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撮要
歐盟7日與土耳其召開特別峰會，討

論如何阻截難民大量湧入歐洲，並採取
措施紓緩希臘等「前線」國家的負擔。
但峰會開始前，與會各國已就具體堵

截方法出現分歧，路透社等傳媒引述消
息指，峰會上會宣佈封鎖經巴爾幹半島
北上的難民路線，但德國總理默克爾的
發言人維爾茨隨即否認，強調各國仍在
磋商難民危機，一切結論暫時仍屬炒
作，促請外界靜候結果。
■節自《歐盟土國傳封難民「前

路」》，香港《文匯報》，2016-3-8

持份者觀點
1. 歐盟官員：土耳其總理達武特奧盧在
會上提出多項堵截難民的全新主張，但
要求歐盟即時加快審批土國入歐申請，
並於春季結束前讓土國公民免簽證進入
歐盟。
2. 達武特奧盧：土國願意與歐盟合作，
亦已準備成為歐盟一員，期望峰會能成
為雙方關係的轉捩點。我國已採取措施
控制難民湧入，進入土國的難民數字亦
稍為下跌，惟因敘利亞內戰持續，難民
潮始終未能解決。

3. 英國首相卡梅倫：即使英國脫歐，也
難以從難民潮獨善其身，但英國不會加
入歐洲的難民庇護機制。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歐洲難民潮的最新發展和其影
響。

2. 承上題，歐洲各國就什麼問題有爭
議？

3. 「讓土耳其加入歐盟，只是權宜之
計。」你同意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全 球 化 歐盟土國傳封巴爾幹截難民

現 代 中 國

新聞撮要
孕婦在懷孕初期接受檢查時，若發現

胎兒有嚴重畸形，如患無腦症、遺傳性
心臟病或腦部出現不可逆轉損害，通常
選擇人工流產。不過，英國國民保健服
務（NHS）負責移植手術的醫生，在英
國器官移植協會年會上提出新建議，指
孕婦可考慮讓畸胎出生，到醫生宣佈嬰
兒死亡後摘取器官捐出，拯救他人生
命，紓緩捐贈器官短缺問題，但建議掀
起道德爭議。
■節自《誕畸胎捐器官 被批「盜

屍」》，香港《文匯報》，2016-3-7

持份者觀點
1. 英國當局：約有7,000名兒童等候器官
移植，過去兩年只有11名兩個月以下嬰
兒成為器官捐贈者，希望能提高至每年
100人。
2. 英國大奧蒙德街醫院顧問醫生布賴爾
利：支持建議，現時每日有3名兒童因
等不及器官移植而死亡，歡迎任何可增
加器官捐贈的方法，但不贊成以此說服
孕婦不墮胎。

3. 英國特威克納姆聖瑪麗大學生物倫理
學教授斯坦默斯：反對建議，建議等同盜
屍，將令公眾失去對器官移植的信心。器
官移植聲譽已因使用安樂死成人的器官而
受損，新建議將令情況雪上加霜。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爭議所在。
2. 試指出支持者和反對者的理由。
3. 有醫生不贊成以「畸胎能損器官救

人」說服孕婦不墮胎，你怎麼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英醫生倡畸胎照生捐器官挨批

新聞撮要
浙江金華職業技術學院的心理健康老
師日前佈置了一項「柔軟」的作業，要
求學生兩個月記錄180件感恩的事。出
乎老師的意外，竟然有95%的學生都堅
持了下來。許多同學甚至說，要感恩這
項作業，「讓我發現了，原來生活中很
多熟視無睹的瑣事，竟然也是那樣的美
好。」
■節自《浙高校奇葩功課兩月記錄感

恩 180 事》，香港《文匯報》，
2016-3-4

持份者觀點
1. 佈置這份作業的章波娜老師：佈置這
道感恩作業，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讓學
生能夠發現身邊美好的人、事、物，也

能鍛煉他們用積極的眼光看待事物，最
終提升他們的自我價值感，體會到擁有
美好東西的幸福感。
2. 金華市心理衛生協會秘書長、金華第
二醫院院長張載福：老師的出發點是好
的，但形式可以再商榷。如果在數量或
者考核方式上作一些改善，可能會更
好。
3. 該校學生：為了學分，只能編了。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這項作業的目的。
2. 對於「形式化」的論點，你有什麼看
法？

3. 嘗試一下做這項作業，你認為對周遭
事物有改觀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浙校功課兩月記180感恩事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新聞撮要
寒流又襲港，香港天文台預計上周四氣
溫急降8度，最低氣溫由19度下降至11
度，星期五最低只有10度。早前有網民參
考外國天氣網站發現，3月中會有超級寒
流，最低氣溫更見負數，兩者的預報相差
甚遠。
■節自《依地理位置調整 天文台預報

更「貼地」》，香港《文匯報》，
2016-3-7

持份者觀點
1. 天文台指出：外國非官方網站只利用單
一的電腦模式預測天氣，未有按香港的地

理位置、天氣實況等因素作調整，預報未
必準確。
2. 氣象專家：天文台會參考歐洲、英國等
電腦模式的預測，惟部分模式的濕度預測
偏低、部分溫度預測偏低，且各個模式預
測也不盡相同，故天文台根據電腦模式的
過去表現，找出各個結果的共通點，預測
最有可能出現的天氣。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天文台預測天氣的方法。
2. 你認為天文台準確預測與否對市民有什
麼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通識教育的理念是引領新一代探究當代社會議題，從
而建構知識，並進行多角度思考，成為一個具獨立思考
和正確價值觀的公民。然而，自新高中推行至今，通識
科教學和考評有走向「格式化」和「機械化」之嫌，恐
怕會桎梏學生思考，與通識的理想背道而馳。
首先，現時通識教師批改試卷極重「概念運用」。然
而，什麼是通識議題應有的概念，未見權威和統一的說
法。作答時應該運用分析性概念（必然性、可行性
等）、事實性概念（如失業率、貧窮率），還是學術性
概念（如從眾行為、破窗理論），可說不同教師或閱卷
者各有所好，令教學取向和評卷標準差異極大。

太多「框框」恐致機械化
更重要的是，部分評卷者矯枉過正，以為無概念不成
答案，見考生運用若干概念，即使內容空洞，亦評為高

分，反之詳細舉例或引用知識，就很可能被視為「背
誦」，令通識科走向不重實學，「無料吹水」的方向。
運用概念進行思考是高階思維的一種，論述過程中運

用概念值得欣賞。問題是，當這種能力被「無限放
大」，甚至變成「金科玉律」，種種考試主導下的怪現
象就由此衍生。例如不少老師會列出了各式各樣的答題
「標準」，如要求每段至少有3個至5個概念詞云云，
令通識科教學和考評出現「機械化」。
再者，現時通識教師亦極重視題型訓練，將公開試常
見題目，區分成不同類型，然後提供既定的「作答模
式」，引導學生進行大量依既定框架寫作的操練。重視
寫作教學以提昇成績實無可厚非，提供參考的作答結構
協助學生思考和組織答案，也是教育理論中「鷹架」的
一種，對照顧弱勢學生有相當作用。
然而，部分老師和評卷者將題型框架從「教學」轉移

到「評卷」之上，依照心目中的作答框架評分，例如評
論題必須要有「駁論」，才可取得高分。其他準則還有
「雙駁論」比「單駁論」優勝、答案要「先反後正」或
「先正後反」等等，不一而足。

重點能力應多元化 扣題重要非唯一
然而，沒有駁論就一定不是好文章嗎？正反多角度思
考一定要用「駁論」呈現出來嗎？考生不跟從先正後反
之類的格式，例如將多角度元素融入文章中段位置，又
應否被判定為低分？由於評卷者未必有能力判別千變萬
化的作答方式，不少老師為求保險，花費大量教學時間
為學生進行題型訓練，促使學生按既定模式思考和作
答，極端者更會在中六全年集中教授「作答框架」，令
通識科由「啟迪思考」變成「限制思考」，令人唏噓。
最後，現時通識評卷極為重視考生的「扣題程度」，

一題之內通常有多個關鍵詞，考生作答時必須逐一回
應，若一時疏忽，遺漏其中一二，得分就會大打折扣。
筆者不是要質疑「小心審題」的重要性，這些都是精確
思考的表現，也可「有效」地將考生區分為不同等級，
但通識公開試題目每多冗長、複雜和刁鑽，又會因翻譯
問題變成表達不清的「歐化句」，令同一條題目可以有
不同理解。
因此，以扣題與否作為評分主要準則，就可能出現不
公平情況。再者，面對簡單的提問句子，離題機會少，
考生比拚的是知識和學養多寡；反之，對於複雜的提
問，考生比拚的就是謹慎程度和拆字解題的能力。
究竟本科應以什麼準則擬題呢？通識考試應該考核的

重點能力又是什麼？怎樣的擬題方式更切合通識科的精
神？但願大家一起思考上述問題，不要讓通識科走上
「異化」之路。

■香港通識教師會副會長黃家樑

通 識 把 脈

公 共 衛 生

新聞撮要
小小年紀便要和父母長期分離，是當

下中國農村6,100萬留守兒童的真實情
況。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四中校長劉長
銘表示，留守兒童在教育、情感、心理

等方面均需要社會給予更多的關愛。他
建議，從強化政府責任、加強教師培訓
等多方面確保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不出
問題。
■節自《關愛留守童 政府擔重責》，

香港《文匯報》，2016-3-10

持份者觀點
1. 劉長銘：農村孩子是人力資源有待開
發的富礦，要根據需求，為他們提供優
秀的師資、與父母有效溝通的渠道和生
活精神上的關注。
2. 全國政協委員翟美卿：地方政府盡可
能放寬對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和進入

幼兒園的限制，降低門檻，讓有經濟能
力的父母將14歲以下的孩子能夠帶在身
邊就學和生活。
3. 西北大學副校長高嶺：對於貧困邊遠
地區，應在扶貧資金中保障資金投入，
確保各類信息平台暢通，為留守兒童和
父母、學校之間架起信息通道，使留守
兒童健康地成長。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上文提及的問題和原因。
2. 留守兒童對內地社會造成什麼影響？
3. 你認為解決內地留守兒童問題應從源

頭做起嗎？■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考通識能力 多啟迪少限制

天文台參考「內外」預報更準

六千萬童留守 關愛不留手

能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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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用「女人撐起半邊天」來描述21世

紀職場女性貼切不過，因為她們既要外
出工作，同時要兼顧家庭。然而根據一
項調查顯示，逾九成的全職家庭主婦表
示因需要照顧子女而無法進入職場，另
有少於一成受訪者表示滿意現時香港的
社區託兒服務。
■節自《顧家難顧工 主婦難返

工》，香港《文匯報》，2016-3-8

持份者觀點
1. 任職會計文員的梁女士：我育有兩名
子女，投身工作除了賺取收入，也令我
覺得自己有價值，希望政府因應不同地
區需要，按比例增加幼兒託管服務，讓
更多女性可以放心投入職場。
2. 九龍婦女聯會副會長黃玉蘭：我們於
深水埗有兩間託兒所，雖然6歲以下的
服務仍有空缺，但6歲至12歲的名額早

已爆滿，平均要等候數個月才有位，顯
示託兒服務需求大。
3.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託兒服務
中的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保姆以義
務形式工作，不受勞工法例監管，人手
亦欠缺穩定性，令服務質素參差。建議
政府仿效台灣的做法，要求政府為社區
保姆設立中央登記制度，並提供培訓、
考核及資歷認可等劃一標準，提高服務
質素。

多角度思考
1. 試指出香港主婦就業遇到的困難。
2. 承上題，各持份者對此有什麼意

見？
3. 「託兒服務不足是主婦難
以就業的主因。」你在
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
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知多點
澳洲 ■政府向照顧兒童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發放兒童照顧
福利津貼

■政府為0歲至12歲兒童安
排合格保育員提供上門日
託服務

新加坡■政府控制組屋區（公共房屋）
租金水平，降低區內私營託
兒中心成本及服務收費

■政府部門及法定機構的辦
公大樓內設立幼兒中心

韓國 ■僱主向工作1年、子女未滿
6歲的員工，提供1年親職
假

■政府公佈育兒物價指數控
制相關物品價格
資料來源：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婦女投入職場意向調查

一周時事聚焦

港九成主婦湊仔難「主外」

準備好了東西，
爸爸把我送到火車
站，對我不捨地揮
揮手，感謝這些年
一直陪伴我成長的
父母。

去茶花園玩了一圈，和朋友聊天談心，說出心裡話，心裡好受了一些。

感恩室友叫我

起床，我沒有遲

到。

■有調查顯示，本港逾九成全職家庭主婦因需要照顧子女而
無法進入職場。 資料圖片

■■留守兒童自製禮物送父母留守兒童自製禮物送父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作業要求學生兩個月內記錄作業要求學生兩個月內記錄
180180件感恩的事件感恩的事。。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