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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文憑試前後 毋忘如常作息
「誓師」──師生出戰新學制第一仗

新學制的第一次總結評核──
2012中學文憑試將到，每間學校都
找不同方法幫學生備戰。

大部分學生都在暑假補課趕進
度，三年的教學課程在去年底前大致完成。以往聖誕假期還可
以讓師生呼一口氣，但今年卻成了 「皮剝」 （Pre-mock，即前
模擬考試）的上佳機會。這類 「皮剝」 考試對同學只是一個熱
身的報時鐘，提醒他們要把三年生吞活剝的內容作一個概覽溫
習；相比傳統高考，今年各校對模擬考試更為緊張。

撰文：聖嘉勒女書院副校長 陳倩君

創意
出狀元

闖闖
新天地

初學
粵劇

我相信
聖士提反堂中學 中二乙 劉如夢

新學制
新家長

戲棚﹕傳承中國文化
職訓局青年學院語文講師 謝惠芝

人性化創意產品 更貼近生活

學非所用馬拉松精神

美德
你得

心
同此理

文康
資訊

用竹棚與粵劇結合，成為 「戲棚」，今天只
有香港仍保留，這體現了中國建築與傳統文化的
傳承，成為獨具特色的建築空間。當你置身戲棚
，舉頭看見一條又一條的長竹，讓人不禁感到浩
然正氣。難怪古人讚美 「竹」中空卻有氣節、遇
風而不屈，象徵高風亮節的君子。

戲棚的外觀像 「大金鐘」，內窺屬方形，三
面敞開，一面封閉。封閉處屬後台和戲台，後台
以竹、板及帆布間隔，構成開放式戲間，部分戲
間設流動洗手間，雖有點兒簡陋，但設備與大劇
院一樣齊備。每個戲間設更衣室、化妝桌、飾物
架、抽屜等，看起來毫不遜色於劇院；鮮艷的戲
服高掛在竹竿上，格外奪目。

戲間外的長廊地上放着大小衣箱，部分衣箱
顯得格外古舊，這是寶箱，外人不可觸摸，否則
會帶給戲班不吉利，此話真否實在無從稽考。戲
台上有多支特長的竹，懸掛着多幅布景，地上兩
旁均擺滿道具和樂器。

眼前後台、戲台至觀眾席，分別形成三個特
大空間。竹所構建的空間令人感到舒適；竹的隙
縫讓人透氣，兼可採光，且能容納數百至數千人
，充分發揮竹的堅韌、剛強和包容性。另外，以
竹搭建房子省時省錢又環保，隨建隨拆，約一星
期就能搭成戲棚。

竹建戲棚已成為香港的獨特建築，不但繼承
中國古今的建築藝術，還結合中國傳統戲劇與音
樂，共同傳承戲曲文化。 「戲棚」譽為香港獨有
的空間藝術，實在當之無愧！

我相信這世界是公平的。我們有許多的不滿
、太多的渴望；我們埋怨、憤怒、迷惘。請相信
，我們擁有別人沒有的獨特，轉念之間，你會覺
得這世界挺美！

我相信我有一直呵護着我的人，是朋友？是
爸、媽？他是一個愛我的人。愛，看不到、摸不
着，要用心靈去感受被呵護的滋味，很幸福。不
要覺得沒有人了解妳、愛妳，真正的愛隱藏在妳
身邊，只是妳沒有發現。相信吧！發掘那愛創造
奇迹般的美好。

「我相信妳」這句窩心的話給人鼓勵、信心
；多相信自己，因為我相信、我能夠。相信自己
吧！我會站在最閃耀、專屬自己的舞台，相信會
讓自己的人生發揮到最亮點──來，相信自己是
最棒的！

我相信我的路並不是康莊大道，人生總要經
歷風雨，但是在這不平坦的路上，我才懂得什麼
是友情、什麼要珍惜，也在這並不平坦的路上，
我才會變得堅強。

我相信，夢想總會有實現的一天。即使受再
多的挫折，夢想也不會幻滅，擁有夢想就是擁有
整片天空。用微笑去化解一切的煩惱。我相信總
有一盞燈能在前方照着我的路；我相信一陣風可
以吹散憂愁；我相信一首歌可以改變生活。信或
不信，無限的欣喜抑或是滿腹的悔恨，都只在一
念之間。我相信，夢的終點是醒悟，執著的過程
是幸福。相信自己，一切皆有可能。當一個人相
信自己的勇氣和信心後，他將會成就傳奇。 「我
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沒有地
平線；在日落的海邊、熱鬧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
美的樂園……」老師也曾經告訴我們，要相信自
己。

是的。我相信我們的生活是七彩繽紛的，我
要用畫筆描繪更多的色彩、更多美麗風景；邊走
邊看，風景就在身邊。即使你有再多的煩惱，說
一句 「相信自己！」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我相信我的未來是美好的，在挫折面前，一
步一步靠近成功；我相信落葉也有它的生命，在
泥土上默默奉獻；我相信冬天是美好的，冬天的
純潔與春天的蓬勃同樣美好。我相信用微笑與樂
觀的心態面對人生的一切，一切都會是美好的；
我相信我能做到一切，古人有云： 「有志者，事
竟成。」今人云： 「我能，一切皆有可能！」

我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做到！ 「我能，就
有無限可能！」當妳相信自己行時，你就能行！

加拿大教育展2012

日期：2月18、19日（周六、日）

時間：中午12時至下午4時半

地點：銅鑼灣怡東酒店3樓

查詢：2577 9901

▲竹所構建的空間令人感到舒適，而且觀
眾席能容納數百至數千人，充分發揮竹的
堅韌、剛強和包容性

如何提高本港的創新科技產業附加值、開發和推動
創意文化藝術的發展及支持創意產品設計和推廣都是近
年非常熱門的話題。政府提出推動創意產業已經接近4
年，但從近年經濟結構可見，創意產業在本港經濟中的
附加值並不明顯。以往都提到過推動創新、科研及文化
藝術需要長遠的規劃、投入和耐心的等待。創新是一種
抽象觀念，不同金融業和地產銷售，如果不是成熟的創

新產品和概念，我們很難即時看到效果；因此不少人都
質疑，是否應該繼續投入資源到一些未知的意念上呢？
我的答案絕對是肯定的！

從經濟結構來看，香港其實非常需要開拓新的經濟
產業來源，尤其是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四大支柱的優勢
已經不再明顯的時候，更需要積極拓展新的商機。看看
全世界，哪個地方不是正在積極推動創意產業？我們所
指的創意產業包含很廣，絕對不是必定需要具有很高的
創新思維或者設計知識的人才能涉足的。創意產業對香
港來說其實是個很新的概念，以往我們受惠於製造業、
輕工業、旅遊業，甚至今天仍然很重要的金融地產，無
不是單一的服務式或生產式的製品；要香港從一個生產
式的經濟體轉為具備創造型的多元經濟結構，過程一定
是需時、又要經歷陣痛的。

遠的不說，看看身邊的國家和地區都已經開始走進
創意經濟的發展期，甚至收成期。日本、台灣、新加坡
，甚至中國內地的幾個大城市都已經大力推動創意產業
；其中日本是亞洲發展創意產業最早，也是最好的國家
。

創意發展可以很普及
自從二次大戰以後，日本就着力發展高新科技產業

，在創新發明和產品開發上，遠遠拋離了其他亞洲國家
。大至鐵路系統，到小至身邊的垃圾分類系統都充滿着
創新意念，也使產品更人性化，讓用家更方便。和大家

分享幾個簡單的小發明，例如家庭用的電器產品，他們
接駁電源的插頭都具有磁性，只要輕輕觸碰就會接合電
源，很是省時，也較安全；不像我們的電器般需要拔來
插去。另外，日本屬於比較寒冷的地方，入冬後不少人
都會戴上手套保暖，但現在高新科技產品大受歡迎，不
少電子產品都用上輕觸屏幕的，戴上手套後自然不便於
版面控制。具創意的日本人就會在保暖用手套的某些位
置上採用具有傳導材質的物料，尤其在拇指、食指和中
指的指頭部分，令他們在戴上手套後都能控制輕觸式的
電子產品。在日本，上洗手間都是充滿着驚喜的，包括
開門即能自動感應並打開的廁板，同時這些廁板具有自
動恆溫感應，可因應環境調節溫度，非常體貼使用者。

上述提及的產品都有着非常人性化的設計，雖然只
是很簡單的設計概念，但卻對我們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幫
助，更充分反映出日本的創意發展已經走到非常普及的
階段，不再限於高新科技類型，而是在我們身邊的小產
品；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創意產品其實可以是一些非常生
活化的發明。

香港在推動創意、科研及文化藝術上的確已經落後
了同區的國家和地區一段很大的距離！作為曾經的亞洲
四小龍之一，我們都需要行動，在推動創意產業上急起
直追，並支持和鼓勵身邊人運用創意解決問題，將創意
融入生活！

香港新一代文化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金耀

死記硬背行不通
接着，今年一月初考評局向學校發

出各科模擬試題練習卷，作參考之用。
各校可自由選擇會否用作校內考試。我
校也把校內考試時間一再調校，讓學生
能以練習卷作部分科目校內評核之用。
同學對練習卷的反應各異，卻一致認為
中文卷似乎最為艱深。派卷後他們說終
於領略到死記硬背的讀書方法在新學制
下行不通，要掌握讀書及應試技巧才是
致勝之道。總算是有些得着，教師一來
有所安慰，但也擔心她們調節不來。

同事們常討論除前模擬考試和練習
卷外，要否再做「泡剝」甚至 「泡泡剝」
（Post-mock、post-post-mock，後模擬

考試）。 「聽說有學校要應試生做起碼
4 次考試，希望考生有最好準備。我們
正式只考 1 至 2 次夠不夠？但考多又怕
學生吃不消。」因為首屆文憑試並無歷
屆試題參考，也不能說多練習便可熟習
題型，並針對錯誤改善。

學生對車輪戰式考試起初很緊張、
猛喊溫不完課程，到無奈接受，終於是
感覺麻木。有同學某天因胃痛遲到，我
慰問她時，她問我人體一天可喝多少杯
咖啡，還有 「紅牛」類飲料是否可提神
，嚇得我連忙和她討論如何在 「作戰期
間」建立正常的作息表。

這一方面，家長更要多加留意，否
則子女在備試期間身體不適，溫習及考
試的表現也大大降低。一般而言，每日

六至八小時的睡眠、兩三小時溫習後的
小息、均衡飲食再加上簡單的運動（如
室內單車或戶外急步行），便是最好的
備試節奏。聽說有些考生在戶外急步行
時一邊行，一邊聽着語文考試的聲帶播
放，此等一心二用的成效，確是見仁見
智。

除學業上的應試準備外，同學們也

為報聯招而忙碌。今年新增學生申報30
項課外活動，另可自行申報學生學習概
覽及1000字的自述。除了聯招外，又有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課程要報讀……
還有台灣及內地大學的免試入學報名。

家長們、同學們，真的要好好把握
時間！

人生無常，有許多事情都是非人所料的。26 歲青年人劉綽麟曾
參加了 3 次的長跑活動，去年及前年分別跑畢 10 公里和半馬拉松
（21.1公里），不幸的是今年他完成了賽事，衝過終點後不久便倒地
不起，送院急救後返魂乏術，家人親友有如晴天霹靂。除他以外，還
有一名第一次參加10公里的年輕女跑手和另一名男跑手不適，要送
往深切治療部，幸應無生命危險。人生是無常的，每個人每時每刻都
要面對生命的威脅，如交通意外、危疾等。每年都有不少青年人或中
年人在運動時猝死。筆者也有一位舊同學在潛水時中了氮毒，「醉死」
海底，適值壯年，突然離世，令人心傷、令家人至親無法接受。

不過，參加馬拉松、半馬和10公里都是人生的一種挑戰，挑戰
自己的能力，因為大家都知道要拿冠亞季軍是極少數人的專利，一般
的運動員都與獎杯、獎牌、獎金無緣，參加的目的只是為了挑戰自己
。今年的渣打馬拉松比賽是第 16 屆，三項比賽合共有 7 萬多人報名
，但實際落場的人數是5.9萬，也是歷屆最多人參賽的。當中有不同
年齡和性別的參加者，今年更有百歲人瑞──印度裔的跑手，也有傷
殘人士，無論是視障的跑手、輪椅選手的參與，也展現了不是要與別
人競爭，而是要鍛煉自己、激發潛能和建立自信。

香港熱愛運動的人不算多，有運動習慣的人更少。跑步是最簡單
、最方便和最價廉的運動，只要一對跑鞋；無需特別的場地，運動場
、公園、平台、馬路均可；無需入場費和入會費；無須固定日子時間
，早晚寒熱陰晴均可練跑。持之以恒，必定可減去一身贅肉、精神奕
奕。緩步跑值得任何年齡人士參與，但不必人人參與馬拉松，一齊以
健康出發。

公元前490年，希臘聯軍在馬拉松戰役中擊敗入侵的波斯軍隊，
一位希臘士兵從馬拉松跑回雅典宣布勝利之後力竭而死。他完成了偉
大的任務，希望劉綽麟的家人也節哀順變，人生是無常的。

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陳家偉

記憶中，學生時代的筆者對學校
的制度和課程從來沒有懷疑，學校教
什麼我便學什麼。相比今日的學生，
我明顯是個欠缺創意、不懂思辨的
「呆」學生；可是在昔日，筆者是個

不折不扣的 「乖」學生，也是個令學
校很放心、自己又滿意自己表現的
「好」學生。學業成績好當然跟我喜

歡看書有關，但我也不是每一種書都
喜歡看，尤其是數學課本，它常令我
氣結。也和很多學生一樣，為了完成
學業，縱使很難學、不想學的，筆者
也只得跟隨大隊一起學。

直至前幾天碰到剛補完習回家途
中的外甥女，她苦着臉捧着一冊高一
的英語數學課本來問我：究竟為何要
學數學？我才開始對這全世界學生都
要學的科目抱有疑問。為什麼要學數
學？如果問學生，他們大都答： 「數
學是必修科」；問家長，他們也會說
： 「數學是主科之一」；問學者，他
們的答案更是遠大高深，例如： 「數
學是人類重要的資產，用以傳承文明
，認識、思考和觀察世界」等等。

筆者實在感到慚愧，因為自離開
校園後，除了在生活中應用過小學時
期的加、減、乘、除外，其他中學以

至大學時期的數學幾乎從未用過。也
許喜歡數學的同學，或與數學有關的
專業人士不欣賞我的說法，但我思前
想後、想來想去也不知道一元二次方
程、函數、三角、不等式、多項式等
等和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我只知道
它們對我的生活沒影響。因此，一個
一向不應用數學的人，的確無法確切
地回答為何要學數學這問題。

筆者當然不否定數學予普世文明
進步的價值，只是，學習的內容是否
可按個人的興趣和能力作配合？延伸
出來的問題是不只數學科，還有其他
科目，如果能及早辨識誰是它們的愛
好者或強者，相信更能為未來社會培
育專才，也更能為各方面發展作出適
當的貢獻。

世界上已有不少研究發現人在最
有興趣的東西中學得最好，且也知道
有不同的學習模式。倘若有位孩子只
得藝術科滿分、其他科目無一及格，
我們應該配合他的天分和能力及早加
以栽培，使他能學以致用？還是老要
他拚命搞好一紙全科及格的文憑，最
終學非所用？

集仁琛
psyche9191.read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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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要備戰文憑試，同學也要忙聯招，若少了正常作息，怎能好好 「作戰」
呢？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