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四男生張子壹
分清「幽默」「取笑」
幽默可以是「搞笑」

的笑話，取笑或攻
擊他人並非幽默。
我曾經暑假時因為
吃得太多，被同學
笑我好胖。但我以
後會以幽默、冷靜
的態度去應對，不
再把別人的負面評
價放在心上。會與
家人分享，讓他們
分清「幽默」和「取

笑」！

小四女生吳雅琳
可娛人可「自救」
我在課程裡面感

受到幽默的好處，
不但可以讓人帶來
歡樂，同時也能夠
成為「自救」的工
具。有次考試成績
不理想，本身我也
挺自責的，再加上
同學的冷嘲熱諷就
更傷心了。但我未
來會以幽默應對，
告訴他們我下次

會努力！

搞笑不取笑 學童學抗逆
小學「幽默周」析日常生活個案 育正向思維解情緒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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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擁有的幸福感有多
高？知道每年的3月20
日是什麼節日嗎？自
2013年起，聯合國定那
天為國際幸福日(Inter-

national Day of Happiness)，亦會於當
日公佈《世界幸福報告》，讓全球人民
明白幸福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世界幸福報告》根據人均本地生產

總值、社福支援、醫療體系、自由度、
貪腐程度等因素作綜合排序。今年，在
156個國家和地區中，排行榜首五位均
是歐洲國家，由芬蘭蟬聯第一。亞洲方
面，名列前茅的是排行第十三的以色

列，而大家耳熟能詳的地區包括：台灣
排二十五、新加坡三十四、韓國五十
四、日本五十八，香港則與去年一樣，
穩守七十六位。
報告中的伸延分析及調查值得大家

細味，包括加州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教
授Jean M. Twenge的研究。她以13歲
至18歲青年為對象，分析美國的幸福
感指數持續下降與數碼媒體的關係。
報告發現，幸福感的升跌與數碼媒體
息息相關。縱然科技使人類生活現代
化，提升生活質素，卻導致數碼世代
的美國青年傾向在課餘時停留於數碼
世界活動，相對一些願意分配時間進

行線下活動的青年，數碼世代的幸福
感較為遜色。
調查再將一系列活動以帶來最正面至

最負面的幸福感排序，最佳活動為睡
覺，繼而是運動、面對面社交、義工活
動、結伴看戲、宗教項目、觀看電視、
閱讀紙本新聞、收聽收音機、音樂會，
甚至交功課也能提升正面幸福感。
反觀與數碼世界相關的活動，例如觀

看網絡新聞、在社交平台聯繫朋友、個
人網上娛樂、瀏覽互聯網等，都錄得負
值的幸福感。

應讓孩子及早識網定位
因此，家長應反思如何培養平衡的生

活習慣，並以身作則，讓孩子及早認識

流動裝置及互聯網的定位和作用。潛移
默化之下，家長可引導孩子將它們定性
為學習或工作的輔助工具，而不能取代
現實生活中與人接觸的活動，如與朋輩
面對面交談、與家人進行集體活動等，
讓孩子在學習與休憩時間也能健康成
長。
雖然該調查仍有不少限制而影響報

告結果，但它能警醒我們如何適時、
適地、適當運用數碼媒體。家長欲與
孩子一起自製幸福感，便要身體力
行，安排足夠的作息時間；放假時，
加入運動和家庭活動，並堅持有質素
的溝通，讓大家愛上在實體生活中尋
找快樂。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

青年睡覺最幸福 不愛線上愛線下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東華三
院李東海小學教師在校墮樓身亡，引起社
會關注校本管理推行情況。立法會昨日討
論有關檢討校本管理的無約束力議案。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重申，會要求學校完善制
衡機制，避免任何人獨攬大權，而教師向
教育局提出所有對學校的投訴，一直由局
方處理。過去5年，教育局裁定32宗涉及
學校教職員的投訴成立或部分成立，並已
通知學校跟進不當之處。

立會否決檢討校本管理議案
會議中，有議員質疑教育局對教師申訴

置之不理，未有做好監察角色，另有議員
指校本管理一直行之有效，雖有檢討空間
但不宜因個別事件將其全盤否定。由於議
員對議案內容及字眼有分歧，最終兩個修
正案及原議案均遭否決。
針對校本管理政策，楊潤雄強調，教

育局一直擔當着監管角色，亦會要求學

校完善制衡機制，讓辦學團體、法團校
董會、校監及校長的角色及職能清晰，
彼此權責分別，避免任何人獨攬大權。
他並指，如遇有個別學校的管治質素出
現問題，局方定必嚴肅跟進，介入處
理，絕不推卸監管學校的責任。
而有關學校投訴事宜，楊潤雄重申，

如果是由教師向局方提出對學校的投
訴，一直由局方處理。他引述統計指，
自2013年1月至2017/18學年間，教育

局共接獲501宗對學校的投訴，有156
宗獲投訴人同意後交由學校直接處理，
其餘345宗則由局方跟進，其中約一半
（173宗）為涉及學校教職員的投訴。
而上述個案中有114宗已完成調查，

82宗指控不成立，32宗成立或部分成
立，局方已要求校方就其不當之處作出
跟進。另外有35宗仍在調查中，24宗則
因投訴撤回或投訴人失聯等而未能跟
進。

楊潤雄：學校若出事 教局必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在全球化環境
下，為讓學生擁有前瞻視野與經驗，中文大學
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等5
所亞洲以及歐洲頂尖大學合作，於2019/20學
年起陸續推出6個雙學位本科課程，涵蓋語
言、科技及商業等不同學科，分別提供約4個
至10個名額。獲取錄學生於中大及合作院校
各修讀兩年，畢業即可取得兩校頒發的學士學
位證書。
其中中大與北大會合辦中國語言及文學，以

及語言學兩個課程，將於2019/20學年開辦，
中大分別為兩個課程設5個名額。而中大與清
華大學合辦計算機科學及經濟學課程，則預計
於2020/21學年入學。
中大與早稻田大學合辦的社會科學和國際教

養課程，首批最多4名學生預計於2019/20學年
入讀。另外，中大工商管理學院分別與西班牙
IE商學院，以及英國倫敦大學城市學院卡斯商
學院舉辦雙學位課程，兩個課程各設10個名
額，將相繼於2019/20及2020/21學年推行。
中大副校長潘偉賢表示，雙學位課程學生就

讀期間，一律以中大學費計算，即每年約4.2萬
元學費，惟需自費機票及住宿，學生可按需要

申請中大獎學金或資助。她續指，若學生未能適應，
可申請中途退出計劃，並於中大修畢餘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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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科主任：有助減少紛爭
宗教科主任姚雙慶：學生間時有矛盾，包

括取笑對方成績、外貌，並會「改花名」，
這些情況常要老師出面調停，但未
必便能解決問題。

訓育主任：拉近師生距離
訓育主任陸雪瑩：我是一名「嚴而有愛」

的訓育主任，雖然會嚴格要求學生遵守紀
律，但適當地運用幽默，可以緩和師生的對
立氣氛，有助拉近師生距離。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校長李德衡也在「幽默周」粉
墨登場，將名字反過來讀並取
諧音變為「能得利校長」（能

得利橡皮糖），又會於今天的活動閉幕禮，將與
學生間的「蝦碌」校園片段搬上舞台表演棟篤笑。
那怕不怕學生不會笑呢？他笑言「沒有人天生就懂
得表演幽默」，表演是否好笑當然重要；但他更想
讓學生看到，縱使遇到困難，最重要的是願意嘗
試，無懼失敗。

為了自製「笑料」，李德衡觀摩了不少
表演，希望從黃子華、王祖藍等著名藝人身
上取經。他頭頭是道地說，幽默的要點在於題
材能與觀眾產生共鳴，所以是次表演將圍繞學校
日常生活、校長與學生間的「蝦碌」片段。
他又向記者稍微「劇透」了其中一幕：「有次和

學生一起吃飯，談起電視劇，我期望學生會說看了
《甘地傳》等名人傳記；學生也說看了『名人傳
記』。在我感到欣慰之時，他們說自己看的是《甄
嬛傳》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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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須注意事項
■注意分寸和尺度：避免「攻擊型幽默」，不
拿性別、外表及種族開玩笑。

■注意場地：尊重葬禮及宗教場合，遵從各
種場合的禮儀。

■注意時機：臨場判斷氣氛，避免刻
意、生硬地「背笑話」。

■注意聽眾：留意聽眾神情、反應，
隨機應變，適時予以回饋。
資料來源：循道衛理優質

生命教育中心

校長變「橡皮糖」
校園搞棟篤笑

幽默注意事項

■李德衡指，最重要讓
學生學會無懼失敗

的精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為期四天的「幽默周」活動由中華
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與循道衛

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合辦，於本星期
二至星期五在該校舉行。中心的創新
課程及活動發展主任、「失敗教育」
體驗活動發起人林秋霞介紹指，欠缺
幽默感，可說是華人社會的「通
病」，尤其是香港近年面對不少社會
爭議，「大家不習慣『笑』，老百姓
不笑、政治家也不笑」，讓成年市民
甚至是小學生的群體裡，都易帶着負
面情緒，希望能透過在學校課程推動
「幽默教育」，為香港找尋出路。

互相合作創作笑彈
「幽默周」活動主要供該校小四生
至小六生參與，內容包括電影欣賞、
互動討論、棟篤笑劇場等，學生可藉
日常個案的體驗式學習了解幽默的技
巧、好處及禁忌，以及製造笑的方法
等，更有機會互相合作，創作自己的
幽默劇場，與大家分享。
林秋霞提到，目前世界各地未見有
系統、適用於中小學的「幽默教
育」，所以他們要從頭做起設計內
容，其間查閱大量文獻、詢問專家意
見，再根據校情加入生命教育元素，
最終實踐出全港首個「幽默教育」課
程。
是 次 活 動 英 文 名 為 「Humor
CHOW」，以自信（Confidence）、
快樂（Happiness）、觀察（Observa-
tion）、機智風趣（Wit）等元素作框

架推動教與學。而每名學生亦獲
派 一 本 「Humor CHOW

Book」，通過個

人與小組任務、搜集資料、自評互評
以及家長、教師總評等不同方式，循
序漸進地「如何幽默」，鞏固所學。
林秋霞又強調，「我們會先讓學
生體會『搞笑』，繼而感受『幽
默』，並讓他們掌握『幽默』和
『取笑』的區別」。
她解釋，正向幽默可以成為

人與人之間的調和劑，負向幽
默則是破壞人際關係的兇器，
故是次活動希望讓學生掌握如
何拿捏「幽默」的界線，並
利用幽默化解矛盾與窘境。

校長笑言「幽默好難教」
全完第二小學校長李德衡表

示，為配合學校正向教育方向，
所以利用專題研習周的時間進行
是次別開生面的幽默課程，笑言
「教授幽默其實非常困難，我們是
向難度挑戰！」
他認為，幽默是一種綜合能力，希

望透過是次活動，同時培養學生的
「三自」精神，包括認識自己培育
「自信」；以「自律」進行情緒管理
與維持人際關係；並提升日常事物的
觀察力與好奇心，達到終身「自學」
的能力。
李德衡更指，學生中學、大學畢業
已經是十多年後的事情，世界變幻莫
測，比起可能會「過時」的硬知識，
更重要的是教會學生正向思維，培養
他們積極的處事態度，希望幽默感能
幫助年輕人未來面對紛爭、挫折甚至
失敗，以「笑」的方式應對不同人生
逆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

基）香港社會近年充斥着負面情

緒，不單是成年人，甚至年輕學

生群體亦受影響。有小學與生命

教育團體本星期首創全港第一個

「幽默周」活動，讓300名高小

學生透過劇場、對談、電影賞

析、個人與小組任務等，研究分

析不同的日常生活個案，了解及

培養幽默感的應用。連日活動亦

強調「搞笑不取笑」，讓學生以

幽默結合尊重他人及同理心等正

向思維，幫助學生學好情緒管

理，面對逆境化解紛爭，建立積

極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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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的開幕禮安排了日前的開幕禮安排了「「任何仁任何仁」」現身現身，，意意
指任何人都可以有幽默感指任何人都可以有幽默感，，大受學生歡迎大受學生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攝

■■潘偉賢潘偉賢（（中中））表示表示，，對於中大與各頂尖院校合作感對於中大與各頂尖院校合作感
到欣喜到欣喜。。 中大供圖中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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