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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內容存七大問題通識課程內容存七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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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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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教與學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教與學」」分享會分享會

香港通識教育會發表的問卷調查顯示，現時新高中課程內容有嚴重的
缺陷，令到前線通識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面對重重困難，難以落實通識教學的
理念。課程內容繁多，不少教師均表示要在假日或課後不斷補課，令師生同
時承受沉重的壓力。這不但影響教學效能，更破壞校園生活中應有的健康。

通識課程的內容可歸納為七大問題。這七大問題包括：
1.課程範圍所涵蓋的六大單元，內容過多；
2.部分課程內容太艱深，超出了中學生的承受能力；
3.課程未有妥善考慮和初中課程銜接；
4.課程文件未列明要教授的議題範圍，增加了教學難度；
5.課程文件未有以具體例子說明課程要探討的問題；
6.未有明確介紹學習各主題前所需要的背景知識；
7.低估通識科教學所需的課時（佔新高中學習時數10%或以上）。
因此，通識科受訪教師有96%同意新高中通識科課程指引需要寫得更清

楚和具體，足見現時課程文件實存在極多的問題，需要全面和以多種形式進
行修正。現將數據簡列如下：

從上表可見，教師普遍認為現時課程範圍含糊不清，為教學帶來極大困
擾。至於在教學過程中，由於課程文件並無具體例子說明要探討的問題，教
師在準備教學的過程時，對尋找何種例證會產生極高的難度。然而，不少教
師原先所受的專業訓練並非本科，對相關單元的背景知識亦不甚了解，所以
具體說明將有助教師教授和學生學習。

總括而言，現時的課程內容從量以至質，有不少都超出中學生學習的承
受範圍，而且學生在初中時候也未必為他們修讀通識教育科作好準備。所以
，要他們在內容上超負荷地承擔，在表達上超水平地回應，完全是對學生的
一種 「超能力」考驗，也是對教師的另類挑戰。

香港通識教育會 許振隆

列明要教授的議題範圍

以具體例子說明課程內探討問題

列明各主題的背景知識

在各主題下加入具體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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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有了智能手機，你是否也淪為 「低頭一族」？吃飯、行路、搭車
每分每秒都離不開手提電話。用短訊App聊天，上Facebook，看新聞發郵件
，甚至是收看電影電視節目，萬能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讓使用者紛紛沉
淪，埋首於自己的世界當中。

根據調查公司textPlus調查，受訪者有高達65%的人會邊走邊打SMS，
低頭一族以年齡在13至17歲之間的最高，達73%；35至44歲的有約50%。

早前TVB節目《東張西望》也作過類似的專題，行人紛紛低頭，餐廳
裡即使是朋友聚會同吃飯，也多數自顧自地使用手機。這種情況的出現
不僅引起了 「手機焦慮症」、肌肉勞損等病症，也釀成不少交通安全問
題。

據說，現在各地政府都開始針對 「低頭族」造成的對自身和他人的危
害的可能性制訂相關法令。美國新澤西州的小鎮就計劃對低頭族處以85美
元的罰款，也有一些地方比較貼心，比如倫敦街頭為防止低頭族撞到燈杆
而設置了避免受傷的裝置。（如圖）

不過處罰也好，防範也好，大概都阻止不了低頭族繼續低頭。Youtube
上有人上載許多關於低頭族的短片，掉入水池、撞到電線杆的各種糗事時
有發生，觀者自然覺得十分逗趣，但試想如果是不幸掉入地下水道或是撞
到車，這樣涉及生命安全的情況，大概就不好笑了吧！為了自己和他人的

安全想，還是奉勸各位 「低頭族」快快抬起頭來，少發一則訊息、少玩
一點遊戲，多看一眼眼前的路和身邊的朋友吧！

凌薇

上期提到，科學家們發現火星在過去的6億年內一直處於嚴重乾旱狀態
，基本可排除生命在地表存在的可能。

大量的衛星圖像和先前進行的研究已經表明火星表面的土壤具有全球
一致性，這表明該項研究結果可能適用於整個火星。如果是這樣，那就表
明火星表面出現的潮濕溫暖環境維持時間太短暫，生命可能來不及建立起
穩定的立足點。

在鳳凰號探測器任務期間，派克博士和他的科學小組對探測器機械臂
抓取的土壤樣本進行分析，使用光學顯微鏡拍攝較大顆粒的圖像，並使用
一台原子力顯微鏡獲取這些土壤顆粒樣本表面精度達100微米的3D圖像。

在研究過程中，科學家在樣本中尋找顯微級別的黏土顆粒，這些顆粒
是岩石在水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小組最終未能找到這樣的礦物顆粒。科
學家表示，即使他們在樣本中發現的少許顆粒其實正是黏土礦物，那這種
礦物在整個樣本中所佔的比例也小於0.1%。相比之下，地球土壤中黏土的
比例通常超過50%。因此這種礦物成分比例顯示火星所經歷的是一段異常乾
燥的歷史。

科學家將分析數據與地球黏土礦物形成的最慢速率情形進行比對，最
後得到結論：火星在其歷史早期經歷的潮濕時期持續最長不超過5000年。

為了尋找進一步的證據來支持這一說法，科研小組對火星，月球和地
球的土壤樣本進行對比分析並得到確證。在火星上，其土壤的形成主要是
風和溫差導致的物理風化，以及隕石撞擊導致的岩石破碎效應；而在月球
上，隕石撞擊同樣是形成土壤的最重要方式，而在地球上，液態水在土壤
的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資料來源：新華社

前兩篇，選取了中品的課業（簡報）（4-5分），主要分析、點評其處
理 「資料多元化」、 「不同角度探究」和 「有條理展示探究過程與結果」
這三方面的優勝之處；以及 「資料 『割裂』呈現」和 「未能恰當整理和總
結」這兩方面的不足。這一篇，將會選取另一個中品課業（簡報）（5-6分
）分析和點評。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例子（非文字模式習作）的分數及評語：

不同來源搜集資料，展示不同角度：簡報中，除了使用 「訪談」和
「問卷調查」這兩種研究方法，還使用 「實地觀察」這種研究方法。作者

拍下旺角熟食店所使用即棄食具類型的照片，還拍下一些短片（即是 「實
地觀察所得結果」），包括：一、介紹旺角區熟食店的 「活動」和周圍環
境：熟食店店員在街邊預備食物、食物外露在空氣中、熟食店位於馬路旁
邊，灰塵、車輛廢氣都 「停留」在食物中。二、熟食店擺放食物情況：食
物都沒有蓋上玻璃罩。三、熟食店後巷環境衛生欠佳：許多污水、垃圾，
是細菌和昆蟲滋生的地方。四、即棄垃圾棄置情況：垃圾桶滿了，食客依

然把即棄食具放置在垃圾桶旁邊。這些短片、照片在相關的簡報中，佔了
主要版面，並輔以錄音詳加講解，頗為貼切、恰當。但是，嚴謹而言，這
些 「現場」短片宜在簡報位置方面作出調整，令其更為連貫，宜由 「即棄
食具」到 「食物環境衛生」排序，因果相扣。另外，有關 「即棄垃圾棄置
的情況」，其錄音片段並不完整，最後部分有所缺失；而且，所拍攝的相
片並非完全能反映真實的情況（垃圾桶擠滿，食客把即棄食具放置在垃圾
桶旁邊）。

探究過程與結果呈現：簡報 「目錄」一目了然、結構清楚。 「研究動
機」除了文字表述，還輔以錄音錄像片段講解，頗為清晰。 「研究主題和
對象」的 「目的」有三項，三者之間的關係宜進一步闡釋，甚至需要再加
一項 「了解顧客對熟食店環境衛生所造成的影響」。 「文獻回顧」方面，
未能進一步引證或詮釋 「食物中毒事件」與 「熟食店環境衛生」之間的關
係；《公眾衛生及巿政條例》的相關條文未能加以引用，以至未能進一步
探究熟食店的 「執法情況」。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方面，能夠列出數
據，並輔以錄音匯報各問題中所呈現的 「重要數據」，但是未能進一步探
討各問題之間的關係，以及引用其他二手資料來互證所得。 「討論」方面
，其結果簡潔，但總算能夠帶出 「探究結果」、回應題目的焦點問題。然
而， 「建議」方面，過於簡單，未能深化詳述，例如：對政府的建議 「開
徵環保稅」，只點出 「實行污者自付的原則」此項原因，沒有定出實際的
稅率數目，或比較、引用不同地方的環保稅（例如：台灣），來強化所提
出的建議。 「結論」方面，也較為簡潔，宜勾出簡報中的一些重要發現，
讓人掌握其探究所得。

（考評局校本評核樣本的啟示系列二十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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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旺角街頭熟食店為研究對象，探討即棄食具和食
物環境衛生的問題，從而提出改善之建議。

分數：5-6
階段Ⅲ
評語：考生從不同來源，例如訪談、問卷調查及實地觀

察，搜集資料，嘗試從不同角度進行探究。考生
也有條理及有焦點地展示了探究的過程與結果。
考生大致分析和整理資料，就所發現的問題提出
簡單的建議。

註：

階段Ⅰ分數：
7-8
階段Ⅱ分數：
8-9

2012年6月，傳媒報道了一起涉及風水事故的小風
波：位於元朗八鄉的植桂書室，在修復工程時，有人將
門神的刀刃畫錯了方向，構成了 「貼錯門神」的模樣；
而最令村民感到不安的，是陸續有村民生病，懷疑就是
因 「貼錯門神」而起。於是，村民將矛頭指向這對 「錯
體」門神，並要求古物古蹟辦事處重新畫上門神。

門神，是民間常見的神明之一。一般人相信，只要
在大門貼上門神，就能發揮驅鬼辟邪的作用；猶如在門
前設有侍衛守護一樣，能保佑家人平安。

門神的形象頗多，關於門神的傳說，亦有不少版本
。其中，以唐代兩位大將軍─秦叔寶及尉遲恭守護唐
太宗的說法，最為人所熟悉。據說，唐太宗登基後，在
晚上經常夢見惡鬼侵擾，難以入眠。秦叔寶和尉遲恭兩
位將軍得悉此事，遂自動請纓，於晚上穿上軍服，拿
兵器，立在門前守護太宗。自此之後，太宗沒有再受
到惡鬼的騷擾；但為免兩位將軍過分操勞，太宗命畫師
吳道子把二人的形象畫下來，貼在門上。這個守護太宗
的事跡，由皇宮傳入民間，人們爭相仿效，間接使兩位
將軍成為了著名的 「門神」。

門神，本來沒有 「官方認可」的容貌，在香港境內
所見的門神，亦有多個不同的款式，可謂不拘一格。雖
然如此，兩位將軍的形象，還有一些可以讓人容易辨認
的特徵：秦叔寶是粉面紅潤，頭戴鳳盔，手持，腰佩
寶劍或弓；至於尉遲恭是面色如焦，一臉腮鬍，手持硬
鞭，腰佩寶劍或箭。威風凜凜的形象，正扮演守護者
的角色，然而，貼錯了門神就與守護持相反的意思，容
易讓人聯想成對健康有負面的影響。

是次發生 「貼錯門神」風波的植桂書室，建於1899
年以前，由八鄉黎氏族人黎金泰所建，是區內重要的歷
史建築。書室原是教育子弟讀書的學校，自1930年起，
書室兼有祭祀祖先的用途。在二次大戰後，書室易名為
「永慶學校」，為學生提供現代化的教育。其後，書室

一度改為 「植桂幼稚園」，至1970年代初才停辦，結束
了作育英才的角色。

經歷了百多年的發展，書室已日久失修。為了對書
室進行保育工作，政府與書室的後人達成共識，建議將
書室作永久保留，斥資四百五十萬維修，並於2007年列
入香港的法定古蹟名單。經過年餘的維修，書室於2010
年 11 月 29 日舉行書室的落成開光典禮，開放給市民參
觀。

據村民表示，植桂書室在未修復前，門上的門神早
已褪了色，無法按原有面貌進行修復；而在重修後，大
門上的門神沒有按照傳統形象繪製，因而導致了這次文
化爭拗。為免同類的事件再度發生，或許，古物古蹟辦
事處要找專家進行商討，可能要為門神確立基本的形象
了。 圖、文：徐振邦

內容：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的思路、規劃校
本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的思考及德育
及國民教育教學的策略

主持：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胡少偉
日期：7月13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教聯會所
對象：中小校長、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負責教師

和有興趣教師
費用：每位50元（支票抬頭：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有限公司）
人數：50人
報名：瀏覽教聯會網頁http://www.hkfew.org.hk/

▲倫敦街頭的燈杆上安裝了免受傷裝置 YouTube截圖

◀火星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