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三年四月三十日 星期二

502502502

B18通識新世代③責任編輯：唐偉雄

編採速記

徵稿細則

通識教室

角色扮演的再思我教通識

揠苗助長的通識科政治教育

傳媒的視角與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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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一時事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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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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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的視角，主要來自記者所見所聞所思
所感。在相當程度上，記者的視角左右甚至支
配傳媒的視角。不過，記者（傳媒）看到的
和關注的，未必等同大眾想看、想關注或者值
得關注的，這在通識學習上，尤其考評上尤為
顯著。剛結束的文憑試和末屆高考補考通識試
題的報道取向，反映了記者（傳媒） 「見樹不
見林」的盲點。

一見通識試題問拉布、考六四，以至國家
認同等敏感（或稱政治）議題，許多傳媒近乎
見獵心喜，除了例行的問學生答法、請教老師
解法，又找來議員名人等，試做試卷，還對試
題評頭品足，對擬題、深淺和評分指手畫腳一
番，看似煞有介事，其實能評出所以然嗎？有
沒有同考評局的樣本答卷比對，進而比出什麼
結果呢？結果，去年的話題是，通識練習卷深

到連才子也 「肥佬」，到正式開考則是考生要
捂良心作答云云。如果通識試題真的如此混
帳，為什麼沒幾個通識教師站出來抗議，甚至
罷教以至呼籲罷考？

不宜未審先判
作為傳媒工作者，實在不宜幸災樂禍、未

審先判。無疑，傳媒廣泛接觸和了解社會各層
面人物，網絡廣，訊息多，可謂消息最快最
新，但不等於最真最準，爭分奪秒搶獨家的慣
性卻不時反過來要更正、澄清甚至撤回有關報
道。

走筆至此，想到《論語》提出的四毋（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簡單說就是凡事不
要主觀臆斷、不要絕對化、不要固執僵化、要
明白自己的有限和渺小，也就是不能唯我獨

尊。很遺憾，不少傳媒工作者都有一個通病：
經過一段時間的歷練，接觸專家、內行、奇人
和高人越來越多，往往自覺不自覺以為自己神
通廣大，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漸漸對某些事
物形成特定看法以至成見，繼而模式化甚至固
態化。

最明顯例子，評論內地政經高層變動，幾
乎離不開權鬥、誰失勢誰得令，殊不知經過三
十多年改革開放，國家領導換班已趨於制度
化， 「中國模式」更受到中外普通肯定。德國
電台對比汶川地震和蘆山地震的變化，形容中
國救災 「跳躍式進步」。相反，一些當年採訪
川震的新聞行家近日揚言 「不捐一毫子（連一
毛也不捐）」（支援雅安賑災），令人疑惑他
們的記憶是否仍定格在五年前？ 呂少群
（編者按：今天稿擠，「走出校園」暫停一期）

北極是全球氣候變化最敏感的地區之一，近年
來的研究表明，全球變暖在北極地區引起大氣、海
洋、陸地圈層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及其發展趨
勢，將對北半球國家的生存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因
此，加強對北極地區的科學考察研究已成為許多國
家高度關注的重大課題。

《斯瓦爾巴德條約》是迄今為止在北極地區唯

一的具有足夠國際色彩的政府間條約。1925年，中
國、前蘇聯、德國等33國成為《斯瓦爾巴德條約》
協約國。該條約使斯瓦爾巴德群島成為北極地區第
一個、亦是唯一非軍事區。條約承認挪威具有充分
和完全的主權，該地區永遠不得為戰爭的目的所利
用。但各締約國公民可自由進入，在遵守挪威法律
範圍內從事正當的生產和商業活動。但群島以外更
廣袤地域，就成了周邊各國垂涎的無主之地， 「圈
內」 「北極八國」都想在此分得一杯羹， 「北極五
國」更是欲裂土封疆，圍繞北緯66°34′以北2100
萬平方公里的寶藏爭奪戰一觸即發。

1991年，北極八個國家俄國、美國、加拿大、
挪威、芬蘭、瑞典、丹麥、冰島簽署了《北極環境
保護策略》，在此基礎上1996年又成立北極理事
會，其宗旨是保護北極地區的環境，促進該地區在
經濟、社會和福利方面的持續發展。中國、印度、
韓國和新加坡已正式提出永久觀察員國申請。

康有為流亡北極
中國是世界上極地研究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在

挪威斯匹次卑爾根群島建成的 「中國北極黃河站」
（由網路徵集的名稱），是中國第一個北極科學研
究基地。1995年科考隊員首次徒步到達北極；1993
年購於烏克蘭的 「雪龍號」曾先後四次出征北冰
洋，進行大規模海洋科考。已知中國最早來到北極
的第一人是康有為，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戊戌六君
子遭清政府通緝而四處流浪。晚年在國外朋友的幫
助下，康有為來到北極的斯瓦爾巴德地區生活，直
到客死青島。

隨全球氣候的變暖，北極海域航運將變得更
加便利，北極地區的資源將更易於開發，潛在的衝

突將增多，北極地區的戰略意義也將變得更加
重要起來。

專家用 「第二個中東」來形容北極的資源
儲量。俄《共青團真理報》甚至作出 「未來第
三次世界大戰可能在北極爆發」的推測。

1、擁有全球未探明石油儲量的13%、未開
採天然氣儲量的30%和全球煤炭儲量25%。約4
億年前，古生代泥盆紀時期，森林首次出現在
赤道地區的古加拿大（今天的北極附近）。最
早形成於熱帶沼澤地區的 「煤」，覆蓋了現大
半加拿大極區附近的島嶼、北格陵蘭以及斯堪
的納維亞等地，而且煤炭低硫、低灰、低濕的
特性使其成為世界上最潔淨最高效的煤炭。

2、有富饒的漁業、森林資源。
3、有鎳、鉛、鋅、銅、鈷、金、銀、金剛

石、石棉和稀有元素等礦產資源。加拿大已在
北極圈內開採鑽石，產量將達到世界的10%以
上。

北極航道縮短航程
現在環球海上航行，可通過巴拿馬運河或蘇伊

士運河來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甚至需繞道非洲南
部好望角。隨全球變暖加劇，北冰洋上的冰層厚
度和冰封面積開始變得越來越薄、越來越少，北極
航道一旦開通，將成為北美、北歐和東北亞國家之
間的最近的海上通道，亞、歐和美洲之間的航線將
縮短6000～8000公里，航程大大縮短，節約大量能
源，亦可避開日益猖獗的索馬里海盜的威脅，帶來
巨大的商業利益和經濟利益，世界貿易平衡將被打
破。在這種情況之下，誰控制了北冰洋，誰就控制
了世界經濟的新走廊。如日本的集裝箱從橫濱到荷

蘭鹿特丹港，經好望角需航行29天，若經馬六甲海
峽─蘇伊士運河需要22天，如採用北極航線僅需15
天。但是目前必要的基礎設施缺乏，惡劣天氣、浮
冰都是航路上的重要障礙。

每年6月─8月，為北極夏季，適合去北極旅
行。所需10-20天不等，對健康無特別要求，旅途全
程住在船上，船外大概零度左右，最低零下十幾
度，夏季可達4℃-5℃，應自備防水防風防寒衣
褲。手機沒有信號，船上有付費的衛星電話可用，
或電子郵件系統。

去北極點的5種方式：狗拉雪橇、雪上摩托、潛
艇、飛機、破冰船。 撰文：于敏霞

如果我在通識教育科的課堂上，教授
和引導學生討論：將來的結婚伴侶應該是
怎樣的？將來要不要生孩子？生下孩子
後，應該如何教導孩子成長？請問大家對
此有何觀感？估計不少讀者都會說犯不
這麼早就教學和討論這些話題吧，就算中
六的同學也不過十八歲，剛剛成年而已。
這麼早討論結婚生孩子的問題，似乎太早
了吧。

結婚生孩子養孩子，是學生在不遠的
將來所必然經歷的人生階段，可以說是通
識教育科個人成長單元一個重要的探究主
題。但是，一來課程指引中並沒有提到要
探究到這個地步，二來筆者估計，也不會
有多少前線老師真的與學生探究這些與當
下學生身心發展階段不相符合的人生主
題。

好了，如果結婚生養孩子是太超前的
主題而不宜在中學階段通識教育科講授，
那麼政治性的課題呢？難道政治性的課題
就比結婚生養孩子更加符合學生身心發展
階段的學習需要？難道掌握政治性課題的
知識技能比掌握結婚生養孩子的知識技能
更為容易？如果認為政治性課題的難度和
層次是超過了結婚生養孩子，那麼為何要
在通識教育科課程中把政治教育擺在如此
重要的地位？

政治教育近乎亂來
可能有不少熱衷於政治的讀者非常不

認同我的看法，認為一來政治教育，尤其
是公民教育，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種
教育內涵，尤其是現在香港面臨落實雙
普選的重要的改革，讓同學們藉通識教
育科的學習探究，能夠提升他們的公民意
識，增進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甚至參與
到這個重大政治改革的歷程中來。二來聯
合國亦很早就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

認可了未成年人士應當享有包括政治權利
在內的公民權利和基本人權。

筆者支持政治教育，支持公民教育，
但反對目前這種毫不專業、近乎亂來的通
識教育科內的政治教育。表面看來，通識
教育科採取自由式的學與教，教師鼓勵學
生自主學習和探究，包括公民教育和政治
教育在內的所有通識科議題，都可以在這
種自由的氣氛下進行討論和學習。但實際
操作起來可沒那麼容易，政治教育公民教
育至少涉及三方面 「硬知識」：政治理
念，政治制度和政治史實。

有權草擬無權拍板
政治理念，就是指各種不同的政治價

值觀，尤其是蔚然而成 「顯學」的核心價
值、普世價值，例如自由、民主、法治、
公民社會、公民抗命等等。這些價值理念
的內涵並不是恆久不變的，不同的時期和
國家固然有所變遷。但更為重要的是將這
些價值理念加以具體落實的各種制度，以
及這些制度運作實踐的實況。說得漂亮沒
有，關鍵看做成什麼樣。因此就引申到以
下兩項：

政治制度，具體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設
計以落實上述政治理念的？為何不同國家
之間的制度大異其趣，卻又彼此皆聲稱符
合上述政治理念？

政治史實，光有紙面上的制度條文是
沒用的，關鍵看現實的運作。即使是三權
分立的制度框架不變，但不同時期的具體
運作可以完全不同。有時掌握立法權的國
會權力大於行政部門，有時行政部門又佔
盡主導權，以致國會權力旁落。背後推動
這些微觀變化的社會政治經濟因素是什麼
呢？這些微觀操作的變化，又多大程度符
合上述政治理念呢？

別以為我故作高深，別以為通識教育
科就不用鑽這種牛角尖。今年試卷的 「拉
布」一題，正是反映上述三方面硬知識的
最好例子。要分析議員們 「拉布」的原因
（分題b）和 「拉布」對市民利益的影響

（分題c），能不掌握有關立法行政關係的
三種 「硬知識」嗎？

先是政治制度，幾乎每本課本和參考
教材都會說到 「三權分立」，以致於幾乎
每個學生都知道 「立法、行政、司法」這
三個部門六字箴言。但到底具體這三者是
怎麼運作呢，關市民什麼事呢？許多課本
參考資料都到此為止，課程指引也沒有提
到！恐怕不少老師也不甚了了。原來，從
政治制度上說，立法與行政之間的劃分，
其實最大並不在於字面上的含義，例如，
立法是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共同進行的，
而決非立法部門單方面完成的。準確而
言，政府行政部門有權草擬法案或者公帑
運用的預算，然後交給立法會審議。只有
立法會批准了，法案或者預算才能生效。
但香港這個制度的特點在於，政府行政部
門有權草擬提出，但無權自己拍板決定，
立法會有權審議批准或者否決，但幾乎沒
權單獨提出法案或者預算（不是完全沒
有，而是必須得到行政長官批准）。所謂
「拉布」，就是在立法會審議過程中做手

腳，拉長審議時間，拖延審批，然後逼迫
政府行政部門答允拉布議員的其他政策訴
求。

這種 「拉布」方式是否符合民主等政
治理念（第一種硬知識）呢？這種 「拉
布」在香港是首次，但在國外卻常見，那
麼 參 考 外 國 的 政 治 史 例 （ 第 三 種 硬 知
識），通常對市民的利益影響是好是壞
呢？畢竟可以引以為鑒。

不掌握這些硬知識，尤其是制度知
識，別說分析，連半個字都作答不出來！

好了，我的結論是：政治教育公民教
育，是否非要從社會政治時事爭拗這麼高
的層次來切入教學？難道不能有其他與學
生身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教學層次和主
題？就算真的非要從社會時事這麼高的層
次來進行教學，目前這種 「去專業化」的
剪報閒談式的教學法，能夠有效進行學與
教？

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 鄧飛

通識科其中一個常見活動，便是老師訂立討論題
目，然後3-5人一組，每一人扮演其中一個角色，然
後在組內討論，希望最終達至共識。

這類活動可以說是合作學習的一種，也可以說是
學生之間互動程度較高的課堂活動。一般認為，學生
扮演其他角色有助他們發展同理心，並且學習如何與
其他人談判，亦使他們對該課題的了解加深，並增加
學習動機。

有助發展同理心
話雖如此，但在日常的操作上，角色扮演並非常

常出現。筆者認為與以下原因有關：
議題限制：並非所有議題都具爭議性，亦不一定

有合適數量的持份者，教師在設計時需選擇具爭議性
的議題，但這些議題又不一定以此方法教授為最佳，
所以其出現次數便大打折扣。

課堂設計：老師需花上額外精力設計該課堂的角
色、流程、討論空間、匯報、回饋等，以讓整節課堂
順暢地進行，在教師繁重的工作中不可能常常如此實
行。

學生情況：教師亦需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自律
性，始終一位教師難以完全控制每一組同學的討論內
容，間中亦可能有組別越說越遠，不太專心於課堂的
討論中，浪費了教師的心血之餘，以其他方法教授這
些同學可能更佳。

學生準備：老師當然希望培養學生自主學習，但
並非每位學生都如此自律。所以老師應該準備多少素
材給學生？應如何平衡教學效能與學生的自主參與，
以免他們太倚賴老師？這將因應各校校情而有所不
同。

學生學習：筆者發現，學生理論上是代入角色討
論，但有時只是將手上的資料複述一次而已，各說各
話，其思考的空間並不大；在討論方案時，他們亦未
必一定有能力曉得何謂讓步、何謂底線。其實，這些
都是較高階的談判技巧，老師可以要求學生回家準備
資料，但不能期望學生一定能掌握這些技巧。結果就
是學生往往不能達至共識，只流於將手上資料向其他
同學輸出。

筆者並非反對角色扮演，而是希望破除社會上對
通識科的一些迷思，以為角色扮演是靈丹妙藥、是通
識的 「招牌活動」。在實際操作上仍有很多需要思考
的地方，下回再談。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 劉錦輝

▲加強對北極地區的科學考察研究已成為許多國
家高度關注的重大課題

▲東北航道西起西歐，經白令海峽到達
中、日、韓等國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