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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主動告發親人 非「徇私枉法」

有關「全港學生中
國國情知識大賽」資
料，可瀏覽 http://
cnc.wenweipo.
com/，或掃描有關
二維碼。

編者按：
為提升學生對中國國情、歷史、文化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知識水平，培養學

生常閱讀、多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正在舉行「回歸
盃—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為此大會特別推出「中華學堂」專
欄，以輕鬆手法介紹與香港特區回歸及國情相關知識，深化讀者對國情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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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年輕人常常給
人的感覺，是在面對困
難時容易放棄或老在投
訴。其實，成年人有否

反省過，在孩子年紀尚小時，向他們灌輸
了什麼價值觀呢？
成年人總在忙着工作，僅有的時間就用來

催迫子女讀書，孩子只懂「叻」的指標就只
有成績好，父母忽略了培養孩子正面人生觀
及感恩的習慣，以致他們成長後未擁有足夠
的心理質素面對逆境。
近代的心理學發展十分強調正向心理學，

有別於傳統着重研究病態及病因的方向。心
理學家馬丁．賽里格曼（Seligman）對人的
正面情緒及正面性格作出不同的研究，結果
發現，令人快樂的不是學歷和金錢，甚至不
是健康，而是個人怎樣理解自己的現況，能
否珍惜過往、活在當下、展望未來。

覺得自己健康 患病仍感快樂
筆者最深刻的研究，是一個因脊椎受傷而全

身癱瘓的人，只要經過3個月的適應期，快樂
指數也可回復正常，證明人的適應力很強。研
究發現，「快樂感」源自自身對健康的評價及
看法，即是只要你覺得自己健康，就算客觀上
有病，你仍可快樂，亦可使你更有力量抵抗疾
病。
既然「正向思想」那麼重要，作為家長，
當然要從小培養孩子建立這個良好的習慣，
其中「感恩」尤為重要，這有助孩子回望過
去所擁有的，亦可教導他們活在當下，就算
當下的環境不理想，也可協助他們接受，欣
賞事情的另一面。

「感恩」可作親子溝通主題
我除了是中學的學校社工外，也是三個孩

子的母親，我們每天睡前都會祈禱，感恩是
禱告的開始，我與孩子一起回想當天值得感
恩的事情，有時真的是「好」的事情，例如
收到禮物，吃了特別的零食；有時是「壞」
的事情，例如當天雖然下雨，但我們仍能平
安回家；也有時只是一些簡單的事，例如今
天我們見到陽光。
就算沒有信仰，大家也可嘗試以「感恩」
作為每天睡前親子溝通的主題。
現在很多家庭只有一個小孩，我家的三個

孩子很羨慕他人，包括別人的外出旅行機會
較多；「人均玩具」較多；獲得父母長輩的
注意及呵護較多等。
我會令他們明白，真正的快樂是一家人一
起開心遊玩，他們已獲得父母的關注和
「玩」的快樂，這已值得感恩。
總括而言，感恩是一種生活態度，要持之

以恒的習慣，在日常生活每天也練習，無論
父母或孩子，這可令家庭更快樂。有着這個
正向的根基，相信孩子日後面對不同的難
處，也較有韌力去克服和適應。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李慧芬

查詢電話：2419 7830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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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勉觀塘福中畢業生「求真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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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教學設計
涉及多項跨學科學
習活動，砌紙模型

之餘還造陶藝，梁偉傑不忘補充，早前
亦已安排學生到李鄭屋考察，那麼課時
何來？梁偉傑坦言，學校一個星期兩節
中史課已經是教界現時的「最高級
別」，課堂內不可能夠時間做到上述事
情，活動全都視作延伸學習處理。
這並非梁偉傑首次主辦趣味學習中史

活動，他是教育局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教師協會主席，該會過往曾申請優質教
育基金資助舉辦「活歷大使」計劃，內
容包括讓學生參與歷史電影欣賞、旗袍
工作坊等活動，「左度右度」無非也是
希望讓中史課能夠擺脫枯燥。

初中歷史擬增學生興趣
被問到有關做法會否令學生吸收較少

歷史知識，梁偉傑認為，初中歷史更傾
向於提升學生興趣，「學生有興趣的

話，將來自然會延伸去讀，可能會在大
學階段鑽研，或自行翻看更多資料」，
尤其香港學生需兼顧眾多科目，在必須
平均分配時間到每一科的前提下，課堂
上也不能強求太多，「畢竟是初中學
生，太講究學術說不定反而走錯方
向。」
社會對最新的中史課程修訂有不少爭

議，包括各類課題的比例多寡，梁偉傑
坦言，目前情況的確難以兼顧太多內
容，「始終都要割愛，否則根本解決不
了問題。」
不過，他同時強調，其實課綱不論如
何改變，關鍵還在前線教師本身，「視
乎他（老師）是否執着，而課綱本身只
是框架，當中是有彈性可作伸縮。」
至於坊間對個別歷史事件應否明文納

入課綱，梁偉傑認為教什麼內容最終也
是取決於教師的專業決定，加與不加其
實影響不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砌紙模型造陶藝 延伸學習增課時漢華中學去年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約12萬
元進行「透過校本主題式學習設計反轉

初中一歷史及中國歷史課堂」項目，負責教師
梁偉傑表示，該校初中中史科及歷史科均為
獨立學科，「但歷史畢竟有互通元素，我們希
望學生學習中史能具備世界視野，讀世史也應
知道中國元素。」

非主張合併 找共通主題
他強調這並非主張合併，而是要從歷史中
找出共通主題，「情況好比大學的比較歷
史，比較不同地方的歷史進程，例如人民生
活狀況、政府管治方式等。」
該校中史科及歷史科會並行推動計劃，透

過個別主題作核心連結，已設計主題包括
「文化與文明」和「交流與交戰」，待定主
題則包括「權力與權利」、「危機與契機」
等。
梁偉傑進一步解釋，世界各地都有文化，

文明則是由文化更進一步的表現，「初中中
史秦漢朝部分會涉獵到秦始皇陵及金縷玉衣
等殯葬儀式，『文化與文明』的其中一個課
題會以此跟歷史科的埃及木乃伊結合教學，

讓學生認識中西方如何面對生死。」
他認為，單純跟學生論述遠古歷史，課堂

只會變得沉悶，生死則是古今人類必然面對
的問題，甚至可延伸探討歷代殯葬演變，拉
近歷史與學生的距離。

「交流與交戰」談外交博弈
「交流與交戰」則會談及國與國之間的外

交博弈，結合現今社會狀況，例如昔日古絲
綢之路與今日的「一帶一路」發展策略，說
明國家關係某程度是古今相通，「常說歷史
是以古鑑今，但舉不出例子學生只會覺得我
是白講。」
梁偉傑期望透過這類主題式學習，讓學生

明白歷史與生活息息相關。
由於對象是中一生，梁偉傑強調編寫課程

除了着重「生活化」外，「簡單化」也是必
要。以秦朝為例，當中可以討論的內容實在
太多，課堂只會抽取重點，「秦朝關鍵在於
統一，於是以此作為主幹，講述統一過程及
其必要性」。至於統一度量衡與文字、焚書
坑儒等細節，則或交由同學自行發掘，以培
養學生自主學習。

另一方面，為讓學生趣味學習，梁偉傑在
項目中亦加入了不同學習元素，如在「文化
與文明」中，會安排學生親手做陶藝，「鼓
勵他們製作裝水容器，思考什麼形狀可有效
避免倒瀉」，歷史中有說法指陶器尖底瓶就
是答案，亦有學說予以否定，但學生透過動
手做必然可啟發思考，從互動中學習歷史文
化。

砌建築紙模型「翻轉課堂」
他又在網上搜羅跟課堂相關的歷史建築紙

模型，並在紙樣旁邊附加有用歷史知識，讓
學生砌模型同時預習知識，上課便可進行更
深入討論，做到「翻轉課堂」效果。
梁偉傑笑言，自己還有很多搞怪構思，

「例如用發泡膠製作木乃伊以及用作保存
內臟的卡諾波罐模型，從而教導學生包裹
的方法」，或者考慮設計歷史人物遊戲卡
等紙牌遊戲，增添課堂的樂趣。目前主題
式學習正在中一級推行，如果肯定項目能
夠讓學生更容易吸收歷史知識，或可進一
步推廣至非華語學校，協助根基較淺的學
生學好中史。

中史教育近

日再次成為社

會焦點，今年

9月新學年起，初中中史科將落實

成為獨立必修科，以確立學科地

位。有資深中史科教師強調，此舉

能讓學生打好基礎，肯定其價值，

但推動中史教育不會止步於此，故

在校內推動跨科學習，讓學生於部

分主題將中史科及歷史科並行「讀

通」歷史，包括將秦始皇陵及埃及

木乃伊例子並列，認識中西方如何

面對生死，學好中史之餘亦能培養

學生的世界視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梁偉傑在網上
搜羅跟課堂相關
的歷史建築紙模
型，並在紙樣旁
邊附加有用歷史
知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攝
■同學動手砌歷史建築紙模型，寓學習於娛樂。

受訪者供圖

發現父偷羊 孔子倡「隱」
今天問大家一個問題︰假如你的
親人犯了法，你會有怎樣的反應
呢？根據《論語》的記載，早在春
秋時期孔子已經與當時的人討論過
這個問題，而且答案與當時以至現
今大多數人對於犯法之人的回應大
相逕庭，不僅令人感到詫異，更加
引發持續千年的爭議。
在《論語》的「子路」篇中記載

到，有一天孔子的朋友葉公對孔子
說︰「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
而子證之」；而孔子則回應道︰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葉公的意思是指在他的家鄉裡有
正直的人，當他的父親偷了別人的
羊，兒子就親自舉報和指證自己父
親的罪行；至於孔子的回應，長久
以來都一直被大多數人詮釋、理解

以至誤會他是認為應該要為自己父
親的罪行隱瞞，從而有現今世代所
指的妨礙司法公正之嫌。作為曾經
任職魯國大司寇（司法部長）的孔
子，當然不會教人徇私枉法，那
麼，他對葉公的回應又應當如何理
解呢？而文獻中的重點字眼─
「隱」又應該如何詮釋呢？

「隱」並不是隱瞞
當中一個近來普遍被接受及被認為

較符合孔子以至儒家原意的解釋是，
孔子所指的「隱」並不是隱瞞，而是
不主動去告發，性質上與刻意隱瞞是
不同的，這與儒家重視家庭親人之間
的感情有關。所以不難理解孔子對葉
公說，其家鄉的人對於「直」的理解
和葉公的家鄉有不同，父親不會主動
告發兒子，兒子也不會主動告發父
親，「直」就在當中了。

「直」是直接當下情感反應

孔子使用的這個「直」字的意思
與葉公所使用的也不相同，葉公所
指的「直」是比較接近現代法律觀
念中奉公守法的意思，所以兒子舉
報父親便是正直的行為；而孔子所
使用的「直」是直接當下情感反應
的意思，所以不要求親人之間互相
主動舉報罪行。
事實上，現今在不少國家也有免

除直系親屬出庭作證的法例，目的
也是希望能達到維繫家庭親人之間
感情的作用。畢竟，不主動告發只
是消極的做法；假如遇上親人犯法
的時候，究竟儒家會有什麼積極主
動的主張？讓我們下回再探討。

■鬱文

觀塘福建中學日前
舉行第六十六屆畢業
典禮，邀請城市大學

校長郭位任主禮嘉賓及向畢業生頒發畢業
證書，而旅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副主席兼
福建中學四校校監黃周娟娟等嘉賓頒發各
獎項。
社會各界人士、友好團體、畢業生家
長、高齡退休教工、校友及學生家長等也

應邀出席活動，場面熱鬧。
黃周娟娟致歡迎辭時，叮囑畢業生不要

忘記「求真擇善」的校訓，永遠保存一顆
好奇心，多思考、多追問、求真、存真，
並用知識裝備自己，為香港、為祖國、為
世界作出貢獻。
郭位則勉勵畢業生分析事情一定要求

真，認為現在學生學習資源豐富，有良好
生活環境，有優質師資，有健康身體，有

豐富感情，一代比一代進步，祝賀畢業生
有更好的未來。
典禮亦安排了畢業生代表致謝辭，以及

向學校致送紀念品，並由黃周娟娟向郭位
致送公益金鳴謝狀。當日活動亦有福建中
學中樂團及畢業生的表演，充分展現了該
校學生的多才多藝及對學校濃濃感恩之
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黃周娟
娟代表學
校向郭位
致送鳴謝
狀。
學校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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