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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五月        第二十二期

    「當然不驗了，那麼麻煩，更何況我根本沒有做過！」一個中學生發表他的意見。「既然是這樣，那麼去

驗一下也無妨，還是你怕被人發現？」另一個中學生問。你猜他們在討論什麼？沒錯，就是與我們都有關的

「校園驗毒計劃」。在不久之前，這個話題已經成為城中熱話，在新聞和報章上不斷出現，不知大家又有沒有

留意呢？對「校園驗毒」又知多少呢？不如就一於讓我簡介一下吧！

    政府現在正在和大埔區的23間公營中學合作推行「大埔區

校園驗毒計劃」，而此計劃的目的和意義：

      (a) 預防毒品在校園蔓延。

      (b) 為希望走出毒海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另外，此計劃：

      (a) 自願參與。

      (b) 個人資料絕對保密。

    如在計劃中發現學生有吸毒的情況：

      (a) 不會被控吸毒。

      (b) 不會被開除學籍。

校園驗毒計劃簡介

絕大部份的同學都有留意這件事，可能因為這件事

和同學有關，關乎到自己，又或者同學們的時事觸

角十分敏銳，所以大部份同學都關心這件事。

政府計劃校園驗毒，
你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有

87%

沒有

13%

有

沒有

校園驗毒計劃

    相信大家看完簡介之後，都已經有了初步

的了解了，不過，這樣好像還不能滿足我們的

好奇心，倒不如我們去問問同學的意見如何

吧！為了能讓大家了解一下同學們的看法，我

們在先前向部份的初中同學進行了問卷調查，

讓我們一起看看結果如何吧！

問卷調查對象：中一及中二的同學

發出的問卷數目：200份

收回的問卷數目：192份

「該驗？不該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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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大部份的同學都贊成這個計劃，可能同學們都希

望能透過這個計劃減輕青少年吸毒的情況，以改善

社會學習風氣，或者我校同學們都沒有這個出現吸

毒的情況，因此同學們並不介意校園驗毒，而不贊

成計劃的同學可能因為怕會受到一些不良的影響。

你認為是否應該把在學校證實

吸毒的學生交給警方處理？

應該

54%

不應該

46%
應該

不應該

你贊不贊成此計劃？

贊成

61%

不贊成

39% 贊成

不贊成

你認為此計劃可不可行？

可行

51%

不可行

49%

可行

不可行

你認為此計劃對學生有什麼影響？

離間師生

感情

13%

揭露學生

私隱

29%
學生被標籤

38%

影響校風

18%

沒有影響

2%

離間師生感情

揭露學生私隱

學生被標籤

影響校風

沒有影響

認為此計劃可行和認為此計劃不可行的同學人數差

不多，可能因為此計劃存在的問題不少，可不可行

比較具爭議性。

最多同學認為學生被標籤是這個計劃對學生的最大影響，而其次

就是揭露學生私隱，看來同學們都比較擔心私隱問題，或者這會

引致其他問題，反而關於校風問題不是最大影響，不過整體而言

都是一些較負面的影響。

認為應把在校證實吸毒的學生交給警方處理的同學

較多，但持相反立場的同學亦不少，雙方的同學人

數差不多，可能因為這個問題比較具爭議性，或者

應與否需要看當時的情況，所以比較難做決定。

    大家覺得同學們的意見怎樣？

相信大家現在都已經多多少少都能

了解「校園驗毒計劃」了，對這個

計劃都有一定的看法，但不知道老

師的看法又如何呢？不如現在就去

訪問一下他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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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Raymond  Sir您好！我們想訪問你對「校園驗毒計劃」

的看法，請問你可不可以接受我們的訪問呢？

A：  無問題！儘管問吧！

Q：  請問您有沒有留意「校園驗毒計劃」的進展和內容？

A：  有，我知道現在政府在這個計劃實施期間，先在大埔區進

行，因為那些地區吸食毒品的同學人數不少，而大埔區中

學的校長一般都贊同，所以這計劃現階段只是一個開始。

Q：  那您贊不贊成這個計劃？

A：  我覺得如果有些學校有同學吸食毒品的話，那就當然有驗毒的需要，但是如果有些學校沒有這種情況出現

的話，就沒有這個需要，因為這個計劃會花費很多人力物力，亦會侵犯到同學的私隱，所以就應該按情況

去決定一間學校有沒有需要去進行這個校園驗毒計劃。

Q：  您認為這個計劃可不可行？

A：  我同意要驗毒，亦同意自願性驗毒其目的是想保障同學的私隱和尊重同學的意願，但對於自願性驗毒的效

能仍然有保留，保障他們的私隱和尊重他們的意願是重要的，但自願性質的驗毒方法，究竟能否幫助正在

吸毒的學生呢？這點我仍有所保留。

Q：  您認為這個計劃對學生有什麼影響？

A：  影響有好的，也有壞的。對於一些剛剛開始食毒品、想改過的同學幫助較大，因為如果及早發現他們是有

吸毒的情況出現，毒癮不深，戒除的機會較大，是個良好的影響；相反對於一些自己在吸食毒品、不想被

發現，而家長又不理自己子女的，他們自然就會不參與驗毒計劃，所以對他們來說這個驗毒計劃是沒有意

思的。

Q：  有人認為這個計劃或者效用不大，但可以提醒社會，現今香港青少年吸毒問題的嚴重性，您認不認同？

A：  我認為不是驗毒計劃讓大眾知道青少年吸毒的實況，其實我們只要去訪問一下社工已經可以知道，他們接

觸不少吸毒的青年人，知道那個情況，例如一些青少年從小學生的時候已經開始吸毒，所以不需要從驗毒

計劃取得數據，加上數據又是否可信？或具代表性呢？這是一個疑問。

Q：  在這個計劃的實行期間，一直有個具爭議性的話題，就是應不應該把學校證實吸毒的學生交給警方處理，

您的看法如何？

A：  我認為要視乎情況，我們不可以在同學未驗毒之前就告訴他會不會把他交給警方處理，如果那位同學是自己

單獨吸毒的話，站在教育的角度，我們暫時不交給警方，會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並進行一些輔導的跟進

工作。但如果那位同學不單自己吸毒，還會轉售毒品給別的同學的話，校方為了其他同學著想，我認為是有

必要把他的情況告訴警方。

Q：  您對此計劃還有沒有其他看法或者意見？

A：  我認為這個計劃還在試驗階段，而事實上這個問題的確十分嚴重，所以我們都應該繼續留意事情的進展及

支持，不要立刻就作出負面的批評，但可以盡量表達意見，讓政府知道市民的意見和看法。

Q：  多謝你今次接受我們的訪問，幫助我們了解得更多。

首先，讓我們去訪問一下Raymond Sir吧！

陳偉文副校長接受顯理通訊學員訪問。

陳偉文副校長與顯理通訊學員合照。 陳偉文副校長 3



Q：  梁主任你好！我們想訪問你對「校園驗毒計劃」的看

法，請問你可不可以接受我們的訪問呢？

A：  當然可以！可以幫忙的話我絕對會幫忙！

Q：  那不如我們開始訪問吧！首先請問您有沒有留意「校園

驗毒計劃」的進展和內容呢？

A：  有，我每一天看到一些有關校園驗毒計劃的報導，我都

會特別留意，看看計劃進行的進展如何。

Q：  那您贊不贊成這個計劃？ 

A：  我個人來說是贊成這個校驗毒計劃的，但是因為這個校

園驗毒計劃推行仍在試行階段，有很多的程序仍未成熟，社會需要達成共識才行，因此我贊成之餘亦希

望改善推行的方法。

Q：  您認為這計劃可不可行？

A：  校園驗毒計劃是出於一個自願性質的，即是由學生和家長去決定是否去接受驗毒，我認為這樣就不能真

正做到效果出來，反而強制性的驗毒會收到更大的成效，而且計劃不應該單單在一個區域內實施，應該

是全港性、整體性實施。

Q：  有人認為這個計劃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或者會造成一些問題，例如可能會影響校風或者涉及學生私隱

問題，您的看法如何？

A：  校風的問題故然重要，學生的私隱問題亦重要，但是我們要平衡究竟是對整體青少年的發展和成長那一

樣比較有利，我覺得我們應該著重他們身心的健康和生理的健康大過其他，因為他們是將來社會的棟

樑，我希望將來的社會能夠培育一群身心方面都能健康成長的青年，我認為他們健康的發展比較重要。

Q：  在這個計劃的實行期間，一直有個具爭議性的話題，就是應不應該把學校證實吸毒的學生交給警方處

理，您的看法如何？

A：  我自己認為要看看你從那個角度去看，假設

是一個吸毒的學生，又被證實犯了罪，那當

然要交給警方處理，但從一個教育學生的角

度出發的話，我希望能夠給他知道問題的嚴

重性，可以給他一個機會去改過，不讓警方

去介入，有時真的很矛盾啊！

Q：  您對此計劃還有沒有其他看法或者意見？

A：  沒有了，你的問題問得很好。

Q：  多謝您今次接受我們的訪問和讚賞，幫助我

們了解更多。

A：  不用客氣！

    看完以上那麼多同學和老師對「校園驗毒計劃」的

看法，你又怎樣看這件事呢？相信已經心裏有數，其實

計劃還在試行的階段，還未推行得完全成熟，還需要作

很多的改善，所以我們應該多些發表意見，少些作負面

的批評，支持這個計劃，希望能改善社會風氣！

一個老師的看法好像還不能滿足我們，接下來，我們一於訪問一下梁主任吧！

總結：

梁彩雲訓導主任接受顯理通訊學員訪問。

梁彩雲訓導主任與顯理通訊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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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學習經歷」是新高中課程內的重要組成部份，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

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術發展和體育發展。為促進學生的全人及均衡發展，學校可建基

於本身的優勢，在課時內外，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其他學習經歷」機會。

    今日藉訪問老師和中四同學的問卷調查，去深入理解同學和老師的意見和看法，令低年

級的同學可以知道「其他學習經歷」的重要性和「其他學習經歷」對他們的幫助。

不清楚
34%

不清楚

清楚
66%

清楚

頗不重要
16%

不重要
16%

重要
12%

重要

頗重要
56%

頗重要

頗不重要

不重要

分析： 在被訪的124名中四學生中，

有66%的學生是清楚何為

「其他學習經歷」，有34%

的學生是不清楚何為「其他

學習經歷」。

分析： 在被訪的124名的中四學生

中，有12%的學生認為「其

他學習經歷」是重要的。有

56%的學生認為「其他學習

經歷」是頗重要，各有16%

的學生認為「其他學習經

歷」是頗不重要及不重要。

你是否清楚何為「其他學習經歷」？

你覺得「其他學習經歷」是否重要？

「其他學習經歷」

智

問卷調查對象：中四級同學

發出的問卷數目：150份

收回的問卷調查數目：124份

以下是問卷調查的結果：

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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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36%

知道
64%

知道

不知道

不會
53%

會
47%

會

不會

不會
63%

會
37%

會

不會

分析： 在被訪的124名中四學生

中，有64%的學生知道「其

他學習經歷」能幫助他們上

大學，有36%的學生是不知

道「其他學習經歷」能幫助

他們上大學。

分析： 在被訪的124名中四學生

中，有53%的學生表示「其

他學習經歷」不會推動他們

參與社會服務，有47%的學

生表示「其他學習經歷」會

推動他們參與社會服務。

分析： 在被訪的124名中四學生

中，有63%的學生表示「其

他學習經歷」不會對他們的

學習上有幫助，有37%的學

生表示「其他學習經歷」會

對他們的學習上有幫助。

推論：

    根據資料分析，大部分同學都了解何為「其他學習」經歷，同時亦都認為其他學習經歷

是頗重要的。雖然大部分學生都知道其他學習經歷對升大學有幫助，但是超過一半學生不贊

成有這項活動。

你是否知道「其他學習經歷」能幫助上大學？

「其他學習經歷」會否推動你參與社會服務？

「其他學習經歷」會否對你學習上有幫助？

不贊成
52%

贊成
48%

贊成

不贊成

分析： 在被訪的12 4名中四學生

中，有52%的學生是贊成有

「其他學習經歷」，有48%

的學生是不贊成有「其他學

習經歷」。

你是否贊成有「其他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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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您覺得「其他學習經歷」是否重要？

答：重要，學生只是集中於學習書本上的知識，生活的體驗可

以令他們學到學習經歷上學不到的其他知識。「其他學習經

歷」主張需要多吸收經驗，多出外考察，以增廣見聞。

2.  問：您是否贊成有「其他學習經歷」？

答：贊成，可以幫助同學增闊眼界，開闊視野，有一個課程去提

供給他們去實踐，這是很理想的計劃。

3.  問：您覺得「其他學習經歷」是否對學生有幫助？

  答：是。

4.  問：您對「其他學習經歷」有沒有其他的意見呢？

答：需要多鼓勵學生參加活動，另外需要令學生明白「其他學習

經歷」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和可幫助他們長大後更能融入社

會工作。

1.  問：您覺得「其他學習經歷」是否重要？

答：我認為重要，因為可令學生了解到社會的情況及可以令學生多

參加社會活動，例如義工探訪，從而增加學生各方面的能力。

2.  問：您是否贊成有「其他學習經歷」？

答：贊成，因為可以令學生擴闊眼界。

3.  問：您覺得「其他學習經歷」是否對學生有幫助？

答：重要，因為學生參加「其他學習經歷」令學生接觸不同的新

事物。

4.  問：您對「其他學習經歷」有沒有其他的意見呢？

答：我認為學生要懂得控制時間，分配時間去溫書之後才去參加

課後活動，參加課後活動可以提升學習動機及與趣，例如藝

術的發展、攝影、跳舞等。

1.  問：您覺得「其他學習經歷」是否重要？

答：重要，舊學制是偏重於書本上的知識，例如中文科。現在的

學制是要同學接觸不同層面的知識，擴闊他們的視野，例如賣

旗、參觀或做一些義務工作等。

2.  問：您是否贊成有「其他學習經歷」？

答：贊成。可以讓學生學到書本以外的知識。

3.  問：您覺得「其他學習經歷」是否對學生有幫助？

答：是的。這能讓學生有全面的發展。

4.  問：您對「其他學習經歷」有其他的看法嗎？

答：「其他學習經歷」對同學在中學階段，可以讓他們接觸不同

方面的活動，可以就着自己的興趣去進修或鑽研，無論對將

來就業升學都很有幫助。

陳貴興老師

林旋芬老師

羅靜儀老師

受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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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您覺得「其他學習經

      歷」是否重要？

答：重要，我認為現時的

年輕人應該除了重視

在讀書外，在「其

他學習經歷」都很

重要，因為學習

其他技能對學生

本身的全人發展

很重要，讀書只

是學習的其中一部

份，還需要到社會學

習才能學到更多。

2.  問：您是否贊成有「其他學習

      經歷」？

答：贊成，若果「其他學習經歷」不計分的話，學生去服務的動機是會

較弱，所以我贊成在學校內或在學科上需要計算時數，作正面鼓勵學

生去服務，但時數不能太多，因為會令學生有一種壓迫感，當然希望

這些項目是學生自發完成的。

3.  問：您覺得「其他學習經歷」是否對學生有幫助？

答：若果學生能好好分配時間的話，對學生是有幫助的，因為將來到社

會工作時需要見識到很多人和接觸更多事物、說話技巧、態度及責任

感，這些不能在書本上學習到。在「其他學習經歷」中希望同學可以

先學習到其他技能，到大學讀書或到社會工作時更順利。但若果時間

分配得不好的話，而影響到學業，那就不好了。

4.  問：您對「其他學習經歷」有沒有別的意見呢？

答：「其他學習經歷」可以鼓勵同學多參與，因為這個計劃需要學生學

習其他知識、需要他們服務和接觸不同的人和事，這樣會令同學對參

加課外活動的積極性提高。現在的「334學制」，重視學生的全面發

展，所以大學的收生要求中也會要求這方面的表現。

申錦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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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您覺得「其他學習經歷」是否重要？

答：是重要的，學生在上課之餘需要學習其他技能，例如：音樂方面、體

育方面及藝術方面，因為到社會工作時不能只靠學歷成績，還需要其

他技能才可以在這個社會立足。

2.  問：您是否贊成有「其他學習經歷」？

答：贊成，因為學生會有全面的發展。

3.  問：您認為「其他學習經歷」是否對學生有幫助？

答：當然有幫助，因為如果學生本身的成績不太好，不能靠正式的途徑

進入大學，但是他們如果有一技之長，就可以進入某些專業的學院，

例如音樂方面有天份的就可以修讀音樂系或選擇進入演藝學院。還有

體育方面較出色的也可以幫助他們入大學修讀體育系。以我們的校友

葉東海為例，他的學業成績不是很好，但由於他在體育科方面非常出

色，結果被大學的體育系取錄。總結，有了「其他學習經歷」可令學

生有多元化的發展。

4.  問：您對「其他學習經歷」有沒有其他的意見呢？

答：我認為有必要實行「其他學習經歷」。如果沒有的話，學生在下課後

只會回家溫書學習，不能從參加課後活動而獲取寶貴的經驗，從而豐

富自己的人生。

陳錫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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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老師專訪

1 問：梁老師，其實通識科目是學些甚麼的？

答：基本上新高中通識科的內容都很廣闊，大約是分為三個範疇：第一範

疇是人際關係與個人成長，主要是同學的個人成長和人際關係；

第二個範疇是社會與文化，而社會與文化又分開做三個單元，分別

是第一個單元的今日香港、第二個單元的現代中國、第三個單元的全

球化；第三個範疇是與地理和理科的關係比較多，這範疇是分為兩

個單元：一個單元是公共衛生，另一個單元是科學科技與環境。

2 問：對學生有何要求呢？

答：原則是希望同學可以在不同的層面包括由個人去到香

港、中國，而去到全世界，對不同的範疇的知識都能夠

有所了解，也能夠可以融會貫通，靈活運用。這是關於

課程部份的內容，它也有另一部份，同學需要在新高中

的三年內完成個人的專題報告，我們叫作獨立專題報告

探究，會佔學生的公開試等第兩成的分數，而筆試佔八

成的分數。

人際關係與個人成長

通識

梁國雄老師與顯理通訊學員合照。

梁國雄老師社會
與文化

「通識」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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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問：第四方面呢？

答：第四個方面就是要強化語文能力、表達的

能力。通識科考試其實就是寫一篇文章，

同學需要一支健筆，不論鋪層論點、例證

和論證過程都需要一個清晰、有系統的書

寫能力，這樣才可以表達得好，這樣才可

以在公開試拿到一個優異的成績。

地理

科學

懷疑精神

3 問：學生如何學好通識科？

答：通識科的範圍好廣闊，要與時並進，同學

可以從四方面去鍛鍊自己。第一方面是要

加強自己的時事觸覺，通識科是學一些熱

門的時事議題去作為討論點的核心，從而

學習內裹的概念和理論，所以同學就需要

對一些最新近的時事有一個很強的觸角。

最基本的是同學要每日留意時事新聞，每

一日最少都要看一至兩份報紙，除了看報

紙的報導，也要看報章的評論，例如社評

或其他讀者的評論等文章。

4 問：第二方面呢？

答：第二方面是要養成一個廣泛的閱讀

習慣，除了剛才的報章之外，也要

對不同範疇的書籍、雜誌或其他不

同的媒體，例如電視節目、電影、

戲劇、或其他藝術的媒介，都應該

要嘗試涉獵，去吸取不同方面的知

識，對自己要有廣闊的學問基礎。5 問：第三方面呢？

答：第三個方面，當你吸收了很多

的知識以後，其實同時間要有

獨立的、批判的思考，還要帶

著一種懷疑精神去閱讀，分析

這些資料，這樣才可以在通識

科能夠得到好的學習效果。
獨立批判

梁國雄老師接受顯理通訊學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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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問：就通識科而言，老師

有甚麼話想跟學生分

享呢？

答：通識科無論對任何人都是一

個嶄新的事物，同學可能會

在學習的過程中遇到很多的

困難、阻礙，亦可能會跌

倒，但是我相信你們只要

憑著無比的勇氣，強大的信

心，持久的毅力，你們必定

能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信心

334新學制

毅力

7 問：您在教授通識科期間，遇到什麼困難呢？

答：首先，通識科所涉及的層面很廣泛，我是文科出身，會較熟悉單

元二的社會與文化，但是單元一的個人成長和單元三的公共衛

生，都偏向理科，較為不熟悉，所以老師都要不斷的加強自己的

知識。

        此外，老師在大學都有自己的專科，雖然大學也有通識科，

但和現在所教授的通識科有很大分別，而且通識科的課題大多是

跨單元的，老師需要將不同的資料融會貫通，要求很高。

        最後，在三三四學制下，無篩選的機制，在同一組中，學生

水平的差別可能會很大。所以老師要盡力兼顧不同水平的學生。

8 問：三三四學制對學生是好還是壞？為甚麼？

答：三三四學制是一個良好的設計，當學生畢業後，學生會面對各

項不同的挑戰和競爭，如內地同胞的挑戰等。所以在三三四學

制中，增設通識科及其他學習經歷，有助同學增加學識，提升

思考及語文能力，擴闊視野，以迎接新的挑戰。

梁國雄老師接受顯理通訊學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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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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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Memory Diary

Valuable

Q&A

Q&A

1 問：為什麼你們會戴上頭箍？

答：因為在台上表演中的主角也是穿著顏色鮮艷的衣服，但我們是

學生不想穿得太奇怪，也為免令觀眾反感，又想忠於舞台表演

的主角特色，所以改為戴頭箍，我們覺得也不錯呢。

2 問：為什麼會構思那一段開場白？

答：那一段開場白是很多同學一起想的，為了帶出班上的正面訊息

而又要有趣，改完一次又一次，最後多得班主任的提點，才沒

有在言語上闖禍。

幽默風趣戴頭
箍的兩位6B班

主持。

14



Special
Memory Diary

Valuable

馬遠發校長頒發獎品給表現最出色的6B班同學。

Q&A

Q&A

3 問：你們用了多少時間排練呢？

答：實際只用了一個星期的部分午膳及放學

時間，因為預科的課程又多又艱深，所

以不能佔用太多時間排練。其中有位舞

步較多的同學花得比較多時間排練，他

還上網自學呢！實在投入！

4 問：在綵排的時候有沒有人不願意練習呢？

答：正如上述，有部分的同學需要補習或

溫書等，所以我們也「速戰速決」，

合格就可以了，想跳得更好的便留下

繼續排練。

Q&A5 問：這一次3M會不會成為你們最難忘的回憶？

答：我們6B全班也十分團結，有創意又愛玩，

3M這些活動我想不會是最難忘的。我想將

來還有更多更難忘更好玩的大型活動，如有

機會必將喜訊和各同學分享。

6B班齊心又合力終於馬到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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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Memory Diary

Valuable

Q&A1 問：陳老師為什麼您們班會選擇跳舞來表演呢？

答：起初我們想以話劇及唱歌的形式參賽。其後班上的男同學提議跳

舞。有幾位男同學示範舞步，大家覺得效果很好，所以決定加入

跳舞的元素。

Q&A2 問：為何您會一起加入一起跳呢？

答：我希望鼓勵男同學投入，一起

推動熱烈參與氣氛。

Q&A3 問：第一年做班主任覺得策劃3M的感覺如何？

答：這是一件殊不容易的事．達至共識到放手給同學去辦。這過程我非常欣賞同

學的付出！努力向上，互相鼓勵，支持和教導。由抗拒參與到積極投入，確

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成長體驗，令我難忘。

Q&A4 問：您覺得贏得了3M對班的團結是否有幫助？

答：當然有，大家更能互相了解，彼此欣賞。為我們帶來

難忘的回憶。我相信各同學長大後一定會回味無窮。

Q&A5 問：會怎樣獎勵自己班呢？

答：我還未決定，但well-done card一定不能少。

編輯委員會

顯理中學出品

導師：張笑艷老師

委員：2A 陳俊銘  3B 鄧翠君  3D 鍾卓蕾  3D 鄒凱琳

  3D 洪嘉鍵  3D 蘇永順  3D 劉傑寧  3D 何敬淳

  3D 鄒淑麗  3D 黎添順  3E 黎潤群  3E 陳卓均

  4C 區鈞明  4D 陳兆奇  4E 陳國麒  4E 李天鉅

陳貴興老師與他的學生共舞於台上，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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