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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教學目標 集中培養知識
讀好常識打穩初中通識基礎

從通識科正式納入新學制的必修科開始，家長就十分關心
如何幫子女讀好這科。不少家長都問過老師： 「是不是多看報
紙就可以？」 、 「她被挑選參加問答比賽，又從小學就開始做
專題研習，應該沒問題吧？」 、 「在初中如何打好基礎？

」 ……其實報紙、問答比賽和專題研習都只是訓練學生思維的一種手段，要幫助子
女讀好這科，首先要了解高中通識科的教學目標、模式和內容。

撰文：聖嘉勒女書院副校長 陳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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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數天，我們就會迎來香港回歸 15 周年的紀念
日；屆時新一屆政府班子也正式宣誓就任。執筆之時，
正值立法會對候任特首梁振英提出的新政府架構方案進
行辯論，能否在換屆前成功通過改組政府的架構則尚未
可以確定，新架構的可行性也有待觀察。但從現有架構

中重新規劃並釐定各司局部門的職權和崗位，對於政策
推行確實有重大的幫助。

過去數年，香港不少政策在推行上都遇到困難；尤
其在開展科學和創意教育的時候，遇到不少限制。在上
月 30 日舉行的《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
》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多個重點建議，對推動新
型產業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也對七大戰略性新興產
業的重點發展方向作出了一個明確的指示。中國內地近
年在新興產業的發展上投入了巨大的資源，對推動新興
產業的發展有顯著作用。雖然內地仍然是依靠傳統工業
和資源開發貿易等作為主要的經濟收入，但我們可以看
到新興產業開始步入成長期。適逢本港政府換屆，我們
更應該積極爭取在內地的帶動下開展更全面的科學和創
意教育，以培育更多相關人才。

新政府架構將會建議新設立一個 「科技及通訊局」
，負責發展本港的科技產業。有別於以往工商及科技局
和現時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科技及通訊局將不只集中
處理工商業的問題，更多的政策將會推行在科技和通訊
發展上，同時加快推動新興產業的規劃。作為教育工作
者，尤其是科學及創意推廣的教育機構，我們對此絕對
表示歡迎。

本港曾經作為亞洲經濟的四大支柱之一，然而面對
環球經濟轉型，我們卻遠遠落後於人。內地今年積極加
強推動新型經濟政策，鼓勵更多人投入到新產業當中，
不少大學畢業生都投身高新科技產業，政府的推動可以
說是功不可沒。反觀本港六大產業政策中的科學和科技

政策發展從推出至今，卻有種停滯不前的感覺，縱然不
少有心之士希望積極推動相關行業發展，但沒有政府配
合便始終不能全面開展。

冀有更大支援創意教育
上周我和大家分享過陳易希成才之路，從參與科學

比賽變成小小發明家，再到今天已經自立公司開展繼續
科技事業，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成功例子。新政府中的
「科技及通訊局」會負責制訂全面和系統的信息及科技

政策，支持發展科技基礎設施，加強協調現有支持香港
品牌、設計、產品研發的部門的合作，為香港的科技政
策提供全面支援。作為推動科研教育的機構，我們希望
能夠和 「科技及通訊局」通力合作，透過各種途徑，包
括舉辦大型本地科學和創意競賽、組織同學參與全國及
國際性的科學比賽、舉辦優秀科研學習培育支援計劃、
科學及創意思考工作坊及科普知識講座等，為更多老師
及同學提供相關信息和支援。作為教育團體，我們已經
全面準備就緒，希望新部門也可以加大落實政策的力度
，適時為各教育團體提供支援。

我們希望日後能看到更多像易希一樣的孩子走上成
才之路，也希望新政府能夠帶來新氣象。從過去一年，
我們可以從香港同學在多個國際賽事中的傑出表現看到
未來科學、科研和科技產業中的棟樑和希望，這些同學
非常值得繼續栽培，我相信日後會有更多優秀同學誕生
。在未來，我衷心希望能夠和政府、各商界機構及教育
界人士，一同攜手協力，共同為香港的科學和創意教育
事業提供新機遇！

香港新一代文化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金耀

怎樣才會快樂？有人因吃到山珍海錯、有人
因買到 「心頭好」，有些人因賺取大量金錢……
快樂對於很多現代人來說只不過是享受物質生活
，當他們得不到想要的物質，便會感到落寞。其
實，又有多少人能找到快樂呢？

剛升上中學的那一年，近視了，雖然媽媽答
應給我買一副我最喜歡的眼鏡，但我只是擔心自
己會變成一隻醜小鴨。當媽媽帶我走進眼鏡店，
見到店中林林總總的眼鏡，紅的、藍的、圓形或
方形、有框或無框的……一應俱全。可是，各式
各樣的眼鏡都沒法吸引我的目光，反而令我耍脾
氣。平日我要買什麼穿的、吃的、玩的父母都會
滿足我。可是，戴眼鏡是麻煩的，游泳時不能戴
着；雨點落到鏡片上會十分狼狽；夏天流汗，眼
鏡老是滑下來壓着鼻子；給人家擠歪了鏡片；什
麼小四眼……唉！多難看啊！這回我真不想他們
買給我！

然而，在眼鏡店我遇到一個奇怪的年輕男子
，他好像很渴望戴眼鏡似的，臉上掛着有些過分
燦爛的笑容，興奮地與他的媽媽走進店內。他坐
到櫥櫃旁，毫不猶疑的跟店員說： 「請給我一副
墨鏡，你幫我挑划算的便可以了。」話畢，店員
便把黑乎乎的墨鏡放到他臉前，叫他先試一試。
當時他滿面通紅、尷尬地向店員說： 「不好意思
，可以幫我戴上嗎？」頓時，我明白到他購買墨
鏡的原因。看着他帶點神氣的樣子，我感到有點
慚愧。在他來說，能戴上墨鏡已是天大的快樂，
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也許是奢求的快樂！他離開
店舖之後，靜靜地看着眼前幫助我放眼世界的眼
鏡，我感到無地自容。

原來我早已比很多人幸福得多了！幾天之後
，再到眼鏡店中取回早前選購的眼鏡。戴着眼鏡
，看到的東西也格外不同：看見媽媽放心的樣子
，我感到她對我的着緊；看見媽媽拖着我的手，
我感受到她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看見媽媽的魚
尾紋，我知道她快樂的來源。其實，我還有什麼
不滿意呢？還有什麼藉口說不快樂呢？

其實， 「快樂」從小一直都伴着我，仍未找
到 「快樂」的人又是多麼的可憐呢！朋友：你有
沒有細心去發現 「快樂」呢？

第13屆香港國際教育展
日期：7月7、8日

時間：香港會展3G展館

地點：中午12時至晚上7時

費用：免費
查詢：2561 5566

粵劇折子戲欣賞
日期：6月30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7時半至10時

地點：石圍角邨表演舞台

查詢：2591 1340

不知不覺，我學習粵劇已經大約有半年左右
。最初我覺得粵劇很 「老土」、很悶，但是到了
現在，我開始懂得去欣賞這一門代表中國傳統文
化的藝術。

記得在上第一課粵劇堂的時候，老師說粵劇
能幫助我們的作文寫得更好，我就心想：粵劇和
寫作有甚關係呢？之後，我發覺我的中文水平提
升了很多！

在學習粵劇的時候，每一堂都必須先要壓一
壓腿，在最初的時候，因為我的腿柔軟度較低，
所以在每一次壓腿的時候，我都覺得很辛苦，直
到現在，壓腿對我來說雖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只是比以前沒有那麼辛苦，但是在過程中，令我
學到凡事都要堅持到底、絕對不可以放棄的精神
。在學習粵劇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基本的唱、做
、唸、打部分。當中，我發現一些粵劇的有趣之
處、例如：耍槍花、唱粵劇時候的節奏等等。此
外，學習粵劇能令我增加對戲曲的認識、輕易地
掌握一些文學的知識，提高賞析力、評論文學劇
本的能力，又能培養藝術審美的情趣和習慣。現
在，學校都致力推廣粵劇，令新一代都有機會認
識中國傳統文化呢！

希望以後每一人都認識粵劇這一門藝術，因
為它一定會令到我們獲益良多呢！

筆者愛樹、喜歡園藝，在將
軍澳校舍種了不少果樹。看着小
樹苗一天一天長大、看到果樹開
花，吸引不少狂蜂浪蝶；之後，
又見到花盡後果漸結，到最後果
實纍纍，很是高興，也感受到大
自然的生生不息。不過，筆者最
喜歡的還是在旺角校舍旁的木棉
樹。

旺角校舍雖然位處旺角鬧市
，在花園街即俗稱 「波鞋街」對
面，但慶幸的是校舍坐落於洗衣
街公園旁邊，那公園栽種了許多
大樹，相信大部分已種了40年以
上。公園最高的一棵樹就是木棉
樹。木棉樹又稱紅棉樹，但最多
人稱它做英雄樹。要獲得 「英雄
」的美名，當然要有不少優秀之
處。英雄樹是生於熱帶或亞熱帶
的喬木，能生長至20公尺之高。
我曾在廣州看到過一棵有約六層
樓般高的英雄樹，確實偉大；英
雄樹也是廣州市的市花，它與黃
花崗七十二烈士或其他烈士都是
廣州的標誌，廣州在民國期間曾
是革命之地，不少革命英烈在此
拋頭顱、灑熱血，沒有黃花崗的
英魂就沒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英雄樹除了以高見稱之外，
也是因為傲骨而成名。老一輩的
香港人都會記得已故歌星羅文曾

有一首膾炙人口的老歌《紅棉》
，那是一首讚頌紅棉能在寒冬開
花的特性。紅棉要先落葉，令到
樹幹和樹枝光禿禿之後才會綻放
那大大朵的艷紅花，難怪中國
南方航空公司也以木棉花作為
標誌。

「英雄」除了勇敢、剛正和
傲骨的特性外也有柔情的一面。
嚴冬過後，大大的紅棉花遍地皆
是，若把木棉花曬乾，可作為五
花茶的材料。每年 2 月到 3 月是
開花的時候，到 5 月時果實就會
裂開，內裡的種子就會連同由果
皮內壁細胞延伸而成的白色棉絮
隨風飛舞，我校的小朋友最喜歡
追絮、拾絮，仿如在公園玩吹泡
泡遊戲。我的女兒更收集了木棉
的小種子回家栽種。香港的金鐘
有一條紅棉路，那是香港最佳的
註冊地方，它位於香港公園裡，
我覺得在那裡註冊的新人最浪漫
和幸福，是註冊的首選。

筆者是潮州人，木棉樹也是
潮州市的市花，難怪我特別喜歡
木棉樹，有時候我們不妨到公園
看看各種不同的植物，知道它們
的故事也是一種樂趣，當然也要
有一種閒情。

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陳家偉

學習連結知識 活學活用
初中通識科的教學目標有三項︰第一，培養學生掌

握基礎概念知識，重點在於篩選通識教育科課程並將其
簡化，令學生更容易吸收而不是死記硬背。第二，培養
學生掌握基本思維分析技巧，掌握基本識別、列表、繪
圖、描述、歸納、資料搜尋能力，進而發展高階分析、
闡釋、組織、評估的能力。第三，培養學生確立正面價
值觀念。

通識科很着重 「知識建構」這概念，學生並非單純
獲得知識，而是透過探究式學習如討論、專題研習等模
式，主動連結自己原有的知識和經驗；透過不同層面分
析，從而轉化為自己的知識體系，活學活用。

至於內容方面，通識教育科的課程由 「自我與個人
成長」、 「社會與文化」及 「科學、科技與環境」這三
個學習範圍組成，涵蓋了人類的處境和當代世界的重要

關注點。這三個範圍為探討相關的議題提供平台，讓學
生了解不同概念之間的關聯，從而更清晰地理解現今世
界的狀況。

「自我與個人成長」的課題重視個人成長與人際關
係，集中處理與學生個人層面相關的議題，旨在讓學生
加深對自己的認識、培養積極面對人生的態度。 「社會
與文化」則集中處理在社會和文化的處境、人類所面對
的境況，讓學生探討本地、國家和世界的社會與文化發
展，課題包括今日香港、現代中國。而全球化、公共衛
生及能源科技與環境就在 「科學、科技與環境」內探討
，研究物質世界、科技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讓學生
理解科技和人類活動對環境所帶來的影響。

其實小學現行常識科課程的內容，讓小學生聯繫個
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及科技教育三個學習領
域所涉及的知識、能力及價值學習，亦培養學生的探究
興趣、解決問題能力、創意思維、關心周遭事物、培養

價值觀和公民責任感等。常識科和通識科的分別，就是
前者是為兒童打好堅實基礎的課程，比較看重基本知識
與價值的培養；中學通識科就比較加強訓練學生的思考
能力。

家長在初中要幫子女讀好這科，可與他們多討論多
思考、鼓勵他們如何分析不同人的不同立場，這樣學生
在高中時，才懂得建立自己的立場。初中生也會學習如
何為專題研習定題、做資料分類和分析數據等，好讓學
生在高中做較複雜的專題研習時較順暢，亦更能掌握方
向。

艾倫是筆者的表弟，也是舅
父母寵愛的獨生子。艾倫唸初小
時某年隆冬患上急性肺炎，住進
醫院，醫生給他轉了第3次特效
藥，病情才穩定下來。發了整整
一星期高燒，原本已是瘦削的艾
倫只剩下皮包骨。舅母一邊哭一
邊用小匙餵他吃藥和稀飯，可憐
的艾倫吃不下兩口已全吐出來，
醫生唯有施以靜脈注射，在艾倫
乾涸的手背上插下的注射針幾乎
比血管還粗，令看者心酸。艾倫
迷糊時氣若遊絲地問： 「媽媽，
我好辛苦，好怕，我會不會死呢
？」舅母強忍眼淚，堅定地說：
「倫仔，你現在和病魔對戰，只

要你肯堅持不放棄，一定能打勝
這場仗。你不用怕，因為爸媽都
在為你打氣！明白嗎？」

艾倫性格內向沉靜，自幼聽
教聽話，是老師和親戚朋友眼中
的乖孩子；可是天生患有口吃，
說一句簡單的說話也很費力，給
人的感覺既純真又滑稽。他朋友
不多，也有自知之明，盡量少與
別人搭訕，避免人家笑他傻。肺
炎康復後的艾倫身體一直不好，
上中學時經常傷風感冒，後來更
患上哮喘，舅父母請來的中外名
醫多不勝數，吃藥有如吃飯的艾
倫懂得以苦為樂，雖然 「征戰」

連年，但看見人家病了總會說：
「堅持，一定能戰勝病魔！」

艾倫考了4次大學才被取錄
，畢業當天他興奮地對父母說：
「堅持，一定能成功！」父母喜

極而泣。艾倫成長後身體也強壯
了，為了在職場競爭，他堅持要
克服口吃毛病，找來言語治療師
幫忙。一年多下來，他說話變得
有條理和清晰、社交圈子也廣闊
了，還交了位經常要演說的女朋
友，後來更結為夫婦。

舅母數年前罹患血癌，在生
命將盡的數月裡，傷心的艾倫問
筆者： 「我從未質疑媽媽教的堅
持，事實也證明了堅持真能幫助
我的人生，可是如今她患了絕症
，即使她堅持，她可戰勝癌魔嗎
？」筆者面對淚如泉湧的艾倫，
一時間未能給他答案。倒是舅母
看穿了兒子的心，在彌留期間，
舅母握着兒子的手說： 「人生有
不能堅持的過程，就是生、老、
病，和死。你要堅持的，是要好
好地生活、接受衰老、與疾病鬥
爭及勇於面對死亡，明白嗎？」
舅母對堅持的定義，撫平了艾倫
喪母之痛，也為筆者迷霧人生開
闢了一片青天。

集仁琛
psyche9191.reader@gmail.com

下周一為香港回歸紀念日翌日，
校園版休刊一期

小啓小啓

▲小學打好通識基礎後，在初中學習分析；高中的
獨立專題研究剛好測試同學 「十年寒窗」 之果

資料圖片

▲八和會館與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協辦
之粵劇藝術課程完結，同學更已於6月26日
舉行結業匯演

▲香港學生的創新發明揚威海外，證明香港發展創
新科技產業大有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