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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本會各項活動小統計

本澳教育界齊心抗疫

遼寧省文化和旅遊廳與本會簽訂《研學旅
行框架合作協議》

本會嘉獎基礎教育滿廿年及師友計劃教師

愛國教育活動奬六百五師生

國安標語短視頻創作賽傳承愛國愛澳核心
價值

本會舉辦會長、理監事與團體會員學校校
長、代表工作報告會

2022 華夏綠洲捐助百萬善款

本期專題 疫路師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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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67次會員大會於 2022年 9月 24日

下午三時假濠江中學舉行，近一千一百名會員出

席。大會報告及通過本會二○一九至二○二二年

度理事會會務工作報告、二○一九至二○二一年

度財務報告、會章修改報告、提案整理報告及監

事會報告，並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選舉了二○二二

至二○二五年度會長、理事及監事。

為配合當局防疫指引，出席者入場須測量體

溫、掃描場所碼、出示健康綠碼，全程須佩戴口

罩。理事長鄭洪光表示，本會經已有百年歷史，

在這個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時代，本會將秉持愛國

愛澳的初心，堅守推動澳門教育發展的使命，關

心教師、維護教師合理權益，為推動澳門教育

事業的發展，為推動 “一國兩制” 事業在澳門行

穩致遠，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

夢” 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隨後，財務部長李秋林作財務報告，副理事

長鄭杰釗作會章修改報告，常務理事楊燦基作提

案整理報告，監事長高錦輝作監事會報告。

最後，與會會員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選舉了本

會二○二二至二○二五年度會長、理事及監事。當

選者將於日內互選，以決定會長、理事及監事之分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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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華教育會會長、理事、監事名表

(2022－2025)

會   長 陳　虹

副 會 長 李沛霖、何少金、尤端陽、黎世祺、宋永華、李向玉、尹一橋、黃竹君、歐宇雄、王國英

理 事 長 鄭洪光

副理事長 鄭杰釗、岑耀昌、陳志君、陳志峰、吳少蘭、李焯堅、江超育、楊珮欣、陳建邦、呂綺穎、黃德進、李秋林

秘 書 長 岑耀昌(兼)

副秘書長 李雪松、凌永申、馬耀鋒、李結仁

學術部部長 李天文

副部長 黃綺珊、鄺麗麗、鄭師娜

理  事 蔡　亮、孫文悅、容穎亨、陳子昌、陳　浩、宋　瑩、駱劍峰、麥芷琪、朱衛國

出版部部長 楊燦基

副部長 陳華根、黃毅紅、許江雄

理   事 陳　禹、曾文嫻、劉澤彬、李劍青、張讚輝、石偉强、朱金珠、梁安琪

會員部部長 陳步倩

副部長 江欽育、張鼎宏、吳小蘇

理   事 陸肇枝、陳頴珊、李淑芬、譚敏儀、趙積明、肖達雲、周樹偉

康樂部部長 王文常

副部長 李劍鋒、何敏輝、許劍豪

理   事 李巧儀、姚源興、黃茹華、吕曉祥、陳　燏、甘偉俊、陳偉民

福利部部長 葉繼青

副部長 陳碧玲、何佩芝

理   事 譚美娥、葉瑞雲、張　雲、陳玉梅、陳詠怡、劉燕琴、鄭偉豪、梁燊敏、陳家嬉

財務部部長 呂吉實

副部長 崔　崚、張麗英

旅遊部部長 李明基

副部長 李應為、鄭健森

理   事 鄭國康、鄒曉楓、湯頴欣、梁美儀、李業勤、黎燕娜、陳雪娟、黃翠珊、楊丹平

宣傳部部長 陳春新

副部長 王國輝、侯錫球

理   事 何若文、廖惠芳、魏春光、陳子鈞、陳茜子、陳金苗、蕭志鴻、王　帆、潘錦桃

候補理事 蕭琥珀、黎潔誼、鄭焯基、黎鈞陶、謝　友、謝玉雁

* 正、副理事長，正、副秘書長及各部正、副部長為常務理事 *

監事長 高錦輝

副監事長 賀　誠、李寶田

秘書 黃麗卿

稽核 黃　進

監事 張　捷、楊錦棠、胡漢賢、許瑞瑰、莫華基、鄧駿捷

候補監事 何　宇、招國强

 

主席、各位會員：

下午好！本人謹代表澳門中華教育會本屆理

事會，向會員大會作2019-2022 年度理事會工作

報告，請予審議！

一、所處的時代背景回顧

喜事大事多。2019年 9月新班子就職後，我

們很快地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周年大慶

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慶典；2020 年為

中華教育會創會一百周年，2021年為中國共產黨

建黨一百周年，2022 年為中國共青團建團一百周

年。我們在不同時期，都舉辦了不同的紀念和慶

祝活動。

疫情影響大。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

疫情，給整個世界帶來嚴重影響。在防疫抗疫的

同時，很多活動組織好了又要停下來，停下來又

要重新組織。政府財政收入的減少直接影響了對

社團的支持，教育會租金收入也在減少，我們在

疫情下既要做好工作，又要開源節流，工作難度

和壓力增加了不少。

二、所做的一些主要工作

本屆理事會仝人認真貫徹會章，積極落實

上一屆會員大會的各項決議，求真務實，與時俱

進，在全體理監事和會員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

各項工作順利開展，取得成效。

( 一 ) 弘揚愛國愛澳優良傳統，傳播中華優秀

文化，培養師生家國情懷

堅持開展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懷教育活動。每

年均與其他教育團體和本澳多所大專院校共同開

展 “華夏綠洲助學行動”，幫助西部貧困地區的學

校和學生。2019年至 2022年的 “華夏綠洲助學行

動”、抗疫、河南水災的捐款行動，共籌得款項480

多萬澳門元，善款全數捐予內地助學、扶貧和救

災，並組織師生參與致送捐款活動。

大力弘揚中華文化。教育會持續開展 “中國文

化常識達標工程” 活動，包括中國文化常識考試、

中國文化之旅、中國文化常識有獎遊戲等，加深本

澳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和民族認

同感。2020年成功舉辦達標工程在澳門啟動20周

年系列活動，受到社會和師生的歡迎。工作委員會

經過三年多的時間籌備，現新編的 “中國文化常識

達標工程讀本” 基本完成編輯工作，今年內將付梓

印刷。此外，教育會連續三年舉辦 “中華文化入校

園宣導計劃” 活動，受到各校的歡迎。

持續推動與祖國內地的廣泛交流。2019年，

我們在做好 “雙慶” 工作的同時，與澳門中聯辦、

教青局和其它幾大教育社團合作，成功舉辦 “第

26屆華夏園丁大聯歡—2019澳門之旅”，來自內

地、港、澳、台以及新加坡的教師齊聚澳門，透過

聆聽專題報告、分組論壇、參訪學校等活動，展開

專業交流。為讓師生深入了解國家和澳門的政治、

經濟、文化、教育等情況，本會還先後舉辦和組織

“澳門青年江蘇文化創意考察團”、“達標工程中國

文化之旅”、“粵港澳大灣區校長論壇” 等活動。

舉辦各種報告會、座談會，宣講國家大政。

“澳門教育界學習習近平主席蒞澳視察及重要講

話精神” 座談會、每年三月均舉辦的 “人大政協兩

會精神報告會”、“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宣講會” 等

活動，受到師生歡迎，效果良好。教育會組職會

員、師生參觀青少年愛國愛澳教育基地、“澳門國

家安全教育展”、“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

澳門中華教育會 2019-2022
理事會工作報告

鄭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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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主題圖片展”，協辦 “全澳青年愛國愛澳演講大

賽”，參加婦聯愛國歌曲比賽等，還組織會員教

師觀看了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 直播

並舉辦座談會。

團結澳門廣大師生，共賀黨和國家華誕。中

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周年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

立二十周年，本會推動三大教育團體和九間大專

院校，聯合組成 “教育界賀雙慶活動籌委會”，舉

辦多項慶祝活動。其中 “澳門教育界賀雙慶文藝

聯歡匯演” 共有四十所學校，超過一百五十名教

師參與台前幕後的演出，展示了澳門教師的自信

和風采，促進教育界大團結。為慶祝中國共產黨

成立一百周年、新中國成立七十二周年、澳門特

區成立廿二周年，本會推動澳門愛國教育研究推

廣工作委員會、澳門教師藝術團協會合辦 “百年

盛放文藝匯演”，參與演出人員超過二百名教師

和學生，得到各界讚賞。

積極推動澳門學子赴內地升學和留澳就讀。

繼續協助辦理澳門高中畢業生升讀暨南大學、華

僑大學的報名及考試工作，推動和協助澳門學生

往內地升學深造。連續多年，澳門赴內地升讀大

學的學生人數遠超台灣。

與時俱進，大力宣揚《憲法》、《澳門基本

法》和《國家安全法》。連續三年舉辦 “全澳師

生憲法、基本法知識網上學習和競賽活動”，三

年累計參加線上基本法和憲法等學習競賽活動的

師生超過60萬人次。今年為慶祝中國共青團建

團100周年，本會與其他教育團體合辦 “紀念中

國共青團建團100周年暨五四運動 103周年常識

問答比賽”；七、八月受疫情影響停課及暑假期

間，舉辦了 “全澳師生中國歷史、地理常識線上

學習競賽活動”，以上兩項比賽每項均有約十萬

人次參加。為加強國家安全教育，本會與其他單

位合辦 “國家安全標語短視頻創作比賽”，參賽

學生近八百人。本會亦組織會員教師、學校代表

參與多場修訂《維護國家安全法》公眾諮詢場，

全力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做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

作。

保齡球賽、桌球賽等深受教師歡迎，促進了教師

們的身心健康，三年來超過3,500人次參加。

本屆的旅遊活動受疫情影響基本暫停，但還

是見縫插針，在本澳和鄰近地方開展了一些參觀

活動。我們期望疫情早日好轉，令各項活動可以

正常開展。

本會十分關心退休教師和有困難的教師，會

員部、福利部和會的有關負責人探訪生病住院的

會員，慰問有困難的教師，年終向生活困難的會

員發放生活慰問金，為老教師舉辦健康講座、體

檢活動，關心老教師的身心健康。此外，福利部

每年發放會員子女獎學金，以作鼓勵和支持。會

員部定期和各校聯絡員聚會，加強與會員和團體

會員學校的聯絡，聽取對會務工作的意見。

本會下設的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中心，在澳

門教師專業發展協會的領導下，開辦了各式各樣

的培訓課程及講座，兩年來，截至今年5月，舉

辦的總課程項目為217項，總培訓時數為665小

時，8,138人次參加。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是本會重

點工作之一，未來將繼續舉辦具針對性、實用性

的教師培訓課程，希望各位會員和教師繼續大力

支持，共建本澳優質教師隊伍。

教育會青年協會重視青年教師的發展與健

康，所舉辦的 “青年教師競技同樂日”、“青年教

師保齡球同樂日”、“師友伙伴 •攜手共進計劃”、

對外交流等活動，深受各校青年教師歡迎，對提

升青年教師的專業素養大有裨益。“澳門青年教師

教育論壇” 已成為青協的品牌活動，先後就 “展

望澳門非高等教育十年規劃” 以及 “後疫情時代

新媒體教學發展新趨勢” 舉辦論壇，活動拓寬了

青年教師們的教育視野，加強了做好教育工作的

信心和決心。

退休教育工作者協會和頤康組積極開展各

式各樣的活動和工作，舉辦生日會、探訪、澳門

遊、長者節等活動，舉辦澳門資深教師作品展，

組織參觀青少年愛國愛澳教育基地、“全民國家安

全教育展”、“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型

主題圖片展” 等，大大豐富了退休教師的晚年生

( 二 ) 維護教師合理權益，關心教師身心健

康，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2019年舉辦教師節慶祝活動，參與的各校教

師超過三千人。2020、2021年和今年的教師節活動

雖因疫情而取消，但仍然舉辦 “在澳專職從事基礎

教育工作滿廿年教師表彰會”，以表揚教師們對教

育事業的熱愛和貢獻。

加強與各團體會員學校之間的交流，定期召

開團體會員學校負責人會議。在疫情受控的情況下

組織團體會員學校行政人員出訪作教育交流，舉辦

了 “團體會員學校行政人員訪內蒙古”、“團體會員

學校廈門教育裝備展訪問團”、“澳門基礎教育學校

行政人員科普教育考察團” 等。

本會繼續與教青局、業餘進修中心、華南師

範大學合作開辦 “師範專業文憑課程”，使更多在

職教師成為合格教師，提升專業水準和師德修養。

舉辦 “敬師傳頌，立德樹人” 敬師聯歡晚會，

讓青年教師學習資深教師的教育經驗，弘揚老一輩

教育工作者無私奉獻的精神，樹立尊師重教的社會

風氣。

本會積極開展教育科研工作。屬下的教育科

學研究組定期召開會議，各校教師積極探討澳門教

育問題，並開展專題研究。教科組透過研究和培訓

活動，鍛煉了一批青年教師，大大提升了他們的教

育視野和科研水平。

積極舉辦各類型短期課程、講座、工作坊、

訪問等交流活動，近三年來參與學術部活動的教師

接近三千人次。持續推動幼兒教育、中文、英文、

數學、科學五個教學交流小組開展教研活動，疫情

前組織了各學科的教師到香港、新會、順德、深

圳、珠海、廣西等地交流學習，為教師們搭建專業

成長平台。

持續出版《澳門教育》與 “澳門教育叢書”，

得到教師們的積極投稿，為社會保存珍貴的教育史

料和教育經驗。

本會積極開展各類型的文娛、康體活動，促

進澳門教師之間的交流與團結。康樂部舉辦的教師

環山賽、籃球賽、足球賽、羽毛球賽、乒乓球賽、

活。

( 三 ) 持續舉辦學藝活動，促進學生全人發

展，培育澳門多元人才

“全澳學生繪畫比賽”，已成功舉辦 41屆。繪

畫比賽為教師和學生提供多元發展、藝術和文化交

流的機會。

“全澳學生朗誦比賽”，已成功舉辦 36屆。學

生朗誦比賽為促進各校語言教學水準的提高及培養

學生朗誦興趣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本會與澳門大學科技學院及澳門工程師學會

聯合舉辦的 “中學生趣味科學比賽” 已成功舉辦

二十多年，為青少年學生提供了一個展示創意與科

學精神的機會。

此外，本會舉辦的學生活動還有 “雙慶盃” 全

澳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蓮城一家，疫情下你我

他” 2021年全澳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全澳中學生

金融知識線上學堂、中華文化推廣入校園宣導計

劃、齊心抗疫健康進校園講座等。

本會舉辦的學藝比賽和學生活動，對推動澳

門各校開展相關活動，提高學生學藝水平起著積極

推動作用，也為各校教師創設了互相交流學習的平

台，有利於澳門教育質量的提高。

（四）發揮教育專業團體作用，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積極參政議政

本會黎世祺副會長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澳區

委員，陳虹會長和李向玉副會長為十三屆全國政協

澳區委員，在參政議政的同時，關心國家和澳門的

教育發展，並就每年的 “兩會” 情況向教育界進行

匯報和分享。

本會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監督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在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工作中，本會積極

向特區政府和當時的行政長官參選人反映教育界意

見，維護教育界的權益。

配合特區政府做好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工作，

本會監事長高錦輝校長、青年協會會長馬耀鋒老

師當選第七屆立法會議員，為社會服務，為教育界

發聲。陳家良副理事長獲委任為特區政府行政會成

員，參與政府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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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政府有重大教育政策和法規推出，本

會均會召開相關專題會議，收集會員及廣大教師

的意見，向政府教育當局提出施政建議。如舉辦

“澳門特別行政區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

2030 ” 諮詢座談會，向教育界收集意見，供政府

部門參考。

本會推派代表參與政府諮詢工作，包括非

高等教育委員會、教學人員專業委員會、課程改

革及發展專責小組、城市規劃委員會、禁毒委員

會、人才發展委員會、市政署市政諮詢委員會、

環境諮詢委員會、科技委員會、慢性病防制委

員會等，表達會員和教師的意見，並積極提出建

議。

本會每年均對教育施政提出意見和建議，包

括完善教育法律法規及政策， 增加教育用地，建

立教育投入恆常機制，落實非高等教育中長期發

展規劃，推動教育改革，推進 “雙減” 和創新教

育，深化STEM和AI教學，加強愛國愛澳及中

華優秀文化教育，重視學生身心健康發展，促進

回歸教育、職業教育、特殊教育、幼兒教育向前

發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教育交流合作，加強教

師職業保障和退休保障等。

三、近年工作的一些進展

本屆理事會在繼承本會 “求真務實” 的優良

傳統外，更本著 “創新發展” 的精神，在會長、

理監事和全體會員的共同努力下，在會務建設和

團結教師上銳意創新，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

會務有了新的發展。

加強和前線教師的聯繫工作，會員人數有

所增加。新增團體會員學校一所，三年新增會員 

706人。在歷屆會長、理監事和全體教育會仝人

的努力下，本會會務有新發展，現有團體會員學

校33所，個人會員超過 5,300 人。

深化與其它教育社團的聯繫，成立 “澳門愛

國教育研究推廣工作委員會”。 為加強和本澳教

育團體的交流合作，凝聚教育界力量，由本會牽

頭，聯合天主教學校聯會、公職教育協會、高等

教育發展促進會，成立 “澳門愛國教育研究推廣

出台，這是國家豐富 “一國兩制” 實踐的重大部

署，為澳門長遠發展注入的重要動力，有利於推

動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教育

會推動團體會員和灣區學校結姐妹學校，組織和

推動更多青年及師生到灣區交流，還與粵港澳大

灣區各地政府和學校一起，組建了粵港澳大灣區

校長聯合會和粵港澳大灣區教師聯合會等。

克服疫情影響，把百年會慶各項工作做好。

本屆理監事會適逢中華教育會百年華誕，百年同

舟共濟，百年薪火相傳，我們發行百年會慶紀念

郵品，拍攝反映百年會史的宣傳片，出版 “100

周年紀念特刊”，組成專門小組，整理會史資

料，建設會史館等。會慶當天，舉行了簡單而隆

重的百年華誕慶祝大會、教育論壇、會史圖片展

覽以及聯歡晚宴。

教育會工作得到社會認可，獲特區政府頒授

“金蓮花榮譽勳章”。教育會1985年獲澳葡政府

頒授 “文化功績勳章”，2005年獲特區政府頒授

“教育功績勳章”。2020年，本會更榮獲特區政

府頒授 “金蓮花榮譽勳章”。這是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對本會百年來在教育及社會作出成績的充分

肯定。榮譽的獲得，有賴一代又一代默默耕耘的

澳門全體教育工作者以及關心支持教育事業的家

長、同學乃至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和無私奉獻，

感恩歷屆教育會仝人為我們奠定的良好基礎和優

良傳統，感恩所有團體會員學校及個人會員長期

以來對本會工作的大力支持和積極參與。這份榮

譽屬於我們在座每一位，屬於每一位教育會人。

勳章既是鼓勵，亦是鞭策，值得大家倍加珍惜。

我們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繼續發揮專業教育

團體的優勢和力量，進一步做好澳門教育發展和

人才培養工作。

四、今後工作的一些思考

我們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期。新冠

疫情下，澳門社會不斷發生變化，但本會全體

會長、理監事為會義務工作的性質不變，服務教

師、為教育界爭取權益和促進教育發展的宗旨不

變。本屆理事會在任期內基本完成上屆會員大會

工作委員會”，以便更好地向全澳師生開展愛國教

育工作。委員會成立以來共同舉辦了多項愛國教育

活動，並開展相關教育研究，得到師生的大力支

持，效果良好。

組建三個教育會屬下的二級社團，加強對重

點工作的放權和支持力度。為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做好教師培訓工作，本會成立澳門教師專業發展協

會。由於青年老師和退休老師人數的不斷增加，教

育會於2020年在原有青年委員會和老年委員會的

基礎上，註冊成立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和澳門

中華教育會退休教育工作者協會，加強對青年教師

和退休教師的聯繫和服務工作。還推動澳門藝術老

師組建了教師藝術團協會。

重視辦公室人力資源建設，持續改善教育會

辦公室軟硬件。優化辦公室工作環境，提升辦公室

人員的專業能力、工作能力和協作能力，以輔助理

事會和各部門開展工作。會員服務電子化，普及

電子會員卡；微信公眾號及時向會員和教師發放

教育資訊，發揮了正向宣傳的作用；《澳門教育》

APP供老師在線瀏覽，為教師閱讀和查找資料提

供方便；教師專業發展系統手機應用程式方便好

用，教師們透過手機可得到課程資訊、進行報名、

簽到、接收電子證書等服務。

積極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動員參與核酸檢測

義工工作。新冠疫情持續至今，本會積極推動教

育界落實防疫指引，加強訊息交流，關心團體會員

學校及全澳師生的身心健康，提供及時的支援，如

派發防疫物資，開設防疫講座，協助解決生活困難

等。在停課不停學期間，保持與教青局、衛生局等

部門的密切聯繫，幫助學校制訂緊急應變預案和網

上學習安排，保障學生的學業進度。復課後，協助

學校做好各項安排，及時處理跨境師生的問題等。

在多次全民核酸檢測中，本會積極動員教師參與義

工工作，得到各校行政和教師逾二千人的熱烈響

應，弘揚了澳門教師的正能量。

推動大灣區教育合作交流，自覺融入灣區發

展規劃。近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等政策相繼

交托的任務，取得了一些成績。在此，本人謹代表

理事會，向全體會長、理監事以及無私奉獻的會員

和老師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在工作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自身工作還有很

多不足之處，之前，我們也收集了各團體會員學

校和個人會員對教育會今後工作的意見，並作了整

理。這些寶貴意見很重要，有待日後新一屆理事會

跟進落實。

( 一 ) 發揮本會教育專業團體的功能，推動澳

門教育事業再上新台階

一如既往支持和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關

注教育法律法規和教育政策的制訂，推動教育改革

向縱、深方向發展，讓青少年的成長和發展自覺融

入國家發展的大局中去。持續加強與個人會員和團

體會員學校的溝通聯繫，聯動教育當局、教育界、

教育團體等教育持份者，共同推動澳門教育事業再

上新台階。

( 二 ) 持續培養愛國愛澳優秀人才，關注疫情

下師生的身心健康

加強愛國愛澳人才培養，讓青少年把生涯規

劃和理想追求自覺融入到國家發展大局當中，使愛

國愛澳優良傳統後繼有人。著力幫助青少年深入學

習《澳門基本法》、《憲法》、國家安全教育的內容

和精神，繼續與特區政府、社會各界和各學校共同

推動愛國愛澳教育和生涯規劃教育，開展更多有益

身心的活動，更好地為青少年創造健康的成長環

境。

受疫情等因素影響，近期，青少年身心健康

問題有嚴重化的趨勢，作為教師專業團體，我們有

必要對此加以重視。

( 三 ) 致力維護教育界合理權益，推動特區政

府完善教育法律法規

新冠疫情大大影響了本澳的經濟、民生，對

我們的教育工作也造成了衝擊。面對內外因素的影

響和各種挑戰，本會必定全力協助學校和師生解決

難題，推動各校提升辦學質量，全力維護教育界的

合理權益，提升對會員和教育的服務質量，更加關

注教師的需求和福祉，把教育會辦成大家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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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之家”。本會將積極推動特區政府進一步完

善教育法律、法規和政策，呼籲和敦促特區政府

創造條件改善辦學條件，尤其是裙樓學校的辦學

條件。

( 四 ) 加強教育區域合作，推動創新型人才培

養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的

建設為澳門的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提供了良好的

機遇，本會在教育區域合作的良好基礎上，須進

一步加強與內地教育的溝通合作，為團體會員學

校和師生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平台，培養具時代意

識、創新意識和競爭力的人才。

( 五 ) 加強對青年教師的團結和培養，重視對

退休教師的關心和支援

加強青年教師的專業成長和師德培養，讓更

多青年教師認識教育會、認同教育會、加入教育

會，發揮更大的力量。近年退休教師增加不少，

教育會將和退休教育工作者協會一起做好退休教

師的關心和支援工作。

( 六 ) 發揮教育會橋梁紐帶作用，推動會務不

斷創新發展

我們將進一步加強和政府的聯繫，更好地發

揮和政府聯繫溝通的橋梁作用；進一步加強和

其它教育社團的聯繫，更好地發揮教育社團合作

交流的平台作用；進一步加強和會員學校之間的

聯繫，更好地發揮學校發展提升助力作用；進

一步加強和前線教師以及會員的聯繫，更好地發

揮教師權益的保障作用。時代在發展，教育在進

步，我們也需要與時俱進，面對未來，我們既要

傳承，也要創新，同時還要加大會務的宣傳，力

求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令澳門教育更上一個台

階。

各位會員，中華教育會已經有102年的光輝

歷史。百年滄桑，百年征程，百年榮耀。教育會

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愛國愛澳的初心不變，

推動澳門教育發展的使命不變，關心教師、維護

教師合理權益的定位不變，關心社會、參與社會

的責任不變。

本屆理事會傳承教育會優良傳統，為教師和

教育界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績的得來，有賴歷

屆會長、理監事的共同努力，有賴廣大會員的信任

和支持！

我們深知，教育工作任重道遠，教育會工作

也任重道遠。在這個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時代，本會

作為澳門教育界的 “百年老店”，要有居安思危的

憂患意識，要有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也需要有精

準到位的服務意識。面向未來，教育會同工將承傳

教育會的優良傳統，推動會務不斷創新發展。

讓我們一起努力，把教育會的精神發揚光

大，把教育會的工作做大、做強、做實。為推動

“一國兩制” 事業在澳門行穩致遠，為早日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 作出新的、更大的貢

獻。

我的報告完畢，謝謝大家！請大家審議。

主席、各位會員：

午安，本人代表監事會完全贊同鄭洪光理事

長所作之理事會工作報告。

本屆理事會在會長、理事長的帶領下，同心

協力，踏實進取，積極創新，為本會會務發展，

團結廣大教師，促進澳門教育發展等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成效顯著，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屆理事會發揚傳統，求實創新，工作出

色，服務到位，表現在：

一 . 弘揚愛國愛澳精神，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發揮教育專業團體功能，積極參與社會事

務，向政府提出施政建議，疫情下仍堅持開展華

夏綠洲助學行動、抗疫救災等捐款活動、弘揚中

華文化、開展師生普法學習活動、促進海內外教

育交流等活動，聯合澳門多個教育團體成立澳門

愛國教育研究推廣工作委員會，進一步凝聚和發

揮愛國教育力量，深化愛國愛澳教育工作。

二 . 維護教師權益，促進專業成長

推動優化各項教育法律法規，促進會員學校

優質辦學；積極開展教師培訓和教育科研，幫

助教師專業成長；弘揚尊師重教的傳統美德，關

心在職及退休教師的身心健康，維護教師合理權

益，得到會員和廣大教師的認同。

三 . 踐行抗疫防疫責任擔當，維護各校教育

教學秩序

加強校方與政府的溝通和訊息交流，幫助學

校制訂應急方案和 “停課不停學” 期間的網上學

習安排，向團體會員學校送上防疫物資，協助處

理跨境師生的問題，組織教師參與全民核檢義務

工作，動員師生接種新冠疫苗等，弘揚了本會的

專業精神和社會責任。

四 . 搭建學生學藝展示平台，促進綜合素質不

斷提升

本會主辦的三大學藝比賽越辦越好，成為全

澳的教育品牌活動。近年還舉辦了不同類型的學生

活動，讓學生得到多元的發展，充分調動了學生學

習的主動性和創新性，促進人才培養。

五 . 創新工作方法，推動會務發展

運用新媒體技術加強會務宣傳，擴大社會影

響力。會務工作電子化，為教師的專業成長和參與

會務活動提供了適切的支援。服務意識不斷加強，

工作方法不斷創新優化，得到教師們的好評。

在理事會的支持和幫助下，青年協會、退休

教育工作者協會、教師專業發展協會和各活動小組

開展的活動形式多樣，針對性強，效果良好，監事

會予以充分肯定。

本會榮獲特區政府頒授 “金蓮花榮譽勳章”，

這是歷屆會長、理監事和全體會員的光榮，功勞歸

於大家！希望新一屆的理事會再接再厲，團結一

致，創新會務發展，繼續為澳門教育事業貢獻更大

的力量。

多謝！

澳門中華教育會 2019-2022 
監事會工作報告

高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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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本會各項活動小統計

一、學術部活動小統計 (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人數/人次

1 2019.6.1—2 英文小組赴港學習交流 20

2 2019.6.11及12 “基於課程標準的教學設計與實施的行與思”專題講座(一)&(二) 71

3 2019.6.14 “澳門回歸20周年系列——基礎教育的傳承與發展篇”專題講座 12

4 2019.6.19 “專案學習視角下的STEM整合課程內涵與實施路徑探究”專題講座 24

5 2019.7.15 數學的必要與必要的數學“數學建模與STEM教育”專題講座 28

6 2019.9.20及21 “史豐收數學速算專題講座”(一)&(二) 81

7 2019.10.17 “澳門回歸20周年系列之青年使命篇──醫療X青年工作分享”專題講座 19

8 2019.10.17 “Assessing Students' Learning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工作坊 60

9 2019.10.23 語文教學工作坊 58

10 2019.10.25 幼兒教師赴新會學習交流 25

11 2019.11.13及14 “數學實踐及建模論文的編寫專題講座”(一)&(二) 56

12 2019.11.15 語文小組赴順德學習交流 10

13 2019.11.27 “中學生創新思維能力的培養”專題講座 22

14 2019.11.28 “How does Memorisation Lead to Successful Writing?”專題講座 43

15 2019.12.5—6 數學小組赴深圳學習交流 20

16 2019.12.20—25 語文教師赴廣西學習交流 20

17 2019.12.28 科學小組赴珠海學習交流 20

18 2020.6.2 語文文體教學研討（一） 16

19 2020.6.16 “聲音、表情、態勢的藝術表達──朗誦要說”專題講座 103

20 2020.6.26 “Poems On Creativity–Write Out Loud”工作坊 42

21 2020.9.28 語文文體教學研討（二） 16

22 2020.10.9 Effective use of 'edtech'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工作坊 115

23 2020.10.20 STEAM教學工作坊 27

24 2020.10.28 青年教師語文教學論壇 64

25 2020.10.30 網上教學經驗談 78

26 2020.11.11 多媒體教學用於數學教學中 14

27 2020.11.14 “青年教師講座──澳門智慧城市的建立與灣區發展的機遇”專題講座 44

28 2020.11.18
—11.19

數學教具實踐工作坊──STEAM和摺紙（一）&（二） 70

29 2020.11.20 “在語言教學中培養創造力”專題講座 40

30 2020.11.27 “校本STEAM課程的建立和經營經驗分享” 專題講座 40

31 2020.12.2 新教材、新概念、新要求──語文教學專題講座 60

32 2020.12.4 “如何設計成功的STEAM教學課件”專題講座 40

33 2020.12.4—12.5 2020年粵港澳學前STEM教育論壇 28

34 2020.12.11 “分析PIRLS 與PISA 研究資料，探討不同年齡段學生在小四及十五歲階段所呈現的
學習差異”培訓

13

35 2020.12.12 “實用正向心理學”講座 40

36 2020.12.16 如何做好多元評核工作坊 13

37 2021.1.15 多元評量在幼兒園的應用講座 46

38 2021.2.4 學生情緒問題工作坊 112

39 2021.3.5 “經典詩文的節律特徵與粵語朗誦”專題講座 75

40 2021.3.23 AI與數學工作坊 15

41 2021.3.31 VR體驗及製作工作坊 20

42 2021.4.6 AR場景製作和保存體驗工作坊 20

43 2021.4.20 近年澳門文學狀況分析 11

44 2021.4.24 “幼兒真實評量──檔案評量的建置”專題講座 73

45 2021.4.28 “AI人工智能與教育的創新”講座 65

46 2021.4.30 英文寫作技巧培訓 9

47 2021.5.10 今年K1招生政策對幼兒教育產生的影響和建議 16

48 2021.5.12 “將治學方法示人，讓語文課標落地──‘梳理與探究’的中觀理解和微觀操作舉例”
專題講座

40

49 2021.5.21 “Scaffolding English Writing for Primary Students”工作坊 45

50 2021.6.21 科學創造力的培養專題講座 47

51 2021.6.22 語文教學經驗分享 11

52 2021.6.26—7.3 教師微課短片製作班 15

53 2021.6.30 “如何有效促進澳門科學教育講座──STEM教育的多元協作模式及資源整合應用”
專題講座

37

54 2021.7.14 “教育的情調與教育的智慧：隱藏在生活中的教育現象學”專題講座 51

55 2021.11.17 圓測與數學課程結合培訓 24

56 2021.12.3 “用設計遊戲的思維設計教學”專題講座 85

57 2021.12.8 智力教具工作坊 13

58 2021.12.10 浸入式教育創設語言環境講座 20

59 2021.12.17 如何啟迪思維發展培訓 9

60 2022.3.9 良好的形成性評核──如何實施有效的家課及評測專題講座 78

61 2022.3.16 為有源頭活水來──朗讀，用聲音來解讀文本專題講座 59

62 2022.3.18 英語會話課課程設置反思和改變培訓 32

63 2022.3.25 英文朗誦技巧講座 150

64 2022.5.14 “幼兒美感教育之方案教學實例”講座 80

65 2022.5.19 澳門教師專業成長計劃（語文類）——“以語文高效課堂內涵，特點與現實策略”專
題講座

75

66 2022.5.26
—5.28

澳門教師專業成長計劃（科學類）——教育類無人機編程技巧工作坊 16

合計 2,801人/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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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版部活動小統計 (2019 年 3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數量(冊數)

1 2019.3.30 《澳門教育》2019 第一期 2,800

2 2019.6.30 《澳門教育》2019 第二期 2,800

3 2019.9.30 《澳門教育》2019 第三期 2,800

4 2019.12.31 《澳門教育》2019 第四期 2,800

5 2020.3.31 《澳門教育》2020 第一期 2,800

6 2020.6.30 《澳門教育》2020 第二期 2,800

7 2020.9.30 《澳門教育》2020 第三期 2,800

8 2020.12 《澳門教育》文選叢書 - 文學卷 800

9 2020.12 《澳門教育》文選叢書 - 理科教育卷 800

10 2020.12 《澳門教育》文選叢書 - 文科教育卷 800

11 2020.12 澳門中華教育會 100 周年紀念特刊 2,000

12 2021.5 教育叢書：《鏡海拾貝——我的化學教學之路》 800

13 2021.5 教育叢書：《數學的研究性學習之典型範例選講》 800

14 2021.5.30 《澳門教育》2021 第一期 2,800

15 2021.7.30 《澳門教育》2021 第二期 2,800

16 2021.9.30 《澳門教育》2021 第三期 2,800

17 2021.12.29 不能不知的澳門教育出版史講座 24(人)

18 2021.12.31 《澳門教育》2021 第四期 2,800

19 2022.3.30 《澳門教育》2022 第一期 2,800

合計 39,600 冊 及 24 人

三、褔利部、會員部活動小統計 (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人數 / 人次

1 2019.9 月 會員部、褔利部與各校聯絡員茶敍 66

2 2019.9 月 發放 2018-2019 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 608

3 2020.1 月 向生活困難會員發放春節慰問金 (2020) 25

4 2020.6 月 向會員子女致送兒童節禮物 550

5 2020.9.26 發放 2019-2020 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 737

6 2021.1 月 向生活困難會員發放春節慰問金 (2021) 25

7 2021.5.29 福利部舉辦會員教師親子同遊科學館慶祝“六 • 一” 120

8 2021.9 月 派發 2020-2021 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 789

9 2022.1 月 向生活困難會員發放春節慰問金 (2022)  22

10 2022.5.28 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親子運動遊戲工作坊 70

合計 3,012 人 / 人 ( 次 )

四、旅遊部活動小統計 (2019 年 3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人數 / 人次

1 2019.3.3 “三‧八”國際婦女節“台山浮月村碉樓、都斛海鮮街、新會長廊生態園”一天遊 102

2 2019.3.24 “港珠澳大橋、大澳漁村、大嶼山”一天遊 74

3 2022.3.5 “三‧八”國際婦女節“澳門旅遊塔”
半天遊 128

合計 304 人 / 人 ( 次 )

五、康樂部活動小統計 (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隊數 人數 / 人次

1 2019.5.20—6.24 “雙慶盃”2019 年全澳教師籃球賽 28 332

2 2019.10.13 第 30 屆教師環山賽 / 1,000

3 2019.11 全澳教師羽毛球團體賽 / 120

4 2020.11.28 “會慶盃”2020 年全澳教師保齡球個人賽 / 70

5 2020.11.29 第 31 屆教師環山賽 / 860

6 2021.1.7—1.31 2021 年“教育會盃”全澳教師男子足球賽 18 235

7 2021.4.14—4.16 2021 年全澳教師乒乓球團體賽 22 105

8 2021.5.10—5.14 2021 年教師桌球單打賽 / 11

9 2021.5.17—6.30 2021 年全澳教師籃球賽 32 384

10 2021.11.8—11.19 2021 年全澳教師羽毛球團體賽 22 133

11 2021.11.13 2021 年全澳教師保齡球個人賽 / 98

12 2022.4.13—4.14 2022 年全澳教師乒乓球團體賽  / 145

13 2022.5.12—5.13 2022 全澳教師桌球單打賽 / 25

合計 3,518 人 / 人 ( 次 )

六、宣傳部活動小統計 (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人數 / 人次

1 2019 年 4 月—7月 慶祝建國 70 周年暨特區成立 20 周年——2019 年“雙慶盃”全澳中學生短
片創作比賽 206

2 2021 年 4 月—7月 “蓮城一家，疫情下你我他”2021 年全澳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 340

合計 546 人 / 人 (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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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捐款活動小統計 (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年份 項   目 金額 ( 澳門元 )

1 2019 “華夏綠洲助學行動”捐款活動 (2019) $1,527,853.21

2 2020 “華夏綠洲助學行動”捐款活動 (2020) $509,543.87

3 2020 愛心援助携手抗疫捐款 $927,225.00

4 2021 “華夏綠洲助學行動”捐款活動 (2021) $172,172.48

5 2021 河南水災捐款 $700,000.00

6 2022 “華夏綠洲助學行動”捐款活動 (2022) $1,006,342.40

合計 $4,843,136.96

八、頤康組活動小統計 (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人數 / 人次

1 2019.6.27 三十一周年組慶 322

2 2019.7.25 頤康組 2019 第四次生日會 202

3 2019.9.17—9.20 頤康組北京世園會四天團 30

4 2019.9.27 頤康組 2019 第五次生日會 225

5 2019.11.28  頤康組 2019 第六次生日會 211

6 2019.12.31 除夕餐會 300

7 2020.1.16 頤康組 2020 第一次生日會 204

8 2020.12.31 除夕餐會 348

9 2021.1.28 頤康組 2021 第一次生日會 259

10 2021.3.26 頤康組 2021 第二次生日會 215

11 2021.5.26 頤康組 2021 第三次生日會 165

12 2021.7.23 頤康組 2021 第四次生日會 184

13 2021.11.25 頤康組 2021 第六次生日會 226

14 2021.6.29 教育會頤康組成立 33 周年聯歡餐會 298

15 2021.2.23 探訪活動 (2021) 367

16 2021.12.31 除夕餐會 289

17 2022.3.2 探訪活動 (2022) 298

合計 4,143 人 / 人 ( 次 )

九、退休教育工作者協會活動小統計   (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人數 / 人次

1 2019.10.8 － 10.10 退休教師赴深圳訪問交流 82

2 2019.10.18 2019 年長者節活動 299

3 2019.10 月—11 月 2019 年體檢活動 162

4 2019.11.19 第二十一屆穗港澳高齡教育工作者聯歡餐會 394

5 2019.11.19—11.21 穗港澳三地資深教師書畫展 500

6 2020.11.11 退協橫琴一天遊 31

7 2020.11.19 退協成立 1周年暨 2020 年會員大會 267

8 2020.12.4—12.6 澳門資深教師作品展 ── 第十四屆澳門資深教師作品展 300

9 2020.1.13 中山一天遊 76

10 2021.1.7 退協路環九澳半天遊 130

11 2021.3.24 退協參觀青少年愛國愛澳教育基地半天遊 120

12 2021.5.14 2021 退協參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 100

13 2021.6.26 退協舉辦澳門食住遊活動 61

14 2021.6.30 退協參觀“戰‘疫’──抗擊新冠病毒專題展” 40

15 2021.7.14 退協參觀“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大型主題圖片展” 84

16 2020.9.15 退協舉辦澳門一天遊 31

17 2021.11.4 退協參觀“奮鬥百年路 啟航新征程”電影海報展 24

18 2021.11.10 參觀長者公寓示範單位 16

19 2019.6 月—2021.11 月 下午茶座 418

20 2021.12.3—12.5 慶祝澳門回歸 22 周年暨第十五屆澳門資深教師作品展 300

21 2022.5.13 2022 退協參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 18

合計 3,453 人 / 人 (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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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青年協會活動小統計 (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人數 / 人次

1 2019.10.26—27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合作計劃”之澳門青年教師考察團赴惠交流 26

2 2019.12.7 喜迎回歸 繼往開來──我和青委共成長分享會 40

3 2021.2.27 青年教師賀新歲競技同樂日 231

4 2021.3.20-21 第八屆“師友伙伴 攜手共進”青年教師鮑思高青年村團隊合作培訓營 30

5 2021.4.24 2021 青年教師保齡球同樂日 150

6 2021.5.19 青年教師廣州華美英語實驗學校交流團 60

7 2021.6.6 澳門青年教師教育論壇──展望澳門非高等教育十年規劃 320

8 2021.11.27  青協成立一周年會慶 36

9 2022.2 月 -4 月 第九屆“師友伙伴 攜手共進”計劃 30

10 2022.4.30 慶祝“五‧四”青年節座談會──“五‧四”精神與新時代青年教師使命 51

11 2022.5.14 澳門青年教師教育論壇──後疫情時代新媒體教學發展新趨勢 253

12 2022.5.28 2022 年全澳教師保齡球同樂日 150

合計 1,377 人 / 人 ( 次 )

十一、其他活動小統計 (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人數 / 人次

1 2019.7.27—8.1 “澳門千人計劃──澳門青年江蘇文化創意考察團” 31

2 2019.7.23—7.28 組織“2019 華夏綠洲助學行動”澳門師生代表團送捐款 ( 甘肅 ) 38

3 2019.7.31—8.4 組織“達標工程”考試成績優異者”中國文化之旅”2019 23

4 2019.8.10—8.18 中國文化常識達標工程系列活動之工作委員文化考察 16

5 2019.9.14—9.19 組織團體會員學校行政人員訪內蒙古 27

6 2019.10.15 2019 最美教師分享會 339

7 2019.10 月—11 月 2019 中國文化常識達標工程系列活動之有獎遊戲
( 中、小學生網上學習活動 ) 15,168

8 2019.11.20 “新入職教師師德建設與教師素養分享會”專題講座 69

9 2019.12.6 2019“師德建設與教學生活中的兩難情景”專題講座 54

10 2019.12.26
—12.31 第 26 屆華夏園丁大聯歡── 2019 澳門之旅 490

11 2020.1.13 “澳門教育界學習習近平主席蒞澳視察及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 438

12 2020.6.9 十三屆人大、政協第三次會議情況報告會 188

13 2020.10.9 新入職教師師德建設座談會 54

14 2020.10.21
—11.23 2020 中華文化推廣入校園宣導計劃 1,000

15 2020.11.25 2020“師德建設與教學生活中的兩難情景”專題講座 60

16 2020.11.26 在澳專職從事基礎教育工作滿廿年教師暨第七屆師友夥伴計劃指導老師表彰會 122

17 2020.12.12 慶祝中國文化常識達標工程在澳門特區啟動 20 周年系列活動 300

18 2021.1.6 澳門特別行政區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 2021-2030 諮詢座談會 165

19 2021.1.11 “教育會的傳承與使命”講座 59

20 2021.3.23 澳門首顆科普衛星教師專題講座 41

21 2021.3.24 十三屆人大、政協第四次會議情況報告會 260

22 2021.3.25—3.30 第 27 屆華夏園丁大聯歡 ( 成都 ) 36

23 2021.4.22—4.24 團體會員學校廈門教育裝備展訪問團 18

24 2021.5.9 2021 中國文化常識達標工程考試 1,940

25 2021.5.24—5.26  澳門基礎教育學校行政人員科普教育考察團 38

26 2021.7.1 組織會員教師觀看“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直播及座談會 128

27 2021.7.27—7.30 華夏綠洲助學行動十五周年暨推薦西部留學生工作十周年大會 ( 北京、河北
承德 ) 30

28 2021.10 月—11 月 2021 中國文化常識達標工程系列活動之有獎遊戲
( 中、小學生網上學習活動 ) 19,148

29 2021.11.17
—11.18 粵港澳大灣區校長論壇 9

30 2021.11.21
—11.25 2021 中華文化推廣入校園宣導計劃 1,757

31 2021.11.24 第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座談會 40

32 2021.11.26 在澳專職從事基礎教育工作滿廿年教師暨第八屆師友伙伴計劃指導老師表彰會 120

33 2021.11.30 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宣講會 350

34 2021.12.17 2021 教學生活中的兩難情景講座 44

35 2022.2.25 教科組春茗活動暨組內分享會 27

36 2022.3.3 智慧校園建設講座 50

37 2022.3.10 齊心抗疫健康進校園講座 100

38 2022.3.23 十三屆全國人大、政協五次會議情況報告會 174

39 2022.4.10 2022 中國文化常識達標工程考試 1,541

合計 44,492 人 / 人 ( 次 )

十二、各項慶祝活動小統計 (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人數 / 人次

1 2019.9.10 慶祝 2019 年教師節聯歡餐會 3,180

2 2019.11.30 澳門教育界賀雙慶文藝聯歡活動匯演 730

3 2020.1.5 “敬師傳頌、立德樹人”敬師聯歡晚會 876

4 2020.10 月—11 月 澳門中華教育會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動
( 慶祝大會、教育論壇、聯歡晚會、圖片展 ) 6,230

5 2021.12.11 澳門教育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2 周年、澳門特
別行政區成立 22 周年之百年盛放文藝匯演 1000

合計 12,016 人 / 人 (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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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各項比賽小統計              (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人數 / 人次

1 2019.7.14 2019 年澳門中學生趣味科學比賽──【勇闖大灣區】 414

2 2019.10.19 第 41 屆全澳學生繪畫比賽 2,501

3 2020.3 月 -4 月 2020 全澳師生《憲法》和《基本法》知識網上學習競賽活動 300,000

4 2020.3 月 -7 月 全澳中學生金融知識線上學堂 1,730

5 2020.11.28 2020 全澳校際中學生《憲法》和《基本法》知識線上比賽 250

6 2021.4.17 第 35 屆全澳學生朗誦比賽 1,010

7 2021.3 月—6 月 2021 全澳師生《憲法》和《基本法》知識網上學習競賽活動 164,352

8 2021.7.18 2021 年澳門中學生趣味科學比賽──【再翅啟航】 416

9 2022.3 月—5 月 2022 全澳師生《憲法》和《基本法》知識網上學習競賽活動 177,328

10 2022.4.23 第 36 屆全澳學生朗誦比賽 1,061

11 2022.5 月 澳門師生紀念中國共青團建團 100 周年暨五四運動 103 周年常識問答比賽 960,25

12 2022.5.4—6.4 “國家安全”標語短視頻創作比賽 809

合計 745,896 人 / 人 ( 次 )

     
澳門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中心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5 月 )

序號 日期 項   目 人數 / 人次

1 2020.9.25 數學核心素養與高階思維 44

2 2020.9.26 打水板製作——中小學 STEM教學經驗分享 23

3 2020.9.26 從教案到學歷案——基於案例的探索 43

4 2020.9.26 第二課堂在學科上的應用和實踐分享——以地理科教學為例 42

5 2020.10.10 網課入門 37

6 2020.10.10 如何在歷史課堂落實教學目標 38

7 2020.10.17 《中國中文》教材中的中華傳統文化 35

8 2020.10.17 Arduino 基礎入門——從燈出發 24

9 2020.10.17 網課視頻教材製作入門 36

10 2020.10.24 遊戲開發設計——STEM教學案例分享 39

11 2020.10.24 “數學智力遊戲”推動學生有趣學習數學 42

12 2020.10.24 如何將數學生活化——主題課的開發 42

13 2020.10.24 人工智能與數學教學初探 42

14 2020.10.31 中學英文寫作教學 43

15 2020.10.31 《大學》何為？：一種對學習的創造性理論 43

16 2020.10.31 小學數學建模理論與實踐 38

17 2020.10.31 學校合唱團的組建和經營 44

18 2020.11.14 《中庸》的當代意義與啟示 36

19 2020.11.14 澳門自然史知識培訓 43

20 2020.11.17 翻轉課室 ( 數學 ) 經驗分享 34

21 2020.11.18 如何公平地在初中開展科技創新教學 36

22 2020.11.20 議題討論融入地理課堂之策略分享 29

23 2020.11.21 澳門街道歷史系列之從新馬路看澳門近百年史 41

24 2020.11.21 如何在歷史課堂落實教學目標——初中教學案例分享 25

25 2020.11.21 音樂盒DIY 24

26 2020.11.21 水泥花盆DIY——中小學 STEM教學經驗分享 22

27 2020.11.22 正確解讀文學作品的文化符號——以劉禹錫《陋室銘》為例 41

28 2020.11.27 從實踐中學習的“品德公民” 25

29 2020.11.27 圓錐曲線教學素材分享 26

30 2020.11.27 澳門紅樹林生態系統概況及野外考察——講座 29

31 2020.11.28 澳門紅樹林生態系統概況及野外考察——考察 ( 第一組 ) 16

32 2020.12.5 澳門紅樹林生態系統概況及野外考察——考察 ( 第二組 ) 13

33 2020.11.28 “青春無悔—以生命教育為基礎的青少年兩性教育課程”教學分享工作坊 19

34 2020.12.5 英語啟蒙──從故事開始 41

35 2020.12.5 跟著故事快樂學英文 35

36 2020.12.5 如何優化自然科學課堂教學 11

37 2020.12.5 線下走到線上：化學教學的演變 15

38 2020.12.9 利用 EXCEL 進行學生成績管理分析 24

39 2020.12.10 教師自我反思與教學改進 40

40 2020.12.10 資訊科教學的現況與展望 12

41 2020.12.10 GOOGLE 雲端工具在教学中的應用 22

42 2020.12.11 “説、唱、打、跳”玩樂幼兒音樂遊戲 23

43 2020.12.11 我們是“同一班人” 42

44 2020.12.11 少兒趣味田徑——初級班 26

45 2020.12.11 幼兒教師珠海學習交流團 22

46 2020.12.12 生活中的 STEAM——製作智能垃圾桶 12

47 2020.12.12 化學教學新嘗試 32

48 2020.12.12 初中科學教師科普經驗分享會 9

49 2020.12.12 三頭馬車的品德及公民教育 27

50 2020.12.12 班主任與同學之間的相處策略 24

51 2020.12.12 人工智能基礎教育在中學開展經驗分享 24

52 2020.12.13 寫作教學 41

53 2020.12.15 課外活動中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 19

54 2020.12.16 高中班主任的班級經營策略 38

55 2020.12.16 培養學生化學科核心素養的不同教學方法 8

56 2020.12.17 演講技巧入門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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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2020.12.17-18 粵澳大灣區教育與科技交流團 24

58 2020.12.18 辯論技巧入門 31

59 2020.12.19 高小音樂課堂器樂學習方式探索 27

60 2020.12.19 奧妙精深的漢字文化 35

61 2020.12.19  Experience sharing – some tips for sensible language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fellow teacher and parent 40

62 2020.12.19 易快準的“粵音圖” 23

63 2020.12.28 籃球隊訓練的得與德 35

64 2020.12.29-30 Python 編程入門 22

65 2020.12.29-30 健身氣功八段錦教材教法 33

66 2020.12.28-30 澳門中小學教師外交參訪活動 19

67 2021.1.8-9 歷史課餘小組實務分享及實地考察活動──以青洲山研究為例 13

68 2021.1.9 基於樂高教育開展之 STEM課程體驗 42

69 2021.1.14 學科核心素養和深度學習 23

70 2021.1.15 小學《品德與公民》德育主題培訓——教學實務與經驗分享 34

71 2021.1.16 澳門街道歷史系列之澳門三大老街與中國近代史 38

72 2021.1.16 高中數學尖子生的培養策略 31

73 2021.1.16 小學視覺藝術科的教學設計分享：我家大屋 27

74 2020.1.23 體育教學及訓練在學校中的開展 33

75 2021.1.23 Using Movies in a Fun ESL Classroom 39

76 2021.1.23 德育工作交流會 107

77 2021.1.30 STEM:Micro:bit——零基礎入門班 19

78 2020.1.30 初中數學尖子生的培養策略 39

79 2021.2.1 少兒趣味田徑一級教練員——中級班 30

80 2021.2.4 小學班級經營策略 40

81 2021.2.6 Experience sharing ——on the teaching of argumentative essay writing 40

82 2021.2.24 一個男班主任的成長 43

83 2021.2.25 新班主任的初中班級經營和學生管理策略 37

84 2021.2.26 家校合作，事半功倍 35

85 2021.2.27 香港地質公園戶外教學經驗分享會 27

86 2021.3.10 人工智能與數學教學初探 ( 二 ) 19

87 2021.3.13 澳門戶外生態教育知識培訓 19

88 2021.3.13 動手實踐提高小班教學的實效 ( 一 ) 18

89 2020.3.13 STEM:Micro:bit 基礎班——機械車 18

90 2021.3.15 中學“整本書閱讀”實施策略 38

91 2021.3.17 少兒趣味田徑一級教練員 --- 高級班 29

92 2021.3.18-19 演講技巧入門之進階課程 ( 一 ) 28

93 2021.3.20 中學中文科書面評量 —— 各類型試題之編擬原則與技巧 18

94 2020.3.20 互聯網年代下小學生網絡素養教育 37

95 2021.3.20 利用手機 app-phyphox 及圖像程式 -Tracker 探究物理現象的方法 20

96 2021.3.27 怎樣在探究性數學活動中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 26

97 2021.3.27 開展天文教育、科普與探究的實踐 23

98 2021.4.10 走進後進“心”──小學 . 輕老師如何和後進生一起成長 34

99 2021.4.10 融合教育的實務分享 43

100 2021.4.17 唐宋詩詞鑑賞與教學 22

101 2021.4.17 動手實踐提高小班教學的實效 ( 二 ) 24

102 2021.4.24 音樂教育跟你想的不一樣 ? 21

103 2021.4.23 情緒加油站：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養成及其輔導工作 ( 第一場 ) 251

104 2021.4.24 情緒加油站：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養成及其輔導工作 ( 第二場 ) 143

105 2021.5.28 在小學階段實施生命教育的實況及經驗分享 32

106 2021.6.3 品德與公民教學主題培訓 —— 網絡安全 22

107 2021.6.4 班主任茶座 —— 班級經營 71

108 2021.6.7 品德與公民教學主題培訓 —— 中華傳統禮儀文化主題 ( 中學 ) 15

109 2021.6.8 品德與公民教學主題培訓 —— 中華傳統禮儀文化主題 ( 小學 ) 24

110 2021.6.10 班主任茶座 —— 學生輔導技巧 23

111 2021.6.11 課堂管理策略 20

112 2021.6.12 澳門街道歷史系列之水坑尾與澳門歷史城區 41

113 2021.6.15 名師 Talk 德 —— 學校中高層管理人員的發展規劃 15

114 2021.6.18 學校德育工作經驗交流分享會 10

115 2021.6.19 新教材新教法 —— 學作文，學做人 ( 生活中的作文 ) 18

116 2021.6.19 中學奧數課程管理經驗與教學案例分享 21

117 2021.6.21 Teaching towards the 2030 Goal: Are we ready for the post-pandemic teaching? 19

118 2021.6.22 名師 Talk 德 —— 教育產業 43

119 2021.6.25 邁向兩個一百年 :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路徑 ( 第一場 ) 169

120 2021.6.25 德育工作主題聚會 —— 校內德育發展的計劃 31

121 2021.6.26 邁向兩個一百年 :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路徑 ( 第二場 ) 39

122 2021.6.26 環境教育動起來—環境教育融入生物課的分享 22

123 2021.6.26 音樂教育分享 —— 器樂教學走進第一課堂的實踐分享 36

124 2021.6.26 初中英語進階班之經驗分享 29

125 2021.6.28 Teaching towards the 2030 Goal: How interactive your lesson is? 38

126 2021.6.28 班主任茶座 —— 家校合作 73

127 2021.7.2 班主任茶座 —— 師生關係 83

128 2021.7.8 品德與公民教學主題培訓 —— 自我保護 100

129 2021.7.9 回歸二十年，澳門教育的發展與展望 36

130 2021.7.10 新教材新教法 —— 學閱讀，學思考 ( 思維導圖在小學中文的應用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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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2021.7.10 小學閱讀模式工作坊 ( 一 )：“指導式閱讀”(Guided Reading) 20

132 2021.7.10 Applying CLIL concept in a language classroom 15

133 2021.7.12-13 八式太極拳教材教法 29

134 2021.7.14 完美的運動選擇 27

135 2021.7.20 Teaching towards the 2030 Goal: Integrating SDGs into English teaching 24

136 2021.7.16 化學課堂的深度學習案例和實踐 22

137 2021.7.15 物理課可以很有趣 21

138 2021.7.21 憲法與基本法教學培訓 44

139 2021.10.21-22 Python 編程入門 22

140 2021.10.16 基於樂高教育開展之 STEM課程體驗 32

141 2021.10.16、23 及
30 澳門街道歷史系列課程 36

142 2021.10.19 GOOGLE 雲端工具在教学中的應用 25

143 2021.10.21 小學班級經營策略 31

144 2021.10.23 《中國語文》教材中的中華傳統文化 34

145 2021.10.29 新班主任的初中班級經營和學生管理策略 37

146 2021.9.24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局勢新變化與中國和平崛起 ( 第一場 ) 171

147 2021.10.20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局勢新變化與中國和平崛起 ( 第二場 ) 81

148 2021.11.17 家校合作，事半功倍 42

149 2021.11.19 用群文閱讀提升思維品質 36

150 2021.11.20 小學數學建模理論與實踐 27

151 2021.11.20 生活中的 STEAM—製作智能垃圾桶 21

152 2021.11.20 回歸以來澳門教育發展分析 37

153 2021.11.25 學科核心素養和深度學習 20

154 2021.11.26 我們是“同一班人” 25

155 2021.11.27 易快準的“粵音圖” 29

156 2021.12.3 與時俱進：線上教學的新思維新發展新技術 ( 第一場 ) 184

157 2021.12.4 與時俱進：線上教學的新思維新發展新技術 ( 第二場 ) 81

158 2021.12.4 優化澳門教育管理的思考 32

159 2021.12.10-11 動手實踐提高小班教學的實效 12

160 2021.12.10 “説、唱、打、跳”玩樂幼兒音樂遊戲 26

161 2021.12.11 遊戲開發設計 —— STEM教學案例分享 28

162 2021.12.17 “數學智力遊戲”推動學生有趣學習數學 34

163 2021.12.18 繪本閱讀提升學生創造力 - 以“七十一隻小羊踢足球”為例 24

164 2021.12.18 如何在歷史課堂落實教學目標——初中及高中教學案例分享 19

165 2021.12.29 高中班主任的班級經營策略 39

166 2022.2.19 “六色積木”Level 1 國際引導師 28

167 2022.3.8 田徑訓練 - 長跑實踐訓練課 27

168 2022.2.25 玩轉地理─以多元的教學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地理興趣教學分享 31

169 2022.2.26 數學尖子生的培養策略 22

170 2022.2.26 對聯賞析與教學 44

171 2022.2.26 德育工作交流會 133

172 2022.2.28 化學實驗操作技巧 ( 初中 ) 25

173 2022.3.2 教學應彰顯智慧的力量 42

174 2022.3.4 提升學生對數學科學習興趣與運用 76

175 2022.3.5 大數據的應用 27

176 2022.3.5 小學數學教學法 34

177 2022.3.11 中學數學研習班 41

178 2022.3.11、18 及
19 Unity 遊戲制作初階體驗 33

179 2022.3.12 Using Movies in a Fun ESL Classroom 37

180 2022.3.12 簡易傳動門制作 20

181 2022.3.12 互聯網年代下小學生網絡素養教育 32

182 2022.3.19 有效的地理教學 29

183 2022.3.19 及 22 唐宋詩詞的鑒賞與吟唱 16

184 2022.3.25 遊戲為本的幼兒環境教育 44

185 2022.3.28 培育多元文化的課堂 ( 小學 ) 65

186 2022.3.29 價值教育初探 27

187 2022.3.30 中學語文教材中詩歌的實與虛 38

188 2022.4.12 英文小說教學 31

189 2022.4.23 3D 打印實務工作坊 24

190 2022.4.23 從馬場大馬路説澳門的早期賽馬 43

191 2022.4.23 小學數學研習班 24

192 2022.4.26 田徑運動 —— 長跑項目 27

193 2022.4.27 公民教育的有效教學 27

194 2022.4.29-30 文采飛揚之美：賞析文章寫作中的語言表達之美 23

195 2022.4.29-30 透過 Scratch 展示數學模型 18

196 2022.4.29 走近物理世界 —— 感悟科學奧妙 ( 第一場 )  122

197 2022.4.30 走近物理世界 —— 感悟科學奧妙 ( 第二場 )  105

198 2022.4.30 走近物理世界 —— 感悟科學奧妙 ( 工作坊 )  23

199 2022.4.30 及 5.9 詩歌寫作與欣賞 16

200 2022.5.7 白眼塘與福隆新街史話 43

201 2022.5.7 及 14 啟發幼小 STEM課程探索 —— 專題研習：動畫 11

202 2022.5.10、16、
18、23 及 25 Understanding and teaching linguistic mediation 14

203 2022.5.13 後疫情時期青少年的心理關顧與危機預防 ( 第一場 )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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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2022.5.14 後疫情時期青少年的心理關顧與危機預防 ( 第二場 )  109

205 2022.5.14 後疫情時期青少年的心理關顧與危機預防 ( 工作坊 )  53

206 2022.5.19 中學數學教學法 30

207 2022.5.20 安吉遊戲教育理念的實踐與思考 39

208 2022.5.21 Making Comprehension Teaching More Effective 39

209 2022.5.21 AI 初探 18

210 2022.5.21 小學空間與圖形的教學研究 19

211 2022.5.26 英文課程變革之經驗分享 39

212 2022.5.27、6.10
及 17 數學遊戲 39

213 2022.5.27 德育工作主題聚會 28

214 2022.5.27 及 28 幼兒音樂智慧培養 27

215 2022.5.28 聊天機械人的技術原理和應用 23

216 2022.5.30 班主任培訓 49

217 2022.5.30、31 及
6.1 幼兒古典樂遊戲活動設計 28

合計 8,138 人 / 人 ( 次 )

 

▲ 座談交流 ▲ 雙方簽訂《研學旅行框架合作協議》

2022 年 9月 22日，遼寧省文化和旅遊廳趙

奎偉副廳長一行到訪本會，與本會簽訂《研學

旅行框架合作協議》，並進行座談交流。

陳虹會長代表本會對趙奎偉副廳長一行的

到來表示熱烈歡迎，指出研學計劃與本會弘揚

愛國愛澳精神，加深青少年家國情懷教育的宗

旨不謀而合，定將積極推動相關工作，起到兩

地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

鄭洪光理事長介紹了教育會的歷史、宗

旨、組織架構、工作重點等，相信是次與遼寧

省文化和旅遊廳的合作，能為本澳青少年提供

更多元到內地交流學習的機會，加強對祖國的

認識和認同感。

趙奎偉副廳長感謝本會的熱情接待，並簡

述近年來遼寧省在推動研學旅行方面的工作進

展以及取得的成效。遼寧省擁有世界文化遺產

六處，其歷史文化底蘊深厚，自然資源豐富，

是很好的研學和教育基地。他表示，研學旅遊

是行走的課堂，是很好的愛國主義教育形式，

期望藉着是次合作，讓澳門學生透過實地研

學，發現遼寧之美，感受遼寧之好，從實踐中

感悟人文歷史，增强愛國情懷。

會上，雙方就如何更好地推動兩地的文化

交流進行探討，一致認同可通過 “寓教於遊”

形式，辦好研學團，讓研學團不但成為青少年

對外學習的方式，更能成為澳門遼寧兩地文

化、教育交流的橋梁紐帶，促進兩地人民交流

和認識。

隨團到訪的人士還有遼寧省文化和旅遊

廳對外交流與合作處王金玲處長、二級調研員

韓濤，中旅旅行（遼寧）有限公司總經理邱雅

頌、研學部部長金石，澳門中國國際旅行社有

限公司總經理林萍。接待的本會負責人還有副

理事長王國英、岑耀昌（兼秘書長）、吳少蘭，

副秘書長陳建邦、李雪松、呂綺穎，辦公室主

任林美儀等。

本刊通訊員

遼寧省文化和旅遊廳與本會簽訂
《研學旅行框架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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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舉辦表彰會嘉獎基礎教育滿廿年及師友計劃教師

▲ 出席嘉賓與獲嘉獎教師合影

▲ 歐陽瑜司長

▲ 陳虹會長

本會於 2022 年 9月 9日假聖公會（澳門）

蔡高中學禮堂舉行 “在澳專職從事基礎教育工

作至今屆滿（或超過）20年之教師” 以及 “ ‘師

友伙伴攜手共進計劃’ 之指導老師表彰會”，共

向 72名滿 20年的教師頒發感謝狀，以示表揚

和鼓勵。

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致詞稱，教育事

業發展是社會進步的基石，政府貫徹 “教育興

澳、人才建澳” 的施政理念，積極透過《非高

等教育中長期規劃》、《澳門青年政策》等，做

好頂層規劃，完善制度，整合和優化資源配

置，支持和推動教育界共同發展。同時，本澳

教育事業發展需要教育界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

力。澳門特區將朝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在教育

工作上，政府將緊密結合新興產業發展方向，

以及對各類人才的需求，積極開展強化非高等

教育科普工作和多元化的科普教學人員培訓，

並將持續做好協助學生生涯規劃的工作，讓學

生提升綜合競爭力。

她希望，教育界繼續支持政府工作，共同

努力，與時俱進，持續優化本澳教育系統，促

進多元教學與質素提升，為澳門特區以至國家

的未來發展培養各領域的人才。

本會會長陳虹講話稱，今年受表彰的廿年

教師共有七十二人，“師友伙伴、攜手共進” 計

劃指導老師共十人。這些優秀的教育工作者，

懷著作育英才的崇高理想，敬業樂業，誨人不

倦，盡心竭力，將所學知識傾囊相授，以一言

一行潛移默化，潤物無聲，薪火相傳，為澳門

吳文前、梁卓敏、黃春燕、李杏輝、施守紀、林淑兒、黃伊雯、關展飛、幸穎香、黃雅娜、

黎淑貞、鍾漢文、陳少婷、何慧敏、何永輝、梁國華、朱君怡、林   偉、黎笑梅、丁　偉、

劉偉航、梁雄思、尤春菊、NORONHA MARIZA LINA、吳麗芳、尹一龍、盧照勇、陳月明、

姚建華、詹少莉、陳綺玲、黃小玲、王文波、陳毓輝、楊世傑、趙鳳麗、何曉琳、吳艷芳、

黎婉琪、譚捷娜、徐偉鴻、曾一愷、黃苑芳、許劍豪、羅志偉、陳楣輝、劉惠愛、梁汝生、

梁庭霞、何月群、庄偉賢、李楚翎、林景雲、李家敏、黃悅鑾、侯錫球、鄧鳳蓮、岑曉紅、

梁健雄、陸佩儀、方　良、康玉專、陳嘉亮、高嘉寶、鄺律民、鄭　軼、黃國思、何若平、

陶　軍、黃思敏、郭艷玲、蔡毓瑜

培養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為 “一國兩制” 的行

穩致遠提供了堅實保障。毫無疑問，他們是澳

門教育界的中流砥柱，更是澳門教育界的驕傲。

目前，《維護國家安全法》修法工作正在

諮詢，修法關係到國家的安全和澳門的長治久

安，期望教育界同仁積極支持，主動建言獻

策，做好宣教工作，亦必須強化青少年對祖國

的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傳承愛國愛澳精神，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本刊通訊員

本會嘉獎基礎教育滿廿年及
師友計劃教師

2022 年在澳門專職從事基礎教育工作屆滿（或超過）
20 年之教師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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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嘉賓與獲獎學生合影留念

本會、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澳門公職教

育協會、澳門高等教育發展促進會於三至八月

合辦多項愛國教育活動，並於 2022 年 9月 17

日在濠江中學校本部禮堂舉行頒獎禮。保安司

司長辦公室顧問曾翔、教青局副局長黃嘉祺、

中聯辦教育與青年工作部副部長石書正、澳門

基金會行政委員何桂鈴、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

理事長黃彪、澳門公職教育協會會員大會主席

他表示，為持續做好本澳愛國教育工作，

早前本會、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澳門公職教

育協會、澳門高等教育發展促進會合辦了多項

愛國教育活動，包括 “二〇二二全澳師生憲法

知識學習和競賽活動”、“二〇二二全澳師生基本

法知識學習和競賽活動”、“澳門師生紀念中國共

青團建團一百周年暨五四運動一百〇三周年常

識問答比賽” 及 “全澳師生中國歷史、地理常識

線上學習競賽活動”。參與上述活動的學校、師

生眾多，可見本澳師生對學習憲法、基本法及

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濃烈，愛國、愛澳、擁

澳門愛國教育研究推廣工作委員會、澳門

公共關係協會、澳門起點合辦 “國家安全標語

短視頻創作比賽” 於 2022 年 9月 29日假聖保祿

學校禮堂舉行頒獎，賽事共收到逾二百份參賽

作品，參賽學生近八百人，共五十二份作品獲

獎。主辦單位冀藉賽事推動本澳青少年充分認

識和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意義，傳承並弘揚愛

國愛澳核心價值。

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保安司

司長黃少澤、中聯辦副主任嚴植嬋、教青局局

長龔志明、中聯辦教青部長徐婷、澳門日報社

長陸波、公共關係協會會長歐潤光、高等教育

發展促進會理事長龐川、天主教學校聯會會長

周伯輝、公職教育協會會員大會主席劉文堯、

愛國教育研究推廣工作委員會主席陳虹、本會

理事長鄭洪光及監事長高錦輝等嘉賓出席並頒

獎，眾師生到場參與。

陳虹致詞表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

有之大變局，我國正面臨複雜多變的安全和發

展環境，各種風險因素明顯增多，維護國家安

全的任務日益繁重艱巨。特區政府和澳門中聯

劉文堯、澳門高等教育發展促進會會長莫啟明

及本會會長陳虹、理事長鄭洪光等出席，並向

各項活動的一至三等獎得獎者頒獎。

鄭洪光稱，系列活動累計近三十六萬人次

參與，獲獎師生達六百五十人次。認為本澳師

生對學習憲法、基本法及中國歷史、地理的興

趣濃烈，愛國、愛澳、擁黨、維護國家安全的

意識與日俱增。

黨、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與日俱增。有賴於祖

國和中央的大力支持，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

共同努力，成績得來不易，須倍加珍惜，繼續

努力，共同為澳門、為祖國培育出有理想、有

能力、有擔當，立足澳門、心繫祖國、放眼世

界的年輕新一代，讓愛國愛澳精神薪火相傳、

“一國兩制” 事業後繼有人、有繼有勁。

此外，本澳《維護國家安全法》正進行修

訂公開諮詢，修法關係到國家的安全和澳門的

長治久安，曾翔顧問為師生講解 “國安法” 修

訂的精神及內容。

辦此前連續五次成功舉辦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展”，社會各界亦以多種形式宣傳維護國家安全

重要性，提高居民國安意識，營造出維護國家

安全的濃烈氣氛。特區政府現正開展修訂《維

護國家安全法》工作，為進一步推動本澳青少

年充分認識和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意義，傳承

並弘揚愛國愛澳核心價值，以實際行動支持和

擁護國安法的修訂，故舉辦是次創作比賽。

有關參賽作品主題突出，立場鮮明，表現

力強，從多維度、多層次反映維護國家安全的

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對修法的認同和支持。體

現特區政府、中聯辦和社會各界在國家安全宣

教工作取得的顯著成效；也體現澳門居民對自

覺維護國家安全的使命和擔當；更重要的是，

體現澳門居民對國家強烈的認同感、歸屬感和

毫不動搖的愛國主義情懷。相信國家永遠是澳

門最堅強的後盾，只有維護國家安全，樹立總

體國家安全觀，才能維護澳門安全；只有築

起國家安全的銅牆鐵壁，才能保障社會繁榮穩

定、居民安居樂業，“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國家安全標語短視頻創作比賽” 分小學

本刊通訊員

愛國教育活動獎六百五師生

本刊通訊員

國安標語短視頻創作賽傳承愛國
愛澳核心價值

2022 第 3期 2022 第 3期
32 33



本會要聞 本會要聞

▲ 嘉賓與獲獎學生合影

▲ 曾翔顧問講解《維護國家安全法》修法諮詢重點

▲ 本會會長、理監事與團體會員學校校長、
代表等出席報告會

組、初中組、高中組和大學組進行，各組設冠

軍一名、亞軍兩名，季軍三名及優異獎十名，

獲學界熱烈迴響。經評審，小學組冠軍：培華

中學（張芯慈、朱永晴）；初中組冠軍：培正

中學（趙凱翹、莫睿桐）；高中組冠軍：勞校

中學（袁匡）；大學組冠軍：澳門保安部隊高

等學校（黃卓漢、禤鈺傑、盧卓文、梁黃傑、

雲暉欽）。

頒獎禮現場，邀請保安司司長辦公室顧問

曾翔為在場人士講解《維護國家安全法》修法

諮詢重點，反應熱烈。

“國家安全標語短視頻創作比賽” 初中組冠

軍、培正中學的趙凱翹及莫睿桐表示，透過參

加是次比賽對國家安全有更全面的認識。參賽

前，認為國家安全離得很遠；參賽後，發現國

家安全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並與不同領域各

有關聯。往後，將會結合是次參賽所學所得，

以及澳門基本法等內容對身邊親友宣傳講解。

大學組冠軍、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隊伍

代表盧卓文表示，“維護國家安全，一切全為

人民，一切全靠人民” 是其隊伍參賽的最大體

會，亦是創作參賽標語和短片設計方向。有感

大至國防、小至民生日常，國家安全都與人民

息息相關，在維護國家安全的道路上，需要每

位居民共同合力，方能為國家發展保駕護航，

每位居民都是維護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守護

者。希望社會舉辦更多同類比賽或活動，讓更

多人深刻意識到 “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

為感謝本會各個團體會員學校對本屆會

務工作的大力支持，加強與各校的溝通聯繫，

2022 年 6月 8日本會舉辦了 “會長、理監事與

團體會員學校校長、代表工作報告會”。

會上，陳虹會長介紹近期會務及換屆工

作。當日的議程包括：審議 2019-2022 理事會

會務工作報告、2019-2021 財務報告、提案整理

報告、會章修改報告、監事會報告，以及選舉

新一屆會長、理事、監事等。她代表本會衷心

感謝各團體會員學校和師生一直以來對本會工

作的大力支持和踴躍參與本會的活動。

席間，會長、理監事成員認真聽取團體會

員學校代表的意見，進一步優化會務工作。

由中國林業生態發展促進會、本會及澳門

各大、中、小學和中國少年兒童雜誌、北京廣

發青少年文化交流中心等單位共同發起的華夏

綠洲助學行動，是主要面向全國青少年開展的

社會公益活動。活動分 “扶貧助學”、“生態教

育” 兩個部分、八個項目工作，推薦西部學生

赴澳門上大學是其中一項工作。今年共收集捐

款澳門幣逾百萬元。

受疫情影響，今年取消組團赴內地交流及

捐贈善款活動，善款已通過轉帳方式交到華夏

綠洲籌委會。

本刊通訊員

本刊通訊員

本會舉辦會長、理監事與團體會
員學校校長、代表工作報告會

2022 華夏綠洲捐助百萬善款

2022年華夏綠洲助學行動捐款名單
序號 捐款單位/個人 澳門幣

1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15,000.00 

2 沙梨頭坊眾學校 18,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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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勞校中學 45,162.50 

4 勞校中學附屬小學 62,468.50 

5 勞校中學附屬幼稚園 27,472.00 

6 婦聯學校 41,710.50 

7 培華中學 90,066.60 

8 同善堂學校 52,223.50 

9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20,000.00 

10 福建學校 9,190.50 

11 德明學校 8,000.00 

12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3,900.00 

13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1,900.00 

14 陳瑞祺永援中學 20,000.00 

15 新華學校 18,994.00 

16 高美士中葡中學 1,855.00 

17 廣大中學 11,785.00 

18 氹仔坊眾學校 12,808.00 

19 濠江中學 222,434.00 

20 鏡平學校 105,310.30 

21 東南學校 35,500.00 

22 嶺南中學 11,876.00 

23 商訓夜中學 15,000.00 

24 聖德蘭學校 10,800.00 

25 蓮峰普濟學校 13,369.00 

26 聖羅撒英文中學 43,592.00 

27  聖瑪莎莉羅學校 11,371.00 

28 新華夜中學 5,500.00 

29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13,000.00 

30 澳門公職教育協會 3,660.00 

31 陳就然 2,000.00 

32 陳振萍 500.00 

33 何海英 10,000.00 

34 捐款箱 500.00 

35 熱心人士 24,764.00 

合計 1,010,002.40 

本澳教育界齊心抗疫
本會通訊員

2022 年 6月下旬始，本澳面臨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最嚴峻的挑戰。該輪疫情爆發後，特區政府

迅速開展一系列防疫抗疫工作，且得到廣東省派出醫療隊馳援本澳，粵澳兩地醫護攜手與全澳市

民一起共同抗疫。本會十分感謝祖國對澳門的關心和大力支援，感謝特區政府和全體抗疫人員的

忘我付出！

該輪疫情爆發後，本澳教育界積極組織義工參與抗疫前線工作，來自本澳各校數以百計的教

師身體力行，不懼艱辛，無懼感染風險，在整個疫情期間全力配合和支持特區政府抗疫工作，很

多學校亦作為全民核檢站，本澳教育界與全澳市民一起守望相助，團結一心，共同守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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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各教育工作者疫期間挺身而出奔赴抗疫前線

2022 第 3期 2022 第 3期
38 39



本期專題本期專題

“疫”路有你，為愛守護
公 羽

三尺講台 ，春風化雨 ，您是可親可敬的教

師。

一往無前 ，不懼風險 ，您是勇毅前行的戰

士。

風雨來襲，我們一起扛。

2022 年 6 月 18 日，一場來勢洶洶的疫情

打破澳門 200 多天無新增感染個案的寧靜，一

時間小城防疫工作面臨嚴峻挑戰。這是一場關

乎市民健康和社會安寧的戰鬥。鏡海之濱，所

有人都在與時間賽跑，所有人都在與疫情抗

爭。

抗疫，澳門教師沒有缺席，他們逆向而

行，書寫出最美的 “師者擔當”，詮釋着 “疫情

當前，責無旁貸” 的主人翁精神。

數十所基礎教育學校成了全民核酸檢測

站，切實保障核酸檢測工作安全有序開展。

兩千多名教師迅速響應教青局向全澳學校

招募義工的倡議，聞令而動，挺身而出，參與

義工行列，用汗水和行動踐行教育的初心、使

命。

防控就是責任。許多教師主動請纓，他們

穿戴好防護服、口罩、鞋套等防護裝備，分赴

指定工作地點開展志願抗疫工作，築牢防疫第

一線。在學生的眼中，他們是愛的化身；在社

會大衆的眼中，他們是善的信使。

他們堅决服從安排，不計得失，測看體

溫、維護核酸檢測隊伍秩序、幫忙分發防疫物

資，即使是簡簡單單的一個細節，他們都要盡

心盡責，做到最好。有些檢測人員在排隊時鬧

小情緒，他們就耐心地與之交談，直到他們心

平氣和。高溫酷暑，常令人大汗淋漓，渾身濕

透。一天下來，已經累得直不起腰，可是沒有

人喊累叫苦，大家互相鼓勵加油。心中只有一

個信念：期待疫情快點過去，生活重回正軌。

雖然我未能親臨抗疫第一線，宅在家中，

照顧好家裡的老少，我想這也是對抗疫工作的

一種支持。每次在電視上、微信朋友圈看到志

願者們忙碌奔波、不辭勞苦的身影，深感於他

們 “捨小家，顧大家”，我的心感到無比激動

和振奮，也為他們自豪。在他們當中，很多都

是 90 後、00 後，青春的絢麗之花在他們身上

肆意地綻放。擁有一批有擔當有責任的青年教

師，我們何其幸福。青春無悔，奮鬥者最美。

當電視屏幕上閃現出教師義工們的畫面，

眼尖的我立刻找到了朝夕相處的同事。我情不

自禁地叫喊着全家人一起來看，神采飛揚地向

大家講述他們的工作點滴。

愛是人間最美的花，讓我們一起聽聽教師

義工樸素的心聲：

“能以實際行動參與到防疫工作中，減輕

前線醫護人員的負擔，為抗疫作出自己的一份

努力，奉獻一片力量，我感到無比光榮。”

“一聲早晨，一句問候，看到大家頻頻向

我們致謝，內心十分感動，也不覺得辛苦了。”

“在志願者工作中，我切身體會到醫護人

員工作的艱辛和不易。我相信：只要大家團結

一心，就一定能戰勝疫情。”

“能幫助到許多需要幫助的人，這是我應

該做的，義工活動很有意義。”

情動辭發，言真語切。沒有豪言壯語，沒

有驚天動地，有的只是一份責任，一片真情。

抗疫有我，衆志成城。一晚，我照例去核

酸檢測站檢測，突然一個工作人員徑直向我走

來，熱情地和我打招呼。我有些詫異。一交

看得見的初心
葉影紅

二零二二年八月伊始，澳門嚴峻的疫情

在一片陰霾下迎來曙光，看得見的是盛夏的陽

光，更看得見的是為澳門抗疫付出努力的 “疫

行者”。一顆顆不平凡的心集合成火炬般的光芒

照遍整個蓮城，而一眾努力不懈奮力駐守在這

熊熊火炬中除了澳門的前線醫護人員、前線工

作人員、核檢員、清潔人員、義工等，更有大

部分是來自不同學校的前線老師，在澳門這重

要的抗疫關鍵時刻，奮身投入到抗疫義工行列

之中，這顆由一開始就為服務社會大眾，為培

育未來人才的心早已埋下了無忘初衷的種子。

疫情一觸即發，來勢洶洶，澳門特區政府

為全面安排全民核檢，封控疫區及完善醫療工

作等一系列支援工作作出前所未有的、大規模

的準備。剎那之間，澳門老師就組成了一支陣

營龐大的前線義工隊伍。在整個抗疫階段，老

師們有系統地被分配到不同的核酸檢查站協助

抗疫前線工作，老師們主要職責是協助核檢人

士作資料登記，在場地內外維持檢測的秩序，

協助疏導分流及管控人流，整理及派發抗疫物

資，協助有特殊需要的關愛人群等，老師們各

司其職，讓市民採樣的過程在流暢、有序及安

全的狀態下順利完成全民核檢工作。然而在多

輪的全民核檢工作中，充分體會到老師們在各

個崗位的辛勤付出，感受到負責資料登記老師

們對着電腦屏幕的眼花撩亂，感受在街道上

協助疏導人流老師的汗流浹背，感受到場內老

師呼號不斷的力竭聲嘶，一天又一天地持續進

談，原來是剛剛畢業的學生，現就讀大學一年

級，暑假返澳碰巧遇上疫情，毫不猶豫和幾位

同學加入了義工隊。說着，他朝較遠處的幾個

義工打招呼。很快，那群人都熱情地向我問

好。原來他們都是本校畢業出來的學生。瞬

間，我成了焦點人物。雖有些不自然，但更多

的是驕傲。我也為這些孩子驕傲和感動，疫情

無情，人間有愛，從年輕的學生身上我看到了

愛的傳承和力量，我也體會到教育工作的崇高

和偉大。教育是一項雕刻心靈的工作，我們教

學生 “仁者愛人”；今天，他們用青春的奉獻

和愛心善舉回報了社會，回報了老師。這不正

是 “為人師者” 的快樂嗎？

疫情同樣牽動着許多老師的心。

許多老師關心學生假期居家學習生活，堅

守不忘教書育人的使命，對家長和孩子疏導心

理和答疑解惑，同時認真備課，為新學年的教

學工作做充分的準備。

一些教師沒有一絲懈怠，各盡職能、各施

所長。他們把目光投向抗疫一線，用心創作出

書畫、文學作品、歌曲等，熱情謳歌抗疫精

神，真實地記錄下前線抗疫人員堅守崗位、守

護家園、同心抗疫的感人畫面，凝聚起齊心合

力的正能量，撫慰着疫情中人們的內心。

花從春走過，留下縷縷芳香；葉從夏走

過，留下片片蔭凉。師愛無聲，師德無痕。

燦爛星空，誰都是英雄。芬芳杏壇，到處

都有愛的影踪。感謝有你，感恩在心，感動永

恆。因為每一個您帶給我們每一次新的感動、

新的希望。

致敬每一個平凡而又勇敢的老師，願所有

的努力和奮鬥終將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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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作每天達八個小時，同時面對確診個案急

速上升所帶來的壓力和承受可能染疫的風險危

機，可以看得見的是，老師們不分晝夜堅守保

護澳門的使命，為下一代樹立良好榜樣。

早在疫情爆發的一個月前，澳門青年老師

在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的推動下，舉辦主題名

為 “後疫情時代新媒體教學發展新趨勢” 的教

育論壇。舉辦該論壇的目的是藉由新冠疫情持

續影響全球的形勢下，各國的教育部門正面對

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從面授式課堂轉變為

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在授課形式、

教學設計、資源配置等都產生巨大的變化。此

次論壇邀請了北京師範大學權威教授及澳門理

工大學校長作嘉賓，過程中參與的老師們在互

動交流中集思廣益，展現出後疫情時代教學發

展新趨勢的格局。論壇中老師積極為所要面對

疫情的教學模式、科技應用、技術發展、線上

資源共享等不同範疇之內容出謀獻策，為澳門

在疫情時代新媒體教學尋求可行之發展方向和

奠定穩固的基礎。然而，全球新冠疫情已進入

後疫情時代的定位，而此次疫情卻是澳門正面

臨一波最嚴峻的抗疫新挑戰，所慶幸的是澳門

青年老師不負年華，勇於以創新的思維，不斷

探求新媒體教學方法，未雨綢繆為疫情大流行

時代教學新思維貢獻出智慧。可以看見的是，

老師們敢於面對重重困難及挑戰，鬥志昂揚，

迎難而上的意志，早已為求實創新，作育英才

許下了堅定不移的承諾。

“感恩” 、“踐行” 、“思辨” 陪伴着我渡過

漫長的教學生涯，亦時刻驅使我在疫情時代的

困境中前進。“感恩” 、 “踐行” 、 “思辨” 成為自

己的核心信念，更是讓我保持初心不變的三大

良方。面對疫情挑戰，“感恩” ：感恩疫情之下

澳門政府給予廣大市民支持和信心，能迅速有

效地穩定社會，令廣大市民無懼物資短缺，而

在醫護及各界社會人士的大力支援下，讓我們

在疫情時代下心存感恩，共同奮進，跨過重重

難關；“踐行” ：實踐投入社會參與各項抗疫工

作，由教育工作者帶頭做起，切實的行動回饋

社會；“思辨” ：作為教育工作者需要時刻思考

自己的角色，在家庭、學校、社會上樹立正面

良好的榜樣，成為同儕及學生的楷模。面對時

代所迎來的困境，我們應該更加切實地將本有

的信念傳遞給學生，教導他們心存感恩，讓學

生懂得感恩回報，在逆境中提升幸福感，積極

樂觀地在 “疫” 路中迎難而上。另一方面，推

動學生用實際行動實踐和規劃對未來理想的寄

望，思考如何用實際的方法回饋社會，踐行理

想。全球在疫情的洗禮下，以熱愛探索科學的

精神實踐更有利人類生存的方式戰勝疫症，追

求為人類探求更美好的生活作出貢獻。同時亦

要鼓勵學生時刻通過思考進行批判，藉着新冠

疫情的發生反思人類與自然生態所產生的關係

並作深度思考，開發學生思辨能力，學習深入

洞察萬事萬物，培育適應時代變化的人。

看得見的初心，在這裡的 “看得見” 並不是

描述式、彰顯式的表達，而是用雙眼看到老師們

在真切實踐中的美麗動詞。然而，更期盼的是老

師和學生把 “感恩” 、“踐行” 、“思辨” 都一一成

為用眼看得到的動詞，讓大家都看得見！

▲ “不變的初心”攝影於“後疫情時代新媒體教學發展
新趨勢”論壇會場外之心型樹下

《桂殿秋 ·抗疫》
李明基

抗疫組詩
劉澤彬

同舟共濟��病�之���喜��門步��定期�

濠鏡��百����冠病疫城中���衣�血��日�共濟同舟��鐐�

《師心抗疫》
汗濕衣衫義不辭�
同心綿力�雄師�
�城眾志春�寫�
疫路傳奇頌���

《�恩國家支援抗疫》
一夜����城���核檢應呼��
白衣堅守披����史功�記���
�懼�君�猛��欣懷天使�奇兵�
救��厄�中��恩�仁�抗疫��

《疫下當義工及宅家候月有感》
黃倩敏

頑��座��去�

月出光暉鏡海明�

�疫��人���

齊心�眾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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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路師語
鏡平中學通訊員

新冠疫情在澳門爆發，幸好全澳居民同心

抗疫，守望相助，澳門的醫護和抗疫人員日夜

守護着我們。血濃於水，國內的醫護人員專程

來澳門支援，讓我們感受到國家的關懷，暖意

濃濃。

鏡平學校的音樂科羅苑薇老師主動聯繫到

在澳門長大的香港資深音樂人韋然先生，得知

在香港疫情期間，韋老師不幸成為了新冠病患

者。在隔離期中，韋老師看到國內醫護和本地

醫護日以繼夜的守護着大家，還有那些默默工

作的抗疫人員，實在非常感動，因而有感的創

作了《謝謝您、辛苦您》這首歌曲， 為道出大

家對醫護人員和抗疫工員致謝和致敬，為前線

工作者加油打氣，羅苑薇老師帶領學生們一起

參與了這首原創抗疫歌曲的創作。

這首歌曲的製作，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

完成的。由於疫情關係，孩子們都不能入錄音

室錄音。有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羅苑薇老師

透過視像，一句一句教導二十多位同學們學習

這首歌曲，給孩子講解歌曲要傳遞的暖意，也

告訴孩子抗疫前線的醫護人員和志願者們如何

為守護我們的家園而不能回家和自己的家人

相聚的艱難，鼓勵孩子要感謝醫護和抗疫人

員，就要用最真摯的情感通過歌曲傳達出來。

慶幸得到家長的支持和小朋友的參與，小朋友

在無數次的嘗試下，終於用手機把歌曲錄了音

並拍攝了視頻。視頻能順利完成，也有賴錄音

師和剪接師日夜調音混聲、再交由製作人混聲

完成。視頻中除了多謝醫療團隊之外、還感謝

教育界志願者老師、有關團體為廣大市民的艱

辛付出。視頻的花絮還加錄了學生們溫暖的話

語和繪畫的原創抗疫畫作。希望這些甜美的童

聲和作品能為澳門一線抗疫人員們打氣加油。

羅老師希望透過藝術的表現形式和大家一起共

度時艱，並呼籲大家以藝抗疫，安守家中，一

方面積極響應政府的防疫工作，另一方面鼓勵

大家在家保持學習狀態，充實且積極地對抗疫

情。

羅苑薇老師在疫情期間還參與製作和演

唱了原創歌曲《祖國就在身旁》、《勝利的那一

天》、《同袍》、《灣區同心 - 幸有家的愛》 四首原

創歌曲。其中《祖國就在身旁》榮登CCTV中

央電視台音樂頻道抗疫專欄，《祖國就在身旁》

與《同袍》兩首歌曲榮登學習強國，在新華社

的點擊率均破150萬。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更將

歌曲《祖國就在身旁》列入教育影片放置教青

局首頁專欄，並於教青局七大平台共同推出。

送暖社區公益歌曲《灣區同心 - 幸有家的愛》是

一首特別送予內地援港澳醫療團隊、港澳抗疫

人員的歌曲。 這首暖暖的歌道出了粵澳港同心，

守望相助的精神，由雕塑藝術家兼音樂人潘卓

君作曲，香港資深音樂人韋然填詞，廣州首席

作曲家兼製作人鄧偉標編曲、製作、監製，並

由香港殿堂級歌手葉振棠領唱、實力網絡歌手

陳緯和、歌唱家郭淑衡， 廣州實力歌手林彩霞、

王聞、何藝斌，以及羅苑薇老師共同合唱。

疫下商訓教師認識《憲法》、《基本法》
商訓夜中學通訊員

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商訓夜中學在中華教

育會教師培訓中心、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協助

下，邀請到澳門大學法學院憲法與基本法研究

中心主任駱偉建、澳門大學憲法與基本法研究

中心副主任蔣朝陽、澳門大學法學院高級講師

江華、澳門大學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研究

員賴冠儒，為全體教師進行線上 “基本法和憲

法” 校本培訓。藉此加強教師的法制意識，更

好地讓法律融入教師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動

中。

培訓內容充實精煉，四位導師分別從 “中

國憲法的地位、原則與發展”、“單一制國家結

構下的中央與特區關係及特區政治體制”、“澳

門特區的憲制基礎原由及其修改與解釋” 和

“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特區非政治事務之管理”

進行闡述，以憲法治國展開。談及中國憲法的

產生、發展與現代化，中國憲法的主要原則，

中央管制權與特區自治權的有機結合，“一國

兩制” 與基本法，文化與社會事務等。

參與教師表示，疫情下開展線上校本培

訓，既豐富生活，也開拓眼界，還提高了認

識。通過是次培訓學習，教師們獲益良多，啓

發深刻，加深了作為教育工作者對憲法與基本

法的瞭解和認識，加深了作為 “一國兩制” 下

澳門居民的自豪感和幸福感，加深了作為中國

公民對國家歸屬感和民族認同感。

▲ 商訓線上“基本法和憲法”校本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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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 AI 小課堂
陳國勳

�言
近年人工智能在現今科技發展越來越重要，涉及電腦視覺、自然語言處理、搜尋引擎、語音及手寫辨識、

機械人等領域，而且國家對人工智能列為科技的發展重點，如何將簡易輕鬆將人工智能放到中小學校教育中 ?

本文會介紹人工智能的相關概念、理論及工具，最後通過幾個實例，將人工智能輕鬆地引入到中學的課堂中。

人工智能的簡介及相關概念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指讓電腦具有人類的認知與行為，主要研究如何以電腦的程式技巧，執

行一些需要人類智慧才能完成的工作。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 是人工智能的一個分支，它是透過特殊演

算法，電腦能經由訓練從一大堆數據中找出規律性並產生模型，然後利用訓練後產生的模型進行預測，如下圖

所示。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是機器學習的一種方式，它在視覺辨識、語音識別及自然語處理有好的效果，

故此在近年智能手機的迅速發展下，應用廣泛。

圖1　機器學習的訓練與預測流程

AI ��工具�介
AI 編程工具共分兩大類 1) 程式設計語言 2) 積木編程工具，在程式設計語言方面 :使用者需要熟習程式碼

語法，進行程式編寫，而近年比較熱門的AI 程式設計語言包括 python、C++、javascript、java、R語言等，

優點是網上資源豐富，程式設計師可以很靈活地設計出個性化並功能強大的AI 應用程式。而積木編程工具方

面：包括mblock 5、樂智AI 平台等，它們都是基於 scratch 3 作為基礎，用戶不需輸入代碼，只需通過圖形用

戶介面，拖曳積木程式塊，即可進行編程，優點是界面友善，用戶不需學習程式語言也可快速進行編程，非常

適合中小學的課堂的教學，界面分別如下圖所示，本文主要是通過mblock 5 進行示例教學。

圖2 Python+Tensorflow編程界面

圖3　Mblock5編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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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Mblock 5 �行 AI 教學�例
教教熊貓認物件

這例子是建立辨識蘋果、雞蛋及橙的應用程式，步驟如下 1) 引入機器深度學習工具 2) 建立模型，通過電

腦鏡頭採集物件影像數據作訓練 3) 訓練完畢後，利用模型作程式編寫 4) 執行程式測試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4　創建AI程式的流程圖

還可用來認字母及認表情，讓學生可拍攝自己的表情和字母，進行辨識，如下圖所示

圖5　建立表情訓練模型 圖6　建立手寫字母訓練模型

�知服�識別
利用Mblock5 自帶的認知服務，它有很多成熟的模型可以進行辨識語音、手寫 /印刷字體、物件、年齡、

性別、人臉表情等，當拖出相應方塊後，即可利用攝像機拍攝並進行辨識如下圖所示：

圖7　引入認知服務流程

圖8　認知服務建立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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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Arduino �制�的人面�識門���
它的原理是利用Mblock5，建立家人的人臉訓練模型，並撰寫程式，當使用時開啟鏡頭對訪客進行臉部辨

識，當辨識結果是屬於家人，則通過Arduino 控制亮綠燈及伺服馬達轉向開門，否則控制亮紅燈及伺服馬達轉

向關門。

使用的硬件介紹
Arduino 是設計和製造單板微控制器和微控制器套件，用於構建數位裝置和互動式物件，以便在物理和數

位世界中感知和控制物件。其中電子元及其他傳感器則通過排線連接到Arduino 的接口上。

發光二極體（縮寫为 LED）是一種能發光的半導體電子元件，本例是會用到其中的RGB發光二極體模

組，會分別發出紅光，綠光及藍光的元件。

伺服馬達可以準確控制旋轉角度，轉速經過齒輪組減速後可以產生較大力矩，舉起物體或旋轉物體。

製作��
1. 硬件結構

通過連線將各個電子元件連接到Arduino 中，該硬體結構如下圖所示

圖9 人面辨識門禁系統連線結構圖

微型伺服馬達 Arduino

S腳 3接口

Vcc腳 5V接口

GND腳 GND接口

RGB發光二極體模組 Arduino

R腳 5接口

G腳 4接口

B腳

GND腳 GND接口

表1 Arduino與元件的連線

2. 建立人臉訓練模型

圖10建立人臉訓練模型

3. 撰寫作代碼

圖11 人面辨識門禁系統代碼設計

4. 代碼解釋
以上代碼是將通過攝像機拍攝訪客進行辨識是否戶主，如果是則廣播 “true” 並說 “正確開門”，否則廣播

“false” 並說 “不正確關門”，Arduino 接收到廣播 “true” 後，將 3號腳的伺服馬達輸出角度 90( 開門 )，並將

4號腳的綠燈亮，5號腳的紅燈熄 ; Arduino 接收到廣播 “false” 後，將 3號腳的伺服馬達輸出角度 0( 關門 )，

並將 5號腳的紅燈亮，4號腳的綠燈熄。 

小結
筆者介紹了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說明了機器學習流程、AI 編程工具，並利用Mblock5 進行示例教學，

使讀者可以學習到機器學習的流程，並能結合軟硬體，通過Arduino 製作出人面辨識門禁系統 ，提高學生動

手解決生活的問題能力，達致 STEM教學目標，結合AI 技術到 STEM教學中。

參考文�
[1] 文淵閣工作室，“python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特訓班”，碁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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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國語文》教材“識字寫字”
教學內容解讀

郭明月

“識字寫字” 是閱讀和寫作的基礎，在小學中文教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澳門《中國語文》教材在編

寫之初，就將 “識字寫字” 作為一二年級教學的重點，並根據漢字的特點，循序漸進地推進教學內容。本文將

從編排意圖及教學建議兩個方面對澳門《中國語文》教材 “識字寫字” 教學內容進行解讀。

一��門《中國語文》教材“識字寫字”教學�容��意�
文字是一種特殊的符號。不同種類的文字因創造之初的設計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性。西方文字是表音符

號，漢字是表意符號。也就是說西方文字的字母只表示發音，單個字母本身並沒有實際意義。漢字則不同，最

初的漢字是由圖畫演變過來的，表示山就畫一座山，表示水就畫一條河，所以在創造之初，每個漢字就具有了

天然的意義。中西方文字特點的不同，就決定了學漢字的方法與學英語等其他西方語言文字的根本不同。澳門

《中國語文》教材遵循漢字學習的規律，在教材編排上有以下意圖：

1.  多識少寫，識寫分開。教材的每一篇課文後都有一些生字，田字格中紅色的字是一類字，要求是會讀

會認會寫，黑色的小一點的是二類字，只要求會讀會認，不要求會寫。通過下圖對教材中識字和寫字數量的比

較，我們可以窺探到教材編者 “多識少寫 識寫分開” 的設計理念。

《中國語文》識字寫字數比較

識字數 　　　　寫字數

識字數

寫字數

為什麼識字的數量要多於寫字的數量呢？首先，識字比寫字簡單，主要以理解和記憶為主，寫字對手、

眼、腦協調的要求高，且低年級孩子手部處於發育階段，寫太多的字，容易引發畏難情緒。其次，識字是閱讀

的基礎，多識字可以促進閱讀量的提升，為海量自主閱讀打下基礎。再次，漢字獨特的書法要求，如筆順、結

構、頓筆、筆鋒等，內容較多，練習寫好字需要很長的時間，要循序漸進。

2. 先學獨體字，再學合體字。這樣的設計理念是遵從漢字的獨有特點。從象形字開始學起，讓學生聯繫生

活的經驗，從生活中看到的具體事物，聯繫到相關的漢字，知道漢字是從圖畫演變而來的特點。再學習獨體字

變成偏旁之後，通過會意、指事、形聲等造字法創造出來的生字，運用多種識字方法理解生字的意思，經過與

老師一起討論，比較，從而達到記憶和運用的目的。

3. 一筆一畫，寫好漢字。漢字的結構特點、筆劃順序、書寫要求也是獨特的。以往一些中文教材將中文和

英文的識字教學等同起來，教學生書寫漢字不區分難易，學生記不住，寫不好。澳門《中國語文》教材教學

生從執筆姿勢、坐姿開始學習寫字。一年級第一課《一去二三里》，先學習 “一”、“二”、“三”、“十” 四個一類

字，學習橫和豎的寫法。每一種筆畫的寫法都有具體的指導。寫 “點” 時先輕後重，寫 “撇” 時先重後輕，寫

“捺” 時一波三折……這些寫漢字基本的技巧在一年級上冊都是寫字教學的重難點，它們被由易到難地排列在

一年級上下冊 “寫字有方” 教學環節中。除此以外，一年級教材中還穿插了大量相似筆畫之間的比較，如撇的

不同寫法，折的相似之處。而到了二年級，寫字的重點轉移到學習合體字獨特的避讓關係，讓學生通過觀察，

體會這些獨體字在變成偏旁之後獨特的美感。

二��門《中國語文》教材“識字寫字”教學建議
僅僅瞭解編者的意圖還不夠，我們還要想辦法在日常的教學中實現編者的意圖，減少課程落差，讓學生在

輕鬆愉快的氛圍中，高效地識字寫字。結合以往的教學經驗，我為一線老師們梳理了以下三個教學建議，供大

家參考。

1. 體會編者意圖，不隨意增加難度

編者在編寫教材時，將生活中常用的字作為高頻字，編寫在了一二年級，再按照由易到難的順序，讓學生

循序漸進地學習。因此，在教學時，教師一定要知道本節課的教學重點是哪些字，比如說《一去二三里》這篇

課文，一類字四個，二類字七個，文中還有 “煙”、“村” 這兩個字，既不是一類字，也不是二類字，它們不是

這節課學習的內容，學生在讀的過程中隨文識記即可，即使在這節課中沒有學會這兩個字也不要緊，在後面的

學習中，這些難字會成為一類字或者二類字，老師們不要着急教。如果老師不明白編者意圖，凡是碰到的生字

就讓學生記一記，寫一寫 ，這樣隨意增加學習的難度，學生會對識字寫字產生畏難情緒。

2. 總結識字方法，促進學生自主識字

一二年級 “學習園地” 中第一部分都是 “識字樂園”，運用多種方法識字，為高年級閱讀和寫作打下基

礎。常用的識字方法有哪些呢？我們一起來總結一下。

對於低年級的學生而來，直觀形象的圖片最能貼合他們的思維特點，因此看圖識字是識記象形字（如：

馬）、會意字（如：尖）的好辦法。集中識字（如：與職業有關的字、反義詞組、近義詞組）、歸類識字

（如：同一個部首的字、同一個結構的字）、擴詞、詞串識字（如：春天、柳樹、小鳥）、聯想法識字（如：

劇場——觀眾）這五種識字的方法可以幫助學生在短時間內識得大量漢字，因為字與字之間本身有聯繫，這樣

52 53
2022 第 3期 2022 第 3期



學術探討 學術探討

更容易被學生加工記憶。此外，熟字加一加減一減、形近字比較法（如：辨、辮、辯、瓣）、分析法（如：聯

繫形旁表義、聲旁表音的規律）等等方法都很適合形聲字的識記。據統計，漢字當中有近 80%都是形聲字，

因此，教給學生整理、分析、記憶形聲字的技巧至關重要。當然，我們還可以通過結合語境或上下文猜一猜、

字謎法、兒歌法、查字典、問老師、問同學等方法引导学生主动在生活中識字。

這些識字的方法，都是一線老師們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在澳門《中國語文》教材中，這些識

字的方法在課後題、“學習園地” 中都有體現。“教是為了不教”。在教學時，老師們不但要告訴學生這個字是什

麼，還要努力向前走一步，幫助學生反思，我們是如何認識這些字的，促使學生總結識字的規律，最終學會自

主識字。

3. 借助田字格，有步驟寫好字

漢字又稱 “方塊字”，它既有 “橫平豎直” 的規矩感，又有 “撇捺舒展” 的灑脫美。學生在寫字之初，不能

很好地掌握漢字的間架結構。因此，我們需要借助田字格來幫助學生確認每一個筆畫的大小、長短以及相互

之間的關係。在一年級上冊第一課的學習中，《教師教學用書》就建議老師們先教學生認識田字格，認識橫中

線和豎中線，為以後寫字打下基礎。一二年級的《教師教学用書》在指導教師教寫字的方面可謂細緻入微。

例如在教學 “中”、“午” 兩個生字時，“教學建議” 中就指出：“比較 “中”、“午” 兩個字，“中” 字的 “口” 和

“午” 字的第二橫都壓在橫中線，兩豎都壓在豎中線。注意 “中” 字的豎從 “口” 字中間穿過，“午” 字的豎不

出頭。” 這些具體的觀察和指導都是教學生寫好漢字的基礎。

寫字教學一般分為四步：一是 “讀格”，即像上文中提到的教 “中” 和 “午” 一樣，觀察這個字在田字格

中的位置，提示關鍵筆畫的寫法。二是 “書空”，即教師在黑板上的田字格中寫一個字，同學們伸出右手食

指，在空中跟着老師一起寫，體會寫這個字時的停頓、快慢、節奏的變化。三是 “試寫”，學生自己試着在練

習本的田字格中寫一個字，教師巡視指導；四是 “反饋”，教師相機找到幾位同學的作品，在投影儀的幫助

下，展示給同學們，大家一起來評價這個字的優點，並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議，然後同學們再對自己剛才寫的字

進行修正，或者再寫幾個，練一練。

總之，一二年級小學中文的教學重點是識字和寫字。教師靜下心來，放慢腳步，帶領學生一點一點地總結

識字的規律，感受漢字書寫的技巧，才能為學生學習中文打下堅實的基礎，為未來學習閱讀和寫作掃清障礙。

參考文� :
[1] 王宗炎 . 語言學和語言的應用 [M].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現代語言學叢書 , 201312.249.

[2] 王柏棠 . 識字、寫字教學的 “三先” “三後” ——低年級識字、寫字教學流程研究 [J]. 小學教學參

考 ,2014(25):86-87.

[3] 帥曉梅 . 遵循規律 , 科學實施識字寫字教學——部編教材二年級上冊識字寫字教學建議 [J]. 小學語

文 ,2017(10):30-35.

基於兒童立場在澳門實施幼稚園區角活動
張麗娟

在 “以遊戲為基本活動” 理念指導下，隨着對幼兒自主學習重要性的認識，自主遊戲在幼稚園教育實踐中

的推進與深化，幼稚園區角活動作為一種靈活的、開放的、低結構性的活動形式，已成為幼稚園課程建設的重

要內容。

區角活動是教師利用遊戲的特徵來創設環境，讓幼兒以個別或小組的方式自主選擇、操作、探索和學習，

從而在和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利用和積累、修正和表達自己的經驗與感受，在獲得遊戲般體驗的同時，獲得身

體、情感、認知及社會性等各方面發展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

筆者近兩年有幸交流走進澳門的幼稚園，在感受多元教育文化的同時，和澳門教師就如何進行課程遊戲

化的教學進行了深入的教育實踐探討，在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課中探索遊戲活動的實施，多以幼稚園集體教學活

動為主，教師們積累了豐富的開展幼兒集體教學活動的經驗。毋庸置疑，集體教學活動作為幼稚園最重要的

教育組織形式，有利於幼兒知識系統化的接受，培養幼兒規則意識和集體觀念，更有教育資源的節儉高效等優

勢，一直發揮着非常重要的教育功能。相比較，集體教學活動中的教學目標是整齊劃一的，以教師 “教” 幼兒

“學” 為主要模式，教師在教學中的主導性更強。而區角活動是讓幼兒在自由選擇材料、自我探索中，通過個

別化的學習，積累構建自己的經驗。教師的作用更多是支持、幫助和個別化指導，要考慮在不直接 “教” 的情

況下，幼兒如何獲得這些經驗，以及獲得這些經驗的途徑有哪些，更充分顧及到幼兒在不同水準上富有個性的

發展，突出幼兒的主體性，可以說區角活動能夠平衡和彌補集體教學活動模式的功能，完善幼稚園的課程遊戲

化的建設。

如何基於兒童的立場，利用有限的空間創優區角環境，發揮區角活動的遊戲化功能和價值，形成和集體教

學活動互補的關係，值得澳門的幼稚園深入的探索和實踐。當下我欣喜地看見澳門許多幼稚園已經走在區角活

動的行動中，本文就幼稚園區角活動的環境創設、材料投放、活動時間、活動指導及評估等方面作以交流。

一�兒童視⾓��設自由自主的�⾓活動環境
環境作為教育的重要資源，與幼稚園課程和兒童發展相輔相成。《幼稚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指出：

“幼稚園的空間、設施、活動材料和常規要求等應有利於引發、支持幼兒的遊戲和各種探索活動，有利於引發

和支持幼兒與周圍環境之間積極的相互作用。” 區角環境的創設為實踐 “以遊戲為基本活動” 提供了空間保障

和物質準備。

瑪麗亞·蒙台梭利說 “教育對兒童的環境影響，是以環境作為工具，讓兒童受到環境的浸染，從環境中獲

得一切，並將其化為己有。孩子從環境中吸收所有的東西，並將其融入自己的生命。” 兒童喜歡什麼樣的環境

呢？我們不妨回憶一下自己兒時對於喜歡的、印象最深刻的環境的記憶，作為教師我們再審視當下孩子們的活

動環境，是否符合孩子們喜歡的樣子呢 ?想像以下若自己是班級一個活潑好動的孩子，最喜歡課室裏的哪個區

域或哪個角落呢？對課室的環境有哪些要求呢？

1. 師生共同參與創設區角環境。站在兒童立場的幼稚園環境，要讓幼兒有與環境對話的機會。教師要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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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幼兒的學習特點，關注幼兒的興趣需要出發，保證環境設置的未完成性，只提供一個粗略框架，通過讓幼兒

不斷的自我捲入、自我創造去豐富發展，使環境變得靈動、充滿 “兒童性”。一個佈置妥當的環境仿佛一個已

完成的故事，幼兒只能閱讀不能續編創編，而一個留白的環境則仿佛一個未完成的故事，時時刺激並吸引幼兒

參與其中，創生新的情節，延展出新的結局，並通過環境呈現出幼兒的學習過程，讓幼兒在不斷的參與中獲得

自主和自信。

2. 因地制宜拓展活動的空間。澳門幼稚園的許多課室空間小，是教師創設幼兒區角環境的一個難題，如何

利用小空間給予幼兒自發探索、自主學習的機會，非常考量教師的教育智慧。首先區角位置關係要合理。可根

據實際情況，結合幼兒年齡特點靈活劃分空間佈局，區隔設計要自然而流暢，打破桌子椅子排排隊的僵硬佈

局，視覺上不混亂，確保區域間的流通性，方便幼兒選擇和確認自己喜歡的活動，也便於教師觀察指導。其次

佈置向地面、桌面、牆面空間拓展。形成立體的格局，特別是牆面的利用可以存放更多的材料。再次可創設公

共活動區的區角。方便幾個班級的幼兒輪流活動，節省空間和材料達到共用，讓區角活動不只是教室裏的活

動，班級內外的所有空間都可以充分合理的利用，如：教室角落、睡房、陽台、走廊等。最大限度地合理利

用。另外拓展空間的開放和聯動功能。取消過多的區域功能限制，把相互關聯種類近似的活動區安排在相鄰的

位置，考慮特殊區角的特殊需求，如動靜分開、水源、光線的需求等。讓空間聯動起來，例如，K1幼兒年齡

小，可採用相關區域合併，相似區域相鄰的空間設計方式，滿足幼兒共用遊戲材料的需求。K2幼兒隨年齡增

長卡採用同一空間分成兩個區域進行聯動的方式創設交往的機會，K3可以打通區域形成循環往復的遊戲鏈，

讓遊戲變化更有趣。

3. 營造富有生機和自然有序的環境。親近自然是幼兒的天性，生機盎然的植物角，讓幼兒可以近距離接觸

植物，在種植照料等直接體驗的過程中，學習觀察植物的生長過程，感受植物變化的速度，如種子從發芽到長

大，天天在長、日日在變，理解生命迴圈的特點和價值。幼兒對具有動態性和變化性的客觀對象，互動性更

強，探索與發現所帶來的樂趣更濃。井然有序、收納合理的空間，可以讓幼兒清楚的知道哪里能找到他想要的

材料，並能夠準確地放回去。自然溫馨、生活化的家居氛圍，可以讓幼兒心理放鬆，激發參與的動機，在趴一

趴、坐一坐、跪一跪自由的狀態下投入到自主探索的遊戲中。

二����用�提供豐富合理的�⾓活動材�
區角活動是一個空間規劃的概念，目的是讓幼兒有更多的機會操作材料，通過與材料的有效互動，進行自

主學習獲得有意義的經驗。

因此讓環境與材料說話是幼稚園區角活動最大的特色。如何站在兒童學習探究的立場，投放適宜幼兒發展

變化的材料呢？

1. 投放要豐富，使用要開放。遊戲材料是幼兒開展區角活動的物質支柱，是豐富遊戲內容、發展幼兒創造

能力的必要條件。根據各年齡段幼兒特點和幼兒活動發展的進程，有目的、有計劃地提供多層次、多種類的材

料，保證數量充足，多名幼兒能同時遊戲。還要及時對材料進行適當的調整、更新和補充，讓幼兒的活動過程

永遠充滿生機。滿足幼兒個性化選擇，按照自己的意願自主選擇、自主發展，允許幼兒跨區使用，空間、玩法

不過多限制。根據集體教學活動中的主題要求，嘗試使用組合、增添、刪減等方法，賦予材料生命力，進行適

當的主題經驗的喚醒和鋪墊，同時也可把集體活動中的作品延續到區角活動中來，讓幼兒的作品和材料繼續拓

展它的功能。

2. 關注低結構的遊戲材料。低結構材料在區域材料中的比例越大，越能滿足幼兒多樣化的遊戲意願和操作

需求。為了配合五大領域教學目標的達成，教師經常會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製作出精美的學具，這些附加了特

定任務的高結構材料，需要幼兒嚴格的按照規定的方法進行操作，往往會限制幼兒擺弄，有時並不能產生應有

的效應。低結構的材料自然、開放、多元、變化，造型及操作功能不固定，可以一物多用，幼兒在使用時可以

千變萬化，生發出更多、更綜合的教育效果，教學目標隱含在其所暗示的可能玩法中，有利於幼兒遊戲中的

再造和想像，最大限度地獲得自我效能感和遊戲性體驗，容易被幼兒喜歡和接受。低結構的材料非常豐富，自

然界中的石子、黏土、貝殼、樹葉、松果、樹枝、貝殼、五穀雜糧等；生活中的布料、繩、紐扣、扇子、桌

椅、紗、毛根、金屬等；廢舊及環保類的各種紙、塑膠、木材、電線、報紙、PVC、瓦片、瓶蓋、撲克牌、一

次性杯盤、火柴棍、雪糕棒、紙盒、塑膠瓶、皮筋、易開罐、奶罐、紙筒、水管等；建構性材料如塑片、積

木、磁性連接棒等，能夠支持幼兒的自主想像和開放性造型活動，也是低結構化的材料。

3. 關注玩沙玩水的遊戲。沙和水對幼兒來說是一種自然的、具有多樣性操作可能的綜合性遊戲材料，蘊含

着無限的探索空間，給幼兒提供了親近自然、釋放天性的機會。對教師來說是一種經濟而又簡單的教學材料，

可配合任何輔助材料，涉及幼兒各個發展領域多種經驗的獲得。幼稚園可根據適宜的條件，創設一個供全園幼

兒輪流使用的沙池，每個班的幼兒都能獲得玩沙的機會。水池則根據不同的玩水需要，靈活性的設置，可以固

定或不固定，根據隱含在玩水遊戲中的課程目標，投入玩水的輔助材料，讓幼兒有機會通過瞭解水的特性獲得

它與其他物體的關係的經驗。

三�科學規劃��證�足�驗的�⾓活動�間
幼兒是區角活動的主體，他們有自主探究的需要，也有自己的學習方式，教師應該給幼兒充分自由的、自

主的活動時間。

有研究表明，區角活動應保證幼兒不低於 45分鐘的有效活動時間，才能發揮出價值。因為只有為幼兒提

供充足的遊戲時間，才能讓幼兒有時間充分感知材料的特點，自主探索獲得直接經驗；只有讓幼兒有機會和

同伴進行合作的探索和學習，拓展他們遊戲的思維，才能嘗試將已有生活經驗遷移到材料的玩法中，形成新

舊經驗聯結的重要節點；只有讓教師有時間去觀察幼兒，解讀幼兒的操作行為，依據觀察確定需要幫助的幼

兒，進行個別化指導，才能支持幼兒從淺層學習向深度學習轉化，保證幼兒在不同水準上富有個性地發展，增

強幼兒的成就感。因此真正把遊戲還給幼兒，就要科學安排區角活動的時間。根據澳門幼稚園目前學時數的要

求，建議可考慮安排兩節課時完成一節區角活動，時間更為適宜。

四���規則�基於兒童自主的支�性��
教師和幼兒共同制定區角活動規則。維果斯基指出：“遊戲必須包括學習規則和遵守規則。” 區角活動雖然

是幼兒自主、自由的活動，但不等於放任活動，必要的規則是區角活動順利開展的前提，且規則的目的不是限

制和控制幼兒的自由，而是依據活動的需要而建立與調整。在區角活動中，遊戲組織的本身要求幼兒遵守進

區、換區、離區的規則，遊戲材料的本身蘊含着使用、收放和操作的規則，活動內容的性質決定着同伴之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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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互動的規則，可以說幼兒遊戲的過程就是幼兒遵守規則的過程，需要付出努力和意志進行遊戲。從兒童立場

出發，教師和幼兒共同討論制定區角活動的規則，高班可放手幼兒自己協商完成。活動中如果出現了違反規則

的現象，及時讓幼兒就出現的問題進行討論，不斷調整和優化規則，幼兒在遊戲時會更加自覺地遵守，因為他

們對於自己參與制定的規則，更具有認同感，增強幼兒遵守規則和自我管理的意識和能力，感受到 “我的遊戲

我做主”。

教師以多元的角色融入幼兒遊戲中。高質量有效的區角活動與教師的精心設計和指導是分不開的，每一個

區角活動中都潛藏着對幼兒學習與發展的要求，期待着幼兒通過遊戲探索、學習、拓展各種有效的學習經驗，

因此在區角活動中，教師不是幼兒行為的監督者和旁觀者，而是要具有更高的專業水準，進行觀察、診斷和互

動，根據當下情境中幼兒出現的問題現場準確判斷，及時給予支持和有效互動，促進對每個幼兒發展的獨特價

值。教師要能根據遊戲進程靈活勝任多元的角色。做活動的觀察者。時刻關注幼兒的活動，準確瞭解幼兒在活

動中的需要和表現，瞭解幼兒已有的經驗是什麼，喜歡玩的是什麼，發現幼兒活動的興趣點，及時掌握幼兒發

展水準。做遊戲的合作者。把握時機做隱形指導，而不是直接代勞。引導幼兒對新材料、新事物探索和嘗試的

欲望，根據活動需要以不同角色帶動幼兒的遊戲，並巧妙地把教師的意願自然而然地轉化為幼兒自身的意願。

做活動的推進者。及時為幼兒提供所需要的、層次分明的材料和輔助工具等，在幼兒探索難以深入、操作困

難、發生糾紛、有破壞性行為的情況下，迅速作出判斷，把握介入時機，給予有效支持，靈活啟發幼兒展開新

的設想或激發起新的需求，及時推動遊戲主題進一步拓展。教師在遊戲中 “看到” 幼兒，以多元角色與幼兒有

效互動的過程，也是促進教育技能專業素養提升的過程。

五��元評價�增強幼兒�⾓活動的成功��
區角活動的評價取向反映出教師的教育立場和價值觀，與高結構化的集體教學活動評價基於活動預設目標

是否達成不同，區角活動的教育評價要求教師更關注真實教育情境中可能發生的和已經發生的事情，與幼兒對

話。

評價目標多元。評價不僅着眼於幼兒的操作成果，更要促進幼兒在認知能力、社會情感等多方面的發展，

鼓勵他們在遊戲中表現出的堅持性、合作性、創造性等優點，激發幼兒改進遊戲行為，增強持續遊戲的信心。

評價主體多元。除了教師的有效評價外，還可以讓幼兒自評，引導講述自己的遊戲過程，分享個體的成功和經

驗：讓同伴互評，相互間的交流分享，接受讚揚和建議；讓家長參評，將觀察記錄幼兒的活動照片或視頻，

請家長觀賞、回饋、參與評價。評價時機多元。不僅在活動終結時評議，也可以在活動起始階段，做新材料介

紹、佈局安排、前次活動回憶等，幫助幼兒更加有目的有計劃的投入活動，還可以在活動的正在進行時對幼兒

做重點的提醒。評價形式多元。不僅局限於語言的評價，可以借助照片呈現、情景再現、作品提問等多媒介，

將操作問題清晰呈現在幼兒面前，既能引發幼兒討論的興趣，也能在師幼集中講評互動中提升幼兒的遊戲經

驗，使評價更生動有意義。評價方法多元。依據活動中觀察到內容事件側重點不同，靈活變通的把握評價方

法，用猜謎、遊戲、比較、質疑、鼓動、經驗回憶等方法，匯集活動資訊，體驗探索操作過程中的快樂，促進

個體與群體共同發展。

“以兒童發展為本” 是當前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幼稚園區角活動只有站在兒童的立場，看環境的創設、

聽兒童的想法、觀察兒童的行為、感受兒童的需要，教師在陪伴兒童、支持兒童、追隨兒童中，透過有效的支

持、高質量的師幼互動，引發幼兒深度探究的自主學習，才能發揮區角活動的真正價值，推進並完善幼稚園課

程遊戲化的建設，促進幼兒高品質的全面發展。這是教師教育觀念、教育行為和專業素養的智慧體現，也是促

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和自我成長的必由之路，期待在教育實踐中不斷的觀察、思考和探索。

參考文獻：

[1]《幼稚園教育活動設計與指導》，黃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8 歲兒童學習環境創設》（美），朱莉・布拉德（著）；陳妃燕，彭楚芸譯，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環境的兒童性與兒童感》，王海英 ，《幼兒教育》2018.11。

基於家國情懷教育評核誤區的歷史教學改進
石玉鳳

一�家國�懷教�的重�性
作為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規劃教育長遠發展的政策檔，《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以

下簡稱《規劃》）為培育學生身心成長和未來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極大地加快了澳門非高等教育改革

發展步伐。《規劃》的重點內容之一就是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和國際視野，即要 “對自己的國家、民族、

人民有感情，知悉國情、熱愛祖國，願意為祖國繁榮發展做出貢獻”。而澳門現行版歷史新教材的最大特

色在於採取將澳門史融入國家歷史脈絡的編寫思路，讓學生理解澳門與國家血濃於水的歷史聯繫，以歷史

文化涵養家國情懷。

悠悠中華，源遠流長。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五千年文明史的風雨而沒有消亡，歷史從未中斷，極為重

要的原因就在於家國情懷的綿延。瞭解歷史才能看得遠，理解歷史才能走得遠。充分挖掘澳門歷史素材，

掌握國情和中華傳統文化知識，認識祖國與澳門歷史及社會發展，寓家國情懷於歷史教學，培養出更具人

文素養和社會擔當的 “端正求真、務實創新” 的新時代青年，正是今天澳門歷史教學的重要任務。

二��史教學中家國�懷教�評核���其思考
隨着新課程改革的逐步推進，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明確，《規劃》也相應制定了持續推進課程、教學

與評核改革的措施，以檢討歷史等學科課程在體現和落實培養家國情懷各項目標的情況。教學評核應該成

為教師教學理念的縮影，實現教學目標的切實保障。然而在我們的教學中存在一些家國情懷教育評核誤區，

需要教師重視。

（一）重知識輕感情，家國情懷教育落實不到位

家國情懷是學習歷史、認識歷史在思想、觀念、情感、態度等方面重要體現，實現歷史教學育人功能

的重要標誌。受傳統評核理念的影響，我們的教學還大多停留在知識和技能立意層面，家國情懷教育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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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位。培養學生歷史學科核心素養是歷史課程教育的主要任務，而家國情懷教育則是核心素養教育的重

中之重。為了提升中國培養人才的品質和競爭力，我們教學改革需要與時俱進，轉換評核理念，構建多元

目標評核模式，即在對學生學習歷史課程的評核時，既要重視學生對歷史知識的理解與歷史技能的掌握，

也要重視學生情感、態度發展（家國情懷教育）的評核。

（二）缺乏國際視野，家國情懷教育拓展不全面

今天的家國情懷除了繼承歷史上中國傳統文化、家國同構等愛國思想外，更增加了世界意識、國際視

野等內容。然而，在當前的歷史課堂中，一些教師未能引導好國家認同與國際視野之間的關係，部分學生

存在着一些狹隘偏激的愛國思想，對學生的全面發展起到了負面影響。如面對恐怖主義威脅，全世界人民

應該攜起手來，團結一致，共同打擊恐怖主義，構建和維護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歷史教學中，要適當拓展

家國情懷教育的視野，引導學生感悟人類文明的多元性、共容性和不平衡性，具有民族自信心；能夠以開

放的心態，認識到世界各地區、各民族共同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具有世界意識。

（三）缺乏情境創設，家國情懷教育理論抽象

利用情境化教學，採用多種方式拓展歷史課程內容，也是強化家國情懷教育有效途徑。停留在課本上

的家國情懷教育部分是理論說教，與學生的生活實際相隔太遠，很難引起學生共鳴，導致愛國愛澳往往成

為抽象的概念，空洞的口號。家國情懷教育要從學生的生活實際經驗出發，結合澳門豐富的自然環境、人

文特色使歷史教學情境化，即讓學生身臨其境，真實體驗並感悟歷史。如組織多種形式的歷史調查參觀等

實踐活動和歷史尋蹤活動讓學生深入認識祖國與澳門一脈相承的歷史，並瞭解到更多不同歷史人物在澳門

的足跡，感受澳門介入歷史進程的實證，藉以培養學生對本土與國家的歸屬感，並提升人文關懷的價值觀

以及國際視野。

三��史教學中滲�家國�懷教�的�略
澳門新版的歷史教材編寫，除了內地教材亦具有的通史內容之外，每一單元的最後一課還加入了 “澳

門古今” 學習板塊，將澳門的歷史發展進程穿插其中。教師可根據教學內容，靈活設計教學活動全面落實

家國情懷教育。

（一）在故事講述中開啟家國情懷教育

歷史是由細節組成的，講歷史離不開具體的細節。以豐富的感情和生動形象的語言去講述一些重要的

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故事，喚起學生對歷史的同情和對歷史人物的景仰，家國情懷教育自然而然內化於

心。例如《元朝的統一》講述文天祥抗元時，就可以利用文天祥在澳門外海——零丁洋（亦有人寫成 “伶

仃洋”）留下了千古絕唱的故事對學生進行家國情懷教育。教師應努力發掘教材中由於篇幅所限所簡略的

故事，通過聲情並茂的講述讓學生感悟到歷史的脈動和精彩，從而潛移默化的昇華家國情懷教育。

（二）在課堂討論中拓寬家國情懷教育

結合 “澳門古今” 教學板塊多設計一些討論專題，引導學生全面正確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使學生既

認識到歷史人物的功績、歷史事件的積極貢獻，又看到他們消極作用及影響，拓寬學生的視野，提升他們

對歷史問題的認識進而增強對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認同。

例如，在講現行版歷史教材明清歷史涉及到澳門被葡萄牙殖民者非法侵佔歷史專題時，我們就可以引

導學生探討殖民擴張的雙重使命或文明的衝撞和交流問題。澳門的 400 多年殖民地歷史，充滿着葡萄牙等

外國列強的血腥暴行，鴉片戰爭後，葡人在澳門既屯兵又收稅，並取消了澳門向中國繳納地租的法令，嚴

重破壞了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另一方面，華洋雜居的澳門也因此成為一個繁華興盛的港口，在國際貿

易發展中有着重要的戰略地位。澳門歷史城區也因此保存了澳門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精髓，是西

方宗教文化在中國和遠東地區傳播歷史重要的見證。通過討論有助於學生克服認識上的局限性，即外國殖

民統治給當地人民帶來深重苦難的同時，客觀上也推動了這些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從而讓學生理解澳

門在幾百年中受到祖國傳統歷史文化及西方文化的雙重影響，形成了獨特的社會文化形態和社會價值觀，

提高學生全面客觀理性的分析、歸納、解釋歷史問題的能力。

（三）利用對英雄的 “崇拜心理”，昇華家國情懷教育

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歷史和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歷史上出現過許多偉人、英雄、仁人志士，這些人物

令學生敬慕崇拜。教師可以緊緊抓住學生的這些心理特點開展一系列教學活動。如組織 “偉人少年時代”

演講比賽、“英雄在我心中” 討論會、“革命先烈” 故事會、“學習先烈詩抄有感徵文”、名人紀念館 “最佳

導賞員” 等活動，激發學生在實踐中感受名人背後鮮活的故事。實地考察世遺遺址、遊覽名人故居或紀念

館等實踐活動，將帶他們感受這些偉人在歷史洪流中跌宕的人生，找尋那份雖然遙遠、卻擲地有聲的記憶！

如澳門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踏入社會走向世界的起點，也是孫中山革命活動的舞台。

講《孫中山與澳門》一課，為了凸顯家國情懷教育，可利用學生對英雄的崇拜心理，確定本課的教學立意

是 “責任與擔當”，然後以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革命奮鬥為主線，按照 “烈火熊熊—生命獻祭—復興探索”

的認知步驟，突出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在國家、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時期勇於擔當的責任意識，不

忘初心的使命感，唱響家國情懷教育的主旋律。

（四）借助多媒體手段，內化家國情懷

歷史教學過程中，枯燥平淡的說教式家國情懷教育往往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達不到有效的情感目標

昇華。在教學手段方面，教師應根據教學實際情況，借助多媒體技術，充分利用光、影、聲、電的效果，

播放有關能反映家國情懷的歷史圖片、視頻、歌曲等讓學生產生油然而生的無比敬仰和崇敬。化枯燥的情

感態度價值觀的講述為直觀生動的影視體會，增強感染力，激發學生學習熱情，昇華學生情感。

例如，在 “一國兩制” 與澳門一課中 , 教師可設置情景播放澳門回歸慶典視頻，來自大三巴牌坊前的

稚嫩童聲震撼心靈，“你可知 Macau 不是我真姓，我離開你太久了，母親。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 ,

你依然保管我內心的靈魂”。教師提示這靈魂是深入骨子裡的中華優秀文化不斷傳承創新的愛國主義核心

精神。然後再提出問題：“澳門回歸過程中克服了哪些困難 ? 澳門能順利回歸主要得益於什麼 ?” 還有澳門

經濟發展與祖國內地的關係等。最後昇華情感，讓學生深刻感受到沒有強大的祖國，就沒有澳門的回歸和

“一國兩制”。澳門回國 20 年來，始終緊緊依偎在祖國母親的懷抱。愛國愛澳，水乳交融。

（五）挖掘歷史素材，厚植家國情懷

季羨林先生認為中國的優秀民族傳統就是家國情懷。一是愛國，二是骨氣。民族興，國家興；民族衰，

國家衰；民族滅，國家滅。家國情懷是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是一種報國強家的志向，也是一種責任和擔當。

澳門新版歷史教材在抗日戰爭這一單元重點編寫《澳門與抗日戰爭》一課來凸顯家國情懷教育的重要

性。即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澳門華人從未缺席過抗戰救亡運動，他們義無反顧、挺身而出，與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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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一道，投身於波瀾壯闊的救亡圖存洪流之中。他們或奔赴戰場、或籌款賑災、或著述文章、或創作

文藝作品，激發民眾愛國之情……憑藉澳門特殊的國際舞台環境，通過持續不斷、形式多樣的救亡活動，

澳門華人始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休戚相關、榮辱與共，並為中國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書寫了 “孤島” 華人抗戰的壯麗畫卷。

教學中，教師要善於挖掘歷史素材，尋找歷史與現實的契合點、熱點，昇華學生的歷史使命感、家國

責任感。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為澳門的非高等級教育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同時對歷史教學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教師在設計課堂教學時，要依據教學內容，根據本課歷史與現實契合的落位點，考慮學生情

感教育的易觸點，選擇適當的教學方法，選取相關教學素材，組織層次明確，情感螺旋上升的細緻、細膩

的教學，讓家國情感教育潤物細無聲，情真意切地觸動學生，從而達到情感的昇華和家國思想再構造，引

導學生形成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增強歷史責任感。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歷史學科教學是家國情懷教育的主陣地。波瀾壯闊的新課程改革，使澳門教

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澳門教育一直致力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國際視野、全球競爭力和世界擔當的

人才。青少年是港澳特區建設的希望和未來，是建設國家的新鮮血液，願澳門歷史教學中家國情懷的滲

透和培養成為青少年精神成長的沃土。

參考�� :
[1]《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_ 中文。

[2]《高中歷史教學中家國情懷教育之誤區和對策》，顧玲麗，《中學教學參考》，2019 年第 6 期。

[3]《高中歷史家國情懷教育要注意的幾個問題》，王強。

探討歷史課堂教學的有效性
——以《拿破崙帝國》為例（上）

方明瑋

伴隨着歷史課程改革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教師意識到，有效教學是歷史課堂教學質量提升的關鍵。什麽

是有效的歷史課堂教學？筆者認為，教師通過多元化的教學手段（例如：問題探究、小組合作、資訊科技等），

達成適切的歷史課堂教學目標，並在課堂或課後檢視教學目標達成的有效度，即是有效的歷史課堂教學。有學

者認為有效教學 “其內涵是在正確的教育教學思想的指導下，通過教師的有效行為，取得最佳的教學效果，促

進學生的發展。” 1 歷史學者趙亞夫教授則指出 “成功的歷史教育歸根結底是為學生們提供理解人類文明的多種

視角，並在其中育成學生的自我定位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

本文嘗試以《拿破崙帝國》一課為例，與澳門歷史教師探討如何在高中歷史課堂達成教學的有效性。

一�轉變教學理��建構“�學生為主��教師為主�”的課堂教學�式
傳統的歷史教學，教師比較關注自己的教學過程，而忽略了學生的學習過程和學習效果。在新課程改革

背景下，澳門《高中教育階段歷史基本學力要求》（以下簡稱 “高中歷史基力”）指出歷史教學應該 “重視運用

歷史方面的重要觀念、思維方法和技能，以及發現並解決問題的學習過程，注重歷史素養的提高，為學生的終

身學習和發展奠定基礎。” 3 這就要求澳門歷史教師轉變傳統的歷史教學理念，建構 “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

導” 的課堂教學模式，即在歷史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僅要清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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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課堂教學的有效性。例如，

《拿破崙帝國》一課教學理念如下：

“�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

1　周俊 , 鄒伯茹 . 巧用情境創設，提升有效教學 [J]. 中學歷史教學參考 ,2022,（3）：64.

2　趙亞夫主編 .歷史課堂的有效教學 [M].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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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 63
2022 第 3期 2022 第 3期



學術探討 學術探討

二�採用�元�教學�略��成�史課堂教學目��實現�效教學
充分備課，明晰教學目標，根據學情組織多元、適切的教學策略是實現課堂有效教學的前提條件。

根據澳門高中歷史基力“A-10 能從多角度評價重要時代人物，探究重要時代人物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

教師將《拿破崙帝國》一課的教學目標設定為：（1）知識目標：瞭解拿破崙上台的背景；掌握拿破崙的對內

政策和對外戰爭；理解拿破崙帝國在法國革命史上的地位。（2）能力目標：評價拿破崙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戰

爭；簡析拿破崙帝國敗亡的原因；學會從多角度評價拿破崙。（3）情意目標：瞭解拿破崙上台與當時法國特

定的歷史環境有密切的聯繫，是 “時勢造英雄”，但是拿破崙作為一個傑出的歷史人物，也深刻影響了法國

歷史和世界歷史的發展，即 “英雄造時事” ；認識世界近代史是人類社會從專制、人治社會向民主、法治社

會過渡的歷史；明白戰爭性質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理解 “得民心者得天下” 的道理。

為了讓學生清晰學習思路，教師將本課設計為 “時勢造英雄——拿破崙帝國的建立”、“英雄造時勢——拿

破崙帝國的內政及對外戰爭”、“是非成敗論英雄——拿破崙帝國的覆亡” 三個板塊教授。並通過多元化的教學

策略，達成預設的課堂教學目標。

（一）通過 “導入新課”，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開啟學生思維

精彩的導入是一節好課的開始，能夠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效調動學生的求知慾，開啟思維之門。例如

以下 2個導入方案：

【導入 1】

1804 年，貝多芬創作了《拿破崙·波拿巴大交響曲》（貝多芬第三交響曲） ，本欲獻給法國第一執政拿破崙。

但在得知拿破崙即將稱帝時，他將寫有 “貝多芬獻給拿破崙” 題詞的總譜封面撕下，並憤怒地高喊：“他只不

過是個凡夫俗子，居然為了自己的野心而踐踏人權；他把自己抬升到眾人之上，成了獨夫寡頭！” 後來，他將

標題改為《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

思考 1：你如何評價貝多芬的做法？

思考 2：拿破崙是一位英雄人物嗎？

【導入 2】

拿破崙在逝世前說了一段話：“我是一位新普羅米修斯，我被釘在懸崖絕壁的一塊大石頭上，一隻禿鷲啄

食我的肉。是的，我曾從天上竊了火種，作為一份禮物，獻給法蘭西；火種已經上升……到原來的地方，我卻

一直被釘在這裡！……我無物遺留給我的兒子，我只有把我的威名留給他。

思考 1：拿破崙獻給法蘭西的 “火種” 是什麽？ 

思考 2：他 “被釘在懸崖絕壁上” 的原因是什麽？

（二）結合歷史圖片、視頻等多媒體教學資源，營造歷史情境，促進有效教學

傳統的歷史講授課，容易讓學生覺得枯燥無味，無法產生共鳴和共情。在新課程改革過程中，有越來越多

歷史教師認識到情境教學的重要性。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根據教學目標達成的需要，結合歷史圖片、視頻等多

媒體教學資源，創設歷史情境，讓學生在形象生動的情境中，感知、體驗歷史，調動情緒，進而內化歷史知識，

能夠促進教學的有效性。例如，在教授 “時勢造英雄——拿破崙帝國的建立” 時，可以創設以下 2個教學情境：

【情境 1】

觀看紀錄片《大國崛起》之 “激情歲月” 片段，引導學生回到激情澎湃，而又充滿恐怖色彩的雅各賓派統

治時期的法國，瞭解拿破崙上台的歷史背景。

教師提問：觀看視頻，結合所學知識回答，拿破崙成功發動 “霧月政變”，客觀條件是：①反法同盟和國

內反革命勢力仍然威脅法國 ②法國大資產階級需要拿破崙來維護統治 ③拿破崙軍事聲望高，有政治手腕 ④法

國金融資本家和軍火商以金錢支持他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出示材料：“恰巧拿破崙這個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

者 ,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若沒有拿破崙這個人，他的角色就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 ”                 ——恩格斯

與學生共同探討，拿破崙上台是 “時勢造英雄”。

【情境 2】

出示油畫《拿破崙加冕》 4，講述拿破崙加冕故事，突出拿破崙的人物性格。

1804 年，拿破崙在巴黎聖母院加冕稱帝，建立了法蘭西第一帝國。

（三）通過史料實證、歷史解釋、技巧性設問，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達成有效教學

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和技能，提高學生的歷史素養是高中歷史基力提出的重要課程目標，而史料實證和歷

史解釋更是每一位高中生必須具備的歷史學科素養。史料實證是指對獲取的史料進行辨析，並運用可信的史料

努力重現歷史真實的態度與方法。歷史解釋是指以史料為依據，對歷史事物進行理性分析和客觀評判的態度、

能力與方法 5 。其中，史料實證是幫助學生認識歷史的重要態度和方法，歷史解釋是培養學生歷史學習能力的

重要目標。教師如能在歷史課堂上提供適切的歷史資料，引導學生 “論從史出”，再輔以技巧性的設問，用提問、

轉問、追問等方法充分調動學生理解和思維，將有助於學生養成史料實證、歷史解釋等重要歷史學科素養。

例如，教授 “英雄造時勢——拿破崙帝國的內政及對外戰爭” 之拿破崙帝國的內政，作如下設計：

4　圖片来源：澳門歷史教材 .世界歷史 . 高中年級必修 [M].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57.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 [S].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7 版 2020 修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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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歸納 “拿破崙的對內政策措施” 表格：

領域 措施

政治 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

經濟 改革財政；創辦法蘭西銀行；鼓勵發展工商業

法律 發佈《民法典》《商法典》《刑法典》

文化教育 建立公立中學和法蘭西大學；鼓勵科學研究和技術教育

突出介紹《拿破崙法典》：

1804—1810 年，拿破崙制定和頒布了《民法典》《商法典》和《刑法典》等法律文獻。其中最著名的是

1804 年頒佈的《民法典》，1807 年改名為《拿破崙法典》。

出示材料：“我真正的光榮並非打了 40 次勝仗，滑鐵盧一戰抹去了關於這一切的記憶。但是有一樣東西是

不會被人忘記的，它將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 拿破崙

以下提供 2個探究思維方案供參考：

【探究 1】

第 1條 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

第 17條 財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人權宣言》

第 8條  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

第 544 條 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

——《拿破侖法典》

思考：閱讀上述材料，你認為《拿破崙法典》從哪些方面繼承了《人權宣言》？對此你如何評價？

答：《拿破崙法典》繼承了《人權宣言》的自由平等、保護私有財産等原則，以法律的形式鞏固了法國大

革命的成果。

【探究 2】

《拿破崙法典》節選：

第 8條 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

第 537 條 除法律規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處分屬於其所有的財産。

第 1134 條 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

思考：閱讀上述材料，談一談材料中的法律條文體現了什麽原則？ 

答：《拿破侖法典》中的法律條文體現了自由平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法治和契約精神等原則。

出示材料，思考：如何評價《拿破崙法典》？

民法典 ( 即《拿破崙法典》) 是法國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馬克思說，這部 “起源於法國革命” 的法典

是 “典型的資産階級的法典”。恩格斯也說，法典 “總括了革命的全部法規，在法律上承認了這種完全改變了

的秩序。正由於法典具有典型性，因此它有着廣泛而深遠的國際影響。當時和後世，許多國家在制定民法典時，

都是以它為藍本的。這部法典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了波拿巴政權的性質，證明了它是法國大革命的一個階段。  

——劉宗緒《改變世界歷史的二十五年》    

答：法典確立了民事權利平等、財産所有權無限制和契約自由等資産階級民法的基本原則，鞏固了法國大

革命的成果，打擊封建勢力，促進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拿破崙法典》是資本主義國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

在其頒布後的近 100 年的時間內，歐洲先後有 25 個國家以該法典為藍本制定本國的民法典。如：丹麥、德國、

瑞士、葡萄牙、西班牙等。

（四）識讀歷史地圖，培養學生有效提取地圖資訊的能力 

歷史地圖中蘊含着豐富的歷史資訊，能夠直觀反映某一特定歷史時空中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的發展趨勢

和狀況。識讀歷史地圖，是每一位高中生應該具備的基本歷史學習能力。教師如能在課堂上通過清晰的問題指

令，引導學生讀圖、識圖，有效提取地圖中蘊含的歷史資訊，則有助於學生準確分析和理解史事，提高學生的

歷史時空觀念，促進有效歷史教學。例如，教授 “英雄造時勢——拿破崙帝國的內政及對外戰爭” 之拿破崙帝

國的對外戰爭，作如下設計：

教師歸納 “拿破崙指揮的著名戰役” 表格：

反法同盟 時間 同盟成員 著名戰役 結果

第一次 1793-1797 英普奧荷 土倫 法國勝

第二次 1798-1801 俄奧 馬倫哥 法國勝

第三次 1805 英俄普奧丹瑞土 奧斯特里茨 法國勝

第四次 1806 英俄普瑞 耶拿 法國勝

第五次 1809 英奧 瓦格拉姆 法國勝

反法同盟
1793年到1815年間歐洲各國為了對抗新興的資產階級法國而結成的同盟。組成國家有英、俄、普、奧等國。

出示奧斯特里茨戰役、巴黎凱旋門等歷史圖片，及相關的歷史材料，講述早期戰果輝煌的拿破崙戰爭。

恩格斯曾經評價： “奧斯特里茨被公正的認為是拿破崙最偉大的勝利之一，它最為有力地證明瞭拿破崙無

與倫比的軍事天才。……奧斯特里茨一戰是戰略上的奇跡，只要還有戰爭存在，它就不會被忘記。”

——吳定初《戰爭之神 拿破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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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歷史地圖《拿破崙帝國》 6 ：

提問：識讀地圖，找出當時法國占領和控制了歐洲哪些國家和地區？

答：直接佔領、併入法國領土的有：薩伏伊、荷蘭、萊茵河左岸、皮蒙特、熱那 亞和帕爾馬等；附庸國有：

萊茵同盟，瑞士，華沙大公國，義大利王國，那不勒斯王國，西班牙；  被迫結盟的有；  奧地利帝國，普魯士，丹麥，

挪威。

教師小結：從拿破崙掌權到帝國崩潰，拿破崙的對外戰爭連綿不斷。1800—1801 年，拿破崙以少勝多，粉

碎了第二次反法聯盟的武裝干涉。1805 年，在抗擊第三次反法聯盟的武裝干涉中獲得勝利。1806 年又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勢，擊敗了第四次反法聯盟的進攻。到 1810 年左右，歐洲大陸上已沒有堪稱法國敵手的國家，法

蘭西第一帝國控制了東至波蘭、西到西班牙，北起荷蘭、南至義大利的廣大領土，帝國盛極一時。在歐洲的大

舞台上，拿破崙扮演着歐洲主宰的角色。

【下期待續……】

6　圖片来源：澳門歷史教材 .國際關係與全球化、區域合作 .高中年級選修 [M].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27.

在現代社會，造成學生有抑鬱症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他們自身的性格和身體素質特點外，還有許多外部

環境因素導致他們抑鬱。而對於目前的社會來說，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並且尋求有利的抑鬱症的防治措施是

非常重要的。所以本研究基於抑鬱症的主要特點，在抑鬱症的防治和治療方面進行相應的研究和分析。並且

提出了以心理治療為主，藥物治療為輔，家庭，社區，學校整合聯動的一種抑鬱症治療方法。一方面可以彌

補學生抑鬱症防治措施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促進學生心理健康的發展。

一 . 抑鬱症的主要特點

（一）情緒上
抑鬱症在情緒上表現為悲觀，低落的心情和唉聲嘆氣無精打采的精神狀態。而且對於抑鬱症的人來說，

他們幾乎失去了對生活的一切樂趣和興趣，對什麽都提不起精神而且動不動就落淚。

（二）態度上
在態度上來說，不僅在學習態度上很多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學習也沒有了動力，導致學習成績下降，而

且在工作上對其工作也沒有什麽信心，决策能力也下降，毫無工作能力。

（三）思維上
在思想上，他們常常受到一種悲觀的情緒的影響，導致認為自己所處的環境十分的壓抑，受到抑制，而

且會經常自我否定，覺得自己反應遲鈍，思路閉塞，還不聰明。

（四）軀體症狀
在身體上，他們主要提不起精神做事情，而且給人的感覺十分的蒼老憔悴，他們吃的也比平時要少很

多，而且日漸消瘦，同時還會伴隨着失眠多夢，胸悶氣短的現象的出現。

二 . 抑鬱症的預防

（一）增加抗壓效力，加強情緒鍛煉
對於抑鬱症患者來說，他們平時首先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情緒上的一種平靜。比如說在很高興時也不要大

喜，要記得收斂，而在很悲傷的時候也應該學着自我排解。尋找一些新的活動，來排解自身的壓抑痛苦的情

緒。在覺得恐懼的時候，要努力的給自己提供一些幫助。給自己精神上的支持。

（二）培養多種興趣
對於抑鬱症患者來說，培養很多個不同的興趣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這些興趣可以能幫助他們緩解壓

力，走出抑制的情緒。另一方面，這些活動有的比如說像跳舞、打拳、游泳、跑步等，能幫助他們鍛煉身

體，分散他們的注意力。而且在欣賞田園風光，觀看名山秀水的同時，他們能够通過擁抱大自然時大自然中

一切的陽光，微風和雲朵，讓他們感覺到心情愉悅，忘記他們心中的壓力。

（三）均衡飲食
對於抑鬱症的患者來說，多吃糖類食物可以有助於通過提升血清素的方式來緩解壓力以及改善他們的形

式。因此，對他們來說，應該儘量的多食用一些糖類的飲食。因為它消化的比較慢，提升血清素的過程比較

平穩。所以，比如說穀類，大麥、小麥、燕麥等含高纖維和多糖的蔬菜和食品都是比較健康的食物。

如何預防和治療抑鬱症之淺談
施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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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rite or Not to Write, that’s Not a 
Question”- the Role of Poetry Writing in the 

Primary Curriculum
Tam Ka Lok　Loi Sio Hong Leong　Mei Ieong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English Curriculum in Schools
In Macao,  the value of  learning English  is very cleaner and emphasised. Students  learn English  language  to 

be able to carry out many kinds of transactions, to cope with higher education, to conduct business and enter 

professions  that use English as  their  international  language. Only a  few  students  enjoy  reading  “Pride and 

Prejudice”,  the poets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or  romanticism and even Shakespearian drama.  It means not  too 

many people get the degrees in English studies or literature. It seems that schools do not need to put too much 

effort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literature. Teaching literature, especially poetry can let the students learn a lot. 

It can be the forms of the language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language. 

The Rationales of Using Poetry 
i. Nourishing Creative Behaviour of Young Children 
As Ananiadoui, K., & Claro, M.  (2009) mentioned  that  schools  should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creativ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or developing  their 21st century skills. Academic creativity  is another way for developing 

students’  creativity. Therefore, poetry writing  can match with  this aim. Teachers  can  let  the  students write 

the  riddles.  It  is because  students need  to  their  imaginations  to describe  the object and  imagin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creativity.  It means  through writing  riddles  can help  the  students develop  the  foundation of 

creativity.

ii. Developing the Language Awareness 
Poems are rhymes, rhythms and repetitions and most of the primary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it. Through this 

engagement,  the  students would enjoy  the sounds of  the poems and context  the meaning  in  the words easily. 

Moreover, students can be easy to find out the rhymes when they read the poems aloud. Those experience can 

let the students learn English in a more natural way. 

iii. Developing the Writing Expression and Feelings Confidence of Using English 
Poetry  is  the  expressive writing  of  the most  personal  kinds  and  need  careful  and  sensitive  treatment. 

Furthermore, children are the natural poet, and they often speak metaphorically. As described “the poet thinks, 

not in logical sequences, but in the most primitive and archaic of categories, similarity and identity.” It is said 

that poems can encourage  students  to express  their own feelings. The wording  in poems can also create  the 

visual image which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student’s own experience. More importantly, there is no right or 

wrong in poetry sharing. Hence, it can also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四）穿戴整齊
顔色鮮艶的衣服有利於幫助人們恢復好的心情，尤其是對於抑鬱症患者來說，他們應該多多購買一些顔色

鮮艶明快的衣服，通過這些來增加他們對於生活的信心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三 . 抑鬱症的治療

（一）心理治療結合藥物治療
在目前對抑鬱症患者的治療研究當中，美國的一些研究機構一直在美國的一些地區進行深入的實驗研究。

並且針對於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進行雙重的分析和研究，最終結果得出抑鬱症的治療效果最好的方式是藥物治

療和心理治療相結合的一種方法。尤其是對於一些輕度的抑鬱症患者來說，或者是對那些對於藥物免疫的人來

說，進行深度的心理治療並且配合輕微的藥物輔助治療就是十分有效的方法，一方面緩解藥物對他們身體的損

害，一方面還可以緩解他們的心理壓力。

（二）建立學校——家庭——社區支持網絡
對於學生們來說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周圍的人群都離不開學校和家庭，而且如果能有一個方法將他們這幾個

部分的內容整合起來的話，共同致力於學生的心理問題。那麽肯定對於學生的抑鬱症程度有所緩解。我們可以

通過建立起一個以學校為平台，以家庭為支撑的一種雙向溝通模式來治療學生的抑鬱症。

（三）建立心理疾病的三級預防體系
學校要積極推動學生抑鬱症的三級預防體系的完善，在這個體系中，學校是平台，家庭為支撑，他們整合

起來將共同致力於抑鬱症的治療。

1. 一級預防以降低患病率為目標，所以其着力點在平時，一般在症狀還未出現就實施干預，如定期對學生

進行心理健康檢查，建立學生心理檔案，開展心理講座，組織健康的文娛活動等。

2. 二級預防針對開始有症狀反應但還未達到臨床診斷標準的學生實施干預，防止問題惡化，降低實際發病

率，如心理諮詢、團體治療、個案輔導。

3. 三級預防對已被診斷為抑鬱症的大學生實施干預，縮短疾病的持續時間，恢復其正常的社會功能。

四 . 結論

作為一種嚴重的心理疾病。抑鬱症開始在學生群體中蔓延。抑鬱症不是抑鬱情緒，它的蔓延時間比較長，

而且對學生的身體和心理都造成了很多的負面影響，並且困擾學生的正常學習和生活。本研究通過對抑鬱症的

特點和預防措施入手進行分析，並且對抑鬱症的治療提出三點相應的對策建議。以期為等領域內學者提供一定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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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ike Blue by Alison Cheong, Chi Son 
Blue is a "Happy" colour. 
Blue is chair in my living room.
Blue is drawer in my bedroom. 
Blue is a light on my desk.
Blue is a living room in my house.

ii. Syllable-and Word-Count Poems 
Cinquains, Haikus and Diamante are the best-known syllable-and Word-Count Poems. They provide a structure 

for helping  students  succeed. Nevertheless,  students need  to  follow  the  formula when  they write  these kinds 

of poem. It would  limit  their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nsequently,  it  is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search 

an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words to express their ideas and feelings. Meanwhile, it provides an authentic task 

for students learn to use the thesaurus. For example, Sammi Chan, Sam I, a sixth-grade student who wrote an 

Antonym Diamante to express her ideas about water and fire and she can use different words to describe “fire” 

and “water”  these  two antonym objects.  It  is  said  that  she has high observations and understand “fire” and 

“water” through this Antonym Diamante. 

Sammi Chan, Sam I

Fire
Warm, Rosy

Kindle, Light, Ignite
Saliva, Tears, Blaze, Inferno

Drinks, Plays, Rains
Thin, Dense
Water

iii. Free Verse 
Word choice and visual  images take on greater  importance and rhythm does not  take an  important role  than 

other types of poetry. Students can use free verse to describe their idea, send a message to someone or even tell 

a story. There are no rules to follow in the number of words in a line and the punctuation. In Allen Tai’s poem, 

he uses his  imagination about being a Grand Prix Macao driver. Allen also uses “everything  is  just  joking” to 

end his poem. It is easy to see that he has a basic idea to show his humor. “Humor” is an abstract concept, but 

Allen tried to show his humor in his poem. This is a challenging task for a grade five student. 

Goals in Poetry Writing 
Successful writing experience can  let  the students not afraid of poetry writing. So,  it  is not enough to  just  let 

the students read and write different types of poems. The reason is that many students have the misconceptions 

about what poetry is and they also think that poetry must rhymes. Some are also unsure the layout of a poetry 

on a page. Thus,  teachers need  to give  the students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re as  they  start  to write 

different types of poems. Teachers can also introduce the well-known poets like Emily Dickinson, T.S Eliot and 

D.H. Lawrence. Their poems were well-knows  in  the 20 centuries. As  for  the 21 centuries,  the poets  like Shel 

Silverstein, Jack Prelutsky and Bruce Lansky. Their poems are also suggested to teach in the primary education.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mention that do not rhyme and concrete poem with unique formatting. 

Meanwhile,  developing  a  systematic  school-based  poetry  curriculum  chart  (see:  Figure  1)  is  also  highly 

suggested. It is because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have the specific goals about what they need to learn in 

that Key Stage. 

Key Stage Goals 

Key Stage 1 a.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em
b. write collaborative poems
c. write formula poems independently 

Key Stage 2 a. write formula poems, free-verse, word-and syllable-count poem independently 
b. use the writing process to craft effective poem 
c. identify the poetic devices in the poem they read 
d. write the poems by using one or different poetic devices 

Introducing Different Types of Poetry 
i. Formula Poems
Students write poetry  successfully by using poetic  formulas.  It  is because  formula poem  is brief and written 

quickly, students can use the writing process to revise, edit, and share their writing pieces easier than other types 

of writing. In formula poems, they provide a skeleton for students’ poem. Koch (2000) worked with a group of 

primary students and developed some simple formulas that are easy for every student to be a successful poet. In 

those formular poems seem like sentences than poem. However, the line between poetry and prose is blurry. It 

can help the primary students toward authentic poetic expression. 

“Colour Poem” is highly suggested for the students who start to write poem. In “Colour Poem”, students begin 

each line of their own poems write a color. They can repeat the same colour in each line or describe different 

color.  It  just  likes  this  fifth-grade  student Alison Cheong, Chi Son describes her  favourite  colour. Through 

her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she names blue as a “Happy” colour and she wants to change her living room 

into blue. In line 3 to 4, she also identifies different blue furniture in her home. It shows that she has enough 

observations and creativity in her poem. It implies that students can develop their creativity by writing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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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the mentor texts as an example when they are teaching. Through the mentor texts, teachers can teach the 

students  like personification, metaphor, and alliteration, and so on.  It  is more effective  to  teach reading and 

writing poetry.

Furthermore, publishing is the best way for celebrating students’ work. It can also enhance their motivation in 

writing poetry and develop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language also. Therefore,  schools can publish a  student 

poetry anthology for collecting their creative work. In the students’ anthology, teachers can also invite students 

to  record  their poetry  so  that  they can  listen how  they  read  their poems.  It  can develop  their oracy as well. 

Beside this, teachers also choose different online platform to publish students’ poetry. “Poetry 4 Kids” and “The 

Poetry Zone” are recommended to publish their poetry. Since students are  in the technology world,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to engage students becomes more motivated when they use technology to write poems and doing 

different poetry projects.

The Possible Way to teach Poetry in the Curriculum in Macao Context
Actually,  Ieong  (2003)  suggests  that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in Macao  should  let  the  students  read more 

poetries  or  using poetry  as  an activity  during  class.  It  show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teach poetry  in  the 

classroom. However, most of  the  schools  in Macao do not have space  in  the General English curriculum. As 

a result, offering the Literature-based Language Arts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could be a possible solution. It 

is because  students  learn  to  literature and use  the  literature  to express  themselves when  they are during  the 

Language Arts lesson (Tam and Loi, 2008). 

Consequently,  schools  should have a  systematic  reading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s  so  that  students have 

enough  receptive  skills  to  the next  step  and use  the  appropriate  scaffolding  skills  for  develop  students’ 

integrated skills as well (Tam, Loi and U, 2020 December). As Tam, Loi, Xu, Cheong and Sin (2018) mentioned 

that teachers can use different poetry as a trade book for teaching poetry in the writing workshop. During the 

literature-based  instruction,  teachers can spend more  time on  teaching reading aloud, analysis  the poem and 

even write the poem under the “trade book”. As for upper level, teachers can use different graphic organiser for 

help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comprehension skills and organise their ideas before writing poems or other types 

of writing. It also can make them have a well orgainsion to express their ideas in writing and speaking overtime 

(Tam and Ngan, 2017 June).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In fact, teaching primary students is not that challenging. The reason is that teachers can use different mentor 

texts with appropriate scaffolding skills during lessons. It would be better if the schools can change their mind 

and offering  the Literature-based Language Arts  in  school  curriculum.  It  is not only a benefit  for  students 

to  learn  the  language, but also an authentic  situation  for  teachers  to have a  specific  goal  for  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Dream of a Grand Prix Macao Driver
By Allen Tai, Keng Hin

I like watching Grand Prix Macao when it was the sixtieth
I want to be a Grand Prix Macao driver when I am twenty

Because I have liked F3 since I am a teen.

When I am dreaming and sleeping
I always think of driving a F3 in The Street of Fisherman is thrilling

When the Grand Prix is seventy-sixth. Anyway,
My red and white F3 is vrooming in Guia Runway

My parents will be happy when I am driving
They see me and my car are shining

The audiences are screaming, shouting when I am winning
In fact, everything is just a joking!

As Connor,  P., Murdoch,  J., Young, A., & Paul.  (2005)  suggested  that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should 

reconsider how to use  the poetry  in  the classroom. They also found out  that  students were highly motived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higher academic achievement if teachers used more creative activities by using different 

genres. They were also confidence enough in using language. 

The well-known  creativity  scholar, Ellis  Paul Torrance  also  suggested  schools  should  develop  students’ 

academic creativity so that students could have a well round development (Torrance & Goff, 1990). In addition, 

applying creativity  in other  subjects  like English Language Arts, Science, History and Mathematics are also 

important in academic learning (Meador & Granada, 2002; Smutney, 2002). In those subject  learning, creative 

writ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easiest  to develop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The reason  is  that during creative writing  teachers can use different writing  instructions  to develop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and  thinking  skills  for  enhance  their  organisation  in  their  discourses. As  for  the  creativity, 

students also need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 to express their ideas in different creativity writing tasks, like role 

play, riddle writing and conversation development. 

Using Mini Lessons in the Writing Workshop 
Students apply what they are learning about poetry and use the writing process to draft their own poems during 

the writing workshop. Teachers can introduce different poetic forms or devices and allow them to choose any 

forms they want  to write. More  importantly,  students need time to experiment with a poetic form or a device 

first so that they can have enough confidence to write more poems in the later stages. 

At this moment, teachers give the minilessons on teaching poetic devices as part of writing workshop. They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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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學中，作文教學往往是一個說難不難說
易不易的尷尬項。基本原因是，學生普遍不願意寫
作文，甚至害怕或者抗拒寫作文（造成這種狀況
的原因很多，且不同的教學環境還有各自不同的原
因，本文且不探討這個問題）。由此作文指導就特別
不容易 ：教學生寫作理論吧，那些審題立意構思佈
局之類的東西，學生早就聽膩了，而且條條框框的
東西，常常容易流於空泛，離學生的實際很遠，不
怪他們打瞌睡。而不講寫作理論吧，又怎麼能講得
清一篇好作文是怎樣寫出來的？於是，不管你聽不
聽，我還是要照講，收效如何呢，管它了——這大
概是好些老師的無奈之舉。

其實這里的問題不是講不講寫作理論的問題，
而是能不能使學生感興趣的問題。

——只要學生有興趣，什麼樣的理論不能講？
所以，想方設法把學生的興趣調出來，把要講

的東西融入學生的興趣中。沉浸式教學，“潤物細無
聲”，讓學生高高興興中，不知不覺就把該學的東西
學了——這才是老師最該做的事。

怎麼做呢？每個老師都一定會有自己的方法。
有心去試，有效就好。

這裡且說說我在作文教學中的 “且歌且敘” 吧。
簡單地說，就是在課堂上演唱歌曲，引發學生

興趣，然後用比較的方法，賞析歌曲，比較作曲法
與作文法的異同，繼而一步步進入作文法教學。

老師在課堂上唱歌，這本身就會引起學生的好
奇與興趣，如果再邀請學生一起唱他們喜歡的歌

曲，課堂燃點就來了。點燃了情緒，“劇本” 就可
以上演了。

當然，這之前老師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寫好
“劇本” ：唱什麽，講什麽，問什麽 ；學生喜歡什

麽歌，會唱什麽歌，班上誰能唱歌……等等，每一
個環節都要備好課 ：熱熱鬧鬧的課堂氣氛是為紮
紮實實的知識教學服務的，如果沒有充分細緻地備
課，上課時課堂只是一味喧囂，那就失去了教學設
計的意義。

用 “且歌且敘” 的方法，我嘗試作了系統的作
文教學。教學內容包括 ：

1、選擇文體
2、確定主題
3、安排結構
4、運用技巧（如何立意、構思、選材、表達等）

以下舉幾個課堂實例。
（條件所限，無法還原課堂實況，文字記錄概

述為主。演唱部分以加粗文字顯示。）

示例一  關於選擇文體

一、歌曲的大體分類
（一）從音樂體裁的角度，可分為

      進行曲、浪漫曲、夜曲（分別演唱幾種曲子的

一兩個樂句）；

合唱曲、獨唱曲、表演唱曲等
（二）從音樂主題的類型，可分為
抒情性、詼諧性、哲理性等

且歌且敘
——換一種方式講作文

周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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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般 作 文 大 體 採 用 “ 三 段 式 ” 結 構， 即 開 頭
（起）——中間（承、轉） ——結尾（合）。小作
文，如寫景狀物的片段、人物描寫、實用性應用文
等，不在此例。

強調 ：寫作文時，一定要注意結構完整，層
次清晰。寫完一樣再寫一樣，一段一段寫完整，段
與段之間注意過渡銜接，開頭和結尾注意照應，不
要東一句西一句，一件事未寫完又扯到另一件事。
總之，寫作時頭腦裡要有一個明晰的脈絡，先寫什
麼，後寫什麼。體現在文字上，要自己看得懂每一
段的意思，更要別人也看得懂整片篇章的線條，否
則這篇文章就是 “一鍋粥”，失敗是不言而喻的。

示例三  關於運用技巧

這 個 話 題 涉 及 的 範 圍 很 廣， 立 意、 構 思、 選
材、表達等等都在這個話題之內。其中每一項要說
的東西都很多。僅以 “表達” 論，就有表達方式、
表現手法、邏輯、修辭等等方面可說，這裡僅就
“表達” 方面對學生的一些具體指導舉例說明。

表達的一般要求，應該是 “清楚明白”，而表達
的最高境界，則應該是 “意味深長”。

強調 ：寫作時，首先應力求達到表達的一般境
界——行文通順、語意明白。寫出一個句子，自己
先看看是否說得通，寫出一段話，則要看看句子之
間意思是否連貫。表達通順明白，這是運用技巧的
前提，倘行文尚且不通順，還談什麼技巧呢？

有了語句通順這個前提，我們就可以考慮如何
把話說得 “巧” 一些。

舉個例子 ：張三跟李四素有芥蒂，張三看不起
李四。有一天，張三與李四在路上相遇了。現在，
我們試設想一下，由你來寫，張三會作何表現？（學
生的答案 ：把頭扭到一邊，不理他！）我想這是最
合乎一般規律的設想了。也許還有人設想，張三會
“呸” 的一聲，甩手而去。這就顯得張三低下了。

我們能不能把張三表現成這樣呢—— “張三顧自走
着，眼睛只望着地上爬着的一條毛毛蟲，欣賞般露
出笑意” ——在張三眼裡，李四竟連毛毛蟲都不如
呢。這樣來表達張三對李四的鄙視，不比直接寫

“張三不理李四” 來得巧妙麼？
——這種寫法，我把它叫做 “婉曲”。
又比如，王五喜歡表現自己，可他又不便於直

接說自己。有一天，他在同學趙六家結識了趙六的
朋友，於是兩人聊起天來。我們又來想想，若在
你筆下，王五想表現自己，他會說怎樣一番話呢？
（學生討論熱烈，意見不一）假如是我，我會讓王
五這樣表現——王五顯出極其瞭解趙六並以趙六
為自豪的樣子 ：“趙六這傢伙真了不起，什麼都來
得！在班裡科科成績總是數一數二的，吹拉彈唱，
沒有一樣不精通，去年學校文藝匯演，他的吉他彈
唱拿一等獎呢。體育又拔尖，校運會上我們班全靠
他搶分啦。嗨！這傢伙簡直是個天才！——跟我差
不多。” ——關鍵就在這最後一句 ：趙六已經是個
天才了，才跟 “我” 差不多。“差不多” 還是 “差”
嘛，那麼王五不就是個 “超天才” 了麼！

——這種寫法，我把它叫做 “借光”。

寫作的很多技巧表現在 “不按常規” 上。同一
句話，大家都這麼說，你換一個說法就顯得新鮮有
趣。比如，人們常說 “笑得肚子痛”、“氣得頭昏”，
你試試說成 “笑得我頭昏”、“氣得我肚子痛”，就會
收到一種特殊的修辭效果。

這在歌曲中，也可找到很多例證。現在有很多
曲作者在歌詞與旋律的配合上，刻意打破常規，
創造出不同凡響的效果。（演唱《寂寞讓我如此美
麗》第一樂段）這首歌的第一句 ：

歌詞 “舞池”、“匝踏” 都安排在弱拍，特別是
“匝踏的人聲” 作為一個完整的短語，起首就安排

在弱拍的後半拍上，另外，“匝踏的” 三個字全都
安排在後半拍，全都需要弱唱，這是完全不合常規
的，因此它不好唱，一般人很難找準它的拍子。但
這種安排卻婉約、動人，很符合歌詞的意境。假若

（三）從發聲方法的角度，可分為
1、美聲唱法歌曲（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

陽》 ）

2、民族唱法歌曲（演唱中國民歌《茉莉花》 ）

3、通俗唱法歌曲（演唱流行歌曲《當我想你的

時候》 ）

（學生自由發表聽了不同分類不同歌曲之後的感
覺，試比較文章按表達方式的分類。）

音樂主題的構成除調性、節拍、速度外，主題節
奏、主題音調、主題的伴奏背景及主題音色等是形成
主體個性的重要因素。根據這些因素，音樂主題就有
了不同的類型 ：抒情型、詼諧型、哲理型等。這樣
的分類與文章體裁按表達方式分類大致相似。

常用的表達方式有記敘、議論、說明等，常見
的文體則有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每一種文體
都有其特點及其基本寫作要求。如，記敘文強調記
敘六要素的的運用，人物的的品質或事件的意義 ；
議論文強調論點、論據、論證三要素的邏輯關係 ；
說明文則強調說明對象的特徵，說明順序和說明方
法的運用。

我們寫文章，尤其是材料作文，在釐清材料，
確定立意之後，選擇文體就顯得尤為重要。什麼文
體是適合表達你的 “調性” 的，什麼文體更有利於
表現立意，要迅速確定，並按體裁要求行文。萬不
可把記敘文寫成議論文，把議論文寫成說明文。文
體不對，整篇文章也就落空了。當然，這裡所說的
文體，是指以某種表達方式為主的文章，並不指一
篇文章只能用一種表達方式。實際上，寫作中，常
常要綜合運用各種表達方式，也只有善於綜合運用
不同表達方式，文章才更富於表現力。

示例二  關於安排結構

（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祈禱》 ）

提示學生注意這兩首歌的長度。
（演唱《我的祖國》《濤聲依舊》 ）

提示學生注意這兩首歌的結尾。
音樂作品的結構叫 “曲式”。一首音樂作品，在

結構方面與一篇文章有相似之處，都是一段一段地

表達內容。但音樂是時間藝術，音樂作品的段落安
排自有它的特點 ：曲式規範化 ；無論什麼曲式，
都須具有連貫性、平衡感和穩定感。

曲式是由樂段構成的。一個樂段表現一段完整
或相對完整的樂思。由一個樂段構成的曲子叫一部
曲式，其餘二部曲式、三部曲式以此類推。

作曲時，安排什麼曲式是按表現內容的特定需
要決定的。表現較簡單的內容可採用一部曲式。例
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祈禱》；二部曲式較之
一部曲式音樂形象上有進一步的發展，由 A、B 兩
部分構成。A 部是主要樂思，B 部是 A 部的發展。
如《我的祖國》《濤聲依舊》。

無論什麼曲式的音樂作品，在結構上應該有如
詩歌式的起承轉合的安排。

（請學生演唱他們自己喜歡的歌曲，任選其中
一首，與學生一起分析其曲式及其特點 ；故意改變
二部曲式的旋律，讓學生評議效果變化。）

轉入寫作結構的講解。
強調 ：作文的結構是非規範化的，它當然也

要一段一段地表現內容，但並不規定一篇文章有幾
個自然段，也不規定哪一類文章由多少段構成，這
是與曲式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們這裡所說的文章結
構，並不指自然段的安排，而是指文章各部分內容
的安排。

文章更講究 “起承轉合”。文章結構雖然不是
規範化的，但不同文體的內容安排，仍有其規律
性。從寫作的角度，我們有必要掌握各種文體的一
般結構規律。

這裡就常見文體的結構作一些抽象性的說明。
記敘文 ：①寫人    人物出場（敘）——表現人

物的事例（敘）——揭示人物的思想品質（議）
                       ②記事    交代事件（敘）——事件的
具體過程（記敘六要素）——揭示事件的意義（議）

議論文 ：提出問題（論點或論題）——分析問
題（事實、道理、正面、反面）——解決問題（結
論或論點）

說明文 ：提出說明對象——按照一定的順序運用
各種說明方法說明其特徵——強調說明對象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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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是一堂課的開始，它是教師在一個新的教學
內容或教學活動開始，引導學生進入學習狀態的行為
方式。常言說得好 ：“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 作
為課堂教學的重要一環，高超、新穎、別致的導入必
然會為課堂教學的展開奠定良好的基礎，教學也就容
易進入最佳狀態。所以有經驗的教師都非常重視精心
設計課文的導入，如果將之設計和安排得有藝術性，
它就能像磁石引鐵一樣把學生吸引住，很快調集他們
的注意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如何設計一個精
彩的導入呢？今天來分享幾個我的教學經驗。 

1、創意導入，啓迪思維

富有創意的導入，可以點燃學生思維的火花，能
培養其思維能力。如在教授《敬業與樂業》一課，我
的導入語是 ：“2018 年初，央視主持人張泉靈的一篇演
講刷屏 ：安逸的生活已經不再適合這個高速進步的時
代。未來 1 年的變化將比過去的 10 年要大。時代拋棄
你的時候，連一聲再見也不會和你說。所以她做了一
個大膽的選擇，辭去了令人羡慕央視主持人的工作，
而去創業。我們可以看到，在時代滾滾的巨輪下，很
多都在快速地發展，包括職業，但也與此同時，很多
東西在時間的洗禮下，至今依然熠熠生輝。它們是什
麼呢？它就是人的思想和智慧，如今天的《敬業與樂
業》，過去了 70 多年，我們依然從中有許多的啓發，
我們今天將繼續來學習這個嶺南神童、業界钜子梁公
的文章。上幾節課我們討論了梁公所提出的有業的必
要性，人生在世，必須要生活而勞動，為勞動而生
活。我們今天繼續討論有了工作以後，必須持有什麼
態度？” 在這裡，我首先將時代的快速變化和職業的
變化快點出來，為課文的工作 “敬業和樂業” 的工作
態度伏下伏筆，也巧妙將事物的短暫和文章的經典作
了對比，點出《敬業與樂業》歷久彌新的文學價值，

一下子把學生代入了課文。

2、設置懸念，激發興趣

古人云 ：“學起於思，思源於疑。” 疑問是促使學
生展開一切行為活動的內在驅動力，有了強烈的疑問
心理，他們才會積極投身於問題的解決和探索中。有
趣、誘人的導入方法，可以激發學生的疑問和學習的
興趣。好奇心和學習興趣，一旦被撩動，它能激起學
生的理解與記憶能力，激發學生的聯想和想像能力，
喚起學生的求知欲將起到積極的作用。如我在《歸去
來兮辭》一文中，時值北京冬奧會，我拿出一張谷愛
淩淩空一跳的相片，問學生如果是你，你會如何選
擇？由此帶出課文的作者陶淵明的人生選擇——棄官
歸隱，人生每時每刻都在選擇，每一個選擇都很作者
的思維、觀念有關，由此成功引起學生的興趣，為什
麼陶淵明會做出如此選擇？選擇也是對陶淵明人生價
值觀的一種探討和思考。又如《漢字的結構》一課
時，我用了猜謎的方式，如自己的 “自”，為什麼原
型是鼻子？為什麼 “家” 是房子裡有一頭豬？

為 什 麼 “ 安 ” 是 房 子 裡 有 一 個 女 人？ 為 什 麼
“字” 是房子裡的乖寶寶？為什麼 “富” 是房子裡有

一個酒罈？充分運用人的好奇心，引發學生的興趣，
進行推動思考，啟迪思維，這樣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3. 故事導入，拓展延伸

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方式是多樣的，最常見的
還有故事式導入法。故事，學生都喜歡聽，特別是他
們沒有聽過的，所以課前可以講一個自己親身經歷或
者身邊的人分享的故事帶給學生。當然，除了自己的
故事，古中今外的故事也可以用來導入，只要是和
自己要上的內容相關聯都可以使用。如在教《六國

如何設計精彩的導入
陳碧玲

按照常規安排成

這樣唱是好唱了，但它卻成了進行曲，顯得非
常可笑了。

再舉例講講 “反復” 技巧的運用（作曲法稱為
“重複”）。

我對《女孩與四重奏》這首歌的印象非常深
刻，MTV 上那個並不漂亮的女孩因為這首歌而讓
人感到格外的脫俗。其實是歌曲的 “特別” 造就了
歌手的 “特別”。而歌曲的特別就特別在旋律的重複
上。（演唱《女孩與四重奏》）

這首二部曲式的曲子，A 部四個樂句除了最後
一個收尾音外，是 3、4 句對 1、2 句的完全重複，
而第 2 句與第 1 句的不同處僅是最後一個高八度的
3，所以四句的旋律可以說是一句的反復再現，而重

複的又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樂匯 ：

這 些 樂 匯 的 組 合， 給 人 一 種 弦 樂 重 奏 的 律 動
感，加上休止符的運用，節奏型的變幻，這首歌就
以一種特別的音樂形象讓人過耳難忘。

從修辭的角度看，反復的作用在於增強語言氣
勢，抒發強烈情感，烘托環境氣氛。寫作中恰當運
用反復技巧，會增強文章感染力，給人以深刻印
象。比如魯迅的 “沉默呵，沉默呵 ! 不在沉默中爆
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比如朱自清的 “盼望着，盼
望着，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 ……這方面的
範例很多，我不再一一舉例。

這裡想講一種特殊的反復 ：節奏的反復，即相
連的幾個句子或短語，節奏型是一樣的，節拍數、

停頓處大致相同。比如高爾基的 “在這叫喊聲裡，
烏雲聽出了憤怒的力量，熱情的火焰和勝利的信
心” ；魯迅的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
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睹
了 ；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 ；“時間永是流駛，
街市依舊太平” ……這些句子從修辭的角度說是排
比或對偶，但這裡要強調的不是內容上的聯繫，而
是節奏上的律動，這種節奏上的反復，讀起來朗朗
上口 ；再加上音韻上的起伏（ “力量【仄】——
火焰【仄】——信心【平】；人生【平】——鮮血
【仄】；目不忍睹【仄】——耳不忍聞【平】），句
子就有了一種音樂美。

且歌且敘，“歌” 是為了 “敘”。“歌” 引起了學
生的興趣，“敘” 就容易讓學生入耳了。用這樣的
方法，我在作文教學中還是取得一定效果的。當
然，這樣的方法並不具有普及性。這裡只是想提供
一個作文教學的思路 ：把自己擅長的東西拿出來，
試試可不可以融入到教學中。跳出固定的教學模
式，“別開生面”，也許學生的興趣就來了。

讓學生對你感興趣，對你的課感興趣——作為

老師，就成功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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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課上得好不好，關鍵在於課設計得好不
好，而說課，就是說這節課是如何設計的。因為說
課不受場地、時間等客觀條件限制，所以它已逐漸
成為內地教研活動的主要形式，只要執教教師能說
清楚設計意圖，其他老師就如同身臨其境地聽了這
節課一般。

說課，包括 ：說學情、說目標、說重難點、說教
學過程、說作業、說板書設計，如果是在上完公開課之
後再說課，還要說一下課後反思。接下來，我們就以澳
門《中國語文》教材三年級下冊第四單元的第一篇課文
《獅子與狐狸》為例，來看一看如何說好一節課。

一、說教材

三年級下冊第四單元的主題為 “經典寓言”，由

四篇外國經典寓言組成。該單元的學習目標是讓學

生透過閱讀世界四大寓言家的故事，認識外國經典

寓言的特點，學會閱讀寓言故事的方法，並能體會

寓意，結合生活中的人和事，加深對寓意的理解。

縱觀本單元的教學內容，四篇課文循序漸進，

承擔着不同的教學任務 ：學習《獅子與狐狸》一

課，要求學生學會用簡潔的語言複述故事，讓學生

瞭解寓言的寓意一般寫在文章末尾的結構特點 ；《獅

子和小蚊蟲》一課，讓學生在閱讀完寓言後，嘗試

梳理出重要訊息，用自己的語言複述故事內容，復

習寓意在文末的特點 ；《天鵝、狗魚和大蝦》這篇文

章的寓意出現在第一小節，表示突出和強調。本課

學生學習複述故事，結合生活經驗，思考寓意，反

思生活 ；《弓的主人》這篇寓言故事的寓意沒有寫

明，便是讓學生從簡單的寓言故事中悟出不簡單的

哲理，自己歸納寓意寫在文章最後。

《獅子與狐狸》是一篇伊索寓言，故事中刻畫了

鮮明的動物形象，揭示出了深刻的哲理。通過本節

課的學習，學生能初步瞭解寓言故事的寫作特點，

同時也能深深地感受到閱讀寓言故事的趣味。

【評析】
說教材是說課中最重要的部分。任何一套教材

在編寫之初都有其系統性。分析教材時，不能僅僅
說清楚這一篇課文的寫作特點、中心思想，而是要
站在整個單元甚至整套教材的角度，去分析這篇課
文在教材中的位置，說清楚教材知識體系的前後關
聯，循序漸進的關係，才能夠由此推斷出本節課的
教學目標。

二、說學情

在之前的學習中，學生在三年級上學期就已經

學過敘事六要素。本課的第一課時，同學們已經熟

讀了課文，學習了生字詞。在本節課中，我將引導

學生精讀課文，瞭解故事的主要內容，並按照 “起

因、經過、結果” 的順序複述故事，進一步激發學

生閱讀寓言故事的興趣，開啟學習寓言故事之旅。

【評析】
學生的已知是備課的起點。維果斯基的 “最近

發展區” 理論告訴我們，在教學設計時，要明確學
生已經知道了什麼，在學生已知的基礎上，找到學
生在本節課可以學會的新知識，作為本節課的教學
內容。“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三、說教學目標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將本課第二課時的教學目

標設計如下 ：

1. 分析故事的 “起因、經過、結果”，串聯起

來，複述故事。

2. 理解故事的內容，知道狐狸是如何看破獅子

詭計的，體會狐狸認真觀察、大膽猜測的思考過程。

如何說好一節課
郭明月　吳嘉怡

論》時，用了一個故事，蘇軾二十歲的時候，到京師
去科考。有六個自負的舉人看不起他，決定備下酒菜
請蘇軾赴宴打算戲弄他蘇軾挼邀後欣然前往入席尚末
動筷子，一整人提議行酒令，酒令內容必須要引用歷
史人物和事件 ：這樣就能獨吃一盤菜。其餘五人齊
聲叫好。“我先來， ” 年紀較長的說 ：“姜子牙渭水釣
魚！” 說完捧走了一魚 ，“秦叔寶長安賣馬”，第二位
神氣的端走了馬肉。“ 蘇子卿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
示弱的拿走了羊肉。“張翼德涿縣賣肉”，第四個急吼
吼的把肉拿了過來。“關雲長荊州刮骨。” 第五個迫不
及待的搶走了骨頭，“諸葛亮隆中種菜”，第六個傲慢
的端起了最後一樣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個舉人興
高采烈的正準備邊吃邊嘲笑蘇軾時，蘇軾卻不慌不忙
的吟道 ：“?” 說完把六盤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
道 ：諸位兄台請啊！六舉人呆若木雞。同學們，你
們知道蘇軾說了什麼？你們能猜得到嗎？同學們紛紛
開動腦筋，最後成功猜到 “秦始皇併吞六國”，這種
故事引入法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學生的注意力了，不過
要注意使用故事法導入新課時，一定要注意講故事的
時間不能太長，要不然會喧賓奪主會佔用過多的課堂
時間。

4. 詩意引入、感染薰陶

呂淑湘說 ：“語文教學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
術。” 語文教學是語言的藝術，如何將語文課上得有語
文味？那就得充分發揮語文學科的語言藝術了。如在
教授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時，我是這樣引入
的 ：林語堂說 ：“蘇東坡是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人
間絕版”，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蘇東坡，他是永
不過氣的偶像，他的追隨者不分老幼，路越古今、中
外，人們在他的詩詞、藝術裡，重新感受人生。而蘇
東坡在人們的品評中。一遍遍又重新活過，是什麼鑄
就了蘇東坡的魅力，讓人們喜愛至今。我們今天一起
探尋他的人生境界。一起走進他的精神世界。” 一下
子將學生的共鳴激發出來，不由自主想一起走進蘇東
坡，瞭解他為何有這麼大的魅力？

同時，中國古典詩詞是一座豐富的寶庫，詩詞、
格言語言精練，含意豐富，表現力強，優美的語言，

高超的藝術手法，薰陶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我們教
授古詩詞詩，可以積極運用詩詞開講導入新課，激
發他們的情感。如教授李白《月下獨酌》一詩時，
我的導入語是 “同學們，你能說出幾句李白和酒有關
的詩句嗎？” 同學們就你一句，我一句說出，“對酒
當歌，人生幾何。”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
人。”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戴花
持酒祝東風，千萬莫匆匆。” “酒入愁腸，化作相思
淚。” 課堂顯得詩意盎然，同時對豐富、積累學生的
古典知識。

除了幾種幾種，還有很多精彩的導入，如情境導
入、情感共鳴 ；溫故知新，新舊結合 ；開門見山、
直接點題等等。為了教學效果，教師應該要精心構思
導入方法，精彩、有趣的導入，體現教師的教學智
慧，同時可以讓學生圍繞教學內容開動思維器官，積
極思考，達到知識的彼岸。教師把生活經驗、生活感
悟以及學生喜聞樂見的事情導入課堂，師生之間必然
會產生共鳴。通過師生之間的對話，激發學生的表現
欲和表達欲。由此可見，精彩的一課，新頴、有創意
的導入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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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文學習方法。主板書和副板書的设計體現了語
文課程工具性與人文性統一的本質特點。

總之，說課，已經逐漸成為教師職業技能中重
要的組成部分，說好一節課的難度，不亞於上好一
節課，需要老師們不斷反思，不斷練習。

參考文獻 ：

[1] 馮菀 . 說課應注意的幾個重要環節——以高
中數學為例——全國第四屆和諧杯 “七說” 說課比
賽參賽心得 [J]. 新課程 ( 下 ),2017(01):237.

[2] 劉敏 . 說課是一種教學藝術——淺談開展有
效說課的途徑與方法 [J]. 課程教育研究 ,2016(08):5.

當代文學大師余光中確立了文言文的重要性，
認為文言文是幾千年中華文化的載體，延續了老祖
先幾千年來的思想、看法和結晶。若抛棄了文言
文，將成沒有記憶的民族。而本澳於 2017 年頒佈的
《中文基本學力要求》 1 中亦明確指出學生必須掌握
閱讀文言文的能力，因為現代漢語中不少詞語（尤
其是成語）、句式，或者源於古代漢語，或者是古
代漢語中詞語、句式的改造。學好文言文，能為更
好地理解應用現代漢語打下堅實基礎。

然而，縱觀兩岸四地的教學研究，均指出文言

1 教育暨青年發展局，2016，《初中中文科（第一語言為中文）課

程指引》

文的教學效果一直不盡如人意，存在枯燥乏味、高
耗低效的問題。長久下來，不單是學生對語文學習
感到倦怠，教師也感力不從心，本人認為文言文教
學成效不顯著之成因如下 ：

一、能力不遷移 ：

陶淵明所著之《桃花源記》為經典的文言文教
學選篇，本人用以下選段為例 ：“南陽劉子驥，高
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
問津者。”

當問及學生當中 “欣然” 的解釋時，學生積極
踴躍，課堂氣氛佳，並異口同聲的說出 “非常愉快
的樣子”，本人亦順勢補充當中的 “ ……然” 有

假如文言文沒有註解  
梁寶欣

3. 通過討論，明白這則寓言的寓意，瞭解寓言

故事的寓意一般寫在文末的结構特點。

以上教學目標中，第一、二點是教學重點，第

三點是教學難點。

【評析】
教學目標來自於對教材的深層解讀，也來自於

對生情的瞭解。一些老師在教學設計時，並不看
重教學目標的設計，習慣泛泛而談，將 “正確、流
利、有感情地朗讀課文” 等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語句隨意複製粘貼，這是非常錯誤的。以終為始，
是高效課堂最重要的原則。明確了教學目標，我們
才能有的放矢，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去設計教學過
程。

四、說教學過程

為實現以上教學目標，我將教學過程設計如下 ：

1. 複習導入，釐清故事內容

學生自讀課文，結合課後 “閱讀理解” 第 1 題，

從 “起因、經過、結果” 三個方面，用自己的話複述

故事的大意。

2. 提取訊息，分析动物形象

結合課後 “閱讀理解” 第 2 題，引導學生仔細閱

讀文本，在課文中標注出獅子吃掉動物的 “跡象” 和

狐狸如何保持 “警惕” 的句子，學習提取相關訊息的

閱讀策略。

為了讓學生進一步理解故事的內容，我會請同

學扮演狐狸，我扮演下一個要進洞的動物，請 “狐

狸” 勸說 “其他動物”，理解故事的關鍵。我會採用

追問的方式，促使學生加深對故事的理解。表演結

束後，請同學們說一說狐狸和其他被吃掉的動物有

什麼不同？總結出狐狸善於觀察微小的跡象並作出

推斷的思維特點。

3. 總結寓意，體會寓言寫法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呢？我會請同學們

先自由討論，用自己的話說一說，然後找一找文中

哪句話和大家表達的意思差不多，發現寓意出現的

位置，初步感受寓言故事的寓意一般都出現在文末

的寫作特點。

4. 回歸生活，拓展思維廣度

引導學生分享生活經驗，說一說自己或身邊的

人有沒有根據跡象發現了危險，從而避開災難的例

子。讓學生將學到的道理運用在生活之中，啟發智

慧。

課後，我請同學們回家把這則寓言故事講給自

己的爸爸媽媽聽，並和家長一起閱讀《伊索寓言》

中其他的故事。

【評析】
一節課四十分鐘，既要符合現代教學的一般流

程，又要貼合小學生活潑好動的特點，對於小學教
師而言，每一節課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形式和內
容都很重要。表演是一種很好的形式，但是不是為
了熱鬧好玩，而是為了幫助學生理解狐狸觀察和思
考的過程，這是本節課課文理解的一個難點。總結
寓意，也不是直接讀出來，而是讓學生先七嘴八舌
討論，言之有理的，老師都要肯定表揚。這樣的設
計都是基於以下的思考 ：如何讓學生在輕鬆愉快地
氛圍中學習，最終實現本節課的教學目標。

五、說板書設計

本節課的主板書梳理故事脈絡，副板書列出閱

讀寓言故事的方法。板書設計如下 ：

獅子與孤狸

獅子 ➔ 使用心計

寓意一般在文未
孤狸➔ 預見危險

 
【評析】
板書是教師理清教學思路，學生復習回顧的重

要手段。一節課結束後，學生可能不會記住老師說
過的每一句話，但是他一定能記住老師在黑板上寫
的教學重點。板書分為主板書和副板書，主板書占
三分之二，主要總結課文大意、中心思想等與課文
相關的內容。副板書占三分之一，指向本節課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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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小說的關鍵訊息後，便帶疑問閱讀對話 ：
為何女郎會接受王生的愛意？對話中的字詞甚為艱
澀，本人以 “朝詈而夕楚辱之” 為重點，跟學生梳
理語譯的閱讀策略。

首先，明確語境含義 ：女郎為何會說出這一
句？因為王生問她有何愁憂。女郎才黯然的告訴王
生是 “朝詈而夕楚辱之”，所以確定這女郎的愁憂。

第二，觀察句型結構，“朝” 是與 “夕” 相對，
是早晚的意思，意思相關。“詈” 是對 “楚”，我們
還未知道是什麼意思，但也是相關 ；最後以 “辱”
來總結，確定這是跟 “侮辱” 有關。

第三，聯想部首、常見詞組。“詈” 的部首是
“言”，所以跟言語有關的侮辱，我們就能想到是謾

罵。“楚”，我們從部首看不到，可以從常見詞組來
看，“楚”，我們想到痛楚、所以這跟拷打有關。

第四，原文整合，這一句就是 “女郎早晚遭受
到言語跟拷打的侮辱”。

讓學生掌握語譯的基本步驟後，便能讓學生知
識遷移，不會再認為 “夙夜” 是 “早晚” 的意思，
不會僅僅憑藉註釋記憶理解課文，反之能活用所
學。

第二課時，在梳通文意的基礎下，嘗試讓學生補
寫結局 ；來到公開課的第三課時，目標是提煉方法，
讀寫結合。故此，在設計上，先讓學生回顧梳通文意
的方法，希望學生將方法運用到其他的文言文閱讀當
中，提升閱讀文言文的信心與興趣。其次，讓學生用
精煉的語言概述情節，培養其歸納能力。

歸納小說情節的過程中，學生都能理解到課文
的基本意涵，如開端部分，學生會將內容歸納為
“王生遇見女郎，十分好色”，此時若能讀寫結合，

引導學思考將 “遇見” 改為 “偶遇” 的效果，思考
將 “十分好色” 改為 “貪圖美色” 的如何，相信更
能豐富其詞彙量。最後，回歸到小說最重要的兩部
分 ：情節、人物，品析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並運
用到寫作當中，在潤物細無聲中，做到讀寫結合。

在評課活動中，綜合各校老師的意見，大家都
認同這種脫離註釋的方法較為勇敢，能真正把思考

交還學生，達到知識遷移。而本人應進一步思考分
組討論的目的、學生的角色分工，讓學生由 “單一
接收者” 轉變為 “共同建構者” ；另一方面，關注
學生的隨機發言，把值得討論的部分於課堂進行思
維激蕩，使文言文教學更具成效。

老師教什麼，學生學什麼 ；老師怎麼教，學
生怎麼學。這是傳統課堂中常見的情景。通過對
“學科核心素養” 的學習，加之從教學經驗豐富的

內地優秀教師那裡取來的真經，努力嘗試與尋找激
發學生積極思考的最佳方式，力爭設計出最優教學
方案來匹配本班學生的學習風格。上課時，師生之
間有了更多的互動與交流。思路和想法一變，對教
學結果的判斷就更理性 ：學習的結果，不應完全
由學生承擔。“教之責” 顯然不容推卻，事實上起
決定作用。在教與學之間尋找契合點，為自己的教
學不斷拓展空間。 

“為思維而教”，既是向傳統的以知識為惟一目
標的教學挑戰，也是向教師業已形成的 “我講你
聽” 的教學模式告別。變單純對知識點的再現模式
為知識點的運用模式，是我在理論結合實踐後的一
點感悟。讓學生有思考、組織、再思考的過程，直
至解決問題，特別說明的是，思考的過程正是創新
的過程。使學生在你的牽引下，不斷思考，直至解
決問題。即使在課後，學生亦會回味自己思考的餘
香。提升了自己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 ……的樣子” 的意思。表面來看，教學成效尚
可，在紙筆測量中，學生亦能正確語譯內容，惟讓教
師沮喪的是當面對語文基礎方面的考核時，如歐陽
修所著之《賣油翁》中 ：“康肅問曰 ：‘汝亦知射乎？
吾射不亦精乎？’ 翁曰 ：‘無他， 但手熟爾。’ 康肅忿
然曰 ：‘爾安敢輕吾射！’ 翁曰 ：‘以我酌油知之。’” 問
及其 “忿然” 之解釋時，大多數同學都露出疑惑的表
情，不能做到知識遷移，只有少數的學生能將所學進
行關聯，作出解答，可見教學成效不顯著。

二、內容不思辨 ：

《孫子．謀攻》：“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論語·為政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

殆。
以上文言文選段，均出現 “殆”，學生在理解

時，大多習慣閱讀註釋，在腦海中形成固有的釋
義，即 “危殆”，學習是都被 “死記硬背” 代替。當
面對另一篇文章時，便難以結合語境，思辨內容真
偽。如固化地認為莊子在《養生主》中指出人生有
限，知識無邊，用有限的人生去追求無邊的知識，
十分危怠 ；又簡單地認為孔子在《論語》中指出死
記硬背而不思考不理解，就做不到融會貫通，只是
善於思考而沒有學習，則十分危殆。前者中的 “以
有涯隨無涯，殆已”，“殆” 結合語境，其意在強調
以有限追求無限所必然產生的 “倦怠感”，“殆” 作
“疲倦” 解更為合適。後者中的 “思而不學則殆”，

重在強調 “學” 與 “思” 之間的關係，不假思索的
學習會讓人迷惘，憑空思考卻沒有學習的實踐，即
只有空想卻不付諸行動，必然會使人懈怠，所以
“殆” 為通假字，通 “怠”，意即 “懈怠”。若語文學

習單單依賴課本註釋，容易讓學生變成單一的接收
者，難以將所學遷移其他語境的文章當中，教學成
效存疑。

面對上述問題，本人在學校的支持帶領下，根
據內地優秀老師的建議，於聯校公開課嘗試以 “脫
離註釋，關注文本” 方式探索更具成效的文言文教
學方法。本次公開課選用了校本自編教材中的小說

《畫皮》，因其情節跌宕新奇，人物形象豐富，篇
章結構亦屬清晰典型之作，男女學生均在教學過程
中積極猜讀情節，達到吸引學生閱讀之效，打破對
文言文枯燥乏味的偏見。

本課的教學共分三個課時，第一課時，帶領學
生通讀課文，因文章篇幅較長，故設計不同的朗讀
環節，包括老師範讀，分角色朗讀，學生的專注力
能集中，讀畢，再讓學生梳通文意，培養閱讀的策
略，以文章的第一段為例 ：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襥獨奔，甚艱
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 ：“何
夙夜踽踽獨行？” 女曰 ：“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
何 勞 相 問。” 生 曰 ：“ 卿 何 愁 憂？ 或 可 效 力， 不 辭
也。” 女黯然曰 ：“父母貪賂，鬻妾朱門。嫡妒甚，
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遁耳。” 問 ：“何
之？” 曰 ：“在亡之人，烏有定所。” 生言 ：“敝廬不
遠，即煩枉顧。” 女喜，從之。生代攜襥物，導與同
歸。

相比現代文的閱讀，若要求學生從文章的第一
句閱讀到最後一句，其生難字詞會容易讓學生半途
而廢，傾向查找註釋。故此，以小說的要素著手，
引導學生先找出內容的關鍵人物、地點、情境，再
推敲情節當中的細枝末節，更能讓學生專注。故
此，先讓學生小說開端部分的開首句與總結句。

閱畢，學生便能歸納出關鍵人物是王生與女
郎，地點是太原，情境從 “早行” 就能推敲出是
一大清早王生與女郎的偶遇。當中 “抱襥獨奔” 及
“生代攜襥物” 的 “襥”，讓學生脫離註解猜讀，

學生從部首便知道詞語跟衣服有關，從 “獨奔” 便
知道女郎是獨自一人逃跑出來的，所以 “抱襥”
意即 “拿着包袱”。王生是怎樣對待逃跑出來的女
郎呢？可從 “急走趁之” 的動作描寫歸納，對於
“趁” 的理解學生亦能從部首 “走” 得知與 “跑”

相關，“之” 為代名詞，代指女郎，所以整句解釋
為 “跑向女郎”。在這過程中，學生便初步得知王
生喜歡女郎，而且從總結句中的 “女喜” 得知女郎
對此感到歡喜，而王生亦代女郎拿包袱，所以 “導
與同歸” 中省略的賓語，定必是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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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覺抱恨終天，悽愴之情不能自已耳。若謂人民勞苦，不得終養，始思父母，則遇勞苦乃念所生，不遇勞苦即

將不念所生乎？” 所以理解這篇詩，只需從詩句中直接揣摩即可，不必涉及其他。

“直接從詩句本身去探索”、“從詩句中直接揣摩”，意即立足文本（text）進行分析；具體方法，可參照 20

世紀西方文本分析理論中的文本分析法 5，或更早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常見的話語分析方法——“言、象、意”

文本分析法。中西文本分析理論的共通之處在於，二者均力求透過語言的外殼把握文本之真義，包括對語言的

字詞句構成、聲音的節奏格律、比喻象徵之類的修辭手法等方面進行細緻的分析。《蓼莪》一詩，其動人心魄

處，既在於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的舐犢深情，也在於 “鮮民

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的孝子之慟。父母子女之間的深情重義，

古今中外莫不相同，又何須計較它究竟是何時何地因何人何事而起的呢？若教學時將精力放在考據上面，恐怕

會有揀了芝麻丟了西瓜乃至本末倒置之嫌。《孔子詩論》 6 中，孔子對本詩亦只下了 “有孝志” 的評語而未論及

其他。至於 “周幽王”，乃屬於 “不必涉及” 的 “其他” 之類，實在是可以 “靠邊站” 的。

“周幽王” 一說之所以擁躉眾多，是因為在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領域，向來有兩個不同的標準來衡量文學

作品，即所謂的兩把 “尺子” ：第一把，是道德和政治的尺子；第二把，是美學和藝術的尺子。這第一把尺

子，往往還更重要一些。比如散文，須看它有無 “文以載道”，詩，則看它有無 “詩教”。

所謂 “詩教”，本指《詩經》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的教育作用。《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入其國，其教

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意指《詩經》的學習與教育有助於培養 “溫柔敦厚” 的品格，對子民

健全人格的培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一說法被繼承下來，成為中華民族具有特定內涵的文化傳統。首都

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趙敏俐教授對 “詩教” 的內涵作了一番梳理和總結 7，認為 “詩教” 包含三方面的內

容，即 “審美的教育”、“情感的教育” 和 “文化的教育”（包括宗教、政治的教育，倫理、道德的教育，民俗、

風情的教育，博物、識字的教育）。

至於 “美學”，《霍普金斯文學理論和批評指南（第 2版）》第 6頁Nicholas Brown所撰 “美學Aesthetics” 條

目中是這樣下定義的：“ ‘美學’ 這一術語可以追溯到 18世紀德國哲學家Alexander Baumgarten，他所採用的

aesthetic 一詞源於希臘語 aisthanomai，其原義為 ‘通過感觀領悟’。” 對此，孫紹振在《審美閱讀十五講》一書中

作了更為細緻的闡發：“美育主要是培養人內心的情感的，主要是以非理性的情感為核心的。這對人的全面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以至就有了一種專門的學問，就叫做 ‘美學’。在英語裡，本來這個詞 aesthetics，意思是很豐富

的，概括地說，就是與理性相對的以情感為核心的學問。從表層來說，是感知；從中層來說，是情感；從深

層來說，是智性。從性質來說，包括正面的美，也包括與之相對的醜。這才是人類感性的全部。但是，這個詞

在漢語中沒有對應的，日本人把它翻譯成 ‘美學’，在古典文學時期，大致還算可以。因為那裡的文學一般是追

求美好的心靈和環境的，以詩意的美化為主的。但是，文學藝術並不完全是審美的，也有審醜的。” 8 當然，除了

5　文本分析法是指從文本的表層深入到文本的深層，從而發現那些不能為普通閱讀所把握的深層意義，興起於20世紀的西方。具體方法
有新批評文本細讀法，符號學分析法，敘事學分析法，解構主義法，互文、對話理論分析法，文本社會學分析法，文化研究法等。詳
參《霍普金斯文學理論和批評指南（第2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

6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戰國楚竹書》第一冊中二十九枚竹簡為《孔子詩論》，為迄今發現最早的《詩經》評論專文，約1006字;對
《蓼莪》的評論在第二十六簡。詳參《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　趙敏俐：《“詩教”的發生》，《光明日報》（2015年03月27日07版“文學遺產”）。

8　孫紹振：《真善美的“錯位”》，《審美閱讀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第2頁。

《蓼莪》教學三題（之一）
鄭靖

中學《預科中文》（上冊）選有《詩經三首》，分別為《鄘風・相鼠》《秦風・無衣》和《小雅・蓼莪》。前

二首均為三章，內容簡單，唯有《蓼莪》一篇，篇幅相對較長，無論主旨還是字義，經註複雜，眾說紛紜。今

求助古籍新論，就其主旨、分章及詞義三方面嘗試作一梳理，以求教各位同工。

一�主�
本詩寫孝子思親及不得終養之苦，乃千古名篇，見於今本毛詩《小雅》。《晉書·卷八十八》載王裒事親至

孝 1，父母去後，“及讀《詩》至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意

即讀到《蓼莪》篇的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時，總是多次痛哭流涕，他的學生怕觸及老師的思親之情，乾脆

不讀《蓼莪》。曹植《鼙舞歌·靈芝篇》曰：“蓼莪誰所興？念之令人老。”《求存問親戚疏》又曰：“遠慕《鹿

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2 潘嶽《寡婦賦》

曰：“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 李善注《寡婦賦》時云：“蓼莪，謂父母俱亡也。” 唐太宗生日時

念及雙親，念誦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心痛不已 3。凡此種種，可見其感人至深。無論是從歌辭本身還是從後

世傳承來看，《蓼莪》的主題是哀悼雙親可以說是確鑿無疑的。

然而在歷史上，也一直存在着將本詩作政治化道德倫理隱喻解釋的傳統。《毛詩序》說：“ 《蓼莪》，刺幽

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鄭箋》解《詩序》作進一步闡發云：“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

在役所，不得見也。” 這都是說在上位者 4，勞役百姓；人民輾轉於徭役中，不能終養父母，因而寫下此詩，抒

發內心之痛。 鄭玄的解釋影響極大，從者甚眾。那麼在中學課堂上，該如何處理如此複雜、眾說紛紜的篇章

呢？

個人認為，《預科中文》給出的意見，頗為中肯，可以作為中學古文教學的 “戰略指導思想（Strategic 

Guiding Thoughts）” ：

我們曾經一再指出，剖析詩章旨意，應直接從詩句本身去探索，正如這篇《蓼莪》，明明是一首抒情詩，

卻硬扯上了政治，這是不正確的。朱熹亦不主張此詩是諷刺周幽王的，但他在《詩集傳》中仍說 ：“人民勞

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 其實 “人民勞苦” 四字也可刪去。清儒方玉潤說得對 ：“唯序必牽及人民勞苦以

刺幽王，不惟意涉牽強，即情亦不真。蓋父母深恩與天無極，孰不當報？唯欲報之而或不能終其身以奉養，則

1　王裒至孝。《晉書》載其“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裒在
此。’”，典故“聞雷泣墓”由此而來。

2　《靈芝篇》為《鞞舞歌有序五首》之二，《求存問親戚疏》別名《求通親親表》，詳見《曹植集校註·卷三太和》，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3　清代胡承珙《毛詩後箋》記載曰：“晉王裒、齊顧歡並以孤露讀《詩》至《蓼莪》，哀痛流涕。唐太宗生日亦以生日承歡膝下永不可
得，因引‘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詩。”《廣弘明集》卷二十八上亦記載了唐太宗對太穆皇后的追思：“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
訓。蓼莪之念，何日雲忘？罔極之情，昊天匪報。”

4　即周幽王。《毛詩》認為本詩作于西周末年周幽王時代，是一篇怨刺周幽王的詩。後世認為《蓼莪》創作年代不可考的亦不在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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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畢
業
生

又到了畢業餐會的時間，家長、老

師、同學們紛紛於百忙之中抽空參與，集

聚一堂，一同見證又一屆畢業生的成長。

今晚定會成為孩子們人生記憶長河中最美

好的回憶 !

每年的這個時刻，我的內心都非常地

複雜，既欣喜，又難過。為孩子們的成長

感到高興，為他們即將離開，感到不捨。

在這裡我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畢

業生，秋去春來，時光飛逝，往事仍歷歷

在目。記得前幾年我送給他們四個字兩個

詞：

感恩 !創新 !
感恩含薪茹苦養育我們的父母；
感恩一路教導我們的老師；
感恩一同成長的同學；
感恩出現在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個人。
人生之路短暫又漫長，有太多的未知

和困難，需要我們堅強、勇敢地面對，更

需要我們用創新的精神去改變它、戰勝它。

今天，我也把 “感恩、創新” 送給在

座的畢業生們。同時，我還要送給你們兩

個字：誠信。

早年在喜馬拉雅山的南麓甚少人涉

足，後來來這裡旅遊的人越來越多，據說

源於一個少年的誠信。當時有一些日本的

攝影師們來這裡遊玩，他們請求當地的一

個少年為他們買啤酒，少年走了三個小時

的山路給他們送來了啤酒。第二天，這位

少年又自告奮勇的為攝影師們買啤酒，

這回，攝影師們給他很多錢。到了第三天

的下午，仍然不見少年回來，攝影師們議

論紛紛，都說少年騙走了他們的錢。第三

天晚上，少年卻帶著啤酒叩響了攝影師的

門。原來，少年在這個附近只賣到四瓶啤

酒，於是他又走過一座山、淌過一條河，

買到了六瓶啤酒。但是在回來的路上摔碎

了三瓶啤酒，少年哭着撿起破碎的瓶子，

帶著剩餘的零錢來找攝影師，在場的人無

一不為之動容。

這個故事使許多遊客深受感動，後

來，到這兒旅遊的游客就越來越多了。

誠信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根本，他

體現了對人的尊敬，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

統美德。在與人的交往中，如果你想讓對

方信服，最好的辦法是以誠信打動他，而

不是以武力征服他。因為靠武力征服的東

西，都是暫時的，而靠誠信打動人則是永

恆的。

希望各位同學能插上 “感恩”、“創

新” 這一對翅膀，蹅上 “誠信” 這一個風

火輪，在今後的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大

膽地追求自己美好的未來 !

最後祝各位準畢業生們畢業快樂，鵬

程萬里 !

董
秀
梅

“審美”、“審醜”，還可以自由加上 “審悲”、“審喜” 等相關概念，以示其內涵之深，外延之廣。

由此可見，這兩把 “尺子” 之間，不是完全對立。“道德和政治” 並非絕對的理性，“美學和藝術” 亦非絕

對的感性。美學的教育，其底色是智性的思考；而道德的教化，則本身包含 “審美”、“情感” 和 “文化” 三個

維度。倘若單就 “文化” 一徑孤軍深入，強調其政治隱射，甚至否認其作為悼亡詩的本義 9，則未免過於牽強附

會，乃至有嘩眾取寵之嫌了。

我國深遠敦厚的抒情詩傳統濫觴於《詩》。情動於中，發而為《詩》；詩言心志，從古如斯。《禮記·樂

記》記載了詩的本源和發端：“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

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 強調的是 “心” 中之 “情” 的發動作用。關於這一點，《毛詩序》有更為細緻的解

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因此，《詩經》篇章的教學，應將重點放在 “情” 上。學生想

要成長為一個人格完善的人，非接受全面的情感教育不可。《蓼莪》情深義重，恰是情感教育的最好教材。因

此，清人方玉潤對《蓼莪》一詩給了極高的評價：“此詩為千古孝思絕作，盡人能識。……備極沉痛，幾於一

字一淚，可抵一部《孝經》讀。固不必問其所作何人，所處何世，人人心中皆有此一段至性至情文字在，特其

人以妙筆出之，斯成為一代至文耳！” 10 

9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所刊翟相君《<詩經·蓼莪>新解》一文就認為“《蓼莪》應為西周末周王室的官吏
或貴族所作。詩中述說自己不成材，不能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實際是述說自己受到周王的冷遇，不得志，表達了對周王的不滿。此
詩可能是為諷刺周幽王聽信讒言使賢者不得志而作的詩。悼亡之說欠穩妥”。

10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中華書局，2020，4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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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高三保送期間，H同學在我們的 “廖

sir 飯局” 中向我傾訴：“老師！我就是你口中所

說那個因為體育成績與清華北大失之交臂的學

生。” 原來H同學，高三成績除了體育成績外各

科成績名列前茅，算上悲催的 75分體育成績，

就全年級排第 10名，進入北大希望渺茫。

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創優A班中男生

的體育成績普遍是短板，特別在初中低年級超過

三分之一體育成績就 60分出頭。如果不做任何

人為干預，這種尖子生的體育弱勢一直持續至高

中。而女生一般存在體育短板情況較少。（不知

是我帶的這幾屆是特例還是普遍現象）

班級晨跑活動不知不覺已經堅持了 8年，剛

開始是我個人案例激勵同學堅持晨跑。一段時間

之後，同學身體素質明顯變化，體育成績不斷提

高，部分同學由被動變主動。在堅持一學年之

後，班級體育成績明顯提高，同學身體素質明顯

改善，絕大部分人都得到晨跑的好處，即使有部

分學生偷懶，得益者已經知道如何改變自己這塊

短板。

當堅持了一屆兩屆學生後，成功素材越來

越多，越來越有說服力，這成為了廖 sir 帶班

一個傳統。這個傳統由上一屆告訴下一屆，由

家長傳家長，還被學生吐槽上了電視綜藝節目

（當然是表揚廖 sir）。至少改變了部分同學高

中體育情況，像R同學跑步成績由不及格變滿

分，她在初三畢業的贈言是 “三年來體育成績

變好，感謝你，廖 sir ！” 還有一部分同學至少

養成一個積極鍛煉的習慣。

八、新說家長會

每年的年級家長會，學生害怕，家長擔

心，班主任頭疼，還不得不辦。家長會，可以

從我個人角度談談。首先要抓重點，學校要通

過家長會向家長傳達什麼信息，家長希望透過

家長會接收學校什麼樣的信息。學校向家長傳

達重要信息是：家長選擇了濠江，就是選擇了

一條清晰明確、有希望的升學路徑。當家長通

過學校領導匯報得知：澳門地區保送清華學生

中有 15%來自濠江，保送北大學生中有五分之

一來自濠江，保送復旦學生中超過三分之一來

班
主
任
之
術
（
下
）
廖
富
成

【續 2022 年《澳門教育》第二期《班

主任之術》（上）】

六、比賽的新認知

小學六年級，讓同學人生有短暫輝

煌。升初中之後，發現各校的優秀學生匯

集一班，各個範疇比賽除了同学之間競技

之外還要和高年級的同學競爭，初一的同

學往往都是敗下陣來，非常受挫。有些比

賽同學認為獲獎無望就放棄參賽，原本是

一棵好苗，從而無生機失去色彩，讓人無

限惋惜。

初一時，A同學寫得一手好字一手好

文章，還擅長畫畫。鑒於有此天賦和特

長，推薦入蘭亭書法進一步培養。剛開

始還是很令人自豪的，初一時也有堅持

練習，參加幾個比賽並沒有獲獎，A同學

崩潰了，堅持退出蘭亭書法培訓，理由不

獲獎的比赛參加沒有意義。之後陸續退出

其他培訓，包括畫畫比賽。在A同學認

知裡，比賽目的是為獲獎，個人心理承受

挫折能力薄弱，只要沒有獲獎希望，就不

願意參加。但對於同學來說比賽不只論輸

贏，更重要是要看到因為參與比賽，在比

賽過程中有針對性加強某一領域的練習，

通過不斷比賽不斷練習裡裡外外加深對該

領域的認知，才能成就個人特長。不管學

習還是做其他事情，只有現在踏踏實實沉

下去，將來才能瀟瀟灑灑浮上來。

如果有同學退出比賽，我先瞭解情

況，再根據同學情況，如果是一時迷失，

協助更新比賽的認知；如果同學對這一領

域再無興趣，建議找一個感興趣的領域深

耕下去，才有望成才。A同學的經歷，讓

我深深感受到學生心理健康不可忽視，高

IQ不一定成功的充分條件，但高EQ一定

是成功的必要條件。可喜的是，通過對比

賽認知的提高，絕大部分同學都能在自己

的擅長的領域堅持下來，其中Y同學在萌

芽報上的文章這樣寫道：“ ‘當你頭上頂

着多大的光環，屁股下就有多大的陰影’，

這是我前班主任一直教育我們的一句話。

我熱愛書法藝術，所以我一直不忘初心。

萬事開頭難，因為我知道，只有多練習才

有進步，我不放過每一次比賽，不會草草

了事而是認真應對，因為比賽是鍛煉我的

最好時機，當自己站在領獎台上，我就會

覺得成功的背後一定是比別人付出了更多

的努力和汗水，我不會在這個最需要吃苦

的年紀選擇安逸，就算是荊棘滿滿，挫折

不斷，我也不會輕易放棄。”

七、班級晨跑

今年暑假，R同學從北京回澳，回訪

廖 sir，繼續我們的 “廖 sir 飯局”，閒談問

道：“在清華 3000 米，跑多少？” 答曰：

“接近滿分！” 回想起，初一的時候R同

學還是個 “小胖墩”，體育成績才 60出

頭，一到教導處談起卑微體育成績，眼淚

就嘩啦啦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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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廖 sir，喜歡參與你的家長會，讓孩子

有一個反思自己的時刻，也許孩子表達還很稚

嫩，但三年來，我看到孩子的成長！”

（2）“看到孩子的努力，看到孩子的成長，

也看到我自己的不足，我會支援好我孩子成長！

謝謝老師。”

（3）“很久很久沒有幫背過書包了，幫初三

的女兒再次背起書包，希望你陽光……快樂……

向夢想出發。”

九、回憶紀念冊

第一年當班主任時，留意到蔡老師很喜歡

給學生拍照。當時沒有領會到其內涵，期末看到

蔡老師利用平時累積的照片作為素材，製作孩子

這一年來成長視頻，在總結會上，孩子看到自己

成長感觸，激動的哭得稀里嘩啦。我瞬間頓悟：

成長某一時刻只有定格住了，才能更好回憶成

長。紀念冊便是定格青春，留在回憶的主要方

式。具體流程如下：

（1）接到新班，直接與同學們動員本班準備

製作紀念冊，留住我們成長瞬間。（看到之前紀

念冊，同學一般都會支持）

（2）組織收集活動照片，每次班級活動，

除了班主任拍照留影外，希望同學能提供活動

照片。

（3）組織攝影愛好者拍照和收集特定活動

照片。

（4）畢業試結束後，收集初中三年照片，

組織同學挑選照片。

（5）淘寶聯繫製作紀念冊商家，跟進製作

過程。

（6）收發紀念冊，分攤製作費用。

留下回憶方式有很多，可以製作成電子

相冊或照片光盤，但紀念冊我個人覺得最值得

推薦。翻開紀念冊看到初一小朋友的稚嫩的面

孔，初二同學陽光的氣息，初三孩子滿臉青春

痘，高一小大人的青春迷茫，高二同學努力拼

搏，高三同學 “學業有成” ……漸漸發黃的紀

念冊，承載孩子成長每個值得記憶瞬間，記

憶隨成長模糊，偶爾翻開，與人生不同的 “關

鍵” 人物，重載那段青春回憶。十年班主任工

作，製作了 4本半紀念冊，依次翻開紀念冊，

看到孩子的成長，也看到我腰圍不斷變粗，髮

際線不斷後移，見證了青春的流逝（中年人的

情懷）。紀念冊記錄學生成長，為孩子而定制，

其實也為自己而作，為當班主任那段日子留下

點可視化的回憶，為班主任工作留下點情懷。

十、規劃人生

自我初一起，就有一個習慣，每年元旦

日，抽點時間靜下心來，寫一寫總結，順便

規劃一下明年。這樣的好習慣，我還真要感

謝，我初一的班主任譚建清老師，當時譚老師

說：“元旦發筆大吉大利，總結今年，規劃來

年！” 這樣的習慣堅持了 25年，翻開這 25 封

自濠江，濠江應屆畢業生中保送國內重點大學超

過 70%，升大率超過 94%……換算成家長理解，

濠江是一個優質教育平台，升學路徑清晰可靠，

能滿足不同層次升學需求。畢業生基本能上大

學，努力的學生能上國內重點大學，優秀的學生

能上復旦交大，拔尖的學生對標清華北大。

對於班主任負責部分，家長就各有需求了。

班主任不能只聚焦在家長與學生的 “投訴和反投

訴” 當中，應該從兩個層面思考破冰。結合學生

的年級情況，學科情況和身心發展階段，利用

家長會，希望做到校方+家長共同合作，一起

促進孩子的正向成長。家長會除了是學校的必要

工作，也是家長必要 “工作”，也是學生校園生

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家長會是班主任動員

學生、動員家長，成為彼此成長中的一種共同經

歷。做了多年初中班主任，三個年級家長會主題

如下：

（1）初一家長會，向家長展示學校教學改

革，重點是公開課，希望家長透過公開課，瞭解

孩子現在學習模式，以便日後配合指導孩子學

習。

（2）初二家長會，孩子處於反叛期高峰，數

理學科增加難度導致部分孩子學習分流階段，家

長會重點是感恩教育和學習輔導，希望通過感恩

教育讓孩子平穩渡過這一階段。

（3）初三家長會，畢業班學習是重點，希望

通過回顧三年的學習成長，促進孩子在畢業時刻

專注學習，加強理想前途教育，銜接高中。

以初三家長會為例，具體操作流程如下：

（1）動員學生，說明家長會不是投訴和反投

訴時刻，是一個靜靜思考，展示自我，爭取家長

“支持” 成長的機會。

（2）動員家長，說明家長會主題：回顧成

長，專注畢業，銜接高中。（通過主題動員，出

席率會接近 100%）

（3）運動學生：回顧成長中的高光時刻，

按小組完成展示；確定司儀，交代綵排時間。

（4）綵排驗收：確定每一個同學都有展示

的機會和內容。

（5）為家長準備點心：家長會都是晚上 7

點至 10 點，讓學生為自己家長準備點心，讓家

長感受孩子的溫暖，放心吃，開心笑。

（6）佈置課室：學生各種板書 “我的畢業

夢想”，鼓勵孩子確定畢業目標，展示自我。

（7）製作回顧視頻：製作三年中孩子回顧

視頻，小息時播放，營造和諧氣氛。

（8）準備感恩便簽和貼泥：家長會結束

前，讓家長寫下鼓勵孩子成長的心裡話，親手

粘在孩子名牌下，表現家長對孩子祝福。（面壁

思過好場景之一，看着父母寄語，思考人生）

（9）孩子與家長拍照留念：運動學生運動

家長，再把此刻定格，以便日後使用（比如紀

念冊）。

（10）班主任準備分享初三和高中的學習成

長銜接：讓家長和同學瞭解現階段和下一個階

段的情況，以便家長和同學努力。

（11）家長會後向家長和同學回放家長會的

反饋：根據反饋調整輔導孩子的成長。

家長會，不是班主任的家長會，是家長和

同學的家長會，班主任是組織者，是引路人，

是參與者。每次家長會結束，我都留意到，同

學回顧自己成長而 “自嗨”，展示後被家長認可

而 “自豪”，看到家長對自己關心而滿腔激動；

家長看到自己孩子的進步而欣慰，參與孩子的

成長而歡喜，感受家長會的 “內涵” 而積極配

合。

家長反饋也感覺我的工作被家長理解而備

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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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里
小
鎮
風
光

那時，我家住在文化濃鬱的刺桐城郊

區的一個小鎮裡。小鎮規模不大，卻有典

型的閩南風光。一條清澈小溪從遠方緩緩

地靜靜地流入小鎮的郊外，洗去塵埃，留

下潔淨，又默默地流去。溪流兩側，錯落

有致地分佈着一畝畝水田，水田春夏兩季

種植水稻、紅薯、芋頭、花生，田埂小曠

地隨處可見一叢叢花草及一株株高大的枇

杷、龍眼、石榴。季節一到，果實飄香，

不必派人看護，倘若路過此處外地人，手

癢癢伸手摘了應時的一顆水果放入嘴巴嚐

味而被果樹主人看到，主人不吵不鬧，卻

罰你走遍郊野，一樹摘一粒水果吃，吃

得肚脹難嚥。這時主人才叫你幫他 “戽田

水”，但那果樹不是一家人所擁有的，他不

過一兩棵果樹的主人。正因為這樣合作通

融，整鎮人和諧。

這些零落果樹又是鳥雀天堂，蟬蟲

的吟唱歌台。花香鳥語，潺潺清流，給沉

靜小鎮稻、紅薯、芋頭、花生，田埂小曠

地隨處可見一叢叢花草及一株株高大的枇

杷、龍眼、石榴。季節一到，果實飄香，

不必派人看護，倘若路過此處外地人，手

癢癢伸手摘了應時的一顆水果放入嘴巴嚐

味而被果樹主人看到，主心不吵不鬧，卻

罰你走遍郊野，一樹摘一粒水果吃，吃得

肚脹難嚥。這時主人才叫你幫他戽田水，

但那果樹不是一家人所擁有的，他不過一

兩棵果樹的主人。正因為這樣合作通融，

整鎮人和諧。

這些零落果樹又是鳥雀天堂，蟬蟲的

吟唱歌台。花香鳥語，潺潺清流，給沉靜

小鎮增添無限樂趣。整鎮的主彩筆是青瓦

木板房和擠在建築物間隙中的古老榕樹。

榕樹下，悠然自樂的村民，不停唱着童歌

的孩童，蹦蹦跳跳的小狗，四處覓食的雞

群；簡陋樸素的小街市是一條寬七八尺

的泥土路，彎彎曲曲的，兩邊是一二層的

青瓦木板建築物，店面擺設很整齊，但

出賣是貨物大抵相同的布匹、豬肉、豆乾

豆腐、學生描紅簿、小缽糕、牛肉羮……

最鬧市的是小孩子愛吃煮糖花生米。他們

是耕田佬又是小店老板，晨出暮歸的生計

人。不過街頭街尾有榕樹，樹下有用竹蔑

編織的涼棚雨遮，棚遮是賣小吃的固定生

意，周圍鄰村有許多小朋友來這鎮上讀小

學，他們的中午餐寄膳在榕樹下的小吃店。

小鎮上有許多花樣不同的裁縫店、

農具店、剪頭店、伙食加工店。就拿剪頭

店而言，理髮師有的一店一師傅，有的幾

個師傅合伙經營，理髮洗髮挖耳朵，分工

細緻。為了搶生意，他們還播送時髦留

聲機，就堂面還裝潢玻璃聯對聯，各間對

聯，妙筆生輝，其中有三對較有文彩。其

一，聯云︰

磨厲以須，問天下頭顱幾許 ；

及鋒而試，看老夫手段如何。

其二，聯云︰

憑我雙拳，打盡天下英雄，誰敢還手 ；

就此一刀，剃遍世間豪傑，無不低頭。

其三，較短較風趣，聯云︰

雖云毫末手藝，

卻是頂上功夫。

這小鎮的讀書人許多，幾十年前，我

有個小紀錄，一讀就可 “以點代面”。有一

條對面向而一百米左右長的小巷，暑假回

鄉休息現讀的大學生就有十一位，其中有

一家現讀大學生三人。可想而知，不要提

現在，現在的讀書人多少呢？請你數數天

上繁星吧！

鄭
卓
立

信，刻畫了自己人生軌跡，偶爾翻開，別有滋

味。當成為了班主任，我把這樣的好習慣傳承給

學生，具體流程如下：

（1）為每一位學生準備信封和兩張信紙，一

個小型保險箱（需要鑰匙和密碼開箱那種）

（2）動員學生，元旦前分發信封和信紙，說

明活動價值和意義。

（3）規定同學必須元旦發筆方能大吉大利，

回校，密封上交。

（4）老師登記上交情況，讓同學參與保管，

分別保險箱和鑰匙，密碼老師保管。

（5）選擇良辰吉日，封箱（有點儀式感）。

（6）年底 12 月末，開箱派發給同學，回憶

和準備新總結新規劃。

當年遇到這樣一位班主任，這樣一個活動，

當時班裡有四五十學生，堅持下來估計就只有我

和我太太了。這樣一個習慣堅持了至今 25年，

這個習慣好像每年為自己釀造一壇好酒，堅持下

來，一壇壇放一起的時候，量變產生質變，品味

自己的人生，喜怒哀樂美不可言。曾為一班同學

堅持六年之後，高中畢業了，大一回來取回她

們的總結，她們的反饋如下：

Z同學說：“今天終於回到澳門。拆開了從

LFC哪裡拿到一年前寫給自己的信，一開始確

實不能理解他的這種做法，但現在我認為它很

有意義”（相信會一直堅持下去）

ST同學：“2019 的我因為沒有保送上澳大

很傷心，也十分不知所措，2020 的我憑着自

己的努力和家人老師朋友的鼓勵考上了澳門大

學，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在看過自己從 2015

年寫到現在，內容越寫越多，慢慢地變得成

熟。雖然我每次規劃完都會忘記了大半，但每

一年結束重看上一年的信，總會回味一下自己

的經歷。謝謝廖 sir 給我們這個平台吧！”

我的回覆：“恭喜你，你已經懂得鑄造回甘

自己成長的金鑰匙。同時也希望你能傳承：培

養你的學生，啟迪你的學生，讓你的學生也懂

得鑄造回甘成長的金鑰匙。”

ST同學回覆：“好！四年深造，等我蛻

變，成為下一個優秀老師！”

對於班主任工作，要感謝學校的信任、家

長的信任和學生的信任，讓我過去的十年班主

任工作充滿回憶。做班主任我深信通過生命影

響生命；做班主任時刻關注學生的學業，身體

和心理三維均衡發展；做班主任凡事不包辦，

運動學生參與，有經歷才能培養能力。我不指

望一個活動能讓每一個學生得益成長，但不同

的活動能讓不同的學生成長。在此我特別感謝

我的班主任們、我的前輩們、我的同事們，在

班主任這個工作上促進我的成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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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旅遊英語、空手道、手語班等。選修課是考

察課。既減輕了學生的課業負擔，又開發了學生

的多元智能。經過了四年的實踐，效果很好。

二 . 博學多才

凡是見過陳主任的人都說他有資深學者的風

範。他健壯的身材、炯炯有神的目光，總是給人

以神采奕奕、精力充沛的感覺，事實也是如此。

他是一位資深的教育學碩士，他有五十多年教學

與教務領導工作經驗。他慈祥的面孔，顯出敦厚

與寬容。學校的老、中、青教師都認為他與人談

話時，沒有咄咄逼人的感覺。他很尊重任何一位

教師，一定要聽對方把話講完，他才開口。在現

實生活中，上級對下級能做到這一點，是十分難

能可貴的，難怪人們說：越是有學問的人，越

謙虛。他不但博學多才，而且才藝精深。他精通

數學教學、物理教學、古典文學、教育學等。在

物理教學方面著書有《中學物理計算指導》，此

書曾在澳門暢銷多年。他還在澳門教育界發表過

多篇學術論文，出席過澳門大學、海峽兩岸教育

學術研討會等宣讀論文。

陳主任在 1999 年第三期《澳門教育》中的

論文《澳門中學教育的回顧與展望》中寫道：

“在教學上求 ‘精選教材’、‘精研教法’。精選教

材是教師只需講授指定的最基本部分，然後指導

學生閱讀理解其餘部分，精講多練。精研教法是

指避免生吞活剝的灌注式教法，代之以詰問、討

論及透過多媒體、電腦軟件輔助教學，力求師生

互動的教學效果。……課程調整應注意到兩個對

立點，一是強化鄉土教育，二是增進國際間理解

教育。……更進一步衍化為愛國主義教育。……

“因篇幅所限，不贅述。由此可見，陳主任的深

謀遠見與五年後教育界的一些提法正是 “英雄所

見略同”。

遙想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他追隨林家駿主

教 (當日的女子部主任 )，在何心源校長的領導

下，他在學制改革方面也是有所創新的。1955

年，聖若瑟中學開始辦起了夜校高中。解決了

當時社會中部分青年人邊工作邊充實自己的意

願。1979 年至 1981 年，聖若瑟教區中學開設了

夜間部師範。為中小學教師的進修大開方便之

門，同時也為當時社會中教師缺額做出了重要

貢獻。

三 . 誨人不倦

陳主任常常給學生作有關人文方面的報

告。他自幼熟讀聖賢之書，綜觀孔子的仁學及

禮學的建構，待人處事，處處顯露出孔孟哲學

的智慧。他的古文很好，背誦起來滔滔不絕。

他的報告與講話常有孔、孟文章的名句。時代

要求教育界從多層面多角度對學生進行人文教

育。人文教育的目標是提高學生的文化修養、

理論修養、道德修養，就是教學生如何做人。

我國素來有 “半部 ‘論語’ 治天下” 的講法。中

華文化經典是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受到國人注意，也受到世界

各國的重視。當西方國家發現國內人民的倫理

觀念日益淡薄，青少年犯罪率逐年升高的時

候，曾有學者提出從幼童開始灌輸中國儒家思

想教育是有效的。1988 年，世界各國諾貝爾獎

得主在巴黎集會，會後發表的共同宣言提到：

人類要在 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 2530 年

前中國孔子那裡去找智慧。例如：日本提出日

本文明回到東方，科學技術趕上西方。新加坡

提出：東方觀念，西方現代化。他的這些做法

也是與時俱進的。

一些畢業多年的校友，回校看望陳主任

時，常常講起當年主任對他們的諄諄教導。他

教
改
之
旗
手
沁
源

陳既詒先生曾任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

校教務主任，澳門促進會會長，特區政府

教育委員會委員。他在澳門教育戰線奮戰

了半個世紀有餘，多采多姿的閱歷譜寫了

一首又一首教育凱歌。他在 1993 年獲得澳

葡政府頒授的 “教育專業功績勳章”。歷經

十年，他又獲得澳門特區政府頒授的 “教

育功績勳章”。

一 . 先覺先進

人類知識高速度發展對課程和教材內

容的設計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聖若瑟教區

中學第六校教務主任陳既詒先生早已發現

學校課程在傳統教學中，還是以學科為中

心，“傳道、授業、解惑”，學生只是被動

的接受者。我國自隋唐以科舉制選拔人才

步入世途以後，教育就與應試相伴，“應

試升學”、“應試謀職” 的社會關念對教育

施與重大影響，使教育的真實目的被逐

步淡化。現代人學富五車不再是學問的唯

一象徵，有時人生經驗反而成為創新的羈

絆。由於教的目的性從來都決定着學的主

體性，而且教學雙方都按習慣化的定勢，

即教師仍然是 “獨奏者”，很少注意學生的

個性特徵或獨特經驗。他又觀察到在當時

學校的教學中，仍然沿用較窄的學科專業

知識的教材、滿堂灌的教學方法、不適合

現今教師專業發展的傳統教學經驗以及老

化了的心理學理論，不能適應當前社會對

教育的要求。1997 年他把自己有創意的教

學改革方案 “聖中課程改革目標” 上書給

澳門天主教教區林家駿主教 ( 林家駿主教

也是天主教學校的領導者 )。其中特別強

調：“當今教育實施的趨勢是：‘功利主義

的應試教育必需轉化為人本主義的素質教

育。’” 這種講法在澳門教育界還沒有人提

出，他的真知灼見在澳門可謂是名列前茅

的了。

在 2004 年澳門教育界大張旗鼓討論課

程改革的時候，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自

2001 年起，高中的課程已經設有必修課與

選修課。選修課每星期有兩堂，學生可以

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參加選修課的學習，

充分調動了師生教與學的積極性及學校資

源的有效利用。開設的選修課有：生活

與心理、短篇小說研究、視覺藝術、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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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大學時期的

校訓一直銘記在我的心中，時刻警醒着我

身為教育工作者的言行操守，應為學生樹

立正確的模範。歲月如流，投身杏壇不覺

十載，回首往昔，十年的工作給我留下了

甚麼？每年度教學工作的完結，有時會收

到學生的感謝卡片，除了溫馨的感謝，也

能在其中發現學生對我的印象——溫柔。

“溫柔” 一詞究其普遍使用上，其語義色

彩大略偏於褒義詞，但運用在形容老師的

特定角色上，還會是一個讚美嗎？

這不禁引起我的反思：在本職的語文

教學工作上我盡力備課，務求能為課文找

到更好的切入角度，讓學生易於吸收知識

重點。但有時一節課下來，難免會感到灰

心失望的情緒，覺得所備好的課未能完整

地呈現在課堂上。近年來，學校對於課堂

紀律的明確要求，在課堂上老師們均嚴厲

執行，學生們的課堂守紀的確有所進步，

精神不振的同學也少了，但就是發現學生

的專注力未必就在課堂上。這時候，我就

很羨慕那些不怒自威的老師，學生在他們

的課堂上不敢開小差，也就最大量地保證

了課堂的質量。面對這種情況，在課堂上

我着意轉變對學生的要求，對於學生出現

的課堂問題會立刻斥責、處罰學生，希望

學生能重視課堂的講授，對學生的面容也

漸漸猙獰起來。想起一位初三的學生曾對

我說過：“不要這麼凶好嗎？笑一下啦﹗”

在小六的課堂上，也有學生反映了希望能

在語文課堂上遊戲式教學。對於同學提出

的意見，我也希望同學能夠在趣味式的課

堂上學好語文、愛學語文，但面對教學進

度時總是讓我卻步，如何能在課堂趣味性

和教學的規劃上取得平衡？

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我想最大的結

點還在於做好備課工作，學校近年嚴格要

求的教案編寫也是希望老師能有充足的

準備上好課，這才能從根本上抓好教育

質量。在備課上，除了像以往一樣備好基

本知識外，還應該根據班級的學情安排適

度的趣味性探究，如：巧設課堂研討問

題、小組探究活動等。讓語文課堂脫離單

純的死記硬背，而能更多元地培養學生的

聽說讀寫基本功。如本年在初三教授《大

同與小康》時，學生對於古著經典的長

篇大論總是卻步，怯於走近，在講解課

文後，安排同學結合課文中對 “大同” 和

“小康” 的描述，搜集資料研究澳門是屬

於大同抑或是小康社會。對於貼近生活的

研討問題，同學能大方分享想法，既培養

了思辨能力，也在不惟意中把課文的精髓

吃透了。同時學生們還主動探討了中國全

面進入小康社會的話題，課堂的討論焦點

便瞬即移到對家國情懷的關注上。學習語

文，不單是從華美的篇章中體會語言文字

的美，還在感悟文課文背後的一份情意，

字裡行裡透露出的人情、世情，還有家國

情。因此在語文備課上除了設計好知識目

標，還應對情意目標有審慎的思考。

在校園裡的學習者不只有學生，老師也

要不斷的進修求變才能適應這瞬息萬變的時

代。老師往往是學生模仿的對象，學生從老

師那裡學到的不僅僅是知識，其舉手投足都

會對學生產生影響。作為一名語文教師，如

果能一直地保持着對生活的熱愛、求知的熱

切、閱讀的廣博，學生定必能感知到的，並

在潛移默化中對他們產生着正面的影響。

區
慧
欣

也常常對一些年輕老師進行今昔比較。1944 年，

他初入行時，月薪是 48元。當時的白米一擔 380

至 420 元。1949 年，他大學畢業後，待遇有所提

高，但月薪也只有 142 元。當時老師的生活是非

常清苦的。到了上世紀 90年代，由於政府重視

了教育，教師福利逐步提高。

20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幾十年，科技的迅

猛發展，使人們獲得了閑暇和物質享受，人文道

德教育在科技教育的擠壓下失去應有的地位。在

現實生活中，人們忙於實利，追求物質時，逃避

對人生意義的思考。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中，他善

於調節一些不和諧的音符。他也常用《聖經》中

的一段話來教導師生：“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

的，愛不嫉妬，不誇張，不自大，不做無禮的

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不以不義

為樂，卻與真理同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格林多前書 13：2 －

14 ：15）他注意從多角度多層面對師生進行人文

教育。

四 . 終身學習

隨着資訊科技席捲至世界各個領域，世界各

國都高度重視它在教育領域的重要作用。資訊科

技與教育相結合成為當今世界教育改革的有機組

成部分。如果按照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

許多知識還沒等到學生掌握就已經過時了，因此

需要一種能適應時代的學習方式，那就是把資訊

科技引入了教育。處在這樣的時代，教育唯一持

久競爭力是使受教育者有能力比競爭對手學習得

更快更有效，因此，資訊科技日益成為勞動力所

必須具有的一項核心技能。資訊科技已經成為世

界各國教育必須攀登的一級階梯。

時代要求教師掌握電腦等多媒體的時候，陳

主任身體力行，在教師中起了帶頭作用。他的工

作計劃、總結、論文、報告等，全是他自己編

寫、打印的。因此，他被人們譽為先覺先進、

以新啟人的楷模。

進入新世紀，世界各地教育事業蓬勃發

展，教育、教學理論不斷昇華。雖然他已年超

古稀之齡，仍率領教師們到台灣、珠海北京師

範大學分校參觀與學習。

五十年彈指飛逝。夕陽無限好的陳主任

五十幾年如一日，用科學的工作方法研究課

程設置、教學改革等相關事務。他把握時代

的脈搏，緊跟社會的發展，積極進取，繼續

顯示出他在教育事業上甘為 “人梯” 的奉獻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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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成為官方文字。由此可見，文字書寫的便

利，決定其歷史地位和價值。

及後的草書、楷書、行書的簡化過程，也

離不開一個優字。優於使用、優於理解、優於

通行。

新中國成立以來，漢字的運用再次讓大眾

們思考。最終，國家決定對當時的漢字進行整

理和簡化，並制定和公佈了《第一批異體字整

理表》《簡化字總表》《現代漢語常用字表》

《現代漢語通用字表》《印刷通用漢字形表》

《GB13000.1 字元集漢字字序（筆劃序）規

範》等標準。

時至今日，依然有不少聲音批評漢字優化

方案，其觀點主要在，簡化字不符合正統。還

舉了不少簡化字，沒有文化底蘊可言。對於簡

化字不符合正統，筆者倒好奇，批評者希望

以哪個朝代為正統去對比今天的簡化字 ? 秦朝

還是倉頡 ? 從篆書隸化、隸書楷化我們可以得

知，漢字簡化一脈相傳，以便利及簡化見稱，

去服務一代又一代的炎黃子孫。漢字簡化不管

今或後，也是一個必然的歷史趨勢。這趨勢才

算是漢字的正統。

第二點，部份簡化字，沒有文化底蘊一事

上。這點，筆者也有點認同，畢竟漢字優化的

工作所需人力物力之廣，在簡化的過程中，如

果只追求簡而忘掉了傳承，這是一件十分遺憾

的事。但這些事情，並不單單發生在現在，即

使該字體未簡化前，其字義也與本義大大脫

離。例如 : “顏” 字，相信大家認識其代表 “顏

色” 的其中之一的搭配，並不知道它的原意是

指人兩眉之間的位置才是其本義。為何會這樣

呢 ? 只因大家都已經忘記了 “頁” 字，追溯到

甲骨文，其字體形態表現的是人體。如果大家

認知 “頁” 字的本義，相信大家會從人體位置

去考慮多於從 “顏色” 上去考慮。

有見及此，所謂失去文化底蘊，並不單

單出現於現在。為此，優化漢字更是搶救這

一領域的最佳方法。在現時的漢字優化體系

當中，其實也有不少字的優化具有時代性的

意義，例如 : “驚” 的簡化字為 “惊”，“塵”

的簡化字為 “尘” ；此二字皆符合今天社會的

發展。古代馬受到敬告會驚，但今天要見到

馬的機會，少之有少；反之以心為形符，京

及聲符的造字法更佳；同理，“塵”、“尘” 如

是，今天要在城市內見到鹿兒跑過而泛起泥

土的現象，相信比見到馬更難，反而小的土

就是 “尘” 能更貼切地反映文字的時代性。

文字的使用必需符合當下人避難趨易的

心理需求，隸書迅速取代小篆就是最好的證

明。為此，漢字的優化要各方專家的參與，

以及定時收集用字群體的回饋，才得以獲得

廣泛的支持和傳承，才得以持續地使新生代

習字起來更加有趣和輕鬆，同時也為我國文

字的文化傳承提供了的薪火相傳的歷史契機。

淺
談
漢
字
優
化
方
案
鄭
偉
力

文字，自古便是人類重要的傳播及

交流工具，是生活中的必須品。故追求

漢字的便利化，是歷代管治者的天職。

為此，中華民族便有了黃帝命其大臣倉

頡造字一說。

然而倉頡造字一說，只是傳說，我

國最早的文字出土，始於商代甲骨文。

甲骨文意即，把文字刻記在龜甲或獸骨

等骨頭上的文字。當時的文字，多以六

書中的象形為主，原因是那時，人們的

記事方式，由結繩邁向到繪畫，主要通

過繪畫，把要表達物體的外形主要特

徵，具體的勾畫出來，從而促進了繪畫

導致了文字的產生。

及後，我國進入青銅時代，青銅器

多被製成用於祭拜的禮器。當中以鐘及

鼎為代表，而時人認為，禮器上應加上

文字在祭禮時更佳，故刻劃在鐘鼎上的

文字出現，視為鐘鼎文。由於文字載體

的改變，要把甲骨文刻在模子上已經十

分困難，故鐘鼎文走向了線條化，平直

化的改變。這種改變，使文字在澆鑄過

程中變得方便，而且書寫上也比較容易

寫。加速了文字的傳播步伐。

西周末年，漢字又再次按管治者及

老百姓生活需求，而演變為大篆。其字

形結構趨向整齊，逐漸離開了以圖畫化

的概念，為我國方塊字奠定了重要基礎。

秦始皇始一六國後，為了便利管

理，故必須統一六國的文字，所以命李

斯造小篆，李斯對大篆以去繁就簡的觀

點去優化大篆。小篆的出現，實現了我

國漢字完全的線條化和規範化，此時的

它，已經完全脫離了繪圖文字。

然而它的缺點是其字體在設計時過

於優美，不便書寫，雖然得到書法家的

青睞，但對於用家們來說，依舊有再度

優化的地方。秦不到十五年而亡。漢

初，隸書因其平直的筆畫，使其在書寫

速度上有莫大提升而使其地位日漸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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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劍客》風馬牛不相及。雖然，我們覺得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我們不配。 但這雅

號也不錯，就樂意地接受了。而且我們三個

女孩被同學尊為 “劍客”，心中也樂滋滋的。

我們就讀於澳門一間愛國學校──她是祖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那天在校園內升起澳

門第一面五星紅旗的學校。高一時我們同被遴

選為高中寫作提高班成員。我原籍上海，凱

絲福建，婷恩廣東，卻都出生在澳門。來自

三個不同班級，我與凱理科班，婷文科班。

第一堂寫作課自由選位坐。上帝安排我們坐

在一起，自此，締結了三劍客十年的深情厚

誼。時間久了，瞭解愈深，三觀相同，都痛恨

以前的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性” 這種侮辱性

的看法，都崇拜簡愛、伊莉莎白（ 《傲慢與

偏見》女主角）、林徽因，即使不能做巾幗英

雄，也要做個特立獨行有理想有貢獻的二十一

世紀新女性。為此，我們真的 “好好學習，天

天向上”，高中與大學都獲得二等學行奬，積

極做義工，參予學校的活動與比賽，都屢有斬

獲。三個獨生女由於立志自尊自強，倒沒甚麼

嬌氣，卻給各自父母稱為 “男仔頭”，“將來嫁

不出去” ……我們卻把父母的貶語相互交流，

笑得 “花枝顫抖” 經久停不下來，還把這些當

補藥吃，好開心！高三上半年，三人分別經保

送並筆試，讀了三地的大學：我去了北京中

國人民大學金融系，凱去廣州中山大學臨床醫

學，婷留在澳門大學葡語法律系。三年黏在一

起的三劍客終於各自仗劍去高校歷練啦！好在

智慧手機讓我們遠隔千山萬水仍能 “共呼吸同

命運常聯繫”。四個寒暑假仍能相聚。我和婷

四年後畢業回澳，我進了一間港資投資公司任

金融分析師，婷真了不起，先後通過了內地

與澳門兩地的法律人員資格考試，在一位葡

籍資深大律師事務所任職。而凱因五年學制

比我倆遲畢業一年。現在一間規模最大的私

人醫療中心工作。說起理想抱負，我們倒從

沒有把 “有樓有車” 當作人生奮鬥目標。幾

年工作，都還覺順利。雖一場疫情把澳門經

濟摧殘不小，但在中央與特區政府努力下，

六十萬居民還是安居樂業。可是我們總覺得

從中學到大學到工作，一切太順利，都有

“居安思動” 之心，但怎麼動？ 都迷茫、模

糊……

老地方，即從中學時代起，是我們做作

業、溫功課、度休閒的好去處：祐漢公園旁

的麥當勞也。每次我們誰先到就去那個角落

位置（許多人不喜歡它的狹小，可我們卻喜

歡它偏於一隅遠離喧鬧）。晚上八時三人準時

出現了，都盡洗白天白領女性的粉黛，卸下

了白天職業女性的套裝，換上 T 恤帶有破洞

（我媽媽常嘲笑我的時尚！）的牛仔褲、彩

色波鞋。與大多女孩的流水式長過肩頭的長

髮不同的是，三個 “男仔頭” 都是及肩的短

髮，與眾不同吧！ 

我們買了三杯不加糖的咖啡及豬柳蛋漢

堡包。急性子的婷婷立即問我：我們昨天才

一起玩了一天，今天怎麼又緊急召集呢？ 

我立即從手袋中取出三份資料，她倆看

了標題，都笑了起來。凱絲說：“我當甚麼重

要事，讓我們看文章呀？！” 

“是的，我今天中午在公司看到的，覺

得應該立即與你們分享。我們不是在十年前

就說過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嗎？ 我豈敢獨

享？！ ”

“你不是想約我倆一起奔赴延安吧？” 婷

逐
夢

2022 年 2 月 7 日農曆正月初七下午

1:20（我之所以要如此精確地寫下這個

年月日及時間，因為它成為我及另外兩

位哥兒人生的轉捩點 ），我坐在公司休

息室的沙發上，剛吃完午餐，沖了杯咖

啡，慵懶地拿起報刊架上剛出版的《澳

門文摘》翻閱。 它是一本我喜歡的刊

物，因為它常把港澳台內地的精采的好

看的文章刊登出來，讓我的午休時間增

補營養，擴大視野。今天，我對兩篇文

章特別感興趣：

《婦女能頂半邊天：中國新女性在延

安》

《港澳三千青年灣區就業──港澳青

年為何紛紛 “跨過深圳河” ？ 》

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成千上萬革

命青年冒着生命危險義無反顧地奔赴延

安，形成了 “天下人心歸延安” 的壯觀

景象，因為，延安已然成為中國的燈

塔、希望……雖然我對此段歷史也略知

一二。 閱讀此文，令我更深切瞭解這些

青年不顧延安自然條件差，生活條件苦

而前赴後繼的精神境界，我深為感動敬

佩！ 

作為關心時政的澳門青年，對近幾年

來出現在媒體上的 “一帶一路”、“十四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港澳應融入國

家的發展” 等報導，我是耳熟能詳的。今

天，我才把八十多年前中國青年熱烈投身

延安與現今三千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就業這

兩個社會現象聯繫起來。雖然時代、環境

大不同，但我感到這兩件事有一條紅線貫

穿其中，就是中國青年在歷史關鍵時刻對

祖國深沉的愛……

原本把閱讀文摘當作休閒的我，此

時被這兩篇宏文激勵得怦然心動，從沙

發中跳起來，拿起刊物奔到影印室複印

了三份。並且拿起手機在微信中向 “三

劍客” 的另兩位發出 “緊急召集” ：今晚

八時在老地方共晉晚餐並有要事相商。 

三劍客，是中學時同學們見我們形

影不離贈予我們的外號，與法國大仲馬

莫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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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婷都情不自禁地輕聲地為她鼓掌。 

她 倆 不約而同轉臉向我，“ 老 大，你

呢？” “我，我，這幾晚都沒睡好。” 我面帶愧

色地低聲地說：“我還沒想好，看看這時代大

潮，想去；可是，放棄現在擁有的，要到一

個陌生的地方從零開始，還真下不了決心呢。

我要再好好想想。”

“我澳門和內地律師資格雖有了，但我去

內地，我學的葡語就沒用武之地了。 這兩天我

和事務所的同事談起，他們說我腦子燒壞了。

我不去！”

停了片刻，小婷又說，“即使我想去，我

老豆媽咪肯定不同意的。高中畢業那年，我本

想報考中國政法大學，他們無論如何不讓我考

外地，我只好讀澳大啦！ 你們那時還笑我是

‘離不開媽媽的小女孩’，記得嗎？”

凱和我都微微點頭，“記得，記得。”

最後我們認為還需要做一件事：深入認

識灣區，先搜集並熟悉灣區的資料，看看有沒

有必要親身去感受一下。並且在還沒作出決定

前，對父母嚴格保密，以免引起不必要干擾。

在中央圖書館找了張大台，我們把各自帶

來的大灣區資料堆在一起，婷態度未變，還是

覺得自己去發揮不了作用，把學的葡語荒廢

了。但她願意參予討論。 我，還是舉棋不定，

既不想滿足現狀，又擔心去灣區也沒什麼發

展。 

我們似乎在應對 “大灣區” 這一章的史地

考試，對她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態

環境、工商旅遊農業、GDP、各地人均收入、

交通、氣象、人口等等，都作深入瞭解，尤其

她未來將與美國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日本

東京灣區並稱為世界四大灣區，“大灣區” 以

廣府文化作為核心文化（我們三人生於澳長

於澳，是在廣府文化中浸泡成長的，我們有

天然優勢呀！），包括內地九個珠三角城市，

要選個點考察一番。凱絲說：“發達城市不

去，如選發達城市，何必離開澳門呢？” 我拍

了拍她的肩支持她說：“對，去，就該去相對

較弱的地方，才能盡現我們三劍客的豪氣。”

凱絲接着說：“近的也不去。如果選近

的，那就揀珠海好了！” 我笑着說，“哎呀，

那就是每天過關上班了。” 三個瘋丫頭一齊拍

手歡呼起來，真是 “得意忘形” 忘了在公共

場所了。 

在地圖面前，算距離，算發達程度，按

我們所訂的兩大原則，應該是 “惠州” 了。

從拱北乘高鐵只需 2 ：20 分即可直達。但比

佛山 1 ：20 分、肇慶 1 ：40 分要遠。這九個

城市不少是我們都去過的，唯獨惠州，只聞

其名卻未踏足。很快作出決定：由我在網上

聯繫 “惠州港澳青年之家”，3 月 5 日（六）

去，由他們接待帶領我們走一走看一看。（先

把三人簡歷發過去）

當我們走進惠州港澳青年之家時，迎面

大牆上兩行大字：“青春正當時，逐夢大灣

區”，似乎是熱情地向我們呼喊。四十歲左右

的徐主任和助理張小姐站在門口迎接我們，

令我們感到她們真誠的似火的熱情。由於我

們的個人資料及願望早就輸傳過去了，所以

交談就如舊友重逢，毫無拘束，倒像大姐姐

與妹妹們的談心，倍感親切。

徐主任根據我們三人的情況，問我們

是來自己創業還是選擇專業對口的工作崗

婷看了第一頁的標題笑着問。

鄭醫生忽然大聲地 “哎呀” 了一下，停頓

了數秒鐘，驚訝地問：“莫不是要我們三劍客

勇闖灣區北上發展？” 她用手指輕彈第二篇文

章標題說道。 

我嘴裡含着吸管裝着低頭專心喝咖啡的樣

子，沉默不語，讓她倆去猜，看看誰的智商

高。我們身為女孩，但要強的性格，不但在父

母眼中看似男仔，我們三個私下裡都自認 “哥

兒們” 的。我們都出生於 1995 年，按出生先

後我是老大，鄭醫生老二，黃律師老三。此時

我故意不答，看看她倆的反應，果然並沒有把

這文章標題當回事兒。 

快人快語的婷婷催我說話，凱絲是讀醫的

畢竟心思縝密，她看出我的用意，“你是不是

靜極思動吧？”

我就把今天午休時偶然讀到這兩篇文章時

的心情敘述了一下，也想把這股衝動傳遞給兩

位好兄弟好閨蜜。她們對我的衝動並不當真，

我還是希望大家回家精讀這兩篇文章，並認真

地思考自己的人生路向，相約 3 天後 10 日星

期四晚八點正再在老地方見，並交流看法。 

回家我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只開了個床

頭燈，微弱的燈光不大刺眼，靜谧的夜，我坐

在小沙發里把半個身軀都埋在裡面，微閉着

眼，讓手機播放着輕柔的小提琴曲，我陷於沉

思：三年前我從北京回到澳門，很順利地被

一間規模大實力強的港資投資公司錄用，第三

年年薪 30 萬，工作壓力不大，疫情沒來前，

我還經常出差去北上廣深港。父母都在賭場工

作，過着小康生活。時間久了，我總覺生活中

似乎缺乏了點什麼，我也尋找了很久……

我立即從沙發上起來，坐到寫字台前打

開電腦，輸入 “粵港澳大灣區”，於是幾萬字

的資料，包括各種數據、地圖，朝我湧來。

我貪婪地一頁一頁地閱讀着，過去看報時也

見過此類報導，但都掃視而過，從未一字一

句像今晚這麼認真地讀過。幾小時後，我的

眼睛困乏了，但精神卻亢奮着。我明白了為

何在香港傳頌着這樣一句話：跨過深圳河，

天地更廣闊；更佩服灣區就業的三千港澳青

年，這三千人中澳門青年有多少呢？ 想着、

想着，我，我該怎麼做？ 

深夜十一點四十分，我，老大，開啟了

“三劍客” Wi-Fi 視頻通話。我知道她們和

我一樣，從中學起就熬夜成習慣了。我問她

們文章的讀後感。她們笑我要她們寫作文，

都說這兩篇文章時代背景雖不同，但青年人

的行動都很勇敢很感人……約定 10 日晚上再

談。 

雖然由我發起討論，其實我心裡也沒

底。我工作專業對口，收入不錯，有必要改

變嗎？再說父母這一關過得了嗎？想着想

着，陷入了煩惱，轉輾反側，失眠了……

凱絲在第二次 “討論會” 上說，返澳後

本想進醫院工作，可是三間醫院都不招聘，

她也知道現在澳門每年學醫護藥的有三四百

人，小澳門哪容得下呀。許多人不得不放下

專業改行。她還好能進入一間規模大設備齊

病員多聲譽好的醫療中心工作。但診治的都

是一般常見病，長此以往，怕自己業務水準

不進則退，這是她最擔憂的。如大灣區有三

甲醫院讓她去，她會考慮去的。 

鄭醫生作了個 “進軍大灣區” 的發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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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寶貝：

你正在讀的這些文字，不同於媽媽以

往寫給你的任何一封信。嚴格來講，這是

媽媽要交的一份 “作業”，作業的要求是這

樣的：“請家長把成長歲月、創業歷程、工

作生活、贍養老人、撫養兒女的艱辛和不

易，以及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迫切心情真

實的展現給您的孩子。” 學校的初衷是，這

封信到你手裡之後會產生以下效應：“感動

孩子，激勵孩子刻苦拼搏、奮發向上，孩

子會更理解您，會變得更懂事！”

拿到老師佈置的作業，媽媽開始內心

忐忑：“我可能答不好這份試卷！”

我必須誠實而遺憾地告訴你，媽媽真

的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經驗可以分享給你，

甚至連跌的跟頭摔的跤、做的錯事、得的

教訓都不精彩不傳奇。我一路平凡的長

大，現在又開始平凡的老去……

唯一慶倖的是，這平凡也給了我極大

的勇氣和底氣——我可以比別的媽媽能更

坦然的面對、允許、接受我孩子的平凡和

普通。

好多事，我也是在成年之後才開始慢

慢知曉並逐漸接受的。

成年後，我最先知道：原來，堅持

夢想比放棄夢想要簡單得多舒服得多。因

為在該追逐夢想的年紀只要做一件事就好

了，就是堅持！只要堅持自己的夢想，一

直追求自己的夢想；堅持做自己該做的

事，一直做自己該做的事就可以了 ! 不必

理會柴米油鹽，不必在意風聲雨聲，不必

關心米賤肉貴，不必惦記三餐冷暖，不必

解決雞飛狗跳、雞毛一地的生活瑣碎。

後來我還知道，放棄夢想和希望卻要

難得多。我目睹了很多我的同齡人從很年

輕的時候就開始用粗糙的雙手奮力地謀生

活；他們以放棄為代價，轉身扛起不得不

耗盡全力去應對的事事艱難又事事計較的

現實；他們變得易怒又易碎，他們看不慣

跟未來和希望有關的東西，他們不再提任

何跟夢想有關的事；他們的眼裡失掉了我

們初識時的光。

寶貝，關於你的未來和夢想，我越來

越清晰地意識到，我干預無效。但我還是

願意講出我對你的期望——我希望你永葆

熱情、不棄夢想，不要輕易或輕率地向生

活繳械投降。

如果有一天你覺得無法堅持，有非放

棄不可的必要，也可以。那樣你就有機會

去真實地面對那些只要一黏在身上，就很

難再擺脫的基於解決溫飽的人生庸常和最

消耗人志趣的糊口的煩惱。如果有一天你

真的選擇放棄不再堅持，我會為你感到遺

憾，因為你本可以活得更從容、選擇更多

樣。

我知道，每一個從青春期走過的孩子

都要試一條 “非走不可的路”。即使那條路

上可能鮮花伴着荊棘，淚水多過歡笑，我

依然沒有權力剝奪你選擇的權力。

如果你願意，我會永遠牽着你的手，

將我粗鄙的經驗面對面地說給你聽；如果

你能幸運的在年輕時就擁有敏銳的生活洞

察力、分辨能力和接受力，你可能會少走

很多彎路。

寫
給
即
將
考
試
的
孩
子
張
香
娜

位？創業，我們既無經驗也無資金，我說 “就

業”。徐主任立即從文件夾裡拿出三份資料，

分別放在我們面前。啊，她考慮周密準備充分

呀！分別是惠州科技金融中心、惠州市人民醫

院和惠州國際法研究所。 

張小姐說如果我們有興趣，今天下午就可

陪我們分別走訪這三個機構並可與負責人直接

交談。我驚訝她們的工作效率，是大灣區速度

呀！ 

下午由徐、張和另一位李小姐分別陪我們

三人走訪。徐主任陪我去了金融中心，見了總

經理，一位成熟穏重的中年男士，他說年初從

佛山中國銀行調來創建這個金融中心，正需要

學有專長的金融人才。他熱情洋溢地向我描繪

這個中心及大灣區的發展前景。我被深深打動

了，內心已在呼喚：大灣區，我會來的！ 

晚上我們在預訂的酒店房間暢談各自走訪

及與負責人見面的情況。凱絲表示願意去醫院

工作。最令人意外的是婷婷，這次來惠州，說

自己是 “跟” 來的。哪知這個國際法研究所是

研究及協助解決 “一帶一路” 及中葡經貿的有

關國家的法律問題，她懂英語葡語可以大展宏

圖，所長說婷是他洽談的第一個懂葡語的法律

人才，並竭力邀請婷婷加盟。這天晚上，婷婷

說得最多最興奮。三個瘋丫頭一直談到凌晨，

取得的共識是：勇闖大灣區。

第二天我們再訪青年之家，與徐張兩位作

深入交流。我們應承返澳後會儘快把 “決定”

告訴她們。接下來我們預見在三人的家裡會掀

起一場風暴。我們三個獨生女，芳齡 27，尚

無男友，父母正催促我們物色對象，甚至要安

排相親，哪會放我們遠去。一定會說三個女仔

“黐咗線”、“傻咗啦”。我們深知現在邁過了

第一關（自己），必將迎接父母阻止的第二

關，有更艱苦更細緻的思想工作要做。 在許

多人看來，我們都有了穩定的工作，收入不

錯，又在父母呵護下生活，竟然要離開現職

和溫暖的家庭，真是腦子進水了！可是 “燕

雀焉知鴻鵠之志” ？！ 我們雖比不了當年投

奔廷安的青年，但，我們真的覺得在時代大

潮中應該做個勇敢的弄潮兒。第二關這工作

以後慢慢做，先要作出決定。 

2022 年 “五・四” 那天，我們三人各簽

署了一份 “赴大灣區發展志願書” 電郵給惠

州港澳青年之家及三個單位的負責人。 

晚上，我們在老地方舉起咖啡碰杯：

三劍客將 “走出小澳門，逐夢大灣區”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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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星期有一位家長聲淚俱下地控訴

她唯一的寶貝兒子之惡行劣跡，原因是她

含辛茹苦地把兒子拉拔到大學畢業，近幾

年市道不景氣，工作不易找，此兒索性宅

在家中，天天上網打電動遊戲，一日三餐

由老媽遞送房內，成為茶來伸手、飯來張

口的新一代廢青。一年多了，母親忍無可

忍希望他出去找事做，這個廢青竟動歪念

想要出售母親辛苦貸款供了多年的房子，

如此他就有一筆巨款可坐享其成，一世

宅家打機，還思慮周到地勸老母搬去老人

院。母親不回應就天天胡攪蠻纏，令家無

一日得安寧。此母言兒子幼時不聽教，還

可以打罵歸正，如今長得人高馬大，如何

以故技施教。加上其子已失怙多年，家中

無長輩教訓此頑劣份子，而令其母日日以

淚洗面，不知所措。聽了其一場哭訴，筆

者絕不會以 “寵溺養忤逆” 來評價此母，

不但不厚道也顯得冷漠無情。輕下結論對

當事人無任何助益，且簡直是落井下石，

非君子之為也。但也心知即使老師去勸

解，效果不彰，更因令其大失顏面而遷怒

老母，只有由同學從旁婉約引導，希望此

生能改邪歸正。

近幾年忤逆父母的事例，中外都有，

已司空見慣，不是 “新聞” 了。連文明發

達的日本也興 “養兒不足以防老” 之說。

當家裡有了一隻巨嬰，養兒啃老、養兒噬

老，甚至養兒弒老的現象已層出不窮。只

能嘆一句 “可憐天下父母心”。數月前，看

日本新聞﹕有一近年八十歲的老父親跪求

六十多歲的兒子自力更生，兒子不答應。

其父忍了四十多年，無奈下，只有出手勒

死此巨嬰並向警局自首。看了令人非常憐

憫又滿懷悲愴，更遑論還有殺父弒母禽獸

不如的事例。國內現時興文化復興運動，

中華文化中孝道的大力宣揚和倡導，可謂

此其時矣。

要復興中華文化，首先應該復興倫理

道德觀，因現世時常發生所謂的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

婦的倒行逆施事例，無處不有。許多人已

論
孝
道

梁
友
平

即使你不接受我的經驗和建議，我依然會尊

重你；畢竟有些路需要你自己去摸索，有些事

需要你自己去嘗試。

北島的一句話讓我更加懂得為人父母該有的

自覺，他說：“人總是自以為經歷的風暴是唯一

的，且自詡為風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東搖西

晃。下一代怎麼活法？這是他們自己要回答的問

題。”

每一個人面對的生命問題都是個性化的，每

一個人解決問題的方法也都是個性化的，所以我

更加不能用我個性化的人生經驗，去投射你燦爛

且唯一的生命。

媽媽只想給你祝福，如果祝福能變成現實，

我願意把我的餘生都拿來為你祈禱。但我知道祝

福只是描繪願景，將願景建造成生活的堡壘，需

要你自己行動。

在一天天逼近的未來裡，我希望你面對生活

時能夠更自由、更遊刃有餘地去選擇：可以隨

時做到全心地投入和愜意地放鬆；可以平淡地

看待失去和擁有，可以恰當地調試詩意的遠方和

苟且的當下；可以坦然面對身邊人、事的離開

和停留；可以選擇步行、慢跑，而不僅僅是只

能在擠公交和搭計程車之間左右……

我希望你的滿足感，不是來自於一束花的殷

勤、一句話的奉承；不是來自於點上一份牛排

紅酒就大呼小叫宣稱的生活儀式感。我希望你在

任何一種關係裡都保持獨立的自我，在任何一份

誘惑面前都擁有不迷失的尊嚴，在任何一次掙扎

裡都有滿血復活的能力和氣魄，在任何一段起落

的歲月裡都保有內心的富足和安寧。

我希望你不懼怕生活的變數和不確定，希望

你能積極地應對生活的挑戰和挑剔，因為只有你

從容地應對了生活的挑剔，才可能有資格去挑

戰和挑剔生活。

寶貝，不管我願意與否，你終將長大，並

已經長大。你終將獨自品嘗酸甜苦辣，獨自享

受海闊天空；獨自應對風雨炎涼，獨自站在

山腰、巔峰或低谷。媽媽只願你在偶爾面對不

公、不幸、不美、不如意時能生出一顆慧心，

參透陰霾，體會與萬般無奈共生的信任、公

平、幸福、美好，努力創造愛和暖，並永遠深

信愛和暖的力量。

願你永有一顆一塵不染的真心，勇敢地追

求，勇敢地擁有，勇敢地拒絕，勇敢地在生活

面前保持自己的光亮和自由。

寶貝，媽媽想告訴你，不管別人怎麼定義

榮耀和成功。在媽媽眼裡，你起的早、熬的

夜，做的每一份試卷、受的每一點苦，都將化

成無窮的力量變為你的冠冕和勳章，也必將換

來鮮花和掌聲。

寶貝，媽媽還想告訴你，不管你選擇怎樣

的遠方或天涯，我都迎你送你千里萬里路；如

果有一天我跟不上你的腳步，我會永遠等在你

打馬而歸的路口，為你溫茶熱飯，為你點暖爐

備披風。

寶貝，來路修且遠，道阻且長，請攜我的

祝福甲胄無懼無畏地前行！

愛你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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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得準，實非易事。 2. 色難﹕侍奉雙親永遠保

持和顏悅色是最最難的一件事，何況父母是世上

最寵兒女的人，對兒女寬和多於嚴厲。沒了距離

感，兒女自然少了一份尊重與畏懼。常看見有的

人對外人謙和柔順，一副彬彬有禮的樣子。一返

家面對父母，不是粗言穢語就是行為野蠻無禮，

認為是自家人就無所顧忌、恣意妄為，令他的

雙親十分無奈。孔子曰﹕ “其為人也孝悌，而好

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

也。” 3. 父母唯其疾之憂﹕天下父母沒有不擔心

子女的健康和性命安危，故作為子女的，應時時

刻刻保重自己的身體，保護自己的安全，不要常

熬夜打機、煲電話粥或夜遊徹夜不歸，或輕率行

事、好勇鬥狠，或動不動多愁善感有自戈或輕

生的念頭，令父母憂心忡忡。古人言︰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損傷。曾子臨終時，召門

弟子曰︰ “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小子！” 曾子以至死前都保全自身為對雙親的負

責，所以孝順父母應由自愛自覺做起。4. 無違︰

不要違背道禮正義，更不要陷雙親於不義。《說

苑》中有一故事﹕曾參有次收割瓜果不小心斬斷

根部，令其父曾皙大怒，拿大棍子打他，竟昏倒

在地一段時間。醒過來後，為了怕父親擔心，乃

鼓琴大聲唱歌，令其心氣平和。孔子聽了很不認

同，對他及同學們說﹕以前舜服侍其父瞽叟，被

小竹子打則受教。一旦是大竹棍打來即立刻逃

避，以免父親失手打死兒子，而陷其於不義。他

對曾參的一味順從，深不以為然。故孝順的順

也要視情況而定，不要拘泥而不知變通。孝順

也要懂得運用智慧。5. 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可能也，敬為難；敬

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

也，卒為難。父母年老力衰，甚至到無法自理

的地步，身為兒女的，自然有義務回過頭來照

顧他們。但不少兒女 ( 尤其是兒子 ) 有了另一

半就把雙親拋到九霄雲外。差強人意的，會定

時給錢父母，但態度不佳，好似施主捐錢給乞

丐般，缺乏感恩和尊重之心。孔子離現今已有

兩千多年，他說的色難、不敬，可見千古以來

人的劣根性始終如一。老年人歷盡艱苦，為人

類文化貢獻一生心力，當其垂暮之年，照扶奉

養，使甘旨無缺，乃崇德報功之正理。只要身

為人子者，無人可以逃避，除非其非人也。

《呂氏春秋》有言︰ “夫執一術而百善至，

百邪去，天下從者，其為孝也。” 古人常言道︰

百善孝為先。揚雄云︰孝莫大於寧親。孟子強

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故歷代

君王無不以孝治天下。中國文化聖賢相傳亦無

不闡明孝道。人類四大古文明何以只有中國源

遠流長，歷久不衰？不亡？就在於重視孝道，

有了孝，民族才得以生生不絕、永續發展。

經失根，失去了為人處世應守的本份與禮節。雖

然港澳初中課本有提到《論語》之孝道，不過只

有三兩數句，學子們多過目即忘，難以留下深刻

印象。現暫當文抄公抄錄如下﹕孟武伯問孝，

子曰﹕ “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

乎？” 孔子曰︰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勞而無怨。”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孝之終也。” 以上諸條人人耳熟能詳，

在此無須再做詳解。讀書人窮其理，然後能盡其

意，更要能行其事。

孔子的人生哲學雖以 “仁” 為主，其教育弟

子乃以孝為核心︰ “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

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

與？” 孝經也有言︰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

由生也。” 古聖先賢告知後世，學做人應從盡孝

開始，如果連對自己恩情似山高、如海深的父

母，都無法盡到孝順，遑論其他了。後世言孝

者，都以孔子的弟子曾參為宗，他曾說︰ “孝有

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 又說︰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另言：“身者，親之

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

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

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

五者不遂，災即其身。敢不敬乎？故烹鮮香嚐而

進之，非孝也，養也。” 又曰︰“民之本教曰孝，

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

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

難。” 又說：“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義此

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

禮者，禮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強者，強

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大孝者，

天下之大經也。” 以上都是曾子傳給後人行孝的

準則，值得我們身體力行並發揚光大。

《論語》中之孟懿子問孝，孔子曰︰ “無

違”，並說︰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 說得多麼簡潔明確，言短而意賅。

後來儒家的喪禮要求細密繁瑣又費事耗時，所

幸民間也不再施行這些 “禮教”。然而 “慎終追

遠，民德歸厚也” 基本的喪禮，終不可廢。如

今兩岸各地有華人在的地方，喪葬的儀式也日

趨簡捷明確，俐落而不失莊嚴隆重，如果更注

重環保和整潔，庶幾不失為世人稱頌的禮儀之

邦。

現今時代演變瞬息萬千，科技的進展更是

一日千里。五四以來推崇德先生與賽先生之

餘，不應忽視倫理，倫理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的基礎，也是 “八德”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根

本。有倫理才能喚起中華民族的靈魂，它雖以

仁為主，卻以孝為本。亞聖孟子也提倡 “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並引《詩經》之言

“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 人人盡

孝由己身做起，推廣至妻子、兄弟姊妹，使國

人無不受感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七十可衣

帛食肉，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孟子所述要

達至國泰民安，人民生活安和樂利，首要條件

是百姓能做到 “孝順”，說來簡單，實屬不易。

何以不易？試舉以下諸例以申述之﹕ 1. 事

父母幾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父母也是凡

胎肉身，難免也會犯錯。為人子女要委婉曲折

地勸諫，直不至於犯，婉不至於隱。分寸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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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畫外音）姐，你找我！？

姐：（有點生氣）我這個電話不是找你還找誰？！

婿：（自姐手上接過電話）喂，三弟，我是姐夫。姐想提醒你，今晚準時回媽家吃飯

……

弟：（畫外音）姐夫，我正巧想打電話給姐，我今晚要幫老婆寫 Project，明天交……

想……

媽 ：（向台另一側下）幹嗎你們有那麼多的電話要聊的？（婿自姐手上接過手機）

婿： 三弟，別掛線。（把手機交給姐）（媽攜食材一小包，復上）

媽： 你三弟最喜歡吃我煮的蝦米蒸蛋，他說在外面很找到既滑又有蝦米的蒸水蛋。

（下）

姐：我告訴你，你跟老婆說，是你姐我提議的，她可以留在三弟家趕 Project 及帶孩

子，今晚媽請吃的這頓飯，你是不應該缺席的！就這樣。（掛線）

婿：老婆，那，那怎麼辦？（媽攜調味品一小樽上）

媽：你們替我看看這樽麻油過期了沒。（向婿）你力氣較大，替我把樽蓋開了！（女

看過説明，把小樽交了給婿）你夫婦倆最喜歡吃的薑蔥焗雞一定要加點點麻油才入味的，

（婿把麻油樽鬆了樽蓋，交回給母）我自己一個人好久都沒有煮這道菜了。（下）

婿：媽，我要拜你為師，下次讓我親自動手（向姐打了個祈求解決殘局眼神。）（下）

姐：好呀！（姐目送婿、媽下，稍作思考，取出手機，在群組中調較了三人對話功

能，手機鈴響聲中，哥、弟自舞台兩分側上，兩人或坐或立或桌前工作中，視舞台條件

許可，由導演處理。）

      

第二場

姐：你們倆好好聽着：你們如果只是其中一個不出現吃媽媽親自下廚的這一餐飯，

相信媽媽都沒有那麼難受；而現在兩個兒子都同時不出現，如你是媽，你會怎想？

哥：我怎知道三弟今晚沒空？！

弟：我又怎知道哥你今晚也忙呢？！

姐：你們知不知道爸爸生前是幹哪一行的？

哥：維修汽車師父。

姐：姐夫呢？

弟：是爸的徒弟。聽說，原來修車店老闆退休的時候把店鋪頂讓給爸爸……

哥：爸兩師徒很賣力，生意越來越做越好，除了請外勞，連媽和你都要做兼職

幫忙！

姐：後來呢？ 

弟：爸年紀大要退休，就將店鋪交給姐夫打理……連家姐你都給了他做老婆？！

哥：三弟你別亂。我知道當時家裡環境不是那麼好，沒可能差不多同一時間供我和

媽媽的生日晚餐    
周樹利

人物 ： 媽  姐 ( 大姐 ) 婿  哥 ( 二哥 ) 弟 ( 三弟 ) 

時 ：下午   地 ：媽家   景 ：客飯廳

第一場

幕啟：媽在整理下廚食材，姐 ( 放鎖匙回錢包 ) 與婿（持禮物上）

姐，婿：（放下禮物）祝媽媽生日快樂！

媽：幹嗎你俩今天來得那麼早？

婿：修車廠沒什麼生意，我交託了員工，就早點過來。

媽：孫女呢？

姐：啊，她後天有測驗，爺爺擔心她英文測驗不合格，所以把她留在家，幫她溫習。

媽：我還準備煮她最喜歡的甜酸肉。不過，學業第一，下次再煮吧！

婿：（遞上小禮品）她託我祝婆婆你生日快樂！

媽：乖孫！她一向都很疼我的。哥和弟今晚都會到的吧！？

姐：一定！前幾天我已經提醒了他倆，他們說一定會準時來的！

婿：三弟說由於疫情的關係，三嫂要留在家，照顧孩子，下次才來。

媽：（微感失望）我還準備做他們最喜歡吃的尤魚蒸肉餅。那麼，咕嚕肉和蒸肉餅就

留下一次才煮吧。（攜部分食材下）（姐、婿怪面相望，姐手機響起）

姐：（接聽）是的，弟弟，什麼事？

哥：（畫外音）姐，老闆說要我幫會計趕起下星期要交的報稅表……

姐：會計趕造報稅表，又關你這個經理什麼事！？

哥：姐，老闆看重我才……

姐：別說了，你是不是想我告訴媽媽，今晚吃飯不要等你！？

哥：我也不想的！姐，麻煩你跟姐夫代我送三千元的生日紅包給媽…

姐：（有點生氣）要說，你待回打電話親自跟媽說！（把手機放回手袋） 

哥：（畫外音）姐，姐…（媽上，姐準備傳短信，婿向姐作出要其閉嘴之手勢）

媽：三弟最喜歡我煮的欖角蒸邊魚，我們其他人都嫌邊魚多骨頭。很難才可以在水

上街市買到的（向姐）你剛才跟誰通電話呢？

姐：啊，是三弟打給我的……

媽：（自桌上購物袋取出一小包食材）要買些優質的欖角，我跑了好幾間店舖才找到。

（下）

婿：姐，看來你還是打個電話給三弟，提醒他別忘記今天是媽媽的生日！（姐同意，

自手袋取取手機，按了幾個號碼鍵）

114 115
2022 第 3期 2022 第 3期



博雅小品博雅小品

姐、婿：（受感染，很自然地同時跪下）祝媽生日快快樂樂！

姐：（呈上利是一封）這裡有幾千元，是我們送給媽你的生日紅包！（媽欣然收下）

弟 : ( 跪下：把茶呈上給媽）祝媽生日快樂，長命百歲！（姐誇奬地向弟示意了一下）

婿 ：媽，今日剛巧你的媳婦、孫兒，孫女都沒有空，由他倆（指指哥哥，弟弟）

作代表……你不會介意吧。 

媽：不要緊，疫情還沒除，留在家也是好的！

婿：可以上菜了吧！

姐：別那麼急？大家坐下來休息一會吧！（眾圍坐）

姐：（向哥、弟）你們猜猜今晚有什麼餸菜？

弟：姐，給點提示吧……天

婿：龍蝦，象拔蚌，雞燉翅，佛跳牆……

弟：姐夫別開玩笑了，要吃都上菜館吃呢！

哥：（略作思考）唔，我猜到一點點：欖角蒸邊魚，魷魚肉餅，甜酸肉……

弟： 還有蝦米蒸蛋，釀辣椒，……雞，雞……

姐：什麼雞？

媽：待會就知道。

婿：還有媽最拿手的金銀蛋莧菜……

媽：今日叫你們回來吃飯，不是要你們猜的，快點到廚房幫忙，你兄弟倆也別太晚

回家！

哥、弟：就這樣決定！（歡快地隨媽下）。  

（姐一手與婿擊掌，一手豎起姆指表得意，音樂起，燈漸暗）（全劇完）

脫稿於 2022 年八月十二日自我隔離期間

你姐讀大學。

姐：三弟，是我甘心情願嫁你姐夫的。而且，爸媽都很喜歡他……

哥：只有這樣，媽、姐同你姐夫三個才可以供我讀大學，爸他亦可以安安樂樂地

離開！

姐：夠了，夠了，今次跟你倆通電話，不是跟你們聊些一知半解的事，而是要告訴

你倆一些連你姐夫都不知道的秘密！

哥 , 弟 : ( 詫異地）秘密？！ 

姐：三弟不是爸媽親生的！

弟：（驚詫地）姐，你說什麼！ 

姐：你是個孤兒，你親生爸媽於一次交通意外喪生，而你親生的爸媽就是我叔叔，

嬸嬸。那時候我年紀還小，你哥也是剛剛出生不久。就是這樣，三弟你就成了我家中的

一份子了！明白了沒有？

哥、弟 : 啊……

姐 : 這件事只有媽和我知道。多年前從內地搬到 ( 澳門 ) 這裡來，就是不想留在那個

傷心地！（片刻沉默）三弟，你知不知道為什麼爸媽特別疼你？

弟：不，不，知道？

姐：那麼，你又知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環境雖然不是太好，但是都樂意供你讀完學士

又再供你讀碩士？

哥：親情可貴吧！

弟： 啊……

姐：別猜了。我跟你兄弟倆要說的話就那麼多。你倆好好商量，要改變主意一齊回

來吃飯，還是一個不是太忙的先回來，另一個改天再找時間陪媽吃飯。再見！（燈漸暗）

第三場（燈漸亮，景同第一場）

（婿在作餐桌佈置如：蓋上膠桌布，放上湯，飯碗筷等。姐上）

婿 : 老婆，到底弟弟他倆會不會回來吃這頓飯的？

姐：（略有信心地）看着吧？！

婿：媽說人齊才上菜！

姐：好的！

哥，弟 ( 畫外音）姐，開門，姐，開門！（姐下，隨哥、弟七嘴八舌地復上）（媽邊

除下圍裙邊上）

媽：外面幹嗎那麼嘈，你倆年紀也不輕了，吵得那麼利害？！（姐向哥、弟一本正

經地打了個眼神，兩人明白其意，哥下，手持茶兩杯復上，交一杯給弟，弟把生日禮物

放在桌上，恭恭敬敬地扶媽於桌前坐下。）

哥： （跪下敬茶）祝娘親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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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夜中舉辦

新華夜中學通訊員

為促進回歸教育教師的專業成長、培養教師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推動教師向學生傳遞愛

國主義精神。新華夜中學於 2022 年 5 月 18 日邀請了澳門大學人文學院鄭德華榮休教授蒞臨

學校，為教師主講“海外華僑華人的鄉愁與愛國主義”之專題歷史講座。

講座上，鄭教授圍繞 “近現代海外華僑華人鄉

愁和愛國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發展變化”，以及

“中華傳統文化是華僑華人鄉愁和愛國主義的重要

根源” 兩大主題展開講授。透過三個華僑華人的歷

史文化故事，如中國苦力丁龍（馬進龍）是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機構建立的倡導者、歸僑

陳宜禧二十世紀初建造廣東僑鄉新寧鐵路的感人故

事、馬來西亞新山華人的特別傳統文化習俗。透過

這三個歷史文化故事，帶出近代早期華僑華人在中

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之下，“落葉歸根” 與 “共赴國

難” 的感人愛國情意；二次大戰後海外華人華僑鄉

愁和愛國主義形態的變化之下，“落地生根” 與 “心

向祖國” 的濃厚家國情懷；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代海

外華僑華人的陶染之下，“繼承傳統文化” 與 “民族

復興” 對海外華僑華人的重要影響。

鄭教授侃侃而談，教師們用心聆聽。透過鄭教

授講述的歷史文化故事，加深了教師對國家歷史文

化的認知。教師們感謝鄭教授為他們上了一節既豐

富又有份量的歷史文化課，為他們大力推動了向學

生傳達的 “落葉歸根”、“心向祖國”、“繼承傳統文

化” 等等的愛國主義精神。

▲ 新華夜中學舉辦歷史講座

順口溜二首    

詩兩首    

石榕

林川

〈一〉小孩剃頭食冰條
澳門位於珠江喉，夏天來得特別早。

春季腳步行不久，太陽脫下花衣果，

射出灼人火苗高。蟬兜開始渾熱鬧，

路旁耷拉美人蕉。辣妹歌喉勿攘擾，

川漢食店不掛椒，通街小孩剪額髦，

個個留下拋光頭。拋光頭呀拋光頭，

      大街小巷買冰條。

《調寄“太常引”  
問天與天和成功對接》
問天飛送接天和，科技更研磨。

矢志探銀河。傲逸唱，神舟贊歌。

星空浩瀚，光年漫遠，載夢可穿梭。

此舞伴嫦娥，喜有繼，征程尚多！

〈二〉盛夏時節繽紛園
炎夏籬笆菜果園，西紅柿子不算酸，

嫩綠黃瓜蕩鞦韆，瘦腰茄子梳雲鬢。

黃花南瓜簪璘㻞，青杉櫛瓜皎眼仁。

清清靜士我無緣，獨愛豆腐燉菠仙。

氳氤果香飄後園，白裡透紅錦桃甜，

紅艷李子黃梅遠，互不相讓掛滿簾。

《中秋教師節有賦》
師心昭朗月，

傾灑杏壇光。

汗滴栽桃李，

唯忘髮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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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善學校
聖善學校通訊員

2022年6月 4日聖善學校得到澳門星娛樂製作有限公司的支持，於澳門百老匯舞台舉辦“與

主啟航‧穿越今昔‧邁向新里程”文藝匯演活動，藉此機會與家長及外界分享學生學

習成果的喜悅。

活動回顧

本次匯演以時空之旅為主題，帶領觀眾乘坐

時空飛船，以辦學願景—— “開心”、“信心”、“愛

心”、“希望” 為站點，透過停駐不同的站點，串聯

起聖善學校重要的歷史時刻，走過學校的百年歷

史；匯演的終點站以 “傳承” 作結，期盼能將聖

善的精神薪火相傳，共同邁向新里程。由學生扮

演的 “領航員” 在旅程中帶領觀眾到達各個站點，

並由各組同學以不同的表演形式呈現給觀眾，包

括︰戲劇、舞蹈、舞龍、小提琴演奏、手語歌、合

唱等。加上由學校攝製隊製作的短片與表演互相配

合，使人耳目一新，贏得了台下眾嘉賓及家長們熱

烈的掌聲。

聖善學校吳校長於節目尾聲致辭，讚揚師生於

本次匯演中所付出的努力，並向家長傳達家校合

作的重要性，冀能同心協力傳承聖善精神，將 “開

心、信心、愛心、希望” 帶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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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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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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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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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③ 

教師攝影作品
① 王希桂 - 驚訝 ② 平　和 - 盧廉若花園的春草堂 ③ 鄭金鏢 - 渔港餘暉

15,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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