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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觀點

記憶當中，自回歸後不久香港推
行教育／課程改革以來，教育界對小
班教學的訴求從沒有間斷過。期間，
本地經濟曾經出現大波動，導致嬰兒
出生率下降，學校遂因收生不足而要
縮班殺校，最終動搖到教師職業的穩
定性。在教改與就業的雙重壓力下，
教育界人士普遍支持小班教學，並以
小班結構能優化課堂教學為由向政府
施壓。惟政府對此訴求顧慮重重，教
育當局曾多次以未有足夠的證據支持
小班教學之成效比大班理想為由，回
應教育界人士的訴求。表面上雙方爭
論的焦點在於小班教學與大班教學的
成效，實質上是官民不融洽，社會資
源的分配問題一直未能取得共識，故
現階段推行小班教學的願景實在難以
實現。

校本經驗支持小班教學
筆者任職的學校，基於照顧學生

學習差異和提升課堂教學效能的需要
，去年與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中心
協作，在中一級通識科和數學科推行

小班分組教學先導計劃，透過學習圈
的形式推動教師專業發展，從而達至
優化課堂教學的目的，成效非常顯著
，師生學校都得益。就教師方面而言
，小班教學不單為教師創造了更多備
課和教學反思的空間，更重要的是驅
使教師從傳統、單向的講解式教學法
走向學生為本、互動的探究式學習法
，更能滿足多樣化學生的需求。就學
生方面而言，小班分組教學讓學生有
更多空間和機會進行分組合作學習，
此乃符合建構主義有關學習是一種社
會活動的觀點。至於學校方面，由於
教師的教學範式出現轉變，學生更積
極投入於課堂學習，有效地提升了整
體的教育效能，並啟動了三贏的良性
循環。是故，今年學校繼續撥出額外
資源，把小班分組教學先導計劃擴展
至中一級和中二級的四個核心學科，
教學成效同樣顯著。

雙方良性互動探討出路
基於校本經驗，筆者期望有更多

教育資源可以推行小班分組教學。惟

筆者亦明白，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各
個界別都在向政府施壓，爭取更多撥
款。在此消彼長的爭奪戰下，教育界
有需要與政府良性互動，以達成共識
─藉未來三、四年的中學寒冬期
，在部分中學推行小班教學試驗計劃
，三年後再作檢討。這樣，一來可累
積經驗以便進行更多專業方面的討論
；二來可穩定軍心，暫時紓緩準教師
和現職教師就業緊張問題；三來讓政
府與社會各界人士有足夠的時間就小
班教學、全民退休保障、市民住屋等
重大的社會民生問題之政策優次與資
源分配達成共識。

總括而言，作為一位前線教育工
作者，筆者樂見小班教學成功推行。
然而，小班教學並不等於優質教學，
前提是傳統教師的課堂教學範式需要
改變。因此，在討論是否需要推行小
班教學的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到如何
支援在職教師善用小班環境來提升課
堂教學效能，這樣，再投入的社會資
源才能發揮預期的效果。

小班教學的爭議與出路
勞工子弟中學副校長 黃晶榕博士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早前一項涉及500名中學生的調查顯
示，近半受訪學生對學校品格教育作用半信半
疑，近兩成更認為沒有作用。對此，香港集思
會理事及教育課題組召集人楊佰成指出，香港
的德育課程只重視培養正面價值，忽略理性方
面的倫理教育，課程極不完善及缺乏系統，建
議政府建立一個跨學科、橫跨十二年的德育學
習架構。

楊佰成接受本報電話採訪指出，傳統的德
育課程偏向灌輸學生正面價值觀，缺乏倫理教
育， 「傳統的德育課程強調教導學生做一個正
直的人，要有勇氣、孝順父母、不要偷竊等等
。」他認為德育課程要與時並進， 「實際上，
現在社會開放，資訊發達，德育課程不能再純
粹教導學生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而是應該跟
學生講解一些社會現象，讓他們從公義、道德
等不同角度討論，加強學生的思辨及批判能力
。」

楊佰成以今年元旦日有示威人士堵塞中環
雪廠街、皇后大道中及花園道等道路交通為例
，指出不少社會事件都是倫理教育的良好教材
， 「為了爭取一些東西而霸佔馬路抗爭，是自
由的體現，還是社會該對抗爭行為有一定的規
範？」此外，攝影與私隱、環保與享受之間的
平衡等，都是值得學生去探討的倫理議題。

集思會教育課題組早前發表《香港全人教育的發展
概況及改善建議》研究報告，建議將 「倫理教育」視為
一個新的關鍵項目，組成一個橫跨十二年的學習架構，
貫徹於不同學科，包括中文、英文，甚至數理科， 「倫
理教育是一種概念，通識、歷史等學科涉及倫理教育的
範疇會比較多，但其他學科也會與之有關，如數學科可
討論絕對平均主義是否一定好，科學科也會談及環保、
污染、基因改造等。」

楊佰成認為倫理教育要由淺入深，不是一步到位，
建議政府選出一批有廣泛代表性的學校作試點，以兩年
時間總結經驗， 「香港有津中、官中、直資學校，學校
位處不同地區，有不同宗教背景，如佛教學校可能較重
視和諧相處、人生態度，教會學校則會較重公義，不
同學校開展倫理教育時會有不同的側重點。政府可先推
廣倫理教育，讓這些不同背景的學校互相交流、探索，
再向外推展。」

【本報訊】考評局更新了中學文憑試手機應用程式
（APP），新版本會顯示2013年文憑試各科考試、放榜
及覆核成績的日期等，應用程式亦附有短片，向考生講
解應試的注意事項。考生可以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
AppStore及Google Play，免費下載或更新至最新版本。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2012/13年度中一自
行分配學位今日展開。為紓緩學生下跌帶來的縮班危機
，全港逾350所官津中學採用 「211」或 「111」方案，
當中90間為傳統英中，令全港英中中一學額減少660個
，包括著名津校華仁書院（九龍），以及東區的張祝珊
英文中學。有中學校長提醒家長，切忌因部分名校沒參
加減派，就認定有更大機會而 「一窩蜂」報讀。

面對中一適齡學童累積減少1.1萬人，教育局下學
年起將推行 「211」或 「111」減派方案，即未來3年中
一每班減派人數將累減4人及3人。其中，學生減少 「重
災區」如葵青、大埔、屯門幾乎全區採用 「211」方案
；沙田區學校亦大部分落實 「211」方案，全區將減少
近600學額，以抵銷人口下跌的衝擊。至於北區選擇全
區採用 「111」減派方案。

英中集中地之一的油尖旺，名校如九龍華仁、聖方
濟書院、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亦參與 「211」方案
，總共減少42個學額，其中名校九華開設5班共削10個
位，一度引起外界爭議，校友不滿校方漠視反對聲音，
減少基層學生讀英中的機會。

另外，全港共有21所名英中決定不參加減人頭，當
中包括11所官立中學，如英皇、皇仁、沙田官立中學及
將軍澳官立中學等，該批學校大部分要提供一定學額予
聯繫官小；餘下10所則為津貼英中，包括香港華仁書院
、民生書院及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等。

家長可於本月23日前，向最多兩所心儀中學遞交申
請，有中學校長提醒家長，在自行收生階段為子女選校
時，除了要視乎學校的水平及口碑外，家長應選擇適合
子女能力的學校，切忌見部分名校沒參加減人頭，就認
定有更大機會而 「一窩蜂」報讀。此外，家長選校前應
留意各校中一入學要求，如成績、面試及品行等不同比
重，有部分學校為免太大壓力，則毋須面試。

【本報訊】近日，一場機械人創意
比賽在中文大學舉行，來自全港的中小
學生組成超過三十個隊伍參賽。最終，
張沛松紀念中學，筲箕灣東官立中學和
港島民生書院分別獲得 「禮、樂、射」
這三個組別的一等獎。得獎作品將於本
周六和日在第47屆工展會（展位號碼：

4A32）展出，同場設有機械人互動遊
戲。

本次比賽為中大工程學院與香港科
技教育學會首度合辦的 「中國傳統文化
藝術與機械人的融合」計劃的一部分，
旨在以中國傳統文化藝術── 「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為切入點

，激發青少年思考如何融合傳統文化藝
術與現代科技，並透過親自動手設計和
製作機械人，將創意實踐。

比賽要求參賽隊伍製作一個能顯示
六藝主題的機械人，演繹 「六藝」中的
三藝──禮、樂、射。在參與的過程中
，學生既要了解中國文化背景，取材和
調整設計等，又要掌握製作機械人的技
術。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表示：
「同學透過參加是次活動，明白到設計

與製作機械人原來十分實用，而他們都
不負所望，發揮出無限創意，把中國傳
統文化融合科技，驅動機械人做出多種
意想不到的動作，我希望同學掌握了相
關技術後，能貢獻未來的香港業界。」

榮獲 「禮」藝組一等獎，來自張沛
松紀念中學的中六學生林泳珊表示： 「
今次六藝創意比賽令我對傳統六藝有更
多認識，我亦可把自己對機械的基礎知
識，運用並融合於六藝機械人的設計中
。」

中一自行收生今起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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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手機應用程式更新

六藝機械人工展會獻技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羅永祥認為，內地升學已成為升讀大學
的熱門途徑。他說： 「現在有超過一萬
名香港學生在內地大學就讀，人數每年
都有顯著增長。」該校就在剛過去的12
月28日為中六學生舉辦 「內地大學聯招
試評估日」，通過聯招試模擬測試為應
屆中學畢業生做準備，吸引逾125位中
六生參加。

免試吸引中上游考生
是次模擬試主要參考內地高考制度

下的考試科目，設有語文、英文及數學
（卷一）、文科卷（歷史及地理）和理
科卷（化學及物理）。共有七八間中學
中六學生報名參加。

有參加考試的同學表示，由於事前
準備不足，以致尋找考試場地而遲到，
甚至導致考試時間緊張，而增加額外的
壓力。香島專科學校教師霍靜恩表示，
模擬測試在於幫助考生積累經驗。有理
科考生表示，化學及物理內容並非太難
，反而是語文考試範圍較為廣泛，難以
應付。霍靜恩認為，是次考試數學成為

一大難題。 「無論文科還是理科，學生
普遍反映數學考卷比較困難，原因在於
內地中學數學科的學習比較深入。」

霍靜恩又稱，前來諮詢聯招考試的
人數較去年減少。 「不過並非受免試收
生影響，兩種途徑針對學生不同。」她
解釋，聯招主要為成績在中下游的學生
「買保險」，而額外準備聯招考試雖然

麻煩，但考生可以了解內地學習模式，
同樣也有機會認真考慮內地升學。而免
試收生主要針對成績在中上游的優秀學
生，可心無旁騖應對文憑試。她補充，
以後內地升學聯招也會參考文憑試對考
試內容進行調整。

不過，香島專科學校發現，參加內
地聯招模擬試的考生中，有四成只為升
學出路 「買保險」。霍靜恩回應： 「雖
然今年較去年諮詢聯招升學的學生減少
，但非因內地免試收生政策影響。兩種
招生方式各具優勢。」

學者倡兩岸大專聯招
資料顯示，內地聯招考試費用為港

幣五百五十元，透過考評局報考的暨南

和華僑大學聯考則為人民幣500元。同
時，國家教育部推出內地院校免試招收
港生計劃，參加院校由去年六十三間增
至今年的七十間，港生只須憑香港中學
文憑試成績，就可申請入讀有關院校。

對於有四成學生抱 「買保險」心
態參加內地聯招模擬試，香港浸會大學
教育學系高級講師許為天認為，家長及
學生 「買保險」情有可原： 「他們有理
由為自己的將來鋪路」。

許為天為本報校園版專欄作者，他
注意到去年出現兩岸升學「取錄多、報到
少」的情況，遂建議將兩岸升學和本港
資助及私立學位、副學士、文憑聯招合
在一起，推行兩岸大專聯招。「去年的
經驗是兩地高校多學額浪費。教育局雖
無法掌握內地和台灣高校的取錄標準，
但可通過本港高中階段讓學生按照順序
志願的填報方式，填寫自己希望入讀的
本港和兩岸高校，以此避免學額浪費。」

全港每年逾萬學生到內地讀大學，院校也相繼推出聯招考試及
免試招生措施。但近期一批參加內地聯招模擬試的學生中，近四成
抱持 「買保險」 的心態對待，對此，有學者認為無可厚非，畢竟普
遍港生都傾向本地升學。香島專科學校估計，聯招考試或成為成績
中下游考生的選擇傾向，免試安排則吸引中上游考生參加。

本報記者 彩 雯

【本報訊】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之佛光緣小藝術
家獎 「人人行三好 好心會放光」兒童繪畫比賽，吸引
全港及深圳共38所學校與美術學院，超過2,500位學生
參加，得獎作品逾700幅。

是次繪畫比賽，以星雲大師提倡的 「做好事、說好
話、存好心」── 「三好」理念作主題，涵蓋潮流、積
極人生、社會災難及環保等全球議題。

寶覺中學中一生陳皓庭以 「佛光照萬民」奪得中學
組特優獎。首次接觸佛教的陳同學表示： 「本作品以藍
色底色為主，代表天空及大自然；而愛心上的樹葉代表
環保，希望可宣揚三好精神。」陳媽媽亦稱： 「眼見現
今 『宅男』、 『宅女』非常普遍。他們甚少與人溝通，
亦對身邊的人與事物漠不關心。因此，這次繪畫比賽不
但是親子溝通的管道，更可讓孩子了解環保及幫助別人
的重要性。」

頒獎活動近日舉行，首先由5歲至12歲的佛光三好
兒童演繹親自製作的 「環保T恤」。先運用家中的棄置
T恤，精心設計劃上好人好事，然後用紙袋、禮物絲帶
及膠袋等循環再用的材料裝飾，表現出身體力行 「做好
事」。身穿 「三好T恤繪畫比賽」得獎作品的三好佛光
青少年，則以至 「潮」的方式演繹作品上的 「說好話」
文字。最後 「小三好」則穿紅、藍、綠的塑膠製成衣
服，以歡喜及感恩心行Catwalk，盼願世界和平來表達
「存好心」。

是次得獎作品，即日起至2013年1月13日在香港佛
光緣美術館展出，四月則於港鐵藍田站社區畫廊與眾分
享。

【本報訊】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
於網誌撰文引述一位朋友在美國一間汽
車旅館的經歷，表示兩岸四地遵守規則
做事的態度離國際化有一段距離，有值
得討論改進的地方。

郭位早前在城大校長網誌撰文 「亞
利桑那汽車旅館的小故事」，敘述一位
朋友在美國亞利桑那州一間汽車旅館的
故事。事源他的朋友對汽車旅館服務員
的服務感到不滿，看到內一塊寫 「
如果對旅館的服務不滿意，可以免費入
住」的牌子，就指牌子對該服務員表達
不滿，結果酒店最後爽快地免了他的住
宿費用。

郭位表示，聽完這個故事後 「有些
感觸」，認為這故事說明了就事論事，
有規則就須按規則辦事的態度。他認為
兩岸四地遵守規則做事的態度離故事中
的汽車旅館有一段差距，而就服務層面
的國際化來講，在服務者與被服務者兩
方面，都有值得討論改進的地方。

小藝術家得獎作品展出

【本報訊】中港台澳學校聯會
與崇正中學近日合辦 「2013 DSE中
英文模擬考試」，中文寫作卷吸引
來自十多間中學的二百多名準考生
參加。

當日考試由上午九時三十分開始
，同學先進行一小時三十分的寫作模
擬考試，然後由崇正中學中文科科主
任兼資深會考作文卷閱卷員鄭君琪即
席評講試題。除分析出題趨勢和不同
題型的注意事項外，更分享評卷心得
和取分鑰匙。鄭君琪表示，是次模擬
試的設題和考試模式依足中學文憑考
試，讓考生在試前能夠先適應考場的
氣氛和環境，所有試卷於評改後會悉

數寄回考生，配合供專業的等級評估
和適當的改善建議。最後更會抽取學
生作品結集成書，造福以後學子。

身兼是次模擬考試的項目統籌經
理的鄭君琪又稱，為期五天的中英文
模擬考試吸引了超過40所中學和接近
1000名學生參與。以全港470所中學
計算，參與學校差不多佔了全港十分
一。

中港台澳學校聯會總幹事黃子剛
表示，這次模擬試，十一月份才決定
去做，以致宣傳、場地等仍有改進空
間。有了今年的經驗，來年定必提早
籌劃，不排除尋找合作夥伴或贊助，
務求令更多學生受惠。

郭位網誌談做事態度

▲選擇內地升學的港生逐年遞增 本報記者彩雯攝

▲是次得獎作品，即日起至2013年1月13日在香港
佛光緣美術館展出

▲張沛松紀念中學，筲箕灣東官立中學和港島民生書院分別獲得 「禮、樂、
射」 這三個組別的一等獎

【本報訊】香港教育學院昨天公布
「2012年LIVAC泛華地區中文新詞榜」

，顯示最熱門話題是風靡全球的「騎馬
舞」，而香港的熱門話題則集中在「梁班
子」上場引發「梁粉」與「倒梁」的爭議。

教院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總監鄒
嘉彥表示，香港和其他泛華地區所關注
的熱門話題可以從當地的高頻新詞反映
出來： 「今年各地的民生、文體新詞明
顯增多，政治新詞相對減少，反映傳媒
及民眾更多關注生活，也說明了語言源
於生活的重要性。」

「2012年LIVAC泛華地區中文新詞
榜」主要根據各地區報章新詞出現的頻
率，最具代表性的五個詞語如下：

泛華人地區：1.騎馬舞；2.林來瘋
；3.薄案；4.青貧族；5.財政懸崖。香
港地區：1.梁班子；2.港人港地；3.海
鮮的；4.剪布；5.清水版。台北地區：
1.輕齡屋；2.兩岸支付通；3.拆單潮；4.
紫怒圍馬；5.甜心幫。北京地區：1.微
捐；2.村級市；3.遼寧艦；4.限抗令；5.
五位一體。上海地區：1.營改增；2.適
老性；3.房二代；4.拼同學﹔5.選書師。

總結2012年風靡泛華地區及至全球
的新事物，竟然是韓國PSY大叔的江南
式 「騎馬舞」和台灣籃球小子的 「林來
瘋」，連 「薄熙來案」也要退居第三位
。曾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揭示青
年一代貧窮現象，引發內地、香港對 「
青貧族」的關注。

騎馬舞踞新詞榜首位

▲二百多名準考生參加 「2013 DSE中英文模擬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