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香港讀書的你開心嗎?

◆ 揭開中國畫的面紗

◆ 帶妳認識香港街道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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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卷首語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下稱本會）是香港一個推廣中華

文化的非牟利機構，創辦《文路》這本雙月刊是本會成立八週年

以來的嘗試。世界各個民族的特質區別在於語言和文化，而中華

文化最能體現於文字。現今世代，文字漸被數碼資訊、影像所取

代。年青人餘暇時喜歡在智能手機、電腦玩網絡遊戲多於閱讀，

令人不禁反思書本、報章、雜誌等文字載體是否已經不合時宜？

誠然，在語言以外，文字是我們表達思想的方式之一，尤其

一些難以宣之於口的話可以書寫出來，有助人際溝通，而寫作能

力是我們讀書、在社會很多行業工作都需要具備的技能。文學創

作能力強的人，寫出了經典的文學作品，歷久不衰。我們因此相

信文字是經得起時代的考驗。

《文路》廣義是「文化道路」，文化體現於生活的各方面。

我們在每一期都會探討不同專題，引發讀者多留意身邊的事物。

文化道路起點
文：張惠博士（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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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編者的話

利用課堂時間外出參觀，學生衝破書本樊籬，歡顏盡

現，嘆道終於可以離開沉悶的課室！不少人常說接觸新事

物愈多，愈能尋找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可是學生無暇甚至

無從發掘新事物，久而久之埋沒了自己的潛能，並忘卻生

活是需要有夢想的。

在學時期的我們，一直走著有框架上的道路，按著

他人意思前行；投身社會時，彷彿走進迷失世界，缺乏自

信，不知如何是好。回頭一望，到底我們在過去學了甚

麼、做了甚麼呢？

今期專訪了兩位深資的教育工作者，他們精準的分析

為學生鬆綁，期盼社會多鼓勵年輕人作出新嘗試。藝術老

師向大家獻計，深入淺出地為學生透視創作的遠景與鑑賞

的竅門，多觀察周邊環境，啟發思考。此外，歷史學者與

文化工作者在不經意間引領大家走入社區，發掘身邊鮮為

人知而又有趣的故事。

　

願今期內容鼓動你的脈搏，啟迪你的個人潛能，喚醒

你的夢想。

編 者 的 話



P6 專題熱話

你，今天學習了甚麼？

「詞三首賞析、全球化特徵、求積法、墨索里尼和

希特拉崛起⋯⋯」

「操練past paper，學答題技巧。校本評核專題研習

怎樣寫才好。」

那你學得快樂嗎？

「幾有趣，之前對此內容沒認識。但想起功課和考

試就⋯」

「悶呀，不知在學甚麼和為什麼要學。」

在學習中有學會思考嗎？

「有，學了正反立論、多方面分析啊。」

「唔，老師說甚麼就甚麼啦，分數最緊要。」

有參加課餘活動嗎？

「有，學校規定學生參加『一生一體藝』，幾好

玩。」

「沒有，媽媽說放學後要補習和準備公開試。」

上述句子，有多少反映了曾經或現時作為學生的你

的心聲？ 

愉快學習、學會思考、多元發展等都是教育的理想

目標。無論怎樣，你也會對教育及考試制度有一定看法。

你讀書開心嗎?

文：Kay LAM



P7專題熱話

問題1：其中一科核心科不設考試，這科會是？為什麼呢？
-「數學。除了加減乘除以外，學習其他方程式對生活無幫助。」

-「中文。閱讀理解詮釋作者思想根本毫無意義，甚至曾經有訪問過該作者，作者說他寫作該文章的

用意根本不是參考答案那樣的描述。」

-「通識教育。因為這科內容是開放式的，題目沒有標準答案，難以在一次考試中評核學生的知識水

平和能力。」

-「中文，畢竟是母語，懂得使用便可。」

問題2：在非核心科目中挑選一科或自創一科成為必修科，即全港學生必須
修讀的，這科會是？為什麼呢？
-「烹飪。因為煮食為日常必做的事，比起文字科更實用。」

-「熱門語言如日、韓、西班牙文。因為對將來有用，而且自己沒錢學。」

-「簡單心理學。管理自己的情緒。」

-「電腦，因為要生活。」

問題3：你覺得DSE有沒有問題？如有，是甚麼呢？
-「瘋狂操練答題技巧，按準則答題，沒有自己的思想，難以鼓勵同學鑽研知識。」

-「都是填鴨式，希望可以多元教育啦。」

-「無問題啊。」

-「有，幾乎將人迫到崩潰，將入大學視為人生唯一目標。」

問題4：用一句說話或一個詞語形容自己在DSE中的角色。
-「被迫隨波逐流的學生。」

-「路人甲。」

-「測心術高超的勝利者。」

-「他人口中的失敗者。」

問題5：高中時修讀的科目可以幫助自己實現夢想嗎？
-「未知，因為我對於自己的夢想有點模糊不清。」

-「不可以，但在生存上有少少幫助。」

-「可以，我讀的中文、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科有助我發現自己的興趣和事業方向，畢業後找到文化

藝術行業的工作，讓我學以致用。」

「不直接，但會是有用的元素。」

第一部分        假如DSE由你改革⋯⋯

第二部分        作為DSE玩家的你⋯⋯



P8 專題熱話

從學生的回應來看，教育理念似乎仍未充分體現

出來，為什麼呢？

制度的改變：

2009年實施的新高中學制，其設立是為了訓練學

生學會獨立思考，鼓勵學校多提供「體驗式學習」，

擴闊學生視野，以及減輕考試壓力，所以與舊制有明

顯的分別：

其實新高中學制的設計本意良好，惟仍未消除

「填鴨式教育」色彩。有不少學生都認為現時的教育

制度容不下他們的思維發展與發揮，或多或少需死記

硬背來達致標準化，以符合遊戲規則。

此外，在講求「寬廣而多元的課程」的框架下，

學生須進行探究式學習、校本評核，並參與其他學習

經歷，擴闊知識面，惟此舉亦增加了老師和學校行政

負擔。而且本地教育仍以考試導向，有些課外活動因

而趨向課程化，以致體驗式學習未能有效實踐。

項目 新高中學制（文憑試） 舊制 （會考及高考）

學習內容
共通能力、思考方法、促進均衡

及全人發展
以學科知識內容為主

課程設計
-無明顯分流

-可從不同學習領域選擇2-3 個

選修科

-主要分為文、理、商

科目數量 大多為6-7科
-會考：大多為7-9科

-高考：大多為5科

其他學習經歷 全部學生 部分學生

通識教育科 核心科 選修科



P9專題熱話

制度的精神：

網上曾有一幅諷刺教育制度的圖畫：考官向著站

在他面前的幾種動物說，為了公平起見，大家都要接

受一個公平的測試──爬上那棵樹。

考核金魚能否爬樹好像是一件滑稽的事，但對

本地學生而言，這圖畫應有不少共鳴。有些人認為現

時的制度公平，可令「合適」的學生繼續升學；有些

人認為它只是考核學生能否掌握遊戲規則和操練是否

足夠，而非能力測試；有些人認為它是埋沒更多的天

才。

不過，這些情況和問題其實在教育改革前已經出

現，換句話說，是設計制度者一直以來也不理解教育

需要？是教育資源長期不足？還是其他更深層次的問

題？

今期我們邀請了兩位具豐富教學經驗的教育工作

者，從多角度剖析教育現況，試圖為年輕人和教育鬆

綁。



P10 專題熱話

無論在哪裡，無論是怎樣的教育和考試制度，

社會對其均有異議。制度不會完美，總是有改善的空

間，那麼我們是持著甚麼態度和原則去檢視制度呢？

獅子會中學林日豐校長會和大家談談新高中課程和DSE

的改善空間，並思考教育的目的及社會的價值觀。

局限和束縛──改善學制實行的契機

新學制鼓勵學生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選科，取

代文、理、商科的硬性分班模式，並提倡「體驗式教

育」，擴闊學生視野。然而，面對著社會的精英主

義、教育資源不足等問題，考試導向的教育方式在現

階段仍難以改變，新學制實行和成效固然有改進的空

間。

鬆綁──為學生著想

林校長認為，若要進一步發揮新學制的成效，須

為學制鬆綁，並因應學生的性向、能力和興趣，助他

們發展個人潛能。這樣在長遠來說更有利於香港的社

會及未來教育體制的發展。他提出兩項建議：

一是政府增加教育資源、改善高中師生比例，以

便照顧學生的差異和需要，例如提供應用學習科目，

使學生可在傳統學科外有更多的選擇；推行個人成長

教育，培育學生處事能力等。

二是採用「寬入嚴出」的理念，舒緩現時學制的

「管道壓力」問題——狹窄的DSE篩選管道。此理念

曾是教育改革的其中一項元素，倡議成績符合入讀大

學基本要求者均可升讀大學，以便為學生提供多元選

擇，而非由制度篩選他們。這對學生個人發展而言，

既減輕考試壓力，也擴闊其基礎知識；對社會而言，

普及高等教育和提高大學質量則有助提升大眾知識水

平。不過，他坦言這想法現時難以實行，須取得社會

共識和持分者的配合。

釋放教育制度空間  檢視現行高中教育

    ──獅子會中學林日豐校長專訪
文：Kay LAM



P11專題熱話

啟發──外國教育經驗

既然香港教育制度處於改進階段，那其他國家

的教育模式會否帶來啟發？

林校長表示，外國學校的學生學習差異情況比

香港還要普遍，因不少國家採用地區就近入學，而

非香港模式的組別派位機制，故此學生水平參差。

那麼外國是怎樣應對此現象的？以北美為例，當地

採用「升科制度」，以學科為單位，和香港的「升

班制度」不同。舉例，一名一年級學生的語文科成

績達標，便可學習高一級的語文課程內容；如科學

科成績未符合標準，則須繼續學習一年級的科學，

直至成績達標。這方法可縮窄學生的學習差異，讓

他們先打好基礎，才學習高階內容，避免了直升制

度所帶來的學能輕忽。可是，香港沒有足夠條件實

施這彈性的學習制度，惟可思考教育發展。

參考──引導學生路向

關於獅子會中學的生涯規劃教育方面，林校

長表示學校舉辦了參訪國內、台灣大學的活動，讓

學生認識香港以外的升學選擇。此外，他亦希望學

生明白學習其他語言的重要性，所以學校設有語言

興趣班及資助學生修讀認證的語言課程，讓他們可

到相關國家深造或升學。除了課程外，學校亦設有

個人的規劃輔導，按學生的個別情況而提供較為適

切的協助，栽培學生的優勢及支援他們在校外的發

展。

反思──學生何去何從

有學生認為文科的出路偏窄，故此選修自己沒

興趣的理科；有家長認為求學是求分數，限制子女

參與課外活動；有社會人士認為沒持有大學學位者

便是失敗者……我們不禁要問：學生是在一個怎樣

的社會成長？

在著重功利主義、精英主義的社會下，教育

的目的——發展學生潛能、照顧和縮窄學生學習差

異、擴闊基礎教育等均難以實現。若情況持續下

去，更會窒礙學生和社會的發展。

教育，不僅是教育界的議題，更是社會各持分

者都需要配合的事。



P12 專題熱話

「是誰發明考試！」相信很多學生曾有這想

法。古今中外的考試制度是回應社會的發展，也

是其中一個評核自己的方法。香港在數年前已改

變了教育和考試制度，帶有時代進步意義，惟社

會仍抱著守舊的心態，以公開試成績衡量個人能

力，與「多元發展」的提倡有所矛盾。曾負責推行

DSE的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前秘書長、香港

公開大學現任副校長唐創時教授將和大家談及DSE與

社會的關係，並希望各方多創造空間，給予香港學

生及社會向前走的機會。

為什麼我要考公開試？

或許因受著儒家思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

高」的影響，香港和不少亞洲主要國家之教育也是

應試教育，學生和老師紛紛叫苦連天。學生們常常

問：「為什麼我要考DSE？」

「是為了讓大學名額的資源得以公平分配，是

決定香港學生在中學階段之後是否繼續升學的篩選

機制。」唐教授說。為了確立考試認受性，發揮其

D S E和社會的對話
             ──訪問香港公開大學副校長唐創時教授 

文：Miss LI、徐愷彤



P13專題熱話

篩選功能，考試制度必須公平、公開和公正，是理

想考試機制不可或缺之要素。

何謂理想考試制度？

除 了 公 平 、 公 開 和 公 正 外 ， 效 度

（validity）——考試之內容和設計須有效地考核

學生也是必要的。以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為例，科

舉目的是幫皇上選拔治國人才，所以考核很嚴謹，

主要考核學生是否能寫「八股文」、有沒有熟讀中

國經典「四書五經」等，是一個公平、公正和標準

化的進仕制度。然而，到了清末，世界局勢急劇變

化，治國人才還要熟習外交、軍事裝備等範疇，惟

科舉並不足以評該考生的治國能力，失去了效度，

最終於1905年被廢除。這反映了考試成效是隨著時

代發展而改變，故此設計考試制度者須清楚考試目

的，以量度考核標準。 

DSE與社會的對話

DSE回應了怎樣的社會需求呢？唐教授提到

在2000年教育改革時，社會廣泛認同21世紀的

年輕人應具備「3C1P」共通能力，即：溝通能

力（communication）、明辨性（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創意（creativity）以及

解難能力（problem-solving），改善過往只訓練讀

書技巧的情況。故此新課程和考評注入了這些訓練

元素，培育學生成為「高分高能」的人，應付和創

造多元發展的社會。

那麼，香港近年提倡創新科技，將來的考試會

否著重考核資訊科技和數理？

唐教授指出，世界經濟潮流雖與創新科技有

關，不過香港的教育發展宜多從自身

獨特的情況考量，確立定位，而非只

聚焦在科技上。本地的重工業、機械

工程等行業已北移至內地發展，社

會可多思考如何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產

品。而在這過程中，不少方面的人才

如設計、市場推廣等等都是必要的，

才能把科技和人類生活結合，google

和apple便是例子，所以社會是需要

多元發展。然而，無論是社會還是教

育及考試制度的發展，各方均需有共

識才可前行。

DSE的再進步

唐教授認為，若DSE簡化母語科目的口試和聆

聽考核，將可釋放空間給予學校和學生，讓他們有

多些時間涉獵不同的科目和課外活動，減輕其考試

壓力，並有助豐富學校的生活。

不過，唐教授坦言教育制度受著社會風氣和價

值觀影響。如社會目光短視，任何良好制度也難以

發揮成效。因此，要解決現存的教育問題，社會的

配合是十分重要的。

寄語父母和青年 擁抱多元

唐教授認為不是每人都可在求學時期找到人生

路向，致使他們在職時不斷轉換行業。事實上，不

少成功人士都沒持有大學學位，在職場上也要作多

方面的嘗試。所以，升學並非唯一的出路，年輕人

須擴闊知識面和視野。

此外，父母也應明白接受大學教育不一定是每

位年輕人所追求的，不應按自己意願而決定子女的

出路，限制他們的發展。唐教授認為父母應相信子

女的能力，給予他們空間發掘興趣和路向。

總結專訪，唐教授認為社會不應營造「不入大

學就沒有出路」的風氣，而是要擁抱多元，相信每

位年輕人皆有獨特的價值。教育工作者有責任點燃

學生心中的一團火，尊重其天賦和能力，給予他們

空間發掘路向。他鼓勵中學生多接觸不同類型的事

物，擴闊視野，走出舒適區（comfort zone），尋

找自己長處，不要埋沒自己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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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教育工作者不約而同道出教育制度受到社會制肘，主流價值觀局限了學生的學習

和選擇。社會風氣和根深蒂固的思維確實不易改變，但隨著香港的新興行業如文化產業、

創新科技等開始發展，社會將逐漸認同「多元」才是競爭力的來源。

我們手上沒有水晶球，沒法預視未來，也不會知道哪種行業最吃香，但學生必須學習

「多元」，除可了解自己的長處和興趣外，還可創造更多機會給自己，並使自己在任何危

機下也可靈活走位、駕馭挑戰，亦即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人，要活得有靈魂。

如對教育制度有任何看法，並希望與讀者分享，歡迎電郵至

本會（info@hkccda.org）！

後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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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中的智慧

    ——《論語今譯時析》節選

「子曰……」乍聽起來，大家或會感到恐懼，大呼文言文艱澀乏味，並退避

三舍。其實古人所言的，不是古舊死板的說教，而是比我們更「潮」的生活

態度。以孔子及其學生為例，他們和我們一樣，要學習、交友，其對生活的

經驗總結和感悟都可在《論語》中領略。我們從《論語今譯時析》（耀中出

版社，2016年增訂版）一書中摘錄兩篇文章，看看古人的智慧對今天的香

港教育制度及社會風氣有甚麼啟示：

今譯：
孔子說：「知道它，不如喜歡它，喜歡它，不

如以它為樂。」

時析：
這裡的「知」、「好」、「樂」之間有一種

遞進關係。如一人學彈琴，他知道彈琴很好，但可

能並不喜歡彈琴，一暴十寒，總是學不成。如果他

喜歡彈琴，但只是把彈琴當作一種消遣，可以彈也

可以不彈，那可以說是「好」。但如果他很熱愛彈

琴，並且掌握了很高的技巧，能遊刃有餘地彈奏出

曲子的意境，以彈琴為志業，為樂，不能不彈琴，

則此時可以說是「樂之」了。在這時，你不用像一

些父母那樣逼著他去學，他就會很高興、很主動地

去彈了。

今日教育的一個弊病，就是父母按照自己的

意願去逼孩子學東西，弄得孩子可能被逼學了些東

西，但對這個東西並不「好之」，更談不上「樂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雍也篇6:18》

資料整理：徐愷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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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The Master says, “It is better to have an interest in something 

than just to know about it. It is better to delight in doing something 
than just to have an interest in it.” (Chapter 6:18)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There exists a natural progression in these three: to know 

about something, to have an interest in it and to delight in it. Take 
playing the piano for example. A person may know that being 
able to play the piano is good, but if he does not have an interest 
in it, he will not want to do any practice and therefore he will 
never be an accomplished pianist. Or if a person likes to play the 
piano, but he only considers it a kind of pastime and therefore he 
can leave it anytime he wants to. That way, he is only interested 
in it. However, if a person has a passion for the piano and if he 
is also proficient at it, then he will not stop playing it because he 
gets a great deal of joy out of it. That way, he delights in it, and he 

之」，這種教育實施的是「痛苦」教學，老師苦，孩子更苦。但如果依

據孩子的天性，發展其特長，加以鼓勵和引導，使之好之和樂之，那

麼，儘管學習的過程可能會面對很多挑戰，孩子也不會以此為苦了。

當然，要達到「樂之」的地步，也要講究方法。有時暫時的「苦」

可能會引來長久的「樂」。不少孩子在剛學一門技藝時可能會覺得

「苦」，但在熟練掌握後，尤其是在得到表揚、獎勵後，會慢慢地「好

之」，甚至「樂之」，一心精進，以此為樂。

若能做到愉快地教、愉快地學，教、學俱樂，則可說是教育工作者

的最高境界了。

技藝之外，對真理、仁義的知、好、樂，同樣如此。「樂」是一種

境界，就「以道為樂」來說，到最後離不了道，人與道合一，人也就整

天處於顏回那樣的「樂」之中了。在「樂」的境界中，人的一切動機都

能夠仁化，所思所行可望「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為政篇2:4），達到

自由。

《論語》開篇即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篇1:1）這裏三個

詞「說」、「樂」、「不慍」，都跟高興、愉快有關，不是偶然的。

可給我們帶來的啟發：
香港社會過於重視個人成就及履歷的這一風氣，使不少父母不得不

為年幼的子女安排很多課外活動及興趣班。然而，子女們對這些課外活

動可能並不感興趣，這不但會使他們有被逼迫學習的感覺，甚至還會讓

他們對學習產生反叛心，最終使學習效果不盡人意。但若子女能找到自

己的興趣所在，並在感興趣的領域學習、深耕，進而把興趣化為事業，

以它為樂，則學習效果會事半功倍。

知
之
者
，
不
如
好
之
者
。

好
之
者
，
不
如
樂
之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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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not need anyone to force him to play, for he will do it happily 
and voluntarily. 

One problem with today’s education is that parents impose 
their wishes upon their children, forcing them to learn things that 
they are not even interested in. This is painful, for the children as 
well as for the teachers. 

Parents should first of all let their children choose what 
interests them and what they are good at. Then they should give 
their children suitable guidelines and support them. That way 
their children will delight in what they do, and though they may 
face many challenges they will not consider it a painful process. 

In order to reach the stage where one can delight in doing 
something, one has to persevere at first. In other words, in order 
to have joy in the long term, one has to suffer a little pain in 
the short term.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learning a new skill, a child 
may find it a painful process. However, as he becomes more 
proficient, and his effort and achievement are recognized, he will 
begin to take interest in it and eventually to delight in it. 

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ors is for them to enjoy teaching 
and for students to enjoy learning. 

Apart from skills such as the skills for playing the piano, the 
three stages (i.e. to know, to be interested and to delight) can 
also be applied to other areas such as the Way and benevolence. 
To delight in something is a realm one may find oneself in. For 
example, when a person delights it the Way, he and the Way are 
one entity. He is like Yan Hui, who is always happy whenever he 
may find himself. In the realm of joy all motives of a person will be 
turned into benevolence, and he “will be able to follow his heart’s 
desire without overstepping what is right.” (Chapter 2:4)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Analects”, it says, “Is it not a joy 
to be able to practise while learning? Is it not a pleasure to have 
friends visiting from afar? Even though no one knows about 
me, I will not feel unhappy. Is not that the act of a gentleman?” 
(Chapter 1:1). The fact that these words “joy”, “pleasure” and “not 
unhappy” are related to “elation” and “delight” is no coincidence.

論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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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譯：
曾子說：「讀書人不可不弘大剛毅，因為他責任重大，路途遙遠。

他把實行仁道當作自己的責任，這不是責任重大嗎？他到死時才能夠停

歇，這不是路途遙遠嗎？」

時析：
「士」，相當於現在的知識分子，指既有文化知識，又有使命感的

弘道者。曾子作為孔子晚年的弟子，具有一種宗教徒般的恪守小節，達

到大道的堅忍精神。

青年受教育時期是確立人生使命及願景的時期，教育工作者的責任

之一，是使學生自小確立終生大志，將來在現實社會中儘管經受磨練、

挫敗，也不致疲軟及迷失人生方向。

可給我們帶來的啟發：
受教育時期是確立人生方向的時期，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應鼓勵及協

助學生發掘自己的興趣和潛質，找到終生大志。學生到了踏足現實社會

之時也要盡其所能地活用讀書時所學到的知識，無論面對挑戰和挫敗，

都能堅持走在自己的路上，肩負起在社會的使命。

Translation:
Zeng Zi says, “Those wh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ir studies 

must have stamina and perseverance, because they have great 
responsibilities and a long journey. They consider practicing 
benevolence as their duty. Is that not a great responsibility? They 
have to go on until they draw their last breath. Is that not a long 
journey?” (Chapter 8:7)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Zeng Zi was one of the last students of Confucius. Zeng Zi 

had self-discipline and belief comparable to that required of a 
discipline in some religions, being able to observe all rules and 
doctrines. He also had the stamina and perseverance to go on, 
and his determination would not be affected by anything that 
might come in his way. 

Adolescence is the time for youngsters to decide on 
their ambition. One of the duties of educators is to help these 
youngsters to set their goals in life so that even though they may 
suffer a setback later, they will not be disillusioned, nor will their 
determination be crushed.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篇8:7》

士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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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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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今譯時析》增訂版

語言：繁體中文及英文

增訂版：2016年12月

出版社：耀中出版社

以中英雙語出版，內容除了附有註釋外，並設時析部份，

透過現今的生活事例及中西文化觀點的比較對照，從多角

度詮釋儒學的菁華部份。書中輯錄了《論語》140則，代

表儒家核心思想，從反求諸己的「為學」、「修身」等主

題作起始，逐步推至「處世」之道，最後以「生死」作

結。

論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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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好，你是怎樣讀書的？你有適合個人的讀

書方法或學習技巧嗎？可能你會留意到，有些同學

讀書時間不多，成績尚算滿意，但有些同學則費勁

讀書，惜果效不高。相信這與有沒有掌握及應用一

套適合自己而有效的學習方法有關吧。

要有效學習，方法很多。基本的流程及循環

是，學習前要「預習」即將學習或老師即將教授的

是什麼內容，知其大概，略作了解，掌握基本。然

後，抱著這些疑問閱覽或上課去，「學習」時便可

抱持著要解開相關疑團的心態：若遇上已熟知的或

淺白的課題，可以加強印象；如遇上在預習時所踫

到的難點，就提高警覺，即時解難。學習或課後，

須先作「複習」，才做功課，以作「練習」。如用

流程循環圖顯示，「學習循環」是這樣的：

你懂得有效地學習嗎？
伍德基先生        

（學友社社長、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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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的學習循環，還須運用不同的學習方法。今次先介紹一種在歐美大學流行的學習方法給大家，

看看自己會否適用：

如何有系統地按步學習？歐美大學流行的學習方法（一）

SQ3R「五步學習法」

    五個學習的基本過程中的必須步驟歸納一起：

一. 概覽（Survey）

先概略地將課題章節及標題大綱翻閱一遍，對文章資料掌握了大概的印象。概覽所需時間不應

過長（數分鐘之內），同學可參看文章的序言、目錄、標題、插圖或結語，便應可粗略掌握到整章

整段的意思。

二. 發問（Question）

心中自擬有關課題內容的問題，在細讀之前心中懷有疑問，閱讀起來就提高了自己的「警覺

性」。自擬的問題可以包括這篇文章的重點是什麼，或先行翻看書後的問題或過往試題，又或將文

章中的各個標題化作不同的問題，來個自問自答，學習就會更深刻了。

三. 細讀（Reading）

仔細閱讀，標示重點，刻劃要句，撮寫心得，細意理解，誠為五步中最耗時間及需要切實地做

好的一個步驟。閱讀時配合先前所作的概覽大意及自擬問題，效果自然明顯得多。

四. 背誦（Recite）

將重點內容背誦過來，記在心中，在考試前的⋯習尤為重要。背誦前當然要先經過理解及整

理，並不是死記硬背。

五. 複習（Revision）

讀完一課，過後會淡淡地不斷忘掉的。因而我們需要周期性地重複⋯習，再看一遍。首先，剛

讀完一課後，就須即時瀏覽式的再複看一次（類似第一步的概覽），加深印象，總結要點。之後，

就安排適當的周期性（例如每周、隔周）重溫，而考試前則是最後一擊。每次複習可以不斷深化及

集中重點閱讀，那麼，所讀的內容就不易遺忘，反而越來越深刻。由於在細讀課文時，已花神理解

及深化箇中內容，以及加上個人筆記及重點記錄等資料，所以這個複習階段，所耗時間應遠比細讀

階段時少得多。

下期預告：將會介紹其他歐美大學流行的學習方法給大家！

【同學或家長如果在學習及考試上遇有疑問，歡迎來信提問（電郵：info@

hkccda.org），筆者將在此闢設學習信箱作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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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是以圖像表現的一套視覺語言。自小都有繪畫的人，一定接觸過藝術
品，且會從藝術的創作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藝術品甚至可以反映某

一時代的社會狀況、文化現象。第一期《文路》邀請了來自廣東省的藝術工

作者譚練老師作專訪人物，詳談欣賞和領悟中國藝術及文化的心得、投身藝

術創作的方法，讓讀者深入淺出地了解藝術專業。

文：徐愷彤

等為畫面主體，表現大自然的各種生命、與人的和

諧相處。

（3）山水畫描繪山川自然景色，在藝術表現

上講求經營位置和表達意境，表現人與自然的關

係，將人與自然融為一體。

若按照技法，主要分為工筆、寫意、半工半寫

三種；按照畫法或設色分為水墨、青綠、淺絳、白

描、重彩以及沒骨；按照時代劃分的專業分類則較

少用，最普遍的是以內容或題材作出的分類。

鑑賞中國畫的竅門和心得

鑑賞中國畫要看其氣韻、筆墨、構圖和形式

等作畫的元素，最重要的是筆墨，因其是中華民族

獨有的審美約定的文化現象。在訪問中，譚老師特

別推介運用謝赫（南朝齊、梁人，畫家、藝術理論

家；公元479-502年）所提出的「六法論」，是品

讀中國畫最基本的依據。這是一項重要的美學原則

和標準，廣為歷代畫家、批評家和鑑賞家所認同和接

受。宋代美術史家郭若虛（生卒年不詳）在《圖畫見

聞志》一書中指出：「六法精論，萬古不移。」唐代

美術理論家張彥遠（815-907年）在《歷代名畫記》

中國畫的分類

在古代的中國，中國畫一般被稱為「丹青」，

指的是畫在絹、紙上並加以裝裱的卷軸畫，擅長作

畫的人被稱為「丹青妙手」；宋代是中國藝術發展

史上的一個高峰。近現代以來，為了將其與西方輸

入的油畫（又稱西洋畫）等外國繪畫區別開來，才

出現了「中國畫」這一名稱，簡稱「國畫」。它是

用中國所獨有的毛筆、水墨和顏料，依照長期形成

的表現形式及藝術法則而創作的繪畫。

中國畫可依據多種準則來進行分類，一般會按

照內容、技法、形式或顏色作出劃分，而較為專業

的分類則按照時代劃分。

如按照內容或題材分類，人物、花鳥和山水是

三大主要畫科：

（1）人物畫描繪的主要是人物的肖像，又有⋯

述相關故事或風俗。早於春秋、戰國時代已發展成

熟，一直是中國傳統繪畫最主要的畫科，表現當時

人類社會的風俗習慣，以及人與人的關係。

（2）花鳥畫描繪以花卉、竹石、鳥獸、蟲魚

揭開中國畫的面紗揭開中國畫的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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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練老師簡介：

藝術工作者、廣東

公正拍賣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中說：「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

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

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  

◆ 氣韻生動：

是指一幅作品給人的總體印象，是衡量作者對

主題（主體）的詮釋和渲染水平的重要途徑。氣是

氛圍，韻是情趣。畫作看上去若讓人感到舒服、怦

然心動，作品和當中刻畫的形象若具有一種生動的

氣度韻致、生命力，則可稱為佳品。

以按內容分類的三種畫科為例，每一畫科分

別可從哪裡看出這種抽象的感覺？人物畫要看能否

充分表達被繪畫的對象的精神狀態與性格特徵，山

水畫要看是否具有自然景物的氣勢或寧靜感，而花

鳥畫要看一枝一葉是否充滿生機。這一法是最重要

的，要求畫家在繪畫技能以外，還需要有深厚的美

學修養。

◆ 骨法用筆：

中國畫是用筆和墨塑造形象的，筆墨技巧可謂

一幅畫的靈魂，是中國畫獨特的美學趣味所在。其

中「線條」是基本元素之一，用筆和用墨都有多種

表現方式及變化，以突顯所繪物象的特質，兼有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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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渲染意境之效果。筆墨技巧的例子有衣紋的描

法、山石的皴法和花葉的勾勒。筆和墨是中國畫特

有的工具材料，結合中國歷史的文化積淀，從中形

構的美學原則，成為歷代評畫的焦點。

◆ 應物象形：

是指掌握事物的形態，並進一步逼真地表現出

來，衡量作者的造型能力。中國畫家不僅反映現實

中的「形」，更注重結合表現被畫對象的「形」與

「神」，借形傳神。以畫家齊白石（1864-1957年）

為例，他最擅長畫蝦，而他長期深入觀察和揣摩蝦

的形態，使筆下的蝦極富生命力，像真度極高。

這一法講求表現對象的形、意和神，東方畫的

寫意，相對於西方畫的寫實。

◆ 隨類賦彩：

是指顏色表達的變化多種和程度不同。除了光

譜中最普遍的顏色外，不同水份的墨又能形成濃、

淡、乾、濕、枯五種不同程度的黑色，使畫作更具

層次。

◆ 經營位置：

是指在構圖、空間內表現主題和營造氣氛。

西方畫強調客觀寫實，中國畫則重視佈局。著名畫

家、美術教育家潘天壽先生（1898-1971年）曾經說

過，中西方畫作在構圖上的最大不同就是這一點。

相對西方的焦點透視法，中國採用散點透視法，山

水畫構圖法則中的「三遠七觀法」便是最具中國特

色的構圖法則。

「三遠」源自北宋後期山水畫巨匠郭熙（約

1000-1087年）的論述，描繪了觀看山的三種方式：

「高遠」是從山下看山頂，「深遠」是從山前窺看

山後，「平遠」則是從近山望遠山。而「七觀」則

是移步換景，把多個場景放在有限空間的一種構圖

法則。

◆ 傳移模寫：

是指技法的傳承和創新。中國畫必須透過不

斷臨摹古人的作品來修習，才能潛移默化地從前人

的經典佳作中獲得感悟，並運用中國畫的諸多美學

特點。在效法前人的基礎上，傳承古人作畫精妙之

處，並進一步有所創新，這就是所謂的「師古人」。

國畫畫家、
美術教育家
潘天壽

藝術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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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大師齊白石

個人創作心得分享

譚老師建議大家平日宜多觀察生活和周遭的事

物，在對事物的形態有所掌握後，繪畫技術便能有

所提升。例如擅長畫蝦的齊白石（1864-1957年），

每天都仔細觀看蝦的一靜一動；他只要妙筆一揮，

在似意不意之間，充滿生命的蝦就活現眼前。另

外，找到好的傳授技藝的老師也是很重要的。

中學生如何入門學習鑑賞

中學生要建立完備的繪畫認知，須在讀書、

看畫、作畫這三點上堅持，相互勘驗，便會進步神

速。譚老師推薦入門者可讀楊仁愷先生的《中國書

畫》和鄭午昌先生的《中國畫學全史》，這兩本作

為「概述」，既廣博亦深刻，可以一品。高階者可

閱讀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而看畫的最高境界

是能夠「背誦」，當別人說起一幅畫的名字時，腦

子裡能夠有一個高清的圖像記憶，這樣去博物館看

到一幅畫，腦子裡會想起另一幅畫，相互比較，自

得其樂。

對香港藝術行業發展的前景

譚老師表示香港藝術行業發展需內外配合：內

是加強本地藝術教育，培育人才，提昇藝術水平；

外是吸引國內外收藏家及藝廊等在香港發展，加深

藝術氣息，塑造香港的藝術形象。她亦寄語年輕

人，要努力維持香港的國際大都會形象，才能有利

藝術的發展。

結  語

中國藝術有可讀性，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艱

深、難解。是次專家教導如何鑑賞畫作，希望能使

大家在理解藝術創作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時有所

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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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賞例子：

（一）張偉健《好姐妹》

觀賞這作品

◆   畫面中前者帶五角紅星

帽的為紅軍女子，後者服飾為

少數民族女子，兩人精神飽

滿，性格外向，各有特質，

畫家不僅表達了兩姐妹的親

密之情，也間接傳達出中國

各族人民團結友愛之情。

◆   構圖上選取兩個站立的

女子為表現物件，一正一側

形成對比。採用兼工帶寫

的技法，以精細的工筆刻畫

出人物面部五官及喜悅的神

情，賦色實，再以小寫意的

筆法描繪服飾及背簍、環境

等，用色虛。虛實結合，主

體突出，通過筆墨的濃、

淡、乾、濕變化渲染及色彩

的對比，使人物形象達到以

形傳神，氣韻生動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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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偉健《一家親》

觀賞這作品

◆   筆墨運用勾勒出各人的獨

特輪廓和外表、性格特質，以

及飽滿的精神。

◆ 空間運用亦展現出關係親

密，相處融洽之感覺，結合了

人物的「形」與「神」。

◆ 色彩上著重用不同程度的

墨色來表現各人的形象，其他

顏色則主要用於繪畫他們的面

容、衣著裝扮和身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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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九月，不少家長帶小學生前往上環文武

廟，禮敬文昌帝，究竟文昌帝的由來是怎樣？同

時，今天講究環保，然而，各位同學知不知道文昌

帝是我們「環保先師」呢？讀書人應是理性的，

不迷信。被中國知識分子奉為至聖先師的孔子對鬼

神的態度是敬而遠之，認為現實世界太多事情尚未

處理，怎能處理未知的鬼神世界呢？孔子也勉勵學

生，應以禮敬的態度待奉祖先而不是迷信，故讀書

人應是禮敬孔子。

文武廟內奉供的文神應是拜孔子，但今天端坐

在文武廟卻是文昌帝。相傳文昌本是星名，是宋代

四川梓潼地方的一位神靈，為民間奉為文昌神。宋

上環荷李活道文武廟

文：區志堅博士（香港文化推廣委員會執委）

環保先祖
代四川動亂，很多四川的蜀人逃至沿海地區，帶來

地方神靈在沿海發展；元朝，封梓潼神為科舉的神

靈，始命名為文昌帝，得政府的支持，各地均廣建

供奉梓潼神的文昌寺廟。明代，文昌星代表文運，

所以，更得到讀書人的供奉。明末清初，信奉文昌

成為讀書人的宗教行為，使文昌成為儒士的行業

神，如工匠祭祀魯班為神靈一樣，其間明朝政府雖

以不合禮而廢止文昌祠，明末清初也有知識分子反

對拜文昌，認為讀書人應勤讀書，不應只求僥倖以

求神保佑，但文昌信仰已普及民間，政府也不能禁

止。

文昌信仰到了清代，康、雍、乾三帝因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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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帝手執毛筆，職司文學及官祿

文昌帝功過律

儒學，使民間信仰文昌更為普及，

地方官也主持慶祝文昌帝的誕辰。

清代嘉慶年間把文昌列入祭典，咸

豐年間更把文昌帝，與官方承認及

崇祀的關帝並列，成為民間供奉

的文、武二帝。可見：一、中國傳

統知識分子的信仰價值觀是多元層

面，既有敬禮祖先的一面，又有迷

信神仙的一面；二，中國傳統科舉

的競爭激烈，清代尤甚，士子對前

途沒有信心，無舉人以上功名的儒

生，恐怕社會地位日漸低落，便要

祈求行業神靈，給予安慰；三、文

昌帝的信仰伴隨民間惜字會流行，

編刊勸人行善積德的「勸善書」，

如《文昌帝功過律》、《文昌帝君

陰騭文》等刊物；四、儒士既吸收

民間信仰，也藉編《文昌帝功過

律》等「勸善書」，使民間學習行

善積德的因果報應思想。

《文昌帝功過律》及《文昌

帝君陰騭文》表述因果報應的觀念

及教導待人接物的處世技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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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鼎盛的文昌廟

通識教室

昌帝功過律》相傳為道教神靈呂祖著，因民間「關

於文字蹂躪特甚」，讀書人不珍惜紙張，不尊重文

字，故文帝降災，刊物中表述凡有糟蹋文字的人

及浪費紙張的地方，必降瘟疫，故知識分子應勿浪

費紙張，不要隨便寫字條，又開列「文昌帝君惜字

功律二十四條」，其中一些條文是：平生以銀錢買

字紙回家，包起以香火焚燒，增萬功及長壽，得享

富貴；刊刻惜字書，得五百功，永無是非，多生貴

子；只以字紙焚香爐，得五功，可享吉祥。有賞必

有罰，故又有「文昌帝君褻字罪律二十九條」，是

一些條文為：把他人用作焚燒紙的金錢，改為私

用，受一百罪；以燒字紙作燈光，得十罪，生瘡

癬；親筆亂寫，拋散不顧，或寫字條後即時棄紙，

得五罪，減少聰明。書中表述凡鼓勵民間珍惜文字

及紙張的人，漸升功德；浪費紙張的人，便受罰，

這種有功有罰的等級，就是「功過格」，藉此希望

民間珍惜用字紙。從今日的角度，若減少其迷信成

份，可見文昌帝就是我國人「環保先祖師」！



P31追憶歷史年華

圖、文：彭淑敏博士

行街街：香港街道命名的故事

彭淑敏博士，就學期間幸得熱衷歷史教學的恩師啟蒙，奠定日後

從事中外歷史研究之志向。近年參與香港史研究及相關出版，包

括《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香港卷》、《香港文化導論》、《香港

教會人物傳》、《香港記憶》、《香港第一》、《屏山故事》、

《改變香港歷史的60篇文獻》、《香港景觀文化導遊》及《孫中

山在香港的足跡》等，期望與讀者分享歷史的多元發展。

香港自開埠以來，街道名稱出現多樣變化，當

中存在不少耐人尋味的歷史故事。香港經歷了150多

年的殖民管治，英國及其他外籍人士相繼來港，他

們在政府、洋行及各行各業出任重要職位。整體而

言，香港不少街道命名與英國殖民地管治有關，開

埠早期多以香港總督、殖民地官員及英國軍官來命

名。如中環的皇后大道Queen’soRoad，即以英女王

維多利亞QueenoVictoria命名，現時仍是香港島的

主要道路，分為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西及皇后大

道東三段。當中的Queen「女皇」被誤譯為「皇后」

，反映早期香港開埠時，中英雙語在溝通和理解方

面出現問題，時至今日已經成為趣談 。



P32 追憶歷史年華

[本文及相關照片的版權由筆者所有，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又如西環的干諾道0Connaught0Road是紀念維

多利亞女王的兒子干諾公爵（The Prince Arthur, 

Duke of Connaught and Strathearn,1850-1942）

於1890年訪港而命名；九龍城的太子道Prince 

E d w a r d o R o a d，所指的就是英皇愛德華八世

（KingvEdward VIII,1894-1972），以前曾經稱為

「愛德華王子道」呢！

鄰近皇后大道中的吉士笠街Gutzlaff Street，

以普魯士傳教士郭士立牧師（1803-1851）來命

名。他對學習中文有濃厚的興趣，他的原名為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卻有不同的中文名

字翻譯，常見的有郭士立、郭實臘、郭實獵等。年

青的郭士立於23歲時由荷蘭傳道會派往爪哇傳揚福

音，並在當地開始學習中文、客家話及潮州話，也

常常穿著中國服裝。其後以自由傳道人的身分到達

暹羅（今泰國）曼谷宣教，再經澳門進入廣州。

郭士立在廣州加入東印度公司，並且經常到

達中國沿海一帶遊歷，他曾遠赴廈門、福州、舟

山、寧波及山東威海衞的劉公島等作實地考察，

著有《1831年至1833年在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

，其後更參與翻譯聖經，以及創立福漢會，進行

文字佈道工作。郭士立於鴉片戰爭期間擔任英

國的翻譯員，參與起草《南京條約》（1842），

之後更出任第一任香港總督砵甸乍（SiroHenry 

Pottinger,1789-1856）的中文秘書，當時稱為「撫

華道」（Chinese Secretary），此職位十分重要，

負責與華人進行溝通，反映他重視學習中文的歷史

意義，但他也被批評參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左：吉士笠街昔日有
「補鞋街」之稱，現
在只剩下一間鐵皮小
屋。

右：走進吉士笠街必定
看到的公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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蕪湖街是進出紅磡主幹道之一，兼鄰近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日

常交通非常繁忙，各路巴士私家車絡繹不絕。街道兩旁，從蕪湖街一號

至二百三十多號，店鋪林立，日出而作，日落仍不息。蕪湖街舊名街市

街，顧名思義，如街市般熱鬧興旺。1909年，為紀念中國蕪湖市，改名

蕪湖街。蕪湖，位於現今安徽省，名氣和國內一線城市差距頗大，在許

多人香港眼中，可能還不及蕪湖街響亮。

蕪湖位於長江之濱，曾是著名的商賈城市，宋明清時期顯赫一方

的徽商，蕪湖是他們很重要的貿易中轉站。1876年，中英簽訂《中英煙

台條約》，蕪湖被設為通商口岸，也就是落入了和香港同樣被殖民的命

運。自此，蕪湖益發發揮其內河港口的優勢，清末民初，有「四大米

市」之首的美稱，孫中山更讚揚它「長江巨埠，皖之中堅」。 

文：黃君怡

蕪 湖 印 象

百年前的蕪湖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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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正是為了紀念蕪湖的繁盛，所以把當時紅磡街市旁的這條喧囂

街道命名為蕪湖街，時至今日，蕪湖街繁華不減。既有現代化的銀行金

融證券，也有本地特色的香燭鋪、麻將館，還有滷味、牛雜、夜冷等美

味小店，而最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街道兩旁的唐樓，顏色各異，外牆

已有不少歷史的印記，走在街上，有種回到六七十年代的感覺，那時的

香港經濟剛剛起飛，今日之香港，早已飛升國際，而蕪湖街，竟還似舊

時模樣，時間像被濃縮了，反觀內地，城市化發展講求不破不立，舊日

的市貌早已換新顏，蕪湖街景反而顯得寶貴。拍照一張，走到全世界，

都能認出這是香港。

蕪湖街的新舊交錯

紅磡蕪湖街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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蕪湖市的商業一面

蕪湖市現今面貌

蕪湖沒有趕上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波發展，地位已不如昔。蕪湖當

今最有名氣的，筆者認為要數一男一女：女的是鼎鼎大名的「小燕子」

趙薇，男的現時名氣小一些，但曾在改革開放初期風靡一時——「傻子

瓜子」，據說當年生意紅火到被鄧小平多次點名。蕪湖還有個可愛地

方，有一條名為「國貨路」的道路，1931年初，為抗議日本軍國主義對

東三省的挑釁，全國牽起了抵制日貨的運動，蕪湖商界積極響應，提倡

銷售各種國貨產品，一批國貨店號在當時的半邊街開張，自此，便更名

國貨路。聯想到今日大批水貨運回大陸，不禁感嘆。

面向未來，無論蕪湖街還是蕪湖市，都面臨發展問題。蕪湖街要延

續繁華，需要找出連接昨日和明日的方法，蕪湖居重建項目，或許是一

個方向。蕪湖市，現正大步向前：多條鐵路在此交匯連接，奇瑞汽車、

海螺水泥，都是聞名全國的大企業，馬上將建設民用機場，大有追趕昔

日進度之勢。

在不久的將來，兩個蕪湖又將是怎樣一番風景？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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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甚麼這個專欄叫《理財解讀》？

答：起初打算稱這個專欄為《理財解毒》，最後決

定改為同音異字，因為本欄實際是希望透過解讀一

些與理財相關的課題，幫助受害者舒解荼毒。

問：你認為現時最嚴重的問題是甚麼？

答：對錯混淆、黑白顛倒。再加上社會上某些具有

影響力的人和機構，無心或刻意扭曲一些概念，結

果謬誤多說數遍便被當作真話，容易使人習非成

是，身受其害而不察覺，中毒程度日益加深，積重

難返。試舉一例說明，當我提及「理財」二字，然

後叫人馬上聯想另一個相關詞語，一般給我的答案

都是「投資」。

問：沒錯，我剛才想到的

答案也是「投資」。每天

不論報章、雜誌、電視、

網絡等媒體也會經常看到

「理財投資」、「投資理

財」等字眼，「理財等

於投資」這個概念有問題

嗎？

答：簡單來說，「投資」

不等於「理財」，有時甚

至可以說，「理財」完全

不須要任何「投資」。

問：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

個概念，要不是你這樣說

起來，我也一直以為「理財等於投資」，但是這樣

理解到底有何問題？能否詳細說給我聽？

答：當然可以，我們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看。首

先，理財猶如一次旅程，「投資」只是前往目標的

交通工具之一，假如利用其他工具也能到達「理財

終點」的話，那麼我們根本毋須乘搭「投資」這種

交通工具。其次，廣告、專欄等媒體經常宣傳「理

財投資」就是為了「致富」，很多人的實際經驗告

訴我們，透過「投資」這種方法「理財」不單未能

「致富」，結果反而是「致貧」。

問：我現在明白了，投資只是理財的課題之一，條

條大路通羅馬，是嗎？

答：你說得對。

李國凡，資深特許公認會計
師，新媒體及傳媒碩士，曾
於全球第一品牌企業任職預
算會計師，以及香港藍籌上
市公司任職業務分析經理達
十多年，並在香港報章及雜
誌撰寫親子理財專欄。

理財等於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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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俊恩（青年文化大使）

【扯貓尾】

書面語：演雙簧、串通

意思：表面指拉著貓的尾巴，實際上是指數人

合謀使詐，或是出騙術以達到目的。

出處：由「謬為」衍生出來的俗語，有偽做的

意思，而且亦是「貓尾」的諧音。出於明朝筆

記《堯山堂外紀》：「梁後名宏，字裕夫，二

人實相與，謬為之，以欺白岩公者。」

日常例句：「你哋兩個根本喺度扯貓尾，想

夾埋呃我？冇咁容易。」

（你們兩個根本串通好演

雙簧，想合謀騙我？沒那

麼容易。）

書面語：改變立場

意思：表面指扭動方向盤，實際上指某人或組

織突然明確改變初衷、立場或主張。

日常例句：「乜你咁快

轉軚架！真係風吹邊面

向邊面。」（你這個人

改變主意真快，真會見

風使舵。）

書面語：爽約

意思：沒有按照預先的行程赴約，或是沒有兌

現承諾

日常例句：「點解你要放我

飛機？明明琴日約好咗！」

（為什麼你要爽約？明明昨

天都約好了啊！）

【放飛機】

【轉  軚】

【十五十六】

書面語：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意思：形容內心的掙扎，面對抉擇時心緒不

寧，拿不定主意

典故：「十五十六」指農曆每月中間十五和十

六這兩天，而第十五天和第十六天分別屬於上

半月和下半月，綜合兩天的特點就是「月半

上，月半下」，取其諧音就是「一半上，一半

下」，便是「十五十六」的由來。

日常例句：「今天女朋友從外國返香港，同時

撞正媽咪生日，究竟我應該去邊個度？我而家

個心真係十五十六呀！」

（今天女朋友從國外回香

港，同時又是母親的生

日，究竟我應該去哪裡？

我現在內心真是七上八

下，舉棋不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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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涯規劃，首先你要十分了解自己，從而訂立出一個最能切合自己喜好及取向的

規劃。大家不妨嘗試做以下MBTI性格測試，去更了解自己性格：

MBTI知多少：
MBTI (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 人格理論的基礎是出於瑞士著名心理學家Carl G. 

Jung (卡爾‧榮格先生)，並成為了當今全球最為著名和權威的性格評估測試。這種理論幫

助我們了解自己，並可解釋為什麼不同的人對不同的事物感興趣、擅長不同的工作。

精力支配和集中注意力的方向

接收資訊和認識世界

判斷事物和作決定的方式

生活態度和對外在世界的取向

Extraversion
外向

Sensing
實感

Thinking
思維

Judging
判斷

Introversion
內向

Intuition
直覺

Feeling
情感

Perception 
知覺

MBTI 人格理論指標的解說

MBTI傾向顯示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而這些差異產生於以下四方面，是測試每個人性格

的四種指標，可以組合成16種人格類型： 

1. 把注意力集中在何處，從哪裡獲得動力（外向、內向） 

2. 獲取訊息的方式（實感、直覺） 

3. 做決定的方法（思維、情感） 

4. 對外在世界如何取向；通過認知的過程或判斷的過程（判斷、知覺）

M B T I 測 試
資料整理：吳家朗（青年文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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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TI職業性格測試：

1. 請在心態平和及時間充足的情況下才開始答題。

2. 這測試一共48道題目。每道題目有A和B兩個答案。請仔細閱讀題目，按照與你性格相符的程度分別給A和

   B一個分數，分數為0 - 5，而兩個答案的分數總和必須是5。

3. 將你心中分數寫在表格中相應題目的答案旁方格。

注意事項：

答案無對錯之分，因此你不需要考慮哪個答案「應該」更好。按心中第一反應作選擇便可。

如果你覺得在不同的情境裡，兩個答案或許都能反映你的傾向，請選擇一個對於你的行為方式來說最自然、

最順暢和最從容的答案。

例子：

0.「你參與社交聚會時」

A.總是能認識新朋友。  

B.只跟幾個親密摯友呆在一起。

題目 A B

0. 4 1

測試開始：

1.當你遇到新朋友時，你會：

A.說話的時間與聆聽的時間相當。

B.聆聽的時間會比說話的時間多。

2.下列哪一種是你的一般生活取向？

A.只管做吧。

B.找出多種不同選擇。

3.你喜歡自己的哪種性格？

A.冷靜而理性。

B.熱情而體諒。

4.你擅長

A.在有需要時間時同時協調進行多項工作。

B.專注在某一項工作上，直至把它完成為止。

5.你參與社交聚會時

A.是能認識新朋友。

B.只跟幾個親密摯友呆在一起。

6.當你嘗試了解某些事情時，一般你會

A.先要了解細節。

B.先了解整體情況，細節容後再談。

7.你對下列哪方面較感興趣？

A.知道別人的想法。

B.知道別人的感受。

8.你較喜歡下列哪個工作？

A.能讓你迅速和即時做出反應。

B.能讓你定出目標，然後逐步達成目標的工作。

下列哪一種說法較適合你？

9.

A.當我與友人盡興後，我會感到精力充沛，並會繼

續追求這種歡娛。

B.當我與友人盡興後，我會感到疲累，覺得需要一

些空間。

10.

A.我較有興趣知道別人的經歷，例如他們做過什

麼？認識什麼人？

B.我較有興趣知道別人的計劃和夢想，例如他們會

往哪裏去？憧憬什麼？

11.

A.我擅長訂出一些可行的計劃。

B.我擅長促成別人同意一些計劃，並衷力合作。

12.

A.我會突然嘗試做某些事，看看會有什麼事情發

生。

B.我嘗試做任何事前，都想事先知道可能有什麼事

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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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我經常邊說話，邊思考。

B.我在說話前，通常會思考要說的話。

14.

A.四周的實際環境對我很重要，而且會影響我的感

受。

B.如果我喜歡所做的事情，氣氛對我而言並不是那

麼重要。

15.

A.我喜歡分析，心思縝密。

B.我對人感興趣，關心他們所發生的事。

16.

A.即使已出計劃，我也喜歡探討其他新的方案。

B.一旦定出計劃，我便希望能依計行事。

17.

A.認識我的人，一般都知道什麼對我來說是重要

的。

B.除了我感覺親近的人，我不會對人說出什麼對我

來說是重要的。

18.

A.如果我喜歡某種活動，我會經常進行這種活動。

B.我一旦熟悉某種活動後，便希望轉而嘗試其它新

的活動。

19.

A.當我作決定的時候，我更多地考慮正反兩面的觀

點，並且會推理與質證。

B.當我作決定的時候，我會更多地了解其他人的想

法，並希望能夠達成共識。

20.

A.當我專注做某件事情時，需要不時停下來休息。

B.當我專注做某件事情時，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擾。

21.

A.我獨處太久，便會感到不安。

B.若沒有足夠的自處時間，我便會感到煩躁不安。

22.

A.我對一些沒有實際用途的意義不感興趣。

B.我喜歡意義本身，並享受想像意義的過程。

23.

A.當進行談判時，我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技巧。

B.當進行談判時，我會拉攏其他人至同一陣線。

當你放假時，你多數會：

24.

A.隨遇而安，做當時想做的事。

B.為想做的事情訂出時間表。

25.

A.花多些時間與別人共度。

B.花多些時間自己閱讀、散步或者發白日夢。

26.

A.返回你喜歡的地方度假。

B.選擇前往一些你從未到達的地方。

27.

A.帶着一些與工作或學校有關的事情。

B.處理一些對你重要的人際關係。

28.

A.忘記平時發生的事情，專心享樂。

B.想着假期過後要準備的事情。

29.

A.參觀著名景點。

B.花時間逛博物館和一些較為幽靜的地方。

30.

A.在喜歡的餐廳用膳。

B.嘗試新的菜式。

文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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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哪個說法最能貼切形容你對自己的看法？

31.

A.別人認為我會公正處事，並且尊重他人。

B.別人相信在他們有需要時，我會在他們身邊。

32.

A.隨機應變。

B.按照計劃行事。

33.

A.坦率。

B.深沉。

34.

A.留意事實。

B.注重事實。

35.

A.知識廣博。

B.善解人意。

36.

A.容易適應轉變。

B.處事井井有條。

37.

A.爽朗。

B.沉穩。

38.

A.實事求是。

B.富想像力。

39.

A.喜歡詢問實情。

B.喜歡探索感受。

40.

A.不斷接受新意見。

B.着眼達成目標。

41.

A.率直。

B.內斂。

42.

A.實事求是。

B.具遠大目光。

43.

A.公正。

B.寬容。

你會傾向：

44.

A.暫時放下不愉快的事情，直至有心情時才處理。

B.及時處理不愉快的事情，務求把它們拋諸腦後。

45.

A.自己的工作被欣賞，即使你自己並不滿意。

B.創造一些有長遠價值的東西，但不一定需在別人

知道是你做的。

46.

A.在自己有興趣的範疇，積累豐富的經驗。

B.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經驗。

你會傾向：

47.

A.感情用事的人較容易犯錯。

B.邏輯思維會令人自以為是，因而容易犯錯。

48.

A.猶豫不決必失敗。

B.三思而後行。

文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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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 B A B A 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Sum Sum Sum Sum

E I S N T F J P

總得分 總得分

E: I:

S: N:

T: F:

J: P:

以上八個偏好兩兩成對，也就是說，E & I、S & N、T & F、J 

& P各自是一對組合。在每一對組合中，比較該組合中的偏好的得分

孰高孰低，高的那個就是您的優勢類型。如果同分的話，選擇後面

的那一組，即I、N、F、P。對四對組合都作一比較後，您會得到一

個由4個字母組成的優勢類型，如ENFP、ISTJ等等，把它寫出下面的

橫線上。

你的組合：___________

分析組合結果：

ESTJ 大男人型
無明顯職業領域特徵。ESTJ型的你講求實際，注重

現實，注重事實。果斷，很快作出實際可行的決

定。善於將項目和人組織起來將事情完成，並盡可

能以最有效率的方法達到目的。

ESTP 挑戰型
適合貿易、商業、某些特殊領域、服務業、金融證

券業、娛樂、體育、藝術領域。ESTP型的你靈活、

忍耐力強，實際，注重結果。注重當前，享受和他

人在一起的時刻。

ESFJ 主人型
無明顯職業領域特徵。ESFJ型的你有愛心、有責任

心、合作。希望周邊的環境溫馨而和諧，並為此果

斷地營造這樣的環境。喜歡和他人一起精確並及時

地完成任務。希望自己和自己的所為能受到他人的

認可和賞識。 

ESFP 表演型
消費類商業、服務業、廣告業、娛樂業、旅遊業、

社區服務等領域。ESFP型的你外向，友善，包容。

熱愛生活、人類和物質上的享受。喜歡與別人共

事。富靈活性、即興性，易接受新朋友和適應新環

境。

ENTJ 將軍型
工商業、政界、金融和投資領域、管理咨詢、培

文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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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專業性領域。ENTJ 型的你坦誠、果斷，有天生

的領導能力。通常見多識廣，博覽群書，喜歡拓廣

自己的知識面，並將此分享給他人。善於做長期的

計劃和目標的設定。

ENTP 發明家
投資顧問、項目策劃、投資銀行、自我創業、市場

營銷、創造性領域、公共關系、政治等領域。ENTP 

型的你反應快、叡智，有激勵別人的能力，警覺性

強、直言不諱。善於找出理論上的可能性、善於理

解別人。不喜歡例行公事。

ENFJ 教育家
培訓、諮詢、教育、新聞傳播、公共關係、文化藝

術等領域。ENFJ型的你溫情，有同情心，反應敏

捷，有責任感、忠誠、友善、好社交。非常關注別

人的情緒、需要和動機。善於發現他人的潛能，並

希望能幫助他們實現。

ENFP 記者型
無明顯職業領域特徵。ENFP型的你熱情洋溢、富有

想象力。認為生活是充滿很多可能性。能很快地將

事情和信息聯系起來，然後很自信地根據自己的判

斷解決問題。很需要別人的肯定。靈活，有很強的

即興發揮能力，言語流暢。

ISTJ 公務型
工商業領域、政府機構、金融銀行業、政府機構、

技術領域、醫務領域。ISTJ型的你沉靜，認真、忠

誠；貫徹始終、得人信賴而取得成功。講求實際，

注重事實和有責任感。不會因外界事物而分散精

神。以做事有次序、有條理為樂。

ISTP 冒險家
技術領域、證券、金融業、貿易、商業領域、戶

外、運動、藝術等領域。ISTP型的你容忍，有彈

性。坦率、誠實、講求實效；是冷靜的觀察者。當

有問題出現，會迅速行動，找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ISFJ 照顧型
醫護領域、消費類商業、服務業等領域。ISFJ型的

你沉靜，友善，有責任感和謹慎。能堅定不移地承

擔責任。做事貫徹始終、不辭勞苦和準確無誤。忠

誠，替人著想，細心；關心別人的感受。努力創造

一個有秩序、和諧的工作和家居 環境。

ISFP 藝術家
手工藝、藝術領域、醫護領域、商業、服務業等領

域。ISFP型的你沉靜，友善，敏感和仁慈。欣賞目

前和他們週遭所發生的事情。喜歡有自己的空間。

忠於所重視的人、自己的價值觀。不喜歡爭論和衝

突，不會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或價值觀。

INTJ 專家型
科研、科技應用、技術咨詢、管理咨詢、金融、投

資領域、創造性領域行業。INTJ型的你多疑、獨

立，是完美主義者，對於自己和他人能力和表現的

要求都非常高。能很快洞察到外界事物間的規律並

形成長期的遠景計劃。

INTP 學者型
計算機技術、理論研究、學術領域、專業領域、創

造性領域等。INTP型的你沉靜，滿足，有彈性，有

懷疑精神，適應力強。對任何感興趣的事物，都

要探索一個合理的解釋。喜歡理念思維多於社交活

動。喜歡批判，常常善於分析。

INFJ 作家型
咨詢、教育、科研、文化、藝術、設計等領

域。INFJ型的你尋求思想、關系、物質等之間的意

義和聯繫。希望了解什麼能夠激勵人，對人有很強

的洞察力。有責任心，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對於怎

樣更好的服務大眾有清晰的遠景。

INFP 哲學家
創作性、藝術類、教育研究、諮詢類等領域。INFP

型的你是理想主義者，忠於自己的價值觀及自己所

重視的人。你有好奇心，外在的生活與內在的價值

觀配合，很快看到事情的可能與否，能夠加速對理

念的實踐。適應力強，有彈性。

最後，這個測試只是為了讓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性格

以及其相應適合之工種，並非一定要選擇投身該類

工種。其實只要敬業樂業，全心投入工作，就可以

平步青雲。

文字遊戲



送    咖啡現金券！

★於2017年12月31日前將答案連同姓名、聯絡電話及電郵地址，電郵至本會

info@hkccda.org，就有機會獲得咖啡現金券乙張，名額5個，先到先得！★

盂蘭節除了是一個節日，也是一種文化。體驗文化可以百無禁忌，現在就考考大家有
關盂蘭節的廣東話歇後語：

1.閻王殿大罷工
A.冇王管　　B. 得鬼閒　　C. 死極都死唔去　　D. 冇鬼用

2.牛頭馬面咬耳仔
A.鬼唔知　　B. 牛頭唔搭馬嘴　　C. 鬼聲鬼氣　　D. 痛死鬼

3.紙扎下巴
A.口輕輕　　B. 頂住先　　C. 唔夠牙力　　D. 一燒就冇

4.閻羅王探病
A.有冇咁好死　　B. 問你死未　　C. 病鬼死　　D. 醫死人

5.黑白無常敘交情
A.鬼話連篇　　B. 唔分是非黑白　　C. 有鬼感情　　D. 好鬼多嘢講

《文路》廣告價目表

2523 0800查    詢

位  置 價  錢

封  二  $15,000

封  三 $10,000

封  底 $20,000

內  頁 $4,000（全頁）或$2,500（橫／直半頁）

尺  寸

全  版 260mm (H) × 185mm (W)

橫半版 120mm (H) × 175mm (W)

直半版 240mm (H) × 87mm (W)

顏    色 彩  色

檔案格式 pdf/jpeg/tiff（解像度達稿件大小300dpi）

稿件限期 出版日前二十天

一般須知

2523 0220 info@hkcc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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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節目《小嘴巴大世界》回顧
由本會與新城知訊台聯合製作的青年節目《小嘴巴大世界》，於2016年10月11日起，逢星期二下午4時

至5時在新城知訊台播出。資深電台主持人葉泳詩及化身助理主持（小嘴巴）的學生和青年會與不同專家、

學者暢談歷史、文化、藝術等話題，全方位挖掘各地的豐富文化資源，向大眾分享更多有趣故事！

2017年9月5日——中國古代的體育運動（捶丸和擊鞠）
嘉賓：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一級講師范永聰博士

小嘴巴：曾朗晴、文守正、譚梓泓、黃信樂

「 你 知 道 中 國

古代有甚麼體育活動

嗎？」除了蹴鞠外，

捶丸和擊鞠也是中國

歷史上著名的項目，

分別演變成現今的高

爾夫球和馬球。范永

聰博士會和幾位小嘴

巴談及這兩項運動的

玩法、規則與故事

等，並講述中西文化

交流如何影響體育項

目發展。

文聯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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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2日——香港的紮作藝術：客家麒麟
嘉賓：香港本地紮作業工會主席冒卓祺師傅

小嘴巴：胡倩寧、李詠彤、余泳詩、衛明蓁

社會近年多了關注本地紮作藝術如客

家麒麟的聲音，並成為了「非物質文化遺

產」之其中一項項目，希望能把這逐漸式微

的技藝得以傳承下去。冒卓祺師傅會和大家

分享往日的輝煌情況、個人經驗趣談，並探

討現時面臨的危機與改善方案。

2017年9月26日、10月3日——百年唐樓
嘉賓：李浩賢博士

小嘴巴：李佩恩、藍家達

唐樓的出現回應了怎樣的香港社會？

同時，我們的生活又塑造了怎樣的唐樓？面

對著急速的社會發展，歷史悠久的唐樓何去

何從呢？這兩集節目會一一解答！

節目內容分為兩部分：（一）從四代

唐樓的發展、以人為本的建築特色、居民的

生活了解香港的歷史，討論唐樓的保育價

值；（二）以個案分析，探討現時的保育方

法能否達至預期效果，以及社會應如何平衡

保育和發展。

2017年9月19日——詠春的傳承
嘉賓：何建洛師傅、洪鴻佳師兄

小嘴巴：焦楚慧、梁凱傑

「我要打十個！」這句電影對白為人

熟悉，戲中的人物故事、詠春拳法教人看得

如癡如醉，然而電影有一定虛構成分，那麼

真實的情況是怎樣呢？今集請來葉問徒弟何

建洛師傅及徒孫洪鴻佳細說一代宗師真實一

面、詠春理論、學武經驗等，帶出用心領悟

詠春的精神，才有利傳承。

文聯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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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0日、10月17日——古今女性的社會地位
嘉賓：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彭淑敏博士

小嘴巴：許耀宗、羅桂芳

在古代父系社會中，中國女

性的使命是為夫家生兒育女，在

家中相夫教子，恪守三從四德的

倫理觀念。一方面，生活風俗上

出現了強迫婦女守節及纏足等惡

習。另一方面，傳統教育培養婦

女成為男權社會中的附屬品。但

時至今天，女性在政治、社會、

經濟三個領域中的角色都有了翻

天覆地的轉變。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

授彭淑敏博士及學生主持將從歷

史上的中國傳統女性出發，找出

讓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的內、外因素，分辨古今女性的不同。

2017年10月24日、10月31日——走進神秘國度，認識北
韓的民間日常
嘉賓：GLO Travel創辦人陳成軍（Rubio）

小嘴巴：藍家達、梁凱傑

北韓（北朝鮮）向來是一個

外人難以深入的神秘國度，一般

人對她的認識常來自於媒體的新

聞報道。本集嘉賓GLO Travel創

辦人Rubio前往當地旅遊數十次，

從他口中可發現北韓不但充滿人

情味，而且平壤的日常生活也較

外界形容的更為開放。想認識北

韓鮮為人知的一面，請鎖定24/10

及31/10播出的「世界隨意門——

小嘴巴大世界」。

節目重溫：
可於本會網站http://www.hkccda.org/radio/或新城知訊台網站重溫。

文聯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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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月10日的「教師節」是一個感謝老師教導的節日，老師緊守崗位，默默耕耘，

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學生。「教師節」是社會對「尊師重道」精神的肯定和支持，並讓這種

精神能夠薪火相傳，發揚光大。

本會特意舉辦了《香港教師節主題曲歌詞創作比賽》，歌頌教師的無私付出，有教無

類。與此同時，參加者還分享了他們與老師的故事。

文聯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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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組

李嘉琳先生：

「我們都受恩師教誨，漸漸成⋯社會棟樑，不

但明白恩師的胸懷和意志，並且也同時肩負著傳承

文明與理想的責任。文化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傳下

來。」

參賽作品歌詞節錄：

「原來我也像你一樣／心中有熾亮光芒／似明

燈般照耀海徬／點綴了燦爛灣港／青春裡的一雙翅

膀／乘著愛與夢的重量／每片羽毛載滿希望／飄於

風中化作力量／星火在宇宙中遠航／尋覓未知的遠

方」

林振豪先生：

「離開小學及中學已經有廿多個寒暑，最近在

臉書上看到老師的近照，驚覺他們已經老了。自己

在中小學時因為性格內向，雖然十分感激各位老師

的教導，但到離開校園的一刻，沒有對老師們勇於

表達自己的感受。」

參賽作品歌詞節錄：

「今天離開這遍地／點點滴滴會緊記／教我

知識真善美／無言感激每個你／春風化雨遍大地／

作育英材授千里／不求回報只因愛／無私奉獻授下

代」

老  師  組

蔡懿端老師：

「為師者在講人權的時代，家長合作不復往，

面對的學生也甚棘手，但本著師道，仍需堅持變

通，有教無類，完成該負的重任。」

參賽作品歌詞節錄：

「忠言逆耳置腦後／苦口婆心付東流／笑淚齊

譜別離調／師生情載萬年青／德智體群美具備／學

有所成侍人倫」

楊志華老師：

「哪類學生才是老師的寶貝孩子？靚樣？成績

如欲瀏覽更多作品，密切留意本會網站hkccda.org！

文聯絮語

好？善談？不一定。其實，老師只希望寶貝學生多

學知識，成長後能養活自己，貢獻社會，便心滿意

足了。」

參賽作品歌詞節錄：

「是老師心中寶貝孩子／能愉快笑對每段歷

史／盡力做好／不要放棄／明日變幻誰知曉／是老

師心中寶貝孩子／曾犯錯會改過重試／未夠最好／

再做更好／今天成就因我肯試」

學  生  組

陳奕翰同學：

「我們身為學生，每天可能營營役役，就會開

始埋怨，很多時間都會埋怨老師。但請我們細想，

老師每天辛勞工作，除了堂上的教學，他們還要備

課、改卷、開會等，很多時間要到半夜三更才有

空。如果老師們也沒有埋怨，那我們憑甚麼埋怨？

當我們在怨功課量的時候，我們也要想，我們是只

做自己的功課，但老師卻要幫全班同學批改功課，

這工作量難道不比學生大嗎？」

參賽作品歌詞節錄：

「多少次／將我從懸崖邊勒止／謁我能繼續編

寫故事／縱然不像史詩／仍有頃刻絢爛日子／不堪

我／不肯從冥頑中靜止／但您仍試著潑去我漣漪／

不止一次／都有您的莞爾」

李皓朗同學：

「歌詞三節以對話表達出我和良師關係的三個

階段。首先是不明白良師的高 要求。然後是發現良

師的願景和教育熱情。最後，有天我長大了，良師

不能長伴了，他們成為了益友。他們鼓勵了我，陪

伴我找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我也渴望以我的生命，

燃亮生命。諸位良師，未必所有學生都能明瞭你們

的的理想熱情。然而你們生命是多有意義！實在春

風化雨、不枉此生了！」

參賽作品歌詞節錄：

「記憶之中／有位良師／言教身教／關愛時

時／學養品德／相授無私／燃亮生命／未怕犧牲／

有教無類／熱忱日增／春風化雨／不枉此生」

歌詞創作故事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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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聯會青年文化大使中心活動

社會發展急速，大眾往往忽

視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所以本

中心舉辦生態遊，讓大家認識螢

火蟲及其他夜間動物的習性，以

及多關注環保，締造健康的大自

然生態。

7月夜探大埔滘
螢火蟲生態遊

活動預告：

11月 深圳高科技發展考察團 ｜12月 文青講堂（暫定）｜3月 「『一帶一

路』海上絲路大馬行」交流團

本中心除了安排參觀立法會外，還邀請了

謝偉俊議員與參加者近距離接觸，交流對現今

社會的看法！

9月參觀立法會

文聯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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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嘗皮革製作樂趣！大家不僅製造了獨一無二的

卡片套，還學會了當中的竅門與知識！相信大家日後都

能製作更型格的皮革品！

參與文聯會八周年活動！位於大埔的慈山

寺背山望海，環境安寧。大家放鬆心情，漫遊慈

山，認識它的由來、建築方法及日常運作，欣賞

一磚一瓦、一草一木的美。

10月皮革班

9月參學慈山寺

文聯絮語



P54 新書推介

香港政策研究所創辦人及主席葉國華於

2011年出版了《中國之路1842-2049 歷史並沒

有終結》一書。時隔六年，在全球變局下，雖然

內部同外部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諸多變化，中國

的發展卻越來越好，越來越受到舉世關注。葉教

授認為，一定是中國「做對了甚麼」，才會變得

越來越強大。鑒於此，他以其對中國之路更加深

刻、成熟的認識及思考，重新梳理書的框架，作

出相應的調整與修訂，並增補部份新內容。重新

整合後的本書《中國之路 我們做對了甚麼？》

，觀點更加明晰，內容更加充實，啟發讀者認識

中華文明復興對世界的重大意義。

為讓讀者了解更多《中國之路 我們做

對了甚麼？》，本社現提供訂購優惠，每

本以HK$86 (原價HK$108)發售，歡迎訂購。

如欲試讀本書內容，請即登入 http://www.

llce.com.hk，或致電39239711查詢更多資

料。

《中國之路  我們做對了甚麼？》

訂購表格

書名  定價 折扣 優惠價 訂購冊數 總額

《中國之路 我們做對了甚麼？》   HK$108 8 折 HK$86

機構名稱                                                                                                                                                  

姓名        職位                                                                                  

電話     電子郵箱 

地址

付款方式：

1) 銀行轉賬：請將款項存入活學文教有限公司賬戶，賬戶號碼(恒生銀行)242-178093-001，然後將付款通知書和

   訂購表格傳真至2635 1607；或 

2)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活學文教有限公司」。請將支票及訂購表格郵寄至九龍新蒲崗大有街1號勤達中心16  

   樓活學文教有限公司陳敏小姐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