百分百全電動，的士也有超過一半

是電動。全球大勢所趨，只有香港反其道而行。

>名家資歷

•  全球合作至關重要：全球的環境污染問題愈趨嚴重，威脅人
類的日常生活及健康。燃油汽車是碳排放量的一大「元兇」，要
徹底改善環境，各國必須達成共識，致力減少燃油汽車的數
量，並加強推動電動車，包括投放研發資源、公眾教育，以及
向全球分享技術等。雖然引文提及多個國家已訂立時間表，增
加國內電動車的比例，惟在全球化的世代下，其他國家亦須
跟隨這個趨勢，否則環境治理的進程只會原地踏步。

•  香港難推動電動車：香港離電動車普及化仍有一段距離，顯
然須急起直追，才能符合全球的環保趨勢。惟在香港推動
電動車有一定的困難，例如街道繁忙，設立足夠數量的充
電站並非易事，而且普遍市民對電動車的了解較弱，變相
減低電動車的吸引力。政府須積極打破困局，在法例及硬
件上設立制訂相關配套，提高港人使用電動車的誘因，才
能達致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環境污染「爆標」 電動車成全球趨勢?  >伍家聲話你知

伍家聲
《信報通識》通才級靈魂人
物，尤其鍾情發掘《信報》
各大名家評論的 5**級
觀點，助同學勇闖巔峰， 
5級加「星」。

議題  能源結構

中國經濟規模持續擴大，用電需求上升，過往依
賴燃煤的發電模式造成嚴重空氣污染。基於經濟、民生
和環保等考慮，擴大核電應用符合中國民眾長遠利益。

核電發電效能高且技術
成熟，能支持中國經濟
高速發展，同時相對燃
煤更為潔淨，有效紓緩
空氣污染問題，符合民
眾利益。

社會整體發展

支持：擴大核電應用有
效回應中國整體發展
的需求

全文可登入「信報通識網」瀏覽

議題  全球減排

爭議點：
中國應否擴大 核電應用規模?

擁核民眾 反核民眾

核電雖然高效，但切爾諾貝爾及福島的深刻教訓實
在令人憂慮擴大核電應用的潛在威脅。何況核電應用衍
生的核廢料問題等同將中國污染問題「換個形式」罷了。

核電應用若出現事故後
果難料，擴大應用等同
增加事故機率，加上核
廢料能致水土污染，可
見其非百分百安全，民
眾難以承受當中風險。

污染及安全性

反對：擴大核電應用威
脅民眾安全且無助解
決污染問題



通識
修煉場

分析方向
•  從社會、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分析中國在國內外致力推動中醫藥發展所能達
致的正面影響，並運用兩則資料的內容配合論述。

見解參考
中國政府力推中醫藥發展可能帶來的好處：
a.  補足醫療體系，應付未來趨勢：中國未富先老和醫療通脹嚴重，並廣受慢性病威
脅，切合資料B所示情況，醫療系統或難以持續。資料A指中醫成本較低，且佔
近兩成服務量，反映在國內普遍獲信賴，資料B又指其有效預防疾病，擴大中醫
服務有利降低醫療支出，並拓展基層醫療減少重症需求，減輕醫療負擔；

b.  弘揚傳統醫學，傳承中華文化：中醫藥在中華文化中具代表性，例如針灸已成功
申遺。着力發展中醫藥在全球醫學界發揚光大，以進一步促成資料B般中國傳統
醫學價值漸受國際重視，有望吸引更多人學習和使用中醫，有利傳續這一文化

遺產，並加深國民對民族身份的自豪感和歸屬感；

c.  推廣全球服務，增國家軟實力：政府投放資源於提高中醫藥研究及應用質素，並
尋求傑出成就，如青蒿素受中醫啟發發現而獲頒國際獎項，以及將成果用於中

醫藥全球應用，如資料A所示協助落後國家解決傳染病等公共衞生問題，兩者均
能令傳統醫學的貢獻受世界肯定，通過中醫藥提升中國國際形象。

1.  Possible benefits brough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ncerted 
efforts at promoting Chinese medicines:
a.  Complementing the existing national health care service in order to 

cope with population aging
b.  Facilitating the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c.  Exporting Chinese medicine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can enhance 

China’s“soft power”

分析方向
•  從資料中辨識有用內容，並就中醫藥的國際化發展條件是否充足的爭議，建立
雙方論點並加以解釋。注意只須提出正反論點各一。

見解參考
中醫藥在全球的發展前景明朗：

支持論據 反對論據

a.  優勢突顯，國際認受性增加：中醫成
本較低、重視預防的特性，有助應對

資料B所指各地醫療需求及費用暴增
問題，以及紓緩落後國家面對全球醫

療分配不公等情況，以至世衞等國際

組織也肯定中醫價值，提升國外對中

醫接受程度；

a.  療法欠實證，難取信國際社會：全球
不少國家以實證醫學為主流，講求以

科學方法驗證療效，惟資料C指出中
醫未能滿足相關要求，或削弱國際社

會對中醫的信心，既有礙合法化，也

難在民間形成具規模的市場，局限中

醫在國外扎根；

b.  政府牽頭推動助長足發展：政府承擔投
放大量資金及與外地協商，促成資料A
所示在國外推廣中醫的計劃，以及可

提供資料D所指中醫藥科學化所需如
大數據等科技設施的龐大資源，有利

於中醫藥逐步向國際接軌獲取認可。

b.  中藥違普世價值恐礙流通：資料C及D
反映部分中藥含致癌和有毒物質，威

脅藥物安全，或屬瀕危和外來物種，破

壞生物多樣性，違反不少國家衞生

法規及普世價值，令大量常用中藥遭

禁，無藥可用或妨礙中醫全球發展。

2.  The global commercial prospects of Chinese medicines are bullish:
For Against
a.  The low cost and high 

effectiveness in disease 
preven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have given them a definite 
advantage

a.  Chinese medicines can hardly 
command confidence amo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ir 
failure to meet modern clinical 
criteria

b.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vested heavily in promoting 
Chinese medicines and can 
therefore help them gai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b.  The fact that many Chinese herbs 
are extracted from endangered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may work against their global 
popularization

（以上拆題技巧僅供參考，若有錯漏或更佳建議，歡迎賜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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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內容  盡在教學網站及應用程式英文答卷
試題庫

答題技巧
時事

評論

延伸內容  盡在教學網站及應用程式

個人資料洩漏的情況天天上演，除
了監管機構須加強執法外，個人亦要提高保障個人
私隱的意識。

高鐵一直被人批評為「大白象」工
程，是次脫軌事故進一步削弱港人對高鐵項目的信
心，長遠加深市民對政府管治效能的負面評價。

普遍港人「叫外賣」習慣使用即棄
餐具，增加香港的廢膠量。在外賣應用程式新增「走
餐具」的選擇無疑能推動港人為環保出一分力。

編輯點評

編輯點評

編輯點評

討論題目
解釋私隱保障不足對公眾利
益的負面影響。

討論題目
解釋政府管治效能低落如何
削弱城市競爭力。

討論題目
解釋導致香港廢膠量龐大的
因素。

Facebook 
提升用戶資料保安 

高鐵試車脫軌 安全響警號 

外賣程式「不要餐具」漸普及 +

■2018年3月29日《信報》

■2018年4月5日《信報》

■2018年4月4日《信報》

Facebook（fb）被爆出用戶資
料被不當挪用的醜聞後，宣布大幅

整頓用戶私隱設定的設計，讓用戶

更容易改變自己的私隱設定，並更

容易取回自己在 fb的數據。各方針
對 fb的行動仍未停止，繼多國司法
和監管機構介入後，3名 fb通訊程
式Messenger的用戶入稟美國加州
的法庭，控告 fb收集用戶電話及文
字通訊紀錄。

政府一直期望今年第三季通

車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鐵本

月1日開始試行營運，但僅3天即
發生事故。一列「動感號」列車日

前駛入石崗維修車庫停車處時，部

分車轆竟脫軌。運輸及房屋局對

事件表示關注，多名議員斥嚴

重，要求徹查及公開調查報告。

隨着外賣應用程式愈見普及，外

賣食物附送的塑膠即棄餐具棄置量

也同步向上。環保團體綠惜地球早

前向本地數間外賣手機程式公司提

出建議，在其應用程式加入可拒絕

即棄餐具的選擇，獲多間公司包括

Foodpanda、honestbee和Deliveroo
正面回應，且已於2月開始陸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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