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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通識新世代③責任編輯：于敏霞

體育通識

《通識新世代》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刊出
後略致薄酬，詳情如下：
．第二版 「事事關心」 作一時事平台，歡迎師生發

表意見；800字為限
． 「茶水站」 歡迎師生暢談通識與生活、通識教

學、教書育人的經歷感受；700字為限
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包括學校、住址、聯絡

電話及電郵），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
廈 2期 3 樓大公報《通識新世代》，或電郵至
ed@takungpao.com.hk

徵稿細則

足球員交易

微觀世界

威尼斯人戴面具
狂歡10天迎四旬齋

天地人和 不速之客：天地大衝撞

齊來環保

數碼港周末藝墟
親子耕作‧青年舞台

通識教與學 教師團隊的共識和轉變

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試於 2012 年 7 月 20 日放
榜，意味着第一個（3 年）教學循環正式圓滿結
束。成也考試，敗也考試！獲取佳績的考生當
然值得可喜，但不能自滿，因前行途中還有很
多的「困難」（difficulties）與「挑戰」（challenges），正
等待着你作出適當的 「回應」（response）；相反，
獲取不滿意成績的同學也不必灰心氣餒，仿如到
了世界末日，筆者深信前途亦充滿了很多的 「機
遇」（opportunities），正等待你去把握，即是所謂
「勝不驕，敗不餒！」人總是需要在生活中經歷

和實踐，才可有效地轉化成一種生活態度與智
慧！

檢視 為更好地回應
誠然，坦誠地檢視 「學習經歷」（learning

experience） 才 能 令 自 己 有 深 刻 的 「自 我 反 思
（self-reflection） 」 ， 繼 而 作 出 針 對 性 的 「回
應」，現在就讓我們檢視一下第一屆中學文憑試
中的新高中通識科，看看能否為考生們帶來一些
「啟示」（inspiration），減少因考試之（高度）

不確定性而產生的疑慮。
第一屆中學文憑試共有七萬三千多名考生應

考，約二萬六千多人（佔約38%）獲取符合入讀本
港大學的基本條件，即 4 個必修科—中文、英
文、數學和通識教育科分別要達到 「3、3、2、2」
等級，但因本港政府的資助學位供應有限（只有
約一萬五千多個，佔整體考生約20%），在這 「需
求」（demand）遠大於 「供應」（supply）的殘酷實況
下，縱然有考生跨過了 「3、3、2、2」這條 「最低
門檻」，亦有可能因 「競爭力」不足，或者選科
策略有誤，導致望（大學）門而興嘆。

至於 4 個必修科目當中，等級比率如下表所
示：

近年課程改革不時強調 「跨科學習」和 「聯
課活動」等學習、教學模式，令校內的工作、教
學文化逐步走向全校性的模式。教師昔日獨立、
自主的生活習慣有需要調整、轉變，開始講求彼
此之間的 「共識」和 「協作」，令學校、科組轉
變成為能夠互相支援、鼓勵和發展的 「學習型組
織」。

學科合作 融會貫通
根據《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

中六）》，通識教育科可以與其他課程共同規
劃，例如語文教學、德育及國民教育等互相配
合。校本的環境教育、性教育、全方位學習、服
務學習、傳媒教育、生命教育和健康教育等，也
有助加強學習通識教育科的議題。簡言之，學生
修讀通識教育科時，能從其他學科（三門核心科
目和其他選修科目）所獲取的知識和角度來探究
當代的議題，能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概念；擴
展看事物的角度，有關角度能超越單一的學科；
探討當代議題時，不會被某單一學科所涵蓋；並
且成為其他核心科目、選修科目、應用學習及其
他學習經歷的重要聯繫。故此，學校各學習領域
之間的協作、通識教育科科組內部的協作和教師

的課程意識，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謂 「教師的課程意識」，包括教師對課程

本質的認識、學科內容知識的掌握，及教師如何
進行教學、學生應如何學習等方面的信念，其間
涵蓋了教師對種種課程與教學實務的想法，包
括：課程目標的訂定、課程內容的選擇、課程組
織的形式、教師與學生的角色、教學的活動流程
與方法、學生的學習行為，以及教學成效的評估
等層面。

舉例而言，教師出席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培
訓課程（起碼要有 「課程詮釋」和 「課程評估」
這兩個）、仔細閱讀《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六）》，以及其他相關的課程文
件，包括：《中學課程綱要社會教育科（中一至
中三）》、《中學課程綱要社會教育科課程綱要
（中四至中五適用）》、《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
程指引（小一至中三）》、《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科學與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五）》、《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
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個人、社
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綜合人文科課程及評估指
引（中四至中五）》和《中學課程綱要通識教育
科（高級補充程度）》等。如果我們仔細審視這

些文件，便不難發現高中通識教育科的 「來
源」，正是這些課程的 「集大成」。如此做法，
可以增強教師團隊對課程的共同意識，減少對課
程詮釋、演繹的分歧。

團隊共識 統整課程
一門新科目的課程應該包括：新的教學方

式、教學任務（如課程統整）、角色關係（教師
與學生、教師與教師、教師與其他學校行政人員
等）。因此，學習內容的選取和組織者也必須了
解課程的各種成分，這些成分包括課程的目標、
學習內容、實施策略和角色關係等。高中通識教
育科課程以 「三個學習範圍」（即是：六大單
元、十二個主題和五十二條探討問題）和 「獨立
專題探究」為學習內容。內容甚多，課程規劃十
分重要，不能雜亂無章；很需要科組老師作出選
取和組織，以及科組領導的有效和強勢領導。更
為重要的是，教師團隊的各個成員，能對這些轉
變、共識，持積極、主動和開放的態度。

（通識教育科教與學系列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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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大衝撞》（Deep Impact）是 1998 年發行
的一部美國科幻災難電影，亦有譯為末日救地
球，彗星撞地球、天地大對撞等。影片描述一顆
面積相當於紐約市、正圍繞太陽運行的彗星，按
其運行軌道，約一年後將與地球相撞。政府派遣
前宇航員率領飛船，冀用核裝置引爆彗星或使其
偏離原軌道以阻止這顆災難之星。由於對彗星結
構分析不夠，爆炸使彗星分成大小兩塊仍飛向地
球，第一塊小彗星以超音速撞進大西洋，頃刻間
紐約、波士頓、費城等地被海嘯吞沒。宇航員們
毅然啟動核裝置，義無反顧地衝向隨後而來的大

彗星塊……
在太陽系中，除了八大行星外，還有成千上

萬顆我們肉眼看不到的小行星及彗星。它們都在
引力作用下沿着橢圓形軌道不停繞太陽公轉。

每天都會有小行星噴射的超過 100 噸物質飛
向地球。大約每天都會有一顆籃球大小的天體飛
入地球大氣層並燒毀。現地球上約有 140 個大隕
石坑，證明了地球46億年歷史上受到的難以計數
的碰撞事件。

距今最近的兩次 「偷襲」，一次在 1908 年 6
月西伯利亞通古斯上空 8 公里處，爆炸當量相當
於600至1000顆廣島原子彈，假如這顆小行星晚
4 個多小時落下，聖彼得堡就會受到致命打擊；
另一次是1972年8月10日，一顆火球飛越美國加
州和加拿大西部上空擦着地球的鼻尖掠過。假如
落下來，其爆炸當量相當於 2 至 3 顆廣島原子
彈。今天人類首次直接觀測太陽系的天體撞擊事
件發生在1994年7月16日，蘇梅克─列維9號彗
星與木星的撞擊，這是人們所能看到的最壯觀、
最慘烈，也是最為恐怖的一次天體撞擊。

2004年9月29日，一顆名叫 「圖塔蒂斯」的
小行星，從距離地球 154 萬公里的地方與地球
「擦肩而過」。從天文學角度看，這個距離僅是

地球與月球距離的 4 倍。儘管事實表明這顆小行
星撞上地球的機率為零，然而慶幸之餘人們還是
擔心，它在今後會不會被地球引力捕獲並發生撞
擊，帶給地球巨大災難？

對地球而言，真正造成威脅的小行星約有
2000顆。一些科學家認為，大約6500萬年前，一
顆直徑10公里的小行星撞擊地球，致使恐龍這個
物種從地球上頃刻消失。如何保護地球？

．用核彈炸毀小行星；但炸掉的碎片亦會向
地球掉落，使人類受害；

．發射人造天體用機械力改變小行星軌道，
相對穩妥，但是不能有誤差；

．改變小行星顏色以改變軌道，如黑色可提
高吸熱率；但誰去？如何去？

．用爆炸法改變小行星軌道；難度高，不能
有一點點的誤差；

．給小行星安太陽帆；技術的實際可行性仍
需進一步實驗研究。 于 曠

通常我們只會在化裝舞會或者一些特別的節
日才會戴上面具示人，可是在蜚聲國際的水都威
尼斯每年都會有一個重大的慶典—威尼斯面具
節（Venice Carnival），又名 「威尼斯嘉年華會」
（Carnevale Di Venezia），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慶
典之一。面具節在每年的四旬期前10天開始，並
在懺悔節（Shrove Tuesday）結束；即約在每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間舉行。嘉年華期間，飲酒狂
歡的人會隨着庭院播放的巴洛克樂曲起舞；默
劇、歌劇、演奏會與文學朗誦等活動都會在劇院
和室外廣場上演；大型活動則在聖馬可廣場舉
辦。面具節除了各式各樣的面具舞會外，另會有
船隻遊行；在最後一天以高空燦爛的煙火結束嘉
年華，迎接四旬齋（Lent）。

每一天的生活，我們都可能不情願地戴着一
個隱形面具來隱藏真我，可是威尼斯人卻能把面
具與生活融合在一起。據說早在13世紀，威尼斯
上層貴族形成這個傳統—他們為了混在普通人
中到戲院看戲而戴着面具上街。到了18世紀，威
尼斯人的生活已經完全離不開面具：貴族戴着面
具接待外國使者；各階級的威尼斯人戴面具到劇
院聽歌劇、看戲劇或參加舞會，甚至只到餐廳用
餐也會戴着面具；當然，戴面具搶劫詐騙也是常
見之事。

面具對當時的威尼斯人來說有一定的好處，
戴上面具可幫助他們暫忘懸殊的社會地位，貴族
和平民可不用顧忌禮節、直接交流（當時威尼斯
人遇到貴族需行禮）和共用公共場所，包括小餐
館、劇院和賭場。

只從表面來看，面具隱藏了貴族和平民的真
實身份，交流時也不能看清對方的表情。可是，
眼睛是靈魂之窗，不知道他們有否從對方的眼裡
看出些什麼來呢？ 裴 月

2012 年 9 月 22 日至 2013 年 3 月，每月一次的
數碼港周末藝墟將會再臨數碼港優美舒適的露天
大草坪，為市民遠離煩囂，帶來綠色家庭樂活新
體驗。數碼港營運總監麥傑夫表示： 「這是第二
年舉辦數碼港周末藝墟。去年吸引超過四萬人次
參加，周末藝墟已成為香港南區特色消閒和親子
娛樂活動。

數碼港周末藝墟設有逾40個特色小攤檔，種
類多元化，今年最特別之處，是加入了一系列精
心挑選的有機蔬菜及綠色產品攤檔。

其中 「親子有機耕作」活動不但為一家大小
帶來樂趣，認識有機種植的基本知識之餘，亦讓
小朋友學習及珍惜大自然。

「青年開放舞台」提供一個免費的公開表演
平台，即場報名便可上台演出；激發孩童創意的
Kreative Studio 「小小大明星」歌唱比賽及利用
廢棄物料循環再造藝術品的 「創意升級再造工作
坊」。數碼港將會於現時全港最大型的戶外影
院，播放老少咸宜的電影如 「我要高飛」、 「森
美海底歷險」等，怎能錯過？

數碼港周末藝墟時間表即可上網查詢。網
址：www.cyberport.hk。

倫敦奧運完結後，體壇焦點又回歸到各地的
足球聯賽。國際足壇的 「夏季轉會窗」已結束，
球會要到來年1月才可再做球員交易。今次轉會窗
最貴交易是波圖前鋒侯克（Hulk）以5000 萬歐元
（5.8億港元）的 「天價」加盟俄超球隊辛尼特，
令人奇怪的是，侯克的轉會9月3日才落實，而在
一般球迷心目中，轉會窗應在 8 月 31 日完結。其
實，轉會窗日期沒有硬性規定，球迷以為死線在8
月底，只因英超、西甲、意甲、德甲、法甲 「五
大聯賽」的交易期結束日全是在8月底。俄超的轉
會截止日是9月6日，因此俄羅斯球會有多6天的
時間斟介球員，可待其他歐洲球會鳴金收兵後，
才 「睇定來買」。

以往球隊在球季任何時間都可以買賣球員，
直至2002/03年球季，國際足協才立例規定轉會時
間，訂明各地聯賽須規定每年有兩次轉會期，包
括時間較長的季前轉會期及時間較短的季中轉會
期。國際足協規定，季前轉會期約2個月，季中轉
會期為1個月。因歐洲主要聯賽的季前轉會期均在
夏天，便普遍稱為 「夏季轉會窗」，季中的則為

「冬季轉會窗」。
那麼球會在轉會窗完結後是否不能招兵呢？

不是，因為球會只是不能從其他球隊收購球員，
但招攬自由身球員是不受限制的，32 歲的前英格
蘭國腳射手奧雲（Michael Owen）近日就加盟英
超中游球隊史篤城。此外，英超規定如果球會全
部門將都不能上陣，可向賽會申請臨時向友會借
用門將，曼城在 2010 年就曾因為陣中 3 名門將倦
勤 ， 向 新 特 蘭 緊 急 借 用 匈 牙 利 門 將 富 洛 普
（Marton Fulop）。

轉會窗完結之日稱為 「轉會死線」，球會均
會作最後努力增兵或裁員，因此當日球會非常忙
碌，尤其是愈接近午夜的截止期，出價和還價會
愈頻密。如因技術問題而無法轉會，球會可提出
申訴，英超球會熱刺在2010年轉會死線前斟介荷
蘭中場雲達華（Rafael van der Vaart），本來皇家
馬德里已答應出讓，怎料熱刺的電腦竟然在重要
關頭 「死機」，無法傳送文件，幸好英超賽會酌
情處理，交易才得以落實。喀麥隆前鋒祖普莫亭
（Eric Maxim Choupo-Moting）則沒有那麼幸

運，他本在去年1月由德甲漢堡借用至科隆，但科
隆辦公室的圖文傳真機在這時失靈，文件無法及
時傳到德國足總，祖普莫亭只好留在漢堡。

關成

註：新制下的等級4相當於舊制下（A-Level）的D級

等級/科目
5**級

5級或以上

2級或以上

中文
0.8%

8.3%

78.5%

英文
0.7%

7.6%

78.6%

數學
1.1%

12%

79%

通識教育
0.7%

7.5%

90.2%

從表中可發現，通識的整體合格比率（2 級
或以上）約有九成，較其餘 3 個必修科目高出約
10%。簡單來說，每 10 名考生當中，只有 1 名考
生獲取 1 級（不合格）或以下的成績。但是，通
識考取5級或以上的，比率只有約7.5%，較其餘
3個必修科目為低；而通識考取5**級的，比率只
有約0.7%。換句話說，全港只有約五百多名考生
能夠成功奪 「A」。

綜合以上資料，大家會發現新高中通識科有
一個 「合格易高分難」的評核現象。（待續）

香港通識教育會 鄭偉基

天地大衝撞

新高中通識

合格易高分難——檢視通識文憑試合格易高分難——檢視通識文憑試

2012年夏季6大轉會球星
球員

（國籍/位置）

侯克
（巴西/前鋒）

泰亞高施華
（巴西/後衛）

夏薩特
（比利時／中場）

盧卡斯洛迪古斯
（巴西/翼鋒）

查維馬天尼斯
（西班牙/中場）

韋素
（比利時／中場）

原屬球會

波圖
（葡超）

AC米蘭
（意甲）

里爾
（法甲）

聖保羅
（巴甲）

畢爾包
（西甲）

賓菲加
（葡超）

加盟球會

辛尼特
（俄超）

巴黎聖日耳門
（法甲）

車路士
（英超）

巴黎聖日耳門
（法甲）

拜仁慕尼黑
（德甲）

辛尼特
（俄超）

轉會費

5.8億
港元

4.2億
港元

4億
港元

4億
港元

4億
港元

4億
港元

▲威尼斯每年的嘉年華會，可說是成了年度的
「cos-play」 大會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