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附小生智能嬰兒床獲科技獎

通識教與學 師生看法異
八成教師挺「師授」助多角度分析 多數學生較認同「互動討論」

知專生變形屋奪智能家居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一向備受爭議的通識科，是新高中必修必考的核心科目。青協「青年創研庫」

的研究發現，師生對該科看法有頗大差異，逾八成受訪老師認為，教師授課有助學生多角度分析，但只有約三成

學生同意；約七成老師認為通識科能培養學生溝通和表達、獨立思考和跨學科思考，但僅約四成學生認同。此

外，很多教師面對工作量大及課時不足的問題，壓力接近「爆燈」。研究機構建議，教育局向學校每年提供20

萬元常額資助及設立通識資源中心等，為學生打好學習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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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4名
就讀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室
內設計高級文憑的學生，憑各種智能
變形屋設計及傢具，為400多呎的四
口之家打造舒適生活環境，有關概念
作品「Mirror」奪得「HKT Smart
Living Awards 2018」獎項計劃的
「智能家居設計大獎（學生組別）」
金獎，及學生組「我最喜愛智能家居
設計大獎」。
「HKT Smart Living Awards」是
香港首個結合室內設計及智能家居元
素的獎項計劃， 評審準則包括創
意、視覺及空間設計、智能科技應用
及功能性。今年首設學生組獎項，主
題為「Smart Living－有限空間，無
限可能」，金獎作品可獲5,000元獎
學金，「我最喜愛智能家居設計大
獎」則可獲3,000元獎學金。

以電話移動傢具
「Mirror」的設計概念是希望住客
在家居中，只要按一按智能電話，便
能立即移動組合櫃和傢具，客飯廳的
空間可因應需求變大縮小。獲獎團隊
成員、HKDI室內設計高級文憑課程
學生王敏毅指，他和其他同學有感香
港居所狹小，遂萌生在家居引入智能
設計的想法。
他指這種室內設計概念名為「層疊」，即
一個空間有多種功能，例如客飯廳裝有可透過
智能電話遙控和移動的組合櫃和傢具。用餐
時，餐桌和椅子會自動展開；需要娛樂時，可
透過智能電話遙控收起桌椅，再配合安裝於牆
身的大型電視機，客飯廳便搖身一變成為影音
廳。
團隊成員彭源則指，客飯廳牆身和天花裝

設大型LED板，可以展示不同景觀，「希望
運用LED板和影音系統，讓住客按喜好播放
音樂和改變天花板的顏色，營造舒適環境和氣
氛。
主人房的設計概念包括了「智能衣帽

間」，兩個衣櫃平日會相連在一起，主人需要
時可透過智能手機將衣櫃分開，形成一條通往
洗手間的走廊。

「青年創研庫」於今年 4月至 5月期
間，以問卷形式訪問了126名通識

科科主任及861名應屆或曾應考文憑試通識
科的青年，另外又以個案訪談方式，深入訪
問了12名通識科教師、12名青年及5名專
家，以了解教界對通識的看法。
研究發現，受訪教師認為通識科的備課、

多元評核及獨立專題探究（IES）工作量
大，例如要不斷更新教學題材等。
若以10分為工作量「爆燈」，他們平均

自評壓力約為8分。
另外，逾六成受訪教師認為，現時通識科
課時不足，反映教師對目前通識科課程內容
安排有一定保留。

研究亦反映，老師和青年對通識科的教學
模式評價有頗大的落差，逾八成受訪老師認
為「教師授課」有助學生多角度分析，但僅
約三成青年同意；大部分青年傾向「互動討
論」的教學模式。

通識試反映能力？ 學生不太認同
有七成教師認同通識科能培養學生溝通和

表達、獨立思考和跨學科思考能力，但僅約
四成學生認同科目能培養相關能力。
就政府去年底成立專責小組檢視中小學課

程，有指通識科為檢討重點之一，或考慮簡
化通識的評級，變為「及格」及「不及
格」，及將通識列為「只修不考」等。

今次青協的研究顯示，近六成教師同意通
識科考試能有效反映學生的能力，僅約一成
教師不同意；另有逾四成青年不同意通識考
試能反映個人能力，部分學生認為文憑試模
式鼓勵操練文化。

只修不考減學習動機
創研庫「教育與創新」組別召集人黃家裕

指，若通識科簡化評級及列為「只修不
考」，令學生學習通識科的動機下降，改而
將精力投放在其他需要考試的科目。
研究中心單位主任陳瑞貞補充指，學生在

訪談中亦有反映，成績較好的學生不贊成文
憑試只評合格與否，或「只修不考」，認為

會「抹煞他們的努力」，若不仔細評級，考
試的意義就不大。
機構建議教育局可提供恒常資助，向每所

資助中學每年提供20萬元撥款，協助教師

預備教材；設立通識資源中心，按單元整合
資料，公開予教師及學生使用，以及為現有
的通識單元編撰「知識概念基礎」，助學生
打好學習的基礎。

夜 深 人
靜 的 時
候，我時

常會覺得自己是「天之驕
子」，有着獨特的生理和萬裡
挑一的靈魂。自從出生以來，
我就沒有左耳的聽力，若能聽
到絲毫來自左耳的聲音，都能
令我激動不已。這麼多年，我
並不認為我的左耳對我的生活
有任何的影響，直到有一
天……
我如往常一般在蟬鳴的夏天

到處閒逛時，一輛大貨車從我
的右邊呼嘯而過，並用它巨大
分貝的喇叭聲和經過地面時帶
起的落葉證明它曾來過。那一
聲巨響令我震耳欲聾，下意識
地我捂住了我的右耳，但當那
輛貨車遠離後，我很不想相信
地發現——我什麼都聽不到
了。
就像海明威所描述的黑夜那

段，除了一片黑，我什麼都感
受不到了。天如同盤古開天地
似的從我的頭頂崩塌，焦慮、
緊張、暴躁同時湧上心頭。
我火速拿出手機想告訴媽

媽，卻發現接通電話後我什麼
也聽不到。我憤怒地踹了一腳
旁邊的垃圾桶，但這也並不能
讓我冷靜下來。
急忙趕往醫院後，我被查出

右耳突發性耳聾、耳鳴，聽力
下降的典型症狀一一現形，它
們像惡魔一樣纏住我。我無法
掙脫，又不願任它擺佈，我欲
哭無淚，卻只有更難受，因為
我連自己的哭聲也不太聽得到
了。

打了幾天的針，我便自暴自
棄了幾天，時常會思考，我要
怎麼繼續活着。那一天，我看
見醫院裡得白血病的孩子因為
可以回家而手舞足蹈，他知道
自己沒有痊癒，也知道自己因
為化療而失去了頭髮，但他仍
為能離開醫院一小會兒而興奮
不已。

比很多人更幸福
對啊！失去聽力也並不是絕

症，我比很多人都更幸福。幾
天堆積下來怨氣在想通的那一
刻便煙飛雲散了。在當天晚
上，一個瞬間，我的世界再次
充斥了嘈雜，我為此激動萬
分，也為之前自己所想通而感
到欣慰。
一次小小的驚嚇，讓我重新

思考生命的意義，在最沮喪的
那段時間我自暴自棄，僅僅是
因為有可能失聰。一位叫瑩的
作家曾寫道：「不向人間怨不
平，相期鳳凰浴火生」，偉大
的革命家毛澤東說過：「牢騷
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
量。」挫折有什麼可怕的，苦
難有什麼可怕的，病痛有什麼
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蹶不
振！
此後，我格外珍惜這世界所

給予我的一切，也總算明白了
「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
滄海」的真正意義。其實，奮
力向前，跨越困難後，放眼望
去，全是幸福。

（標題受小題為編輯所加）
■聖士提反堂中學 4C 梅小雨

這 幾 天
在社交網
絡上看到

一位同學上線，於是就聊了一會，我問
他上學期的考試成績如何，他說不太
好。我建議他去問問任教那門課的老
師，以了解自己有何不足，加以改善，
希望可以迎頭趕上。他回答說︰「不去
了，我很佛系。」
佛系？初聽還以為是說他是佛教徒，或
者至少也是佛教中學畢業的學生，然而轉
念一想，就算相信佛教，也和去問老師不
抵觸嘛。嗯，「佛系」，估計又是年輕學
生愛用的網絡新詞吧。
上網一查，哇，網頁上「佛系」二字簡
直是鋪天蓋地，甚至連紙媒上都很常見，
可謂是網絡、媒體的熱詞了，《佛系生
活：你的理想是不是餓了》、《年輕人，
真的佛系了嗎？》這樣的文章好多呢。
佛系到底指什麼，其實這個網絡流行語

是指一種不爭不搶、放下釋然的生活態
度。據日本的朋友說，這個詞最早是日本
媒體形容當代日本年輕人生活狀態時用
的。

戀愛太麻煩 寧願一個人
日本雜誌介紹日本的一些年輕人外表

雖正常，但內心永遠把自己的喜好放在
第一位，做事情只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
和節奏去做，就連談戀愛也嫌麻煩，就
想一個人待着，和女生在一起都會覺得
累。日本媒體把這類年輕人統稱為「佛
系男子」。
「佛系」一詞，在最近半年傳入華語

圈，迅速風靡開來。進入漢語之後，「佛
系」組成短語的能力也空前高漲，組成了
例如「佛系青年」、「佛系少女」、「佛
系戀人」、「佛系買家」、「佛系員
工」、「佛系表演」、「佛系生活」等短
語。
從詞語的修辭效果來看，「佛系」突出

了淡然知足、無欲無求的意思，和漢語中
的都行、隨便、無所謂、沒關係、隨它去
有差不多的感覺，表現出了這一族群內心
雲淡風輕、寵辱不驚的一面。
所謂「佛系生活」，其實是一種從容、

釋然的生活態度，是不功利、不抱怨的平
和心態。
雖然歲月靜好、現時安穩是理想中的境
界，但現實生活卻並非波瀾不驚、風平浪
靜，所以我們也不能忽視該詞反映出的，
生活中消極的一面。
在生活中、在學業上、在職場裡，不努
力拚搏，哪能出人頭地。若一味不爭取、
不努力，則只會居於人後，實現理想、伸
展抱負的機會則變得非常渺茫。
所以，佛系心態固然是好，我們不妨將

之作為對高度緊張生活的調侃與自勉，切
勿將之變成懶惰的藉口，放任自流，事後
追悔莫及啊。

■李斐、張運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
學會創辦於1979年，
宗旨是通過研究、出
版、教學、交流、合作
等方式促進中國語文工
作的發展。

佛系不爭固然好
莫為懶惰找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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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本港小學
生的創意作品衝出香港，來自福建中學附
屬學校的4名五年級生，早前獲邀遠赴英
國，展示其「IOT智能嬰兒床」設計作
品，讓父母可遠距離監控寶寶的安全，有
關項目更在上月於北京舉行的第十八屆全
國科技活動周「全國未來工程師博覽與競
賽」中獲得三等獎。

太熱自動開風扇
「IOT智能嬰兒床」主要包括設計意念
及樣板小模型展示，它主要以動態感應器
和溫度感應器運作。當溫度較高時，溫度
感應器會自動開啟風扇；當嬰兒醒來時，
動態感應器可探測嬰兒的動作，發出信號
到雲端平台，從而發送信息到智能電話。
有份設計「IOT智能嬰兒床」的學生錢
澤楊表示，團隊訪問了逾十名家長，發現
照顧嬰兒是為人父母最辛苦的階段，故想
到設計智能嬰兒床減輕父母照顧嬰兒的壓
力及負擔。他續指，在設計的過程中，最
大的困難是難以找到能配合溫度感應器的
馬達。

用VR技術繪《時之島嶼》

另外，該校3名學生利用VR（虛擬實
境）技術進行藝術創作，製作出創意繪圖
作品《時之島嶼》，於首屆「Google
Block 3D創意繪圖比賽」中勇奪冠軍。有
份設計的趙諾賢表示，由於團員們均喜歡
《天空之城》動畫，在繪畫島嶼時均聯想
到動畫中的島嶼，故將作品取名為《時之
島嶼》。
趙諾賢指，是次作品要利用VR（虛擬實

境）技術進行創作，故特別於課餘時間多
操作VR系統，而自己在進行科技設計及

繪圖時，覺得特別有趣及放鬆，將來有意
於設計方面發展。
福建附小校長徐區懿華表示，校方投放

了很多資源，讓小學生可以盡早接觸
STEAM（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及數
學）教育，本學年校方斥資600萬元，為
三年級至六年級每名學生增設一部平板電
腦，以支援日常教學。
另外，該校亦於上星期舉行「STEAM

Week」，讓學生進行一連串學習與實踐活
動，引發學生對科學探究的興趣，學校更

首次為學生舉行「科學秀」，校方邀請了
不同團體到校為學生展示實驗，提高學生
學習科學及科技的興趣。
該校助理校長程志祥補充指，在

「STEAM Week」中，學生以「玩」為
本，製造自己的玩具。一年級至六年級學
生分別利用不同材料及工具，如micro:
bit、機械及太陽能等，親自設計及製作漂
浮船、遙控車和火箭車等模型。他認為學
生透過設計及不斷改良自己的玩具，可培
養其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青協「青年創研庫」的研究發現，多數教師與學生均認為通識科有助培養多角度分析，
反映通識科的價值普遍受師生認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攝

■該校 3名學生亦憑着創意繪圖作品《時之島嶼》於首屆
「Google Block 3D創意繪圖比賽」中勇奪冠軍。 校方供圖

■4名HKDI室內設計高級文憑學生憑作品「Mirror」得
獎。左一為王敏毅，右二為彭源。 VTC供圖

■一家四口的三間房並排，打開門便能與客廳連成一
體。 受訪者供圖

■錢澤楊（前排左三）、趙諾賢（前排右三）憑創意作品奪獎。後排為徐
區懿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娛樂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