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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屆會長、理監事與行政長官賀一誠（前排中）合影

▲ 行政長官賀一誠與本會陳虹會長

行政長官賀一誠於 2022 年 11 月 4 日在政

府總部會見本會會長陳虹等新一屆會長、理監

事成員，雙方就疫情防控、教育資源整合、產

學研發展、科創人才培養，以及加強青年愛國

愛澳教育等議題交換意見。

行政長官祝賀本會順利完成換屆，期望

新一屆會長、理監事成員繼續團結和帶領教育

界，為本澳教育事業作出貢獻，並感謝教育界

支持和參與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避免校園出

現大規模疫情，保障了學生的健康。

行政長官表示，特區政府需要善用公帑，

但對教育資源的投放沒有減少。教育及青年發

展局結合了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職能，冀能加

強兩方面的統籌。特區政府也鼓勵教育資源共

享，進一步發揮澳門科學館的硬件資源優勢，

支援各間學校開展科普教育。

本刊通訊員

行政長官賀一誠會見本會新一屆
會長、理監事成員

行政長官希望本會能夠多組織中學生參觀

大學研究資源和成果，開闊視野，並引導他們

認識國家和澳門日後發展所需，從而培育自身

成為人才，支持國家和澳門的發展。行政長官

還希望本會成員學校和團體推動學生深入認識

和認真學習二十大報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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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新聰主任與全體出席者合影

▲ 鄭新聰主任主持宣講會

陳虹會長感謝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在

抗擊疫情上做了大量工作。她表示，社會文化

司、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在全民核檢工作中亦發

揮了重要的協調角色，包括在這一輪全民核酸

檢測中，於站點開設學生專道，使學生在不停

學的情況下順利配合防疫工作。本會過往也多

次組織教師團隊支援全民核檢工作，在各方通

力合作下成功抗擊疫情。

陳虹會長也向行政長官介紹了新一屆領

導層的組成和工作。她表示，特區政府十分重

視教育，近年合併了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的職

能部門，整合了教育資源，工作取得成效。同

時，澳門科學館也為學校提供教育資源平台，

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新聰應邀出席教青局和

多個教育及青年組織聯合主辦的 “澳門教青領

域二十大精神學習宣講會”，以 “思想之旗領航

向，人間正道開新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而團結奮鬥” 為題，宣講黨的二十大精神，

對廣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提出三點希望。主辦

方負責人、有關學校領導、教師和各界青年代

表等參加。

為澳提供根本遵循
宣講會於 2022 年 12 月 7 日下午六時假教

業中學禮堂舉行。鄭新聰指出，中國共產黨第

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配合政府對資訊、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

理事長鄭洪光、監事長高錦輝，以及一眾

領導層成員分別向行政長官介紹了本會日後的

工作規劃，以及對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未來發

展的設想與目標。

參加會見的還包括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局長

龔志明，以及本會副會長尤端陽、黎世祺、宋

永華、尹一橋、黃竹君 ；副理事長鄭杰釗、陳

志君 ；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岑耀昌 ；辦公室主任

林美儀等。

註：此篇目照片採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

本刊通訊員

鄭新聰主任向教青界宣講二十大精神

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

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大會。習近平總書記代表十九屆

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是舉旗定向的政治宣

言，是彪炳史冊的時代答卷，是指引未來的行

動指南，是開展好澳門工作的根本遵循，凝結

全黨全國的智慧和包含澳門全體居民在內的

十四億中國人民的意志。

鄭新聰結合參會感受，聯繫澳門教青領

域實際，用豐富的案例、生動的語言闡述黨的

二十大報告主要內容。他指出，深入學習貫徹

黨的二十大精神，一要牢牢把握過去五年工作

和新時代十年偉大變革的重要意義 ；二要牢牢

把握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

方法論 ；三要牢牢把握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 ；四要牢牢把握以

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重要要求 ；

五要牢牢把握團結奮鬥的時代要求 ；六要深刻

理解對廣大青年提出的殷切期望。

與敵對勢力作鬥爭
鄭新聰強調，黨的二十大報告深刻總結過

去五年和新時代十年 “一國兩制” 在港澳實踐

取得的巨大成就，對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

作出全面部署，集中體現黨中央關於 “一國兩

制” 和港澳工作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

創新，為新時代推進 “一國兩制” 事業、做好

澳門工作提供根本指引和遵循。學習貫徹黨的

二十大對 “一國兩制” 的部署安排，一要深刻

理解二十大報告關於長期堅持 “一國兩制” 的

再次莊嚴宣示 ；二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三要堅持落實中央全面管

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 ；四

要不斷增強港澳發展動能 ；五要夯實愛國愛港

愛澳社會基礎 ；六要堅決與敵對勢力作鬥爭。

提升愛國擁黨情懷
他對澳門廣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提出三點

希望，一要深入學習和廣泛宣傳黨的二十大精

神，提升全社會愛國擁黨情懷 ；二要深刻認識

教育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作用，為國家和澳

門培養更多優秀人才 ；三要準確把握青年工作

是戰略性工作的定位，立志做堪當民族復興重

任的新時代好青年。

中聯辦辦公廳主任宋立洪，教育與青年

工作部部長徐婷、副部長石書正參加。多個教

育組織包括中華教育會、天主教學校聯會、公

職教育協會、高等教育發展促進會、青年聯合

會、學聯、新青協、愛國教育青年協會、青年

公務員協會。

社會文化司歐陽瑜司長一行於 2022 年 10

月 20 日下午到訪本會，聽取本會及教育界人士

對來年施政方針的意見。出席座談會的政府官

員還有社文司司長辦公室主任何鈺珊、衛生局

局長羅奕龍、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局長龔志明、

社會工作局局長韓衛、文化局局長梁惠敏、體

育局局長潘永權、藥物監督管理局局長蔡炳

祥、社會保障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容光

耀、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顧問郭曉明等。本

會會長陳虹、理事長鄭洪光、監事長高錦輝，

多名本會的負責人、常務理事，以及團體會員

學校的校長和代表近 60 人參加會議。雙方主要

就社會文化範疇問題交換工作意見，共促社會

未來發展。

陳虹代表本會對歐陽瑜司長一行的來訪表

示熱烈歡迎，感謝社文司團隊在過去一年積極

履行施政方針，在抗疫工作付出的辛勤努力，

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持續完

善澳門民生社會服務。本會一直以來積極支持

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感謝特區政府對教育

本刊通訊員

社文司歐陽瑜司長訪本會聽取施政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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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的信任和支持，期望官民合作共同做好

澳門教育事業。

歐陽瑜司長感謝本澳教育工作者在疫情期

間身體力行，勇於擔當，積極參與全民核檢義

工工作，以身作則向學生作出積極示範。她表

示，澳門受到疫情的衝擊，經濟不景氣，但特

區政府始終關注和保障教育事業的發展。她向

與會者介紹了社文司各部門的工作情況及未來

工作重點，包括持續完善民生服務，做好教育

用地規劃，推動科普教育，發展個性化教學，

高教產學研結合發展，培養回應經濟適度多元

發展所需產業的人才，加強愛國愛澳教育和家

庭教育，支援弱勢社群，持續舉辦文化體育盛

事，發展智慧政務和智慧醫療，發展文創產

業，加強區域合作等，並回應去年收集教育界

施政意見的跟進情況。

鄭洪光充分肯定社文司及其團隊的工作，

尤其在教育範疇方面開展了大量的工作，並取

得良好成效。本會多位負責人及團體會員學校

的校長先後就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疫情負面

影響的相關研究、出生率及學額變化、教育資

助項目的優化、如何善用橫琴深度合作區、優

化各教育階段的部署、青少年活動用地、A 區

教育用地規劃、增加文化場地、推廣全民閱

讀、各教育階段的部署、優化校園環境、教育

恆常投入機制等方面提出意見和建議，社文司

各個部門負責人認真聽取意見，並與與會者親

切交流。

最後，陳虹代表本會向歐陽瑜司長遞交

《對 2023 財政年度政府施政方針的意見（教育

部分）》意見書，提出十點施政意見，內容涵

蓋教育保障機制的設立、教育用地、創意科技

教育、師生身心健康發展、出生率減少教育部

署、職技及特殊教育的發展、教師培訓、大灣

區教育合作、高等教育國際化及產業化等。

▲ 社會文化司一行來訪本會與出席代表合影

▲ 陳虹會長向歐陽瑜司長
遞交本會 2023 年政府施政意見書（教育部分）

“中國文化常識達標工程” 澳門特區工作委

員會於 2022 年 12 月 10 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濠

江中學何賢堂舉行二○二二年系列活動頒獎典

禮，獲獎人士、學生、嘉賓及 “達標” 工作委

員會委員一百多人出席。

“達標工程” 主任委員陳虹在頒獎禮上講話

指出，“中國文化常識達標工程” 是由二千年開

始，由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公職教育協會、

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旅

遊學院及澳門中華教育會七個單位聯合舉辦。

在七個單位衷誠合作下，多年來，成功舉辦一

系列弘揚中華文化的活動，有 “達標” 考試、

中國文化之旅、有獎填字活動、中小學生學習

活動等，受到社會的歡迎和讚賞。

今年上半年參加達標考試接近一千六百

人，下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委員會積極

開展線上活動，下半年進行填字遊戲、中小學

生中國文化常識線上學習活動，受到廣大居民

和師生的歡迎，三項遊戲將近四萬人次參與。

我國已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

征程，澳門的發展也進入新階段，“一國兩制”

事業也進入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為澳門提供

廣闊發展空間和前所未有的重大發展機遇，對

未來人才有更高要求。希望同學志存高遠、愛

國愛澳、勇於擔當、善於作為，把握時代發展

機遇，立志做擔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新時代好青

年。

是次頒獎禮頒發 “達標” 考試長青組、公

開組及學生組優秀成績獎、學校團體獎、中國

文化有獎填字活動及中小學生學習活動等各項

獎項。

出席頒獎禮有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

區榮智、教青局處長梁怡安以及 “達標” 工作

委員會負責人劉文堯、朱振榮、李沛霖、何少

金、岑耀昌、凌永申，以及多名委員。

本刊通訊員

達標工程系列活動頒獎

▲ 嘉賓與獲獎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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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優秀傳統文化入校園活動
京劇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表徵之一，是

中國藝術的瑰寶，作為我國的國粹，它的行

當全面、表演成熟、氣勢宏美。為彰顯中華文

化的博大精深，提升本澳學生的藝術素養，本

會連續三年舉辦 “中華文化推廣入校園宣導計

劃”。2022 年在 10 月 18 日至 21 日期間進行，

入校 8 間，參與師生近 1400 人。是次活動得

到澳門基金會贊助部分活動經費。

營造弘揚傳統文化的濃厚氛圍
是次活動，邀請了中國國家京劇院著名京

劇表演藝術家入校園進行講座及表演經典京

劇選段，受到師生熱烈歡迎。在領隊韓寧寧帶

領下，國家一級演員畢小洋，國家京劇院著名

演員張譯心、張浩洋等分別到新華學校、德明

學校、濠江中學、沙梨頭坊眾學校、利瑪竇中

學、聯國學校、中德學校、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進行京劇藝術推廣。

活動回顧

    活動通過講座、示範、互動等形式，以現代

京劇《紅燈記》為例，生動細緻地講解了劇

中的故事情節、人物行當、服裝造型所蘊含的

京劇藝術特色和中華傳統美學。此外，京劇藝

術家還親自在台上利用精緻的唱腔和優雅的動

作，給師生們示範不同唱腔帶來的不同感覺，

有的明快亮麗，有的低沉悲婉，令在場師生嘆

為觀止，掌聲四起。藝術家們還邀請學生上台

一同學習做手、走台步等京劇表演技巧，體驗

京劇服飾裝扮之美，還現場教授京劇中的情感

表達—— “笑” 與 “哭”，激發了學生濃厚的興

趣，學生們紛紛表示意猶未盡。

傳統文化是國家的精神命脈
是次京劇入校園活動，師生們不但可以在

視聽欣賞感受京劇藝術的涵養，更可以在學習

唱詞、念白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重溫歷史，對

推動中華傳統文化和愛國教育起到促進作用。

本刊通訊員

本會舉辦“中華文化推廣入校園
宣導計劃”宣揚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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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教師演唱原創愛國歌曲《光明之路》榮獲一等獎

掃描二維碼觀看演唱短片

為祝賀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圓滿成功、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三周

年，2022 年 10 月 22 日澳門婦女聯合總會舉辦

“愛國歌曲演唱比賽”，來自本澳社團、學校、

機構企業的廿六支隊伍參賽，通過演繹經典愛

國歌曲，唱響愛國愛澳擁黨的主旋律，抒發對

二十大圓滿成功和祖國偉大成就的自豪之情、

對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讚頌與願景，向黨和國

家深情獻禮。

本會組織青年教師參與上述比賽，參賽教

師表現出色，榮獲一等獎。

註：此篇目照片採自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本刊通訊員

本會參加“愛國歌曲演唱比賽”
榮獲一等獎

為深化做好澳門愛國教育工作，澳門愛國教

育研究推廣委員會於 2022 年 11 月 22 日及 12 月

6 日假濠江中學何賢堂先後舉辦了以 “家國 • 澳

門” 和 “從漢字走進中華傳統文化” 為主題的講

座，講座邀請了澳門日報社長陸波先生及澳門筆

會會長李觀鼎先生主講，共吸引本澳各校近 500

名教師參加。活動獲澳門基金會贊助經費。

首場講座上，陸波先生以澳門開埠以來的

歷史發展軌跡為背景切入，把本澳不同時期

發生的歷史事件，配上珍貴的史實照片，向與

會教師娓娓道來背後的故事。他表示，過去的

生活環境比現在艱苦，但一代代澳門人守望相

助、互助互愛、攜手共進，跨過一個個艱難時

刻，回想過去更深感現今的生活來之不易，希

望廣大教師能不忘歷史，向下一代講好澳門自

己的故事，讓澳門的年輕一代也能認識過去。

而李觀鼎先生，則以《論語》為導向，進一

步闡述以 “仁” 為本的中華傳統文化思想，通過

對儒家思想的歸納分析再結合漢字本身蘊含的意

義，帶領老師們共同尋找漢字背後的文化要素。

他將漢字的特點總結為涵養性、圖畫性、邏輯

性、哲理性和表現性，通過圍繞漢字的起源、流

變和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聯繫，探究漢字的

發展歷程及其背後的文化哲學和倫理。

有參與講座的老師認為，講座加深了自身

對澳門歷史發展歷程的瞭解，澳門作為華夏大

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澳門的繁榮穩定、文化

的根源與祖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作為一名

澳門居民，一定要銘記歷史、珍惜當下來之不

易的生活，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更有責任傳

承並發揚好愛國愛澳優良傳統，向下一代講好

中國故事和澳門故事。

本刊通訊員

澳門愛國教育研究推廣委員會舉辦系列愛
國教育講座，弘揚家國情懷和中華文化

▲ 陸波先生以“家國·澳門”為主題和與會教師講述澳門往事

▲ 李觀鼎先生和與會教師講述漢字中的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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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賓與合辦單位負責人主禮

本刊通訊員

教育界文藝匯演賀三慶
文藝匯演精彩回顧

由本會、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澳門公職
教育協會及澳門高等教育發展促進會組成的澳
門愛國教育研究推廣工作委員會，聯同澳門教
師藝術團協會共同主辦 “澳門教育界慶祝中國
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圓滿成功、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三周年、澳門特別行
政區成立二十三周年之奮進新時代文藝匯演”
於 2022 年 12 月 17 日晚上七時假澳門威尼斯
人劇場舉行，超過四十所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
學校，合共四百多位師生，利用課餘時間辛勤
排練節目，以歌詠、舞蹈、朗誦、中西樂器、
catwalk、武術、舞龍等多元表演形式，展現
澳門教育界愛國愛澳情懷以及師生們的活力和
才華，發放社會正能量。

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中聯辦副主任嚴
植嬋、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孫向
陽、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副局長阮佩賢、文化局
局長梁惠敏、中聯辦教育與青年工作部副部長

石書正、金沙中國總裁王英偉、澳門中華教育
會副會長黎世祺、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會長周
伯輝、澳門高等教育發展促進會會長莫啟明、
澳門公職教育協會理事長香梅，以及澳門教師
藝術團協會會長王國英、理事長陳偉民主持啟
動儀式。

陳偉民表示，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
表大會勝利召開，全面謀劃我國未來發展宏
偉藍圖。新中國七十三年發展成就舉世矚目，
澳門回歸二十三年來取得的成績，令人感受到
祖國是澳門最堅強的後盾。在黨和國家的大力
支持，特區政府、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澳門
社會繁榮穩定，教育事業取得長足發展，愛國
愛澳精神薪火相傳。澳門教育界素有愛國愛澳
優良傳統，教師們不忘教育初心，牢記教書育
人、培養愛國人才的莊嚴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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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背景下地理教師的作為
劉朝暉

一、新時代教育變革的社會背景

（一）“雙減” 與澳門的 “基本學力要求”

2021 年 7 月，相關機構印發《關於進一步

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

擔的意見》（以下簡稱 “雙減”）。其出發點是

倒逼中小學校提高教育品質，全面發展學生的

核心素養和創新素質，以滿足人民對美好教育

的期盼，進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培養全

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1] 這為廣大中小學提供

了根本遵循和指引。奇妙的是，澳門早在 2017

年 6 月就公佈了中學階段各學科的 “基本學力

要求”，旨在提升學生的交流、合作、實踐等

能力，增強公民意識，培養其未來所需的終身

學習能力。[2] 這與 “雙減” 政策的本質訴求是

一致的，要求教師必須關注學生的學業負擔，

重心應放在課堂上讓學生獲得理性思維、內在

感悟、精神陶冶及心靈淨化，培養學生素養素

質、創新創造等核心競爭力。

（二）“立德樹人” 與澳門的《非高等教育

中長期規劃（2021-2030）》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要辦人民滿

意的教育，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培養學生

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發展素質教育。弘揚中

華傳統美德，在全社會弘揚勞動精神、奮鬥精

神、奉獻精神、創造精神、勤儉節約精神。[3]

與此相呼應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非高等教

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以下簡稱《規

劃》）提及的總目標 ：貫徹 “立德樹人” 的教

育核心價值觀，延續多年來澳門 “教育興澳、

人才建澳” 的教育方針，落實培養新時代公

民，以 “端正求真、務實創新” 為核心，著重

個人發展和人才培養，著重道德價值觀培養和

知識技能培養，著重學生個人學習需要和社會

發展需要。[4] 這一目標既符合國家教育改革發

展的基本要求，也非常適合澳門當前的區情。

對上述時代背景，澳門中學地理教師需要

認真學習、深刻領會，並在具體的教育教學中

貫徹落實。

二、現時澳門特別行政區中學地理教師的

作為

（一）更新觀念，致力於學生核心素養的

培養

如果受教育者的學習是對成長有益的，

他的負擔就不能稱之為 “負擔”。在資訊化時

代，知識的獲得變得日益便捷，同時，知識

更新換代的速度快，知識本身也在不斷 “老

去”。那麼，我們學習一門課程應該關注的就

不是這門課程的知識，而是它的思維和方法。

這就是為什麼要強調核心素養（學生應具備

的，能適應終身發展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必備品

格和關鍵能力）的培養，這就為 “雙減” 政策

的落地提供了現實依據。

地理學科以地理環境為研究對象，後者是

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是由大氣、

水、生物、岩石等自然要素及人口、聚落、產

業等人文要素組成的複雜的巨系統。綜合性、

區域性、開放性、實踐性是其顯著的學科特

色。地理不僅要 “解釋過去”，更重要的是 “服

務現在、預測未來”。[5] 基於此，地理學科就不

能被定位為一門 “死記硬背” 的學科，從而加

重學生的學習負擔。《規劃》指出，培養學生

跨學科及學科應用能力，有機聯繫各學科和學

科領域，推動綜合型學習。此種背景下，擁有

獨特 “綜合” 優勢的地理學科具有無法替代的

17
2022 第 4期

16
2022 第 4期

“奮進新時代”文藝匯演



本期專題本期專題

育人價值。

“地理人” 的核心素養主要體現在人地協

調觀（地理學及地理教育的核心觀念）、綜

合思維（地理學的基本思維方法）、區域認

知（地理學的基本認知方法）和地理實踐力

（地理實踐活動必備的行動能力和品質）四個

方面。為此，地理教學應做到 ：一要立足長

遠，學會分析區域的人地關係狀況，分析區域

環境問題的成因，探尋可持續發展之路，踐行

可持續發展理念 ；二要從整體出發，立足於

要素綜合、區域綜合、時空綜合理念，學會分

析區域內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演變過

程，培養學生綜合思維素養 ；三要從區域視

角出發，在開展空間建模的基礎上，建立空間

概念，在頭腦中形成 “心理地圖”，提升學生

區域認知素養 ；四要關注客觀現實世界，通

過野外觀測、戶外考察、社會調查、模擬實驗

等實踐活動，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的地理實踐力

素養。

（二）變革教學方式，提升學生軟實力

如果受教育者通過教育獲得了 “自主發

展” 的軟實力，他的負擔是不是就被輕鬆 “化

解” 了呢？長期以來，地理教育關注知識傳

授，將 “識記” 地理事物的空間分佈，“理解”

地理事物的成因、特徵、規律作為課堂教學的

中心任務，學生被桎梏在繁瑣的 “死記硬背”

中，“分析、綜合、評價、創造” 等高階思維

未得到 “關注”。為了使學生成為具有競爭力

的新時代公民，教師必須轉變傳統的教學方

式，通過情境探究為學生創建開放、活潑的學

習環境，培養學生自主獲取知識的能力及協

作、審辨與邏輯思維能力。

首先，創設情境，啟發質疑。教師選擇適

當的材料，如學生身邊的地理、社會熱點等，

將學習內容轉化為新穎的場景，吸引學生的注

意力，充分調動他們的情緒，力爭在最短的時

間內吊起學生的 “胃口”。

其次，結合教學內容，提出恰當的地理問

題。探究問題必須圍繞情境展開，宜小不宜

大，宜具體，不宜籠統，宜與生活實際緊密相

連，但都指向學科的本質，為培養學生的學科

核心素養著力，讓學生興趣得以激發，從而能

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探究學習中來。問題要有一

定深度，形成環環相扣的問題鏈，由淺入深、

循序漸進，讓學生的思維在探究活動中得到充

分展開。

第三，鼓勵學生自主質疑、獨立思考，引

導學生尋求新發現，獲得新認識。在探究活動

中，要注意培養學生的 “提問” 能力，鼓勵學

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使學生真

正成為課堂的 “主角”，在探究中獲得新知、

發展新技能、提高創新能力。

第四，評價反思。在探究活動結束後，要

指導學生學會反思，完成小組評價。通過自我

反思深刻認識自己所經歷的各個過程和步驟，

形成認知結構 ；通過小組評價學會欣賞、接

納他人，形成健全人格。

作為一種新型的教學模式，探究教學的開

展還需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探究活動不能流於形式。有些老師往

往是先提出問題，讓學生討論幾分鐘，學生剛

進入狀態或僅是個別小組完成，就急著讓各小

組彙報成果，導致探究不夠深入。其根源在

於，教師所關注的仍然是讓學生掌握知識點，

而不是能力與素養的提升。

二是沒有面向全體學生。教師更多的時候

是將賞識的目光投向 “優等生”。這樣優等生

發言的次數明顯多於潛能生，成績差和性格內

向的學生就成了 “陪襯”。面對不同的學生，

我們應這樣做 ：激勵上進生，賞識有才華的

學生，關愛每一個後進生。

三要寬容學生的失誤，以保護學生探究的

欲望與質疑的勇氣，增強學生的自信。探究是

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過程，其間難免會遇

到各種困難，甚至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卻找不

到確切答案。但並非 “徒勞無功”，因為正是

這一過程給了學生從彎路中學習的機會。

我們應認識到，當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能

夠自主學習、獨立思考、敢於探究時，學生的

自信心和上進心將得到激勵，教育效果也終將

顯現出來。

（三）在教學中植入幸福因數

如果受教育者通過教育獲得了幸福，他還

背負沉重的負擔嗎？教育的本質是幸福的。職

業倦怠可能消磨我們教師初入職場時的初心。

當我們意識到，教育就是為國家的未來育才，

為民族未來的主人的終生幸福奠基，一種責任

感、自豪感和幸福感會不會湧上我們的心頭？

課堂上老師依然 “一言堂”，師生始終迷信 “題

海戰術”，這樣的教學又何來幸福？把一個個

學生訓練成一部部考試機器，這樣的學校教育

又怎能 “幸福” ？

平等的師生關係，順利的師生對話，健全

的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是學生健康成長不可或

缺的 “營養”。當每個人都是整個社會中平等

的一員，每個人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潛能，每

個人在遇到困難、煩惱時都有信心和方法加以

克服時，這樣的人生絕對是幸福的。至少，這

樣的校園是不難實現的。

筆者在教學中，組織學生進行 “課前直

播” 活動，每天安排一名學生上臺分享三分

鐘，主題廣泛，如地理趣聞、地理奇聞、旅遊

見聞、熱點追蹤、焦點透視、閱讀分享 ...... 教

師給予中肯的點評和善意的鼓勵。通過一段時

間的鍛煉，學生逐漸形成了習慣，如今，只要

是地理課上課鈴聲響起，教室立即響起了熱烈

而期待的掌聲。從他們的掌聲、笑臉，不難讀

出他們的 “幸福感” 與 “獲得感”。

幸福是一種舒服、美好的狀態，學校教育

理應成為全體學生生命成長的樂園，這是教育

者肩負的責任與使命。當我們的教學與生活建

立了連接，用生活來教育，教學生適應生活、

創造生活，體會人生之道，那麼，幸福也就變

得 “觸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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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多元評核遇上“雙減”
陳奇川

2020 年，《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

度》（簡稱《學生評核制度》）公佈生效，其制

定的背景依託於《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

教青局在講解會中指出，《學生評核制度》的

出台，意在 “促進多元評核，發展學生多元能

力 ；重視學習過程，關顧學生不同發展 ；照

顧學習差異，適時提供各種輔導 ；促進學生學

習成功。” 本澳留級率居世界前列，加上 PISA

測試成績也與受試 15 歲學生年級分佈有關，

這就促使澳門政府及教育界重新思考評核制

度，以降低留級率。故此，是次教育改革提出

多元評核”，意義深遠。

這些年來，濠江中學早已實施多元評核制

度，老師們已習慣用常分和考分去評價學生。

其中，“常分” 是指形成性評核，佔 60% ；“考

分” 是指總結性評核，佔 40%。這種比例符合

《學生評核制度》的規定。畢竟，光靠紙筆測

試衡量、裁定學生的知識水準是有局限的。何

況很多學校自主出卷，學生分數高低往往取決

於卷的難易程度，但這並不可控。從學習過程

看，課前預習、課堂表現、課後作業對於培養

學生自主學習、溝通合作、思考、表達等能力

是有益的。故此，多元評核顯得十分重要，它

能更客觀、全面地反映學生的綜合能力。這三

年來，由於疫情反復，學科教學難免受到衝

擊。更為甚者，上學年的總結性評核因受疫情

影響被迫停擺，形成性評核就顯得尤為必要。

從本校語文科的評價內容看，形成性評核

中設有閱讀、寫作、書法、口語、綜合表現、

小測等項目。閱讀要求學生讀課外書，完成促

讀任務，如圈點批註、寫讀後感或口頭演講

等。在閱讀課上，班主任對學生的閱讀表現

進行評價。寫作要求學生在每學段至少完成三

篇作文，教師可以批改，學生也可互評。口語

要求學生完成朗讀、新聞報道、演講等任務，

教師參照評價標準進行評分。綜合表現則看重

學生的課堂表現，如個人答題、小組展示等。

小測是對學生所學知識進行檢測，除了教師評

改，學生也可互改。這些項目重在培養學生聽

說讀寫的能力，充分體現了評價內容、評價方

式、評價參與者的多元化。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在多元評核中關顧學

習差異，如寫作中的字數要求，口語中的話題

設定，均是因應年級而定。對於優秀學生，我

們鼓勵他們發展特長。寫作根底好的同學可

以到文學社，書法基礎好的同學可以到書法

班，他們可以用參賽作品或作業練習代替課內

功課，既減輕負擔，又培養興趣。這些特長生

要是在比賽中獲獎，為校爭光，學校會根據特

別評核中的特長生評核標準為其加分。而後進

生，老師需及時跟進，督促他們完成作業，適

當予以輔導，促進他們順利升班。這些年來，

在語文考試中，除了重要的作家作品常識、古

詩文，我們將死記硬背的知識控制在 20% 左

右，重在考查閱讀和寫作，這有助於提升學生

的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

2021 年，國家頒布了關於教育的 “雙減

政策”，這對於優化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綜合

素養是有好處的。自 2014 年起，本校提倡自

主、合作探究式學習，大多數學生養成了課

前預習、課上展示的習慣。不過，當作業前置

變成慣例後，加上課外培訓、活動、比賽等影

響，作業時間變成難題。最近，据高一學生反

饋，語文作業量偏多。為此，我們收集科組老

師意見，最後達成減負共識 ：減少書法作業、

課堂筆記等偏重抄寫的作業次數，鼓勵學生在

書本上做批註 ；適當調整大、小作文比例，低

年級多寫小作文，高年級多寫大作文 ；簡化、

優化導學案的設計，預習案在課前佈置，而探

究案在課上提供，通過現場探究生成，真正培

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至於往年借書加分、網

上閱讀加分等舉措，由於成效不太明顯，我們

將其取消。在測驗考試中，我們反而增加古詩

詞默寫附加題，希望學生能夠打好詩詞功底。

總之，多元評核適合本土學情，儘管在

“雙減” 的背景下難免會給老師們的評核帶來

挑戰，但是終歸利大於弊。我們唯有思考如何

提升教學成效，佈置有意義的功課，量化評價

標準，善用資訊科技，繼續在實踐中探索 “減

負提質” 的評核策略。

減輕學生負擔 提升教學效能
鄭靖

據說華盛頓博物館前有這樣一句話 : “Tell 

me, I will forget.Show me,I may remember.

Involve me,I can understand.” ( 告訴我了，我將

忘記 ；給我看了，我可能會記住 ；讓我深入

其中，我就能理解了。)

遺 憾 的 是， 筆 者 似 乎 還 停 留 在 “tell 

me” “show me” 階段。時代的列車已飛速駛入

資訊爆炸時代，學生書包日重，功課日增。我

國去年頒佈了 “雙減” 政策，但在此之前，“減

負增效” 的提法早已出現並被內地各中小學校

研究、探索、實踐。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澳門

的基礎教育工作者該如何借鑒內地同行的優秀

經驗，結合本地情況，減輕學生負擔，提升教

學效能，推動多元評核，已成為未来教學發展

的新課題。

一、一個概念

“減負增效” 包含兩個步驟，一曰減負，

二曰增效。首先要減輕當前學生過重的課業負

擔，這一點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減少乃至消除

無效課堂教學時間，二是減輕學生課堂及課後

的學習強度，最終達到提高單位時間學習效率

的目的。

要做到 “減負增效”，必須切實以學生為中

心，研究學生群體身心特點、原有知識結構及

他們所處的學習階段。學生學習階段包括初級

教學階段 ( 以學習知識為主 ) 和高級教學階段

（以提升思維能力為主，指向應用與創新 ) 。

在相應的學習階段，本文建議有效運用 “以學

生為中心” “提升學習興趣” 及 “激發學習動

力” 三大策略，採用 “優化課堂結構” “優化知

識結構” “優化評價策略” 及 “優化功課結構”

四項措施，指導學生學會學習與合作，使他們

能切實提升認知水平、思維能力和實踐能力，

從而實現減輕學生負擔、提高教學效能的目

標。

二、兩個階段

根據相關研究，結合自身實踐，筆者認為

基礎教育教學過程大致上可分為以下兩個階

段。

1、初級教學階段

初級教學階段屬於基礎階段，本文稱之為

“吸收” 階段，主要目的是讓學生掌握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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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已有的文明知識，建立自己的知識結構。

在教學設計方面，本階段以基於案例和基於問

題為主要教學類型 ；在學習方式方面，以學生

背誦、默寫和運算等記憶和操練動作為主 ；在

資訊加工方面，以促進同化過程發生為主（同

化是指個體對刺激輸入的過濾或改變的過程。

即個體在接受刺激時，把它們納入到腦中原有

圖式之內，使其成為自身的一部分，就像消化

系統吸收營養一樣）。

2、高級教學階段

高級教學階段屬於創造階段，本文稱之為

“輸出” 階段，主要目的是讓學生能夠盤活自

身的知識庫存並加以整合運用，以解決生活實

踐中遇到的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課本以外的問

題，並且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實現知識

結構的優化和認知水平的提升，同時形成相應

的實踐能力（包括判斷能力、邏輯能力、思辨

能力、組織能力、協調能力、統籌能力等）

和創新精神。本階段以基於問題和基於任務

（群）為主要教學類型 ；在學習方式方面，以

學生動手設計、操作、合作為主 ；在資訊加工

方面，以促進順應過程發生為主（順應是指有

機體調節自己內部結構以適應特定刺激情境的

過程。當個體遇到不能用原有圖式來同化新的

刺激時，便要對原有圖式加以修改和重建以適

應環境）。本階段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

精神的關鍵所在。

要注意的是，順應和同化是一對互相補充

的過程，只要資訊輸入與現有的認知結構不相

符合，就存在著不平衡。只有發生足夠的同化

和（或）順應，使輸入和認知結構為了再建立

起一個平衡狀態而達到充分一致時，這個不平

衡的緊張狀態才能得到解除。

三、三大策略

1、以學生為中心

建構主義認為，個體以自身經驗來解釋事

物，學習是學習者基於原有的知識經驗生成意

義、建構理解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常常是在社

會文化互動中完成的，即環境只有與個體的經

驗取得聯繫才是有意義的。學生不是環境的被

動塑造者，而是環境的主動探索者。

課堂教學系統中，教材、教具、資源、目

標、學生、教師是構成系統的有機要素。傳

統課堂教學以 “物”（教材）為中心，教師、

學生、資源等其他要素圍繞教材發揮作用，

造成了教師尤其是學生主體精神缺失的結果。

這樣的結果對於不懈努力的教學雙方來說，是

一種遺憾。為了扭轉這一局面，必須打破以教

材為中心的舊模式，將重心轉移到 “人” 的因

素上來，尤其是轉移到學生身上，使教材、教

具、資源、目標等物質因素圍繞 “人” 來發揮

作用，突出學生的主體作用，以學生能力的養

成、思維的發展和知識方法論體系的建構為主

要目標。

基礎教育的兩個教學階段均強調以學生為

中心，這是 “減負增效” 的核心思想。以學生

為中心，即注重學生在達成目標過程中的個體

發展（包括自我認知、自我評價、自我規劃、

自我調控等能力），中間包括設計、操作、反

思、調整及完善等環節。只有如此，學生的主

觀能動性才能得以充分發揮，才能 “物” 盡其

用，才能真正提升教學效能。

2、提升學習興趣

學習興趣是在具體情境中產生的。沒有情

境，沒有活動，只給一堆學習材料，學生的學

習興趣是難以發生的（當然，極個別天生酷愛

讀書的超常少年不在此列）。因此，欲提高學

生的學習興趣，關鍵在於設置恰當的學習情

境，老師猶如牧羊人一般，將學生牽入情境

中，使其對學習對象的興趣得以增加。具體而

言，有如下三種策略 ：

其一，還原生活 / 歷史場景，使學習對象

盡可能地貼近學生，讓學生置身其中並感到快

樂，則興趣自然發生並得到提升。

其二，創建學習小組，組織合作研討，共

同完成目標。維果茨基 1 認為，同伴關係是學

生意識發展的重要源泉。因此，可以設計多樣

化的合作研討方式來促進同儕交流和個體意識

的發展，如小組研討、師生研討、多小組研討

乃至跨級、跨學科研討。此外，還可以組織以

小組為單位的班級內、班級間和年級內、年級

間的競賽和辯論活動，旨在讓學生全身心投入

到真實情境中，強化知識的吸收運用和能力的

發展提升。

其三，注重評價對學習興趣的提升作用。

正面地、充分地肯定學生的長處，發現學生的

成長和進步，讓學生能體會到不同方面的成就

感，增強自信心，從而提升學習興趣。

3、激發學習動力

僅僅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那麼對學生來

講，學習仍是一件需要外部驅動的事情乃至

“苦差”。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內驅力，化被

動為主動，則對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激發學習動力，讓學生主動學習，意味著

充分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相信他們，鼓勵他

們，交還學習主動權，讓學生自主地學習並成

為學習的主人。要注意的是，教師在積極為學

生創設自主學習的環境的同時，還需要引導學

生自主地發現問題，自主地進行探究。

在 “以學生為中心” 的前提下，教師必須

要轉變思維，不能再簡單地將學生的認知活動

當作外部環境的 “刺激 - 反應”，而必須研究

學生的認知規律（即內部資訊加工規律），研

1　維果茨基（Lev Vygotsky，1896-1934）是前蘇聯建國時
期卓越的心理學家，他主要研究兒童發展與教育心理，著
重探討思維和語言、兒童學習與發展的關係問題。由於
他在心理學領域做出重要貢獻而被譽為“心理學中的莫扎
特”。他所創立的文化歷史理論不僅對前蘇聯，而且對西
方心理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究學生的認知心理和認知行為以及教學活動中

學生認知行為的發生與發展（包括教學活動和

認知發展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思考如何把

學生從知識容器的被動狀態中解放出來、如何

通過教學活動激發學生的內驅力，讓學生在喜

歡學習、主動學習、學會學習的同時能積極思

考、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成為環境的主動探

索者。具體而言，要將教材從雲端降下，使其

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和心理特點。例如中文科

在講授古詩文時，要將古詩文還原成一幅幅生

動的歷史圖景，同時要把古人還原成一個個活

生生的人，而不是將其變成一座座供人瞻仰的

嚴肅刻板的雕像。只有順應時代變遷，使古人

生活化、現代化、年輕化，有時不妨卡通化，

學生才能更容易地回到過去，和古人交談，以

古人為師。例如，近年來互聯網上很火的 “杜

甫很忙” 等現象就體現了當代學生對先賢的親

近和鮮活的創造力。

此外，老師的關注和愛護也是激發學生內

驅力的重要因素。充滿溫情的師生關係，持續

暢通的良性互動，平等、民主、友愛、和諧的

學習環境，都能夠給學生以足夠的安全感，增

強學生的自信心和探索新世界的勇氣。

四、四項措施

1、優化課堂結構

欲優化課堂結構，須讓教材走進學生生

活，改變老師講授、學生聽課抄筆記的傳統

“一言堂” 模式，開展基於案例、基於問題和

基於任務（群）的教學，以學生為中心，以教

師為主導，讓教師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成為課堂

教學的主旋律，師生共同發現世界、探索新知。

以語文學科為例，內地於 2017 年在《普

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中提出了 “學習任務

群” 概念，令課程目標和語文核心素養真正可

以落地生根，令 “減負增效” 成為可能。普通

高中語文課程標準修訂組負責人、北京師範大

22 23
2022 第 4期 2022 第 4期



本期專題本期專題

學文學院教授王寧說 ：“所謂學習任務群，是

在真實情境下，確定與語文素養生成、發展、

提升相關的人文主題，組織學習資源，設計多

樣的學習任務，讓學生通過閱讀與鑒賞、表達

與交流、梳理與探究的自主活動，自己去體驗

環境，完成任務，發展個性，增長思維能力，

形成理解和應用系統。”

“學習任務群” 围绕有關人文主题的任务

群进行学习活动，更加注重语言運用及思維訓

練的綜合性、開放性和挑戰性。因此，教師

須要為學生的自主學習精心搭建平臺，因地

制宜，創設情境，設置問題，佈置任務，結合

本地情況，靈活使用教材。這是學生自主學習

的先決條件。而自主學習的核心和基礎，是讓

學生在學習和探索的過程中，掌握先進的學習

（信息處理）策略和高效的學習方法，從學會

學習到喜歡學習，最後愛上學習，從而激發出

內在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真正成為學習的主

人。

2、優化知識結構

傳統課堂以傳授知識為主，要求的能力是

記憶和運算。在知識大爆炸的今天，需要記憶

的知識越來越多，學生早已疲憊不堪 ；另一方

面，只強調記憶和運算的授課方式，已跟不上

時代發展的快速節奏。在 “減負增效” 的背景

之下，新型課堂要求優化學生的知識結構，增

加對他們的方法論指導，這其中包括學習策略

指導和思維方法指導。

學習策略指導不僅僅是指導學習方法（包

括如何閱讀文本，如何做讀書筆記，如何寫批

註，如何做閱讀報告，如何預複習，如何發現

並掌握知識規律，如何制訂學習計畫，如何應

試等 )，在資訊時代，還應教給學生對包括網

絡資訊在內的各種資訊進行加工處理的先進方

法 ：要求學生加工處理並編碼自己掌握的資

訊，讓學到的知識擺脫碎片化的狀態，進入知

識系統化進程，最終整合為自身的知識結構。

知識結構樹的長成是教學的關鍵，它取決於兩

方面因素 ：一是資訊呈現的方式要多樣化及

具備相當的靈活性（視、聽、味、嗅、觸、

感），這樣才有利於學生從文字、音符、圖

像、動畫、肢體表演等不同的呈現方式中等進

行處理和編碼 ；二是要讓學生掌握資訊處理編

碼的方法，教師應認真學習研究資訊處理的一

般規律，設計多種多樣的活動（比如搶答、小

組賽、廣播劇、舞臺劇、口述報告、師生角色

翻轉等等，形式不拘），讓學生在生動有趣的

任務群學習活動中掌握並運用資訊處理方法。

思維方法指導指的是以培養學生實踐能力

和創新精神為核心，以基於任務的學習為基本

方式，使學生在實踐情境中體驗解決問題的過

程，從中提煉出思維的基本規律，掌握並運用

創新的基本原理。思維方法指導對教育教學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指導學生體驗創造

性思維的基本規律。例如，語文學科可以增加

讀寫訓練特別是想象寫作訓練，數學課可以讓

學生嘗試編題出題等等。其次，要引導學生運

用創造性思維來解決實際問題。學生的對比、

判斷、批判、統籌、量化、辯證、邏輯等諸方

面的能力只有在實際問題的解決過程中才能得

到發展。

創 造 學 之 父、 頭 腦 風 暴 發 明 人 Alex F. 

Osborn 說過 ：“想象力是人類能力的試金石，

人類正是依靠想象力征服世界。” 優化知識結

構，讓學生掌握先進的學習方法和思維方式，

最終是為了讓學生學會發現問題並嘗試解決問

題，以達到培養創新型人才的目的。轉變 “師

問生答” 的傳統模式，將發問的權利交給學

生，將發問的方法教給學生，遵循循序漸進、

由淺入深的發展規律，哪怕一開始學生提的問

題比較幼稚，也要鼓勵發問、讚賞發問，讓學

生在學習如何提出好問題的過程中，養成勤思

考、善觀察、敏聯繫、樂提問的良好習慣，提

升包含判斷力、認知力、洞察力等在內的綜合

思維能力。

3、優化評價策略

學生首先是 “生命體”，其次才是 “認知

體”。只有被看見、被接納、被肯定、被鼓勵

的學生，才能煥發出生命的光彩、迸發出蓬

勃的創造力。在學生的心目中，教師評價有著

至關重要甚至至高無上的地位，具有導向、調

控、回饋和激勵的功能，是教學的風向標和指

南針。善於發現學生的亮點，及時準確有效地

進行評價，對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和思維發展具

有不可估量的良性作用，是 “增效” 的有力武

器。“減負增效” 背景下的新型課堂對教師評

價提出了新的要求 ：

其一，關注過程。不僅關注結果，更關注

學生怎樣學、怎樣做，對學生的功課完成、課

堂參與等方面有優良表現者給予正面反饋，讓

學生盡情地體驗成功的愉悅感。

其二，評價靈活。首先，要考慮到不同能

力層次學生的實際情況，避免 “一刀切” 的評

價方法，從多元的角度來評價學生的功課或作

品，實行 “分層評價”。其次，教師要看到事

物的一體兩面，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給出適當

的評價，包括語言評價、情景評價及代表作評

價等。一個獲得負面評價的行為，可能轉換情

境，就會變成正面行為，因此要用全面的、發

展的眼光來評價學生，必要時，對特定學生使

用延緩評價 2。靈活評價的目的在於給學生營造

2　延緩評價又稱延時評判，是指利用學生的期待心理對
學生提出的問題或作出的回答不予以及時的評價，而是把
評價的時間適當地向後延遲，給學生留下一定自由思考的
時間和空間，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去探究，讓學生在完
成思考過程、獲得頓悟之後才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或小結
的一種評價方式。延緩評價能通過放大思考與交流的過程
促進學生更進一步學習與思考。該理念來自美國創造教育
專家帕內斯提出的“延期評判”，其主要精神是“有意地
隔離對觀念產品的批評”。

輕鬆的生長環境，盡量提供機會，讓學生能夠

根據自身的節奏進行充分發展。

其三，公平原則。特定情境下的評價規則

要一致，要公平對待所有的學生。

其四，在重視教師評價的同時，也應提高

學生自我評價、自我調整和確定目標的能力。

4、優化功課結構

功課包括課堂作業和課後作業。功課是切

實體現 “減負增效” 精神的重要載體。優化功

課結構，要求改變過去單一的 “紙筆作業” 模

式，佈置更加多元、靈活、能引起興趣、注重

實踐和富有創新性的功課。日常功課宜少而

精，要有重點、有目標、有針對性，重基礎、

重運用、重創造，注意結合時代精神（跨學科

學習、創新實踐等），減少機械重複的功課，

更不可走 “題海戰術” 的老路。

在功課的量上，要對課本及練習冊的習題

進行篩選精選 ；在功課的質上，以打好基礎

為本，不佈置偏、難、怪題，重視理論結合

實踐、貼合生活，不採用嚴重脫離實際的 “空

題”。同時，也應注意作業分層，對不同的學

生提出不同的能力要求，在不傷害自尊的前提

下，可以因人而異佈置相應的功課。

小結 ：

關注學生能力發展，關愛學生身心健康。

師道漫漫，其修遠兮。在以學生為中心、推行

課改教改、追求 “減負高效” 課堂的同時，不

要忘了給一線教師減負，例如在教學評價方

面，可對課堂教學從過程到結果進行等級模糊

評價以激發教師的主觀能動性 ；在教學工作以

外，盡量減少不必要的事務性工作，給教師多

一點喘息空間，讓他們可以將更多的精力放在

精進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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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核多元優化，共建減負良好氛圍”之我見
黎穎豪

為建設和諧共融的社會、為未來培養出更

多的人才，教育工作尤其重要，孩童每到適齡

的階段都必須接受各式各樣的教育，以致身心

得到全面的發展。

在我國的教育制度下，雖說不斷孕育出

人才，與此同時，近年社會亦產生出一種 “內

卷” 的現象，意思是形容 “白熱化的競爭”，

也就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們為了得到

資源，而進行非理性的過度競爭。時下的學生

亦難免成為最受影響的一群。這一點並不難理

解，因此國家近年亦推出 “雙減政策”，目標

是能改善現時教育生態，還孩子一個身心健康

成長的過程，減輕他們的負擔，合理利用課餘

的時間，以及有效緩解家長的焦慮情緒，在澳

門，因應國家的政策作出相關的配合工作，強

調學生的學習不是為了單一考試，而是着重學

生在學習的過程，制定出符合現時的校本評核

規章，以有關教育階段及教育類型所設定的目

標和基本學力要求為依據，通過多元方式實

施，評核類型主要包括 ：形成性評核及總結性

評核，並以形成性評核為主，在小學增設一至

四年級不留級，小五至小六及中學亦有相應的

整體留級率不得超越某個百分點的機制，政策

實施後，留級率相對下降，能有效緩和學生、

家長及學校等各方面的壓力，學生亦能合理利

用課後的校內、外資源，參加各式各樣的興趣

活動，包括開展適宜的體育鍛煉，繪本閱讀和

文藝活動等，合理控制學生的作業總量和時

長，減輕他們作業過重的負擔。

近年，受到新冠疫情影響，間斷性的停

課，學生的水平難免有所參差，心態上或許有

些轉變，老師除了傳授知識外，更多時間是要

照顧至學生心理上的需要，在控制留級率的

情況下，未達標的學生如何在一個年級升讀至

下一個年級是一個相當困難的議題，若學生一

直身處同一所學校，校方當然能作出相應的部

署，採取不同的評核方式去彌補他們的差異，

但面對外在的公開入學考試，或是比賽等，不

論老師或是學生都會產生壓力，學生有的是知

識斷層、能力不足的擔憂，有的是無所適從，

有的是未經歷過真正的考驗而困擾，雖然，現

時入讀大學的途徑可以透過補送資格，但是要

區分學生的水平，評核考試是不二之選，即是

公平的原則，希望相關部門能關注這一點，將

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一環好好銜接，將

改善優化教育方式的方針貫徹到底。古語有

云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作為前線的教育

工作者，難免會有過分的憂慮，希望此刻的景

象不是短暫即逝，而是經得起歲月的推敲。

試論如何在中學數學科開展多元評核
鄧源發

當前的教育形勢趨向於 “增效與減負”，

我認為完成這項任務的方法是開展並優化多元

評核，提高課堂中的教學質量。在教學過程分

為三個主要部分，分別是課程教材、教學計

畫、評量方式，而評量通常被大家視作教學過

程的最後一步，單純作為學生學習情況的一個

總結。原因是大家經常會把考試與評量畫上等

號，但考試只是眾多評量方法中的一個。我們

應該實施多元評核，推動學生多方位發展。在

教學過程中引入形成性評核以提高課堂中的教

學質量，並適時以總結性評核確認學生的精熟

程度。接下來我會以中學數學科為例子講述我

們可以如何引入多元評核。

一、隨堂測試

    我們盡可能在每一節課中加入隨堂測試，目

的是瞭解學生對該節課知識點掌握了多少，老

師只需準備幾題關於該節課知識點的題目，然

後進行個人測或小組測，最後立即把堂測的

結果回饋給學生。以 “等差數列前 n 項和 - 第

一課時” 作為例子，該節課的重點是等差數列

前 n 項 和 公 式　　　　　 或　　　　　               

的應用，那麼堂測的題目可以為 ：

(1) 已知等差數列的首項為 ，第十項為 97，

求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 Sn 。

(2) 等差數列 -5, -2, 1, 4 …前多少項的和是 44 ？

題 目 (1) 測 試 學 生 是 否 理 解 各 符 號 的 意

義，而題目 ；(2) 瞭解他們能否在已知數列中

找到所需要的條件。而在解題過程中可以觀察

到學生能否挑選出較合適的公式來運用。這樣

簡單的兩道題目已經能夠突出重點，所用的時

間也很短。每次評測過後會有一位同學到黑板

進行展示與講解。因為我們經常堂測，所以每

一位同學皆有機會擔當講解者。其他同學會在

講解者展示過程中進行提問和評改。老師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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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協調和補充，並對講解者進行評量。我會根

據他的解題過程嚴謹程度，數學用語使用情

況，聲量大小，流暢度，解題氣氛五個方面進

行評量。這樣一方面可以讓所有同學立即得到

回饋，瞭解到自身不足之處。另一方面，老師

能夠根據結果適時地調整教學安排。如果遇到

一些較難的課題，可讓學生以小組形式討論，

並合作完成題目。

二、適當地安排個人報告或小組報告

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下，我們完成了幾個相

關的課題後會以大測的形式對學生進行總結性

評估，我認為只有這樣的評核方式會過於被動

與單一，往往忽視了學生的情意技能，因此我

們可以適當把一些大測轉換報告的形式。接下

來我分享一個過去的個人報告作例子。

以 “指數及對數” 為題制作練習紙

要求 ： 

(1) 不少於二十五題 ；

(2) 練習紙中的題目不能與書本中的相同 ；

(3) 每條題目需要附上正確的解題過程及

答案。

我們可以根據以下四個方面對練習紙進行

的評量。

1. 內容的完整性 ： 觀察他們有沒有遺漏

一些知識點（指數定律，根式的簡化與運算，

對數的性質，換底公式，解指數方程、對數方

程和無理方程）或重要題型。

2. 知識點的理解程度 ：他們能否對知識點

進行適當的分類。例如把內容分為指數與根式

運算，對數運算，綜合題三個部分。對題目進

行難度遞進的安排，在第一部分指數與根式運

算中，第一大題指數與根式的互換，第二大題

為數與根式的計算題（數字運算），第三大題

指數與根式的化簡題（包含字母的運算），第

四大題指數與根式方程。學生必須對內容充分

理解才能把內容進行合理鋪排。

3. 正確性和多樣性 ：解題過程是否正確 ；

解題過程是否繁瑣 ；有沒有進行一題多解。

4. 拓展性 ：學生能否結合過往的課題或生

活例子制作題目。

學生能在制作的過程中重新審視自己對各

個知識點的掌握程度。而老師亦能在練習紙中

發現問題，並在課堂中進行補充，或對部分學

生進行更有效的補教。老師能夠在每次評量後

把同學們的作品上傳到雲端，供同學間互相學

習。學生通過這評量讓他們有機會從被動接受

的一方，轉換為主動創造並輸出的一方，不但

有助於提高他們的參與度，還可以增加他們的

學習興趣。

我們以往過於重視紙筆形式的總結性評

核，令大家產生了評核是教學過程最後一步的

錯覺，其實考試只是評量的其中一個形式。我

們應該推動具持續檢視學生多元表現的評核方

式，把以往課程、教學和評量的直線結構改變

為環形結構，評量不但用作審視學生的學習成

果，亦可以作為優化教學過程的一環。如果我

們能夠有效提高課堂的教學質量，並提高學生

的興趣，我們必定能向 “增效和減負” 邁進一

大步。

多元模式下的形成性評核
——以澳門某中學數學科為例

林燦岐

近代教育的不斷發展，各種各樣教學模式

層出不窮，為便於課堂教學操作，利於提高教

學成效，教師、專家、學者進行了各種各樣的

探究分析。流行過的模式其實無外乎強調學生

自主，突顯課堂活躍的氣氛，展示小組合作，

呈現師生互動等等，其中 “翻轉課堂” 的教

學模式主張將 “課堂時間還給學生”。另一方

面，近年備受重視的 STEM 教育，除了重視跨

學科知識外，更重點培訓學生的邏輯思維、解

難能力、創新技能的應用、協作能力、創意力

等，讓學生能應對未來社會的轉變和挑戰。

基於以上教學模式的轉變及對學生能力培

養的重視，提高了澳門各校的教學要求，加速

本校將五年內的初中數學教學改革資料以

借助 “五次評核” 提高翻轉課堂成效為題參加

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的教學成果類別，獲得相應

獎項並於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網頁內資源分享。

了對澳門各校教學改革的步伐。而探討改革時

不難發現教學離不開測驗與評價。在教學實踐

中，教師經常編制和使用測驗，對學生的學習

情況進行評價。文献記載根據測評應用的時間

點和所發揮的功能，可以將教學中的評價分為

診斷性評價、形成性評價和總結性評價。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20 年頒佈了《本地學制

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行政法規，規定 “對

學生的評核以形成性評核為主，並透過多元模

式實施”，為本校的初中數學教學改革中的評

核模式帶來了新的衝擊，探討優化構思。

一 . 借助 “五次評核” 提高翻轉課堂成效

核心是以優質的微課教學平台實現讓學生自主

學習的翻轉課堂教學，借助 “觀看視頻” “導學

案” “補充問題” “課堂練習” “隨堂測試” 的五

次評核，提高翻轉課堂的成效。在教學改革中

功課 紙筆測驗 觀察 課堂作業 書面報告

專題研習 口頭報告 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 自我報告

蘇格拉底
研討會

課後反思 概念圖 心智圖 組織圖

論文 問與答 課堂回饋回條 研究計劃
豎起大拇指

的回應

學習日誌 學習合約 學習檔案 問卷調查 課堂協作學習

訪談 學習態度 學習動機
人際交往

技能
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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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的五次評核對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提高學

習興趣能起到促進的作用，評核的方式以傳統

的紙筆類型測試、練習、作業為主，結合數碼

練習，能促進學生學習、提高學生學習積極性

及自信心。根據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學校年度運

作指南教與學中的範例四評核策略舉例 ：

評核策略舉例反映澳門各校正在探索不同

的多元評核策略，制定適切的評核內容及評核

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本校的數學改革

中五次評核普遍會應用到當中的 “功課” “紙筆

測驗” “課堂作業” “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 “學

習態度” 等，通過對學生的訪談和學生成績數

據的分析得出能提高翻轉課堂成效的結論。

二 . 優化五次評核、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法規

列明多元方式實施評核是指依據學習目標制定

適切的評核內容、評核方式及評核參與者，

尤其 ：（一）評核內容應包括學生的認知、情

意及技能 ；（二）評核方式應結合運用口語評

量、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紙筆測試及數碼測

試 ；（三）評核參與者除教學人員外，家長及

學生亦應參與。

 針對法規中的評核實施三大要點，優化五次評

核的實施準則 ：

“觀看視頻” 的評核是指學生課前觀看微

課教學短視頻，以數碼測試形式完成測試題

目，後台數據能反映學生觀看視頻及完成測試

題的認真程度，教師依據後台數據制定評分準

則，是針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制定的一套評分準

則。

“導學案” 的評核是指學生以紙筆作業形

式完成課前教學短視頻中配套的導學案練習

題，是對學習知識的總結能力的評核。

“補充問題” 的評核是指教師針對知識點

設計深層次的補充問題，是對學生對學習知識

的認知及應用技能的評分。鑒於國家頒布的

“雙減政策”，減輕學生作業的負擔，“補充問

題” 的設計進行優化，聚焦於培養學生設計問

題的技能，透過提煉視頻及導學案的知識點，

設計問題及解決問題，培養學生總結、創新及

應用能力，透過讓學生以口頭分享設計的問題

及解題思路，以及應用到的新知識點進行點

評，他評，讓 “補充問題” 環節的實施更精準

地對學生學習技能進行評核。

“課堂練習” 的評核是指對學生課堂練習表

現的評核，應多以自評、他評的形式進行，課

堂教學手段以合作學習、小組協作、演示報告

等能反映學生團結互賴、解決問題的教學模式

進行，是一種對學生認知、情意及技能的評核。

“隨堂測試” 的評核是指課堂結束時對學

生進行的紙筆測試的評核，檢視學生學習成

效，診斷學生的學習需要，依據學習內容制

定適合的評核方式，如數碼測試、口語測試等

等。

歸納總括，通過觀看視頻、補充問題及課

堂練習制定的評核準則針對學生的情意，評價

學生的學習態度，包括積極聆聽，主動分享，

樂於修正等的評核，培養學生積極參與數學

活動的精神，激發學生對數學的求知欲，提

高表達和交流數學的問題和方法的能力及社交

能力。而五次評核的評分均圍繞學生學習的知

識與技能，當中技能包括應用學習知識解決問

題、總結知識、設計問題的技能。

身為教學前線的教育工作者，持續學習的

過程中，不斷探索、嘗試、觀摩學習，發現在

數學科上的多元評核普遍以制作幾何模型、書

面報告、創作思維導圖、建模解難等形式進

行，評價學生的多元發展。這些形式是大多

是以課題為單位進行的一種評核，在實施的時

間點上，似乎歸類於總結性評核更為合理，是

以多元形式進行的總結性評核。為了優化校本

評核規章制度及符合法規文本的規定，應以形

成性評核為主，在教學改革中不斷探討，制定

出一套以多元模式進行的形式性評核，是以課

堂為單位的一種評核，是學生學習過程中的一

種評核，是以多元的形式進行的一種評核，包

括評核學生的認知情意與技能，方式有紙筆測

試、數碼測試、自評、他評、口語分享、數據

分析等等，評價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多元的能

力，診斷學生的學習需要，提高學習成效。

多元評核制度與學生學習的關係
秦婷婷　黃禎男

為了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得到更全面的發

展，充分發揮到其學習的成果，展示學生的學

習成就，多元評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不

但能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及回饋，更能讓教師作出教學調整構建一個更

良好的課堂，從而提高學生學習水平及老師教

學質量，期望能透過這評核方式，促進學生學

習的成功，最終達到教學相長。多元評核對英

文科有着一定的功效，在評量的過程中，我們

不只參考總結性評核的分數，課堂每一次活動

都是評量的指標，這樣，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度

及集中力都會有所提升，並能透過一系列活動

運用英語溝通，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度及英語

的應用。

在日常課堂教學中，教師可以透過不同的

課堂活動，來進行形成性評核，採用這種形成

性評核方式，不僅可以讓學生根據評核後回饋

掌握自身的學習情況，同時也實現了教師對困

難學生的精準幫助。

在英語閱讀課堂中，為了讓大部分同學都

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提高學習專注度。教師可

在教學內容上設置相關的不同問題，讓不同能力

的學生都能夠根據自身能力進行做答，在此過程

中，學生不僅可以得到相應的課堂表現分，同時

也能夠在同學面前有勇氣運用英語表達，從而獲

得自信力及提高英語水準的雙贏目標。

在課堂過程中，教師會鼓勵學生舉手回答

相對簡單的問題。但對於初中階段的同學，教

師更要著重激發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及與人溝

通交流的能力，因此，教師會設定階梯式問

題，採用分組討論的方式進行。在此過程中，

可根據學生的能力進行有效分組，如強 - 中、

中 - 中、及中 - 弱的組合，讓每一組的英語綜

合能力達到平均分佈。這樣的分組安排，能夠

使能力較高的同學扮演小老師角色，一方面可

以幫助中弱同學更投入課堂並跟上大班進度，

另一方面他們亦能對學習過的知識起到溫箇知

新的效果，從中獲得成就感。在小組討論的過

程中，不同程度的同學能夠讓其思維產生碰

撞，並衍生出不同的點子與想法，正所謂，三

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但同時，需要設

定小組合作學習規則與評分制度，從而避免某

些同學產生依賴的心態，降低學習動力。所

以，在匯報小組答案時，教師運用合作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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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umbered Heads Together” 進行抽籤。這

種抽籤模式是讓學生收到問題後，先寫下自己

的想法，然後跟小組所有人一起討論決定最終

的答案。當時間結束後，老師隨時喊出一個數

字，每個擁有這個數字編碼的同學分享其小組

的結果。在這樣的合作中，學生可以進行個人

的思考，同時因為提問的隨機性，可以更好地

調動每個人主動參與的意識。這種模式有效地

實現了不同程度學生在作答時取得不同的分

值，程度低的同學亦可幫助小組取得較高分

值，從而加強同儕學習的積極性，營造出良好

的學習氛圍。所以教師會觀察學生在課堂的作

答情況、小組討論情況、討論結果的對錯以及

課堂內容的掌握度來作出多方面的評量。

形成性評核，著重學習的過程，是具有持

續性的多元評核方式，該種評核方式不僅可以

在課堂上運用，同時也能應用在各類活動中，

從而對學生進行更為全面的評分。

多元評核機制，可以在每一節課結束前，

給每名學生安排不同的作業，要求在課餘時間

完成，如抄背生字，抄寫課文，造句等練習，

這種方法可以讓學生運用課堂所學到的知識並

加以鞏固，學以致用。在多元評核的機制下，

可以讓一些測考能力或基礎較薄弱的同學通過

課後作業的完成情況進行自我提升，取得相應

的分數，進而實現自我綜合評核分數的提升。

對於一些需要額外提供幫助的同學，學校亦設

有英語提升班，在課後時間幫助這些學生補充

及鞏固課堂知識及完成作業，這樣可以實現了

不同能力學習的差異化培養方式，適合不同學

生的學習需求。與此同時，我們亦會培養學生

的團隊合作精神，安排不同的小組活動或報

告。在過程中，小組中會按照每位同學的英語

程度來進行分組，每組包含程度強、中、弱的

同學。這樣的情況能確保每組都能有互助互學

的效果。舉一課題為例 : 為遊客設計一日澳門

行程。如果讓學生直接寫作，可能會有內容匱

乏及單一的情況發生，很難形成了一篇知識性

全面的完整文章，所以小組內同學間的頭腦風

暴、思維碰撞在這個時期的作用將充分顯現，

所以我將此課題細分 , 先分組設計一份澳門旅

遊指南。每一組分別選定一個澳門景點來介

紹，然後讓每一位小組成員以其英文程度的強

弱來分配內容，再作小組整合，體現同儕間的

互相幫忙及合作，讓同學們在實踐中，感知到

合作的力量。

總結性評核不但只有紙筆測考，還主張以

口頭報告結合多媒體的運用作為判斷學生整體學

習表現之依據。以上例子進行延伸，當學生們完

成一份澳門景點旅遊指南時，他們要上台作口頭

報告，與此同時，台下的學生亦要記下他們所需

資料來完成為遊客所設計的澳門一日遊行程的個

人文章。經過一系列的準備，同學們可以寫出一

篇內容豐富且結構完整的文章作為其總結性評核

的依據。在同學站出來做口頭報告前，他們已在

日常練習中獲得一定的知識，讓他們能在準備充

足的情況下完成報告，從而增強自信心及學習動

機。在學生進行報告的過程中，教師亦會給予鼓

勵性的評價，使學生更能自我肯定及進步。因

此，用好評核至關重要。

在課堂上通過多元評核的教學，老師能更

有效及機動地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在學習學

科知識之餘，更能學懂溝通交流的技巧，自信

及有效地運用英語作為課堂的溝通橋樑，讓不

同能力的學生都能夠在課堂上得到滿足感，並

獲得相應的評量。總括而言，在英語科應用多

元評核及教學輔導等措施效果都是正面的。期

望我們能通過深化及優化課堂上的評核制度，

達到預期的成效。

優化多元教學評核，構建和諧學習氛圍
鄧海棠

引子 ：國家去年頒布關於教育的 “雙減

政策”，希望改善優化教育方式，進一步提升

學生綜合素養。本澳的教改情況與內地不同，

“雙減政策” 雖不能在澳門全面施行，但其核

心思想卻值得本澳教育工作者參考借鑒。為了

提升澳門學生的學習成效，推動學校實施多元

評核，本澳於 2020 年頒布了《本地學制正規

教育學生評核制度》行政法規，在全國大力推

行 “雙減” 的前題下，本澳應如何結合自身情

況，更有效地為學生構建良好的學習環境，將

會是未來教學發展思考的新課題。

說到 “教學多元評核”，我記得這是在二

零二一年十一月卅日由我們聖若瑟教區中學第

六校出版的學校教師專刊《聖六通訊》第四期

上的焦點主題。校長喬樹勇博士在欄目 “校長

的話” 中提到，多元評核在教育範疇內並不是

全新的事物，前輩老師們一直都有沿用。而

28/2020 法規把多元評核正式作為澳門學校用

以評核學生的方式，令它可以得到更廣泛的重

視，和更規範的利用。

我認為 “多元評核” 是一个很有時代特色

的話題，反映出當下融合教育、特教專業的應

運而生、茁壯成長、發展迅速，以及政府、學

校、教師三位一體對一些有特別需要學生的關

愛和培育。回想起第一次看到 “多元評核” 這

個詞，是遠在 2005 年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舉

辦的一次相關講座上，不禁慨歎日月如梭、光

陰似箭。而彼時的 “多元評核”，現在已經在

很多的主流學校和非主流學校開花結果，廣泛

應用開來了。

那麼，在內地大力推行 “雙減” 政策的教

育大環境下，本澳應如何結合自身情況作出部

署，還廣大學子課餘開心燦爛的美好時光呢？

我覺得，需要政府優化相關教育政策，需要學

校大力推行課程改革，需要教師更新拓廣評核

思維，需要家長致力轉變教育觀念。

作為教育工作者，根據教學大綱、教學目

標，來評定學生是否達到要求或規定的水準，

相對於學生自身而言，學習情況因人而異。顯

然，教學目標定得高，成績差的人就多。但不

管將教學要求定在哪個水準上，總會有一些學

生不適應。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僅僅從智力角度

防治學習困難學生是不夠的，還要注意非智力

因素對學習的影響。

因此，在教學中如何挖掘學生 “多元評

核” 的非智力效能，最大限度提高課堂學習效

率和學習效果，應該成為我們每一個教師認真

思索的問題。作為教師，除了思考學生對具體

內容的認識、理解、應用等的規律外，還要考

慮到他們在學習活動中發生和表現出來的非智

力因素。這些因素一般與學習內容的認知因素

沒有直接聯繫，但顯然起着間接的影響。

學生學習是由動機喚起和推動的，它直接

關係到學習活動的水準、進程和效果，成為影

響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來說，學習

動機愈明確、愈強烈，對其社會意義的理解愈

深刻，那麼學習的自覺性、積極性就愈高，對

學習就能專心致志，刻苦鑽研，頑強地去克服

困難，因而也易於在學習上取得成功。

如果學生對學習沒有興趣，就會視學習為

一種苦役，也就不可能心情愉快地進行學習，

從而導致學習效果較低，成績下降。據有關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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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分析，造成學生學習成績不佳的重要原因之

一，就是由於他們失去學習的興趣。因此在教

學中，培養學生學習的興趣是很必要的。

綜上所述，基於學生在學習數學過程中智

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差異性，很有必要在評

核其成績時採用多元化的評核內容代替單一的

考試成績。為了培養學生能力，讓更多的學生

有展示才能的機會，檢查或考試的內容也可以

分層設計，以適應不同層次的學生。

學生在學習時，並不是無動於衷的，而是

常常抱有各種不同的態度，會有種種複雜的內

心體驗。如順利完成學習任務時，會感到滿

意、愉快和歡樂 ；學習失敗時，則會引起痛

苦、恐懼和憎恨 ；遇到新奇的問題、結論或方

法會產生驚訝和欣喜 ；對單調重複的內容或作

業，則會感到厭煩乏味。因而，對於學有餘力

者，我們提升層次、提高要求佈置正常作業以

外的附加加分題目通過加分激勵，並推薦加入

拔尖班、競賽班學習更高層次的知識 ；對於學

力不足者，我們拆分問題、簡單知識結構、降

低要求通過加分鼓勵。作業不宜整齊劃一，應

針對學生個體差異，分層設計，以滿足不同學

生的需要，實現所有學生的共同提高。可以分

為基礎性作業和難度不等的選做作業，讓學生

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選擇，不同程度地落

實新知，提高學習興趣。

學習是一項艱苦複雜的腦力勞動，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總要遇到

各種困難和挫折。這時，學習意志就尤為重

要，教師可以佈置一些活動或者報告讓學生

當堂或者課後分組完成，每個小組都分配有學

習成績好、中、差三個層次的學生，指定成績

能力較為薄弱者做講解，也指定成績能力較好

者只能協助中等者，而中等者則必須輔助成績

能力較為薄弱者完成，全程其實都是以成績能

力較為薄弱者為中心，不斷磨煉其意志，建立

良好的學習層次體系，從完成課業活動中建立

深厚的同窗情誼。評分時可以全部組員同分，

也可以分數各不相同，另外再給做講解的能力

較為薄弱者加分以促進信心、構成學習良性迴

圈。

在學習評價表格中，我們可以設計十分豐

富的內容，例如可以分為 “課上參與” “作業

情況” “動手實踐” “習慣素養” 四方面內容。

其中 “課上參與” 又分為 “認真聽講” “積極發

言” “創新見解” 三個類別 ；“作業情況” 分為

“能完成基礎題” “能完成靈活題” “能完成提

高題” 三個級別 ；“動手實踐” 則分為 “能根

據老師要求完成既定任務” “能和其他同學合

作完成既定任務” “運用所學知識有創意地實

踐” 三種程度 ；“習慣素養” 分為 “帶齊學習用

品” “書寫整潔美觀” “團結協作互助” “正確評

價自己” “吸取他人長處” “勇於改正錯誤” 六

個事項的內容。

在作業環節，可以適當給及時修改錯漏的

同學提升原作業分，給一題多解的同學額外加

鑽研分，給學習基礎薄弱、成績不高的同學主

動請教積極肯學行當加勤奮分。在測驗的評核

中，我們可以把測驗分為大測、中測、小測，

可以根據需要設置成開卷、半開卷、閉卷的形

式。在考試環節，可以設置每個學段的中段考

試，減少段末（期末）考試的知識容量和時間

跨度，還可以考慮把考試分數的一部分比例設

置成做活動報告的開卷形式。這樣，既發揮了

評價的導向和激勵作用，又能全方位多角度地

評價學生，促進學生全面健康地發展。

總的來說，我覺得凡是能夠在同學中起到

正面影響，為班級建設在學習、精神、意識帶

來正能量，回答的內容在解答過程中起到一

些關鍵或者突破作用的見解（哪怕是很少很

少），以及可以作為校園文化的班級文化建設

的一些言行舉止典範，都可以作為表揚、加

分、鼓勵等等形式的評核事項，在學年、學段

的平時分中佔有一定比例的權重，帶引學生重

回全面發展、注重品行的正軌，擺脫片面以考

試分數作評核的單一性。

多元評核的目的，是為每一個學生找回自

信，使每一個學生享有成功，挖掘每一個學生

的非智力因素，促進每一個學生全面健康地發

展。引用校長喬樹勇博士的說話作為結語 ：

“希望老師們可以多學習，多嘗試，多分享多

元評核的經驗，讓我們可以更加靈活有效地去

評核我們的學生。”

淺析“雙減”政策與澳門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
——評核制度的融合及發展

盧錦婷

中小學課業負擔過重一直是黨和國家以及

各級教育行政部門高度重視的問題。2021 年秋

季學期，隨著 “雙減” 政策的落地，全國中小

學迎來了新的教育改革。到 2022 年，“雙減”

政策經過一年的實踐，有效地減輕了義務教育

階段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如今

這項制度已經實施了一年，減負增質的效果十

分的顯著。在加強校內課程改革的同時，“雙

減” 政策也著重規範校外培訓機構治理，構建

了教育良好生態，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健康成

長。

一、資源稀缺——風口浪尖上的教育

當前國家教育的重點仍是投入不足造成的

教育稀缺問題，此項不足包括硬體不足和軟體

不足等多種因素。雖然每年國家撥給公共教育

的資金多達千億元以上，但是無論是教師資源

還是校園環境的配備，都無法達到相對的平

等。由於優質教育資源稀缺，幾十上百人搶一

塊兒餅，逐漸形成了惡性的競爭。在家長們的

普遍思維中，只有升入了好的小學，才能進入

好的中學。那麼隨之而來的，學區房被炒作了

起來。於是條件好的父母們拼錢包，拼財力 ；

一般家庭的父母們只能接受這種用金錢劃定的

“圍牆”，接受著另一種意義上的教育不公平

待遇。

二、劃片入學——品質教學中的奇思

如果說 2021 年 “雙減” 政策的落地實施

是一石激起千層浪，那麼 2022 年 4 月教育部

下發 “學校劃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學” 就是助

推 “雙減” 政策落地的第二波浪潮。在教育資

源稀缺現狀的大背景下，唯一打破桎梏的方法

只有從模型本身入手，讓孩子們在若干個相鄰

學區範圍內進行抽籤，抽中哪所學校就讀哪所

學校。這樣的好處是，家長們再也不用花費巨

資購買學區房，學校也不用為沒有好生源而擔

憂。其實，家長們選擇一所學校，主要看四個

方面 ：投入、管理、師資和生源。而對於學

校來說，前三項都是穩定的，只要生源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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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成績自然就上去了。“劃片招生，就近入

學” 後，生源隨機分散，高中也沒有重點和非

重點之分，骨幹教師也不會出現集中在某幾所

學校的現象。這項政策和 “雙減” 政策的結合

點在於，雙減更注重課堂的時效，注重作業設

計的品質，換言之，也就是對教師的教學要求

更高了。只有將這種骨幹教師集中，優等學生

集中的怪圈打破，教學資源才能相對平等，優

秀骨幹教師才能在教育崗位產生核心力量帶動

其他教師一起成長。

三、生源均等——分配生制度的推出

為了抑制擇校熱，教育局明確提出 ：從

2021 年開始，要逐漸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分配

生制度，而且比例不得低於 60%。因此，所有

初中被分成兩類，挑選生源的和不挑選生源，

不挑選生源的所有初中學生都能享受到分配生

制度。比如，以 2020 年就已經實施分配生政

策的杭州市餘杭區舉例，對生源挑三揀四的初

中學生，想要考進餘杭中學的錄取分數是 516

分 ；而不選擇生源拿到分配生政策的初中學生

只需要 491 分，足足低了 25 分。如果有錢讓

孩子上貴族，民辦初中沒問題，就是中考分數

要求高一些。如果條件一般，孩子搖號隨機入

學也很好，中考分數要求還低一些。

四、止住捷徑—— “雙減” 政策的落實

進入了中學，我們的教學就是公平的嗎？

校外培訓還是會 “花樣百出”，各種一對一，

一對二的小班小學，讓家境好的孩子吃起了各

種 “營養餐”。別人學一遍不會，他們可以專

人陪著學兩遍 ；老師們上到前幾課，培訓班已

經完成了整本書的學習 ；你在跟著全班節奏進

行複習的時候，培訓班早已將下學期的課程提

上了日程表。如此這般，何談公平？雙減政策

的落實，直接將校外培訓機構的路堵死 ：學科

類培訓機構不准再新開 ；已經開了的統一登記

為非營利性機構 ；不准資本化運作，更不准上

市。說白了，風口的風吹得再大，也跟這個行

業沒有關係了。

五、技術成才——職業型方向的培養

2021 年初至今，國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對

職業教育進行扶持，五所本科院校直接和職業

大專學校合併，成為職業類本科學校，又叫職

業技術大學，如湖南軟體職業技術大學、河北

工業職業技術大學。可別小看職業技術大學，

無人機、智能網聯汽車、雲計算、人工智慧等

等，這些高科技以後都在高職學。傳統意義上

的大學則注重培養思想、思考方法和學習習慣

等等，孵化走在最前沿、探索未知領域的頂尖

人才，如學者、科學家、思想家等等。所以可

以預見的，以後進入大學的門檻會被拔高。大

學生的數量會急劇減少，大部分的學生則將轉

變成職業技術院校的學生。雖然每個家長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成為人中龍鳳，但客觀的現

實顯然不是這樣子的，每個學生的智力、天

賦、認知水準都不一樣，他們的發展方向自然

也應有所不同。

在這一系列舉措的實施下，我們逐漸清晰

了未來教育的目標和防線。所以統一的認知就

是，大學和高職並無高下之分。少數頂尖的人

才在前面開拓未來，絕大多數普通人能有一技

傍身，從而擁有穩定的工作、安定的生活，才

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大基礎。千言萬語總結成一

句話就是，中國教育正在從一種競爭激烈的人

才選拔形式，變成幫助學生找到自己天賦所在

的人才培養體系。

六、有效融合——推動多元評核落地

國家希望改善優化教育方式，進一步提升

學生的綜合素養。為提升澳門學生的學習成

效，推動學校實施多元評核。本澳於 2020 年 7

月 27 日頒布了《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

制度》行政法規 ：其一，實施多元評核，發展

學生多元能力 ；其二，重視學習過程，關注學

生不同發展，並設立了形成性評核、總結性評

核、特別評核以及檢定評核 ；其三，照顧學習

差異，適時提供各種輔導。學校制定校本學生

評核規章，推動實施多元評核。教學人員實施

多元評核，回饋教育學。家長支持家校合作，

配合多元評核。其次，促進學生學習成功，要

求小學教育一至四年級學校不得要求學生留

級。小學五至六年級整體留級率不得超過百分

之四。初中教育階段的整體留級率不得超過百

分之八。特殊情況的留級如 ：家長與學校均認

同安排學生留級符合其學習發展，或是學生的

出席率未達到校本學生評核規章的規定，上述

所指的留級，須獲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批准。

從 2021 年 “雙減” 落地實施到現在，基礎

教育迎來了全新的教育局面，不僅學生家長從

中受益，對老師的教育觀念和教育水準也是一

次大的提升和變革。本澳的教改情況與內地不

同，“雙減” 政策雖不能在澳門全面實施，但

其核心思想卻值得本澳教育工作者參考借鑒。

我們都希望孩子能夠健康快樂的成長，作為教

育工作者，必將積極回應國家的號召，精進自

己的教學方法，提高自己的教學水準，推動教

學品質實現更大程度的提高，為中華民族之偉

大復興努力奮鬥！

澳門教育減負策略研究——基於《關於進一步減輕
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

見》的理論與中國內地實踐經驗
高勝文 吳連群 吳泊君

摘要 ：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

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對教育進行大規模的整頓，有效提升育人質量。澳門回歸

後，憑藉良好的基礎及優勢，在祖國的關心、支持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教育發展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但在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的挑戰下，教育發展仍存在不少的發展障礙。基於此，本文對

《減輕意見》作重點分析，借鑒中國內地 “雙減” 的理論與實踐經驗，並結合實際情況，從多方

面提出一系列可行的澳門教育減負策略，以進一步提升澳門學生的學習成效，促進澳門教育的發

展。

關鍵詞 ：雙減 ；教育 ；作業負擔 ；校外培訓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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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世紀以來，中國內地義務教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然而與之相伴的短視化、功利性問

題仍然存在，其中中小學生負擔太重是最突出的問題之一。一方面是中小學生作業負擔很重 ；

另一方面是學科培訓過熱，重災區是超前超標培訓。同時，一些由資本控制的校外培訓 “巨頭”

壟斷市場，收費居高不下，培訓機構 “退費難” “卷款跑路” 等違法違規行為不時發生。這些問

題加重了學生作業和學科培訓的過重負擔，家長經濟和精力雙重焦慮，嚴重對沖了教育發展取得

的成果，社會各界反響強烈。對此，在 2021 年 5 月 21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中強調 ：“義務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中之重，要全面貫徹黨的教

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充分發揮學校教書育人主體功能，強化線上線下校外培訓機構

規範管理。” 也就是這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

訓負擔的意見》（下文簡稱《減輕意見》）。 1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減輕意見》，政策提出，對於義務

教育，要壓減作業總量、時長，減輕過重作業負擔，提升學校課後服務水平，滿足學生多樣化需

求 ；對於校外培訓，則規定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

機構，線上學科類機構改為審批制，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不得

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中國各地方政府根據中央的要求，還

提出了更詳細的政策。2  以此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下文簡稱

“雙減”）。此次全面落實 “雙減” 工作要求，減輕學生學業負擔，國家的決心與力度空前。有學

者統計發現，改革開放 40 多年，我國相繼出台中小學減負政策 35 部，其中針對減負的專項政策

11 部，相關政策 24 部，並將減負政策變遷劃分為四個階段 ：片面追求升學率糾正時期、素質教

育推進時期、新課程改革時期、全方位減負時期。3 深入研究後可以發現，此次 “雙減” 不僅是

一個現實任務，更是國家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作出的重要決策部署。

澳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城市，作為四百多年來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具獨特的

歷史文化背景。東西方教育源流在澳門各有其支流，16 世紀中葉，以葡萄牙人為主的西方人東

來澳門，澳門教育從封建科舉制逐步走向現代化，開創了東方教育的先河，形成了今天澳門多元

共存、靈活自主、自由開放、定位清晰、逐步完善的教育環境。4 澳門回歸後，憑藉良好的基礎

及優勢，在祖國的關心、支持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教育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發展定

位清晰明確、教育政策逐步完善、教育程度持續提升、各階段教育具有良好的基礎及優勢等。 5

近年，澳門特區政府為了提升澳門學生的學習成效，促進教育的發展，也先後頒佈了《本地

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

架》及《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等政策，但在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的挑戰下，教育發展

仍存在不少的發展障礙。現時，澳門廣大學子的學業壓力仍然沉重，下課後還要上補習班，天

天朝八晚七 ；不少學生的家課經常做到晚上十一、二點，難以保證充足的睡眠，遑論做運動、

做家務。學業壓力過大，容易加劇學生的反叛心理，產生家庭矛盾，甚至輕生等問題。6 澳門的

教改情況與內地不同，“雙減” 雖不能在澳門全面施行，但不妨礙借鑒內地的 “雙減” 做法和經

驗，在全國大力推行 “雙減” 的前題下，澳門應如何結合自身情況，更有效地為學生構建良好的

學習環境，將會是未來教育發展的新課題。基於此，本文對《減輕意見》作重點分析，借鑒中國

內地 “雙減” 的理論與實踐經驗，並結合實際情況，從多方面提出一系列可行的澳門教育減負策

略，以進一步提升澳門學生的學習成效，促進澳門教育的發展。

二、《減輕意見》重點分析

在指導思想和工作原則的指導下，“雙減” 工作目標為學校教育教學品質和服務水準進一步

提升，作業佈置更加科學合理，學校課後服務基本滿足學生需要，學生學習更好回歸校園，校外

培訓機構培訓行為全面規範。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

負擔 1 年內有效減輕、3 年內成效顯著，人民群眾教育滿意度明顯提升。其主要內容如下 ：

（一 ) 通過健全作業管理機制、分類明確作業總量、提高作業設計品質、加強作業完成指

導、科學利用課餘時間等，全面壓減作業總量和時長，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 ；

（二 ) 通過保證課後服務時間、提高課後服務品質、拓展課後服務管道、做強做優免費線上

學習服務等，提升學校課後服務水準，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 ；

（三 ) 通過堅持從嚴審批機構、規範培訓服務行為、強化常態運營監管等，堅持從嚴治理，

全面規範校外培訓行為 ；

（四 ) 通過促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提升課堂教學品質、深化高中招生改革、納入品質

評價體系等，大力提升教育教學品質，確保學生在校內學足學好 ；

（五 ) 通過保障學校課後服務條件、完善家校社協同機制、做好培訓廣告管控等，強化配套

治理，提升支撐保障能力 ；

（六 ) 通過明確試點工作要求、堅決壓減學科類校外培訓、合理利用校內外資源、強化培訓

收費監管等，扎實做好試點探索，確保治理工作穩妥推進 ；

（七 ) 通過全面系統做好部署、明確部門工作責任、聯合開展專項治理行動、強化督促檢查

和宣傳引導等，精心組織實施，務求取得實效。

《減輕意見》同時建議，各地在做好義務教育階段學生 “雙減” 工作的同時，還要統籌做好

面向 3 至 6 歲學齡前兒童和普通高中學生的校外培訓治理工作，不得開展面向學齡前兒童的線上

培訓，嚴禁以學前班、幼小銜接班、思維訓練班等名義面向學齡前兒童開展線下學科類（含外

語）培訓。不再審批新的面向學齡前兒童的校外培訓機構和面向普通高中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

機構。對面向普通高中學生的學科類培訓機構的管理，參照本意見有關規定執行。

三、中國內地 “雙減” 的理論與實踐經驗 7

為進一步引導教育公平的價值取向，打造良好的教育態勢，全國範圍內各地區教育主管部

門、教學實施機構緊跟 “雙減” 政策形勢，多措並舉，在 “減負” 不減質，“減負” 不減質的前提

下推動教育理念深刻變革，激發學生的主體活力，全力提升課堂的 “高效率”。

與此同時，各級媒體也緊跟時事，和中小學校一道就 “雙減” 政策進行了深入解讀和廣泛宣

傳。讓家長、教師、學生形成共識，深刻認識理解 “雙減” 政策的重要性、長期性，迅速把思想

和行動統一起來，全力以赴推進 “雙減” 工作扎實開展。其主要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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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邊做 “減法”，一邊做 “加法”

“雙減” 要得到家長的理解，學科教師的執行，需要教學單位注重制度建設，使 “雙減” 政

策和課後服務有 “章法”。其中 “減法” 是糾偏，而 “加法” 才是關鍵。我們對學生課業負擔做

“減法” 的同時，要對教師業務能力及課後服務品質做 “加法”。

教研先行是落實 “雙減” 的第一步，所謂的 “減法” 不是放任不管的簡單粗放，而是瞄準着

力點，助推教研升級。一方面，各地很多教師以 “雙減” 為話題，積極進行論文撰寫和課題研

究。另一方面，不少中小學校在發揮教學名師、學科帶頭人、教學能手的示範引領作用領域做足

工作，穩打穩紮助推青年教師快速成長。

（二）提升課堂品質是 “雙減” 的關鍵

我解讀 “雙減” 工作不是絕對、純粹地落到一個 “減” 字上面，而是一種建立在品質上的

“減” ！教育工作者要有敬業精神，要有工匠精神，要努力提高自身講課的水準，更要提升自己

上課的激情，要立足 “高效課堂”，優化教學方法，打動學生，感染學生！

 中小學校作為教育的首要責任機構，務必將每位教師的備課形成基礎工程，把功夫花在課前，

向 “45 分鐘” 要品質，反對機械、枯燥、低效的作業訓練 ；學校開展各種課業能手比拼，以提

升教師授課抓取重點的能力 ；幫助教師進行有效的教法、學法的研究和總結 ；提倡教師探索小

組合作、探究、展示，激發學生課堂興趣的方式方法 ；和教師即時抓取課堂效果回饋的力度，

真正將 “提質增優” 落到實處。同時，教研部門作為 “中樞機構” 以 “減負增效” 為目標，超前

系統設計、加快專業引領、統籌協同推進，完善學情分析、授課情況、作業診斷、作業完成時長

等研討研究，將作業品質的提高作為 “雙減” 的主抓手。

（三）“雙減” 的核心指向課後作業

 首先，隨着社會的發展，作業越來越成為國家和社會關注的大事、要事。從內地不少電視劇，

特別的家庭倫理劇裏面 “家長輔導孩子崩潰” 的橋段，我們作為家長都可以體會其中的酸甜苦

辣。因此減負提質是 “雙減” 的關鍵，有些地方光是少佈置作業，或者不佈置作業，導致學生、

學校的成績大幅下降，不僅沒有讓家長的 “省心”，反而催生更多焦慮的家長。筆者認為，惟有

提升學業品質的 “雙減” 才會得到社會認同，惟有教育工作者聚焦作業來推 “雙減” 才有效果。

其次，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如何立足 “作業”，深化中小學數學課程改革。這方面，內地很

多省市有不少好的方法和經驗。比如各地教研機構召開專題班主任以及備課組長的主題沙龍活動

— “我的作業管理” ；還有的地方推行作業 “1+x” 模式，“1” 指優化課堂作業，“X” 指創新課後

作業 ；更有一些學校將 “雙減” 成果進行量化，比如 ：學科作業進行每日公示，限時進行，從

而讓作業達到 “瘦身健體” 的目標。

再者，各地要求的基本做到確保 “作業不出校，難題不回家” 初見成效。“雙減” 以來，學

生和家長作業少了、空閒時間多了，總體上可以感受到政策的有效之處。這與各地教師拓展有

餘力的學生、督促學生認真完成作業、輔導確有學習困難的後進生等手段密不可分。誠然，“雙

減” 落地不久，減負導致減分，政策的一時不適應等後續效應確實存在，面對新事物家長和社會

應更多地理解和支持。

（四）校內課後服務 “430” 專案 8 應運而生

為甚麼要開設校內課後服務課程？筆者在 2021 廣州國際樂器展 “第六屆中國結他產業峰

會” 論壇作主題發言時曾和全國同行探討，並闡述以下觀點 ：一是 “430” 是國家 “雙減” 政策

要求。需要注意的是此政策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頒發，而不是某省某地教育廳頒發，

所以這個政策是具有權威性、普遍性和長期性的 ；二是 “430” 滿足了家長、學生的多元選擇

要求。現在的家長和學生，除了學習語數英以外，都有在校外的機構報班學習興趣愛好，那麼

“430” 的課程服務，將會使不少校外培訓轉移到校內培訓 ；三是 “430” 減輕學校教師的基本託

管的看班壓力，將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教學設計、作業批改等方面。四是補充和豐富學校體藝課程

內容。

2021 年末，《關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美育工作的意見》正式頒佈，同時頒佈的還

有《關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體育工作的意見》。美育教育在全國範圍全面推進之時，曾

有學者就 “雙減” 與 “雙增” 工作中發表意見。9 和 “雙減” 工作應運而生的就是就是 “雙增”， 
10 大方向就是美育、體育。因此，校內校外將挖掘學生興趣點，塑造孩子們多元人格將成為下一

個階段的目標。以和澳門相連的珠海市為例，各中小學都開展豐富多彩的社團活動，拓展學生學

習空間，切實增強課後服務的吸引力和有效性。筆者已協助珠海多所學校開展 “430” 結他進校

園、Ukulele 進校園專案，其他校外機構和學校還對接了書法、舞蹈、繪畫、朗誦等近三十項文

化藝術課程。

從下午 4 ：30 開始，中小學生可以在學校待到 6 ：30 左右，大部分參與的學生可以在完成作

業的情況豐富自己的課後生活。種類繁多的 “430” 專案既提升了學生一至多門興趣技能，同時

也確實解決了家長特別是雙職工家長沒時間接送孩子的實際困難，可謂一舉多得。這也是在 “雙

增” 的基礎上，落實 “雙減” 的一個增值的 “減”，減輕了家長撫育孩子的壓力。因此，美麗的校

園中，多彩的美育、體育活動絕對是一道靚麗風景線。

（五）“雙減” 工作取得實效，家長不可缺席

家長與學生朝夕相處，是孩子言傳身教的老師。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

題在所難免，除了履行好法定監護職責，更需要家長具備有效的引導、呵護脆弱的心靈的能力。

結合教育工作者和家長的雙重身份，筆者就家長如何配合好 “雙減” 工作，提以下建議。

1. 提升自身正確的家庭教育理念與方法

家長並不是與生俱來就是一個懂得教育孩子的天才，要樹立 “家長也是需要學習的，也是需

要培訓提升” 的觀念。但家長應清醒地認識到個別校外培訓機構所鼓吹的 “優質父母速成論” 並

不靠譜，更要對 “激進亢奮式” 的家長形象進行自我對照。

學校和社會對家長進行教育培訓是非常有必要的，家長掌握了正確的家庭教育理念與方法，

可以緩解並擺脫焦慮，理性看待孩子的成長。內地比較擅長的 “家校同行” 是很好的方法，家

長要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 “親子共讀”、“親子運動”、“藝術節” 等活動， 共同形成家校著力 “雙

減”，關注孩子健康成長的良好教育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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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跟進好校內的學習，遠勝於課外補習    

作為頂層設計，國家出台 “雙減” 政策在強化學校育人主體地位，使校內服務提質增效方面

作出具體部署，從根本上滿足學生多樣化教育需求，確保學生在校內學會、學足、學好。很多

家長是希望通過校外培訓機構 “補差” 而非 “培優”，這個可以理解。筆者不反對適當的課外補

習，但如果校內的正常的課程都沒有好好學習消化，家長一味地給孩子施壓，可能效果適得其

反。

一年多來，為實現校內教育的 “減負提質”，各地紛紛出台舉措。以北京為例，在校內 “減

負提質” 的具體舉措上，北京提出，一是要減輕學生過重的作業負擔，包括統籌作業管理、控制

作業總量等 ；二是要提高課後服務水準，包括做強做優免費線上學習服務，完善線上公共教學

平台，打造 “雙師課堂” 等 ；三是提高校內教育教學品質，包括擴大優質資源覆蓋面，縮小城

鄉、區域、學校間教育水準差距，促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大比例促進幹部教師在區域內流

動，提高課堂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在校學習效率等。11 所以家長應和學生意識到，文化課學習的

重心還是應該放在校內學習上。

3. “家校” 粘合，“家校” 互聯有助 “雙減” 出成效    

“雙減” 任重道遠，需要家庭、學校共同努力，協同推進。家長應主動瞭解、理解國家政策，而

學校可以應讓家長瞭解 “雙減” 新政策和學校新舉措，幫助家長 “思想減負”。具體來說，首先家長

應積極參加家長會，主動溝通教師、班主任，瞭解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狀況，做到心中有數。其次，

參加校外學科培訓不可盲目跟風，家長應嘗試瞭解孩子的身心成長規律，理性規劃孩子未來發展方

向。再者，和諧的家庭是孩子成長的重要環節，孩子的思想情緒和身體發育的變化需要觀察於心，

做孩子的朋友，傾聽孩子心聲，幫助孩子解決困難。另外，家長要以身作則做自律的榜樣，規範學

生合理用好在家的時間，按時就寢、適度勞動、鍛煉身體、親子共讀……最後，加強孩子網路行為

監管，矯正孩子網路沉迷行為，家長應從自身做起，除正常的工作溝通外應放下手機。

四、澳門教育減負策略

“雙減” 實施近兩年來，中國內地有不少好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對本澳的教育發展具參考價值。

基於此，本文對《減輕意見》作重點分析，借鑒中國內地 “雙減” 的理論與實踐經驗，並結合實際

情況，試從學生、家庭、學校、社會等層面，提出一系列可行的澳門教育減負策略（見圖 1），以進

一步提升澳門學生的學習成效，促進澳門教育的發展。

圖 1 澳門教育減負策略

（一）學生層面

      雖然《減輕意見》並沒涉及學生層面的相關條文，但本文認為，學生、家庭、學校、社會等

層面必須相互配合，“雙減” 才能取得成效。因此，如學生因先天性原因導致學習滯後，個人或

監護人應主動向教育部門提出，及時接受評估及輔助，現時，澳門多所中、小、幼學校均有接收

需要融合教育的學生，通過融合教育，克服學習障礙 ；如學生因後天性原因導致學習滯後，學

生應正視面對其問題，積極找出主因，尋求適當輔助，計劃好學習及生涯規劃。 12

閱讀記憶
策略簡稱

閱讀記憶策略步驟

SQ3R Survey瀏覽→Question發問→Read閱讀→Recite背誦→Review複習

SQ4R Survey瀏覽→Question發問→Read閱讀→Recite背誦→Revise修訂→Review 複習

PQ4R Preview預覽→Question發問→Read閱讀→Rehearsal複述→Recall回憶→Review 複習

OK4R Overview 瀏覽→Key ideas要點→Read閱讀→Recite回憶→Reflect思考→Review 複習

PQRST Preview預覽→Question發問→Read閱讀→State自述→Test測驗

表1 閱讀記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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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生如掌握一定的閱讀、記憶及記筆記的方法，對提升學習成效，助力減負有一定的

作用。在閱讀方面，英國哲學家培根曾經說過 ：“讀書使人充實，討論使人機智，筆記使人準確

……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使人莊重，邏輯修辭

使人善辯。凡有所學，皆成性格。” 由此可見，閱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學生可因應書籍類

別，使用基礎閱讀、檢視閱讀、分析閱讀、主題閱讀等閱讀方法 ；在記憶方面，借助心理學中

常見的閱讀記憶策略（見表 1），及配合適合的閱讀策略，如 MURDER 策略系統（見圖 2） 13，定

能提高閱讀的效率 ；同時，掌握抄錄式、索引式、評注式、心得式等記筆記的方法，能真實反

映學生自己對知識的掌握程度。 14

圖2　MURDER策略系統

（二）家庭層面

眾所周知，親子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在《教育論》中談到，“教育改革

對於那些慎重的父母決非可有可無，這項事業不僅是為了社會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他們自己孩

子的利益……因此，出於對自己子女的愛，我們只得逐步涉及政治和哲學的廣闊領域……” 15 在

《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中提到四個重點發展方向，包括培養家國情懷與國際視

野、發展學生軟實力、提升幸福感及加強創意與科技教育。其中，推廣親職教育，提倡和諧親子

關係，充分發揮親職效能，是提升幸福感的方法之一。

對此，在推行 “雙減” 時，我們應加強倡導健康家庭生活和親子關係，加強親職教育，提升

親子間溝通及教養技巧，營造和諧家庭氛圍 ；推動家校合作，以發揮家長在子女成長中教育和

保護的功能。同時，我們可參考中國內地完善家校社協同機制，進一步明晰家校育人責任，密切

家校溝通，創新協同方式，推進協同育人共同體建設。另一方面，教育部門也應加強與相關社團

協作，統籌與完善家校合作機制與網上教育平台，引導家長樹立科學育兒觀念，理性確定孩子成

長預期，努力形成減負共識。

（三）學校層面

學校層面是 “雙減” 的重中之重，我們可借用經濟學上的菲利普斯曲線 16 來解釋學校教育供

給與校外培訓需求的關係。如圖 3 所示，學校教育供給與校外培訓需求之間形成交替關係的曲

線，表明學校教育供給增加，校外培訓需求減少，反之亦然。因此，我們對校外培訓機構的治

理，不僅要加強立法、完善相關法律，促使其依法依規辦學，更要了解教育的供需關係，從加大

和優化學校教育供給角度出發，滿足學生多樣化的教育需求，讓學習回歸校園本位，從而減少對

校外培訓的需求和依賴。因此，落實 “雙減” 工作的關鍵是強化學校層面的作用，提升學校育人

水準，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圖3 學校教育供給與校外培訓需求的關係

在學校層面，本文建議如下 ：一是全面減壓作業總量和時長，作業佈置更加科學合理，切

實減輕學生過重的作業負擔 ；二是致力持續推進課程與教學改革，提升課堂質量，落實本地學

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通過多元評核，降低學生應試壓力 ；三是遵循教育規律，透過開展

品德教育、活動、相關服務及宣傳等，全面促進學生心理健康發展 ；四是提升學校課後服務質

量，開展豐富多彩的科普、文化、藝術、體育等餘暇活動及社團活動，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 ；

五是優化教師隊伍建設，探索新型教育形態，培訓教師具足夠能力應付教育發展，同時，推廣教

研機制，鼓勵學校設立教研隊伍，增強教科研人員成果轉化的意識和能力，持續提升專業質素，

鼓勵、推動其將成果運用到教育教學實踐中去，推動解決教育實踐問題，助力教育發展。

（四）社會層面

在社會層面，首先，保障財政資源投入，繼續完善免費教育津貼制度及義務教育制度，以落

實居民的教育權利 ；其次，教育主管部門應統籌協調，加強組織實施，確保 “雙減” 工作落實，

尤其認真組織學校、社團及居民的減負宣傳和教育工作，以減少 “雙減” 工作的阻力 ；再次，推

動社區家庭教育指導中心、服務站點建設，加強親職教育，利用不同平台及舉辦各類活動宣傳，

開展主題式家長教育課程，為家長提供適切的支援，以及通過設立社區教育專責小組、進一步加

強資源整合及構建和完善社區教育體系等發展策略，推動澳門社區教育的發展，完善終身學習體

44 45
2022 第 4期 2022 第 4期



本期專題本期專題

系 ； 17 同時，堅持從嚴治理，全面評估規範校外培訓行為，完善相關的修法立法工作 ；最後，加

強教育領域的區域合作，定期與各地教育機構舉辦 “雙減” 有關的學術講座、研討會、教育及師

資課程、交流活動等。

五、總結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是

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業。” 18 因此，我

們必須借鑒中國內地 “雙減” 的理論與實踐經驗，並結合實際情況，通過上文提及的教育減負策

略，提升澳門學生的學習成效，促進澳門教育的發展，才能早日實現《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

（2021-2030）》中 “秉承國家教育政策中 ‘立德樹人’ 的根本目標，須著眼於培養新時代公民，令

學生具備 ‘端正求真、務實創新’ 的優良素質 ；著重樹立學生良好的道德價值觀和掌握新時代知

識技能素養，滿足學生身心成長需要及應對未來社會變遷需要” 的願景！

註釋

1 百日答卷—寫在 “雙減” 政策實施一百天之際 [N]. 中國教育報，2021 年 11 月 1 日 .

2 樊未晨 . “雙減” 之下教育還要迎接哪些挑戰 [N]. 中國教育報，2021 年 9 月 6 日 .

3 王毓珣，劉健 .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小學減負政策變遷及走向分析 [J]. 教育理論與實踐 第 31 期 .

山西 ：山西教育科學研究院、山西省教育學會，2018 ：P17-23.

4 高勝文 . 澳門教育發展思考—基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視角 [J]. 華僑高等教育研究 第 1 輯 . 福建 ：華

僑大學，2021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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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P76-111.

6 內地教育「雙減」堪澳借鏡 [N]. 澳門日報，2021 年 12 月 2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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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由於中國內地很多小學是下午 4 ：30 放學，因此也把校內課後服務簡稱為 “430” 專案。

9 詳見 吳連群 . 古典結他在美育教育中的價值構建 [J]. 樂器 第 12 期 . 北京 ：國家輕工業樂器資訊中心、中國樂器協

會、北京樂器研究所，2021 ：P84-85.

10 上海 ：用 “雙增” 推動 “雙減” 落實 [N]. 中國青年報，2021 年 08 月 26 日 .

11 家長後顧之憂如何解除—聚焦 “雙減” 落地系列報導之三 [N]. 中國教育報，2021 年 9 月 18 日 .

12 高勝文 . 淺談澳門留級制度問題—解決留級問題的治本良方 [M] ∥陳志峰，鄭英傑 . 留級問題研

究論集 .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P147-157.

13 MURDER 是六種策略的英文單詞字母的縮寫。由丹瑟洛（D.F.Dansereau）於 1985 年提出。該學習策略系統包

含相互聯繫的兩組 ：一是基本策略系統，主要用於對學習材料進行直接操作，即直接作用於認知加工過程。該組策略

主要包括領會與保持策略和提取與應用策略。二是支持策略系統，主要用於確立恰當的學習目標體系，維持適當的學習

心態。該組策略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計劃與時間安排策略、專心管理策略、監控與診斷策略。引自 張厚粲 . 大學心理學

[M].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P150-152.

14 高勝文 .《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下之閱讀方法與策略 [M] ∥陳家良 . 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教育叢書　

創新教育—澳門教育文選（第六輯）. 澳門 ：澳門中華教育會，2019 ：P6-19.

15 高勝文 . 略論澳門原創故事法— “開元故事法” [J]. 澳門研究 第 88 期 . 澳門 ：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

心，2018 ：P112.

16 菲利普斯曲線是用來表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交替關係的曲線，通表明貨膨脹率高時，失業率低 ；通貨膨脹率低

時，失業率高。菲利普斯曲線由新西蘭經濟學家威廉 ‧ 菲利普斯於 1958 年在《1861 － 1957 年英國失業和貨幣工資變動

率之間的關係》一文中最先提出。

17 高勝文 . 澳門社區教育的現況、功能與展望 [J]. 澳門新視角 第 27 期 . 澳門 ：澳門青年研究協會，2020 ：P85.

18 深刻認識 “雙減” 政策的重要意義 [N]. 人民報，2022 年 7 月 1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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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雙減”想到的
孫鵬飛

2021 年國家教育部頒布《關於進一步減

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

的意見》，希望改善優化教育方式，進一步提

升學生綜合素養，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

成長。而澳門教青局於 2020 年已頒布了《本

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行政法規，希

望通過多元評核制度給學生全面合理的評核。

這兩個文件的目標是一致的︰減輕學生學業負

擔，使學生得到德智體美諸方面更好的培養

和發展。本澳的情況與內地不同，這 “雙減政

策” 雖不能在澳門全面施行，但其核心思想卻

值得本澳教育工作者參考借鑒學習。

要學習借鑒 “他山之石”，首先要考察本

澳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情況。

據我之見聞，學生作業負擔是重的，應進

一步研究減輕之法。而校外培訓負擔不算重。

因為每天放學或周六日去校外培訓機構進行補

習的以小學生為主，少量初中生。高中生由於

應對學校學業的時間尚不夠用，哪還抽得出時

間去校外培訓機構補習，故極少量高中生，以

“解惑” 為目的去校外培訓機構，而小學生初

中生多在補習老師輔導下完成當天的家庭作

業。 

故我認為本澳中小學學生的負擔並非學生

作業和校外培訓，而是人們常忽略的另外兩個

方面︰

一是測考多，二是比賽多。

這兩 “多” 之負擔遠遠超過教育部所提及

之 “雙負” ！

為甚麼教育部發出減輕學生負擔文件不提

我所述的兩者 ?

是由於內地中小學都規定一學年分為上下

兩學期，少者一學期考一次，一學年兩次。多

者一學期有期中考和期末考，一學年考四次。

而本澳情況呢 ?

公立學校一學年有的考兩次，有的考三次。

私立學校有的一學年分兩個學期，考兩次。

有的一學年分三段，考三次。

有的一學年分四段，考四次。

單從考試次數上來看，本澳學校普遍比內

地多。為甚麼本澳考試次數多 ? 大概有些教育

工作者認為青少年的學習有惰性，不推不動，

不測不考，他們不溫習。必須以測考多來推動

或逼迫他們保持常態高度緊張學習的情緒，

才能應對嚴格的升大試 ( 本澳大多是一條龍學

校，減少了內地學校學生要面臨小升初、初升

高的考試 )。

我的鄰居中有好幾個初高中學生，我向他

們索要校曆表查看。雖是不同學校，分段各

異。但共同點是上課一學年是四十周，在上課

周佈滿了小測大測及考試。

一個分上下學期的學校一學年列明大測

周共十周，考試兩周。也許有人會說 “不多

呀，只佔上課時間的四分之一 !” 可是學生早

在大測周前一二周就緊張地備戰了。如此，

四十周中至少有二十四周令學生處於緊強備

戰狀態中呀 ! 你說，負擔是否超重？那更不說

那些一學年三段四段的學校學生的負擔了。

在測考周中，學生每天只睡三、四小時，靠

喝咖啡來提神！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現在開展多元全面評

核學生制度，不必過於看重測考分數。不必

“分數至上”。

且不說對學生實施多元全面評核制度尚

在 摸 索 階 段， 目 前 還 沒 有 誰 可 以 拿 出 一 套

完善的辦法之前，只能以測考的分數為依據

了。因為對 “平時表現” 的給分難以準確，而

測考卷上的分數則教師以標準給分，較易做

到公正合理。

目前我們所實施的許多辦法實際上都是

“分數至上” , 如何教學生不注重分數？！

孩子拿了成績單回家，父母首先看總平均

分及班級排名第幾。分數高名次前，則讚獎 ；

反之，免不了一頓罵斥。

學校評核一二三等學行獎，教青局頒發獎

學金，各社團給會員子弟獎學金的依據是甚

麼？成績表上的分數！

高三學生保送至本澳及內地大學的依據是甚

麼 ? 成績表上的分數 ( 高二學年成績表為主 ) ！

出國留學深造也以學生成績表送審。

升大學也是以考試分數作為錄取之唯一依

據。

乃至大學畢業後申請就職，聘用機構要看

你畢業於何校，大學的成績表上成績是否亮

麗？

啊呀，學生從小學到初中到大學到求職，

都必須高度重視 “分數” 呀！而且我們現在的

分數都是以平時作業、小測、大測、考試等好

幾個分數綜合形成。我見過好幾個學生都有一

本小筆記本把每科每一個得分詳細地記錄在

案，以便清晰自己的分數多少，以激勵自己不

懈努力。學生說，“必須分分計較”，比別人少

零點一分，排名就在他人之下！你能怪學生如

此緊張自己對每一科都非常重視嗎？因為總平

均分是把各科分數相加而平均出來的呀！

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藝術細胞成不了畫

家音樂家就可輕忽美術科音樂科，立刻把你

的總平分拉低。於是學生們必須做到 “科科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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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歷史課堂教學的有效性
——以《拿破崙帝國》為例（下）

方明瑋

【續 2022 年《澳門教育》第三期《探討歷史課堂教學的有效性——以《拿破崙帝國》為例（上）》】

三�發揮�史教學的�人功��彰顯�史教�的�效價值
歷史教學具有強大的 “立德樹人” 教育功能，高中歷史基力在課程目標中提出了 “發展學生的溝通、表達、

合作、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的能力，使之養成尊重、包容與欣賞的態度，以及對於鄉土、社會與國家的關懷與

歸屬感” 1 的育人目標。澳門《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則提出了 “培養學生應當注重以德行為先，

並以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和國際視野為目標” 2 的重點發展方向。發揮歷史學科的育人功能，使學生能夠從歷史

的角度關心國家的命運， 關注世界的發展，養成 “家國情懷” 歷史素養，是歷史教育最重要、最有效的價值追

求。現以 “是非成敗論英雄——拿破崙帝國的覆亡” 教學過程為例，提供 2 個方案，展現歷史學科的 “立德樹人”

教育功能 ：

教師結合歷史圖片和歷史故事，講授法蘭西第一帝國的覆亡過程 ：

1812 年，遠征俄羅斯失敗，拿破崙帝國由盛轉衰。

1813 年，萊比錫戰役法軍大敗，1814 年拿破崙被迫退位。

1815 年，滑鐵盧戰役徹底失敗，拿破崙帝國滅亡。

【討論 1】
出示材料，小組合作討論 ：如何評價拿破崙對外戰爭？

材料一：（拿破崙）作為一個軍事天才，到 1810 年，他已使法國的疆界越過萊茵河、越過阿爾卑斯山脈……

拿破崙在其所征服的地區，廢除封建制度和農奴制，承認所有公民的平等……但事實仍然是，它乃一種外來統

治……拿破崙所 “冒犯” 的人民先是因 “自由、平等、博愛” 的口號而覺醒並充滿熱情，然後又在其導師背叛

自己的原則時轉而反對其導師。

——據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整理

材料二：對德國來說，拿破崙並不像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

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誠然，他的行動表現出來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

公會的代表們可能表現出來並且實際上已經到處表現出來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貴族們所慣於表現出來

的一半。                               

——恩格斯《德國狀況》

1　澳門特別行政區 . 高中教育階段歷史基本學力要求 [Z]. 第 69/2018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 澳門 : 教育及青年局 ,2018. 附件四 .

2　澳門特別行政區 . 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Z]. 澳門 :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2021.5.

秀”，才能讓自己的總平分優異呀！

澳門的中小學測考多，是學生超負擔的主

因。建議改革為一學年分兩學期，一學期考兩

次，一學年共考四次。減少小測大測。

回想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讀的中學，那時

上課一周五天半，比現在多了周六上午，但考

試一學年共四次。每天下午四點鐘就下課 ( 現

在澳門學生大都要下午五點左右放學。作業量

不多，測驗少，雖不能說 “學習快樂”，但神

經沒有現在的學生這麼高度緊張、心情焦慮，

分數高低決定了學生的心情。而且那時的高中

不分文理組，所學的科目比現在高中生多。更

不用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生，湧現了許多

大師、中科院院士。可見測考多，負擔重，未

必多出人材！我們必須貫徹 “少而精” 原則，

對測考次數進行一次改革。

再談比賽多。

我問過內地的同行，他們告訴我，全市性

的各種中小學生比賽很少，校內亦少。

可是，看看澳門各機構各社團舉辦的各式

各類比賽真是種類繁多內容豐富。教青局舉辦

的不多，舞蹈、歌唱、運動會等。但非政府組

織舉辦的卻很多，且包括小學組初中組高中

組。如國情知識、生命教育、外交知識、辯論

比賽、道德經徵文、歌唱、書法三類比賽、數

學、化學、物理、繪畫、毛筆硬筆字、各種徵

文比賽，每一項比賽，就有一批學生在學校教

師帶領下擠出本不空閒的時間 ( 常利用周六上

午 ) 來訓練。

為此，這些參賽學生少則付出數月多則一

年的課餘時間來排練。當然，這些比賽，各校

都以自願參加為原則，可選擇不參加。但若參

加，教師和學生都會付出額外時間與精力。對

這些參賽學生來說，要把學業搞好，還要訓練

班比賽內容，這就是雙重負擔了。

為了讓學生專注於學業，學校宜適當組織

學生參加校外的比賽。切勿讓訓練參賽而影響

了學生的學業。

2022 年 11 月 9 日教育部發布《關於面向

中小學生違規競賽問題查處情況的通報》，對

於各地中小學參與沒經教育部門批準而參加的

違規競賽進行嚴肅查處。可見內地嚴格把關中

小學生參加各類比賽。

要真正進一步提升本澳青少年的綜合素

養，除了認真地因地制宜地貫徹教育部的 “雙

減政策” 及研究出科學合理的多元學生評核制

度外，應充分重視本澳基礎教育存在的測考多

與比賽多的現象，並切實改革進一步提高本澳

的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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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 他的富有侵略性的黷武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受害者們的反抗。人們越看清楚拿破崙的征服是爭

奪權力的瘋狂野心，被征服者恢復他們的自由的決心也越大。一度把拿破崙看成是革命的自由的提倡者而錯誤

地歡迎了他的人們，現在把他看作可恨的外國壓迫者而起來反對他。此外，黷武主義在法國也產生了影響。法

國千萬個優秀青年的血肉之軀變成歐洲戰場上的遺骸。要填補軍隊中死亡戰士的空額，以及維持農業和工業生

產水準的問題變得日益嚴重。  

——伯恩斯和拉爾夫著《世界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四 ：1808 年 5 月 3 日，拿破崙的軍隊入侵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近郊的民眾奮起抗擊。法軍集體屠殺了

上千名起義者。受此事件激發，西班牙畫家戈雅作了畫作《槍殺馬德里市民》 。

答 ：一方面，拿破崙所進行的早期戰爭，捍衛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並把大革命的思想和精神帶到了法軍

所到之處，動搖了歐洲大陸的封建統治秩序，客觀上有利於歐洲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農民的解放。另一方面，他

後期所進行的戰爭，侵犯了歐洲許多國家，掠奪和奴役了這些國家的人民，招致了人民的反抗並導致了他的最

終失敗，使帝國覆亡，封建王朝得以復辟。拿破崙的對外戰爭具有革命和侵略擴張的雙重性質。

【討論 2】
出示材料，小組合作討論 ：拿破崙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材料一 ：一個在 1/4 的世紀內連年征戰因而力量消耗殆盡的國家，已不可能單獨抵抗整個武裝起來的世界

對它的進攻。   

——恩格斯

材料二 ：法國大革命的戰爭起初是民族戰爭。這些戰爭都是革命的，保衛偉大的革命，反對反革命君主國

的聯盟。但是 , 當拿破崙建立了法蘭西帝國，奴役歐洲許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國的時候，法蘭西

的民族戰爭便成了帝國主義戰爭。

——列寧《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

材料三 ：在歐洲封建統治者眼裡，拿破崙始終是一個擴散 “1789 年瘟疫” 的暴發戶。

答 ：拿破崙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有 ：長期戰爭導致法國經濟困難，人民災難深重，法國國內矛盾激化 ；歐

洲民族意識的覺醒 ；當時歐洲大陸的封建勢力遠遠大於資本主義勢力（根本原因）。

【討論 3】
出示材料，小組合作討論 ：如何評價拿破崙？

材料一 ：拿破崙逝世至今，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各國的政治家、史學家、軍事學家和文學家頻繁研究

和評述的對象……世界各國出版的有關拿破崙的著作，論文和資料估計在 10 萬種以上，至少有 9 個國家拍攝

過拿破崙的電影達 70 多部。有人稱他是 “繼亞歷山大、凱撒以後最偉大的人物” “世紀的巨人” “法國革命的體

現者” “歷史上最驚人的奇才之一”。也有人罵他為 “匪徒” “暴君” “篡位者” “法國革命的扼殺者”。……各派觀

點分歧仍然嚴重地存在着。

                      ——《法國通史簡編》人民文學出版社

材料二 ：“他（拿破崙）當然有汙點，有疏失，甚至有罪惡，就是說，他是一個人 ；但是他在疏失中仍是

莊嚴的，在汙點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惡中也還是雄才大略的。”               

——雨果

教師引導學生，正確評價歷史人物 ：

評價標準 ：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 ；是否符合人民願望，是否符合歷史潮流。

評價方法 ：從多角度評價。 

評價原則 ：將歷史人物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

四�檢視�史課堂教學成效�做�教學�思和教學評價
教學評價和教學反思是檢視課堂教學是否有效的重要手段。前文談到，在新課程改革背景下，教師在歷

史課堂教學過程中，不僅要清晰知道 “教什麼、學什麼”，還要明白 “怎麼教、怎麼學”，以及 “為什麼教、為

什麼學”，甚至瞭解 “教的什麼樣、學得什麼樣”。筆者認為，教師可以通過課堂即時檢測、學生問卷評估、學

生作業反饋、學生測考質量分析、教師自我反思、聽課評課、課堂觀察、備課組集體備課反思、科組定期跟

蹤檢視、撰寫歷史教研文章等方式來檢視課堂教學的有效度。例如，在《拿破崙帝國》一課教學結束後，教

師除了適時進行教學反思外，還根據高中歷史基力佈置了如下作業，檢視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有效性 ：

【�讀�評價】
華盛頓和拿破崙是同一時期的領導人。華盛頓主動放棄了成為國王的機會，積極推動建立共和制。他在總

統任期屆滿後，堅持不再連任，而拿破崙卻建立了帝國。拿破崙在回憶錄中這樣為自己辯解 ：“如果華盛頓是

個法國人，而又生活在這樣一個時期 ：內處崩潰邊緣，外遭敵人侵略，我想他就不會是華盛頓 ；如果他堅持自

己所為，我想他只會被認為是傻瓜……至於我，只是戴着王冠的華盛頓。只有在一個國王的議會裏……我才會

成為他那樣。那時，只有那時，我才可能顯示出華盛頓的溫和、無私和智慧。在所有現實情境中，我除了通過

專政的途徑外不可能達到目標。我這樣做了。怎麼能因此而對我抱有成見呢？” 

作業要求 ：

1、閱讀上述短文，複習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和法蘭西第一帝國的課堂歷史知識，課外閱讀與華盛頓、

拿破崙相關的歷史文獻及歷史故事。

2、學生從華盛頓和拿破崙中選擇一位歷史人物進行介紹（人物檔案和事蹟），客觀評價這一歷史人物，並

談一談你對這一歷史人物的看法。

3、該作業必須寫在 A4 紙上，建議自由設計，題目自擬，作業內容必須符合上述第 2 點的要求（如有引用

他人觀點，請在作業後面注明出處）。作業需圖文並茂，插圖可以是電腦圖片，也可以是自己手繪，但是文字

必須手寫，字數 600 字以上，版數 2 版。

4、評分標準 ：作業題目擬定及整體設計質素 30% ；人物介紹、人物評價、個人看法及文章寫作質素

70% ；離題或字數未達標的作業視為不合格。

五、應用資訊科技手段輔助教學，提升課堂教學的有效性

有效歷史課堂教學的實現與教師的專業化發展水準密不可分，歷史教師要提升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就必須

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化發展水準。資訊化時代的到來，對歷史教師的專業能力提出了新

的時代挑戰。為適應學生未來發展的需要，澳門政府在《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中提出了 “推

動教師適應新型資訊化時代的教育改變，善用科技作為優化教學的手段” 的發展目標。在澳門政府的推動下，

澳門各校已經有教師使用希沃白板、雨課堂、nearpod、plickers 等資訊科技手段來輔助教學，智慧教學和智慧

校園也逐漸成為澳門各校未來的發展方向。因此，如何適應資訊化時代的發展需要，應用資訊科技手段來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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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學，拓寬教學視野，創新教學方式，“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促進學與教之間的互動交流，進而

促進課堂的有效教學，是擺在澳門歷史教師面前的新時代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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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你不可不知的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史
王國強

一 . �言
原來澳門的非高等教育出版很有歷史，如有全中國最早一批的婦孺教科書，專門為修士們學習中文的教材，

特別在抗戰時期澳門，更出版大量教育書刊。本文將多維角度，對編著者、出版單位、作品內容等，分析不同

時代的出版背景，在尋找及緬懷昔日光輝之餘，總結前輩們的經驗，傳承教育事業的優良文化，亦探討現今澳

門教育書刊出版的概況及未來發展。

二 . �門�高�教�的出��況
目前澳門本地共出版了 3 萬 4 千多本書刊，其中有 1,314 本是學校出版品，約佔整體 5% ；屬於教育類的則

有 3,360 本，約佔一成左右。本文收錄資料日期為 2022 年 7 月 30 日止，收錄的範圍，從托兒所以後至中學畢

業期間，不包括托兒所階段的嬰幼兒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範疇。至於出版品的外型，有紙質文獻、視

聽資料、電子書等。而筆記部、單張、文件、招生資料等則不在本文收錄的範圍，部份早期較珍貴的小冊子除外。

三 . �門�高�教�出�史的�期
3.1 16-19 世紀

主要是傳教士來華的著作 ；他們引進新式印刷術、中文活字模板，出版大量語文、宗教、醫藥衛生、數學

等類型的教科書，代表機構為聖若瑟修院、英國東印度公司、香山書院。此外，華人的私塾教學，亦為澳門非

高等教育史開創首次中文教育出版痕跡，如蔡懷善堂的 “傳家寶” (1834)、” 訓子瑣言” (1896) 及曹存善堂。

3.2 20 世紀初期

以陳子褒開辦澳門第一間平民學校為契機，他從廣州引進大量婦孺教科書，在石閘門 ( 營地大街 ) 開設銷

售點，改善了過往因教科書不足，華人識字未能普及的問題。此外，無原罪學校，即慈幼中學在 1910 年代開

辦了印刷科，承印天主教教會的宗教著作，同時亦在此基礎上，為學校編輯特刊、教科書、課外讀物。

3.3 抗戰時期

不少廣州學校及師生避難到澳門，1937 年有華校 33 間，學生人數 4,841 人，1942 年香港淪陷後，學校數

量為 102 間，學生人數 34,573 人。因應需求出版了大量的各級教科書，商科、應用文等書刊。而學生刊物亦在

此時期大量湧現，約有 10 多本，內容除文學作品外，還涉獵國內政局、世界政治等大時代的題材。

3.4 1950-1980

抗戰及新中國成立以後，大部份避居澳門的學校、師生紛紛回到原居地，澳門華人人口逐漸減少，經濟不

景氣，各校零星地出版校刊及學生刊物。而此時期澳葡政府著手完善澳門教育制度與法規，以推動葡語教育及

出版葡語教科書為主。

3.5 1980-1999

改革開放以後，澳門新移民數量倍增，對基礎教育有強烈需求，部份更為國內的精英，不少知識分子進入

了教育界發展，從此學校除出版校本為主的教科書、校刊、特刊及學生作品集外，有關澳門教育研究著作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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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出現。

此時期的教育著作題材多元，包括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葡文老師出版了有關澳門教育史著作，澳門大學成

立了教育學院，推動師生們有關教育研究的教學，出版了多本研討會論集 ；而民間社團則主要由澳門中華教育

會劉羨冰校長的推動，成立了科研組，出版或發表不少教育研究及教育政策的著作。

3.6 回歸以後

承接回歸前的良好教育出版勢頭，各校出版數量不斷增加，特別在出版校本教科書，風氣盛行。至於學術

著作方面，各校匯集本校老師的學術著作，出版論集，成為風氣。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在原院長張國祥領導下，

開展了多元智能及資訊科技、PISA 研究 ；原院長單文經在任期間，大力推動師生撰寫澳門教育史工作。

3.7 最近五年

由於出版成本增加，過去學校重點出版的校刊、周年特刊、畢業紀念刊均相對減少；有關教育研究的書刊，

老師們因課堂壓力繁重，編寫教案及項目計劃的工作量大，無時間再兼顧更多教育科研工作 ；反而，教育界期

望分享過去學校成長的經驗及歷程，因此有多本關於學校志及教師口述歷史著作出版。至於一直為教育類的主

流出版品 - 學生用的教科書，轉由本地教育當局主導，因應國情需要，編著及出版有關愛國教育、性教育、家

庭教育、本土歷史教育、本地中文教育等方面。

四 . �門�高�教�出�在各�期的�析
依前述的不同出版時期及其出版數量而言，本文將非高等澳門教育出版分為四個時期來分析 1. 1949 年以前： 

澳門教育書刊的孕育期 ；2. 1950-1979 年 ： 澳門教育書刊的休止期 ; 3. 1980-1999 年 ： 澳門教育書刊的復甦期 ; 4. 

2000-2021 年 ： 澳門教育書刊的蓬勃期。

時期/ 出版單位類別 學校 政府 私人出版社 個人出版 社團 情況不明 總計

1949年以前 117 29 78 47 37 13 321

1950-1979年 216 51 23 3 56 3 352

1980-1999年 248 299 34 4 113 0 698

2000-2021年 736 729 192 13 319 0 1,990

總計 1,317 1,108 327 67 525 16 3,360
表1.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在不同時期的出版數量分析表

五 . 從出�品的性質看�高�教�的發展
參見表 2 為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的性質在不同時期的排行表，共有 21 個小類，可得知以教科書性質的

書刊為最多，共 973 本，並以 2000-2021 年為迅速增長期。第二為特刊，共 758 本 ；第三為圖書，共 418 本 ；

第四為年報，共 217 本 ；第五為期刊，共 194 本。然而在教科書類別，因學校習慣自行編制課堂的補充教材發

送給學生，大多沒有公開，故應尚欠一定數量未被收錄。

排行 性質/時期 1949年以前 1950-1979年 1980-1999年 2000-2021年 總計

1 教科書 165 63 214 529 971

2 特刊 56 139 207 356 758

3 圖書 26 20 65 307 418

4 年報 6 41 37 133 217

5 期刊 30 30 53 81 194

6 年刊 9 32 8 119 168

7 手冊 3 5 17 121 146

8 調查研究 0 0 8 101 109

9 統計 0 0 29 75 104

10 會議錄 1 2 13 60 76

11 法律 10 10 9 46 75

12 視聽資料 0 0 3 22 25

13 展覽目錄 0 0 6 15 21

14 書目 1 0 14 3 18

15 名錄 3 8 4 2 17

16 字典 10 0 3 3 16

17 場刊 0 2 5 13 20

18 年表 0 0 1 3 4

19 檔案 0 0 1 0 1

19 樂譜 0 0 1 0 1

19 指南 1 0 0 0 1

 總計 321 352 698 1,989 3,360
表2.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的性質在不同時期的排行表

可發現一些不可不知的特色。

1. 學生報刊 ： 最早在 1916 年出版的 “灌根小雜誌”，陳子褒主編。  

2. 學校特刊 ： 最早在 1916 年出版的 “澳門維德女學校畢業特刊”。

3. 學校學刊 ： 最早 A academia (Revista do Liceu Central de Macau)  / Liceu Central de Macau (1920) ；中文為

崇實學校校刊 ，崇實學校編輯 (1920 年代 )。

4. 教育年報 ： 最早中文教育年報為陳子褒的灌根學校年報 (1911)。

5. 教育社團刊物 ： 最早是 1923 年的” 澳門慈善會所華童教育會章程”。次為” 澳門新教育”，澳門中華教

育會 (1950)。

6. 教育出版社 ： 最早是 ” 繪圖婦孺三字書 . 四卷”，陳子褒著，蒙學書局 (1900)

7. 教育專著 ： 最早是  A educação. Traducção do Italiano，Francisco Rogemont 著 (1887) ；中文則為” 教育

說略”，陳子褒著 (1920 年代 )。

8. 教育會議論文集 ：最早外文著作是 I Encontro de professores ： realizado de 26 a 31 de Agosto de 1968 ；中

文是應用電腦新技術教學第一次研討會，由當年的教育暨青年司教育學暨教學法輔助中心於 1987 年出版。

9. 電腦資料 ： In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IT education [CD-ROM] 及 Technologia informatica ： formando na 

excelencia [CD-ROM]，均由澳門大學於 1997 年出版。

10. 法律規章 ： 最早是 Regulamento e programma d'estudos da Escola Central de Macau / Escola Central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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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 (1863)。

六 . 從出版的主題看澳門非高等教育的發展

參見表 3 為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的主題數量分析表，依其主要內容，分成 28 個主題，其中首五位為 ：

第一為教育類，共 1,924 本，其中有 1,243 本是與教育史相關 ；547 本是教育研究類 ；135 本是其他教育教

科書，如愛國教育、親子教育、安全教育等。 

第二為語文類，共 516 本，以教科書為主，其中以學習中文的教科書有 243 本；葡文有 146 本；英文有 60 本。

第三為文學類，206 本 ；主要為學生的文學總集，有 145 本 ；最早是 1928 年的 “崇實文鈔 . 第一集” ；另有

以出版學生創作平台的文學期刊 42 本。

第四為科學類，187 本 ： 以數學教育最多，共 100 本。最早是中央學校的數學教科書，Compêndio de 

arithmetica elementar adoptado na Escola Central de Macau. Tomo 1， 1a 2a partes，由 José Vicente de Jesus 於

1883 年出版。

第五為歷史類，136 本，教科書佔 98 本，最早外文著作為 Compêndio da história de Portugal para uso dos 

alunos do Seminário de Macau，António Lopes Pereira，由聖若瑟修院於 1865 年出版的教科書 ；而中文歷史著作

為陳子褒的 “婦孺淺史” (1902) 一書。

排行 主題/時期 1949年以前 1950-1979年 1980-1999年 2000-2021年 總計

1 教育 105 261 478 1,080 1,924

2 語文 139 31 99 247 516

3 文學 23 9 25 149 206

4 科學 5 2 15 165 187

5 歷史 24 2 9 101 136

6 法律 6 4 8 52 70

6 藝術 0 0 7 68 75

7 倫理 0 0 7 49 56

8 地理 4 5 15 8 32

9 音樂 4 17 12 6 39

10 綜合 2 9 2 9 22

11 書目 1 0 16 1 18

11 體育 2 5 3 8 18
12 健康科學 2 2 0 12 16

13 閱讀 0 0 1 12 13

14 社會教育 0 0 0 11 11

15 宗教 1 4 1 1 7

16 哲學 3 0 0 0 3
17 戲劇 0 0 0 5 5

17 旅遊 0 0 0 2 2

18 經濟 0 0 0 2 2
18 印刷 0 1 0 0 1

19 飲食 0 0 0 1 1

總計 321 352 698 1,989 3,360
表3. 各時期不同主題的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分析表

� . 從��者看�門�高�教�的發展
個人的編著者，大多為老師的著作，他們有的因應所任教的學科，累積教學經驗而編寫，或因應學校的需

求而編輯特刊、年刊、年報及論集等。參見表 4 為個人編著者作品超過 5 本以上的列表。可得知中文教育著作

以張國祥、陳子褒、薜寶嫦為主要編著者。外文著作以顏嚴若、伯多祿、為主要編著者，其中以顏嚴若的葡文

教科書最多，曾多次重印再版，共出版超過 40 多本，對葡文教育，影響深遠。

排行 個人編著者 數量

1 張國祥 78

2 陳子褒 64

3 薛寶嫦 63

4 顏儼若 23

5 Pedro Nolasco da Silva (伯多祿. 殷里基. 施利華) 20

6 Addis Fryback、 Daniel Carruthers、 Patricia L. de Muth 18

7 António Aresta (安文哲)、張航、鄭杰釗、黃素君、黃就順 12

8 盧蘭馨、Ana Cristina Santos 、Carlos Santos、Filip Didier、Paula Costa 11

9 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 (江沙維) 10

10 王紅、蘇菊菴 9

11 劉羨冰、林牧修 8

12 李錦濤、Isabel Leiria、Manuela Vasconcelo、關啟佳、莫日從 7

13 文德泉、尤端陽、馬茜玲、崔世平、陳志峰、陳新旺、高美士、Horacio Poiares 6

14
李瘦芝、阮宇華、曾熾明、王勁秋、黃楓華、劉雅覺、方燕芬、鄺家健、Veronica 
Kwan、Ink Iao、Júlio Cesar da Rosá、Robby Kwok

5

表4.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品的編著者列表 (出版5本以上者)

� . 從出�單位看
從出版單位的出版量來看，參見表 5 為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單位排行表，可知有 5 間為學校 ；3 間為政府

部門 ；2 間為社團。最多是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705 本，出版內容多元，主要有教育政策與法規、學術研究、期

刊通訊 ；其次為澳門大學 142 本，以教育研究及澳門教育史為主 ；第三為澳門粵華中學 130 本，由於該校成

立超過 95 年，而每年均有出版校刊及畢業同學錄，所以累積了相當數量的出版品。

排行 出版單位名稱 數量

1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705
2 澳門大學 142

3 澳門粵華中學 130

4 澳門濠江中學 119

5 澳門培正中學 117

6 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 106

7 印務局 77

8 澳門中華教育會 64

9 澳門勞校中學 59

10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56
表5. 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單位排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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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關�門教�的典�單位
1. 澳門大學圖書館 ： 多年來全力收集與澳門相關的書刊，另外再徵集了澳門培正中學、沙梨頭坊眾學校、

鏡平學校小學部、婦聯學校、鮑思高學校、慈幼中學、李小瑩老師、蔡梓瑜老師、陳志峰老師、羅香珠老師、

黃就順老師等藏書。

2. 澳門公共圖書館 ： 因法定呈繳的所有澳門教育書刊 ；另外再徵集了東南學校、商訓夜中學等藏書。

3.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教育資源中心 ： 主要收藏教師參考的書刊及該局舉辦的活動視頻。

4. 廣東省省中山圖書館 ： 收藏早期澳門學校的出版品，數量近 50 本。

十 . 未來的教�出�趨�
基於未來數年的教育經費將較為緊張、人力資源不足、加上出版書刊的時間周期較長、紙本書刊傳播通路

成本高效益低。此外，印刷廠的技術改進、網絡科技高速發展及年青人的閱讀電子書習慣盛行。所以預見未來

的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將有以下的改變 ：

1. 以電子書刊取代傳統紙質圖書 ；如畢業特刊、周年紀念特刊、學生作品集。

2. 由於人力及出版專業不足，漸漸改以外判專業出版單位來出版及編輯書刊 ；

3. 為迎合年青人的品味，排版設計將以輕鬆活潑、圖像多、文字少為主 ；

4. 學術著作內容將以年長老教師出版回顧澳門教育發展著作、及各校老師的教育研究論文匯編為主 ；

5. 學生著作亦因應學校的發展而大量增多，如文學、本土歷史、藝術、科普等。

6. 出版特刊是澳門非高等教育出版的特色，所以負責編輯的教育工作者，必需要在美工設計上花點時間

來學習，經常參閱各本新穎的排版及網頁設計，藉以應付新時代的出版工作。

澳門資源教師在課程設計中所扮演的角色
陳樂賢

摘� :
澳門融合教育正處於發展階段，而資源教師是融合教育的重中之重，要有效協助融合生的學習，資源教

師設計的課程功不可沒，因此透過本研究瞭解到，資源教師是多重角色的身份，包括 ：統籌者、輔助者、協

調者、宣導者、引導者和訓練者的角色，瞭解資源教師的角色與身份，便能為澳門的融合教育提供發展方向

和改善空間。

關鍵字 ：融合教育 ；資源教師  

一��言
曾有國際研究顯示，每個國家和地方約有 10% 的學生是融合生 [1]，而根據 2020/2021 學年澳門兒童數據

資料庫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澳門融合生人數為 2031 人，約佔學生總人數的 2.45%，但，意味着距離 10% 還有一

段距離，可見未來融合生的人數必然急促上升 [2]，而從表（一）可見，近年融合生人數急速上升，即負責這

批學生的教師數目亦會增加。而負責為融合生制定個別化教育計劃，提供協助訓練的教師統稱資源教師（下稱：

資源教師），資源教師需為每個融合生撰寫個別化教育計劃，等同於為每個融合生規劃課程、設計課程，而資

源教師設計課程時所遇到的困難，課程能否系統化、規範化，而當中所扮演着的角色也正是本次研究的目的。

表（一）:2010-2021年融合生人�

學年 男 女 合計
2010-2011 299 127 426
2011-2012 341 143 484
2012-2013 381 135 516
2013-2014 498 194 692
2014-2015 592 214 806
2015-2016 699 250 949
2016-2017 840 294 1134
2017-2018 1011 338 1349
2018-2019 1105 375 1480
2019-2020 1316 479 1795
2020-2021 1505 526 2031

資料整合自https://portal.dsedj.gov.mo，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DSEDJ）和https://www.childrendb.ias.gov.mo，澳門兒童數據資料庫

二��源教師�乏課�設計的交��會
資源教師設計課程較少參考資料，只能與同儕之間交換意見，或等待巡迴支援導師到來，一邊嘗試一邊改進。

陳燕燕和洪照榮的研究指出，資源教師所設計的課程在不同融合生之間無法適用，而且課程設計不易，也

缺少教師之間交流的機會 [3]。黃馨慧、王文玲和花敬凱的研究指出，融合生的障礙類別繁多，可多與鄰近學

校安排座談方式交流研討或共同編選課程內容及教材，使教師形成學習型的專業團隊，促進學校教師間課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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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知能的交流與專業成長 [4]。張英鵬的研究指出，資源教師可於巡迴輔導班時間表上列出融合生的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等，以方便交流資訊 [5]。

因此根據上述學者所述資源教師於平常教學上缺乏交流學習機會，導致資源教師在課程設計上只能一邊嘗

試一邊實踐，而且一個課程於不同種類的融合生之間無法互相適用，因此資源教師需設計大量課程。雖則上述

研究只是台灣地區的部份資源教師，並不能完全反映各所學校的情況，也不能完全反映澳門的資源教師情況，

但與澳門現時情況也是較為相似的。

三�個別�教�計劃是�源教師設計課�的核心
李惠蘭和蔡昆瀛的研究指出，在設計課程前應先掌握個別化教育計劃中的教育目標，這樣較能為融合生

提供量身訂做符合其能力與需要的課程 [6]。張英鵬的研究提及，資源教師為融合生制定的個別化教育計劃為

依據，再加上普通班的學習單元，這樣設計課程才有融合及需求結合之落實。

由此可見個別化教育計劃是資源教師設計課程必不可少的文件之一，資源教師所設計的課程，既能為融合

生提供合適的訓練，又能為融合生的學習提供輔助，如資源教師能以個別化教育計劃為依據，則能為融合生設

計一套合適的課程。

四��結
從文獻可以得知在台灣地區的資源教師在設計課程時是扮演着既是統籌者又是輔助者的角色，一方面為融

合生設計個別化教育計劃，另一方面又要為融合生提供外加補充課程和社交技巧，以輔助融合生跟上普通班課

程和適應社會。而對於普通教師來說，資源教師是扮演着協調者和宣導者的角色 [7]，資源教師需與普通教師

協調融合生各科的學習內容，又需在校宣導特殊教育的需要，因此由上所述，資源教師多是引導者，則使用以

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觀，而資源教師亦是訓練者，以問題為中心的課程觀教導融合生。

五�建議
澳門資源教師數目增長迅速，其扮演的角色甚廣，專業知識面廣，但沒有學位培訓課程，也沒有統一的課

程或資源庫教導融合生，資源教師只能邊做邊學，或參照鄰近地區的教材，因此如澳門需發展優良的融合教育

系統，則需要為資源教師所提供的課程設立資料庫，並進行規範，而資源教師亦可於系統交流，達至文獻所提

及的增加交流機會，既能便於管理，亦能減低課程設計的誤判。

而個別化教育計劃為資源教師設計課程的核心，但現時澳門個別化教育計劃為紙本文件，建立個別化教育

資料系統已是事在必行的事情，既可降低教師的工作量，又可簡化現時複雜的文件問題，進一步與其他資料庫

（例如 ：醫療記錄）建立聯繫，以達至資料系統化。

六�研�趨��展�
現時澳門融合教育仍在發展階段，對於課程框架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因此澳門資源教師在設計課程時獲得

很大的彈性，這樣對融合生會否有更好的優勢，這留待研究者們進一步研究發現。

另一方面，隨着 2020 年制定的第 29/2020 號行政法規，並於 2021-2022 學年起生效，個別化教育計劃迎來

了更新，此法規規定個別化教育計劃需包含的內容，且第二十一條亦規定了制訂或修訂個別化教育計劃的程序

[8]，由此可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正進一步規管個別化教育計劃，由文獻綜述得知，個別化教育計劃是資源

教師設計課程的核心，政府現時立法規管個別化教育計劃，是否一個合適的時機讓研究者研究規管前和規管後，

資源教師在課程設計上所感受到的不同，是正面的影響，還是負面的？這留待學者們進一步研究才能確定。

未來的研究建議可探討澳門融合教育中資源教師在課程設計的研究，這主題在澳門融合教育研究中是空缺

的，另一方面澳門個別化教育計劃在資源教師設計課程時所扮演的角色，會以個別化教育計劃為核心開展合適

的個別化課程。

融合生的種類繁多，每一個都有其獨特的一面，資源教師為其設計合適的課程，能使其得到平等的學習機

會，現時能夠坐在普通學校中上課，學習知識，為社會作出貢獻，這得來不易的機會，正正是特殊和融合教育

最根本的理念。

��參考��
[1] 蔡亮（2020）．淺談澳門融合教育的產生與發展．白樺主編，澳門青年教師教育論壇 ：澳門回歸二十年

教育的回顧和展望（一版，17-27 頁）．澳門文化公所 & 華藝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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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小學數學問題提出能力的思考
青巧梅

摘� :
隨着新課標的深度實施，學生問題提出能力日益受到矚目和重視。學生問題提出能力的高質量培養，

有利於提升學生數學學習的整體境界、重塑小學數學教學的價值機理。小學數學問題提出能力的有效培養，

有其自身的價值內核和推進策略。

關鍵詞 ：問題提出能力 ；小學數學教學 ；推進策略

新課標更加着眼於學生核心素養的構建，更加細化學段目標，更加強化學生的問題提出能力和實踐運用。

這能對小學數學教學起到標杆意義和奠基效應。人教版小學數學課本中常有 “你還能提出其他數學問題幷

解答嗎？” 這樣的環節，我們應該有效利用、有效開拓，着力培養學生的問題提出能力。

一�小學�學問題提出�力的價值�核
1. 有利於發展學生的數學思維能力

小學數學問題提出能力的有效培養，有利於發展學生的數學思維能力。學生之所以可以提出問題，是

因為經過了他的深度思考。培養學生的問題提出能力，能够提升學生的思維品質，引領學生進行深度探究。

在傳統的 “填鴨式” 教學中，學生的學習欲望被扼殺，學習興趣被消解。培養學生的問題提出能力，有利

於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欲望，有利於吸引學生深入到課堂教學中來，有利於提升課堂教學內容對學

生的吸引力、輻射力、價值力、引領力、驅動力和滲透力。有利於調動學生的思維活動和思維活性，有利

於彰顯和釋放學生的思維動能和思維潜能，“有利於為學生奠定基本的數學學習認知框架①”，促使學生深

度的探究、深度的思考、深度的歸納、深度的發現、深度的生成，進而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投入度。

2. 有利於完善小學數學教學的教學生態

小學數學問題提出能力的有效培養，有利於完善小學數學教學的教學生態。在傳統的小學數學教學的教學語境

中，學生只是被當做了 “移動的學習機器”。老師更加注重於知識碎片化的講解和大劑量的練習題訓練，學生的主

體思維活力和探究熱情沒有得到有效激發和保護，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思維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應有的建構，

學生的思維能力沒有得到有效錘煉，學生學習的能動性沒有被有效激發，學生的主體地位彰顯不足。小學數學問題

提出能力的有效培養，能够克服和規避以上的問題和短板。有利於優化、細化教學路徑，重塑老師的教學理念，創

設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師生雙邊活動，釋放學生的主體活力。因此，有利於完善小學數學教學的教學生態。

二�小學�學問題提出�力的推��略
1. 注意為學生搭建高質量的教學情境

要想高質量的培養學生的問題提出能力，要注意為學生搭建高質量的教學情境。內涵化、探究化的教

學情境非常有利於增強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非常有利於引領學生深度融入到課堂教學中來，有助

於為學生的發問提供氛圍引領和情境支撑，有助於促使學生自主地學習。老師要摒弃傳統的教學思維和教

學慣性，不要把教學內容進行碎片化講解，要注意使用多媒體信息技術對教學內容進行趣味化呈現和形象

化建構，“注意為學生的思維生成搭建通路②”，讓學生覺得親切、覺得有趣、覺得熟悉。依據不同的教學

目標和教學內容，設計成趣味比賽型、情景表演型等多樣化的教學情境。

此外，通過構建不同類型、內涵豐富的教學情境，可以為學生打造開放、民主、自由、愉悅、平等、積極、

向上的學習情境和探究情境，有助於激發學生的思維動能和思維潜能，生成和建構專屬學生自身的思維成

果和認知成果，調動學生學習數學的主體生命活力，為構建學生的數學學習綜合素養鋪路。

2. 着力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

要想高質量的培養學生的問題提出能力，要着力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要多維調動學生，積極撬動學

生的思維，啓發學生從各個維度思考探究，進而激發和調動學生動力和潜能，生成學生的主體思維活力。

注意引領學生進入主動式探究、主動式學習、主動式表達，提升學生的興奮水平和課堂融入度。

3. 注意設置探究項目，為學生發問提供實踐契機

要想高質量的培養學生的問題提出能力，就要注意設置探究項目，為學生發問提供實踐契機。小學數

學學科本身就蘊含着強烈的生活化、實踐化、趣味化特色。老師要以探究項目為契機，引領學生深度探究、

深度思考，為學生發問創造條件。努力打開學生的學習思維空間，使學生的思維動能和思維潜能得到有效

激發和釋放。因此，需要老師在備課時細細篩選和整理教學內容，哪些教學知識點有利於學生發問，怎樣

呈現，設計什麽類型的探究項目。

例如， 筆者緊密圍繞 “認識克” 和 “認識千克” 兩大探究項目 ：

認識克，引領學生提問 ：

（1）借助生活物品思考克在生活中有哪些應用，請你舉例？

（2）掂一掂，感受 1 克，生活中有哪些常見物品大約重 1 克？

（3）找一找，生活中有哪些常見物品以克做單位？

（4）認識天平，你能說一說生活中常見的計量秤嗎？

認識千克，引領學生提問 ：

（1）借助生活物品思考千克在生活中有哪些應用，請你舉例？

（2）掂一掂，感受 1 千克，生活中有哪些常見物品大約重 1 千克？

（3）找一找，生活中有哪些常見物品以千克做單位？

再如，在人教版數學二年級上冊第 26 頁第 5 題（如下 ：）中，我們可以充分利用 “你還能提出其他數

學問題嗎？”，讓學生提問。學生可以提出 “求一共” 的問題，可以提出 “比……多” 的問題，也可以提出

“比……少” 的等問題。在提問及解答的過程中，學生的發散思維亦可以得到培養。

下面是中辦 2008 年��會 4 個城市的得��
城市 北京 多倫多 巴黎(li) 伊斯坦布爾
票數 56 22 18 9

總之，在小學數學教學的總體格局中，學生問題提出能力的培養，有其自身的價值內核，也有自身的

推進策略。只要我們深度揣摩、多維把握，就能助力學生問題提出能力的高質量培養。

參考文獻 ：

[1] 馮立盈 . 小學數學教學中學生問題提出能力的培養 [J]. 讀與寫 ：2021（7）：13-15

[2] 陳汝立 . 關於培養小學生問題提出能力的研究——以小學數學教學為例 [J]. 好日子 ：2020（10）：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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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曲線系解題二例
李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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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下旬受邀與本澳某校語文教師交流切
磋戰國時期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莊子的名篇
《庖丁解牛》。此文我三十多年前在中學任教時教
過，今再次備課，悟出了當年未曾想到許多東西
來，是時間讓我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增長了見聞和
知識，更覺得那時只是 “就文論文”，對作者的作
品理解得不深不透，當然教得也膚淺，只是當了個
“翻譯工”，甚覺愧歉於學生。

此文想像奇幻，構思巧妙，善用寓言和比喻，
但是，它是二千多年前古人所作，文字艱深，增加
閱讀和理解的困難。

我精心設計了板書，並考慮了板書的字句隨着
講解作品逐步出現的時間，讓學生逐步隨着我的講
解逐步深入瞭解作品，板書的字句起了直觀教學的
作用。

先從解題入手。
按照教材上的 “作者簡介” 介紹莊子，對此段

中的 “汪洋辟闔，儀態萬方” 解釋一下。
解釋題目，用句子分析法，邊講邊劃出其主謂

賓三個成分。“庖丁” 這詞，學生當然不懂。我用
《范進中舉》中的胡屠戶（他是殺豬，而我們讀的
課文的庖丁是殺牛的屠戶、屠夫）及今天我們習慣
叫法姓丁的廚師或丁廚師。這樣就容易理解了。文
章寫丁廚師 “解” 牛，即宰、殺牛。

一位被人尊稱為 “子” 的，和孔孟老墨諸子並
稱於世的思想哲學家文學家莊子，他怎麼會寫一個
屠戶殺牛的文章，而且還成為名篇，流芳千古？我
用這個問題引起學生閱讀此文的強烈興趣，激發他
們的求知慾。

莊子並非解牛的專家，當然不會寫一篇介紹庖
丁解牛術的文章，那麼，他當時為什麼要寫此文？
又為什麼通過庖丁解牛來說明表達他的理念呢？
接着，朗讀教材的《題解》部分，讓學生知道作者
是用寓言故事來說明養生之道這麼一個深奧的哲理
的。

自然引出此文體裁 ：寓言故事。我舉了中國古
代的 “農夫與蛇” “守株待兔” 和 “愚公移山” 的成
語故事，即寓言。還介紹了外國寫寓言故事的著名
作家伊索、安徒生。我又說了 “井底之蛙” “盜亦有
道”，說這是莊子所寫。再說了莊子另一個令人不
可思議的語言 “鼓盆而歌”，更引起學生對莊子所
寫的寓言的興趣。此時此刻，在學生急欲知道庖丁
解牛是怎麼一回事時，我開始講讀第一段。

首段首句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交代了庖丁
乃御用廚師兼屠戶的身份。這次是遵旨特地為文惠
君（梁惠王）進行一次現場殺牛全過程的表演。我
說這個文惠君興趣真廣泛，也真八卦，吃過美味牛
肉，還須親眼目睹屠戶怎麼樣解牛的。在中國幾千
年的封建專制歷朝歷代中不知是否還有別的君王有
此雅興。不過，出自文學家之手記載下的名篇則只
此一文了。作者連用四個名詞 + “之、所”（結構助
詞）+ 動詞共四個句子，生動地描述了庖子開始解
牛之手足肩足膝並用的動作，同時寫出他進刀入牛
體發出的巨響。哈，這可不是一般的聲音 ：用雙重
否定兩個詞 “無不” 來強調它合於音樂——什麼音
樂呢？ “桑林之舞” “《經首》之會”，都是當時的
流行名曲呀！這段是敘述。

教好中國古典文學作品
傳承優秀中華文化

莫名

第二段是文惠君親見庖丁解牛後的有感而問
“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譯成現代文是 “啊！

好極了！（你的）解牛技術怎麼到達這般地步（程
度、水準）呢？” 這是提問，也是讚歎。

為了活躍課堂氣氛，我先後提了三個問題 ：用
廣東話怎麼說傳神？用普通話怎麼表述？用英語怎
麼驚嘆？

我提出後，讓學生從中選一種來思考，然後由
學生舉手回答。

“嘩！好到極！丁廚師你嘅殺牛技術點解會甘犀
利嘅？

“啊！真太好了！丁師傅你的殺牛技術水平怎麼
會這麼高超啊？”

“Oh!My god!So beautiful?!Why?”
“Oh!My god!Very perfect?!Why?”
“Oh!My god!Absolutely wonderful?!Why?”

（英語有以上三種不同表達方式）
也許有人會說 ：賞析古文就按照原句解釋吧，

搞什麼花樣，還用三種不同語言來 “複製”，完全是
多此一舉，浪費時間！

我 們 不 是 經 常 聽 到 學 生 說 “ 語 文 課 好 悶 呀，
尤其是上古文！” 要讓二十一世紀的青少年學習
二千五百多年前古人寫的文章，文字用法的差異、
時代背景的不同、思維方式的差別、詩文內容的陌
生……本已令學生望文生畏。如果語文老師講的課
“悶”，就導致學生不喜歡上語文課不喜歡上古代詩

文課。要讓語文課真正帶有 “語文味”，老師要開動
腦筋，在不脫離課文內容的前提下，不妨添油加醋
地變些花式，既更好地理解了文句內容，又增加了
語文趣味，打破了 “悶” 的局面。在學生思考選擇
何種語言及怎麼組句表達並舉手回答時，課堂氣氛
自然活躍起來快樂起來哄笑起來。沉悶就化為了有
趣，由畏變成了喜。

文惠君這既贊亦問，才引起了庖丁長篇的回
答，而這篇回答正是莊子要借庖丁說解牛術來闡明
他的養生之道。

我問 ：如果文惠君不發問，庖丁會長篇大論有
點自誇自讚地詳細介紹解牛術嗎？

學生都搖頭表示 “不會”。
如果文惠君不問，庖丁解牛後隨即離去，那麼

莊子所要說的養生之道就無從表達，他寫作本文的
目的也沒法達到。

莊子就是運用這一問一答式來表現主旨的。所
以庖丁的答就是文章的精要部分。

首先，庖丁自述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
矣”，說明他愛好的是研究解牛的理論，遠遠超過
解牛技術了。表明他與一般解牛者很不同。接着他
敘述學習解牛之道的過程，主要三個階段 ：

“始” —— “所見無非全牛者”（用雙重否定加
強肯定語氣）

“三年之後” —— “未嘗見全牛也” （用雙重否
定加強肯定語氣）

“方今之時” —— “神遇” “依乎天理”（點出
“道”）

說明庖丁之解牛道是與日俱進，由淺入深，絕
非一蹴而就的。讓我們看到了一位優秀解牛這是怎
樣煉成的！

這一段對正處在長知識階段的廣大學生來說不
無啟迪借鑒作用。一個解牛者尚且做一行鑽一行愛
一行，我們學習文化科學知識不正需要庖丁解牛這
種可貴的勤學善思的精神？！

為了進一步說明自己解牛 “進乎技” 之好道，
接着他用解牛者使用一把刀的時間來證明三種說
“庖” 的差距 ：

良庖

族庖

庖丁

用刀

一年

一月

十九年

莊 子 在 這 一 段 裡 運 用 了 多 種 修 辭 手 法（ 誇
張、對比、反襯、比喻、排比）讓讀者清晰地 “看
到” “聽到” 庖丁之不同凡響解牛 “道”，而非普通
的解牛 “技”。

沒有比較就沒有鑑別。
這一比，就把庖之優劣差異，比出來了，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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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與 “十九年” 似誇張了些，但不如此寫，怎
顯示出庖丁是 “道” 而非 “技” 呢？

作者在庖丁自讚 “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之後，突然用了 “雖然” 這一轉折連詞，接着寫庖
丁積二十餘年解牛道，但他這位藝精道深的老師傅
現在解牛仍小心謹慎不敢有絲毫放鬆，故現在解牛
總能穩、準、快。“為什麼？” 我問學生。讓學生再
回看前文，思考庖丁優秀的原因何在？良庖和族庖
用刀時間短又何故？因為庖丁學藝三年後 “為常見
全牛也”，那他見到的是什麼？我說他練出了一雙
火眼金睛，似乎 X 光透視到牛的全身的骨骼結構，
故他的刀從來沒有硬碰硬地碰觸過牛的節骨處，都
從骨骼的間隙中進刀，他的刀刃當然就像新的一樣
了。那是他勤學苦練之成果，並非他有什麼特異禀
賦。

解牛之後的庖丁心情神態如何？
請看他的自述 ：“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

躇滿志，繕刀而藏之。”
一位勝利者的形象躍然紙上，呼之欲出！
這短短四句十九字，讓讀者真似乎真的看到了

經過久長的艱苦學習鍛煉終於取得了巨大成功的
人，他站立在我們面前，他露出了勝利的喜悅的微
笑，向人們揮手致意。

我問同學，有人在全校某項比賽例如作文、演
講、歌唱、數學、基本法、國安法、朗誦等頒獎大
會上獲獎上台領獎時，有的運動員在運動會上獲
得佳績後向全場觀眾揮手示意，外國運動員還喜歡
用飛吻來答謝觀眾們的鼓掌歡呼……此時此刻的庖
丁，我們不是也很熟悉也感同身受嗎？

庖丁的答詞可分為兩部分。可以用四個字來概
括，我先說第一個字，讓大家來 “接龍” 完成它。
我在黑板上書寫了 “敬” 字，同學們立即齊聲說出
“敬業樂業”。課堂氣氛十分快活，因為同學們能為

自己深入理解文章而高興。我再問 ：這最後的四句
十九個字，又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他的心情，我先
說第一個字，再讓大家來 “接龍” 完成它。我在黑
板上書寫了 “自” 字，同學們立即齊聲地說出 “自
信自豪”。課堂氣氛更快活了。一個人要 “術業有專

攻”，首要是敬業，勤學苦練，探究一下這 “術業”
的內在聯繫和規律，達到了 “專攻” 水平，並從中
得到無窮無盡的樂趣。庖丁就是解牛者中善於學習
善於探究的佼佼者。他值得我們致敬，值得我們學
習。

聽了庖丁的答詞後，“文惠君曰 ：‘善哉！’ 吾
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庖丁明明講的是解牛道，文惠君怎麼會得養生
焉” ？解牛與養生風牛馬不相及的呀！他怎麼會悟
出這個來的呢？

我的問題讓同學們陷入沉思。
我讓大家再次閱讀課本上的 “題解”，理解了

牛與養生之道有其相同點 ：順其自然、依從客觀規
律。所以看來似乎不相關卻有內在的一致性。我們
更欽佩莊子的 “想像奇幻，構思巧妙，善用寓言和
比喻，文筆豪放灑脫，具有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
了。

莊子用精煉準確、生動形象的語言論證了為人
處世必須順從客觀規律的原則。可是，二千多年莊
子的告誡，他的後代們並未銘記於心，而是屢犯重
大錯誤 ：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增加糧食和鋼產量，大
搞毀林造田，全民煉鋼運動。

錯誤地把麻雀當作 “四害” 之一，上世紀的
1958 年春節後在全國掀起兩次消滅麻雀的運動，共
消滅了 21.1 億只麻雀。造成了一九五九年全國城市
行道樹的葉子幾乎全被害蟲吃光，中國農村也因為
蟲害，產生了嚴重欠收和飢荒。

只顧發展工業卻大肆破壞自然生態環境。
至於二十一世紀的今時，學子們讀書囫圇吞棗

死記硬背，中老年人濫吃昂貴的保健產品以養生卻
反而害生，中老年人日行萬步過度鍛煉運動而嚴
重損害健康的實例時有所聞。都是不順從客觀規律
的人禍。借古鑒今，莊子所闡述之道還值得我們謹
記學習。我們個人和有關部門常常會犯反科學的錯
誤，以致對個人對民族對回家帶來極大的災難和損
失，有的還是血的教訓。我們真應該學習古人的智
慧呀！

本文是二千多年前的古人所寫，其用詞造句，
自然增加學生閱讀理解的困難 ：通假字、一詞多
義、古今意義詞、倒裝詞、省略句、相關成語等，
我認為不必都講，重點講一二個。都講，學生也記
不住，反而會造成學生對古文望之生畏。

我認為本文不少詞，音和諧，難度難懂，不宜
考測。通過教師講解，學生理解了課文，我們的教
學目的也達到了。不宜花大量時間在這些古字詞的
音義和用法的解釋上。

一篇深奧的古文，如果教師運用腦筋讓學生有

趣地去閱讀去接受，進而產生喜歡閱讀中國古典文
學作品，潛移默化地傳承了優秀中華文化，我們教
中國語文的才算盡到了責。

感謝本澳某校讓我有機會重新備課，有了再出
發，有了新的思考新的認識。人們說，一篇佳作，
一部名著，你少年時讀，青年時讀，中老年時讀，
會有逐步深入的新的體驗。

“活到老，學到老”。
此言得之。

板書演示

                                                                                                         廚師      姓氏              宰、殺

庖　丁　｜｜　解　牛 （說養生之道）

                                                               丁廚師    ｜｜    解　牛
                                                                                                                  主                           謂         賓

敍 點明題意 手（之所） 肩 足 膝（動作） 解牛

砉（然） 騞（然） （聲響） ↓

莫不
3 3

中音
合《桑林》 } 舞

曲 藝術
中《經首》 樂

問 技蓋（盍，何）至此乎？

答 所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 誇張

對比

反襯

比喻

排比

三個階段（始→三年後→方合）

良庖

用刀

一年

自己的解牛道族庖 一月

庖丁 十九年

提刀而立　為 之 （自信）四顧（自豪）為 之 躊躇滿志　善刀而藏之（19字）

讚 得養生（點明題旨　篇求點題）

體裁 寓言故事 中國： 農夫和蛇　守株待兔　愚公移山

外國： 伊索　安徒生

莊子 井底之蛙 盜亦有道 鼓盆而歌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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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教育” 是從學生實際出發、實施鼓勵性評
價、注重非智力因素培養，旨在 “使每一個學生在原
有基礎上獲得最大的進步和成功”，在教學方法上體
現了主體性、體驗性和激勵性。我一貫堅持 “有教無
類”，從解決 “學習困難生” 這一局部問題入手以提高
所有學生這一整體的素質，便成為我教學工作的重中
之重。當然，對學習困難生的教育問題是一項綜合系
統工程。現分享一點 “成功教學” 教學信念的實施策
略的看法 ：

（一）確立成功理念

學校和教師應樹立 “成功需求” 理念。人類社會
發展的歷史證明人類社會雖然歷經坎坷和磨難，但是
人類社會總是不斷發展和進步。正如行為科學告訴我
們進步和成功是人的高層次追求。青少年是初升的太
陽，追求進步和成功的欲望更為強烈。因此，每個學
生都有進步和成功的願望。“成功相對” 理念告訴我
們成功是個相對的概念，包括相對於原有的基礎，即
在原有的基礎上取得進步，學生在德、智、體諸方面
都能獲得。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學生（包括學困生）
都能成功。“成功條件” 理念告訴我們學生的進步是
需要主、客觀條件的。營造適宜的教育環境和條件調
動學生的積極性，發掘學生的潛力，使每一個學生在
原有的基礎上獲得最大的進步和成功是學校和教師的
天職。

（二）培養成功心理

教育心理研究表明，教育藝術的本質不在於傳授
本領，而在於喚醒、激勵和鼓舞。人在被激勵的條件
下其自身潛力發揮是平時的二至三倍。自信是成功的
產兒，成功記錄越多，成績越大，自信心就越容易獲
得。不斷爭取成功的機會，創造成功的記錄，對於缺
乏自信的人（學困生）來說尤為重要。“學困生” 既
具有性格內向、過於敏感甚至抑郁、緊張、拘束、不
自然、膽怯的心態，又具有心細、善於察言觀色、有
追求和向往、有較強自尊心的優點，他們的共性就是
缺乏成功的體驗和自信。教育過程中，教育者應能夠
根據學生自身的特點發揮其特長，對他們取得的每一
點進步應盡可能做到及時的肯定和熱情的鼓勵。使其
不斷獲得成功的體驗，增強自信心。實踐研究表明讓
學習困難的學生獲得一次成功的體驗，更會激起再一
次成功的願望，再一次獲得成功就會令他們的自信心
一次一次被加強，從而促進自信心的形成和發展，最
終達到成功的目的。

淺談“成功教育理念”
董秀梅

（三）創設成功體驗

幫助學生（尤其是學困生）成功創設成功機會，
就是要根據學生認知和非認知的特點，從多方面為學
生創設成功機會，誘導他們參與學習活動，產生成
功體驗，從而激發、形成自我學習的學習內部動力機
制。理論和實際證明學習上的多次成功，對於學生的
積極意義和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反復的成功可以促使
學生產生一種內驅力——因為學得好所以愛學，這樣
就可促使學生在積極、愉快的情感支配下主動內化教
育要求，可以促進學生的成就動機發展為其成為社會
的成功者創造條件。除了改革教學方式外，對學生加
強特色教育。學校可通過開設藝術欣賞課，並通過教
學、德育和環境建設等滲透美育教育提高學生的美育
素質。采取開設科技課、舉辦科技報告和創建 “科技
活動示範班” 等措施動員和組織學生參加科技活動。

（四）開發成功因素

1. 改變學生學習困難的關鍵是重視培養學生良好
有效的學習方法和學習習慣。學生掌握了學習方法發
展了學習能力，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就好從根本
上解決學習中的種種困難。

2. 消除學習困難的自卑心理，用 “成功” 激勵自
我提升。培養他們的自信心是教育的關鍵。自信心是
學生學習的重要的心理素質，培養學生學習的自信
心，既是教學手段又是教學目的。這樣既可以保護學
生的自尊心，又有助於他們樹立自信心。

（五）營造成功環境

學生學習困難的有效轉化，離不開良好教育環
境的保障。這就需要學校、家庭、社會和政府通力
合作，以求通過多種途徑的 “外化” 促進學生發展的
“內化”。

從學校角度來說，1、學校領導應倡導科學管理和
民主管理思想，要樹立 “教師不是選擇適合自己教育
的學生，而是要創造適合不同學生的教育” 的思想。
特別要熱愛每個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生，要充滿信心科
學地做好轉化學習困難學生的工作，發揮教師在學校
教育、教學工作中的整體效益，和轉化學習困難學生
的工作實效。2、從幼兒至高中健全完善全面提高學
生素質的教育體系。不再以分數為衡量學生的唯一標

準。3、建立良好的校風和校園文化，把全部學生及
學生全面提高的工作納入良好的校風和校園文化建設
中。

從家中來說，1、營造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是落
實家庭教育的重要保障。家長應對孩子采取鼓勵性措
施和評價策略，追求風趣、寬松和諧的家庭氛圍，對
孩子易受挫傷的自信心悉心呵護。2、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位教師，是孩子性格的第一位塑造者。父母的人
格品德、行為學識對教育子女至關重要。

（六）采用成功激勵評價

傳統的評價有着太多的不足，即用一把尺子，僅
從分數對所有的學生進行分等。這就使學生，特別是
學習困難的學生因此而得不到正確的評價，從而陷入
更加困難的境地。因此，我們要多實行激勵性評價，
實行適應不同層次學生的起點、鼓勵不同層次學生進
步的評價。1、編制適應學生起點的測試。2、根據不
同學生水平確定其要達到的最近區域目標。3、對學
生在原有基礎上的每一點進步或對某些長處有所發展
的都給予鼓勵。4、采用教師評價、學生群體評價、
學生自我評價等多種評價方式。

總之，學生（學習困難的學生）獲得成功是一個
十分艱巨、複雜、曲折的過程，需要教師對學生有赤
誠的愛心，需要教師付出艱辛的勞動需要全體教師、
家長和社會各界的協同努力。而每一個學生獲得成
功，正是對教師辛勤勞動、對家長和社會各界的最好
的報償。

72 73
2022 第 4期 2022 第 4期



教學交流 教學交流

設計意圖 ：
繪本《你為什麼不開花》幽默風趣，充滿了想

像力，深受幼兒喜愛。故事講述的是園丁小熊用盡

心力去照顧一株一直 “不開花” 的植物，每個清晨

與傍晚為它澆水，還把小玩偶放在植物旁陪伴它入

睡，直到和它說 “晚安” 才離開等，最後，當小熊無

奈地把植物拔出來，發現植物長 “顛倒” 了，它並不

知道自己種下的是紅蘿蔔，與此同時，地底下也出

現了一連串兔子們吃紅蘿蔔的詼諧場面，小熊與兔

子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最終在地面相遇了，

故事也在此嘎然而止。

這本繪本的特色是畫面生動，文字簡短，分為

地面和地底下兩條故事線同時進行，為幼兒提供更

多想像的空間，幼兒可以透過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不

同的空間裏表現自己對故事的理解與猜想，還可以

利用繪本結尾小熊與兔子的相遇，大膽地進行故事

的續編。澳門《幼兒教育基本學力要求》的語言領

域指出 “能有表情地演繹故事，並嘗試進行表演”，

以及 “能根據圖書畫面信息及故事情節續編或改編

故事”，希望透過繪本《你為什麼不開花》的師生共

讀活動，增強幼兒觀察畫面、理解、講述、創編故

事的能力，另一方面，提升幼兒 自由選擇角色，借

助道具與同伴大方合作表演的能力。

此繪本內涵多元，除了語言領域，還整合了科

學、社會、藝術等領域的內容，蘊涵了豐富的教育

價值，例如了解植物的生長需要的條件、植物的開

花與結果等、如何養成樂觀豁達的心態、如何堅持

做一件事、學會與人分享、感受和體會到生活中事

物的美好等。

目標 ：
一、感受故事《你為什麼不開花？》中的幽

默，學習小熊樂觀豁達，積極向上的心態 ；

二、  透過觀察故事中的背景、人物動作、表情

等細節進行猜想，並運用完整的語言表達出來 ；

三、能根據圖書畫面資訊及故事情節續編或改

編故事。

準備 ：
一、環境物質準備

1. 教具 ：電子繪本《你為什麼不開花？》PPT

2. 繪本畫面內的道具 ：小盆栽、澆水壼、掃

把、枱燈、茶壼、雨傘、布娃娃、開花的步驟圖角

色

3. 扮演的道具 ：農夫帽、兔子頭飾

二、知識經驗準備

1. 幼兒經驗準備 ：曾參與豆類與蔬果的種植活

動 ；有一定的閱讀繪本，講述故事的經驗。

2. 教師經驗準備 ：植物生長的順序概念。

活動過程 ：
一、觀察畫面中小熊的穿戴，猜想其職業，激

發幼兒的閱讀興趣
師 ：小熊是做什麼職業？你是從哪裡發現？

幼 ：農夫，因為農夫工作時太陽太大了，所以

要帶帽子，還有田裡有蟲子，所以要帶手套。

師 ：它會種些什麼呢？

幼 ：它種的是蘋果、香蕉……

幼 ：它種的是種玉米、紅蘿蔔……

師 ：小熊確實像農夫一樣喜歡種植，不過它的

花園裡只種紅玫瑰，原來小熊是一個園丁， 奇怪的

是，它有一株植物沒有開花，為什麼呢？

課例研究 I.3 級語言綜合活動：
你為什麼不開花？

 楊嘉莉　　白　樺

幼 ：因為這株植物不是花。

師 ：到底是不是花呢？小熊會用什麼樣的方法

讓它開花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析 ：幼兒仔細的觀察畫面，透過小熊的穿戴發

現它會種植，並運用已有經驗說出了不同的植物類

別 - 蔬菜、水果等，教師巧妙地將園丁與農夫進行了

概念的 “澄清”，自然的引出故事）

二、 師 生 共 讀， 根 據 不 同 的 線 索， 想 像、 發
現、理解故事的情節

1. 展示小熊的種植工具，請幼兒自由選擇，模

擬小熊照顧植物，並分享其方法

幼 （選擇 “澆水壼”）：我會為你澆水。

幼 （選擇 “掃把”）：我會幫忙打掃乾淨。

幼 （選擇 “枱燈”）：我會給你光。

幼 （選擇 “茶壼”）：我用茶壼給你澆水。

幼 （選擇 “布娃娃”）：我會用布娃娃和你玩。

幼 （選擇 “雨傘”）：我會為你撐傘，你就不會被

大雨淋到。

幼 （選擇 “開花的步驟圖”）：我會教你開花。

師 ：小熊與大家一樣，用了各種的方法來照顧

植物，你們覺得在小熊的努力付出下，最後這株植

物會開花嗎？

2. 故事導讀，觀察繪本 PPT 的上半部分 “地上

的情節”，引導幼兒完整講述小熊照顧植物的過程

師 ：植物遲遲沒有開花，後來小熊對植物做了

些什麼？它發現了什麼？ 

幼 1 ：它把植物拔了出來，看見一個紅蘿蔔。 

幼 2 ：好像紅蘿蔔爛掉了。 

師 ：這個紅蘿蔔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我們一

起來看看地底下究竟發生了什麼吧！ 

（ 析 ： 教 師 先 利 用 繪 本 中 的 “ 道 具 ”， 嘗 試 用

不同的方法照顧植物，在充分調動已有經驗的基礎

上，對故事情節作出初步猜想，這樣能讓幼兒操

作、體驗在前，觀察、講述在後，更好地理解故事

內容）

3. 出示完整的故事圖，重點引導觀察 “地下” 的

畫面，討論兔子吃蘿蔔的情節，完整地講述兔子與

同伴們從發現蘿蔔、準備餐具、搶食蘿蔔以及吃飽

後的種種表現，並配合表情與肢體動作大膽表演

師（模仿小兔子叉着腰、望着蘿蔔，手托着下

巴思考）：小兔子在想什麼？

幼 ：小兔子在想為什麼這裡會有一個蘿蔔。

師 ：小兔子在做什麼？為什麼它這樣做呢？

幼 ：它在拉這個蘿蔔，它想吃掉它。

師 ：小兔子是怎麼吃蘿蔔的？（請幼兒扮演小

兔子抬起頭，用舌頭舔蘿蔔的模樣。）

師 ：你們發現什麼？〈引導觀察小兔子穿了圍

裙，並命名它叫廚師兔〉廚師兔在做什麼？它會說

些什麼呢？

幼 ：這裡有個蘿蔔，你們快過來看看。（扮演

小兔子招手的動作）

師 ：兔子們分別在做什麼？

幼 ：它們在搬椅子、桌子和盤子。

師 ：小兔子們是怎樣分享蘿蔔呢？

幼 ：廚師兔用刀把蘿蔔切開分給大家吃。

師 ：後來又來了一群兔子，它們想做什麼呢？

幼 ：他們會一起吃蘿蔔。

師 ：後來發生什麼事？

幼 ：大家搶蘿蔔吃。

師 ：它們是怎樣爭的？

幼 ：有的拉着別人的腿，有的拉着別人的耳

朵。

師 ：廚師兔呢？

幼 ：它害怕得躲起來。

師 ：後來兔子們怎麼了？

幼 ：它們吃得肚子圓滾滾的，很難受的樣子。

師 ：廚師兔又怎麼了？為什麼？

幼 ：它很生氣，因為蘿蔔被兔子們吃掉，它都

沒有吃到。

師 ：小兔子們在做什麼？

幼 ：它們在清潔洞穴。

師 ：小熊把蘿蔔拔了出來，廚師兔有什麼反

應？為什麼？

幼 ：廚師兔在大叫，因為剛清潔乾淨的洞穴，

現在又變得很骯髒。

師 ：小熊說知道這棵植物為什麼不開花，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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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錯特錯！還把蘿蔔倒過來放，說 “原來它長顛倒

了！”，它覺得自己錯在哪裡呢？

幼 ：因為它不知道自己是種了蘿蔔。

師 ：你覺得它最終真的知道這是什麼植物嗎？

為什麼？

幼 1 ：知道，因為它嗅到蘿蔔的味道。

幼 2 ：不知道，它覺得這是花。

（析 ：分析和理解故事的過程中，鼓勵幼兒透過

肢體動作模仿小兔子們，再透過猜想做這些動作背

後的原因，並推理出接下來的情節，將自己的生活

經驗加到故事裡進行思考，表達對故事角色的看法）

三、透過故事結尾小熊與兔子的相遇，嘗試進
行表演，展開進一步的想像與創編

1. 請幼兒扮演小兔，發表自己的不同看法

師 ：你們猜猜兔子從洞穴裡出來，看見小熊把

蘿蔔倒着放，它會對小熊說什麼？小熊又會如何回

應呢？

幼 1（扮演兔）：你有見過一個蘿蔔嗎？

幼 2（扮演熊）：沒有見過。

幼 1（扮演兔）：那我再去別的地方找找看。

2. 教師與幼兒合作扮演， 引導幼兒根據情節或

畫面線索猜想故事情節的發展

師（扮演兔）：你為什麼倒着放這個蘿蔔呢？

幼（扮演熊）：因為這樣更漂亮。

師（扮演兔）：你知道哪裡有紅蘿蔔嗎？

幼（扮演熊）：超級市場裡有紅蘿蔔。

（析 ：協助幼兒先從一個角色的創作，慢慢過

渡至多角色，續編或創編故事）

四、結束與延伸
師 ：蘿蔔究竟會不會開花呢？ 幼兒可做簡單

的猜想和預測，並與家長到圖書館或利用網上資源

尋找答案後，和同伴進行分享。

（析 ：透過親子合作，學習主動搜集資料，延

展新的知識，嘗試利用圖畫、符號或配合個別文字

記錄和分享生活經驗和感受）

活動實錄

▲ 幼兒利用小熊的種植工具模
擬小熊照顧植物，並分享其方法

▲ 幼兒扮演小兔子抬起頭，
用舌頭舔蘿蔔的模樣

▲ 幼兒透過觀察發現
小兔子拿着一頂廚師帽

基於核心素養的歷史新課程宣導以主題為引

領，有機融通核心素養，教學情境生動而飽滿 ; 以學

科大概念為核心，課程內容有序而合理。近年來，

粵華中學歷史組一直就歷史課堂教學如何落實核心

素養和統整學科知識，採用多樣的教學方式和方法

調動學生生活經驗和學習興趣等進行理論探索和實

踐嘗試，取得成效很大。隨著後疫情時代新媒體教

學的發展，採用將資訊技術與教育深度融合的 “智

慧課堂” 教學模式應運而生，成為教學的新常態。

那麼這節課李老師就是就借助智慧教學策略下翻轉

課堂教學模式，通過創設情境，設計出實踐性強、

任務難度恰當的活動，引導學生主動作業、自主探

究、合作交流 ；即課堂採用專案學習、問題導向、

活動支撐的小組合作探究學習方式，實現了教師、

學生、教學用具等多維資訊的交互與融合，為我們

呈現了一堂精彩紛呈的視聽盛宴。

一、創設生動飽滿歷史情境、激發學生探究意
識

如果說課堂是潤澤學生的沃土，那麼情境則是

潤澤 “土地” 的養料。在智慧課堂策略下，情境創

設有了支撐平台和服務壞境。李老師根據本課的教

學目標和教學內容，設計很多與學生認知結構相聯

繫、與學習目標相關的歷史情境，利用豐富的網路

資源和教學素材創設大量生動的、可視化的學習任

務情境，來激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引導學生積

極思維。

在這節課中，李老師推送很多與本課重點內容

相關的文字材料、圖片資料和視頻材料到學生終

端，如導入環節從學生身邊與熟悉的事件著手，從

亞洲各地達伽馬的塑像導入新課，然後利用平板電

腦的 3D 模型觀察航海工具的結構和模型，讓學生

感受並解釋當時航海科技的進步。

為了讓學生對本課的幾位重要人物的航行軌跡

有一個初步的瞭解，李老師推送 “十五世紀的世界

地圖” 給學生，學生通過自己手中的平板可以清晰

地觀察地圖，小組合作，自主繪製航海家迪亞士，

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的航行路線，最後學生展

示解說這幾條航線的動態 Flash 視頻，這樣不僅清

楚、直觀，而且正好可以檢驗學生繪製的航線正確

與否。這樣設計使學生仿佛回到了那個大航海時

代，感受當時航海家們前仆後繼，敢於面對海上的

風浪，開闢航路的艱辛和探索未知的世界的勇氣和

精神等。

總結時電腦展示學生熟知的一帶一路地圖和澳

門政府的宣傳片，創設生動的社會情境，拓展學生

的國際視野，放眼世界，面向未來，實現新時代的

擔當和使命。

二、借助翻轉課堂小組合作，打造互動高效課
堂。

翻轉課堂相較於傳統課堂更加注重任務驅動下

的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學習。為了充分調動

學生參與課堂活動的熱情，李老師將全班學生分成

5 組，通過教師設計專案問題 ；佈置專案任務、提

出專案要求 ；學生自主合作學習、交流展示（翻轉

課堂）；匯總評價 ；知識拓展延伸等上課流程，組

內分工合作，組際競爭共進，在學科和活動間建立

教學創意及特色評析
——記粵華中學李錫賢澳門公開

課《大航海時代》
石玉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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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平衡點，促進學生知識水準與能力素養的協同發

展。即在促使學生不斷學習、補充歷史知識 , 不斷拓

展自身的知識面的同時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批判

思維能力、生成新知識的能力以及交流與合作學習

的能力，成功打造了一堂學生主動參與與教師引導

相結合的互動高效課堂。

三、注重依託史料，踐行核心素養
歷史是基於史料的一門學科，歷史學科核心素

養的落地也須依託史料。從落實歷史學科核心素養

出發，李老師根據教學內容、學生狀態、學習興趣

對與本課相關史料進行了科學選擇，給學生推送了

豐富恰當的、有價值和不同類型的史料 ：有生動再

現歷史、營造氛圍和情境的歷史照片和漫畫 ; 有形象

反映歷史態勢的地圖 : 有重大歷史事件當事人回憶

的第一手史料（哥倫布航海日誌等）和專家學者對

新航路開拓的相關事件敘述和分析的文字史料（《馬

可波羅遊記》、哥倫布大交換、《西印度毀滅述略》

等）。

教師選取、整理、推送的這些史料給課堂帶來

無限生機，使學生初步掌握將歷史事件置於特定的

時空背景下分析的歷史思維和方法，熟悉史料研習

的基礎方法，很好的培養了學生的史料實證意識。

不但對學生的知識教學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對培養

學生的家國情懷素養起到影響。

四、針對學生差異，實行分層教學
2022 年 4 月，國家教育部頒佈的新課程方案和

標準，聚焦課程育人本質，明確了課程建設的基本

遵循。李老師這節課很好的遵循了國家課程建設的

原則，即因材施教，分層教學。分層教學的目的就

是面向全體學生，正視學生的個體差異，使每位學

生的學習潛能在自己原有基礎上都能得到發展，在

每一節課內都能體驗成功的喜悅。

在這節課中李老師根據學生現有的知識、能力

水準和潛力傾向把學生科學地分成 5 個各自水準相

近的小組並區別對待，然後在課上佈置或分派不同

的專案任務，使這些學生在恰當的分層策略和相互

合作中潛能得到最好的發展和提高。如第五小組設

置的學習任務大多是評價、總結等歷史問題，難度

相對較大，需要學生具備較強的史料實證、歷史解

釋等素養。

另外在作業的設計時，教師也充分考慮了學生

的差異，設計有層次的作業，使不同水準的學生都

有收穫。教師設計的作業，要力求讓所有的學生通

過努力都能完成，而不會帶來過大的壓力。 

五、借助智慧課堂，創新評核方式、監測學情
智慧課堂模式不僅能夠創新教學方法 , 也能夠

創新教學評價方式，老師利用資訊化技術能夠更仔

細的瞭解學生對歷史知識掌握的多寡情況、對某一

部分歷史知識掌握的好壞程度等，結合分析結果，

老師可以根據學生的情況制定針對性的教學方案，

為學生安排更加適合的教學方法，充分尊重初中學

生的個性化發展和心理需求，提高初中歷史教學效

能。

針對課的難點和學生作業反映的易錯點，教師

課後推出重難點精品微課視頻，學生學習突破了時

間與空間的限制 ；通過智慧課堂雲平臺佈置網路作

業，設置答案，快速形成網路作業批改及統計分析

情況，隨時瞭解學生的掌握情況。做到時時學習，

時時互動。 

六、圍繞鮮明主題，涵養家國情懷
主題教學是落實核心素養的必然途徑，本課設

計不是單純知識點傳輸與技能訓練的安排，而是教

師基於學科素養，以文明的溝通和交融、共用互鑒

為主題而展開厚植家國情懷的教學。李老師在這節

課中通過結構化的方式優化和簡化課程內容，聚焦

核心素養，突出本課的主題，讓這節歷史課程集知

識性、實踐性、人文性、科學性於一體，建構起翻

轉課堂下有深度有趣味的活動型課堂教學。

大航海時代，人口遷移，族群混和 ；物種交

換，新舊大陸 ；商品流動，世界市場 ；從多元獨

立到多維互聯，從孤立分散到會合整體，全球貿易

聯繫、文明溝通之路開啟。粵港澳大灣區處於 “一

帶一路” 樞紐地位，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

澳門作為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西岸發展的核心引

擎，正全力把握時代機遇，以一個中心、一個平

台、一個基地的定位，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一帶

一路將進一步造福沿線國家人民，是促進世界各國

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

所以本節課李老師通過四個小主題，即鄭和下

西洋 - 開拓奮進之路、 新航路 - 交流交融之路、一帶

一路 - 合作共贏之路、澳門 - 面向未來之路，聚焦核

心素養，凸顯價值立意，厚植家國情懷，培養學生

站在 “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高度，理解全球文明的溝

通和交融、共用與互鑒，拓寬國際視野，形成正確

國家觀和世界觀，增強當代世界整體的凝聚、歷史

責任感與使命感。即最重要要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

文明的高度自信和認同。

總的來說，李老師這節課精心準備，教學設計

富於創意，特色紛呈 ；教學過程行雲流水，一氣呵

成 ；師生雙邊關係融洽，學生興趣盎然 ；最大的亮

點就是聚焦學科核心素養，引導學生緊貼時代，面

向未來，厚植家國情懷，充分展示了粵華中學歷史

組的嫺熟高超的課堂教學水準和李錫賢老師作為新

時代大先生的學養深厚，個人教學獨特的風采和魅

力！

今年發布的義務教育階段語文課程標準中，關

於語文課程理念有這樣的闡述 ：突出課程內容的時

代性和典範性，加强課程內容的整合。 在教材的使

用上，過去以單篇教學為主打教學內容的方式已經

不能完全適應新課標的教學要求，更需要我們教師

努力學習如何統整教材，如何在統整中進行新的單

元建構，以豐富我們的語文教學內容。

應課標要求，也應學校呼籲我們要合理使用澳

門教材的指引，本學年我們的新初一語文教學嘗試

將澳門版《中國語文》和人教版《語文》結合起來

使用，希望能整合兩本教材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

法，最大限度地發揮兩本教材的優勢，以幫助學生

的夯實語言基礎，拓展文學視野，提高文化修養。

本文將從兩種教材的優勢、整合教材的原則、

整合中的求新等方面來談談筆者本學年利用兩種語

文教材結合教學的一些做法和體會，希望能為今後

繼續用好澳門版《中國語文》進行語文教學做好一

點準備。

（一）簡述兩種教材的優勢
人教版語文教材，是我們學校初中階段近幾年

一直延用的。其單元編排主要有閱讀、寫作、綜合

性學習、名著導讀等板塊，其中每册還安排了課外

古詩詞誦讀的篇目。入選閱讀板塊的大多是非常經

典的、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去反復品讀鑒賞的篇目 ；

每册六個單元的寫作，也會有特別的主題編排和寫

作方法的指導，這樣的編排使得我們的寫作教學得

以更系統化地訓練、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 ；另外，

其名著導讀板塊，教材提供了非常詳細的導讀方

法，給教師做整本書的教學指導提供了很好的指引。

澳門版《中國語文》作為新編寫的教材，其教

學內容的選定、單元板塊的編排、教與學的方法指

導，都是全新的，其優勢也很多。

筆者認為，人教版教材固然有很多優點，但是

從教學內容的角度來看，其實有點多了。以我們

整合開發，守本求新
——關於兩種教材結合教學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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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的教學課時要完成人教版教材六個單元的教

學，其實是不可能的。相較於人教版教材，《中國語

文》在單元的編排上只安排了四個單元，教學內容

的編排與澳門地區的課時安排還是比較契合的。

而在單元板塊的編排上，澳門版教材比人教版

教材會更系統化，它每個單元都安排了 “閱讀——

聆聽——說話——寫作——整本書閱讀指導” 一條

龍式的教學板塊，且每個板塊都會有比較具體的學

法指導和評價機制，這對一線教師的教學是非常有

指引作用的。

除此之外，在閱讀板塊的篇目選定上，澳門教

材也基本選入了人教版教材上的一些非常經典的篇

目，例如《木蘭詩》《阿長與 < 山海經 >》《老王》

這些人教版教材上的經典篇目，澳門教材同樣也選

入了，而澳門教材除了選入經典篇目，也選了一些

能反映澳門地區特色或特別能反映中國或澳門傳統

文化的一些篇目，如 《在澳門，想到諸葛亮和白居

易》《本命年的回想》《荔枝》等。     

（二）整合教材進行教學的基本原則
在將兩本教材進行整合教學的嘗試中，我們不

是簡單地從人教版挖取一些閱讀篇目，然後再從澳

門教材挖取一些篇目，而是嘗試從單元內容主題的

相關性、教法學法的一致性、從閱讀到寫作訓練的

系統性等多方面考慮，來整合兩本教材的教學內

容，以專題的形式將教學內容進行重組，每個專題

內部在內容和學法上兼容兩本教材的優勢。例如，

在研讀人教版前三單元和澳門版教材前二單元的教

學內容後，我們從中整合出了一個以 “平淡生活的

美好” 的教學專題，內容涉及精讀篇目 ：《滋味》

《秋天的懷念》《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自讀篇

目 ：《本命年的回想》《在澳門，想到諸葛亮和白

居易》；聆聽與說話 ：童趣分享會 ；寫作 ：一件

趣事。這樣整合後，能够既兼顧了人教版的經典篇

目，又能按照澳門教材各板塊形成一條龍的體系進

行教學，能够有效地進行閱讀教學指導和開展聽、

說、寫的能力訓練。

在整合了教學內容，確定了專題教學任務之

後，在教學中我們會遵循語文教學之 “本”，這裡的

“本”，既有基本學力要求之本，又有課標之本。我

們的課堂教學以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為

目標，也嘗試結合新課標的相關理念來進行教學設

計。

在課程理念方面，新課標提出 ：立足學生核心

素養發展，充分發揮語文課程育人功能。我們在整

合兩本教材教學的過程中，也非常注重貫徹這一理

念，所謂 “守本”，即守住語文教學立德樹人的根本

底線，守住語文學科特有的育人價值，追求文以載

道，以文化人。在整合兩本教材進行建構的專題學

習中，我們注重以促進學生核心素養發展為目的， 

以識字與寫字、閱讀與鑒賞、表達與交流、梳理與

探究等語文實踐活動為主綫展開教學。通過整合兩

本教材中的單元篇目閱讀，教學中注重指導學生在

閱讀中表達，在閱讀與表達中積累語言、發展思

維、進行審美、傳承文化。例如在《滋味》的閱讀

教學中，我們定了以下幾個維度的目標——

語言目標 ：

1. 順暢且有感情地朗讀課文，語氣、節奏能隨

文章的情感變化而變化。

2. 通讀課文，摘錄自己最有感觸的語句或片

段，並概括自己的閱讀感受。

思維目標 ： 

1. 梳理文章的典型事件、具體情感，理解叙事

散文用典型事件表現主題、選擇多種表達方式的表

現情感的特點。 

2. 通過細節描寫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具體

語境下品讀和感受語言的魅力。

價值目標 ：

在閱讀中，能够領會事件傳達的豐富情感，理

解文章所寫的各種 “滋味”，發現、感受平淡生活中

的美好，珍惜人生的各種體驗。

通過落實以上教學目標，我們嘗試帶領學生從

語言積累走向文學審美，由閱讀走向生活，激發學

生的寫作熱情，培養學生的遷移思維，提高生活審

美意識。例如，在課後的隨筆寫作中，同學們根據

本課所寫的事件遷移到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生活

中一件有 “滋味” 的事情，有同學寫了一件自己由

害怕與人交往，到走出自己懦弱的桎梏，慢慢打開

心扉，樂於與人交流分享的故事，她在開頭和結尾

寫道 ：“升上初中，學習語文書上的《滋味》一文，

我很有感觸。世界上有千千萬萬種的滋味，而有些

滋味最為特別，需要我們用心去體會，才會懂得珍

惜生活中的一切……這是一種什麼滋味呢？像是初

生的嬰兒，像是春天的嫩芽，我們都在接受新的事

物，在成長，在展現自己。嬰兒會長大成人，嫩芽

會長成大樹，我們會與過去的難題和解。我將窮盡

一生，去體驗這種滋味。”

（三）整合中的求新
整 合 兩 種 教 材 教 學， 我 們 既 要 守 本， 也 要 求

新，緊追新課程標準的要求，打破以單篇教學為

主、知識傳授為主的教學模式，嘗試進行多篇聯

讀，也嘗試設置生活情境，引導學生在情境中學語

文，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新課標之下，我們的語文教學應著力於打通語

文學習和生活的關卡，打通課堂教學和時代脈搏的

關卡，讓語文課是語言文學運用的課堂，也是生活

審美體驗的課堂。

在整合兩種教材教學的過程中，我們嘗試創設

語文學習的情境，讓學生置身於富有意義的情境活

動中學語言、用語言，從而培養學生靈活運用語言

的實踐能力。例如，兩種教材都有選錄《論語》的

相關內容 ：人教版選入十二則，內容涉及學習方

法和學習態度、個人品德修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等，澳門版選入五則，都是關於君子與小人的相關

闡述。我們在教學中對兩種教材所選的《論語》進

行了整合教學，設置情境引導學生理解課文，汲取

我們民族優秀文化的精華，獲得生命的啓迪。 例如

在人教版《論語》相關內容中有這麼一則 ： “子曰 ：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在學習這一則

時，我們關聯澳門版教材所選的語錄，創設了這樣

一個情境 ：“在我們身邊，你認為哪些人的行為表現

也襯得上（或者能夠大致符合）這個 ‘賢’（或 ‘君

子’）？ 請你仿照橫孔子贊顔回的句式，用 ‘賢哉’

誇誇我們班的 ‘賢者’ 或 ‘君子’。” 這一情境設置，

立刻讓書本上生硬的道理變成鮮活起來了，同學們

情緒高漲，逐個地去誇贊班裏的 “賢人”。這樣的情

境式教學讓學生既理解了這則語錄，也發現了同學

的閃光點。有同學在課後的隨筆中就熱情洋溢地誇

贊了他們的語文課代表鄭同學，寫了一篇《賢哉，

博瑋》的小文章，這篇文章後來也發表在了《華僑

報·華青版》上了，其中他寫道 ：“最近，我們學了

人教版語文書上的《< 論語 > 十二章》，其中有一

句話是這樣的 ：‘子曰 ：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

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

回也！’ 這句話本是孔子贊賞其弟子顔回的話，但

被我們班的同學改成了 ‘子曰 ： 賢哉，博偉！一摞

書，一支筆，在課室，人不堪其憂，博瑋不改其

樂。賢哉，博瑋！’ 我覺得改得十分妥當，博瑋

同學毫無利己，專門利人，幹活從來都是 ‘拈重怕

輕’，服務同學缺從來沒有怨言，他的精神可以稱之

為 ‘賢’”。

以上三方面，就是關於筆者在本學年做兩本語

文教材進行整合教學的一些做法和體會，希望在今

後的教學中，能夠繼續用好兩本教材，最大限度地

發揮好兩種教材的優勢，在語文教學中用最豐富、

最精彩的教學內容來達到 “立德樹人”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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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課本裡有一篇題為《畫楊桃》的

課文，文章講的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孩子根

據自己看到的楊桃形狀，將其規規矩矩畫

成 “五角星” 的故事。孩子將楊桃畫成五

角星後被同學無情的嘲笑，聽了同學們的

評價，老師做了一些別有深意的舉動 ：他

先是自己坐到 “我” 的座位上觀察那個楊

桃，再讓其他同學逐一坐過去觀察。在大

家都看完之後，老師才和顏悅色地說 ：“提

起楊桃，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看的角度

不同，楊桃的樣子也就不一樣，有時候看

起來真像個五角星。因此，當我們看見別

的人把楊桃畫成五角星的時候，不要忙著

發笑，要看看人家是從什麼角度看的。我

們應該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是什麼樣的

就畫成什麼樣。” 把楊桃畫成 “五角星” 的

孩子因此得到了終身受用的教誨。

通常情況下，教這篇課文的老師，

會一步步引導學生理解 “看問題或做事情

不能憑空想像，要從客觀出發，要實事求

是，不要妄下結論” 的主旨。

今天突然想起這個小故事，再次咂摸

一番，更加覺得其中的道理耐人尋味。

面對同一個楊桃，你畫成了楊桃的形

狀，他畫成了五角星的形狀。問題是，畫

完之後，誰的畫兒都沒問題。

由此，我還想到了另一個有意思的故

事——出自《大般涅槃經》的盲人摸象。

這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幾個想知

道大象長什麼樣的盲人，在終於有機會親

手摸一摸大象的時候，發出了人人各異的

驚歎 ：“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菔根 ；

其觸耳者，言象如箕 ；其觸頭者，言象如

石 ；其觸鼻者，言象如杆 ；其觸腳者，言

象如木白 ；其觸背者，言象如床 ；其觸腹

者，言象如甕 ；其觸尾者，言象如繩。”

摸象之後，盲者們爭論紛紛，在他們的手

掌下，大象是箕是石是床是繩子……大象

被描繪成了各種各樣的東西，可大象唯獨

沒被描摹成大象真正的樣子。

最後，應允盲人們摸象的鏡面王制止

了無謂的爭論，並借機弘揚佛理，啟示臣

民不要妄聽邪論，要切實切身去親近佛法

通達真理。這個佛教故事傳到古老的中國

後，被擅長哲思的宋人賦予了新的哲學意

義，用以諷刺以偏概全、目光短淺的人。

從諷喻的角度看，盲人摸象和畫楊桃

的故事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畫楊桃的故事

從 “觀察” 的視角出發，肯定了從不同角

度觀察事物並相信自己的觀察的觀點 ；而

盲人摸象則以對 “盲” 的否定為出發點，

宣揚要多視角、全方位觀察事物並全面解

讀的道理。

一 群 小 學 生 在 接 受 了 “ 觀 察， 並 相

信從自己的角度所觀察到的事物” 的道理

之後，又要去面對 “觀察，但是不要輕信

你的觀察，要多角度全方位再觀察” 的說

法。到底要怎麼做？聽哪個？誰是誰非、

孰對孰錯？真相、真理到底披著怎樣的外

衣？是相信看到的，還是相信聽到的，還

是相信觸摸到的，還是相信學到的？這絕

不僅是難倒了幾個盲人和一群小孩子的問

題，對任何人來說，它都是一個難題！

孫悟空了不起吧，幾個筋斗雲翻下來

就以為到了天邊的撐天石柱處，撒泡尿留

個記號回去揭曉賭局輸贏時，才發現也不

過是站在了如來的指跟處。神通如齊天大

聖者，在大知大覺面前還是顯得懵懂了。

事實與假像交織在說的人的口中、聽

的人的耳中和看的人的眼中，折磨著消耗

著 “好事者” “求真者” 尋求真相、探究真

理的熱情。分辨真假，真是一個充滿魅力

張
香
娜

又十足冒險的哲學命題，當然更是個大難題。難

的居然能迷惑了火眼金睛的孫悟空，難的居然讓

大聖付出了身負重山五百年的代價。

在 100 多年前，芥川龍之介寫了一些關於人

性暗黑的小說 ；又在大概 70 多年前，黑澤明將

芥川龍之介《羅生門》和《竹林中》的故事搬上

了螢幕。電影版的《羅生門》用粗糲的質感搭配

樸實的黑白畫面，在黑澤明的鏡頭下真實與假像

在人性惡的裝扮下閃爍著詭異又燦爛的光，從上

映到今天的這麼多年裡，一直讓觀眾咀嚼的相當

不爽滑。

羅生門下的每一個人都像畫楊桃的學生那

樣，站在自己的視角描述他們看到的 “事實”，

男人女人武士盜賊都在鎮定地自圓其說，巧妙地

彰其正義。面對同一具屍體就像面對同一個楊桃

一樣，人們開始了一次次輪換座位講故事的搭

建、推翻和重建，甚至連死去的武士都被作者給

予了站在自己的角度發言的機會。

一輪一輪的場景再現，是文過飾非還是偷樑

換柱？是角度不同的認識偏差，還是載入了個人

烙印的真實表述？恐怕連做了鬼的武士也不敢說

知道，而我們旁觀者也僅僅是通過故事得出了人

性只有比惡更惡的惡的結論，其他的，沒有了。

就像大部分有關真假的問題一樣，沒有答案就是

答案本身。

你看，我們剛剛還在說畫楊桃和摸大象的寓

意，現在又來講 “羅生門” 裏的醜惡。草芥如我

之流也妄圖窺探人性本真，由此也就不難看出人

類試圖參透人性的努力是從未停止過的。並且，

從 “真實與假像” 的關係胡扯到 “認識與表述”

的關係，也不過僅僅只需 “隨便地說一說” 這麼

一小步。

人的思想真是有意思的東西啊，非要從一

顆楊桃去看一扇城門。明知 “真實與假像” 是

客觀卻不可知的，明知 “認識與表述” 是主觀

卻不可抗的，還偏偏要試圖參悟一二，豈不怪

矣？

住在鋼筋水泥築成的格子間裡的人，通過

大小不同的螢幕聽世界觀天下。驟然升起的蘑

菇雲讓一些人變得異常興奮的同時，也讓另一

些人雙手合十默默垂淚。就像羅生門下有著比

惡更惡的惡一樣，這世上還有我們無法輕易看

穿的比真更真的真和比假更假的假。

真實世界自有它的真實，但那些真實並不

能左右一些人眼中已經嚴重主觀了扭曲了的認

識世界。不談也罷！有時，坐在什麼角度看不

是問題，站在什麼角度說才是關鍵。坐觀即厚

道，慎言便善哉！

一家之見自不敢言于智者，但求為子女計

深遠的父母、傳道授業解惑的師者、慣於讒言

謗擊的佞人，再要對事妄下結論對人亂定生死

時，還請三思之而後慎言之緩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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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 “元宇宙”

近年，一個帶有信息時代數字化特色

的名字 “元宇宙” 進入人們視野。對大眾

而言，好奇又疑惑，它，能實現嗎？它，

將會給世界帶來什麼？

資料顯示，“沙盒遊戲” 上市，數百億

美元市值引發元宇宙持續升溫。扎克伯格

曾說，元宇宙是融合了虛擬現實技術，用

專屬的硬件設備打造的具超強沉浸感的社

交平台。常人看元宇宙僅以為是取代 “第

二人生”。其實，這一波浪潮可真不是新

瓶裝舊酒 ：首先，只要文明不熄，元宇宙

將不滅。因為它將伴隨人類世界本身而存

在 ；其次，元宇宙將去中心化，如國際互

聯網一般，只存在熱點區域與貧窮之分，

惟不可只有一個中心。故將催生並存在接

入元宇宙的開源共享協議 ；最後，元宇宙

必須與現實相連。目前虛擬現實社交、購

物與遊戲，是以依附的方式存在，依附代

表安裝，能安裝即可卸載。只有操作系統

級才能創造一個新生態，操作系統是成為

元宇宙的潛力所在。同時，遷移的暢順有

賴底層協議，“賽博朋克” 設定僅屬過渡，

目前以手機等設備並存是必然的。以手

勢、眼神去操控，語言也成為助手。眼球

跟蹤、手勢識別甚具前景，簡單的僅使個

眼神，複雜的利用雙手可成事。

從技術層面看，互聯網巨頭們基於底

層架構開放、開源，開發商利用元宇宙提

供接口，每一個應用程序都是一小世界，

以手勢、語音通過虛擬界面啓動，無常

規，裡面的世界由你創造。“用戶為王”，元

宇宙與現實世界高度連通。誠然，當前面

臨區塊鏈問題，因 “巨頭” 們不開放各自數

據。而元宇宙本身就是操作系統，故問題

可迎刃而解，因為系統本身留下接口，整

合成為可能。或許，國際行會組織可充當

協調開發商們的底層開發，形似 5G。

元宇宙是一場現實世界與數字世界

的接口革命，沉浸式體驗將最終戰勝抽象

的程序界面。現實世界也將通過沈浸式體

驗與數字世界無縫連接。元宇宙非逃避現

實，須清晰數據源自真實世界，屬真實世

界的一部分，作為兩個世界的接口，元宇

宙本身就是現實的鏡像，即一體兩面。

由哲學視角來看，虛與實，陰和陽，

矛跟盾，男配女，天對地…… 均為一體兩

面。各自以對方為存在前提，一方亡則另一

方必逝，現實與虛擬亦然。人類發展至今，

其擁有的想象思維、創新能力帶來了今天的

世界，也必將再上一台階。近代互聯網信息

時代浪潮席捲全球，數字化催生了人工智

能，一切來得如此迅猛，遠遠超出凡夫俗子

的預期。經過多年積累，軟件硬件的換代，

互聯網巨頭們蓄勢待發，爭嘗元宇宙這隻

“巨蟹”。我相信，元宇宙會到來。當然，

如何在法律、倫理、行業規則等方面取得平

衡，必經磨合過程。正如當初互聯網虛擬支

付，網上購物，世人也曾走過適應期，成為

當今理所當然的日常行為。

身為教育工作者，展望未來，相信元

宇宙將帶來在線教育新形態，打破時空限

制，資源共享，提高效率，讓很多實驗變得

“零” 成本，特別是視覺沉浸技術將大大提

高教學效能，“零風險” 令探究式學習成為常

態，使協作式學習變得便捷……前景無量。

縱觀人類發展史，文明源自創新，創新

推進文明。橫察當下中、美、日、韓等各大

元宇宙開發商你追我趕，各出奇招，各具特

色。元宇宙胚胎正在發育，終將呱呱墜地，

長大成人，走近你我，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我正期待，我在準備。你呢？

脫
凡
塵

挪威名城  卑爾根    
余惠玲

世上有很多美若出塵的地方，挪威峽灣便是其中之一。來到卑爾根參加熱門活動 “挪

威縮影” 峽灣遊，遊覽挪威峽灣的壯麗深邃及感受寧靜優美的自然景色。古城 “卑爾根”

或許對許多人來說感到陌生，其實它是挪威的第二大城，也是進出挪威遐爾聞名峽灣的

起點，這個位於七大山城之中的峽灣城市，由於常年下雨，有 “雨都” 之稱，但卻也因

為這樣，為這個美麗的北歐峽灣城市增添了迷離的朦朧感。

挪威擁有狹長型的特殊峽灣地形，卑爾根位於挪威西部，是一個依偎在山中的古城，

並沒有太多的商業氣息，有的只是一排排簡單雅緻、順著山城攀爬堆疊而建的五顏六色木

屋建築，和四處充滿著綠意的公園或是古意盎然的街道，那是一種彷彿置身在童話故事裡

的驚嘆，這一生若能探訪一回這般北歐風格的童話小城，相信會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幸福回憶。

卑爾根的布里根區，並列成排的古老木屋，塗上著繽紛色彩的外觀，就在魚市場不

遠的港灣碼頭，這裡不僅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美麗的港灣與獨具特色的布里根木屋群，

常是明信片最多使用的，更是旅行者最熱衷取景的著名地標。因此來到這裡，可別忘了

到布里根碼頭的對岸拍一張屬於自己旅行足跡的明信片，尤其是經過雨水洗禮後的布里

根木屋群，靜然地在彼岸輕輕搖曳著清新姿態，綺麗港灣景緻在這一刻盡收眼底。

除了這般世界遺產的美麗古蹟建築群外，欲飽覽整個卑爾根市區的最佳方式，就不能

錯過登上佛洛伊恩山，從布里根碼頭步行約十至十五分鐘，可以在山下搭乘纜車至佛洛伊恩

山頂眺望整個卑爾根市區以及港灣，天氣好的時候，還能看見遠處的翠綠山群層疊聳立，並

遠眺港灣間來往的船隻、和那寬廣的海灣天空相連的景緻。卑爾根市區並不大，最好的方式

是步行在充滿中古世紀的街頭巷弄間，悠閒地穿梭在石砌的街道上，有時候一個轉角，那徐

徐吹拂著海風的港灣就躺在五顏六色的童話木屋間，像是遠遠的招著手，展現迷人的風釆。

卑爾根也是著名的漁港，當然到這裡就要去魚市場逛逛，買些新鮮的海產品嚐一番。

走進這裡的魚市場，有別於一般傳統魚市場充滿著魚腥氣味，只有潔淨的環境和琳琅滿

目的海鮮在各攤位間等候顧客上門。若有足夠的時間停留，不妨靜雅閒適的坐在魚市場

外搭建的棚椅間，一邊欣賞著遙遙對望著的布里根木屋群，在這般的愜意情懷中，盡情

感受被環抱在這美麗優雅港灣的氛圍裡。

▲ 在山下搭乘纜車至佛洛伊恩山頂眺望
整個卑爾根市區以及港灣

▲ 雨後陽光穿透雲朵灑向卑爾根市全景及港灣，景緻
甚是優美，是值得探訪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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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貨市場上新鮮的海鮮漢堡 ▲ 繽紛色彩的木造房屋，在卑爾根市處處可見

▲ 特色觀光汽車 ▲ 位於港口東側，一排尖頂、色彩繽紛的木造房

▲ 山城卑爾根的許多木屋建築沿著山攀爬而建，
形成具有獨特風格的市景

▲ 海鷗在天空中盤旋，為城市添加了活力與生氣

▲ 紅色結構的建築外觀非常醒目 ▲ 人群穿梭於熱鬧非凡的街道上

護 生 軼 事 
周樹利

人物 ：司儀 / 面試老師

琪 ( 護生 )、 怡 ( 護生 ) 、 芳 ( 護生 )、  師

( 師姐 ) 、 碩 ( 流感疫苗接種者 ) 、 妹（碩妹）

李 [ 李女士 ] 張 [ 畫外音 ]

（音樂淡入，淡出，台前燈淡入）

開 場 白

燈淡出，音樂淡入，淡出，燈淡入

司儀 / 師 自台前側入

司 ：《護生軼事》呢齣戲係講出之後，

從中知道咗我哋護士學生學習同生活上嘅

一啲點點滴滴，從而感受到護理學院學生

所帶畀我哋嘅一啲正能量。呢齣戲一共分

四場，好嘞，唔阻大家嘅時間，而家，請

大家欣賞一共分為四塲嘅《護生軼事》:

( 感恩 ) 喇！

第一場   感 恩

景 ：（會客客／面試室）

人物 ：老師 琪琪 

1. 師 ：（把面試文件放回文件夾）

2. 師 ：琪琪，聽講話，你係被保送去

北京醫學院嘅咘，係咪呀？

3. 琪 ：係。

4. 師 ：咁好嘅機會你都放棄，係咪怕

辛苦呢？

5. 琪 ：唔係！

6. 師 ：為咗留低照顧屋企人？

7. 琪 ：係……唔係得曬。

8. 師 ：你媽媽係鏡平小學嘅退休老師

（琪點頭）而家仲週不時參加退休員工嘅活

動，係咪？

9. 琪 ：我哋家庭環境唔算好，爸爸前

幾年去世，去世前病過兩次，做過一次大

手術，好彩因為媽媽嘅關係，唔洗為手術費，

住院費，醫藥費煩惱……

10. 師： 我明白嘞，你今次留低響澳門，

除咗要照顧麻嫲媽，係咪仲有一份感恩嘅

成分呢？

11. 琪 ：其實唔止咁簡單……miss，我

怕阻住你面試時間嘛 。

12. 師 ：唔阻，唔阻，你今日係最後面

試嘅一位 ，我要問嘅嘢都問完。我想知道

一下你所講嘅報恩係指啲乜嘢咁啫。

13. 琪 ：聽嫲媽講，幾拾年前嘅澳門，

仲係一個貧窮落後嘅地方，賭場只有一間，

澳門人靠做造神香，整炮仗，同埋靠出海

捕魚維生。

14. 師 ： 係呀，澳門五、 六十年代甚至

七十年代初就係咁樣一個地方。

15. 琪 ：當時嘅澳門人都好窮，有兩餐

食已經係好好彩唧嘅嘞，萬一病咗就連醫

生費，藥費都交唔出。

16. 師 ：係呀，係呀，你繼續講埋落去。

17. 琪 ：當陣時，爸爸仲細，靠亞爺阿

嫲搓神香維持一家人嘅生活。後嚟阿爺因

為得咗肺病 ，入住鏡湖醫院三等病房（傷

感地）死嘅時候，住院費，連棺材山地費

都要由鏡湖醫院慈善會出埋。

18. 師 ：（恍然大悟）哦，我明白嘞。

你留番響澳門就係為咗報恩！

19. 琪 ：（點頭）回饋社會嘛。

20. 師 ：（欣賞地）琪琪，連國內咁有

名嘅醫科大學都肯收你。放心，只要你嘅

體檢冇問題，我哋一定唔會令你失望嘅。

21. 琪 ：多謝 Miss 。

22. 師 ：好晏㗎嚹，你仲要返屋企幫嫲

媽手㗎。（與琪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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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琪 ：（站起）多謝 miss 。

（燈漸暗） 

轉換場景時 司儀 / 老師可在幕前或幕

後解說

第二場 略施小計 

景 ：預防流感藥苗注射站

人物 ：琪 師 怡 碩 珊

24. 師／司 [ 畫外音 ] ：就係咁，琪琪

就成為咗我地護理學院嘅新同學嘞。對琪

琪嚟講，學院嘅一切都係咁新鮮，咁充滿

戲劇性嘅，而家就睇下，琪琪打嘅第一針

嘅時候發生咗啲乜嘢趣事？！

25. （燈漸亮）琪正在準備工作

26. 琪 ：（做好準備工作）搞掂！

27. ……

28. （揚聲器畫外音）：下一位 104 號 （角

色需求，身材似運動員）

（碩滿臉神色慌張隨怡上）

29. 碩 ：我，我都係有啲驚呀，亞妹。

30. 妹 ：亞哥，我哋成家人都打曬流感

針喇，仲差你一個未打咋。都嚟咗咯，而

家仲想縮沙？！

31. 碩 ：姑……姑娘，我都係唔想打呢

次嘅流感針囉。

32. 師 ：陳先生你怕咩啫，坐低啦。

33. 碩：我咁大個人，好少，好少打針，

我怕痛（轉身要離開，師，妹合力將碩按

在椅上）

34. 琪 ：陳先生，打流感針對你對大家

都有好處㗎，你驚痛埋擰轉頭唔睇囉，好

快就打完㗎嘞 （碩勉為其難地坐下，將衣

袖向上拉，左手把雙眼蓋住）

35. 碩 ：（突然尖叫）救命呀！

36. 琪 ：陳先生，針都未打你咁大聲做

咩啫？

37. 碩 ：（用右手向下指）姑娘，你，

你踩住我隻腳呀！

38. 琪：（不安地）對，對唔住（把腳移開）

39. 師 ：陳先生，坐好，今次唔會踩親

你㗎喇。

40. 碩：（欲站起，被眾人按回坐在椅上）

姑娘我都係等到有流感先至打啦。

41. 師 ：（向琪示意，再向碩）陳先生，

都話打流感針唔會痛咯，乖，學頭先咁坐好， 

一隻手扯高衫袖一隻手遮住雙眼啦。

（碩戰戰兢兢地按指示坐好，芳怡向琪

示意並與怡合力把碩按住不動）

42. 師 ：( 高叫 ) 哎呀哎呀（同一時間

琪為碩注射）

43. 碩 ：（抬起頭向怡） 發生咗咩事？

吓？發生咗咩事 ?（欲拉下衣袖）

44. 我，我都係唔打咯（本能地按住棉

花球）

45. 琪 ：陳先生，多謝合作，你嘅流感

針打完啦。

46. 琪 ：多謝師姐。（向碩）多謝你嘅

合作，我第一次同人打針成功咗啦（碩感

意外）

47. 碩 ：（故作英明神武地）唔駛多謝，

小意思，小意思（向琪）多謝你就真。姑娘，

你好有經驗，打針一啲都唔痛，下次一定

再搵你。

48. 師 ：（向妹）你帶陳先生去外面攞

番張證明。

49. 碩 ：（向眾）多謝曬你哋咯。（與妹

同下）

50. 琪 ：（如釋重負地笑著向芳）師姐

多謝你（琪，師相顧微笑）

（燈漸暗，音樂漸入）

第三場 將心比心

景 ：病房

人物 ：李 琪 師

（音樂淡入，琪，芳作注射準備工作）

51. 司 [ 畫外音 ] ：時光飛逝，轉眼又

過咗一年，琪琪係護理學院唧學習、生活

都相當愉快。今日係佢第一次幫病人做靜

脈注射。你地又估下，琪琪今次又會唔會

順利過關呢？

（音樂淡出，燈光淡入）

52. 芳 ：琪琪，今日係你同病人第一次

做靜脈注射，有無信心咁啊？

53. 琪 ：師姐放心，有你指導，一定順

順利利嘅。

（李上）（坐輪椅上亦可）

54. 琪 ：（向李）李老師係唔係啊 ? 麻

煩您俾我對下你條手帶。（琪耐心地對資料，

芳對其工作態度表示滿意）

55. 芳 ：（向李）李老師，今次係琪琪

第一次同病人打靜脈注射針，可能會有啲 

……

56. 李 ：唔緊要 , 唔緊要。

（琪琪作了兩三次嘗試都找不到血管所

在，顯得有點慌張，尷尬 李雖覺有點不舒

服仍強忍著）

57. 芳：（歉意地）李女士真係唔好意思，

不如叫琪琪抖抖，由我幫你打 ……

58. 李，姑娘，你唔使咁心急，咪有

得琪琪自己嚟。個個學生都有第一次嘅啦，

琪琪唔使擔心，我畀個膽你！

（琪琪在師的指點及李的鼓勵下，終於

完成任務，眾人鬆一口氣）

59. 琪：（有點內疚，也有點感激，向李，

師）多謝曬你哋。

60. 李 ：（按著手上棉球，微笑地）姑

娘，琪琪，唔怕話畀你哋知，我個女／孫，

其實都係外邊做護士㗎。

61. 芳，琪 ：啊，原來係咁！

62. 李 ：其實乜嘢都係將心比心嘅啫，

你哋醫院嘅醫生護士，工友同病人關係都

唔錯，唔似得我個女／孫咁，成日搵我訴苦，

話夾係醫生病人中間，好鬼辛苦。

63. 師，琪 ：多謝您鼓勵！

（李，師各握琪琪一手，相顧微笑）

（音樂淡入，燈淡出）

第四場 人間有愛

地 ：校園

人物 ：琪 怡 芳 師

64. 師 [ 畫外音 ] ：時間過得真快，一

轉眼，今年就係琪琪係護理學院讀嘅最後

一年。係呢一年入面，有兩位事係令琪琪

終生難忘，係乜嘢？等我地一齊嚟睇真啲！

（琪，怡拿出手機，各自讀出手機內容

有關報章對醫務人員參與全民核酸檢測工

作的正面評論）

65. 怡 ：好彩我都說服到亞爸亞媽俾我

報名參加全民核酸檢測嘅工作，如果唔係，

咁就錯失咗一次機會啦。

66. 琪 ：係呀，連國內三百幾位護士都

來支援我哋真係史無前例㗎！係呢，乜做

義工你阿爸阿媽都會反對嘅？

67. 怡 ：佢哋話我仲未呀係專業人員，

而且仲讀緊最後咗一年，唔想我分心影響

我畢業成績喎。

68. 琪 ：哦，我阿媽就冇反對我參加

全民核酸檢測啊，佢仲話如果有得佢報名，

佢都會報名參加義工添。

69. 芳 ：你哋兩個喺度有乜咁好傾呀？

70. 琪 ：師姐我哋喺度講返一啲參加全

民核酸檢嘅事。（向怡）係呢咁你又用咩方

法說服你爸爸媽媽㗎？

71. 怡 ：好簡單啫，一嚟唔想想增加師

兄師姐嘅工作，二係學以致用係一次實踐

嘅好機會，三來又係一個服務社會嘅機會

囉

72. 芳 ：叻女喎 , 口才咁好，抵讚啦。

73. 師：哦，原來你哋個個喺度開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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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芳 ：老師唔係開小差呀，趁住午飯

時間出嚟傾下計咋嘛！

75. 師 ：（向琪）你過嚟呀我搵得你好

辛苦呀，呢部電話入便嘅話係講畀你俾你

聽㗎。（把手機交到琪琪手上） 你仲記唔記

得張大嬸呀？

76. 琪 ：我喺三等病房習時候照顧嘅嗰

個張大嬸？

77. 師 ：係呀，佢尋晚走咗喇，走之前

仲好清醒，仲叫我將個電話借畀佢。佢想

對你講嘅嘢已經錄咗部電話入面呀。

（琪不覺太意外卻感到有無言之痛）

78. 師 ：佢走得舒服嘅，唔好太難過。

（琪猶豫片刻按音鍵，音樂淡入）

79. 張 [ 畫外音 ] ：琪琪，好多謝你呀，

響我住院時遇到你，因為疫情影響咗全世

界，我…我喺外國唯一親人，我個侄孫呀，

今次連返嚟見我最後面機會都冇呀。（咳）

琪琪你知道嗎？有你嘅出現，我痛都好似

痛少咗。好多謝你肯聽我講我心事。多謝

你扶我去廁所屙屎屙尿，好多謝你咁細心

幫我沖涼洗頭。（咳）嗰啲響澳門所謂嘅親

人都冇你對我咁好呀。一見到我由二等病

房轉入三等病房就冇人嚟探我，怕我冇錢

會連累佢哋… （咳）老實講，孤零零走完

人生最後一段路 , 有邊個話唔驚㗎，好彩

遇到你 呢個貴人，總時不時講啲開心嘅嘢

嚟開解我。我開心，我留低嘅身家就唔多喇，

但係已經請社工幫我辦好曬手續，送畀鏡

湖慈善會㗎啦，（咳）。我託姑娘留低我侄

孫嘅電話號碼畀你。佢知道你係邊個嘅嘞。

有機會你同佢通吓電話喇，等佢知道你係

邊個都好呀。以前我覺得呢個世界冇咩值

得留戀。但而家我就好唔捨得罅。琪琪我

真係好想見多你幾面，不過唔緊要啦，我

知道你將來會好得醫生病人鍾意㗎 。學人

哋話齋，你一定會係個充滿愛心嘅白衣天

使。聽日佢哋就會將我送去康寧病房，放

心啦，我會聽你嘅話一切順其自然啦。琪

琪我會保佑你㗎，唔講啦，休息喇，晚安！

（按電話錄音一次放不完，按機動作數

次）

（眾坐 , 站姿不動，燈漸暗，開場音重

播，師示意到台前謝幕）

80. 師／司 ：親愛嘅觀眾，救死扶傷係

我哋醫務工作者嘅天職。人，總係有生離

死別嘅，我哋作為醫務工作者，早己懂得

用平常心看待……好嘞，我哋嘅表演小品

《護生軼事》到呢度結束，希望大家鍾意啦，

多謝曬！

( 全 劇 完 ) 

 按 ：1: 只須司儀交代清楚及服飾有明顯分

別，劇中人可由同一演員兼演一兩個不同

角色 ；四場戲主角琪琪亦可由四位同學輪

流扮演。

2: 張大嬸之電話錄音留言可刪節，亦

宜配上舒情背景音樂。

2022 年 8 月 18 日定文本稿

孤雁出群格
劉澤彬

鏡海春風玉露欣，中華教育聚才人。

國情文化傳今古，學術科研辨假真。

各校進修增見識，多元活動樂心身。

新知舊雨同謀策，會務征程捷報頻。

※祝賀新理事上任，同謀會務，更上層樓。

北灣三塘 

《賀中國空間站在軌組裝完成》

陳建邦

李明基

白眼沙欄蘆荻塘，

北灣三池今何方。

斗轉星移秋幾許，

人間正道是滄桑。

龍騰偉業築天宮，

華廈神舟探宇穹。

無忘初心艱苦鑄，

翹然祝賀慶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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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詩四首 
石　榕

（一）
我有一扇窗子
我是這間小房的主人
只開一扇窗戶，另扇用繩子綁定
對面馬路人群可以閹割
而對面公園裡的清晨鳥鳴不可分離
它是澳門播撒歡樂的一部分音符

我有一扇窗子
凝視每日日落和青晨的天真
我熟悉黎明的緩慢
我熟悉黃昏的緩慢
我知曉黎明與黃昏的結果
而不明白它們形成的過程

我只有一扇窗子
我只有一半夢想
日出這樣生活
日落那樣死亡

（二）
你的名字
是詩箋上一盞燈
又是陽光赤裸裸的七月
又是百花盛開的季節
我的詩歌文字又是繁衍的時候
然而，我不知道你在何處
自然不知道你讀過這發酵茂盛的文字

可惜啊，你完全不瞭解我現在的心境
用敲來猜響無奈夜晚
和夜晚衍生的無奈心境
是瞎人摸象
倘若你還是坐在濃夜的懷想裡摸星星
倘若你站在枝頭上打開陽光
你很快忘卻自己的名字

你的名字是我詩歌裡一條小溪
它的沙沙流淌不是細雨打芭蕉葉
它的潺流山林是皎月照亮鳥聲
你的名字是我詩歌的空靈與寂然
又是我的浪漫主義色彩的一盞燈
正如這首詩
“無厘頭，些什麼？你估呀”

如今，你的名字
是我詩箋上一盞明亮路燈
把打通我的詩路照明詩境全了然

你來吧，從一棵樹跳過一棵樹
中間是大江，不是小溪
你唱着歌，就是春風化雨
“回來吧，回來喲”

（三）
池塘
村北有口池塘
老祖宗種了幾棵荷花
到了我懂事，滿塘密匝匝荷花
誰都不敢下水摘荷花
大家說，水裡有吸人血的水蛭

據年紀大的人悄悄說
不知從何出來了一批姓“辛”的山寨人
他們飢餓搶食，卻不想作業
這懶性壯大了“辛”的家族
他們把身上寄生的水蛭從皮膚捉出來
用刀片搗碎，然後和着牛糞拌埋
不久碎屍的水蛭變為生猛的水蛭
統統放入荷塘中
自此塘水就有吸人血的水蛭

村北這口池塘的荷花
綻滿撲鼻的荷花香
村民們想到池塘中的吸血蛭
就望塘生嘆，遠而避之
儘管小池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
蜓立上頭”
儘管小池擴成大池有“接天蓮葉無窮
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村民們都明瞭“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
遇不遇之變”
到了現在，就沒有被瞞受騙之事
君子坦蕩蕩，有花“自在飛花輕似
夢”，有雨“無邊絲雨細如愁”
無花愛草，“天涯何處無芳草”

（四）
寫給師友們
我在孤獨中找不到你們
你們的影子總是懸在空中
像神諭的花朵
任風吹晃動，自生自搖

我想用詩歌，將你們搬運
然而春天花不開，雨落風不搖
你們在時間齒輪悠然漫步
你們老早把青春磨光了火焰
而我的蹼趾軟化
行路只靠手杖點省

其實，你們開啟寫作這道門
念出烙在心坎上那句深省
我的衣襟就會飄動，衣角就會疾飛
你們就會坐在我的頭上寶殿中
驚動我一生
粘附我一生

92 93
2022 第 4期 2022 第 4期



第 42 屆繪畫比賽第 42 屆繪畫比賽

由本會主辦的 “第四十二屆全澳學生繪畫比賽” 於本 2022 年 10 月 15 日假澳門浸信中學舉行。是

次繪畫主題為 “澳門新八景”，有五十五所學校或校部共四百八十二人參加。

教青局梁怡安處長、蔡敏芝處長 ; 贊助本次比賽熱心人士劉藝良先生、朱威權先生 ; 比賽評判委員

馮寶珠、關權昌、李志岳、阮鳳蓮、潘錦霞、唐重 ; 本會陳虹會長、鄭洪光理事長、高錦輝監事長 ; 本

次賽會主任委員岑耀昌以及一眾嘉賓及各校校長蒞臨賽區巡視賽場。

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澳學生繪畫比賽於二○二○及二○二一年停辦兩年，現鑑於疫情趨

於平穩，今年決定復辦全澳學生繪畫比賽。為配合特區政府防疫措施，本屆繪畫比賽作調整，改為室

內進行，並嚴格控制參賽人數，學生比賽期間保持適當距離，確保比賽在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下進

行。此外，是屆比賽嚴格遵守特區政府防疫指引，參賽學生必須完成兩針新冠疫苗接種或持有四十八

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自一九七九年起，本會每年主辦全澳學生繪

畫比賽，至今超過四十年，先後在本澳和路氹城

區選擇風景名勝作現場寫生，每年學生作品多姿

多采，色彩斑斕，有國畫、水彩、粉彩、油畫、

素描等。不少從構圖到着色都頗具心思，也有不

少創意之作，充分呈現藝術發展潛力。每屆繪畫

比賽，都得到各校高度重視、積極參與，為教師

和學生提供一個思想上、藝術上、文化上充分交

流借鑒的機會，讓各校教師有機會互相觀摩，促

進教學交流。

第42屆全澳學生
繪畫賽圓滿結束

本刊通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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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學生認真作畫

▲ 評判委員對參賽作品進行評審

繪畫賽頒獎禮暨作品展於 2022 年 11 月 26 至 27 日假澳門科學館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廳舉行，各界嘉

賓、學校校長和代表、教師、家長及獲獎學生逾二百人出席。

26 日下午三時，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區榮智、教青局處長梁怡安、中聯辦代表鄭漢斌、科學館館

長邵漢彬、澳門美術協會會長陸曦、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監事長唐重、頤園書畫會理事長李德勝、

澳門美術教師交流協會理事長鄺家健，獎學金贊助人李俊鳴、朱威權、梁官漢，評委馮寶珠、關權

昌、阮鳳蓮、潘錦霞及本會副會長王國英、賽會副主任委員王文常、賽務部長凌永申，以及多校校長

和師生、家長及獲獎學生出席。

今屆比賽設高小、初中、高中三個組別，經評委嚴謹評選，共有一百四十九位同學獲獎。頒獎禮

上向獲得一、二等獎的學生及育苗獎老師頒獎。

賽會主任委員岑耀昌致詞表示，本會致力弘揚中華文化，長期關心學生成長，積極為學生搭建學

藝交流展示平台，繪畫比賽舉辦多年，已成為各校師生和家長重視的大型學界活動。今後本會將續努

力辦好學生繪畫比賽，為培養澳門藝術人才，推動青少年學生的文化自信貢獻力量。

今年繪畫比賽繼續得到教青局贊助部分經費及得到多個團體、多位熱心人士贊助獎學金 ；浸信中

學借出場地、派出學生協助場務工作 ；各校派出教師擔任監場及招待工作 ；中華文化交流協會向本屆

比賽提供主題照片參考 ；澳門基金會贊助頒獎禮及作品展覽部分費用 ；澳門科學館借出場地，本會致

以衷心感謝。

▲ 頒獎禮暨作品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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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組 ：鏡平學校、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中學組 ：鏡平學校

高小組
一��兼�學金
黃庭山（濠小）、俞桐桐（鏡平）、馮柏堯（濠江英才）。

（俞桐桐兼獲李萊德紀念獎）

一��
曹嘉慧（濠小）、黃子墨（鏡平）、曾若蘭（新華）。

二��
黃銘渝（婦聯）、區凱媚（勞校）、何梓善（勞校）、陳綺菲（勞校）、駱安娜（勞校）、阮子淇（濠小）、

楊碧琳（濠小）、黃奕婷（教業分校）、陳樂桐（鏡平）、譚琪蓁（培正）、李志豪（海暉）、梁鑫妮（海暉）、

何恩晞（中德）、黃芷晴（濠江英才）、區悅悠（濠江英才）、趙菁藍（濠江英才）、陳燕燕（新華）。

���
吳睿桁（培華）、黃梓琳（菜農）、盧晞楠（菜農）、曾筱雯（菜農）、黃穎兒（婦聯）、張名欣（婦聯）、

黃佳琪（婦聯）、陳俊希（勞小）、林燕丹（濠小）、黃煒杏（教業分校）、黃彥汶（教業分校）、

林沅蔓（鏡平）、孫培曦（廣大）、洪嘉昇（廣大）、潘燁鋒（蓮峰）、程怡（嶺南）、陳品澄（沙梨頭坊校）、

徐梓瀅（永援）、譚穎（永援）、呂星嶢（培正）、蔡芷晴（培正）、李斯敏（海暉）、麥煒婷（海暉）、

吳曉穎（海暉）、戴嘉㼆（福建）、黃思媛（濠江英才）、林嘉美（氹仔坊校）、劉靜雯（東南）、

陳曉薇（東南）、伍淑堃（東南）、何靜茹（新華）、洪珮嵐（新華）、施湘瀅（澳門坊校）、馮荷雲（教業）、

陳紫悠（教業）、鄭紫熒（教業）。

初中組
一��兼�學金
陳卓琳（鏡平）、呂熙霖（鏡平）。

（陳卓琳兼獲郭桓最佳創意獎 ；呂熙霖兼獲郭士紀念獎）

一��
李珀豪（培正）、古子恩（鏡平）。

（古子恩兼獲崔德祺紀念獎）

第42屆
全澳學生繪畫賽獲獎名單

二��
陳思琳（菜農）、王超然（勞校）、吳鈺（濠江）、梁芷寧（濠江）、NG UT CHI, ELIZA（聖羅撒 • 英）、

鄧欣兒（聖羅撒 • 中）、趙健寧（濠江英才）、吳希嵐（鏡平）、吳希怡（鏡平）、吳思迪（澳大附校）、

何柏羲（東南）、吳羽欣（教業）、譚鎵雯（教業）。

���
WONG CHI U, AILSA（聖羅撒 • 英）、Lai, Ioi Chon（聖公會）、吳姚欣（菜農）、詹蕾（濠江）、

林鈺翔（濠江）、鄧紫竹（濠江）、麥杰琳（青洲）、鄧雯芊（青洲）、王金航（廣大）、張煒璐（嶺南）、

譚欣（嶺南）、林雨晴（永援）、盧芷君（培正）、張斯慧（聖羅撒 • 中）、劉曉怡（同善堂）、

盧倩雯（聖心 • 中）、鄭嘉恩（聖心 • 英）、黃詩媛（澳門坊校）、黃語嫣（培華）、謝明而（濠江英才）、

蘇曉由（濠江英才）、何旭翎（濠江英才）、麥梓琳（氹仔坊校）、林知樂（東南）、梁斯雅（東南）、

蕭恩怡（教業）。

高中組

一��兼�學金
余佩霖（鏡平）、梁妙雪（教業）。

（余佩霖兼獲陸昌紀念獎）

一��
陸澤朗（慈幼）、TOU SAM IAO, ABBIE（聖羅撒 • 英）、李曉晴（鏡平）。

二��
林晨偉（二龍喉公校）、方楠（菜農）、黃灝（濠江）、林培淑（濠江）、羅力桐（慈幼）、

何浚泓（永援）、翁慧琪（永援）、蘇繞霞（澳門坊校）、林子祺（培華）、譚伯賢（濠江英才）、

楊冰柳（鏡平）、蔡嘉慧（鏡平）、黃宣儀（鏡平）、顧敏姿（澳大附校）、何曉雯（教業）、林子琪（教業）。

���
梁燕媚（新華夜中）、施采妍（菜農）、王榮新（菜農）、顏嘉俊（菜農）、曾仲賢（濠江）、

趙若婷（濠江）、王沛賢（慈幼）、蔣澤森（廣大）、吳韻冰（永援）、阮曉明（培正）、高譽愷（培正）、

鄭善云（培正）、陳昶欣（培正）、LEONG WENG LAM, ROWENA（聖羅撒 • 英）、黃俊榮（聖若瑟五校）、

官婉怡（聖若瑟五校）、梁彥（同善堂）、劉逸曦（粵華）、余若玟（聖心 • 英）、劉張怡（澳門坊校）、

余思廷（澳門坊校）、楊學勤（培華）、張演芝（濠江英才）、金子珈（澳大附校）、鄭紫垚（浸信）、

潘紀君（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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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組

▲ 俞桐桐（鏡平）【李萊德紀念獎】

▲ 曹嘉慧（濠江附小）

▲ 曾若蘭（新華）

�42屆��學生繪畫�賽�一��作品

▲ 黃庭山 （濠江附小）

▲ 黃子墨（鏡平）

▲ 馮柏堯（濠江英才）

高小組 初中組

▲ 古子恩（鏡平）

▲ 呂熙霖（鏡平）【郭士紀念獎】

▲ 陳卓琳（鏡平）【郭桓最佳創意獎】

▲ 李珀豪（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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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佩霖（鏡平）【陸昌紀念獎】

▲ 陸澤朗（慈幼）

▲ 李曉晴（鏡平）

高中組

▲ 梁妙雪（教業）

▲ TOU SAM IAO, ABBIE（聖羅撒・英）

學術部
3D打印講座促教師提升科技素養

本刊通訊員

▲ 出席課程的老師分享學習成果

3D 打印技術在航天、醫療、建築等領域均有

所應用，隨着 3D 打印技術日益發展，其對人們

生活的影響亦日趨顯著。為更好地推動澳門科技

教學，提升澳門電腦、科學科教師的教學水平和

科技素養，學術部於 2022 年 11 至 12 月與澳門科

學館假澳門科學館機械工房共同舉辦 “澳門教師

專業成長計劃（科技類）：3D 打印工作坊” 課程，

活動獲澳門基金會贊助經費。

該課程由科學館派出導師為老師們分享並

教授 3D 打印技術相關知識，課程總共分四次舉

行，導師循序漸進，通過對 3D 打印背景、原

理、特色、用途等的介紹，加深老師們對 3D 打

印技術的瞭解，接著通過對 3D 打印技術操作理

論的講解，逐一教授老師們 3D 打印的方式和技

巧，在科學館導師的指引下，各校老師自行操

作，嘗試使用 3D 打印技術製作物件。

有參與課程的老師分享學習心得時表示，該

課程趣味性濃厚，操作性高，雖然對 3D 打印技

術已是耳熟能詳，但比較少有機會直接運用 3D

打印技術親自操作製作物件。亦有老師表示，透

過豐富的 3D 理論知識學習和實踐操作，大大加

深了對 3D 打印技術的了解，對其今後在科學技

術教學上提供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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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部STEM工作坊助教師學習編程技巧
本刊通訊員

▲ 學術部部長李天文代表本會向李文朴先生（左）
致送感謝狀

▲ 李文朴與出席教師分享 STEM 編程教學

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已離不開人工智慧，如今

編程作為人工智慧的基礎，如要更好地瞭解人工

智慧領域，則離不開對編程知識的學習，為了讓

本澳教師能更深入地瞭解編程技術，更好地把人

工智慧科技運用到課堂中，學術部於 2022 年 12

月 16 日假澳門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中心舉辦 “澳門

教師專業成長計劃（科技類）：有效的 STEM 編

程教學工作坊”，工作坊邀請了李文朴先生作主

講。活動獲澳門基金會贊助經費。

工作坊分為正課編程教學經驗分享、課外賽

事培訓經驗分享以及 Robosim 教學平台技術分享

三部分。李文朴先生結合過去十多年在中小學教

授編程的經驗，與澳門同工分享中小學編程語言

的分層教學方法，其後他總結多年來帶隊參與比

賽的經驗並作分享。他認為教師在制定課堂教學

目標的過程中，要引導好學生思考相應編程知識

內容的可能性，由於學生各項能力素質並非一成

不變的，因此在制定教學目標時，應定期根據學

生在課堂學習過程中的綜合表現，不斷完善分層

教學目標。最後，李文朴先生講解 Robosim 虛擬

機器人編程教學平台的使用方法，並指導教師們

進行簡單的操作。

有參與教師表示，工作坊為有效培養學生程

式設計思維能力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作為教師也

應該積極發揮自身作用，不斷學習尋找新思維新

動力，將合作學習變得更有趣味，為學生創造多

元化的學習環境，促使其各項程式設計能力素質

都能得到良好發展。

數學小組辦國家教育技術講座收穫豐

英文組辦英語科評分指標講座

本刊通訊員

本刊通訊員

▲  趙建華教授以線上模式為出席教師作分享

為了讓澳門的數學教師加深瞭解國家前沿

研究的嶄新教育技術學領域對教學的導向，有效

地提升整體的學與教水準，豐富其教學方式和方

邀請了南方科技大學博士導師、高等教育研究中

心副主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高等教育創新中心

（ICHEI）高級專家——趙建華教授以視像形式

為教師們作分享，趙教授分別以 “核心素養視域

下的能力向教學 ：理論與範例” 及 “大數據支持

的學習分析與精準教學” 為主題與教師作分享。

活動獲澳門基金會贊助經費。

趙教授在 “核心素養視域下的能力向教學 ：

理論與範例專題講座” 中為與會教師解釋國家新

課程標準的導向和有效地教學方法，指出在基礎

教育的教學過程中需要遵循核心素養，而能力導

法，本會學術部數學小組於 2022 年 12 月 14 至

15 日假本會教師綜合活動中心舉辦 “澳門教師

專業成長計劃（數學類）——教育技術講座”，

為鼓勵本澳英文老師善用評分表作教學用

途，本會學術部英文小組於 2022 年 12 月 2 日舉

辦 “澳門教師專業成長計劃（英語、科學類）——

從教學角度設計英語學科評分指標工作坊”，邀請

了澳門大學英語中心導師陳嘉麟先生作主講，吸

引了五十多位來自各校的英語教師參加。活動獲

澳門基金會贊助經費。

陳老師先以一些中、小學常見的評分表範本

為引子，向與會教師作介紹，並討論一些設計上

的優點與值得關注的地方。陳老師指出，設置評

向教學是核心素養的基本要求。接着他分析了能

力導向教學的理論及其實踐過程，深入淺出地向

與會教師解釋開展能力導向教學的依據、同核心

素養之間的聯繫。採用具體案例對能力導向教學

進行了深度剖析。

而在 “大數據支持的學習分析與精準教學專

題講座” 中，他指出學習分析是大數據教育應用

的重要呈現形式，也是精準教學的主要依據。該

報告在對大數據、人工智慧教育應用進行深入分

析的基礎上，結合學習分析的現狀、熱點及其趨

勢、如何實現對精準教學的支撐等方面進行了系

統分析和闡釋，從而提升對大數據支援的學習分

析與精準教學的深度理解。有效地讓教師進一步

瞭解先進的教學模式和大數據下的分析方法和如

何實踐精準教學的把控。

在兩場專題講座，趙教授深入淺出，把研究

的最新成果和分析數據，也展示給與會的教師，

讓澳門的數學教師理會到國家對教育的前沿發展

和實踐成果。

▲ 陳嘉麟先生與本澳英文科教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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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表的目的，並非只是單純為老師作分數記錄之

用，教師應該善用評分表，將其當作學生學習、

自我評核表現以及增進學習自主性的工具，有利

教師把教學導向至學生的需求或對教學總體目標

一致的方向上。

他表示，設立以學生為主的評分表，最主要

是向學生明確表達任務細節與要求，教師可用顯

淺易懂的表達、導向式的問題等具體地列出具操

作性的評分準則，方便教師本身和學生的理解，

保證評核的客觀性。另外，評分表亦應配合自評

與同儕評量作中期評估，及時反思總結，能有效

地適時作出調整與改善。

工作坊上，陳老師還邀請了澳門大學人文學

院的博士學生李月明小姐為老師們作分享，並和

與會老師們共同探討建立不同年級的教學評量表

與自我 / 同儕評估。有與會教師表示，工作坊的

內容具有實踐性，可行性較高，通過是次學習，

能有效將所學之知識運用到日常教學中，通過不

斷完善評核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效能。

英文組辦講座助教師提升音標教學水平
本刊通訊員

▲  各校英文教師以線上模式聆聽分享

為提高本澳英文教師的英文拼音技巧，本

會學術部英文小組於 2022 年 12 月 28 日舉行 “澳

門教師專業成長計劃（英語、科學類）——針對

‘Synthetic phonics’ 教學講座”，邀請了澳門理工大

學貝爾英文中心導師 Aine Ni Bhroin 以線上形式為

教師們分享，講座共吸引了五十多位老師參加。

是次活動得到澳門基金會贊助經費。

首先導師分享在小學階段中可以通過學習拼

音的同時，還可以讓學生學習基礎的字詞分析，

如前綴和後綴等等。接着，導師也說明合成拼音

（Synthetic phonics）的學習主要是喚醒學生的語

音和音素意識。在面對小學中、高年級階段還

可以加入字詞的學習策略，從而提高學生的識字

量。隨後導師介紹到合成拼音一共分為七組，共

四十二個音並以教授 /s/ 作為例子示範如何有系

統地讓學生學習合成拼音就是每個音都會以一個

簡單的故事作為引入，好讓學生可以從故事中記

得每個音。

她又指出，合成拼音也着重學生對識別語音

的敏感度，關注對字詞的混合（blending）和分割

（segmenting）能力培養。為此，導師也對相關教

學技巧進行示範，為教師們在日後課堂教學中提

供參考。

講座最後，英文小組感謝澳門理工大學貝爾

英文中心這些年來為澳門的英文的老師提供不同

類型的教師培訓，提高教師們的教學專業能力。

有參與的教師表示，通過講者的介紹和分析，對

英文音標教學方式有了不同的認識，也對音標體

系的理論知識有了更深的瞭解。

幼教組辦幼兒生命美感教學講座
本刊通訊員

為提升幼兒教育工作者教學水平，加深學習

培養幼兒生命美感的教學方法，幼教小組於 2022

年 11 月 19 日假本會教師綜合活動中心舉行 “澳門

教師專業成長計劃（幼兒類）：生命美感——幼兒

生命教育課程與教學” 專題講座，講座邀請到澳門

大學教育學院劉乃華助理教授為主講嘉賓，講座

吸引來自本澳各校近五十位幼教教師出席，反應

熱烈。活動得到澳門基金會贊助經費。

幼兒生命教育成敗的關鍵，源於教師與家長

給予的 “美善經驗”，因此教師的生命美感涵養

亦是幼兒生命教育另一項重要的任務。劉教授透

過不同的繪本、影片，具體形象地帶出生命教育

的內涵，幼兒生命教育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評

量方法為是次講座的重點內容。此外，劉教授還

透過不同年齡、多種形式的生命教學實例分享，

讓老師們熟悉幼兒生命教育課程設計原則、教學

方法和評量方式。她還分享了各種生命教育的繪

本，為老師們設計生命教學課程提供了很豐富的

教學資源。

參與的老師紛紛表示是次講座提供了多方

面且具有操作性的實施生命教育的方法，能有

效幫助老師們將生命美感教育的理念實踐於日

常教學活動中，培養孩子 “對己肯定” “對人感

恩” “對事負責” “對物珍惜” “對生命尊重” 的生

命態度。

▲  本會吳少蘭副理事長、幼教組練渝萍組長代表本會向
劉乃華助理教授（中）致送“感謝狀”

▲  劉乃華助理教授和與會教師分享生命美感教學實例

教師公約小組舉辦“新入職教師師德建
設分享”座談會

本刊通訊員

由澳門中華教育會及澳門公職教育協會派出

代表組成的 “澳門教師公約” 工作小組，自《澳門

教師公約》2012 年 11 月頒布後，十年來一直致力

推廣公約的落實。為促進年輕教育同工對公約的

持續關注，並搭建教師相互交流與師德建設的平

台，小組於 2022 年 11 月 22 日傍晚在教育會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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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金淑老師     

▲  老師們開展討論  

▲  麥芷琪老師 

▲  陳家良校長作“教師公約”介紹

禮堂舉行 “新入職教師師德建設分享” 座談會。

此次活動，主要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先由

陳家良校長代表 “公約小組” 歡迎嘉賓和參與的教

育同工，他扼要點出 “澳門教師公約” 的意義和十

年發展的歷程，並勉勵年輕教師要不忘教育的初心

以及自律自約的精神。接着蔡亮老師介紹教師公約

十年來在推廣師德方面所做的各項工作。

座談會的第二部分，邀請了澳門 19/20 年度

“卓越表現教師” 的麥芷琪老師和教育經濟與管理

博士袁金淑老師分享。兩位老師向在場的年輕教師

分享她們在教書生涯的心路歷程、專業發展上的經

驗以及如何回饋社會。參與本次活動的教師都為兩

位老師的專業精神和積極的人生觀而感動，並為他

們往後的職業生涯提供很好的參考榜樣。

本次活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遵守抗疫的

要求下，仍吸引近五十位教師參與。

福利部會員子女獎學金近九百會員子女獲獎
本刊通訊員

當天出席的嘉賓有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荷蘭園支

行黎柱堅中心行行長以及本會鄭洪光理事長、楊

珮欣副理事長、李雪松副秘書長、李結仁副秘書

長、會員部部長陳步倩、副部長張鼎宏、吳小蘇

和福利部部長葉繼青、副部長陳碧玲、何佩芝。

本學年獲獎的會員子女共有 899 人，是歷年

獲獎人數最多的。鄭洪光理事長致詞時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對澳門經濟、社會、民生帶

來沉重的影響，打亂了同學們原有的學習計劃，

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教學模式給家長和孩子帶來了

諸多挑戰，但會員子女能克服困難，積極求上

進，取得優異的成績，這股學習的拼勁精神令人

由福利部舉辦之 2021-2022 年度會員子女獎學

金頒獎典禮於 2022 年 10 月 22 日假濠江中學（校

本部）舉行。出席人數將近 250 人，場面熱鬧。

▲  出席嘉賓與獲甲等獎學生合影

讚賞。本會一直堅持為國家和澳門培養愛國愛澳

人才，他亦期望獲獎同學要銘記老師孜孜教誨，

感恩父母艱辛付出，努力學習，立志做有理想、

敢擔當、能吃苦、肯奮鬥的新時代青年人才，為

澳門 “一國兩制” 事業和國家繁榮穩定發展作出

貢獻。是次活動感謝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贊助部分

經費，濠江中學借出場地，使活動順利舉行。

康樂部全澳教師羽毛球賽圓滿結束
本刊通訊員

▲  全澳教師羽毛球賽頒獎後合影 

由康樂部主辦之 2022 全澳教師羽毛球團體賽，在嚴格遵守政府的防疫指引下經過四天連場激戰，

最後由忠捷隊勇奪男子組冠軍，鏡平聯隊勇奪女子組冠軍。

雖然疫情猶在，但主辦方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積極開展有益老師身心的康體活動，舒緩老師

們的壓力，受到廣大老師歡迎。是次比賽，各校老師在比賽中盡顯球技，互相觀摩，共築友誼，促進了

各校教師之間的交流。

頒獎儀式於 2022 年 11 月 17 日晚在鏡平中學禮堂舉行。本會副理事長吳少蘭、副秘書長李結仁、康

樂部部長王文常、康樂部副部長李劍鋒等主持了頒獎儀式。

獲獎名單如下 ：
（男子組）
冠軍 ：忠捷隊　     　亞軍 ：突破隊　　         季軍 ：無羽倫比隊　　殿軍 ：澳門坊校隊

（女子組）
冠軍 ：鏡平聯隊　　亞軍 ：化聖之最隊　　季軍 ：濠江英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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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協會員大會選出新一屆會長、理監事
本刊通訊員

澳門中華教育會退休教育工作者協會於 2022

年 11 月 25 日假座聯邦大酒樓 ( 按政府防疫要求 )

舉行了二零二二年會員大會，選舉第二屆會長、理

監事成員。出席者有顧問李沛霖、鄭洪光，會長阮

宇華、副會長何少金、關潔梅、許瑞瑰，理事長黃

麗卿、副理事長梁錦霞、高東明、胡漢賢等。

阮宇華會長主持了大會。黃麗卿作理事會

工作報告。她表示︰會務工作在中華教育會的關

心支持下，在會長們的領導下，在全體會員的愛

護和支持下，會務得以有序開展，她詳述了三年

來，退協為會員開辦的各項活動︰旅遊、參觀、

講座、興趣班、探訪有病或入院的會員、舉辦澳

門資深教師作品展、出版歷年活動相片集等。她

表示︰過去三年，新冠疫情對澳門經濟造成沉重

的打擊，特別是疫情反覆，更令澳門經濟雪上加

霜，為此特區政府推出多項經援措施，為民紓

困，這些表彰顯出特區政府凝聚人心，共渡時艱

的的責任擔當，展現了戰勝疫情走出困境的堅定

信心。她希望新冠疫情能早日終結，讓經濟、社

會各項活動恢復正常運作，以便各項工作都能得

以順利開展，讓會員們能更好地團結在協會周

圍，進一步擴大愛國愛澳的社會政治基礎，為推

動澳門特色 “一國兩制” 事業行穩致遠作出努力。

許瑞瑰作財務報告，梁錦霞副理事長作會章

修改報告。

監事長歐宇雄作報告時表示監事會完全讚同

會務報告、財務報告。他讚揚全體理監事，同心

同德，因應疫情的變化，見縫插針，適度開展一

系列活動，豐富了退休教育工作者的業餘生活，

受到廣大會員的支持和參與。

各個事項得到�會者一�����一人一�
�出了四十五位�員���名單�下︰
阮宇華、何少金、伍華佳、梁錦霞、薛國超、

岑美娟、羅德惠、黄秀娟、鄭國康、關潔梅、

陳國銓、高東明、胡漢賢、李雪萍、區金萍、

蔡杰初、李明基、鄺耀林、黃麗卿、歐宇雄、

許瑞瑰、蔡淑儀、黃勵治、伍美好、李潔雯、

伍慧芳、朱秀珍、何德貞、黃祐琼、陳鳳珍、

梁雲菲、曾金焕、劉月媚、張麗娜、楊美霞、

王希桂、楊錦棠、陸健賢、劉達林、黃艷玲、

黃　寬、馮金棉、杜小青、鄭金鏢、胡燕芳

澳門中華教育會頤康組又在餐會上舉行了新

一屆委員就職禮暨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生日會。

與會者渡過了一個有意義、愉快的晚上。

▲  阮宇華會長主持大會

▲  黃麗卿作理事會工作報告

慶祝
2022長者節

本刊通訊員

▲  祝酒儀式 

澳門中華教育會退休教育工作者協會 2022 年

10 月 26 日在聯邦酒樓舉行聯歡茶會，慶祝 2022

年長者節。

茶會上，會長阮宇華致辭。她說，正當中國

共產黨二十大勝利召開之際，我們在此共度我們

自己的節日——長者節，倍感高興。“二十大”

上習近平主席在重要講話中總結過去五年的工作

和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以及今後工作的總方針

和總的戰略安排。其中提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思想，尤其在抗疫鬥爭中充分體現人民至上的觀

點，要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

所養，弱有所扶上持續用力。堅持港澳更好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

發揮作用。

隨後，舉行健康講座，由鏡湖醫院冼慧敏醫

生主講 “中醫耳穴壓豆療法助您降血壓”，冼醫生

向出席的退休教師講解高血壓各種症狀，並介紹

耳穴療法，緩解高血壓病情，並即場示範耳穴療

法的技法，深得大家歡迎，博得與會者的熱烈掌

聲。

隨後退協及頤康組負責人在台上祝酒，祝大

家節日快樂、身體健康。茶會在一片歡樂聲中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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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通訊

廣大師生
廣大中學通訊員

為慶祝一年一度教師節，我校學生會代表全體學生在教師節之際，向教職員工送上最真摯的祝

福和精心準備的禮物。校園內洋溢着喜慶的氣氛，感恩教職員工的辛勤付出，感謝老師們的

循循善誘和諄諄教誨。

學生會副會長葉蔚蘢同學代表全體學生向老

師們致謝 ：“學校是一個大家庭，老師不僅教導我

們知識，還常常分享自己的生活經歷，教導我們人

生的道理 ；老師是我們人生的引路人，陪伴着我

們成長，幫助我們戰勝成長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和

挑戰。老師教導我們要以積極的心態去面對各種問

題。老師的言行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發。我們還要

感謝老師在疫情期間穿上防護衣，積極參與抗疫

工作。今日我們能回到校園學習，一定要做好自己

的本分，認真讀書，回報老師，回饋學校，回饋社

會，以答謝老師們的付出。”

近年學校積極推動環保工作，學生會致送老師

的節日禮物是由學生設計的環保袋和可循環使用的

吸管，期望環保行動融入校園生活。讓我們全體師

生一起繼續為環保出一分力。

廣大師生慶祝教師節：

本會新一屆會長、理監事、各部合影
（2022-2025）

正副會長合影

正副理事長、正副秘書長合影

正副監事長、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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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部正副部長與理事合影 福利部正副部長與理事合影

出版部正副部長與理事合影 財務部正副部長合影

會員部正副部長與理事合影 旅遊部正副部長與理事合影

康樂部正副部長與理事合影 宣傳部正副部長與理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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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澳門大炮台斜巷3~9號新暉閣地下A
電話：(853) 2837 8734    2837 5570    
傳真：(853) 2830 5912
電郵：sengkwong.macau@gmail.com
網址：www.skbooks.com.mo

星光書店理工分店
地址：澳門新口岸高美士街理工學院明德樓地下
電話：8599 3110   8599 3111     
傳真：2870 6003
電郵：skbook3@yahoo.com.hk
網址：www.skbooks.com.mo

�推廣宣傳基本法的好教材，內容豐富翔實

�每冊定價40元，集體訂購優惠價26元

有限公司
經銷

圖書報刊   中小學教科書 

中國郵票（澳門代理）   科技產品

獎杯   獎品    禮品

（修訂本）

澳門基本法課本

歡迎訂購

查詢熱線：28 333 611
（澳門中華教育會）

諾思牙科醫療中心
劉擎雲牙科醫生
澳門水坑尾街78號中建商業大廈4樓

電話：28526897       傳真：28515847

中國文化常識普及標準
全面掌握中國的漢語語言、歷史、地理等相關知識

每冊定價60元，集體訂購優惠價48元
查詢熱線：28333611（澳門中華教育會）

大  華  行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693 號大華大廈十九樓

電話：28371515    傳真：28322566

③ 

① 

②

教師攝影作品 ① 王希桂 - 百花爭艷 ② 鄭金鏢 - 黄山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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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國 貨 公 司

購物方便‧價錢公道

	 澳門十月初五街114號
	 電話：2892 1523、2892 1532
 傳真：2892 0249

中 國 土 特 產 公 司
經營：生豬、生牛、罐頭、

雜貨、砂糖、片糖、
麥芽糖、金華火腿、
珠江橋牌醬油及米酒等。

澳門十月初五街114號
電話：2892	1616、2892	1528
傳真：2892	1551

暨  南  大  學
歡迎澳門優秀青年報考

暨南大學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家教育部領導的一所具有

文、史、理、工、醫、經、管、法、教育等學科的綜合性大學，

創辦於 1906 年，1996 年成為國家重點建設“211 工程”大學。學

校貫徹“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辦學方針，以招收華僑、港澳、

台灣青年和外籍華人學生為主，兼招部分內地學生。暨南大學熱

情歡迎澳門優秀青年報考。

1. 暨南大學駐澳門聯絡處電話：2823 4925  傳真：2823 4121
2. 暨南大學招生辦電話：86-20-85220130   傳真：86-20-85221340
3. 暨南大學招生咨詢網址：http://www.jnu.edu.cn
4. 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兩校聯招報名網址：http://lxlz.jnu.edu.cn

澳門花店
一人有限公司
經營一切鮮花業務

地址：雅廉訪大馬路 129 號
電話：2855 5215
      2821 5773
傳真：2855 5531

澳門教育基金會

澳門聯絡處
致意

華僑大學是一所隸屬於國務院僑辦，以面向海外、面向
港澳台為辦學宗旨的國家重點扶植的大學。創校 50 年來，
秉持“會通中外，並育德才”的校訓，積極為澳門社會培養
各類合格人才，華僑大學熱情歡迎澳門學生到華僑大學就讀。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00E 第一國際商業中心 20 樓 2001-2002 室
電話：2870 2291       傳真：2852 3624

中醫師
跌打骨傷科

龔 樹 根
特效跌打藥精
紅膽止痛油

高士德大馬路 83 號 C 龔樹根參茸行
（上午十時至一時半   下午三時至七時半）

電話：2837 7097

營地大街 64 號地下長春閣中藥房
診症時間（預約）
電話：2837 5389

大明石油有限公司

致   意

地址：澳門內港 10 號碼頭
電話：28 388 522

圖文傳真：28 335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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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

靈感源自生活
出版原來如此簡單

澳
門
幣

記錄美好 分享感動 承載夢想 世世傳承

15,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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