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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Facebook群組對青少年的影響群組對青少年的影響

投 稿 細 則

如何做出高素質 「獨立專題探究」

本報 「通識新世代」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刊出
後，略致薄酬，細則如下：

「通識天下」 版， 「觸景立畫」 欄目徵求照片、畫
作和漫畫，須附圖說，講主題談心得，200字為限；

「通識平台」 版，欄目 「我學通識」 、 「通識教
室」 歡迎教師、學生自述或推廣通識課的教學法、選材
法，以資交流，1000字為限；

「茶水站」 、 「師生談通識」 歡迎師生暢談通識教
學、教書育人的經歷感受，500字為限；

「走出校園」 、 「交流動態」 讓師生講述考察、參
觀學習的見聞，500字為限。

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即任教或就讀的學校、居
所、電話及電郵，寄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
座3樓大公報 「通識新世代」 ，或電郵至ed@takungpao.
com.hk

焦 點 話 題

彗星或為地球海水主要來源彗星或為地球海水主要來源

茶 水 站

科 普 新 姿

前陣子，大批市民響應Facebook群組號召，
到尖沙咀名店 D&G 門外抗議該店早前不准市民
拍照。人群在下午3時許在該店門外和對面馬路
「示威」，人數其後不斷增加，直至傍晚時，有

逾千人參加。有市民高叫口號，不滿該店的做法
，不少人更舉起相機向該店拍照，要求該店就事
件道歉。

這事件可放在課室上從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
係」、 「現代中國」、 「全球化」三個單元，與
學生進行跨單元的討論。

1.從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分析角度──
Facebook群組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

所謂群組（體）主要有兩個特徵：第一，群
體成員擁有一些共同特徵；第二，每個群體都有
一套特定的規則，要求成員遵守。青少年身處的
群體可分為正規群體和非正規群體兩種。正規群
體一般會清楚界定成員的資格，有一定的規則或
章則。非正規群體相對缺乏組織性，群體成員的
加入或退出基本上沒有限制。Facebook這類群組
由特定的網民聚集而形成，內部沒有一定的章則
，可能只有一些約定俗成的不明文規條，屬於非
正規群體。

而從名店 D&G 拍照事件來看，Facebook 群
組對青少年的成長發揮以下的功能：

1.1.提供自我身份認同：青少年是由兒童發
展為成年人的過渡期，在未確立自我的時候，
Facebook群組可作一個平台，為青少年提供身份
角色和地位，讓青少年從中了解自己的特質，探
索和建立自我形象。今次事件中，不少參與者站
在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角度，甚至提出捍衛香港人
的人權，向名店 D&G 提出不滿的訴求，有助確
認香港人的身份。

1.2.心理情感的支援：Facebook 群組成員一
般都擁有共同的上網嗜好，而且年歲相近，面對
相類似的成長背景，透過群組所發動的不同活動
，成員間能建立緊密互動的關係，為青少年提供
了心理情感的支援。事件之起源，是有人不滿
D&G 公司對港人在店外攝影態度，在 Facebook
中宣泄不滿，得到上萬人的認同，一同找到情感
的支援。

1.3.社群化： 「社群化」是 Facebook 群組的
重要功能，它指個人在與不同群體的相處中，發
展自我觀念，學習生活技能，建立社會角色，從
而了解不同社會角色應有的行為規範，並形成思

想、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今次事件中，參與者學
習到一些抗爭的態度及行為，扮演捍衛人權的
角色。

1.4.餘暇消遣：群組往往具有消遣享樂的功
能，發動不同類型的活動，讓青少年能夠善用餘
暇，宣泄充沛的精力。當天人群在下午3時許在
該店門外和對面馬路 「示威」，人數其後不斷增
加，直至傍晚時，有逾千人參加。有示威者更扮
成電影中的人物，穿上奇裝異服，娛人娛己。而
他們帶到現場的標語，亦極有心思。我的同事葉
世強先生亦參與了今次活動，他形容氣氛愉快，
每一位參與者皆面露歡容，拿相機拍照，像參
加嘉年華會一樣。

由今次事件可知，Facebook的群組對青少年
的成長發揮上述的功能，可見Facebook已成為
了部分青少年生活的一部分，我認為它是一個值
得在課堂討論的熱門議題。
（跨單元看D&G拍照風波‧上）

福建中學（小西灣）通識科科主任
李偉雄

海洋佔了地球約三分之二面積，遠多於
陸地，但大家可有想過，海水來自何方？

以往，有說法認為地球的水主要來自小
行星，然而去年10月美國太空總署發表的公
布，可能推翻這種說法。天文學家的最新觀
測顯示，彗星可能是地球海水的主要來源之
一。地球上的海水很可能是數十億年前，彗
星撞進地球時，帶入大量冰塊造成的。

天文學家過去認為，地球上水的主要來

源是從在火星與木星附近繞行的小行星而來
，來自彗星的數量不會超過 10%，但在最新
研究中，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太陽系研究所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等機構研究人員，利用
歐洲航天局 「赫歇爾」太空望遠鏡攜帶的紅
外儀器發現，彗星 「哈特利 2」上的冰與地
球海水中氘和氫的比例極為近似。 「新發現
意味，海水最多有 10%來自彗星的說法不
正確，」馬克斯．普朗克太陽系研究所天文
學家保羅．哈托弗說： 「根據新發現，從理
論上講，所有海水都有可能來自彗星。」

彗星是由冰塊、塵埃、氣體所組成，常
被稱為 「骯髒的雪球」。 「哈特利 2」彗星
可 能 來 自 冥 王 星 附 近 的 「柯 伊 伯 帶 」
（Kuiper Belt），它是科學家第一個分析氘
與氫比例的柯伊伯星帶彗星。科學家表示，
他們還需要觀測更多來自柯伊伯星帶的彗星
，看看其他彗星冰塊的氘與氫比例，是否也
和 「哈特利2」彗星相同。

還在網絡上po照？似乎有點out，如今流行
的是 pin 照，不信就來試試連 Facebook 創始人
Mark Zuckerberg 都加入的圖像社交網站 Pinterest
吧！

Pinterest是一個在2010年才正式上線的圖片
分享網站，在短短兩年內迅速走紅，成為熱門的
社交網站之一。進入圖像時代，越來越多人特別
是沉迷於網絡世界的年輕一代喜歡圖像多過繁冗
的文字，像Pinterest這樣以圖片為主的網站一出
現就廣受歡迎。

首次使用 Pinterest 需要網站發出的邀請碼進
行 登 記 ， 登 記 後 還 可 用 掛  的 Facebook 或
Twitter帳戶登入。用Add a Pin發圖功能即可
上 傳 自 己 的 原 創 圖 片 。 不 過 據 Internet
Marketing Inc.調查數據，Pinterest上80%的圖片
（pins）都是轉載（repin），而非原創。更多的
人都是在別人的pinboard上搜尋喜歡的圖片，找
到一張中意的圖片，將滑鼠移動到圖片上，就會

出 現 Repin、 Comment 及 Like 三 種 功 能 ， 用
Repin就可把圖片 「佔為己有」加入自己的收藏
中了。

Pinterest 以分類清晰、頁面簡潔取勝，用戶
人數漸超許多老牌的同類網站，流量更直逼
Facebook等社交網站。

最近Pinterest還計劃推出新介面，CEO及聯

合創始人 Ben Silbermann 表示，新頁面會更漂亮
，除了圖片，用戶還可以收藏視頻，將來用戶能
pin 的東西會更多，包括來自 Hulu、Vimeo 和
Netflix的視頻。頁面升級後還能顯示re-pin的來
源，用戶尋找感興趣的人會更方便。 「我們想讓
Pinterest頁面與Facebook或Twitter有明顯的分別
」，讓共享變得越來越容易。 凌薇

pinpin出你的靚相出你的靚相

▲ 「赫歇爾」 太空望遠鏡於2009年由歐洲航天局發
射升空，是有史以來體積最大的遠紅外線望遠鏡，主
要研究星體和星系的形成過程

▲彗星 「哈特利2」 上的冰與地球海水中氘和氫的比
例極為近似

▲最近研究發現，地球海水可能來自彗星

▲Pinterest頁面

剛完成高考的最後一科考試，感到鬆一口氣。高考
給人的壓力，實在大得叫人喘不過氣來。課程的設計彷
彿從一開始就不打算讓考生把所有課程內容都掌握好才
來應試。面對這樣既深且廣的課程、完全不足的備試時
間，考生能做的就只有偏讀，俗稱 「貼題」。直至翻開
試卷前的一刻，考生的心情都像正等候彩票開彩的賭徒
，前途繫於 「命運」二字之上。

求學，本來就應該以博覽群書，以求取知識為目的
。但在這 「一試定生死」的考試制度下，無論你曾付出
多少的努力，無論你對該學科的認識有多廣多深，只要
你 「貼不中題」，你在公開試中也難以取得佳績。在我
們這將一切量化，極端功利的教育制度下，我們的汗水
，我們的付出，我們的知識，就只會化成幾個等第。在
其他人的眼中，彷彿學生的知識、學生的能力、學生的
價值，就只反映在這堆冷冰冰的英文字母上。

有怎樣的教育，就有怎樣的社會。這凡事功利、凡
事量化的教育制度，就只會訓練出一批又一批凡事功利
、凡事量化的學生。這些學生，求學時就被課程嚇怕，
抗拒做實實在在的學問功夫，懂得讀 「雞精」、貼題、
找補習天王，務求以最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回報。投
身社會後，他們又怎會樂意腳踏實地在崗位上打拚？他
們又怎會不千方百計尋找捷徑發財？ 「社會未來棟樑」
都抱如此的心態，我們的社會又怎能健康地發展下
去？

這，就是我們的教育；這，就是我們的社會。
香港培正中學學生 鄧力行

求學？不！是求分數！求學？不！是求分數！

前19篇（詳見本欄2011年9月16日至2012年
4月27日），選取了上品、中品和下品課業樣本的
「階段三」各一個，做了詳細分析。除了這三個樣

本，尚有其他樣本；待時間許可，或許會再分析。
相對於預科高補通識教育科的 「專題研究報告

」而言，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老師指導學生做 「獨立
專題探究」的比例比較大；老師如何 「快速」地審
閱和指導學生的 「獨立專題探究」？學生如何 「獨
立」地做出一份高素質的 「獨立專題探究」？這一
篇開始，將會概括、簡單地分享當中的一些重要技
巧。

選具時效性議題
樣本參考：除了參考考評局的樣本，還可以參

考校內、校外預科高補通識教育科的專題研究報告
樣本。尚有其他樣本可以參考：校內第一屆（2012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樣本；社會科學
論文、專題報告得獎作品（例如：消費文化考察報
告獎）、機構或智庫的研究報告（例如：香港青年
協會）等。

擬定題目的特徵：題目具探究性、社會性和爭
議性；非個人化的事情、主題；最好是社會議題；

範圍清晰；容易找到資料；具備 「概念」；具備
「時效性」；題目所要探究的過程可以包括這幾項

：掌握事實、理解現象、作出評鑑、判斷或探求出
路等；探究目的明確；題目的困難程度能符合自身
的能力。

擬定焦點問題： 「焦點問題」要把 「題目」具
體化；題目的字眼涉及 「意識」，焦點問題需要把
它 「行為化」； 「焦點問題」需要互相連結。簡言
之，焦點問題可以是：探究事實，了解、找出實際
情況；探究現象、事情等所形成的原因和所引致的
後果、結果；評估現象、事情等的限制、成效、優
劣和表現等。

搜集資料（二手資料）：除了最常見的資料來
源，包括：書籍、雜誌、報章和網頁；其實，電台
、電視台的時事節目，例如：《鏗鏘集》、《城巿
論壇》等，都是很好的資料來源。

選取資料的方法：要確保所有資料並非單一來
源，而是多樣化、多角度；可以運用以下方法選取
資料，包括：資料理解、分類比較異同；列序、排
序；分辨事實與意見；描述、詮釋、闡述；歸納；
演繹；分析、對照和撮要；印證、推論和評鑑等。

探究角度和方法：能夠凸顯探究焦點、焦點問

題具體；相關概念能放入焦點問題中處理；能指出
所涉及的相關概念、知識和背景資料；留意不同持
份者、價值觀、利益的觀點；焦點問題回應題目
（探究有序、不同角度），不要重敘述而非探究；
擬訂探究方法及要知道其限制、困難；探究方法與
焦點問題配合；緊扣概念；焦點問題並非只是事實
性的東西；探究方向框架清晰。

掌握題目與資料的關係：探究點的清晰度、社
會性和意義；探究對象、目的與題目的關係；資料
的相關性。

研究方法：選取最適合題目的研究方法；並非
用最多種的研究方法，便是 「多角度」；能針對題
目（例如：探討小班教學的成效），選取一個研究
方法（例如：問卷調查；但問卷分為 「教師版」和
「學生版」），也已經達致 「多角度」了。

個人反思：能意識、考慮當中可能出現的困難
、限制，並加以說明；能發現困難，掌握困難的發
展情況，並作出建議；能在探究中有進一步提問。
（ 「獨立專題探究」 「快速」 審閱和指導技巧系列
一‧考評局校本評核樣本的啟示系列二十，待續）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
匯知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莊達成

北京理工大學是新中國第一所國防工業院校，是國
內最早設立火箭、導彈等專業的高校，曾經為國家的
「兩彈一星」工程做出重要貢獻。

北理大校長胡海岩近期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表示
創校初期仿照蘇聯的工程教育模式辦學，圍繞產品的分
系統、部件的設計和製造設置專業，專業劃分非常細緻
，學生培養的目標非常具體。不過， 「這樣培養的工程
師特別適合於仿製蘇聯的工業產品，如坦克、裝甲車、
導彈、雷達等。在當時國家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學校的
辦學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隨時代發展，國家不可能再靠仿製來發展工業，
更不可能靠仿製來發展國防科技工業。面對新軍事變革
，中國的國防科技工業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而高校是
自主創新的源頭。北理大在2009年擬訂 「強地、揚信、
拓天」特色發展戰略。 「強地」是基礎， 「揚信」是翅
膀， 「拓天」是未來。

胡校長指出， 「強地」是指進一步強化學校在地面武
器系統、機械、車輛、動力等領域的學科優勢，該校在
這些領域已經代表了中國的最高水平，發展的參照系是
世界的最先進的標準和最強的對手，這一領域是學校發
展的強有力的基礎。

「揚信」是指提升學校的信息、電子類學科水平，
適應國家信息化和新軍事變革的需要。過去，武器裝備
主要是機械化平台，而新軍事變革要求對機械化平台進
行全面的信息化改造，提高作戰效益。例如，將以地面
殺傷為主的火箭武器發展為具有精確制導能力的點殺傷
武器，對坦克群、自行火炮群實現數字化指揮和控制等
。電磁戰、網絡戰等新的作戰模式，對信息、電子類學
科提出了更高要求。學校在電子信息類專業集中了4位
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這一領域的發展無疑將
為學校的發展插上有力的翅膀。

「拓天」是將學校原有的火箭、導彈等學科向航天
科技領域全面拓展，適應國家在載人航天、深空探測、
對地觀測、衛星應用等方面的重大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理工大學把積累多年的國防技
術轉移到民用，為北京奧運會提供了電動車輛、先進煙
火、信息安全、低空安全等重要技術。尤其奧運煙火，
不僅在計算機精確控制下打出各種美麗的造型，而且無
化學污染、無紙屑污染，創造了世界之最。

北理工最近在深空探測、對地觀測等領域取得很好
的研究成果。例如，中國嫦娥二號衛星完成對月觀測任
務後，通過該校深空探測研究所為其設計的軌道，成功
抵達地日之間的拉格朗日點，實現了世界首創。

北京理工大學北京理工大學
將國際技術轉民用將國際技術轉民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