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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得1分 照樣讀碩士
一場講座改變「打機南」一生 發奮踏上哲學博士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學界正能量

陳鎮南金句

黎忞）中學文憑

議題

試 4 個核心科目正在開
考，不少考生都期望

考得佳績，同時擔心出路，但其實公開試成績絕

金句

日常生活用英語

拳手不能在拳館學完拳，回家就不
再練習打拳，要經常練習，甚至走
路時也要想怎樣才可以打好拳。

讀哲學曾否遇困難

這些困難稱不上困難，而是人的思
維使然。若一個人十分固執，遇上
什麼事也無法改變他，仍是這樣固
執。睡着了的人，能否遇上能搖醒
他的人，都不是他可以預計的事。

成功升讀嶺大哲學系

人最需要感激的就是知道自己想做
什麼。一個人沒有目標，如何努力
都是「嘥氣」、痛苦、沒有意義。
當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就算遇上
的事有多痛苦，就會明白努力不會
白費。有目標的人才會願意去努力
和有韌力去克服困境。

為何想
「執教鞭」

讀哲學就是想知道真相，知道真相
就想告訴別人，究竟什麼是真相。

為何申請外國大學
博士學位

習慣嶺大生活會令人懶惰。一個人
要進步，不可以令自己感覺舒服。

如未能成功申請獎
學金有何打算

可能嘗試不同工作鍛煉自己，看自
己能否在完全沒有哲學的環境中，
仍想追求哲學。

非一切。現年 24 歲的陳鎮南曾是公開試的「犧牲
品」，年少時沉迷打機、學習沒方向，舊制會考
只得 1 分。但機緣巧合，他參加哲學講座，令他
萌生濃厚興趣及學習動力，努力克服不靈光的英
文，逐級逐級升學，更成為嶺南大學一級榮譽畢
業生。現時鎮南正修讀研究式碩士課程，並放眼
海外升讀博士，向成為哲學學者的道路進發。

鎮

南曾在天水圍一所Band 3中學
讀書，中二起沉迷電視遊戲，
一天花 10 小時打機。他坦言，當時
「完全唔知自己想點」，中三時更
接近「考包尾」，在舊學制下未能
原校升讀，要轉到私校讀中四。轉
校後，他仍然沒有「的起心肝」讀
書，繼續打機，會考更只有生物科
合格，僅獲1分。

聽講座後「頓悟」升學方向
他憶述指，當時思想軟弱，不想
太早投身社會工作，未有想太多便
選報嶺大持續進修學院紀律部隊訓
練毅進課程，再看看能否投考紀律
部隊。不過，完成毅進課程後，鎮

南機緣巧合下，參與了由神學學者
主講的哲學講座，他笑言當中內容
已忘得一乾二淨，但從中發現自己
有許多「古靈精怪」想法，與哲學
思考方式相似 ，「 為何樹向上生
長」、「 大腦又是否等於我自己
呢？」他又認為，哲學有助強化思
考能力，甚至可以透視謊話，「因
為（說謊者 ）說話好容易前後矛
盾」。哲學從此深深吸引着他，更
讓他認定未來升學方向。

打機學英語 銜接升嶺大
完成毅進和副學士先修班後，鎮
南便開始追求哲學知識，升讀嶺大
人文學科 （哲學 ）副學士 。他坦

■陳鎮南曾終日沉迷打遊戲機，無心向學，但自從接觸哲學，人生就有所
改變，現時更有機會攻讀哲學博士。
黎忞 攝
言，在學期間，英文是最大學習障
礙，「每 5 個生字就有 1 個唔識解，
即使查字典逐個逐個字理解，但拼
成句子後又變得不明白」，令他要
較一般人花更多時間和心力學習英
語。雖然他不再像以往般沉迷打
機，但電子遊戲反而成了學英文工
具，當時他模仿遊戲中的外籍配音
員英語發音、語速和語氣，「因為
他們的咬字一定最準確」，寓遊戲
於學習，成功加強學英語效能。
為探究更多哲學知識，鎮南升學
目標更清晰，因而更具動力發奮讀
書。讀副學士期間，他與數名同學

互相激勵，一起溫習和做功課，獲
得導師賞識，終成功銜接嶺大哲學
學士課程 ，其後更以一級榮譽畢
業。

榮獲嶺大傑出學生獎
現時他就讀嶺大哲學碩士二年
級，並正申請英國大學博士學位，
以追求更弘大的哲學夢。他感激嶺
大栽培，寄望在海外學成歸來後，
能夠在嶺大覓得教席，回饋母校及
發揚哲學精神。憑着勵志經歷和優
異成績，陳鎮南更獲得本年度由嶺
大頒發的傑出學生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中學文憑試中國語
文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在剛過去的周四舉行，部分
考場懷疑「甩轆」，較其他考場提早數分鐘收卷，
令考生作答時間縮短，暫未知是否監考人員出錯，
但已惹來考生投訴。考評局表示，正了解事件，包
括會檢視試場及考生報告，亦會翻查試場通訊及支
援系統的錄影，考生可最遲於考試日後 7 天內向考
評局提出報告。

校方：傳媒報道後才得悉事件
據了解，慈雲山聖文德書院課室考場應考考生約
30 名，其中 6 人向監考人員投訴試場提早收卷，而
該校已把事件以特別報告形式向考評局匯報。

至於疑似發生同類事件的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
喜中學，該校助理校長李國威回應本報查詢時表
示，日前聆聽考試期間，以至考試完結後，均未有
收到考生投訴，校方是在傳媒報道後才得悉事件，
估計考生直接向考評局投訴，而校方事後已與考評
局溝通及了解。他指明天（周六）將是英文科聆聽
考試，校方會通知英文科教師相關「報道」，校方
會如常按照考評局指引工作。
有網民指，日前在油塘佛教何南金中學應考時亦
出現提早收卷情況。該校助理校長馬老師回應本
報查詢時表示，當日播放聆聽錄音後，試場人員
在黑板上有寫上足夠讓考生回答試卷的 1 小時 15
分鐘，而考試期間以至考試完結後 15 分鐘，亦未

有考生質疑完卷時間。直至完成考試約一小時
後，就有 3 個考生折返試場，表示擔心考試有否提
早完結，而校方當場亦向考生解釋，如有懷疑可
向考評局反映。

考試日後7天內 考生可提報告
考評局發言人回覆指會了解事件，包括檢視試場
及考生報告，亦會翻查試場通訊及支援系統的錄
影，考生亦可最遲於考試日後 7 天內向考評局提出
報告。發言人指，所有資料將交由常設委員會考
慮，如證實試場提早完卷，委員會將評估有關情況
對考生的影響，作出適當跟進，確保考生獲得公平
評核。

微型小說續寫賽 參與學童創新高

製表：黎忞

掌握生活技能、把握機
遇和應付挑戰，是通識科
(
「個人發展與人際關係」
) 0
單元中其中一個重要議
題。我相信不少通識教師
早已掌握生活技能培養方
法，只要善於運用，必定
可為不少有情緒困擾的學生找到出路，協助他們
的人生重回正軌。 生活技能包括：人際技能（如
溝通、合作）、情緒管理技能（處理壓力、悲
傷、抑鬱等）、認知技能（如解難、批判思考）
等。當前最適宜多教授的是情緒管理技能，具體
來說，它就是集中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盡量克
制負面情緒，努力以正面態度回應生活的不如
意。
人的一生難免遇到逆境挫折而悲觀沮喪。面對
創傷時，很多時候並不是一下子便能復原。傷痛
者會經歷 5 個階段的情緒反應，包括：否認、憤
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有些人在某一個階
段停留較久，有些人甚或不能跨越某個階段，最
終窒礙個人成長，情緒受困。因此，通識教師具
備這些知識，應會較明白學生傷痛，並協助他們
處理，以求安然度過「5 個階段」，給他們足夠
時間復原。
逆境時，人有負面情緒是正常的。通識教師透
過教授情緒管理技能，令同學明白到，我們改變
不了已發生的事實，卻可以改變自己對事物的看
法和應對方法。同時，所謂「當局者迷」，青少
年如能找自己信任的「旁觀者」傾談，用另外一
個角度看待事物，或有機會離開困局。

活用「 理論」管理情緒

「甩轆」早收卷 考評局查錄影

資料來源：綜合受訪者訪問內容

ABC

「對事件想法」導致「情緒反應」

■參賽同學與一眾老師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萬鈞教育機構主
辦，匯知中學、伯裘書院、賽馬會毅智書院協辦的
「全港小學微型小說續寫大賽 2016」，已於上月 19
日上午假座匯知中學禮堂順利舉行。比賽參與人創
歷年新高，超過二百名來自四十多間小學的學生參
與，各人就題目即席續寫 500 字至 1,500 字微型小
說。不少家長特意前來陪伴，為子女打氣。
大會先安排「小作家」大合照留念，再由主持

大會供圖 ■比賽開始，同學專心構思故事情節。
開始介紹比賽規則和題目，大家為求寫出最好作
品，聚精會神聽從主持講解。待主持一聲「開
始」，參賽學生隨即投入忘我境界埋首構思，有
些同學短短半小時已寫滿一頁紙。
90 分鐘比賽完結後，參賽者到圖書館與家長會
合後，興奮地在展板前留影。
下午是初步評審時段，評審看得津津有味，大讚
參加者中文水平及創意非常高，實在要多花時間討

6 人膺教院榮譽院士

教院昨日頒授榮譽院士銜予 6 位傑出人士，包括（左一起）馬紹良、鍾普洋、陳兆
焯、（左七起）陳永堅、呂麗紅及謝宗義。教院校長張仁良、校董會主席彭耀佳、校董
會副主席馬清鏗均有出席典禮。
校方供圖

大會供圖

論及挑選。經過初步評審後，作品最終交由終審評
判華文微型小說學會會長、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會長
東瑞、著名兒童及青少年作家君比、圓桌詩社社長
秀實、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王培光
以及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陳惠英，評定冠、亞、
季、殿及優異作品。
獎項將於本月 24 日「匯知文化祭暨學校開放日
2016」綜合匯演中頒發。

呂大樂膺教院副校 推研究知識轉移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高鈺） 香
港教育學院
校董會昨日
通過委任該
校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呂
大樂出任副校長（研究與發
展），即時生效。教院校董
會主席彭耀佳讚揚呂大樂(上
圖)是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學
術成就超卓，是帶領教院在
研究及知識轉移等領域繼續
追求卓越的最佳人選。
呂大樂曾於香港大學、中
文大學等多所大學任教，研
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

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
學、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
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
過去曾為多個政府諮詢組
織、專業及社會服務團體提
供意見，受學術界和本港公
民社會敬重。他於 2014 年
加入教院，兼任該校香港研
究學院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
心總監，去年 7 月起署任副
校長（研究與發展）一職。
教院校長張仁良對呂大樂
加入教院管理團隊感到十分
高興，深信他定能進一步推
動教院研究文化，締造有利
環境，帶領研究工作邁向高
峰。

有一種我常教的情緒管理技巧，同學可活學
活用，我稱這技巧為「ABC 理論」。
A 是指「引發事件」，代表事件緣起；B 是指
「對事件的想法」，如信念、感受；C 是指
「情緒反應或行為後果」，代表行為結果及其
情緒。一般人常認為，外在 A 是直接導致內在
C 的罪魁禍首，但「ABC 理論」告訴我們，A
並不能直接導致 C，而是透過 B 的中介歷程才
造成 C 的結果。

培養自尊感：取長補短模仿他人
自尊感的高低，其實影響青少年面對挑戰和解決困難的能
力。自尊感高的人，會欣賞和發掘自身強項，接受不足之
處，努力改善弱點，不會逃避現實。要培養學生自尊感，有
兩個簡單直接的方法：首先，青少年應了解自己，發掘自身
長處，補足短處，摒棄不切實際的期望。其次，模仿是有效
途徑。青少年要掌握生活技能，其中一個可行方法是模仿他
人。透過觀察和實踐，即觀察他人如何運用生活技能，再嘗
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學習對象可以是偉人、社會名人、老師、父母、偶像等，
他們都是能為自己帶來正面影響的人。我們可以從他們管理
情緒的經驗，建立並實踐自己的生活技能。
由通識教師出手助學生解困，是我提出的建議。我們透
過教授通識議題，早已掌握青少年心理，再加上對生活技
能的認識，我們亦有一點專業「味道」。因此，各位通識
科同工，不妨暫時擱下應試教學，教授多些以人為本的知
識。同時，應多抽時間，運用我們所學，協助學生解除煩
擾。當然，如輔導學生遇困難，應適時尋求專業人士協
助。（下）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 李偉雄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