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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出狀元

家長新思維

闖闖新天地紫荊花開的大考季節
聖嘉勒女書院副校長 陳倩君

心同此理

腦力無窮

美德你得

讀和寫

一封給香港的信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5A 張旖樂

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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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學生寫下閱讀隨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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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學生成長的科學作品（下）

進學篇

學哪種樂器最易上手？

就讀於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中學部）中三級
的簡泳怡同學在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成成為
大賽至今唯一蟬聯最優秀項目大獎的學生。她的作
品由化學及材料學的 「生物聚合物之可塑性」轉化
為生物及健康學的 「天然敷貼」。創作經歷兩年的
時間，小妮子由什麼也不懂，到現在駕輕就熟，當
中也鬧了不少笑話及經歷了不少失敗。

在剛開始做研究時，先要找項目的相關文獻，
以了解背景資料及充實知識。為找出更多的相關文
獻，一般也是看英文的期刊及文章。可是才中一的
小朋友，英文水平也是有限，所以便鬧出了大笑
話。

何謂科學精神？
話說文獻指出用粟米粉製作塑料時，必須加入

醋，否則難於鑄模，而同學發現利用木薯粉則不用
加醋也能造出平滑的膠片。這是一個不錯的發現，
可是在研究報告中是需要解釋原理。同學告訴的，
看到有文獻指出木薯粉的pH值為4，可能因其帶有
酸性，而不用加醋。聽來是個不錯的解釋，可是印
象中，澱粉的pH值為7，為何木薯粉的pH值為4？
於是借了pH試紙測一下，木薯粉的pH值是7唷！
那同學的文獻在搞什麼？原來那篇文獻是說種植木
薯的土壤的pH值是4，而非木薯的pH值！

在研究防水性的測試時，同學要把不同比例的

塑料樣本剪成6厘米長2厘米寬的小片，並每小時利
用電腦軟件量度其面積變化。因小片是人手剪成
的，所以其面積會接近12平方厘米，而不會是12平
方厘米。可是，在檢查數據時，發現全部小片的面
積也是12平方厘米。我問同學12是否用軟件量度出
來的，同學說是的。那便指出如不是用電腦切割，
能剪出完整12平方厘米而不帶小數值的機會是微乎
其微。這時，同學才膽怯怯的說度出來的不是12平
方厘米，怕被老師說測試不公平，欠缺科學精神，
所以擅自改了為整數！究竟何謂科學精神？

在展開研究時是在夏天，塑料鑄模比較方便，
可是在近比賽時是四月天，每日也在下雨，濕度高
達一百個巴仙，導致每日造出來的塑料，在沒完成
時便被毀了。想用抽濕機把風口對塑料，可是因
空氣流動大快，塑料裂開了。

又有新聞說，長開抽濕機而引致火警，那因科
學比賽而燒了學校怎麼辦？於是在沒抽濕機的情況
下，每日早上回學校製造塑料，冀望當晚有好天
氣，可是失敗卻是重複出現。同學也很是沮喪。如
愛因斯坦說： 「精神錯亂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作同
一件事，而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可我們是重複
作同一件事而得到不期待的結果，這可真的把我們
迫瘋了！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全國十佳優秀科技老師陶婉雯

學習樂器已成為香港每位學生必須參與之活
動，家長除了談論子女學習進度、考獲樂器級數
外，最多討論議題要算是 「學習哪種樂器較易、最
快完成呢？」筆者有幸得到家長支持以及長大後有
空餘時間學習，有機會接觸鋼琴、弦樂、吹管樂以
及結他。這幾種樂器也算是香港熱門學習之樂器，
若談到哪種樂器最易上手，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首先，第一大熱門樂器要算是鋼琴，鋼琴是否
容易上手，有兩種不同見解：第一種人認為鋼琴較
易找音，由於琴鍵已把所有音高固定，只需要認清
中央C的位置，加上認識五線譜上各種音名的位置
即可。話雖如此，鋼琴在認音上較其他樂器為多，
由於彈奏鋼琴樂曲不僅要認清高音譜號，還要認識
低音譜號之所有音符，相反其他樂器大多只需要認
識高音或低音譜號單線旋律而已。再者，鋼琴樂曲
中高低音音符同時出現的，需考驗學員左右雙手之
配合性。此外，鋼琴還需要用到腳踏以作延音、弱
音效果。所以鋼琴如坊間所言是最容易之樂器，筆
者認為有待商榷呢！

其次，弦樂器第一印象予人 「艱辛」之感。這
種樂器令人深刻要算是有關認音這一環：弦樂器在
找尋音高上並沒有任何標記提示，不同大小之提
琴，按弦之距離（手指與手指間之相距）有所不
同，加上拉奏高音旋律時，演奏者往往需要上把位
（即把按弦之左手大幅移位），以找尋正確音準。
另外，弦樂器在演奏時為了添加音樂味道，會運用
弦樂獨有的 「揉弦」，這種技巧不是一時三刻能夠
學懂的，快則幾個月，慢則一年以上。這種種難
題，為初學者帶來挑戰。

至於結他，不少人認為它是一種容易的樂器，
雖然結他有不少地方提示音名所在，可是要同時間
有力按多條線，也是一種痛苦的事情。而吹管樂
器更不太適合年紀較輕之兒童，由於運氣對他們而
言也是十分吃力，加上按不準氣孔造成漏氣情況也
常見。

綜觀而言，每一種樂器各有千秋，沒有一種樂
器絕對艱辛或容易。故此，我認為學習興趣勝於一
切，請各位習琴朋友面對困難時切勿輕易放棄呢！

香港藝術音樂協會主席 何俊榮

▲簡泳怡（左）與指導老師陶婉雯（右）在第
27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合照

▲每當看到紫荊花滿開，就知道每年的大考時間快到了

隨時代的改變，資訊科技的發
展，全世界都面臨語文能力下降的問
題，包括日常生活執筆忘字；申請工
作不能寫一篇得體無誤的信件；年輕
一代不擅辭令，不懂社交，原因可能
是 「專注」打機，很少和人說話溝
通。香港人的中文能力真有點江河日
下的情況，令人無奈和憂慮。也許像
從前，人類都只是追求溫飽，三餐不
繼，營養不良，及後經濟改善，餐餐
大魚大肉，最後卻患上 「三高」，各
種慢性病如糖尿病、脂肪肝等出現，
更普遍的是肥胖超重的問題。可以說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問題和應對方
法。現代人提倡少吃肉，多吃粗糧以
保健康；我認為也可以返璞歸真，撥
亂反正，回復從前重視朗讀、吟誦、
背誦、抄練和默寫的基本功以保我們
的語文能力。

有些學生的閱讀或書寫能力差，
老師和父母都感到束手無策，最後去
做智力評估，發覺智力水平正常；之
後又做其他評估，也許會被界定為有
讀寫困難（dyslexia）（這是德國眼科醫
生Berlin在1887年首次使用的，描述因
大腦皮質受傷而無法閱讀的個案）。
有這些障礙的學童人數不少，他們都
可 被 視 為 有 特 別 學 習 需 要 ， 俗 稱
SEN。跟，學界及心理學界又提出

閱讀障礙分為三種亞型，
即識字解碼能力差的 「讀

寫障礙」（dyslexia），
語言理解能力差
的 「理解障礙」

（hyperlexia），以及兩者均差的 「雜錦
型」（garden variety），一大堆的名
詞，令人也頭昏腦脹。其實，我們不
一定要過分緊張孩子是哪一類，最重
要的是如何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和能
力。

筆者認為有些孩子在嬰幼兒階段
可能缺乏語文的刺激，所以在語音發
展方面較為落後，長大後可能引致讀
寫障礙。相反，如果嬰幼兒每天都和
不同的人有互動，他們掌握語言，理
解意思的能力會較佳，令他們日後在
幼稚園識字、認字的能力也較佳。0
至6歲是學習語言和語文的黃金階
段，中文字是方塊字和圖像，屬右腦
範疇，中文字都有形、音、意三方
面，大部分字都可以望文生義，包括
象形、形聲、意會和指示等，小朋友
只要累積到一定的識字量就可以猜
字，懂得猜字，他們的識字量就會大
增，閱讀也可以較多，理解也自然會
進步，並不是高深的道理。

至於教學，從前的老師都重視朗
讀，同學大聲朗讀，聲由心入，容易
記憶，所謂聲聲入耳。不單朗讀，老
師也要懂吟誦詩詞，即讀時加入感
情，增加感染力，和作者的心通，還
有抄練和默寫，這些都是基本功。現
今的教育重視 「高層次」思考，忽略
基本功，過分強調 「愉快」，輕視了
默抄寫的需要，就如有20%超重，那
是環境太富裕的原因。語文的問題，
同出一轍。

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陳家偉

讀書時，每年看見紅棉開花便
預告考試的季節到了。現今地球暖
化，紅棉花期早得不像話，反而看
到紫荊花滿開就知道每年的大考快
到了。我認識的父母，特別是小學
生父母，每到考試就非常緊張。考
試前幾個禮拜開始，朋友的約會一
定不能去，因為要幫子女溫習。背
書是指定動作，父母往往比孩子背
得更熟。

到升了中學，父母常常說孩子
長大了，子女也不讓父母一起溫
習，兼且功課太深，只能撒手不
管，成績好壞也幫不上忙。中一的
家長常常說不習慣這轉變，但看見
子女在試前 「開夜車」，只有空擔
心。

邊讀書邊思考才是王道
其實要好好準備考試，父母的

督促和孩子在試前是否勤力地溫習
也不是致勝因素。人人都知道考試
不能臨急抱佛腳，有家長說我會請
他擬訂好一個考試溫習時間表，那

便萬無一失。考試不能單靠時間
表，反而最重要就是學會讀書，特
別是如何做筆記。

做筆記有三個基本作用：整理
上課的大量資料，促進理解；筆記
應融合曾學過的其他知識，溫故知
新；精要的筆記也方便考試前複
習。筆記能反映學生對學習材料的
理解程度，所以不應只是依原文抄
寫出來，應該盡量使用自己的文字
記下重點。這樣做需要不斷思考、
分析，從而提高自己的理解和思維
能力。

筆記不只記錄老師上課的內
容，更應在旁加入以往學過的相關
課題與知識，和看過的參考作引
證，以及時豐富資料。看過的參考
書可先用筆在上面做標記，在重要
的詞語、短語或句子下面畫線，或
以熒光筆標示，突顯重點。全文的
輪廓顯現出來後，就可用摘要式筆
記列出文章的重點，用自己的文字
簡短地把理解到的重點列寫出來，
以便掌握。

筆記貴精不貴多，有價值的筆
記並不在於它所寫的文字有多少，
而是在於其內容的重要性，以及在

於是否容易了解。學習的項目和內
容繁多時，可考慮用腦圖或製作表
格式的比較表或圖表，以幫助記
憶。

我有一位中四學生，上次查閱
她的筆記時，竟然讓我發現她除今
年上課的筆記外，還有另一本精緻
的筆記本把以往三年學過的重點都
記下來。細問之下她說那是中一存

下來的本子，記錄了她每一年的心
得。

作為老師，看到學生如此投入
學習、掌握知識，確實是我對 「筆
記」最感欣慰的經驗。掌握主動學
習法，一邊讀書，一邊思考才是王
道。所以與其臨考試時和子女比賽
背書，家長倒不如早一點訓練孩子
做筆記吧。

親愛的香港：
您好嗎？由出生開始也沒有給您寫過一封信。

雖然我們相識已有十多年，但我卻一點也不認識
您，這次寫這封信是想向您發表感受。

十幾年來您轉變了很多，無論是經濟、社會、
環境和文化的發展也有了相當的改變。回想小時
候，電視機還是一式一樣，厚厚的，雖然沒有現在
的漂亮和清晰，卻有古色古香的風味。香港原本是
充滿人情味的，縱使街上大半數人也屬於勞動階
層，但生活卻比現在的幸福和充實。鄰舍關係融洽
是您的特色，您有沒有忘記呢？遺憾的是現在已經
今非昔比了，我知道您並沒有忘記，但其他人已經
忘記了！這種特色已隨樓宇的變遷而消失，人際
關係變化相當大。

香港，轉變是要付出代價的，得到一樣便會失
去另一樣，我懷念過去所擁有過的，卻又不想失去
現有的，人總是矛盾，得一想二。您的轉變有人悲
有人喜，究竟這轉變好嗎？我不知道。

不知您會否擔心自己再這樣 「進步」 下去，人
們會否變得越差，生活質素會每況愈下呢？我開始
憂慮了，其實生活快樂，簡簡單單地過平凡的日子
便已足夠。在經濟、文化方面，香港雖然越變越
好，但人民生活卻越來越過不下去，可以選的話，
我想不少人也會偏向愛以前的您，您也是吧？

某港人上

「橡皮鴨游世界．香港站」
藝術展覽

文康資訊

日期：2013年5月2日至6月9日
時間︰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地點：海港城海運大廈

─維多利亞港及露天廣場

人 腦 細 胞 （ 包 括 神 經 元
neuron 和 神 經 膠 質 細 胞
neuroglia）數量超過千億，在顯
微鏡下，它的構造和運作既複雜
又神秘，活像一個小宇宙，為每
個生命譜出獨特的人生。人腦從
形成的一刻開始已非常活躍；然
而研究指腦域只有約百分之5至6
被開發運用，未開發或處休眠狀
態的腦域佔9成半。若說潛能無
限，人類的腦當之無愧。

以往的研究指人20歲後（或
更早）腦細胞數量不再增加反開
始消亡，但一些近期的研究顯示
腦細胞可於中至晚年再生，這些
可能推翻既有論說的發現，激發
更多致力探索人腦奧秘的動力。
人腦富抽象思維，具創造能力，
更優於地球上其他生物，理應積
極開發善用和好好珍惜保護。

諷刺的是，人腦的無限創意
製造了不可逆轉的生活模式，令
生境素質下降。生產和建造污染
又改變地球生態的物品來達致
「優質」生活享受（例如核電廠

泄漏輻射、傾倒有害工業廢料污
染水源、濫捕有商業價值的海洋
生物、過度砍伐樹木令沃土沙漠
化、沒節制使用能源令溫室氣體
排放導致全球變暖等等），同時
也破壞了大自然生態平衡。人類
引以為傲的腦用在意識形態都為
利益而戰的觀念上，造成了作繭
自縛的人禍困局，在視而不見正
步向自我毀滅的道路。

被喻為現代愛因斯坦的著名
英國物理學家霍金最近說，如果
不逃離脆弱的地球，人類將於未
來1000年內滅亡。論說的確令人
震驚，但筆者十分相信這位當代
偉大學者預見的危機。觀近年各
地不斷出現大型地震海嘯等天
災，令人憂慮惶恐又無奈。天災
或無可避免，可恨的是明明是可
以避免的人禍災害劇目，竟仍天
天在地球村上演。天災加上接踵
而至的人禍，應能喚醒人類的危
機意識吧？

很可惜，現代的人腦思維常
被大量電子產品佔據，變成喜歡
在虛擬的場境中自創 「道理」，
或尋找 「自由、真我」，不惜摒
棄現實中人際間真誠相處的價
值，甚至相信以暴易暴才是真
理，認為輸給別人才是危機。

美國心理學家威廉．嘉撒
William Glasser在其著作《精神病
可 不 藥 而 愈 ⁈》（WARNING:
Psychiatry Can Be Hazardous
to Your Mental Health）中提到
人腦在不快樂的負面精神狀態下
會產生難以預計的創意，包括使
用暴力、殺人甚至自殺。從他的
論說中，筆者意識到為何反恐行
動會招致更多恐襲的原因。

心寒嗎？今天起要清晰頭
腦，過有建設性、積極的正向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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