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園不起跑 贏在手無筆
教局修訂指引 7諮詢重點免操練不增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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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贏

在起跑線」及對幼童揠苗助長的風氣為人詬

病，為配合社會轉變及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

的推行，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昨公佈檢視和

修 訂 現 行 的 《 學 前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2006）》，並提出7大重點修訂建議供諮

詢，包括微調課程宗旨，加入「品德發展」

作為幼教發展目標等（見右表）。他們建議

強調幼稚園應避免讓幼兒進行操練式學習，

令幼兒課程「小學化」，又「開宗明義」提

醒家長不應讓子女參加準備升小一的「學習

班」或「補習班」，以免增加幼兒的壓力。

修訂重點
1. 微調課程宗旨

2. 以品德發展作為幼兒教育的發展目標之一

3. 提倡綜合模式，以生活化主題貫通6個學習範疇

4. 清楚闡釋語文教育的定位、修訂3個學習範疇的名稱為
「探索與發現」、「幼兒數學」及「藝術與創意表達」

5. 加強遊戲中自由探索的元素

6. 加強照顧幼兒的多樣性及推動共融文化

7. 加強幼兒教育與小學教育的銜接

資料來源：教育局 整理：鄭伊莎

星光背後 舞台技術員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一場表演，舞台上的人固然重要，但背後也需要一個技
術團隊作支援。 資料圖片

鎂光燈下的舞台，永遠璀璨奪目，
舞台上的每一人每一佈景每一道具，
搭配多變的燈光與機關，將一個個從
古至今、由現實到幻想創造出來的故

事仔細呈現。表演者贏盡掌聲之時，請記得在布幕後為這
個做夢之地默默付出努力與想像的每位舞台技術員，那不
為人知的汗水與辛酸。
畢業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設計高級文憑課程的Ray，自
千禧年起已接觸舞台，當初只是以freelance形式在劇場
工作，由雜務到舞台劇演員他亦嘗試過；在偶然機會之
下，他報讀了有關舞台幕後之進修課程，進修期間他認
清了自己的夢想，在結業演出後，他更決定辭去原本穩
定的工作，正式投入舞台後不為人知的世界。

首重「執生」能力
今天，Ray已經成為一位經驗豐富的舞台技術員。
他表示，舞台技術員工作範疇頗闊，但主要是在演出
前協助各類前期準備、演出時確保演出順利進行、並
於演出後負責善後，「說來簡單，但卻很要求工作者
要具備臨場應變能力，畢竟舞台上經常發生在預想
以外的種種狀況，這時就得看你的觀察力與決策，
看看能否順利『執生』。」
舞台技術員入職後，一般從技術員開始做起，累
積一定經驗後可晉升為高級技術員、技術主管及製
作經理等，按公司架構而異。但新人階段，難免
會面對薪金偏低的情況。

工資低兼工時長
「初初入行可能只有少許車馬費，甚至沒有人
工。但人工會慢慢隨年資改善，有志者真的要做
好心理準備。」Ray坦言初入行時收入不穩，即
使熱愛舞台工作，亦難免讓他猶豫。「薪金以
外，最辛苦可說是工時長，有表演時，每周7
天，早上9時至晚上11時是閒事，工作久了更

覺自己過着非人生活。」
他曾一度想放棄，但慶幸遇到一些有心想做好表演的團

隊，開始感覺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沒有白費，多辛苦原來也
值得。他又有機會與一些國際知名的團隊合作，過程中學
到更多新知識，慢慢打消了他放棄的念頭，繼續堅持自己
的夢想。

超有興趣才入行
說到工作前景，Ray指由於未來香港演出場地將陸續落

成，「可說是不愁沒有工作。」他寄語年輕人該以興趣先
行，「想投身這行業，首先要問自己是否對舞台表演藝術
有興趣，不是普通想看看，而是『超級有興趣』！因為只
有這種程度的熱情，才能挺得過『超級辛苦』的工作。工
作期間有機會亦應繼續進修，修讀一些認證課程，對將來
晉升會有幫助。」

認 識 安
琪，是在自
資學位銜接
課程的諮詢
講座上。那

時她以過來人的身份，向有志繼續攻
讀大學的副學位準畢業生，分享她學
習生涯的重要片段和經歷，讓觀衆聽
得振奮又入迷。
安琪是有這麼的一段故事。

公開試名落孫山
那年夏天，她呆盯着手中公開試的成
績單，再也哭不出什麼眼淚來。別說大
學，就是連副學位課程的入學資格也達
不到；她感覺自己被這突如其來得近乎
失控的惡夢封壓至粉碎。在絕望的邊
緣，她得知有院校提供副學士基礎課
程，只要完成一年的學習就可以選擇自
己心儀的副學士課程繼續學業，她稍稍
鬆一口氣—雖然想到要比別人多繞一
個大圈，心中還是難免有點戚戚然。
在副學士基礎課程裡，安琪認識了
一群相知相惜的夥伴，大家明白彼此
的境況，互相扶持，也向着一致的目
標進發；那一年的學習讓她感到很愉
快窩心。進入副學士課程，安琪選了
適合自己志趣的酒店管理，務求憑自
己對學科的熱誠及積極投入，取得理
想的成績，通過非聯招入讀政府資助

的大學學位課程。
只是，願望再次落空。

轉升港澳合作課程
但這次安琪比之前成熟了，也更堅強了。她一
早已做好準備，搜集了不少其他的升學選擇，最
後決定轉讀本學院與澳洲一家大學合辦的自資學
位銜接課程。安琪考慮到該澳洲大學的酒店管理
學位課程相當知名，而且課程由澳洲當地的大學
教授親臨香港授課，除了質素有保證之外，更能
大大提升自己的英語水平。因學制採用較密集式

的編排，學生可以於一年內
完成所有學習 — 這一切對
安琪來說都相當吸引，所以
她是帶點躊躇滿志地作了這
個重要的升學決定。
安琪非常慶幸自己作了這個

明智的選擇。與澳洲大學教授的
精彩互動，以及從他們而來的各
種啓發開導，都是以往她十多年
學習生涯裡極之罕有的經歷。
像重生了一般，安琪對學業及

職涯有了新的憧憬；她申請到澳
洲本校完成最後一個學期，在那裡
不但開拓了眼界、增加了自信，還
對澳洲酒店業界作了基本的探索和
人脈聯繫。

計劃赴澳工作假期
她告訴我，畢業後她已計劃到澳洲

的酒店作「工作假期」；同時會把工
資儲起來，用作日後在澳洲攻讀碩士
學位的學費。若可以還想留在澳洲發
展，只是想起媽媽可能還是會有點捨
不得。
看見安琪滿心喜悅地訴說着未來的抱

負，我很感動。我問她：「那時你失意於公
開考試，有想過今天會有機會到澳洲工作、
進修、甚至留下發展嗎？」
她用充滿不可思議、帶點疑幻疑真的眼神

回答我：「完全沒有！我感覺像是在做
夢……又有點像夢境成真……」
安琪走過的彎路，看似耽擱了她的人生，但

實際上卻把她引領到另一邊的高處，將她眼所
未見的風景植入她的生命歷程，豐富了她的歲
月，也拉近了她的夢想。
彎路是夢想裡的一抹風景。順着彎路走，往

往是另一片遼闊別致的天地。
撰文︰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英文及歐洲語言課程總監
麥敬堂博士（全球職涯發展認證培訓師）

網址: www.cuscshd.hk

撰文：「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生涯規劃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
FB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ywcaclap

教育局昨日於網頁公佈上述幼教《課程指引》修訂
建議稿，由即日起至9月30日進行諮詢，並將透

過研討會、學校問卷調查和書面回應等渠道，聽取公眾
對修訂指引的意見。

切忌抄寫默書 避損學習興趣
是次修訂建議包括多項重點，其中在清楚闡釋各學
習範疇內容方面，強調幼兒教育應秉持「兒童為本」
原則。
對於社會關注幼童學習操練問題，修訂建議指明應

避免揠苗助長及操練，教師應考慮幼兒身體特別是小
肌肉發展情況，不應要求幼兒班兒童執筆寫字，而要
先透過多元化活動，訓練幼兒小肌肉運用能力及手眼
協調等。
幼稚園及家長，更要切忌讓幼兒進行與其發展不配合
的機械式抄寫、默書，扼殺他們學習語文的興趣。
修訂建議將原有《指引》的學習範疇「科學與科

技」，改為「探索與發現」，提醒教師不應過分偏重
使用科技，以免剝奪幼兒透過接觸真實世界進行學習
的機會。

家課宜升小後推遲推出
在幼稚園與小學銜接方面，修訂提出幼小教師都要持

守「小學才是科目學習起點」的方針，幼稚園應避免課
程內容過深或過多，與學生能力脫節，帶來不必要的壓
力。另亦建議小學於課程及評估作適當安排，包括升小
後推遲半個至一個學期才正式推出家課、默書及測驗
等。
針對時下升小「學習班」或「補習班」大行其道，

指引亦特別提醒家長不應讓子女參與，以免加重幼兒

壓力。
此外，就幼兒自我與群體發展目標方面，原有指引提
及讓他們「認識中國文化，從而建立國民身份的認
同」，而新修訂除了提出「初步認識中華文化及作為中
國人的身份」外，亦增加了「尊重其他國家、民族的文
化」部分，教育幼童在自我之外亦要多尊重他人。
修訂指引又特別加入「品德發展」作為幼兒教育發展
目標之一，建議先從認識和實踐開始，初步讓幼兒知道
行為有對錯、好壞之分，並向他們展示正確的行為，讓
幼兒在行為上實踐良好品德。

中大生製「藍牙銀包」防盜奪獎 中大GBS面試考「火星創立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全球捲起創新科技熱潮，香港

的大學生亦致力將其創新意念轉化成應用技術及項目。中文大
學學生郭瑋強及劉柏林研發了「守護者科技─智能化隨身物品
方案」，以藍牙芯片置於手袋或錢包中，再配合專屬手機應用
程式通知功能，防止隨身物品遺失或被盜竊。有關作品於全國
科技創新競賽「挑戰盃」的2016香港區選拔賽中創業類別獲
得「一等獎」和最高榮譽「特等獎」，並將於11月底與全國
大學生科創比拚。

芯片藏手袋 離身響手機
是次香港區選拔賽共收到13所大專院校共103份作品參賽，
大會昨舉行頒獎禮，向創新及創業類別共頒發50個獎項，上
述「守護者科技」項目為全場兩個「特等獎」之一。郭瑋強解
釋指，作品集防遺失、防偽、防盜、防以近場科技盜取資料等
功能於一身，他們更已成功與與一手袋品牌洽談合作，於手袋
或錢包安裝低耗藍牙芯片，配合專屬的手機App，當手袋離開
5至25米，手機會收到通知顯示，可望防止遺失或被盜竊。
劉柏林補充指，上述技術將來也可應用在雨傘產品上，配合
天氣資料，若當日會下雨或有強烈紫外光，App會發出提示提
醒用家帶傘出門。此外項目亦可望應用在防偽冒功能，商家可
將其商品加入獨有標籤，用家透過掃描就可辨識產品真偽。

納米增生產效率同獲特等獎

另外，賽事的創新類別「特等獎」則由中大博士生陳鍵偉憑
「真空納米壓印系統的開發及低成本平行納米製造之應用」獲
得。他表示，該項目針對現時市面上缺乏低成本的曲面加工技
術而研發，主要透過在非平面基底上製造複雜的微納米結構，
將有助精密製造業提高加工及生產效率，應用範疇包括複眼成
像技術、生物醫學成像、曲面光柵及微型光譜儀等。

■郭瑋強（左）和劉柏林憑研發「守護者科技─智能化隨身物
品方案」在比賽的創業類別獲獎。 記者黎忞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中學文憑試
放榜在即，商科向來都是尖子的熱門之選，
中文大學資料顯示，上年中大的環球商業學
（GBS）課程，若以中位數計算，最佳5科成
績達33.5分；國際貿易與中國企業（IBCE）
則為31分。中大商學院助理院長（本科課
程）及環球商業課程主任賴漢榮指，面試時
會特別重視同學對回饋社會的精神，也會以
「假設情境題」考核學生的應變力。
賴漢榮表示，過去有學生在面試時，由自
身的家庭背境出發，談及回饋社會的決心，
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學院的面試着重考核學
生的智商、情商及勇氣，例如會看看學生有
沒有勇氣創新，挑戰做沒有先例的事，或會
問「假設情境題」，如「想在火星創立什麼
業務？」重點不在答案，而是學生如何處理
突發情況。
商學院第一輪面試在本月初進行，第二輪

是各課程的面試，會在文憑試放榜後一至兩
星期進行。
GBS課程畢業生亦樂於回饋社會。陳君洋

當年以10A的會考成績「拔尖」進入中大
GBS課程，他形容中大同學普遍關心社會議

題，而他則認為商科可以培訓實用思維，即
以最有效率的方法，解決社會問題。畢業
後，他放棄於投資公司的高薪厚職，成立了
非牟利組織「良師香港」，以每月一萬元津
貼來招募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學校任教一
年，輔助原任教師之餘，亦向學生傳授課本
以外的知識。由於組織非為賺錢，故他於首
兩年亦無受薪。
亦有GBS畢業生選擇按興趣創業，梁詠文

在學術交流時到過比利時，認識了當地的窩
夫生意。本身在顧問公司工作的她，向公司
請假一年，專程到比利時走訪店舖，取得食
譜和食材，回港設立窩夫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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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指引建議幼稚園應避免對幼兒揠苗助長或進行操練。圖為幼稚園上課情
況。 資料圖片

■6位畢業生及本科生與賴漢榮（右三）一同
分享在課程中的得着。 吳希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