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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升學一熱一冷

《活力校園》誠向各學校及學生徵稿：
． 「學校動向」 講述學校威水史及活動情況
． 「布告板」 助學校推廣活動（點列式刊登）
． 「闖闖新天地」 刊載學生佳作
． 「真我風采」 刊出學生攝影、畫作等美術作品（需

附作品簡介）
投稿者請於稿件內附上資料（學校、聯絡人、電

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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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校園」，或電郵至ed@takungpao.
com.hk

另外，逢周三的《讀書樂》歡迎學生寫下閱讀心
得，參加 「學生讀書隨筆比賽」，請將投稿連同個人
資料電郵至 tkp.reading@gmail.com；稿例詳見《讀
書樂》版面。

「不成器」的男孩？中國文化與創意（二）

獎品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4A 袁子成

徵稿啟事

進學篇

闖闖新天地

創意出狀元

美德你得 心同此理

家長新思維

筆者前文已提及安排子女在高中
階段往英語地區升學的數目顯著增
加，而陳倩君則在上周指出內地升學
的怪現象：一端是教育局熱烘烘地舉
辦 「內地高等教育展2012」，更多內
地院校提供了以文憑試成績直接入學
的學額；另一端卻是今年首屆以文憑
試成績被內地院校錄取學生的冷淡反
應，他們真正到相應院校報到的比率
甚低，很多高校的報到率只有一成而
已。

派位聯招 協調欠佳
當然，此等派位以至報到的數字

落差，部分原因是因為內地派位與本
港聯招的協調欠完善。在報名時，很
多畢業生及其家長都會報讀境外大學
當作 「買保險」。縱使估計文憑試成
績不錯，也多報一兩個地區的大學聯
招，如內地及台灣。等到放榜時，既
有本港的前列大學的科系、又有海峽
兩岸名牌大學的接受，到時再作選擇
也不遲。而現實的是相對於兩岸的同
級數大學，本港學生及家長會選擇本
地大學。當此批同學拒絕了兩岸大學
的學額時，這些大學又未必能夠及時

安排次選的申請港生入讀。於是乎，
兩岸大學的好意也便在此編配制度中
沖淡了。

除了因編配制度弄至數字上的冷
淡外，本港中學生對內地生活和學習
環境的適應亦是 「內地升學」風氣轉
冷的另一要素。從洗手間的清潔到
Facebook的禁制，本地學生到內地升
學確是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十年前
一個香港女生升讀北京大學的體驗：
在下雪的嚴冬要在戶外步行數分鐘，
才能從宿舍到澡堂去作一個較舒暢的
沐浴。到今日，北大宿舍的條件改善
了，以上的情景不再，否則生理上的
準備也不可少。

行程困難 學懂磨練
而從家長的角度，子女由青少年

步向成年，當然是要有所鍛煉，增強
適應。再想，現時就讀中學的下一代
的事業發展期將會是香港 「五十年不
變」的後過渡期，子女的普通話能
力、內地環境的理解和適應、內地人
脈的建立等均是未來香港人才的必要
因素。要將這番道理說明給子女，當
然不能以硬銷灌輸的模式。現時，不

少學校有安排學生往內地交流，這便
是個好機會。家長可以在事前準備及
事後檢討時加以參與，讓子女能在行
程困難的地方學懂磨練；在內地落後
的地方學懂進步的要求。當子女能夠

以一個樂觀積極的態度看待內地升學
的客觀環境時，他們便會好好把握現
時內地院校對本港學生提供的升學優
惠。留港升學好，還是回內地升學
好，二十年後才知道真正的答案。

在過去的一年，第一屆新高中畢業生的出路確是備受關注。教育局、各大學及大專機
構，甚至於內地、台灣及海外升學的辦事處等，均顯著提升了人力物力，以提供更多升學機
會予這一批 「高中新人類」 。而結果出來，除了大學聯招入本港資助學位的途徑是相對穩定
外，其他的升學出路均出現不少變化，這方面值得現時有子女就讀中學的家長留意。

撰文：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高級講師 許為天

國 際 兒 童 科 學 及 數 學 節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Science and
Maths Festival, ICSMF 2012）剛剛在印
度 安 德 拉 邦 的 維 沙 哈 巴 南
（Viskhapatnam）落幕。本港學生簡泳
怡在是次大賽中，勇奪一等獎，為港增
光。

是 次 科 學 節 是 由 Sri Prakash
Vidyaniketan為11-15歲兒童舉辦，從
全球2982項報名作品中選出64項晉身
決賽，剛在寧夏舉行的全國青少年科技
創新大賽中得一等獎，現年14歲就讀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中三級的簡泳怡同
學，成為香港唯一入選代表，經過兩日
的問答、展示及嚴謹的評審，最後奪得
一等獎。

科學節由11月9日開始至11月11
日，一連三日，除進行比賽外，大會還
安排了精彩的科學互動環節，邀請了星
級講者引導同學作科學探究，包括香港
科學創意中心的黃金耀博士、泰國宣素
那他皇家大學的鍾才博士及印度Homi
Bhabha 科學教育中心的 Dr. Sudhakar

Agarkar。分別教授了科研的思考方法，
也介紹了簡單又有趣的科學實踐活動，
一方面加深同學對科學的興趣，一方面
也加強了同學對科學的認知。

在科學分享外，也在參觀 Sri
Prakash中學時，發現學校設有流動巴士
學校，內設多媒體教學工具，為行動不
便的學童進行義務教育；在校學生每年
最少參與一次，從中讓同學了解社會責
任及培養良好的服務精神。參觀時還安
排了與學生對話的時間，發現同學的英
語水平很好，溫文有禮，坐姿端正，可
見學校有良好教養。而維沙哈巴南的學
生在學校要學習三種語言：印度文、泰
盧固語（維沙哈巴南一帶的方言）及英
語，學生是要學三文三語。

在大會周到的安排下，參觀了不少
景點。站在延伸兩公里長的海灘，領略
海洋的力量，到潛水艇博物館，走進一
艘蘇製的潛水艇。到凱拉沙吉里
（Kailasagiri），遠眺秀麗山丘。到波拉
石窟（Borra Caves），感受到億萬年地
殼 的 變 動 。 到 辛 哈 恰 拉 姆 神 廟

（Simhachalam），了解神秘的儀式。最
後 ， 還 到 了 阿 拉 庫 谷 （Araku
Valley），學着跳Dhimsa民俗舞。

誰說科學研究是一件悶蛋事？科學

研究可帶領大家走到不同的國家，了解
不同的文化，啟發新的研究題材！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理事
陶婉雯老師

香港學生載譽國際兒童科學節

兒童音樂啟蒙班

讓我難以忘懷的是小學時期的一份再也普通不過
的獎品，那是一次籃球比賽的獎品。

之前，我連籃球都不願多摸一下，一個又重又沉
的球體穿過一個籃圈有啥好玩呢？但當時幾乎所有的
男同學都迷上了這項球類運動，我也不得不參與其中。
一天，體育老師說要舉行籃球比賽，當時全班同學都
興奮不已。於是放學後大家都聚在一起練習，漸漸地
我也對這項運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比賽終於來臨，我們早已蓄勢待發。多日以來的
訓練，使我們一鼓作氣殺進決賽。然而決賽對手也並
非泛泛之輩，比任何對手都要強。

「大戰」開始前總是有點異常的氣氛，彷彿戰鬥
的氣息籠罩了整個操場。比賽開始了，上半場一度落
後於對手，一直找不到解決的方法，但我們都有取勝
的決心，沉着應戰。當時，我從未擁有過如此渴望勝
利的感覺，腦裡不停催逼自己要眼明手快，要機靈點。
隊友和我不斷拍手互相鼓勵，期望力挽狂瀾。皇天不
負有心人，我們在最後一刻成功把分數反超前，我們
全都興奮得跳到半空去。

哨子聲響起意味着比賽的結束，勝利的到來。這
個勝利也帶來了我第一個體育競技的獎項。因為有它
作為目標，我也愛上了打籃球；因為有它，也讓我和
隊友更相熟、更團結。這一份獎，只是一張普通的獎
狀，但確重過千萬斤，它承載着太多難以忘懷的回憶。
至今，它已發黃了，也有點破損，但仍跟家裡最貴重
的東西一起收藏在夾萬箱內。

自清末到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
命，中國的傳統文化都成為中國積
弱、科技落後的代罪羔羊。清末提出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自強運

動，以甲午戰爭失敗告終。辛亥革命
成功，民國建立，西學東漸、五四運
動 引 入 德 先 生 Democracy 和 賽 先 生
Science，國人要摒棄中國的傳統文
化；及至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批
林批孔，中國的文化可說蕩然無存，
元氣大傷。但中國的學問畢竟博大精
深、源遠流長。上世紀末已有國學
熱，現代人開始醒覺，懂得發掘中國
傳統的智慧。中國的文字是先民留給
我們寶貴的遺產。《易經》更是一部
奇書，六十四卦，錯綜複雜，箇中智
慧，值得玩味。

還有老子和莊子兩位思想家，他
們都是荊楚文化的代表，與孔子、孟
子的中原文化有很大的分別，可互補
不足。荊楚地方即長江一帶，氣候與
北方很不同，南方天氣濕潤、山多樹
密、有森林沼澤、霧氣頗多，使人幻
想到有神仙或鬼怪妖魔的出現。荊楚
文化的代表人是老子，他本人的身世
至今仍然爭論不休，但老子是個智
者，孔子稱他為龍，高深莫測。老子
是個大思想家，孔子也要遠赴洛陽，
向他詢問禮，但老子認為春秋時代是
個亂世，他選擇做個隱士。相傳他騎

牛出關，一路西往，最後
不知所終。當時有位姓尹
的關員，看到紫氣從東而

來，知道有奇人將至，並認出了老
子，要求老子先寫下他的想法心得，
方讓他通過，最終讓老子留下五千字
的智慧。這本書最初叫《老子》，後
來的人也稱《道德經》。道德經是探
究宇宙大自然的規律，從而應用於人
事。道德經開宗明義就是 「道可道，
非常道」。道是道理，是道路，但不
可以用一般的方法去理解，要領悟和
實踐。老子的主要的思想是 「道法自
然 」 ， 「無 為 而 治 」 ， 「上 善 若
水」。他認為以柔能濟剛。水是柔
的，但也可非常威猛。這種靈活多變
的思考方法也是一種創意的思考法。

老子是春秋末年的人，到了戰
國，更有莊子的繼承，並把道家思想
發揚光大。莊子豪放不羈，思想詭
奇，富幻想力，善寫寓言故事，周莊
夢蝶還是夢蝶周莊？莊子的創意無
限，是天才中的天才。

談創意還有唐詩。唐朝一代，氣
魄雄偉，盛極一時。大江南北，中外
文化交流跌蕩，使唐詩大盛。當時科
舉取士亦看重詩的文采。當中詩仙李
白更是唐詩的皇者，他一生充滿傳
奇，生於四川，深受蜀文化的影響，
他特別喜歡司馬相如： 「十五觀奇
書，作賦凌相如」到二十五歲，他
「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漫遊名山

大川，他的詩自由奔放，充滿幻想
力，要增創意，不妨研究李白，學學
他的詩。

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陳家偉

唸小六的奇宏體格魁梧，
臉龐飽滿眼睛細小，樣子像韓
國又像日本童星，走在街上時
有路人笑瞇瞇向他說： 「很可
愛的孩子！」

然而，現實生活中的奇宏
不但不 「可愛」，反而被家人
稱為 「小霸王」，十分 「可
惡」。奇宏率性，自我感強
烈，不知講禮貌守規矩為何
物，對自理孝道尊敬更置若罔
聞。在奇宏眼中，老師不但無
恥、同學也愚昧，連學校也落
後。

為了奇宏，母親早年已辭
去工作，專心一意教好兒子。
奇宏自高幼開始對自然科學知
識的探求強烈，不斷從課外書
本、電影和互聯網等媒體吸收
資訊，小四時已能看懂複雜的
機械或動物解剖圖，曉得追本
尋源，分析各種生物的特性，
還思索人類的未來，探究長生
不老法，並許下宏願要把世上
的絕症，例如癌症消滅。

奇宏不做功課的紀錄其實
隨時可領幾次大過，但學校深
明奇宏特性，改變了教導方
法。班主任知道奇宏電腦知識
豐富，着他去做助教和檢查
員，負責電腦室的運作，寫下
報告以代替欠交的功課；又安
排性格溫馴有耐性的同學協助

他寫家課冊和核對功課，減少
奇宏對功課的逃避。奇宏體強
力壯，老師也特意指派他去協
助班上一些有特殊照顧需要的
同學，使他感到關愛和幫助別
人是美德。

日子有功，奇宏欠交功課
的紀錄接近零，品行也及格，
可是在家仍經常氣得媽媽生
煙，擔心他長大 「不成器」。
「明天要考呈分試，今天才溫

習，哪有好成績？叫他去瞄一
瞄書本，他只是說書在心中，
轉 頭 又 埋 首 去 玩 電 腦 遊 戲
了。」媽媽哭笑不得地對筆者
說。

美國有研究員和學者，對
「學校不適合男孩」做過一些

研究，發現不守校規或學業表
現弱的男學生的確較女學生
多。但這並不反映出這類學生
在往後的工作表現，和對社會
的貢獻。值得關注的是，學者
建議學校制定的校規能否有彈
性，其標準能否迎合現今社會
發 展 的 需 要 ， 才 是 有 效 化
「劣」為 「優」的教育方向。

「未雕琢的玉是塊頑石，
要以不一樣的方法才能把蘊藏
的真面目揭開。」奇宏的班主
任語重心長地說。

集仁琛
psyche9191.reader@gmail.com

近年學習音樂有年輕化趨勢，幾歲兒童已學習樂
器，這樣無疑較小學甚至中學才學習樂器之青年起步
早得多，不過太年輕學習樂器，部分小學員之手指頭
肌肉、吸收能力、理解能力較弱，學習未如理想。每
當家長致電本會查詢課程，筆者定必介紹本會之 「兒
童音樂啟蒙班」。

起初小朋友接觸音樂，首要任務要讓他們對音樂
感到興趣，進而產生好感。兒童音樂啟蒙班是一個不
錯之選擇，由於課程大多以班際形式上課，可訓練學
員適應群體生活，他們在輕鬆環境下培養音樂興趣、
發掘音樂潛能。

市面上充斥不同性質之兒童班：有的價格低廉、
有的學習時期短、有的大班教學、有的實用性較低……
而筆者曾接過不同類型家長查詢本會之兒童音樂啟蒙
班： 「有表演機會？」、 「修畢會有證書？」、 「參
加這課程只是玩玩罷了！」等。我認為讓子女學習音
樂的第一刻就必須 「認真」，因為家長之態度對子女
未來學習音樂道路起了 「直接影響」。我所指的 「認
真」並不是要求家長嚴苛地 「訓練」子女課堂上所學
一切，而希望家長重視小學員接觸音樂之 「起點」，
每課後之功課需要做足、課程之評估需要協助小學員
溫習。若上述準備不足，兒童定必對音樂產生厭倦，
他們的音樂路可能於短短數月後便結束！

其實理想之 「兒童音樂啟蒙班」不單要把基礎音
樂知識灌輸給兒童，同時要自少開發他們各方面潛能：
聲樂、節奏感、聽感、對各種樂器之興趣等。有見及
此，當我設計本會兒童班之內容大綱時會着重 「音樂
知識、歌詠、音樂歷史、音樂欣賞、音感訓練及樂器」
六大元素。經過一年之接觸與體驗，老師與家長多少
也能夠看出小學員之強項，加以栽培，必定成功。筆
者教過不少由兒童班進階至學習樂器之小學員，他們
的確較直接學習樂器之小學員優勝，至少他們對於認
音速度、音樂符號認知、節奏感上較突出。

除了知識範疇外， 「實踐」也相當重要。本會經
常提供演出機會讓小學員從小面對群眾，以歌詠、吹
奏口風琴、敲擊節奏等形式把課堂中所學所得實踐出
來，對於家長以及學員而言也是相當寶貴之經驗！

香港藝術音樂協會主席 何俊榮（Ho Sir）

主旨：鼓勵年輕人關懷長者和認識長者的居住需要
對象：本港全日制高中學生
獎勵：得獎者所屬中學亦會獲贈獎座。得獎作品輯

錄成文集，分發到所有學校
截稿：11月30日（明天）
下載參賽表格：http://www.hkhs.com/writingcompetition/

出路變化多 家長要留心

房協「老有所居」徵文比賽

文康資訊

▲（右四起）陶婉雯老師和簡泳怡同學，及黃金耀博士在多媒體流
動車前合照

▲很多畢業生及其家長都會報讀不同的大學當作 「買保險」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