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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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歐盟現有現有2727成員國成員國

激勵學生與學科激勵學生與學科談戀愛談戀愛

泰猴自助餐節泰猴自助餐節 馬騮有口福馬騮有口福

新 聞 摘 要

【大公報訊】西意債息回落，金融市場氣氛好轉，歐股首
季較年初普遍上揚，尤其是德國，升幅超過一成。在這樣的氣
氛下，歐盟官員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信，是最適當時候解決
纏擾了兩年的希臘違約危機。……在這事件上，德國總理默克
爾和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功不可沒，其他歐盟領袖亦提供了有力
的協助。
2012年4月29日 大公報
http://202.55.1.83/news/12/04/29/JJ-14757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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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眼 世 界

在香港如果想去行山看馬騮，首選的當然係城門水塘金山郊野公園一
帶，那裡不少猴子還會懂得向遊人討生果食物。不過如果相比起泰國的猴
子自助餐節，可能只是小巫見大巫吧！

每年 11 月 25 日是泰國一年一度的猴子自助餐節，在首都曼谷以北約
150公里的華富里府羅波里鎮是慶祝猴子節的熱門地。每年到了這時候，都
有幾千隻長尾獼猴雲集這個小鄉鎮，參與別開生面的 「大食會」，這盛況
吸引大批國內外遊客前去來觀光。

原來除了大象外，猴子也是泰國人最愛供奉的吉祥物，泰國各地不少
寺廟裡，都可看到羅摩衍那與神猴的傳說故事和塑像。據說羅摩衍那在戰
爭中凱旋後，為了封賞將帥及立下大功的猴王哈奴曼，承諾以射出一箭落

下之地賞賜予哈奴曼，相傳勁箭降落所在地就是現今華富里府的城柱廟。
數百年來大批猴子就一直生活在這片領地上，當地人也深信猴子能為他們
帶來幸福、運氣和繁榮，對牠們寵愛有加。

自1989年起，華富里府三峰塔遺址一帶每年都會舉行猴子節，人們會
運來逾2噸堆積如山的水果、蔬菜、點心、糖果和汽水等食物飲品，讓這裡
世代繁衍的長尾獼猴大快朵頤，儼如一場猴子自助餐盛宴。近年還吸引了
大批外地遊客前來一睹群猴開餐的盛況，為當地帶來豐厚的旅遊收益，難
怪當地人將猴子奉為招財神明。

（環球嘉年華．三十二）
祁文

1993年11月，隨《歐洲聯盟條約》（又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生效， 「歐洲
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 「歐盟」）成立，取代了原先的 「歐洲共同體」。

歐盟至今共經歷了6次擴大的過程，目前共有27個成員國：奧地利、比利時、保加
利亞、塞浦路斯、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
蘭、意大利、拉脫維亞、羅馬尼亞、立陶宛、盧森堡、馬耳他、荷蘭、波蘭、葡萄牙、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典、英國，總部設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以2010
年的數據，歐盟成員國的人口為5.011億，面積達到433萬平方公里，GDP為16.28萬億
美元，是世界上地區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集團。

歐盟已先後建立了關稅同盟，實行共同貿易政策、農業和漁業政策，統一了內部大
市場，商品、人員、資本和服務可自由流通，亦建立了經濟與貨幣聯盟，統一了貨幣
（歐元）。

歐盟的主要架構包括：
（1）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又稱歐盟首腦會議或歐盟峰會，為最高決

策機構。
（2）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又稱部長理事會或理事會，為

立法與政策制定、協調機構。
（3） 歐 盟 委 員 會 （European

Commission），又稱歐委會或委員會，
為立法建議與執行機構。

（4） 歐 洲 議 會 （European
Parliament），為監督、諮詢和立法機
構。

香港市民若持特區護照，前往目前
歐盟27國全部毋須簽證。港元兌歐元匯
率約為100：8.9。 宋元明

通識教育的學與教常常強調 「經歷」，要讓
學生有體會，能把課堂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避
免出現知識與生活割裂的老毛病。如何讓學生有
經歷？這是最考通識老師功夫、也是最傷神的一
環。

「經歷」是指學習的過程。記得當年筆者的
學習過程是老師講，學生做筆記。老師的角色是
傳授者，而學生是當然的接收者，過程中鮮有互
動。事隔多年，捫心自問，未有真正與所有科目
「談戀愛」，當年讀書只為責任。

總結當年未能與學科 「談戀愛」的原因，筆

者發現本人與學科之間缺少了 「約會」。 「約
會」是談戀愛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約
會」不僅是形式上的見面，更重要的是思想交
流，因此不少準情侶都是由 「群體活動」延伸到
「單獨約會」。筆者當年的學習只限於 「群體活

動」，每天上課都與學科見面，但未有進一步的
心靈交流，以至在學習上未能突破，也對學科沒
有 「歸屬感」。

如何激發學生與學科 「單獨約會」的動力
呢？筆者認為在課堂內營造氣氛，設計不同的學
習活動能誘發學習興趣，更有效地為學生與學科

之間建立 「一起走過的日子」的感情。一系列的
學習活動、學習場景，就是 「經歷」。一段刻骨
銘心的愛情，少不了難忘的經歷。

因此，在社會對新高中通識的不了解和恐懼
的大環境下，作為學生與學科之間的紅娘，更應
該為學生破除對通識的偏見，在課堂內盡顯通識
生動、活潑的一面，讓學生有更多活
學活用的機會，都是學生愛上通識的
第一步！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 盧嘉儀

「潛水怕屈機，見鬼咪 O 嘴」，這是年
前公開試試題用詞，自此 「屈機」、 「O
嘴」成了潮語，大人小孩朗朗上口，若選年
度關鍵語必定上榜。不過，令人 O 嘴（目瞪
口呆，驚訝詫異）的現象越來越多，快到了
見怪不怪，不怪才怪的境地了。

都說互聯網是偉大發明。只要電腦可以
上網，人們不止瞬間看地球，秒速傳訊息，
連上交換軟件、維基解密，則一切資料，包
括影音文字以至數據，管你是國家絕密，外
交機密，企業秘密，私人隱密，通通統統，
都可以巨細無遺給曝光，公諸天下。

最令人 O 嘴的是，這股泄密潮也刮到了
學界，特別是公開試。如果說考生博刺激去
挑戰，千方百計翻牆把考評機構視為絕密的
試卷內容抖出來，留下某某在此一遊字句，
那可能勉強視為頑童惡作劇，殺傷力未至致
命。

那麼，身為成人，尤其從事教育工作，
無論日校教師或者補習導師甚至評卷先生，
存心把獲考評機構分發的試卷內容和評卷參

考，透過專門網站，以特定電郵或特定途徑，例如目標
對象式的買賣銷售，則這肯定不是惡作劇或圈內人互通
有無的玩意，而是赤裸裸的交易，更是視規則和法紀無
物的行徑，必須譴責，必須追究，必須法辦。最起碼，
當局應該公開有關人等的姓名，以儆效尤。律己不嚴，
何以為人師？

當學生逞其電腦才華，通過網絡大演神技，將不宜
或者不許發放的公開試或關乎公眾利益的資料（包括警
隊保安訓練手冊）大肆發放，我們會憤怒，我們會批
評，我們會責難，我們支持執法部門跟進。那麼，若然
教師也走此歪途，甚至藉此圖利，我們的怒火，我們的
不滿，難道不應該更高漲嗎？二千年以來，霸權橫行引
發恐怖主義，網絡世界尤其不太平，還要藉此泄密泄
憤，挑戰公眾容忍度，確是豈有此理！ 呂少群

▲一隻長尾獼猴在飲汽水

▲大批猴子聞風而至，紛紛爬到 「水果蔬菜山」 上開大餐

▲2011年8月16日，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左）與到訪的德國總
理默克爾（右）在法總統府愛麗舍宮會談▲歐盟旗幟

本院復活節文學考察團第二天活動集中
在岳陽樓和君山島。千古名篇《岳陽樓記》
以往是香港中學生的必讀作品，時移世易，
自從課程改革後，它不再是中學中文科的指
定教材。在本團學生中，對這名篇感到熟悉
和陌生的都大有人在。前一天晚上，筆者在
酒店房間為團員講解《岳陽樓記》，讓未聞
者學習，讀過者重溫。

岳陽樓景區不斷擴大，本來遊人的焦點
是岳陽樓，由於當代建築增多，也吸引了人
們的視線，不得不移玉步往觀。本團既謂之
文學考察團，當然以登樓為首要活動。來到
樓下， 「岳陽樓」三字映入眼簾，但竟然是
左至右排列，一看便知是今人的 「傑作」，
古意全失，連學生也直斥其非。一步一步登
上岳陽樓，心中泛起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
上岳陽樓」的詩句。一樓和二樓大廳各有一
幅清代書法家張照手書《岳陽樓記》的屏
雕，一些學生在聚精會神聆聽講解，原來二
樓那幅才是失而復得的真品。三樓展示毛澤
東手書杜甫《登岳陽樓》詩屏雕，杜甫當年
是 「憑軒涕泗流」，現在的遊人卻是憑軒賞
心樂。

在三樓遠眺，當天天色昏暗，看不到 「銜遠山，
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的巴陵勝狀。天氣也
不至於 「陰風怒號，濁浪排空」，因此也看不到 「檣
傾楫摧，薄暮冥冥」的險象。在高樓面對洞庭水，一
些學生還是能吟出《岳陽樓記》中的有關文句，這還
是其次，身為人師，當然希望他們能見賢思齊，明瞭
范仲淹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
懷。

（遊學合一‧三）
嶺大社區學院高級講師 梁勇

▲文學考察團在岳陽樓景區合影

如果用一句話甚至一個詞來形容新制課程改
革的特徵，就是 「化實為虛」——以能力培養、
知識應用，取代過去的知識灌輸、記憶；以真實
的事件，取代過去以虛構的處境作教材和命題。
知識資料為實，技能應用為虛，故此我稱之為
「化實為虛」。這種風格的課程改革，最集中體

現的科目莫過於通識教育科。當然，其實不止通
識科，其餘核心科目和文理商科的課程改革，或
多或少都滲入了這種化實為虛的特徵。

勿讓新課程 「虛而無實」
能力培養、知識應用，這些術語非常炫目，

非常令人神往，尤其是對飽受填鴨背誦應試教育
的人而言特別吸引。然而，凡事皆最怕從細節中
分析。課程改革的問題在於：過分強調舊課程知
識背誦的一面，過分到幾乎等同 「妖魔化」的地
步，漠視了舊課程中 「實中有虛」的另一面——
即使是舊課程，除了要求學生掌握記誦知識之
外，一樣要求學生能夠運用知識。同時，課程改
革又過分強調新課程技能應用的一面，過分到了

幾乎要揚棄一切固有知識的地步，新課程變成了
「虛而無實」。

在舊課程當中，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各
科，你能想像這些科目只要求學生死背公式定理
而不需要應用公式定理來解題嗎？這絕無可能！
學生應用公式定理解題的過程，不就是培養解難
能力、應用知識技能的過程嗎？同樣道理，地
理、經濟、會計等科目，一樣有大量的概念、理
論，學生不只需要記憶，更要懂得運用概念理論
來分析題目所提供的處境，例如，試運用不同的
都市發展模式理論，分析題目所提供的城市的發
展特徵（地理科）；試運用產權理論，分析題目
提供的不同產權制度個案的經濟後果（經濟
科）；試分析題目所提供的某公司的資產負債表
（會計科）等。就算是文科、商科，一樣要求知
識的應用。中國歷史科，在舊課程的摸索改革
中，一樣強調在學生掌握一定史實的基礎上，培
養學生分析不同史料的能力，也不盡是死記硬背
的。

在推銷新課程改革的過程中，對舊課程的實

踐過於抹黑了，以至於對新課程的嘗試過於樂觀
了。新課程比舊課程更為強調技能應用，卻建立
在知識基礎遭到漠視、甚至遭到鄙夷的地步上。

不能繞過基礎知識
「今天的知識到了明天就會過時而沒用」；

這句話是推銷新課程改革時最常被引用的，也是
最為蠱惑人心、擾亂教育的似是而非的謬論，最
可悲的是，居然有不少教育學者也相信甚至一同
推銷這種謬論。

知識，不分今天與明天，只分基礎與進階。
沒有今天的知識基礎之培養，就談不上明天的知
識進階之掌握，更談不上什麼應用。正如學生不
懂何謂 「管治效能」、 「政治組織」等基礎知識
概念，根本就談不上 「分析管治效能和政治組織
之間的關係」，更加談不上 「分析在香港現有處
境之下的管治效能和政治組織之間的關係」。

學習知識，掌握應用，又怎麼可能繞過基礎
知識而直上理解應用呢？

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 鄧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