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應屆通識科考生在文憑試後自認對考試沒有把握，老師對學生的表
現也沒多大信心。綜觀被視為公開試前哨戰的練習卷及文憑試試卷，我們不
難發現題目的議題不算太艱深，如少數族裔、情人節送花、吸煙等，也是生
活的題材，為什麼仍難倒了師生？事實上，議題雖淺、題型卻深，一點也不
易處理。例如文憑試卷二中要求學生以香港基本運輸設施如機場跑道的發展
，分析整體社會利益抑或是個人利益應獲優先考慮。題目不但暗藏不同利益
的比較，更要求考生從資料所示的興建機場跑道引申至更宏觀的基本運輸項
目，從而考核他們應用資料於新情境的能力，當中考生須展示高階的思維能
力。相信不少考生會誤墮 「以偏概全」的陷阱，只不斷論述興建機場跑道的
利弊而忽略其他運輸基建項目，因此老師仍須在協助學生審題上多花心思。

對於下屆考生，距離應考時間其實不足一年，老師剛完成為應屆考生備
戰考試，便要緊接為第二屆文憑試學生打好基礎，因此老師立刻總結經驗，
又再裝備 「上路」，希望能抓緊時間，強化學生的應試技巧。通識科老師時
刻處於戒備狀態，片刻不可鬆懈，實難為了他們！因此下文希望能與大家
分享一些有效的教學心得，希望能為通識教育科老師及學生 「趨吉避凶」。

我校老師一致認為的必殺技是要掌握不同題型的答題技巧及避免墮入試
題陷阱。

如何破解 「刁鑽用語」？
題目舉隅：指出導致食環署開設追思網站的因素。（6分）

由上述答案可見，學生未能準確掌握提問名詞—— 「因素」的真正意思
，只視 「因素」與 「原因」相同，只需直接表明什麼導致追思網站的出現，
因此混淆兩者的答法。

要學生明白兩者的差異實在不易，尤其是前者需要學生具有一定的歸納
能力，層次較高，對學生而言有相當的難度，極具挑戰性。因此要學生掌握

作答的竅門，必須以學生熟悉的題材入手，本校同工在協助學生理解 「因素
」一詞時採取以下的方法：

相信學生對近期一套非常賣座的電影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絕
不感到陌生。以學生熟悉的題材有助學生理解 「因素」的含義，再要求他們
應用所學於新情境時，困難便減少了。

一如以上例子，引用學生熟悉的議題有助學生理解何謂 「因素」。當然
，這只是協助學生明白複雜的概念或技巧的方法，學生仍需多番練習，應用
所學，技巧才會成熟。但若方法能在短時間內見效，可算是
考試急救箱的一件寶物。

香港通識教育會 鄧潔麗

水平以下的答案

「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追思網站可以
方便市民在網上拜祭先人」

「市民不用焚燒冥鏹，因此追思網站不
會影響環境」

「市民可以很容易在網上拜祭先人」

「追思網站可以協助市民節省金錢」

符合水平的答案

「生活模式的因素」

「環保的因素」

「科技的因素」

「經濟的因素」

原因

例子

分析這麼多人喜歡沈佳宜的原因

因為沈佳宜好靚。

因為沈佳宜好可愛。

因為沈佳宜好有氣質。

因為沈佳宜讀書好叻。

因為沈佳宜對人好。

因素

分析這麼多人喜歡沈佳宜的因素

外貌因素

性格因素

天賦條件因素

能力因素

人際關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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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淺題型深議題淺題型深 難為了師生難為了師生

投 稿 細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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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極光幻彩大匯演北極光幻彩大匯演

茶 水 站

通 識 遊 蹤
AppApp挑戰地震預測挑戰地震預測

從南海問題看從南海問題看天朝心態天朝心態

八鄉八鄉烈士祠烈士祠
悼念抗英英烈悼念抗英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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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地球彷彿進入了 「震動模式」，各地大震小
震不斷，地震一直是人類 「心中的傷痛」，如何預知地
震也成了一項 「艱難的課題」。

去年，蘋果公司曾表示，將在地震頻發的日本地區
推出帶有地震預警功能的iPhone，使用者可以透過手機
得到地震預報，獲得至多2分鐘的脫逃時間。未來，日
本的蘋果用戶可在他們的iPhone中選擇是否接受地震預
警訊息，選擇接受的iPhone將與日本各地的地震觀測儀
連線，通過傳送簡訊來報告地震信息，預計可為使用者
爭取數秒至2分鐘的時間。蘋果公司提示說，此功能會
縮短手機的電池壽命，不過和自己的生命相比，電池壽
命又算得了什麼？相信此功能若可推出，必會得到許多
用家青睞，即使未必真的有效，也求個心安。另外，其

他擁有地震預警系統的國家，如墨西哥、美國等，也都
有意利用智慧手機功能來預報地震消息。

在中國，上月，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研發的一款名
為 「地震預警警報」的App，已經在蘋果的App store供
免費下載。這款號稱世界先進的iPhone地震預警App，
可告知地震對使用者的影響大小（烈度大小），地震波
還有多久到達等信息。該所所長介紹，國外一些地震預
警App只告知震中位置及地震主要影響區域，此App能
提供更詳盡的信息，並設語音倒計時報警。不過由於沒
有監測站台，此App目前只適用於四川地區，短期內也
無法推廣到全國範圍。看來預測地震這項課題，依然是
任重而道遠啊！

凌薇

今年1月23日起連續幾天，太陽出現近10年規模最大的太陽風暴，以
近1億5千萬公里的時速撲向地球，地球最北端的天空24日上演了一次變
幻無窮、令人驚訝的北極光幻彩大匯演。

當時正在挪威北部一艘郵輪上的英國天文學家約翰．馬森喊道： 「絕
對是難以置信。」馬森對記者說： 「40
年前我第一次看到極光，而這次是最奇
妙的極光之一。」

北極圈內的瑞典城鎮尤卡斯耶爾維
「冰酒店」導遊安德烈．赫爾曼森說：
「這是我在這裡工作五、六年間所見過

的最強烈的北極光。」當時他正帶領一
群遊客乘坐巴士在該地區觀光。黃昏時
分天空出現一團綠光，在10：15分左右
突然 「爆炸」，變成色彩奇觀。觀光團
成員、愛爾蘭心理學家米歇爾．卡希爾
說： 「我們都看見了這團奇光，絕對是
令人驚異的表演，持續超過一小時。」

英格蘭北部17世紀建築物 「譚山酒

館」經理彼得．理查遜說，該酒館通常在一月份的星期一都幾乎沒有顧客
，但是這個星期一直到凌晨都還人頭湧湧，因為大家都出來看極光。

辛亥革命過去剛有一百周年了。所謂弱國無外交
，一百年前滿清積弱不振，連遠至南半球的秘魯亦敢
於向清廷提出不平等條約，百年後中國對外依然風波
不斷，繼越南舉辦南沙群島的海鮮旅行團後，菲律賓
又肆意侵佔南海的中國島嶼，炸毀中方界碑，南海三
百多億噸原油被周邊國家與六十多國油公司 「利益均
沾」多年。為什麼建國五十多年，GDP 進佔全球第二
的新中國，外交依然大而不強，怒而不威？筆者以為
，外交成效不彰，當於中國人數千年根深柢固的天朝
大國心態有密切關係。

自古以來，中國長期處於冊封體制的中心，從不
知 「國家」與 「天下」之別，故只設宣撫司、理藩院
，沒有外交部，外交政策從來只有 「戰」、 「撫」二
策。漢唐盛世對化外四夷，用以德報怨的 「撫」確實
較能安定邊疆。可是現代外交關係中，盲目的撫夷之
策卻更可能是示弱的表現。如戰後民國以德報怨地送
走二百萬日僑，所花費的三億三千萬美元更被列入美
國 「戰後對華租借物資」的帳下，最後日本成為第一
島鏈，在釣魚島上建燈塔、放山羊宣示主權；新中國
不顧國內饑荒頻仍，百廢待興，耗費百億美元計物資
抗美援越，越南卻拒不歸還從中國借出的白龍尾島，
更以此為基點劃去二百海里的專屬經濟海域；同樣地
，去年我國才給予菲律賓七十億美元援助，菲方卻把
黃岩島改為 「帕納塔格礁」以作回應。

從上可見，國與國間的尊重是外交的前提，而這
份尊重是建基於不卑不亢的態度與據理力爭的民族之
情，並非對外多少個億的援助。昔年英國對於窮山惡
水，只產火雞的福克蘭群島，依舊耗資十數億美元軍
費捍衛主權；俄國在北方四島問題上亦寸步不讓，直
言︰ 「領土問題只有捍衛，不能談判」，從沒有 「有
損大國威儀」的顧忌。那麼對石油蘊藏量三百億噸、
天然氣蘊藏量十六萬億立方米的南海諸島主權，中國
會否繼續這種不分強弱的 「撫夷」政策，透過廣施恩
澤來威服四夷？ 教育工作者 梁亦華

水平以下的學生答案

「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

「市民不用焚燒冥鏹，因此追思網站較環保」

「市民利用在追思網站可以方便地在網上拜祭先人」

「追思網站可以協助市民節省金錢」

前四篇，分析和總結了 「獨立專題探究」每個階段的一些重要技巧，以及
常見的問題。接的篇章，將會繼續選取相關的課業樣本進行分析。這一篇，
會選取上品的課業分析和點評；其特別之處在於：以影片來展示研究結果。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例子（非文字模式習作）的分數及評語：

相關影片，詳見此處：http://www.hkeaa.edu.hk/tc/SBA/sba_hkdse_core/LS/
IES/sampleB1.html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簡潔的研究結果及分析：清楚地利用地圖，介紹東平洲的位置，以及其面
積、人口等；繼而探討生態旅遊興起的原因，例如：2003年SARS肆虐，令本
地遊大肆興起；旅遊業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比重越來越大。接，指出及分析生

態旅遊的發展日漸成熟，是時候檢討生態旅遊能否發揮作用為當地帶來正面的
影響；最後，得出遊客對 「生態旅遊」認識不多而出現誤解，以及帶來不良的
影響。

不同方向分析，充分回應焦點問題：親身參加旅行團，以了解其運作和實
際情況；並對各個景點進行環測、了解固體廢物的情況，以及觀察遊人的行為
。從中得出兩個焦點問題的結果：其一、生態旅遊為東平洲的生態環境帶來負
面影響，從影片中顯示的垃圾和不少有特色的岩石受到破壞可以見到；甚至遊
人把當地的石頭當作手信。其二、當局在東平洲的環保措施不足夠、成效不佳
。而且，這些結果，具有其客觀性的（不同方向分析），當中包括：訪問多於
一個的同團團友；訪談不同界別的人士，例如：遊人、旅行家和環保人士等，
藉此評估當局宣傳教育的成效和對當地環境的看法。

能夠綜合資料，運用資料辯證論點：影片中的 「文獻回顧」，能夠簡潔地
把 「生態旅遊」定義；能從2008年《施政報告》提到成立地質公園，來推斷
、驗證政府對生態景點愈加重視；以東平洲作為海岸公園，裡面不少資源具備
特色，在本港84種石珊瑚中，就佔了65種，來從中驗證東平洲作為研究對象
的重要性。另外，作者清楚交代先選擇到當地做實地考察的原因：從報團的情
況，知悉報團到當地的遊客人數大增；又從船班的次數（兩班），來推算到當
地的旅客人數。這些種種，均證明作者具有敏銳的觸覺，能夠善用資料，加以
推測、辯證。

（考評局校本評核樣本的啟示系列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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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品課業分析上品課業分析 影片展示結果影片展示結果

焦 點 話 題

題目：以東平洲為個案，探討生態旅遊如何影響該地的環境
分數：8-9
階段Ⅲ
評語：考生把研究結果及分析簡潔地透過影片展示出來。

考生能綜合田野研究及訪談搜集得來的資料，從不同方向分析
旅遊對東平洲帶來的影響，並評估政府對該地的環保措施的成
效，充分回應焦點問題，也展示了其運用資料辯證論點的能力
。惟若可運用一些更深入的研究資料，例如二手資料或專家的
意見，環境影響的討論會更有說服力。
再者，考生也能就這個階段的學習，特別是研究限制及利用影
片展示研究結果的困難，作出反思。

註：
階段I
分數：7-8
階段II
分數：8-9

▲今年1月爆發近10年最大的太陽風暴 美國太空總署◀挪威看到的鳳凰狀的極光

▲App store 中有許多預測地震
的App

廟宇長時間都會點燃香火，很容易招惹祝融的來臨
。的確，廟宇發生火警並不罕見，過往曾有廟宇發生火
災，整座廟宇需要重修。在屏山文物徑上的楊侯古廟，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2012 年 4 月，八鄉古廟失火。這場據說是由電線短
路引起的火災，令古廟左殿的烈士祠被毀，還燒穿了瓦
頂。

八鄉古廟位於上村，於1861年前建成，是區內主要
的廟宇。古廟於1985年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到2010年
再獲同等的評級。這座甚有歷史價值的建築被毀，的確
有點可惜。不幸之幸的是火勢沒有殃及供奉觀音的主殿
，只是烈士祠受到嚴重的破壞。

烈士祠所供奉的，是護村有功的人士；所指的護村
事件，是一段與抗英有關的歷史。1898 年英國接管新界
時，新界居民群起反抗，與英軍發生激烈的衝突。戰事
之後，八鄉祖堂同益堂尋獲55名在戰事中殉難的村民名
字，在八鄉古廟旁另設烈士祠，安放刻有烈士姓名的神
位，以作悼念。

在烈士祠的神龕上，放置了兩塊刻有義士姓名的木
匾，共有55位烈士名字。上扁刻有烈士芳名共27人，而
下扁則有28位烈士名字；另有一行寫古廟歷屆司祝神
位。在每位烈士的名字前，均冠以 「清處士」的銜頭，
而在名字後，則配上 「義士神位」四個大字。所謂 「清
處士」，是指有才學但隱居不做官的人。對於在抗英中
犧牲的百姓來說，被冠上 「清處士」這個稱呼，是最合
適不過了。

儘管抗英歷史已過了一百多年，但同益堂至今仍保
持祭祀烈士的儀式。在每年的秋分日，八鄉的負責人齊
集在八鄉古廟的烈士祠，進行拜祭儀式。祭祀儀式完結
後，同益堂還會在廟前筵開多席，免費招待村內年逾60
歲的男丁，品嘗盆菜宴。同益堂在秋祭拜祭烈士並舉行
長者宴會，對鄉里的犧牲者及長者，致以崇高敬意。

在是次的火災中，烈士祠幾乎被火完全吞噬，令古
建築受到嚴重破壞，而刻有烈士名字的兩塊木匾，亦付
諸一炬。這實在是令人感到惋惜的事。不過，烈士祠的
重要性並不只是建築物的外觀和刻有烈士名字的舊木匾
，而是保留了
傳統的祭祀文
化。這種祭祀
文化能夠一直
傳承下去，就
是對歷史文化
的重視。
圖文：徐振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