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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地區在地球的最北端，被歐、亞、美洲
的邊緣陸地海岸帶及島嶼包圍。在這裡，壯麗
的景觀隨處可見：廣闊的冰川、壯觀的瀑布、高
聳轟立的冰架，以及燦爛的極光，對已適應並棲
息於此地的野生動物來說，是一片樂土。但因受
到環境污染和全球暖化日益嚴重的影響，大自然
生態環境發生急劇巨變，冰架崩裂融化、冰山蒙
塵染垢，樂土逐漸消失，北極生態系統及野生動
物正面臨致命威脅。

北極氣候受到全球暖化的衝擊尤其明顯。在
北極地區，由於海洋上能夠反射陽光的冰層急劇
減少，海洋和氣候暖化的速度比地球其他區域快
一倍。科學家預計在不久的將來，北冰洋在夏天
時將完全沒有冰層覆蓋。

北極熊覓食困難
這樣的氣候變化，令居住在北極的野生動物

生存越來越困難。北極熊因為海上冰面範圍大幅
減少而覓食困難，而雄性北極熊在無法捕捉到海
豹作為食物時，甚至會捕食幼小北極熊充飢。馴
鹿則要提早遷徙到大草原，以避過因初春積雪提
早融化造成的河水暴漲。海冰融化令海象的覓食

和生活範圍局限在沿岸海域，並且需要游到遙遠
的地方找尋食物。當氣溫上升到一定程度，這些
動物便難以存活。這些活躍於北極的動物，會有
什麼下場呢？

同時，由於全球變暖，海冰融化速度加快，
港口將會相互連接，形成許多新的、更為快捷的
航道，可以節約運輸時間和燃料成本。而船隻穿
越北極，將為北極和北方港口地區入侵物種蔓延
提供新機會。

例如，蚊子和森林甲蟲可能會藏匿在船艙中
生存下來，而一些海洋生物（如貽貝、藤壺等）
可能會以幼體狀態藏匿於壓載艙或船體其他地
方，寒冷天氣和航程的縮短，有助於蠔、藤壺以
及螃蟹等入侵物種的生存。寒水降低了生物的代
謝速度，使牠們能在較少的食物條件下存活下
來。這些新物種在新環境中的繁衍會損害當地的
生態系統並威脅本土動植物，入侵有害動植物，
能給當地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如斑馬貽貝大量
湧入五大湖，每年造成的損失約為10億美元。
「入侵物種類似於妖怪——一旦將其從瓶子裡釋

放出來，就很難再讓其回歸原位。」
美國農業部專家指出，入侵物種一旦被引

入，能夠擊敗本土已進化千餘年的其他任何物
種。有些入侵物種是無害的，而另一些沒有捕食
者的入侵物種則會大量繁衍。在自然界系統內沒
有能夠控制住牠們的敵手，牠們比本土其他生物
更善於從水中獲得食物。當新入侵物種扎根之
後，其中的一種或兩種會變得非常適應新環境，
進而成為新環境的統治者，自然界生物多樣性隨
之減少並最終崩解，整個北冰洋地區作為入侵動
植物的巨大競技場，但最可怕的是，人類對其後
果則毫無所知。 于 曠

4月15日發生的美國波士頓恐怖襲擊案轟動
全球，事件觸動人心並不單因為死傷人數眾多，
還因為兩名車臣恐怖分子選擇在波士頓馬拉松終
點附近引爆炸彈，在合家歡運動馬拉松長跑比賽
中製造悲劇。爆炸案令馬拉松長跑頓時成為傳媒
焦點，究竟這項運動是如何興起的呢？為什麼會
成為最受人喜愛的運動呢？

馬拉松運動起源於一個古希臘的歷史傳說。
在公元前490年，雅典和波斯軍隊在雅典附近的
城鎮馬拉松戰鬥，史稱 「馬拉松戰役」，結果雅
典軍大勝，擊退入侵的波斯人。相傳雅典士兵菲
迪皮特斯（Pheidippides）從馬拉松狂奔42公里跑
回家鄉傳捷報，他大喊一句 「我們勝利了」便倒
地殉國。十九世紀英國詩人白朗寧（Robert
Browning）在1879年根據傳說寫出詩作《菲迪皮
特斯》，在歐洲大受歡迎，令此事成為歐洲人口
耳相傳的歷史傳奇。

首屆馬拉松始自奧運
1896年，當奧運會在雅典重新舉行時，主辦

當局構思舉行一項全民參與的比賽，以緬懷古希
臘的輝煌歷史。馬拉松長跑獲 「現代奧運之父」
顧拜旦大力支持，結果首屆的馬拉松比賽就安排

由馬拉松跑往雅典，重溫當年菲迪皮
特斯的路線。比賽大獲成功，奠定馬
拉松的地位。直至1908年倫敦奧運，
由於要遷就英國皇室成員欣賞跑手衝
線，比賽距離增加了0.195公里，這個
距離在1924年後成為標準。

美國波士頓受到首屆奧運馬拉松
熱潮的啟發，在翌年主辦世界上首個
城市馬拉松盛事，引發其他城市爭相
倣效。時至今日，全球各地每年有超
過500個大大小小的馬拉松賽事舉行，
吸引長跑好手到各地比賽。世界六大
馬拉松包括波士頓、紐約、芝加哥、
柏林、倫敦和東京的賽事，更成為跑
手夢寐以求參與的比賽。

為什麼馬拉松會廣受歡迎呢？首
先，長跑是老少咸宜的運動，人人皆可參與，馬
拉松比賽的報名人數每每過萬，萬眾齊心衝刺非
常吸引；其次，馬拉松長跑的42.195公里可被視
為挑戰自己突破高峰，所以長跑愛好者多以這個
超長距離為目標；另外，馬拉松不光是跑手可參
與，一個城市的馬拉松比賽往往是全民盛事，市
民可圍觀、組成啦啦隊打氣、或當義工提供飲用

水及補給品。由於參與程度高，馬拉松便成為普
及化運動。

香港在1981年起舉辦港深馬拉松，當時路線
是由上水跑往深圳，但這個比賽普及程度不高。
直至1997年渣打銀行贊助香港馬拉松，比賽場地
改在香港市區，比賽一年比一年受歡迎，參賽人
數直線上升。時至今日，每年2月底舉行的渣打
馬拉松，已是香港市民的頭等盛事。 關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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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客觀、理性及全面之評鑑。

中長期措施
相關持份者：教育局、考

評局、課程發展議會、校長、
教師、學生及家長……

具體措施：成立工作小
組，審議及重新規劃各科的中
長期改革

改革方向：主要優化 「課
程」、 「課時」及 「評核模
式」之間的 「（教學）生態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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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學與教 教師毋須秉持價值中立教師毋須秉持價值中立

南極旅遊污染淨土

天地人和 暖化或令北冰洋無冰層

通識教育科課堂主要有三個元素，除了
「認知」和 「技能」外， 「價值」的建立和反

思，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很多人認為通識教
育科偏重技能訓練，只透過爭議性議題，讓學
生自由討論，教師只需要採取價值中立的態
度，並認為課堂沒有價值教育的成分，這其實
是對通識教育科的一個誤解。首先，教師設定
議題時理應有一條道德底線，否則放任學生自
流，就無法控制討論的方向。諸如：探討父母
與子女的關係時，相信沒有人會否定彼此關愛
的普世價值。然而，什麼是表達愛的最好方
法？相信父母與子女基於不同的處境和觀念，
或許會有不同的看法。教師可以從這一點入
手，引領學生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從父母的角
度去看問題，進而學會彼此體諒、互相包容。
這樣的安排既不會有違社會大眾對道德觀念的
期望，也能引入價值反思和多角度的思維技
巧，可謂一舉兩得。

在教學討論過程中，教師一般會在課堂上
陳列正反雙方的觀念，讓學生從不同角度和理
念去看問題，由學生自行判別是非，以免教師
在課堂展示強勢立場、學生在師生權力不對等
的情況下，三緘其口、不敢提出異議。然而，
教師在教學時雖是價值中立，但仍可以陳述自
己的看法，只不過不是以教師的權威來迫令學

生接受。學生當然也可以堅持異議，但教師也
可以透過提問和討論，讓學生理解不同的看
法、反思自己的道德座標。為配合價值教育的
推行，教師可以為課堂設計不同類型的總結，
如書寫反思、綜述觀點等，既鞏固學生所學，
又可以引入價值教育。例如：教授 「空氣污
染」這個議題時，教師可以要求學生反思，詢
問他們可以為這個問題做些什麼；或者檢視自
己平日有沒有浪費能源的習慣，思考自己應否
為環保問題負責，例如：學生在夏天穿毛衣上
課，但又大開空調的習慣，這些都可以是教師
要求學生反思個人行為和價值觀的切入點。

學生可以堅持異議
教師在通識教育科教學上，應該隱藏自己

的價值觀，才能有效協助學生建構知識、建立
自我價值觀？在開放多元的學習環境下，會導
致學生的價值觀有所偏差？其實，關鍵在於教
師對本科目標、理念的掌握，以及在教學時能
否有效發揮。教師的價值觀直接影響教授通識
教育科的成效，教師價值觀應包括對此科目和
教育整體的價值觀，例如在知識上看重原創與
建構、在學習上強調互動和主動、在合作上看
重尊重和參與等；同時也包括教師的人生價值
觀，例如平等、公義、仁愛、真善美等。事實

上，通識教育科教師必須運用自我價值觀去選
取課程內的議題，以及利用突發事件，引發學
生關心某些事情。在教學過程設計方面，教師
也要關心科目目標（諸如自己的教學理想）的
實現；透過適當的過程和方法，設計學習經
歷，把科目宗旨背後的價值傳遞給學生。因
此，出色的教學，在課程選材和教學法運用的
巧妙結合下，能成為一種 「技中見道」的表
現。教師在通識教育科實踐價值教育的過程
中，還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Veugelers從學習
者偏好的觀點切入，在一份以118位中學生為對
象的研究中指出，學生最喜歡教師使用的教學
策略依序是：（1）教師會指出各種不同的價
值，同時會表達自己認為重要的價值是什麼；
（2）教師會強調各種不同的價值，但不表達他
個人認為重要的價值是什麼；（3）教師嘗試不
表露出自己的價值選擇；（4）教師直接明確地
說明他認為重要的價值是什麼。從這個研究
中，我們可以知道學生希望了解各種不同的觀
點和看法；然而，之後也渴望知道教師所重視
的價值是什麼。換言之，教師固持價值中立的
立場或許並非必要的。

（通識教育科教與學系列三十，待續）

體育通識 全民參與的運動──馬拉松全民參與的運動──馬拉松

為了配合 「家是香港」的活動，喚起市民對於
環境清潔的意識和認識注重個人衛生的重要性，由4
月26日開始，一連三日在全港九新界十八區進行了
「全城清潔運動」，各問責官員都落手落腳參與。

在早先啟動的 「家是香港」運動有四個主題，
擴闊對於文化藝術、體育活動的興趣和參與的 「活
力香港」；凸顯設計創意和創新科技表現，特別是
年輕人創意的 「潮流香港」；鼓勵大家關心弱勢社
群的 「關愛香港」；鼓勵大家要支持低碳、減廢、
愛護大自然和崇尚健康生活的方式的 「清新香
港」。希望在政府搭建了的這個共同平台上，透過
多元化的活動，各個夥伴機構的參與，大家同一顆
心，聚焦在香港作為 「家」的地方，同時亦宣揚一
些好人好事，加強凝聚力和歸屬感，發放關懷互助
這類正面的信息。

「清新香港」頭炮的活動就是全城的清潔活
動。是次的 「全城清潔運動」，因得到各個區議會
的支持而在十八區順利舉行。政府非常重視環境和
地方的清潔，每年投放大約二十億元在廢物收集和
街道潔淨的工作上。因應內地H7N9禽流感威脅香
港，所以更實施了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加強在
邊境口岸的防疫工作，加強公立醫院的防控施措，
加強巡查售賣活家禽的街市攤檔，及加強有一些野
鳥聚集的公眾地方和街市等。

要真正維持社區的清潔衛生，不能單靠特區政
府或食環署，更需要每位市民參與，時時刻刻都保
持環境清潔，才能夠做到防疫和防範的工作，所謂
「大家齊心就事成」，齊齊共建一個更清新的香

港。
香港是大家的家，希望政府、社區人士和市民

可以一起參與、一起努力，為我們自己建立一個更
清潔、更健康、更安全的家。

全城清潔運動

具體細節

中文科研究重新引入
文言文範文考核。

分拆企會財科目

現行措施／情況

‧第一屆文憑試中文科及格率偏低，坊間
稱為 「死亡之卷」
‧閱讀（文言文）及寫作能力下降，作文
流於 「口語化」
‧07年公開考試取消指定範文考核，改為
列出幾百篇參考文章，學校按照校本情
況，自行選用
‧學與教層面重 「能力導向」 ，輕 「根基
鞏固」 ，師生無所適從。

‧新選修科目，前身是舊學制（會考及高
考）下會計、商業及企業概論的合併版
‧課程太深、太多、太闊；標準 「課」 時
270小時，但實質操作約350多小時，師
生要 「強制性加時」 （補課）
‧第一屆文憑試約4500多人退修；第二屆
約3000多人退修。

優化方案

‧研究重新引入（經
典）文言文範文或精要
範文，具體篇章來源、
數目及評核模式留待學
界諮詢及工作小組審議

‧研究拆科之 「可行
性 」 ， 重 新 分 拆 上
「試」

預期成效

‧在學與教層面上只作為
一個切入點，改善學生中
文（閱讀及寫作）水平，
但不走 「回頭路」 ，考核
文章內容為主調，避免
「死背書」 之風氣死灰復
燃

‧改善課程 「痴肥」 及師
生過度補課之現象

▼北極生態系統及野生
動物正面臨致命威脅

▲全球各地每年有超過500個大大小小的馬拉松賽
事舉行 新華社

一位作家曾這樣描述南極： 「我不曾想像過天
堂的模樣。但是南極的大自然以它豐富的想像力，
為我做了一次虛擬現實。而我幾乎就要相信，如果
有天堂，它應該和這樣的場景與感覺最接近……」

南極，位於地球的最南端，是一個冰雪覆蓋的
寒冷世界，是地球上最冷的地區，有記錄的最低溫
度是零下80.6℃，素有 「冰雪高原」之稱。冰層平均
厚度2000多米，又為地球上的 「白色沙漠」和 「風
庫」。11-3月為暖季，沿岸溫度大概徘徊0℃左右，
尤以1月份氣候更為穩定。

34萬人次湧至
自1957年人類首次開展南極旅遊活動以來，去

過南極的總人數累計約34萬人次，其中科學考察人
員約16萬人次，南極旅遊者約18萬人次，而每年去
南極旅遊的人數正在以10%至15%的速度上升，越來
越多的人們見識了這塊淨土，但同時也給南極帶來
了環保擔憂。

這裡是 「海洋陸地生物繁盛，冰河冰山四處環
繞，人文歷史史跡充裕，奇觀美景處處可見」的白
色大地。這裡數以百萬計的企鵝，養育數以千計
的鯨魚。風向、洋流聚集了大小、形狀各異的浮
冰；浮冰上有許多海狗棲息……

從法理角度講，南極屬於全人類，任何人都有
權利去南極，不可能阻止。但南極遊人數的增加和
監管的空白狀態，是這塊土地面臨的重要問題。極
地遊是市場行為，現在處於 「誰也管不」的境
地。如果出現問題，只能由南極條約組織、南極研
究科學委員會勸告，但要限制遊客數量很難做到。
未來南極遊客會繼續增加，他們對南極的環保完全
靠自覺。

美麗的 「天堂」儘管看上去至真、至純，但卻
是危機四伏。冰面、風力和天氣影響人們在南極
的一舉一動。冰蓋表面是厚厚的一層積雪，走在上
面深一腳、淺一腳，扒開積雪，就會露出淡藍色的
冰蓋。冰蓋表面有許多裂隙，一不小心，就會一腳
踩空，陷入其中。

南極遊一般取道智利、阿根廷，乘郵輪或乘坐
軍用飛機前往。目前旅遊熱對南極所造成的環境壓
力，主要來自於郵輪等交通工具所帶來的排放。早
在2007年， 「探索者」號客輪在南極遊中失事，船
艙內的燃油外泄給南極海域造成嚴重環境污染。

于 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