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認識中史 博物館任我行
黃允畋校老師採「放羊」政策 讓同學自尋最佳「草地」

海 納 百

川，有容乃

大。若將博

物館比喻為海洋，那「百川」就是

來自五湖四海的展品。博物館有收

藏、研究文物的作用，佛教黃允畋

中學更善用博物館，將其當成學校

的「第二教室」，讓學生由情感出

發，以感官為輔，「全方位」提升

同學對中國歷史的認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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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黃允畋
中學校長葉偉
儀唸歷史出

身，本身的中史知識很多時候是從
博物館學來的。
談起1998年於香港歷史博物館舉

行的「天工開物—中國古代科技文
物展」，他興致勃勃地介紹「指南
車」，「一直以為指南車是利用磁
鐵辨別方向，展後才發現，原理是
車輪轉動帶動齒輪，讓標誌桿自動
調整，永遠指向一個方向。真的讓
我歎為觀止，長知識了！」
談到展品，他又分享到湖北省博

物館參觀的經歷，「我原以為『越
王勾踐劍』很長，」他雙手比劃出
約五十厘米的長度，笑言「原來只
有這麼短。」

實物拉近與「歷史」距離
他認為不只是學生，連老師也會被

書本所「誤導」，「印象中，古代的
鼎很大，然而當同學見到實物，再
跟他們說，『鼎其實是用來BBQ
的』，將歷史與日常生活聯繫起
來，自然會拉近學生與『歷史』距
離。」腦海印象與現實展品對比，體

會變得深刻，更能勾起同學的求知慾。
葉偉儀指出，被稱為「古董」的箭頭、破

碎瓷器價值未必很高，即使是複製品，若能
讓人拿起來感受一下質感、重量，自然會起
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他打趣說，「拎把越王
勾踐劍模型玩下都過癮啦！」
葉偉儀與中史科老師倪文娟不約而同認

為，香港的博物館其實辦得相當不錯。被問
到歷史博物館、文化博物館的常設展覽，在
成年人的世界似乎「無人問津」，葉偉儀卻
表示，「我帶唸小學的兒子去，他玩得非常
開心！」倪文娟亦認為，常設展覽不會過時
或浪費，很有教育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上回提及家長在子女生涯規
劃中能擔當更主動角色，今次
分享的故事主角更進一步，選
擇陪伴兒子一同成長。在人生
歷程的高山上掙扎求存已不容

易，但又有幾多人可以在人生的低谷中成就自己的夢
想？單親媽媽陳華珍（Jadee）在自己的夢想舞台上作了
一次完美演繹，而在她心中就只有一位觀眾，就是她患
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ADHD）的兒子。
雖然讀書不多，但憑藉努力與真誠的性格，Jadee成

為一位獨當一面的銷售員，良好業績為她帶來豐裕的
中產生活，但財富與快樂之間並不一定畫上等號。
Jadee人生中第一個難關，就是在別人眼中「與別不

同」的兒子。
「十多年前，社會對特殊學習需要（SEN）沒有認
識，自己也是偶然在電視節目上知悉ADHD徵狀，
才懂得尋求專業協助。」縱使身邊朋友也因兒子的
「不同」而疏遠他們，但Jadee完全接納兒子，並在
兒子喜歡的事情上加以栽培，就算再忙也會每星期抽
時間陪兒子上游泳課，希望他有一天能在自己的舞台
上畫出彩虹。

「增值自己，就唔會輸」
低處未算低，Jadee再遇上一個又一個的難關—婚姻

觸礁、財務緊張、抑鬱、生瘤……本來該是悲劇結局，
但朋友一句話將她從苦海中拯救出來：「增值自己，你
就唔會輸！」
跨過這度坎，人生的精彩下半場才要上演。她帶着

兒子到鄰近社區中心報讀晚間進修課程，雖仍未認清
未來出路，但她希望以身教為兒子樹立榜樣，希望兒
子明白，路要靠自己走出來。
及至兒子升讀全日制中學後，Jadee每天清早安排兒

子上學後，便背上背包進修去。
「就算掃街，都要做掃得最乾淨的一個！」舊老闆的

一句訓示，教會了曾經生活富裕的Jadee不怕放下身
段，並報讀了全日制的陪月及家務助理課程，最後在一
個泰越菜廚藝進修班遇上她的啟蒙導師，令她立志成為
一位出色的廚藝導師。

盼兒遇事勿輕言放棄
她希望兒子能與她一起好好規劃前路，遇事不要輕言放棄，像

兒子想放棄游泳之際，她親身伴兒子練習，兒子游半個塘，她游
一個；兒子游半小時，她游一小時，示範堅持之道，最終兒子在
游泳比賽中，獲得一金一銅的佳績。
逆境沒有把這對母子打倒，先天與後天的限制仍阻止不了他們

前行，只要有人相伴，就算走得慢，也能走得遠。
如果家長們希望對年輕人和生涯規劃有更多認識，可參與女青

生涯規劃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的家長小組，詳情將上載於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ky-
wcac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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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
學海無涯，石壁監獄昨舉行證書頒
發典禮，頒發學業證書予107名在
囚者，以肯定他們在學業方面的努
力，其中8人獲得學士學位，更有
兩人憑優異成績獲得公開大學獎學
金。
石壁監獄昨日舉行證書頒發典
禮，8名在囚者分別獲得公大頒
授工商管理、中國商業工商管理
及通識教育的學士學位；其中兩
人更憑優異的學業成績，獲得公
大頒發獎學金一萬元。

過往一年，石壁監獄共有199
名在囚者參與各類遙距課程及公
開考試。昨出席典禮的107名在
囚者則共考獲236卷合格成績，
其中164卷為優良，各人合共取
得845個大學學分。
典禮上，石壁監獄的在囚者作

舞蹈表演，化名阿成的在囚者更
向台下母親獻上自創歌曲，典禮
頓時溫馨滿溢。
阿成18歲時因販毒而被判監

禁17年，由於母親為泰國人，
不懂中文，阿成不能如其他人般

與家人進行書信交流，所以阿成
更珍惜每次與母親見面的時間。
只有中學程度的他，在獄中成

功修得公大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更是難能可貴。
主禮嘉賓香港友愛會榮譽會

長、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懲
教署致力為在囚者提供多元化的
更生計劃，協助他們改過自新，
重投社會；香港友愛則支持署方
的更生工作，義工也會透過定期
探訪及通信，協助在囚者適應獄
中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
基）各大學不知不覺已踏入
「SEM中」（學期中段），同
學開始為論文、考試而奮戰，壓
力甚大。
有見及此，香港教育大學學

生事務處本月 6日至 8日，設
立「打氣加油站」，特意邀來
金毛尋回犬「小妹」充當寵物
教授，與一眾師生打氣，並與
其拍照留影。
10歲的「小妹」擔任寵物教授

多年，與同學相處時熱情而淡
定，同學紛紛上前與牠合照，為
教大師生在秋日裡帶來一點溫
暖。
此外，教大又於校園內設立攤

位，除派發學生設計的文件夾及
記事簿外，更預備了餅乾與飲品
為學生們加加油。

教大「狗狗教授」為師生打氣

每次主持
與聯招選科
有關的升學
講座時，我
都會提醒學

生不要犯上常見錯誤。第一類常見錯
誤是「技術錯誤」。
學生在填寫「大學聯招辦法」賬戶

內的個人資料時，必須與其香港身份
證上之資料完全相同，否則院校便未
能查閱他的所有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
績，其申請或會因而受影響。
每年亦有不少學生填上錯誤的電郵
地址和電話號碼，加上沒有定時查閱
電郵的習慣，以致錯過面試邀請通知
等重要資訊。
此外，有學生不清楚聯招各個重要
日期及注意事項，例如未能在截止日
期前遞交其他學歷證明，並向中學或
聯招處遞交相關證明文件作出核實。

有學生心儀入讀音樂系，但卻忘記於
「大學聯招辦法」賬戶遞交符合要求
的音樂考試成績，以致錯失試演面試
和入學的機會。
學生要弄清楚各課程之額外入學要

求，例如香港教育大學的小學教育榮
譽學士—數學課程，要求學生在數
學延伸部分考獲最少2級；如申請人
沒有修讀數學延伸部分，便必須在數
學必修部分考獲最少5級。誤把未達
要求之課程置於聯招選擇內，學生不
單未能入讀該課程，更有可能因排位
問題影響入讀其他課程之入學機會。
「技術錯誤」的影響固然嚴重，但

只要學生們謹慎處理，還算容易避
免，但「心態錯誤」卻在不知不覺間
影響學生未能作出知情的選擇。

選科要留神 興趣宜先行
不少學生在準備聯招課程排序時，

沒有清楚了解自身興趣，單單考慮成
績，花了很多時間嘗試評估自己入學
機會去排列課程選擇。
也有學生誤以為入學後可隨意轉學

院或學系，並把以為會較易獲取錄卻
不甚喜歡的課程列為Band A選擇，
這樣他們便可能要花上四年的時間於
自己沒有興趣的課程了。
江同學品學兼優、有領導才能、

語文和數理俱佳，不少朋友都鼓勵
他報讀法律系一展所長。他主動報
名參加由學校安排的事業體驗計
劃，到一所律師事務所進行一星期
的體驗。
在活動中，他不單能親自嘗試處

理一些簡單的任務，也能近距離觀
察律師的日常工作，負責指導的律
師也跟他分享了很多心得，讓他對
法律行業有更全面的理解，獲益良
多。
江同學準備聯招課程排序時，卻沒

有列入法律系的課程，因為他透過事
業體驗計劃，了解到法律工作與自己

喜歡戶外工作、喜歡操作工具、善於
探究自然現象的特質不太配合，他還
是更喜歡與生物和生命科學相關的課
程。
以上江同學的例子由真人真事改

編，旨在鼓勵高中學生們多參與不同
與職業相關的活動，例如職業講座、
職場參訪、工作影子或實習計劃，以
探索更多元化的升學就業可能性。
學生亦要於活動後好好梳理學習經

歷，看看自己的能力和發展志向是否
與某課程配合，又是否需要作出調
整，從而作出知情的選擇。
最後，筆者要鼓勵高中學生們努

力學習，一來可以讓公開試成績反
映自己的真正實力，二來亦可以讓
自己更客觀地選擇興趣與能力配合
的課程。遇到學習或選科的疑問，

也要盡早主動向師
長請教啊。

■何俊恩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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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壁監獄8在囚者膺學士

剛踏進10月，校長葉偉儀已舉辦兩次
博物館參觀活動，分別帶選修中史的

高中學生欣賞香港文化博物館「數碼敦
煌—天上人間的故事」，及香港海事博
物館的「東西匯流—十三至十八世紀的
海上絲綢之路」兩大展覽。
香港文匯報記者「跟團」前往文化博物
館和同學一起「上課」，沒想到中史科老
師倪文娟採取「放羊」政策，不安排導賞
員，不派發工作紙，同學在館內自由參
觀。沒有導賞員的束縛，同學們果然像小
綿羊似的，各自尋找適合自己的草地。看
着學生的背影，倪文娟反問，「讓他們純
粹感受博物館的氣氛，不好嗎？」
香港文化博物館與敦煌研究院合辦的
「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展覽，
運用了數碼科技，以不同的方式呈現敦煌
出土文物及石窟藝術。敦煌石窟被譽為
「中世紀的百科全書」，西域畫風與中原
畫風碰撞、結合，題材包含中國、印度的
佛教故事。
來到展中設置的VR虛擬洞窟，同學紛
紛舉起手中的Cardboard，拿着望遠鏡似
的左顧右盼，上下張望，彷彿穿越了時空

來到西魏時期，置身洞窟之中，表現興
奮。「學生會覺得書本上的『中史』距離
他們太遠，無法感受到時間的『長』與地
域的『廣』。」
倪文娟認為，學中史最重要是由心而

發，只要點燃了心中火苗，會事半功
倍。
至於香港海事博物館的「東西匯流—十
三至十八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展覽，帶
給學生多元的感官刺激，葉偉儀更讚不絕
口，表示「博物館應該就是這樣的。」
展覽從「香港視角」出發，圍繞「絲路

源流」、「經濟大海」、「沉船遺珍」等
主題展示海洋地圖、水中打撈起來的青花
瓷盤、貨幣，介紹「海上絲綢之路」於南
海沿岸的發展歷程。
不說不知，原來香港東面的西貢起名於

明朝，有「西來朝貢船隻停泊港口」之
意，可見香港原來不只是小漁村，而是一

個港口。

校長：博物館體現人文精神
葉偉儀指，「博物館體現了人文素養與

人文精神。」他認為在強調STEM（科
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的現代社會，博
物館更有存在的必要。
他感慨：「現在手機太先進，沉溺在聲

音、畫面中，總不及用手去摸、用鼻子去
嗅、用身體去感受。」
在「經濟大海」展區內，放置了數個香

爐，分別裝有沉香、丁香、檀香及麝香，
參觀者可湊近香爐，辨別各種香料的甘、
清、辛、醇，享受着縈繞着身邊的淡淡香
味。展內亦有緞子絲綢，同學摸後，均笑
言那是「滑溜溜」的體驗。
參觀了「數碼敦煌」展覽後，3名修讀中
史的中五生劉鴻銘、楊雅妍及楊文靜，異
口同聲表示是次展覽得着超出所望。

由於該校是佛教學校，鴻銘指平日學校
也有涉獵有關佛教的思想，在壁畫上看到
以往聽過的佛教故事，特別親切。

學生：助增國家歸屬感
雅妍自覺圖像比文字更能吸引自己，過

往看到教科書所教的制度史、交通史等，
她會想「這與我何干？」然而去過不同的
展覽後，她終於明白，歷史在演化，自己
也總在思考日常生活與歷史的關係。
文靜則表示，從書本以外的地方接觸歷

史，無疑會對國家文化、歷史認識多了，
對國家的歸屬感也提升了。
葉偉儀形容，帶同學外出參觀是在散播

種子，只要他們看多了，自然會將武俠小
說、宮廷劇、課本知識，與眼前展覽所見
的知識融會貫通，「當教清朝課題時，金
庸迷、延禧迷可能比老師更熟悉課本
呢！」

■「小妹」
表現乖巧，
深受學生
歡迎。
教大供圖

■在囚者在典禮上作歌舞表演。

■同學拿着Cardboard進入VR虛擬洞
窟。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同學沉醉於「數碼敦煌」展覽。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同學在欣賞古卷。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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