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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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位進軍F1的華人車手

閱讀教學須釐清概念

巧借合作學習 活化通識教學巧借合作學習 活化通識教學
由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聯同古物古蹟辦事

處舉辦的 「2012古蹟周遊樂」，將於12月1日至31日
舉行。參加者不單可免費索取 「古蹟周遊樂」紀念品
及收集歷史建築蓋印，更可於活動後憑蓋印參加比
賽，有機會贏取由香港郵政贊助以歷史建築為主題的
郵品。

發展局發言人表示：「今年，我們向公眾介紹三條
精選文物徑，推廣一些已完成活化工程及現存的香港
歷史建築。『古蹟周遊樂』讓大家有機會回顧和欣賞香
港的歷史。」三條文物徑分別是 「九龍：社區活化」、
「大澳：水鄉新貌」和 「中上環：中西薈萃」，當中

包括第一期 「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活化計劃）
旗下及即將進行活化工程的歷史建築，以及由其他機
構管理的歷史建築。

三條文物徑的詳情如下：
「九龍」徑包括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香港浸會

大學中醫藥學院─雷生春堂、饒宗頤文化館及賽馬
會創意藝術中心。

「大澳」徑介紹大澳文物酒店及大澳區內其他歷
史建築，如楊侯古廟和關帝古廟。

「中上環」徑展示荷李活道的古蹟，並以必列者
士街街市、孫中山紀念館、文武廟和香港醫學博物館
為重點介紹。 「2012 古蹟周遊樂」舉辦期間，一套八
款的限量版歷史建築鑰匙扣將於指定歷史建築內以先
到先得的形式派發。參觀者亦可於該八幢歷史建築內
收集獨特蓋印。集齊一套八款歷史建築蓋印，即可參
加創意募集比賽，以50字為限，就 「如何推廣 『古蹟
周遊樂』」發揮創意，並於2013年1月31日前將作品
連同蓋有八款歷史建築印章的小冊子頁面寄回文物保
育專員辦事處，便有機會贏取由香港郵政發行的 「活
化香港歷史建築」郵品。

部分歷史建築需預約參觀或購票入場，大部分歷
史建築均歡迎公眾於開放時間入內參觀，部分更於指
定日期免費提供導賞服務。

詳情瀏覽網站：www.heritage.gov.hk

來自上海的賽車手馬青驊日前與 HRT 車隊
簽約，明年將出戰一級方程式賽車（F1）上海
站，成為首名出戰F1的中國車手。其實香港與F1
早 在 30 多 年 前 已 結 緣 ， 香 港 德 利 賽 車 隊
（Theodore Racing）在1976年開始角逐F1賽事6
季，開了華人參與F1的先河。

自組車隊出戰F1
德利車隊由已故印尼華僑葉德利（Theodore

Teddy Yip）創立，1906 年出生的葉德利，在荷
蘭讀書後來到香港發展事業，成為賭業及地產界
大亨。Teddy 除了營商有道外，還是熱愛生活的
花花公子，尤其喜歡刺激的賽車，有 「格蘭披治

先生」之稱，年輕時曾到澳門東望洋賽道角逐，
後來每年也出錢出力支持澳門大賽車。

葉德利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軍國際車壇，
與車壇著名經理人錫德泰萊（Sid Taylor）合作，
先資助車手參與Formula 5000，到1976年更自組
車隊出戰F1，可惜該年只出戰美國站就退出。翌
年葉德利捲土重來，找來法國著名車手譚比
（Patrick Tambay）參與下半季賽事，出戰8站獲
兩次第5及1次第6，戰績算是不俗。不過德利車
隊在1978年因戰車不濟而僅有1場完成比賽，隨
後兩年也銷聲匿跡。

1981年葉德利決定放棄大部分生意，專注經
營德利車隊，車隊也首次全季參與F1，由譚比在

首站美國站獲得第 6 名取得第 1 分，全
季在車隊排名榜也以這 1 分位居第 12。
當時F1已批准使用超級引擎，所以小車
隊如德利很難與大車隊競爭。德利車隊
在1983年美國站靠委內瑞拉車手切哥圖
（Johnny Cecotto）奪得第 6 名，贏得
車隊第 2 分，但這也是德利車隊最後一
次在賽事中得分，因為車隊在該季尚餘
一站時便因經營困難而離開F1。總計德
利車隊共參與 64 場 F1 賽事，取得兩次
第5及三次第6名，表現中規中矩。

葉德利在1983年開始又把目光重投
澳門大賽車，該年引入三級方程式賽車
取代大西洋方程式，成為澳門賽車焦點
賽事。德利車隊在澳門當然光芒四射，
其中他們在1983年聘請當時仍是初生之

犢的巴西 「車神」冼拿（Ayrton Senna）出戰首
屆澳門三級方程式奪冠，成為一時佳話。隨着葉
德利年紀漸大，對賽車熱情驟減，德利車隊也在
90年代無聲無息消失。當Teddy在2003年以96歲
高齡與世長辭時，澳門政府特地撰文盛讚他對澳
門賽車事業所作的貢獻，並在當年的第五十屆澳
門格蘭披治大賽車舉行特別儀式向他致意。

F1在馬青驊外亦曾出現華人車手，來自馬來
西亞、父親是華僑的熊龍（Alex Yoong），2001
年加盟文納迪（Minardi）車隊，兩年間出戰18場
賽事，但未有得分。由於表現欠佳，因此縱有贊
助商支持，熊龍的車手地位亦被西班牙車手艾朗
素（Fernando Alonso）取代，艾朗素其後更成為
兩屆世界冠軍。 關 成

在高中通識教育科教與學的過程中，教授學
生閱讀、闡述 「主題」的時候，也須要顧及 「概
念」的釐清。為什麼此科的閱讀教學需要強調
「概念」？因為如果我們想要讓學生獲得的是可

以 「遷移」、 「轉移」或 「應用」的能力，就必
須掌握學習層次較高的 「概念」或 「原則」等，
而不是只教授學生一大堆的 「事實」。

如何在通識教育科閱讀教學中釐清、拓展對
「概念」的理解？以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的著作《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為例。
書中涉及很多 「概念」，例如： 「正義」與 「公
道」、 「財富」、 「權力」、 「榮譽」、 「福
祉」、 「自由」、 「美德」、 「自由巿場」等之
間的關係，從中可以引用一些有趣又有爭議性的
例子來講解或討論。例子一：一袋冰塊平時只賣
兩元，颶風過後，卻開價十元，這樣的價格公不
公道？政府是否該禁止物價哄抬？例子二：從
1932年起，在戰鬥中被敵方打傷或打死的美國軍
人都可以獲頒紫心勳章。然而，診斷出 「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諸如： 「精神失調」或 「心理創
傷」等）的退伍軍人卻不能獲頒紫心勳章。從中

值得深思的是：什麼才是值得表揚的美德？美德
的意涵有哪些？套之香港現實社會，相應的例子
一：樓宇供不應求時，樓價不斷上升，這樣的價
格公不公道？香港政府應否干預自由巿場的運
作？例子二：香港特區政府所頒授的勳章應表揚
哪些美德、社會價值？學校（幼稚園、小學、中
學和大學等）應表揚學生哪些美德？以什麼作為
準則？

輔以例子討論和解說
在通識教育科閱讀教學中選擇重要的 「概

念」，輔以例子討論和解說，是必須的。雖然這
些概念的形成和產生過程，有些是屬於心理學或
者兼是生理學的範疇、問題。教師可以完全不理
會？誠然不能。若果學生在閱讀過程中未能掌握
「清晰的概念」，這就等於缺乏厚實的 「討論基

礎」和 「討論常識」。故此，在閱讀教學中闡釋
「概念」是必須的。雖然這些 「概念」，有的學

生已在過往的知識學習中認識，或者有點認識。
然而，他們的認識是否 「真正」和 「徹底」的認
識？此點有待在閱讀教學中驗證。

學者 Gibbons 對於不同知識關聯性的建立有
較嚴格的界定。他認為必須先理解知識的本質
（基本概念、推論形式和探究方法），才能確定
是否可能建立關聯性。這些要點，也正是通識教
育科教師在閱讀教學時須要掌握和注意的。例
如：教授 「貧富差距」這個概念的時候，便需要
釐清其與 「巿場經濟」、 「（富人）納稅」、
「（窮人）福利」、 「幸福」、 「財富分配」、
「公 義 」 、 「權 利 」 、 「財 產 自 由 （ 支 配

權）」、 「自由社會」和 「社會保障制度」等概
念之間的關係，拓展各概念之間和其內部的意
涵。總言之，教師在通識教育科閱讀教學中，要
幫助學生找出文中並未明確描述的重要概念，或
進一步深化和釐清相關概念的意涵。這樣才能有
助學生建構出 「概念」和 「概念」之間的 「概念
圖」，拓展 「概念」的深層意義，以及藉此做出
有用的假設、有力的推論和驗證。

（通識教育科教與學系列十二，待續）

人類的生活與氣象關係密切。在政府新聞處
發布的公告中，經常會看到 「香港天文台在某月
某日某時某分發出之最新天氣報告」、 「每小時
溫度濕度報告」、 「本港七天天氣預報」等內
容，正應了 「天有不測風雲」之話。

從史前開始人類就試圖預測一天或者一個節
氣之後天氣會是怎樣。公元前650 年左右巴比倫
人使用雲的樣子來預測天氣。公元前340 年左右
亞里士多德在《天象論》中描寫了不同的天氣狀
態。中國人至少在公元前300 年左右有進行天氣
預報的紀錄。古代天氣預報主要依靠對天氣現象
的觀察，積累形成天氣諺語，但並不準確。

17世紀科學家開始使用儀器（比如氣壓表）
來測量天氣狀態，並使用這些數據來做天氣預
報。但因為當時人們無法快速地將數據傳遞到遠
處，只能使用當地的氣象數據來做天氣預報。

1854 年 11 月，英法聯軍正在黑海與俄國鏖
戰，就在聯軍的陸戰隊準備在港口實施登陸行動
前，黑海海面上突然狂風大作，巨浪滔天，陸戰
隊葬身魚腹者不計其數，幾乎全軍覆滅。痛定思

痛，法國軍方請來巴黎天文台的台長勒佛里埃，
讓他幫忙研究這次風暴的來龍去脈。那時還沒有
電話，勒佛里埃只有寫信給各國的天文、氣象工
作者，向他們收集1854 年11月12至16日5天內
當地的天氣情報。他一共收到250 封回信。勒佛
里埃根據這些資料，經過認真分析、推理和判
斷，查明黑海風暴來自茫茫的大西洋，自西向東
橫掃歐洲，出事前兩天，即 1854 年 11 月 12 日和
13日，西班牙和法國已先後受到它的影響。勒佛
里埃認為 「這次風暴從表面上看來得突然，實際
上它有一個發展移動的過程。電報已經發明了，
如果當時歐洲大西洋沿岸一帶設有氣象站，及時
把風暴的情況電告英法艦隊，不就可避免慘重的
損失嗎？」於是，1855年3月16日，勒佛里埃在
法國科學院作報告說，如果組織氣象站網，用電
報迅速把觀測資料集中到一個地方，分析繪製成
天氣圖，就有可能推斷出未來風暴的運行路徑，
有效地減弱災害天氣的危害。

勒佛里埃的獨特設想，在法國乃至世界各地
引起了強烈反響。人們認識到，準確預測天氣，

不僅有利於行軍作戰，而且對工農業生產和日常
生活都有極大的作用。因應社會上各方面的需
要，加之勒佛里埃積極推動，1856年，法國成立
了世界上第一個正規的天氣預報服務系統。各國
的人們亦開始有意識地建立氣象台站，記錄氣象
變化，總結大氣的規律。

天氣預報的誕生歷史說明，氣象條件可以影
響局部戰爭或戰役的勝敗，而由於戰爭的需要，
又推動和發展了氣象事業。 于 曠

古母親節起源於希臘，古希臘人在這一天向希臘神
話中的眾神之母赫拉致敬。在17世紀中葉，母親節流傳
到英國，英國人把封齋期的第四個星期天作為母親節。
在這一天裡，出門在外的年輕人將回到家中，給他們的
母親帶上一些小禮物。

現代意義上的母親節（MOTHER'S DAY）起源於
美國，由安娜．賈維斯（Anna Jarvis，1864-1948）發起。
1906年5月9日，安娜．賈維斯的母親去世，她悲痛萬
分。在次年母親逝世的周年忌日，賈維斯組織了追思母
親的活動，並鼓勵他人也以類似方式表達對母親的感激
之情。賈維斯寫信給西佛吉尼亞州安德魯斯循道聖公會
教堂，請求為她的母親做特別追思禮拜。她母親生前為
這一教堂的星期日學校服務了20多年。1908年，教堂宣
布賈維斯母親忌日──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為母親節。
賈維斯更組織了一個母親節委員會，呼籲將母親節定為
法定節日。她的呼籲獲得熱烈回應。

1913年5月10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決議案，由威
爾遜總統簽署公告，決定每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為母
親節。這一舉措引起世界各國紛紛仿效，至1948年賈維
斯謝世時，已有43個國家設立了母親節，但母親節日期
並不相同，有些國家往往會用國際婦女節來當作母親節。

美國政府規定，母親節這天，每家都要懸掛國旗，
以示對母親的尊敬。1934年5月，美國首次發行母親節
紀念郵票，郵票上一位慈祥的母親，雙手放在膝上，欣
喜地看着前面花瓶中一束鮮艷美麗的康乃馨，康乃馨便
成為象徵母愛之花。人們把思念母親、孝敬母親的感情，
寄託於康乃馨上，康乃馨也成為了贈送母親不可缺少的
珍貴禮品。

在中國，萱草一向有 「母親花」的美稱。《詩經．
衛風．伯兮》裡載：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朱熹註
曰：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諼草即萱草，
古人又稱忘憂草；北堂是主婦居處的地方，因此古人便
以 「北堂」代稱 「母親」，而母親住的北房即稱萱堂。
這句話意思是：我到哪裡弄到一支萱草，種在母親堂前，
讓母親樂而忘憂呢？孟郊游子詩云： 「萱草生堂階，游
子行天涯；慈母依堂前，不見萱草花。」葉夢得的詩云：
「白髮萱堂上，孩兒更共懷。」 乙 芽

天氣預報圖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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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利車隊由已故印尼華僑葉德利創立▲德利車隊由已故印尼華僑葉德利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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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文台台徽

33條文物徑重溫香港歷史條文物徑重溫香港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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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 「鷹架」、
「近側發展區」、 「社會文化」和 「思維與語

言」的重要性。維高斯基雖然早逝，其理論仍得
到繼續發展。

建構主義學者認為，知識的建構是在學習者
與他人、與社會的交往過程中而實現的。 「協
作」是一種主要的方式，學習者之間，通過語言
進行合作和共用學習資料學習。由於不同的人對
同一客觀事物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溝通交流，
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從而對問題有一個更深
入、更全面的理解。

以小組形式交流
「合作學習」是強調同學透過分成小組做交

流的教學方法，近年在香港得到一定的推廣。這
種方法是建構主義教育家所贊成的，也因有利民
族融和，所以在美國比較流行。合作學習的特質

能配合通識教育科的目標，漸有教師將合作學習
方法應用在通識教育科的教學上。

合作學習方法，根據一些原則安排：
（1）異質性分組：分組方面，各小組之間

盡量安排背景、程度不同的成員，學生在小組中
不只是針對課程內容而學習，也要針對為人處世
的人際能力去學習。

（2）積極的互賴：強調在同組的目標、工
作、資源、角色、酬賞上的互賴。

（3）面對面互動：在合作學習中，因為積
極互賴的關係，使學生為彼此的學習負責，不再
孤立地學習，而是互相討論、觀察、回饋。

（4）同等成功機會：每個成員為自己的學
習成果負責，小組的成績是由每個成員的進步分
數累加而成的，因此人人皆接受成功機會的挑戰
與鼓勵。

（5）人際技巧學習：合作學習需教導學生
處理人際關係技巧，並給予其實際運用機會。

（6）小組酬賞：小組具有相同目標，當目
標達成時，小組成員即可獲得獎賞。小組的表現
與既定目標相較，在既定時間內，小組達到目標
即可鼓勵與增強。

教學是如何具體安排的？其一：材料的互
賴，只提供小組一份資料，要求其必須共同閱讀
與討論。其二：資訊互賴，每位成員閱讀不同的
參考資料或書籍，或將一份教材分成幾份，由小
組成員分別閱讀，再予以綜合，使每個成員皆須
參與投入。如組員之間的資料傾向不同，對學生
的刺激作用較大。

「合作學習」是實踐建構主義理論的教學方
法，通識教育科教學講求互動交流及多角度思
考，合作學習方法正好借用來設計通識教學活
動。

（通識教育科教材設計淺談：五之四）
伯特利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任 鄧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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