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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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來環保

通識教與學 價值澄清法的困難與願景
得心應搜

新高中通識

回收玻璃樽減堆填

戰場事 球場了

恆常議題恆常議題：：全球暖化全球暖化

香港產生的玻璃廢物主要是玻璃樽，佔整體玻
璃廢物八成以上，當中不少來自酒精類飲品。過去
十年被送往堆填區的廢玻璃樽，每天250公噸左右，
相等於500萬個750毫升的玻璃樽，約佔每日都市固
體廢物棄置量百分之三。

玻璃主要由二氧化矽造成，屬於一種天然資源，
一如常見的沙粒。一般情況下，玻璃不會對環境造
成污染或影響人體健康，因而十分適合作重用和循
環再造，是國際認可的可回收物料。回收玻璃，首
先須將玻璃樽從廢物中分開處理，經過分類和清洗，
然後重新入樽，再用或再造成新樽及其他玻璃製品。
再造樽對環境有莫大裨益，因為這樣可以節省利用
原材料製造玻璃時所需耗用的大量能源；此外，廢
玻璃更能取代沙粒及其他天然資源，應用於各種建
築物料、混凝土或鋪設路面，比如可以碎玻璃代替
天然河沙製造行人路環保地磚及更多種類的建造工
程。

飲料樽易清洗再用
日常丟棄的廢玻璃，不可以全都透過同一方法

回收再造。一些玻璃物料如光管、電腦顯示屏或電
視熒光幕，可能含鉛、水銀或其他有害物質，必須
首先除毒才可回收再造；其他如強化玻璃和玻璃廚
具等，由於質料不同，亦不應與普通玻璃樽一併回
收再造。飲品玻璃樽容易清洗，便利回收再造；至
於其他玻璃樽則需先進行徹底清洗，否則會對循環
再造的過程構成不良影響。

現時香港主要以堆填方式處置廢飲品玻璃樽，
但現有三個堆填區空間有限，且將在2020年前逐步
飽和。香港迫切需要積極減少包括玻璃在內的各種
廢物。將廢飲品玻璃樽變成可用資源；進行玻璃回
收，為環保工業發展提供機遇，創造綠色就業機會；
減少對河沙等其他建築材料的需求，而採挖河沙過
程中產生的部分副產品或對環境造成一定影響；改
變巿民行為模式，從源頭對玻璃樽分類處理；跟上
國際水準，與已採取積極措施處理玻璃廢物的其他
地區看齊。

環境保護署發表諮詢文件，建議推行強制性生
產者責任計劃，全面推動飲品玻璃樽回收。公眾諮
詢為期三個月，截止期為2013年5月6日。歡迎市民
及相關持份者踴躍發表意見。

在二十世紀時，全球平均接近地面大氣層溫
度上升攝氏0.74度。科學家發現過去五十年氣候
改變速度十分急速，是過去一百年的兩倍。他們
推論這段時期的氣候改變是由人類活動所引致。

自工業革命至今，科技不斷進步。人類使用
能源亦不斷增加。由燒煤、石油，產生大量二氧
化碳、氮氣等溫室氣體。在此之前，人類燃燒活
動只限於火耕或燃燒垃圾等為主。

破壞雨林 失去平衡
工業革命後，溫室氣體增多。溫室氣體會吸

收部分地球釋放的紅外線，減少地球熱量流失。
結果，溫室氣體增加，全球暖化加劇。不少大自
然雨林因過度開發而慢慢消失。雨林本應是調節
大氣層下空氣平衡的生產者。植物通過光合作
用，吸收二氧化碳，排放氧氣。可惜，人類破壞
雨林，失去平衡者，加速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影響深遠，科學家估計不少珊瑚礁
即將面臨絕種命運，更引致沿岸沼澤地區消失，
不少魚類、貝殼類的數量也會減少。河口水質也
因此會變鹹，造成淡水魚物種數目減少。冰川溶
解亦會對極地生物如北極熊等的生存造成重大威
脅，失去家園。海水受熱膨脹令水平面上升；其
次是冰川、南極洲上的冰塊溶解令海洋水分增

加。科學家預期由1900年至2100年，地球平均水
平面上升幅度介乎0.09米至0.88米之間。全球有
超過一半人口居於沿海100公里的範圍，其中大
部分住在海港附近的城市。水平面上升會造成嚴
重的經濟損害。不少城市或需要遷移，放棄固有
的發展基礎。

人類應過環保生活
人類是地球的支持者，不應是地球的破壞

者。世界各國可多使用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是清
潔能源，不像其他化石燃料般會產生大量溫室氣
體。如太陽能、風能、潮汐能、地熱能等。人類
應建立綠色環保生活。例如多步行、踏單車、或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要濫用能源。又如冷氣應
調校至25度，安裝高能源效益的慳電膽、使用高
能源效益標籤的電器、多使用電動車等。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FCCC）早在1994年3月21
日生效，成為正式的國際法。1997年12月在日本
京都舉行會議，訂定具有法律效力之溫室氣體減
量議定書，並將以公元2005年、2010年、2020年
為減量目標年。

分析這議題要從不同持份者入手。如市民大
眾角度，應如何面對全球暖化？大家要身體力行
積極地面對，不要逃避，或繼續享受現有的生活

素質不作任何改變，將問題留給下一代。環保團
體角度，他們不斷推廣綠色生活，希望市民大眾
明白全球暖化的嚴重性，從中實踐環保理念，減
少破壞環境。發達國家角度，他們明白減排的重
要性，但為了本身國家的經濟利益，不希望承擔
太多，憂慮會影響本身美好的經濟成果。發展中
國家角度，他們亦明白減排的重要性，也不希望
承擔太多，憂慮會拖慢正在增長的經濟。除持份
者角度外，更可從不同範疇分析。如社會範疇方
面，社會大眾受全球暖化的影響，日常生活也會
有所變化，天氣更炎熱，難以適應，患病亦會增
多。經濟範疇方面，全球暖化或會影響經濟發
展。一些低窪地區或會面對滅地風險，居民要離
鄉避難。國際範疇方面，對於減排，各國相互角
力，希望減少需要承擔的責任，以免影響本身的
經濟發展。

溫習這個恆常議題時，要注意其爭議點。這
個議題的爭議重心是在於生活素質和全球暖化之
間之平衡點。大家既不希望因減緩全球暖化而影
響生活素質，如放棄私家車，改乘公用交通工
具，但又擔憂全球暖化不斷加劇，影響原有生活
素質。

一顆名為 「泛星」（C/2011 L4）的彗星於3
月中旬黃昏時分，及4月初的日出前在香港上空
出現。若天氣情況許可，巿民將可欣賞到這次難
得一見的天文現象。雖然每年有不少彗星造訪香
港，但只有少數如是次一樣為肉眼可見，香港上
次可見較壯觀的彗星，是1997年的 「海爾．博
普」彗星。

「泛星」在3月5日最接近地球，在地球1.1
天文單位（1.6億公里）外掠過，並在3月10日通
過近日點，亮度達二等。在香港，市民可以嘗試
在日落後向西方近地平位置搜尋。但應注意：彗
星在日落後距地平線不足10度，可以觀賞的時間
將不足半小時，並需要西方沒有遮擋的地點才可
以觀測到。此外，市民亦可於4月初在日出前約
半小時向東北方低空觀測，但屆時亮度或已下降
至五等，需要使用雙筒望遠鏡輔助觀測。該彗星
由美國泛星巡天計劃（Pan-STARRS）於2011年
6月6日發現，當時它位於木星與土星軌道之間。

除 「泛星」外，今年還有兩顆較亮彗星可在香港
見到。 「列蒙」彗星年底在香港觀測條件最好，
「ISON」彗星最接近地球最為壯觀。

4月初向東北方觀測
彗星是冰封的太陽系小天體（SSSB），

「彗」的本意就是帚。彗星是由彗核、彗髮和彗
尾組成的。彗核由鬆散的冰、塵埃和小的岩石顆
粒組成，直徑從數百米到數十公里不等，當它與
太陽足夠近時，彗核在太陽輻射和太陽風共同作
用下，會出現彗髮（稀薄、模糊的臨時性大氣
層）及彗尾，這是其與小行星的主要區別。

唯一能用裸眼直接從地球看見的短周期彗
星，是最著名的 「哈雷彗星」，它以計算出其軌
道的天文學家愛德蒙．哈雷而命名，每隔75或76
年就能從地球上看見，是人一生中唯一能夠看見
兩次的彗星。如果彗星的路徑跨越地球的路徑，
當地球經過彗尾碎片的蹤跡，亦可能形成流星

雨，如每年8月9日至12日，當地球穿越斯威夫特
．塔特爾彗星的路徑時，形成的英仙座流星雨。

在早期，有許多彗星和小行星因相撞而進入
地球，有些科學家認為，彗星的轟擊為年輕的地
球（40億年前）帶來了大量的水，形成了目前鋪
滿地球的海洋，但也有人對這個理論產生質疑。
在彗星上檢測到一些有機分子，使得有人推論彗
星或隕石可能為地球帶來了生命的前身，甚至是
生物本身。

自古以來，彗星被認為是不祥的凶兆。中國
古代人們稱之為 「災星」，歐洲曾經把它當作上
帝給予的預示，甚至被解釋為上天對地球上居民
的攻擊。 于 曠

語音搜尋的生活應用

國際足球壇有不少歡喜冤家，例如德國與荷
蘭、巴西與阿根廷及法國與西班牙等，每當他們
在國際賽對壘，戰況均異常激烈，雙方均拚出百
二分鬥志，務求將死敵擊倒。通常國際賽場上的
宿敵均是鄰國，或至少是來自同一大洲，經常有
機會相逢。有一對國際賽宿敵卻非常特別，他們
一個在歐洲一個在南美洲，相隔一個大西洋，一
百年來只對碰過15次，但每次相遇均是兩國球迷
的焦點及世界球壇的話題，他們就是英格蘭及阿
根廷。

爆發福克蘭群島戰役
英格蘭和阿根廷首次對碰是1951年踢友誼

賽，英格蘭在主場以2：1險勝。兩軍首次踢出
「火藥味」是在1966年英格蘭世界杯的8強戰，

當時比賽十分粗野，過火攔截頻頻出現。阿根廷
隊長拉田（Antonio Rattin）因言語上對球證不
敬，被德國籍球證驅逐離場，惹來阿根廷球員不
滿，認為球證偏幫主辦國，令英軍得以1：0險
勝。英軍教練藍斯（Alf Ramsey）賽後下令球員
不要與對手握手，以示對對方的粗野踢法不滿。
藍斯還稱阿根廷球員為動物（animals），觸怒阿
根廷傳媒。這場比賽被阿根廷傳媒稱為 「世紀搶
劫」，也埋下了英阿仇恨的導火線。

1982年英國與阿根廷爆發福克蘭群島（阿根
廷稱為馬爾維納斯群島）戰役，阿根廷戰敗，不

但無法重奪群島，還賠上了700條人命。阿根廷
人視這場戰事為國恥，因此英格蘭及阿根廷在
1986年世界杯8強戰相遇時，氣氛也劍拔弩張，
阿根廷球迷更視之為復仇的黃金機會。這場 「世
紀之戰」結果成為阿根廷球星馬拉當拿（Diego
Maradona）的個人表演。馬拉當拿先在下半場6
分鐘以手將皮球拍過英軍門將施路頓，為阿根廷
取得1：0領先。執法的突尼西亞球證對馬拉當拿
的手球視若無睹，雖然英格蘭球員包圍抗議，但
仍判入球有效。4分鐘後馬拉當拿再作出驚人表
演，在中場控球連過5名英格蘭球員，單人匹馬
直搗英軍龍門，輕鬆射入空門成2：0。英軍雖在
80分鐘由連尼加建功追成1：2，但未能平反敗
局，阿根廷得以殺入4強，最終以3：2擊敗西德
捧杯。

馬拉當拿的賽後言論無疑令這場 「世紀之
戰」氣氛昇華，他在評論第一球時表示： 「這入
球部分是來自我的頭，部分是來自上帝之手。」
球壇經典入球 「上帝之手」由此而生。當時25歲
的 「肥馬」亦將球賽與福克蘭群島戰役扯上關
係： 「雖然我們在賽前說足球比賽和戰事無關，
但這是騙人的。我們知道英軍在那裡殺死了很多
我們的同胞，對待他們猶如小鳥。我們是來復仇
的。」阿根廷名宿柏福莫（Roberto Perfumo）
亦有經典的評論： 「在1986年，擊敗英格蘭是主
要目標，贏得世界杯只是次要的。我們的真正目

的是殺退英軍。」
英格蘭與阿根廷其後在世界杯還對賽過2

次，1998年的世界杯16強戰，兩軍也鬥得燦爛，
奧雲的金球及碧咸的紅牌至今為人津津樂道，最
終兩軍賽和2：2，阿根廷互射12碼以4：3淘汰英
軍。2002年世界杯分組賽英軍的交鋒則相對平
淡，碧咸射入12碼完成翻身仗，英軍結果以1：0
小勝，令賽前大熱門阿根廷在分組賽便出局。總
計兩軍對賽15次，英格蘭贏得6仗，阿根廷取得3
次勝利，另外5仗賽和及1仗因天雨腰斬。

關成

體育通識

使用Google的語音搜尋能夠 「以口代手」，只
需用說話就可以對搜尋器作出查詢，就像跟機械人
對話一樣有趣。這些搜尋結果不止對學習有幫助，
我們只要多加利用，更可以將它應用於生活之中，
帶來不少方便！同學不妨進一步試試以下與生活息
息相關的搜尋，看看你是否能掌握語音搜尋的樂趣？

向口袋中的 「天氣先生」查詢：我們可以直接
以語音搜尋查詢天氣情況，例如 「Hong Kong
Weather／香港天氣」，便可以即時看到香港當天以
至未來幾天的天氣概況。撥動天氣欄更可查詢確實
時間的氣溫。如當天某段時間要外出，便可以借助
搜尋得知是否要帶雨傘了。

煮食單位速查：本欄曾介紹搜尋可直接用於數
字單位轉換，事實上這功能亦能在煮食時大派用場，
尤其是我們參考一些外國食譜時，會遇到本地不常
用 的 單 位 ， 例 如 「How many milliliters in a
tablespoon？」答案一搜即得。這功能的好處是即使
雙手正準備食材，使用語音搜尋便不怕弄污手機。
（註：用戶需以英語輸入作單位轉換搜索）

尋找附近景點：觀光時不知道附近有什麼景點？
語音搜尋同樣可以即時 「解答」！你可以直接向語
音搜尋詢問，例如 「attractions nearby／附近景點」。
搜尋結果會以Google地圖及其連結顯示，用戶更可
即時規劃前往路徑，快捷又方便。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 陳志華

「價值澄清法」的重心所在，不是教給學生
哪些價值觀，而是強調每個人應如何去建立自己
的價值觀；鼓勵學生自己去發現自己的價值，以
避免成年人或權威人士教條式的灌輸、倒模式的
塑造。然而，事實證明並非所有學生皆能符合
「負責任」、 「利他主義」和 「人性本善」等的

假設，尤其對於一些缺乏 「自制力」、具有 「反
權威」性格的年輕人而言，或許 「價值澄清法」
不但會失去教導的重點，甚至可能是危險的。

價值澄清法中所提倡的 「價值中立」論點，
使許多教師相信應該尊重學生的價值觀，而不應
強行將自己的價值觀灌輸給學生，導致失去 「影
響」與 「引導」學生的機會。然而， 「教育工
作」原本就是有 「價值導向」的，施教者在教材
的選取乃至教學的演示方法等，都是個人 「價值
選擇」的結果。故此，教師在教學中要做到完全
的 「價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也是挺困難的。

尊重個人自由選擇
價值澄清法非常尊重學生個人的自由選擇。

依照人性本善的假設，這種尊重表達自由的做法

固然值得運用；然而，在實際的施教過程中，若
然學生經常故意舉出逆反 「道德底線」的價值選
擇，而教師卻沒有做出適當的引導，只是一味地
尊重，這樣的情況會否扭曲了學生的價值觀？甚
至橫過了社會的 「道德底線」？甚至令擁有正確
價值觀的學生，在同儕的負面壓力下，而未有足
夠的道德、勇氣提出自己的看法、價值觀？若然
這些學生非常勇敢地表述自己的價值立場，又會
否成為其他同學嘲笑、戲弄的對象？另外，價值
澄清法強調 「民主精神」，但是 「道德價值」卻
往往不能用 「民主」的形式來表決；而且， 「道
德價值」也很難以 「少數服從多數」來作為 「是
非善惡」的批判準則。面對以上這些情境，正是
教師運用 「價值澄清法」教授議題時最難處理
的。

課程要有效地孕育學生的價值觀，教育工作
者不應（也無法）只以個人所相信的一套特定世
界觀，隨意地灌輸在學生身上。反而，應在學校
和社會兩者中發展、營造出與課程目標不那麼自
相矛盾的教學氣氛、教學環境，藉此孕育通識教
育科所追求的社會價值觀。正如學者Tyler指

出，教師應嘗試改造學校過分強調競爭（和服
從）的單一氛圍，應重新設計一個有利於孕育學
生尊重多元價值的環境。根據他的看法，教師可
以首先仔細分析現有的學校、教室環境及其可能
培育的價值觀念，檢視學生（任教通識教育科的
教師）當中是否存在既定的 「偏見」和典型化
「概念」，阻礙了他們自身了解和欣賞多元的文

化價值。
教師（甚至家長）可以為學生提供能有效分

析和比較其身處的社會和世界狀況的方法，協助
他們定期檢視自己的觀點、行為中所隱含的價值
觀念，是否與通識教育科所倡議的合。價值、
價值觀不容易教，也許不需要直接教授。簡言
之，倘若學生能在一個尊重、欣賞多元價值的學
校、教室環境中，接觸的盡是開明、有識見、負
責任和有承擔等 「通識素養」的教師，那麼他們
的價值觀、世界觀和識見大概也容易變成通識教
育科所重視的課程宗旨。

（通識教育科教與學系列二十六，待續）

天地人和 「泛星」彗星造訪香江

▲馬拉當拿的 「上帝之手」 是球壇的經典
入球

每年有不少彗星造訪香港每年有不少彗星造訪香港

▲香港堆填區將在2020年前逐步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