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NBA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豪華稅稅率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五

463463463

A47通識新世代③責任編輯：于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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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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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A薪酬制度

天地人和

茶水站

愉快學習

通識教與學 「互相引證」的通識閱讀模式

社會文化與通識教育社會文化與通識教育新高中通識

教育心理學主要分行為主義、認知主義、人
本主義三大流派，「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是
認知學派的分支。概括來說，建構主義強調：

（1）知識是認知個體主動建構，不是被動的
接受或吸收；

（2）認知的功能在適應，認知是用來組織經
驗的世界，不是用來發現本體的現實；

（3）知識是人與人經由 「磋商」與 「和解」
的社會建構。

這些主張與通識教育科以 「議題探究」為主
要學習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前蘇聯教育心理學家維高斯基（Vygotsky）
所提出的建構主義教學理論中，除 「鷹架」和
「近側發展區」外，另一重點是強調 「社會文

化」的重要性。皮亞傑（Piaget）是認知學派大
師，其理論重心主要是從認知的個體出發，理論
亦帶着濃重的生物學色彩，被人批評缺少社會文
化意識，所以維高斯基的理論特色和價值，顯得
很突出。

維高斯基認為，知識是社會互動下的產物，
從文化歷史與實際生活經驗中擷取學習內容，才

能獲得深層的共鳴。社會上的文化和制度如宗教
信仰、風俗習慣、行為規範，都構成學生主要的
學習內容，影響着學生學習。而問題解決及決策
能力等高層次的心智能力的培養亦深受文化與社
會環境的影響。這與通識教育科以時事議題為切
入點、拓闊學生視野的主張類似，因此建構主義
有可供通識科借鑒的地方。

實踐出真知
運用維高斯基建構主義中社會文化理論來設

計通識科的教學，有兩點應該重視：
其一，是 「實地考察」。如何從社會文化中

建構通識科的知識？根據課程指引中學生需要學
習的知識概念，找一些真實機構作實地考察。其
好處是經驗真實具體，又能感受實地的氣氛，不
似單從書本吸收抽象。而且這種經驗是可以伸延
的，遇有相同地方發生別的事情，同樣能引起同
學注意；即教育局所主張，同學應具有議題 「轉
移」的能力。以 「政治參與」這概念為例；政治
參與是指個人和群體透過某種行動去影響政府的
政治決策過程。透過考察政治機關，例如 「立法

會綜合大樓」，學生可增加對政治參與的觸覺，
加強日後對書本和政治新聞的理解能力。而近年
不少事件或議題，都圍繞着 「立法會制度」發
生，例如近年的 「五區總辭」、 「政改方案」、
「功能組別」、 「遞補機制」、 「議員拉布」

等。同學經參觀考察後，能聯繫事件思考，考察
經驗即成為很好的學習 「鷹架」。

其二，是 「模擬活動」。維高斯基認為知識
是社會互動下的產物，強調運用小組合作、遊
戲、討論等教學方式。續以 「立法會」為例，立
法會的職權是制定法律；監管公共開支及監察政
府工作，因此立法會涉及大部分與通識科有關的
香港時事議題。參觀 「立法會綜合大樓」後，舉
辦 「模擬立法會」作為教學活動，同學扮演立法
會主席、不同界別議員、局長官員等角色，進行
「動議」、 「質詢」等環節，更能有效運用經實

地考察得來的社會文化經驗討論，討論深度自能
發展，廣度方面因立法會涉及不同單元的議題，
亦可兼顧。

伯特利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鄧錦輝

近年，教育提倡 「愉快學習」。但有人認為學
習不一定愉快。我個人認為學習愉快與否，最大的
因素取決於學生對學習的心態與目標，以及老師教
育學生的方式。 「愉快」解釋為感到愉悅、暢快及
快樂， 「學習」解釋為認識及複習新與舊的知識。
兩個詞用在一起即是指從一個快樂、愉悅的氣氛中
學習和複習新與舊的知識。

事實上有哪一個學生在學習時不會遇上困難和
挫折呢？面對逆境時，有學生會放棄，亦有學生選
擇堅持。選擇放棄的學生常常是盲目的為學習而學
習，根本沒有為自己制定一個目標，最後因為缺乏
一份衝勁而放棄，這些學生覺得學習不僅沒有趣味
更是一種負擔。

選擇了堅持的學生，他們雖然被困難阻擾了學
習的進度，但他們常抱着溫故知新及在錯誤中學習
的心態，深信只要渡過難關和經受住挫折，必定能
豐富他們已有的知識，更能令他們明白如何面對挫
折與逆境。他們訂立的目標明確，令他們燃起熾熱
的衝勁。這種力求上進的精神不但令這些學生覺得
學習是一種享受的過程，更是推動他們進步的原動
力。

除了學生對學習的心態外，學習愉快與否亦十
分取決於教師的教學方式。老師是學生的靈魂，沒
有老師何來學生，沒有師傅又怎會有徒弟？

假如老師的教學手法刻板，每文每字照辦煮
碗、隻字不漏的解釋一遍，這種缺乏趣味性及沉悶
的表達方法，不但令學生感到苦悶，更失去對學習
的興趣。假若老師換個角度，以一種較幽默和新穎
的方法去教導學生，如多製造互動的機會或進行小
組比賽的方法，定能大大提高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從而形成愉快的學習氣氛。

老師與學生關係密切，在學習的道路上缺一不
可，倘若學生能夠訂立明確的學習目標，並調整好
對學習的心態，而老師以一個較幽默和新穎的教學
方法，取代傳統的千篇一律的教學方法，兩者相輔
相成，要做到 「愉快學習」並不是不可能的。

新一季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已在11月
初開鑼，去季在香港引發 「林瘋」熱潮的美籍華
裔後衛林書豪離開紐約人，以 3 年 2500 萬美元
（1.9億港元）薪酬加盟火箭。紐約人拒絕與林書
豪續約令不少球迷訝異，其實這是計算成本後的
正常決定，因為火箭向林書豪提供的合約乃針對
紐約人的 「毒藥合同」，紐約人留人的話成本將
高達5億。

要知道林書豪的合約有多 「毒」，首先要了
解 NBA 的薪酬制度。NBA 聯盟為免有球隊以高
薪囤積明星，設立球隊薪酬上限，2012至13年球
季的 「薪資帽」為 5800 萬美元（4.5 億港元）。
不過這並不代表球隊的薪酬開支必定在5800萬美
元或以下，因為NBA球隊與自家球星續約時不受
薪資帽限制，薪酬上限只是要防止球隊不斷招攬
高薪球星。由於薪酬上限未能阻止球隊亂開支
票，聯盟近年增設 「豪華稅」，規定薪酬開支高
於某個數目的球隊要向聯盟交稅，今季的豪華稅
界線為7000萬美元。豪華稅為 「階梯稅制」，超
過限額愈多稅率愈高，以今季為例，薪酬開支比
徵稅線多500萬或以下者，每超1元就要向聯盟交
1.5 元，若超出上限 1500 萬至 2500 萬美元者，稅
率更高達每超 1 元要付 3.25 元，若是經常超支的

球隊，稅率會再高1元。
林書豪今夏只屬受限制自由身球

員，其他球會向他開出合約，只要紐
約人提供相同的條件，林書豪就必須
與紐約人續約。可是內線3星安東尼
（Carmelo Anthony）、A 史杜達米
亞（Amare Stoudemire）及泰臣查特
拿（Tyson Chandler）年薪俱逾千萬
美元，而且合約為期都不短。到了
2014/15 年球季，安東尼及 「A 史」
年 薪 將 為 2300 萬 美 元 （1.8 億 港
元），查特拿該季的薪酬則達 1500
萬美元（1.2 億港元），令紐約人該
季的薪酬開支已超過 7500 萬美元。
有見及此，火箭今夏斟介林書豪時，不是將2500
萬美元平均分為三年支薪，而是首兩年俱定為
500萬美元，2014/15年球季則為1500萬美元。紐
約人若要以相同條件留人，第三季的開支將 「爆
煲」。由於紐約人向來以 「大花筒」見稱，每年
都要交豪華稅，如果留下林書豪，第三季要為林
交 「慣犯」的1：4.25稅率。換言之紐約人留下林
書豪，在第三季就須付 6400 萬美元（5 億港元）
稅款。

雖然林書豪在上季中掀起全球「Linsanity」，
為紐約人最少進帳 3000 萬美元（2.3 億港元），
但該名24歲後衛只打了半季 「好波」，未嘗在完
整球季證明自己，而且季尾受膝傷困擾提早 「收
咧」，所以紐約人未敢冒險實屬正常。至於火箭
在中國中鋒姚明退役後一沉不起，急需華人球星
穩住中國市場，招攬人氣極盛的 「林瘋」，無論
在商場還是球場均是出色的一着。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設立，對中學的教學生
態帶來影響，特別是教學法的轉變。 「從閱讀中
學習」成為通識教育科的 「學與教」策略，如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所言： 「『從閱讀中學習』對於通識教育科有以
下重要性：讓學生透過閱讀材料的理解和建構意
義，發展思維能力。培養學生對不同意見、想
法、價值觀和文化抱持開放的態度。豐富學生的
知識和拓闊他們對生命的理解，以幫助他們面對
人生的挑戰。」

針對 「通識教育科」與 「閱讀」之間的重要
關係，學校可採用 「閱讀文本的教學計劃」。首
先，確定所牽涉的年級、人數、學生能力、學習
單元和探討的主題等；繼而確定所選的閱讀材料
類別，例如：文字、照片、漫畫和數據等；最
後，運用相應的閱讀評估材料，例如：填表、畫
概念圖和長短論述題等。

「引證」 閱讀助多角度思考
整個主題的閱讀教學設計，可以採用 「互相

引證」的閱讀模式。假設教授 「單元二：今日香
港」的 「主題 2：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其相

關的 「閱讀主題」是： 「管治問題」或者 「香港
的深層次矛盾」等。所採用的書籍可以是：張炳
良的《管治香港的難題：回歸十年反思》和李光
耀的《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節錄、
析述其相關資料如下：

總理溫家寶曾經提示前特首曾蔭權要 「更好
地解決一些深層次矛盾」。這些深層次矛盾所指
的不只是長遠經濟發展。張炳良在書中認為香港
的政治有 「二分化思維」：親英 VS 親中、移民
VS不移民、親中央VS本土、愛國VS民主、建制
派VS民主派、支持普選VS反對普選等。回歸十
年，經濟衰退、沙士、禽流感、政策失誤等，均
對五十年不變的回歸藍圖帶來污點。政府外臨全
球化競爭的壓力，內對社會各界需索之上升，都
衍生巿民對 「更有為」政府的追求，也令非民選
的特區政府需以改革、利益分發的措施來贏取認
受性。然而，改革的舉措，往往會觸動拒變的各
方情結與利益格局，令當中的矛盾不但不能拔
根，反而深化了當中的層次。

管治香港的確不容易，當中的深層次矛盾也
並非一日形成的，在李光耀的書中可以得到引
證。在〈香港的回歸〉一節中，他明言： 「香港

人必須調和不同群體間相互牴觸的利益：僱主
（如李嘉誠）相對於力爭工會和工人選票的政
客，專業人士和管理人員相對於收入較低的白領
階級。在誰該付哪一種稅務，誰該得到衛生、住
屋、教育津貼等問題上，大家應該有個妥協。」
然而， 「平衡了各方的利益之後，更棘手的問題
還在後頭，即劃定哪些屬於集體利益，並以中國
特別行政區而不是獨立國家的姿態去爭取這些利
益。」

閱讀以上的資料，可見香港的 「管治問題」
所涉及的層面甚多：社會政治二分化、重大社會
事件的發生、外圍因素的影響、利益的爭奪和分
發、改革舉措所面臨的困難、群體之間的利益牴
觸、持份者之間的爭持和妥協、中國和香港之間
的關係等。無疑地，通識教育科採用 「互相引
證」的閱讀模式，將有助提升學生的多角度思維
能力。

（通識教育科教與學系列十，待續）

體育通識

日本的女孩子，每年都會有一個屬於她們的節
日─女兒節（又稱人偶節、桃花節或者雛祭）。
雖然當天日本沒有國定假期，但家家戶戶都會聚首
一堂，祝福家中女孩子健康成長。女兒第一次過女
兒節，家裡都會邀請很多親友一同渡過。

據說女兒節的由來可追溯至日本的平安時代，
當時日本受到當時唐朝上巳日的風俗影響，三月初
巳日人們用紙做成人的形狀，意思是將自己身體的
不適轉移到人形上去，然後放入河流飄走。現在日
本仍有些地方保持這種習俗。在3月3日的傍晚舉行
儀式，把各式各樣的人形娃娃隨着供品放到河裡，
病痛災難遠遠的漂走，祈求更健康、平安。

說到人形娃娃，不得不提 「女兒節娃娃」，它
們是女兒節不可缺少的重要擺設。最華麗的女兒節
娃娃有7層，最上層放着天皇及皇后，稱為親王夫婦
宮廷人形；第 2 層是 3 名手執酒、酒杯及酒壺的宮
女；第3層是演奏音樂的五人樂隊；第4層是隨從，
年輕和年老的大臣；第5層是3名僕人；至於第6及
第 7 層分別擺些小型的梳妝台類的嫁妝用傢具及牛
車、籠子和轎子等。這個陣容再加上其他飾品，這
套女兒節娃娃已是價值不菲。不過，有些家庭會選
擇層數較少的如1層、3層或5層─因為日本人視
奇數為吉數。

這些女兒節娃娃，是可以代代相傳下去的。每
當嫁女兒時，日本人會把這些娃娃和新添購的傢具
作為嫁妝讓女兒帶走。有些名門歷代相傳的娃娃已
累積到幾十，甚至數百個。一般來說，日本人會在
女兒節前一、兩個星期的吉日開始準備，一過了3月
3日便會趕緊把女兒節娃娃收起來─因為他們認為
若不收起來，將會影響女兒的婚期，擔心女兒很難
嫁出去。 裴 月

中華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微觀世界

女兒節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中四 葉靖嵐

在中華民族獨有的處世觀念中，其核心文
化思想為 「和」，經5000多年已演變為一種精
神，昇華為一種境界。《莊子》曰 「天地人
和，禮之用，和為貴，王之道，斯之美」，人
與自然合為一體，是道家的主要思想，是莊子
思想的精髓，對中國文化起到深遠的影響。
人，下立足於 「地」，上敬奉於 「天」，在
「天地」之間休養生息；人為萬物之本，亦為

世界之主。和，為 「中和」 「和諧」之意。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原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曾說： 「新世

紀，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樹立一個聽起來似
乎很抽象的觀念─可持續發展─並將其變
成全世界人民的現實。」可持續發展教育包含
資源─環境和社會─文化兩大維度，前者重點
在於處理好人和自然的關係，是為了拯救地
球；後者主要在於處理人和人的關係，是為了
維護和平。所以可持續發展目標即是天地人
和。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通過了《里
約宣言》，其開篇即提出 「人類是可持續發展
的關注核心，他們有權獲得一種與自然和諧共
處的健康而豐富的生活。」2002年在南非通過
了《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實施計劃》，提

出 「建立一個人道的、平等的國際社會，理解
人類所有關於尊嚴的需要」。由此可見，可持
續發展觀的認識在逐步深化。

2009年12月4日，尼泊爾總理和22位部長
在喜馬拉雅山海拔 5262 米的高度舉行內閣會
議，討論全球變暖對喜馬拉雅山的影響，呼籲
人們切實採取行動，保護環境。目前世界各國
極端氣候頻發，嚴重威脅着人類和其他生物的
生存。

發展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可持續發展不是
不發展，而是追求更高的、更為持續的發展。
但很多還處在飢餓線上的發展中國家，如何處
理 「發展可能破壞環境，保護環境又可能影響
發展」這樣的矛盾？因各國所處的發展階段不
同，國家利益和全球生態利益的衝突表現得非
常激烈，一些非洲國家和太平洋島國面臨着嚴
重的生態危機，而一些發達國家為了本國利
益，不輕易許諾減排目標。據測算，美國、歐
盟、日本是氣候債務的三巨頭，分別欠債 880
億、640億和260億美元。發達國家理應為全球
環境保護作出更大付出，償還在工業化階段對
全球污染帶來的生態債。

可持續發展應該成為 「同一個世界」生活
的每個人的 「同一個夢想」，這實際上體現的
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即北宋理學家程顥提出的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孟子說 「仰不愧於
天，俯不怍於人」才是真正的君子，既對得起
自然、又對得起人類。中國一直講 「天地人
和」， 「天地人和」就是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化
闡釋。 （可持續發展之一）

于 曠

超出上限金額

500萬美元或以下

500萬至1000萬美元

1000萬至1500萬美元

1500萬至2500萬美元

註：若球隊薪金連續數季超標，稅率將提高1元

稅率

1：1.5

1：1.75

1：2.5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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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