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為甚麼會有這一科？
由於新高中課程要求同學要有多方面的學習和全人發
展，所以增設了其他學習經歷。本校開設藝術發展科以
迎合同學的需要。目的是希望同學讀書之餘，有其他方
面的興趣和有一點輕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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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才必有用，「藝術發展」顯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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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謂藝術發展？
藝術發展是一門透過對不同的藝術來讓同學作出更深入
的探討，從而培養同學對藝術的興趣。範圍包括音樂、
舞蹈、攝影、電影等等。

3. 上課時有何特色？
本科的特色有以下數項：中四、中五級的課程分為三個
範疇，中四的課程包括攝影、攝錄和舞蹈；中五的課程
則包括電影、配樂和剪片。每一個範疇都會由指定的一
位老師教授，老師會自行剪裁課程的內容和設計筆記，
使課程的範圍可以控制自如，更可靈活地運用上課時
間。

藝術

4. 此科的評分標準如何？
每個範疇都有不同的評核方法和標準，會有不同的實
習。例如攝影，導師會要求同學以個人為組別交一輯相
片，再給予評分。也有要求同學以小組形式作一些匯
報。中四級學期末的時候，學校會舉辦一個音樂營，為
期三日，內容主要包括教授音樂知識，舞蹈知識和表演
話劇（天才表演）。會計算同學的參與時數，從而記錄
在同學的其他學習經歷上。

曾子慧老師發展

5. 學生怎樣才能讀好
這一科？
同學應積極參與該科的課堂。應

以輕鬆的心情面對，從娛樂中學

習，更能有所得著。

舞蹈練習實況

曾子慧老師接受顯理通訊學員訪問

孔子有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習之後，如果能夠時加運用，發揮自己智慧
和才能，而不只是為了考試，學習樂趣就會增加。新高中課程的藝術發展，希望同學能
有多方面發展，增加學習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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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戲劇學會來了

攝影海報作品

藝術

發展

其實是為公也為私。在私方面，我本身喜愛欣賞舞台表演，所

以最初是根據自己的興趣而開辦學會的。在公方面，戲劇的意

義十分大，是一種綜合藝術，包含了口語表達、肢體藝術及劇

本寫作，複雜且多元化。現今社會要求學生有多方面發展，不

止要求紙筆上有好的表現，對說話技巧也是十分重視。如果同

學能參與戲劇學會，便能多元化發展，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由於戲劇學會是新成立的，一切由零開始，所以良好

師資十分重要。戲劇分編、導、演三方面，編即編寫

劇本，由本人負責是一個新嘗試；而導和演都交給校

外的余導師。余導師是一位有豐富舞台經驗的導演，

有一次，戲劇學會帶領同學出外觀賞表演《旭日》，

便是由余導師負責執導。另外，新成立的戲劇學會亦

須同學的鼎力支持，學會的發展才可持續發展。

編演訓練班有20名學員，大多數偏向文靜，又缺乏舞

台經驗，以致他們不能夠隨心所欲演出。此外，在編

寫劇本方面也遇到難題。由於同學在平日作文較少編

作對話形式，令他們在寫劇本方面不知從何入手。此

外，同學亦不懂發掘身邊題材及塑造原型角色。現時

來說，值得慶幸的是，有一個同學已成功寫出15分鐘

的四幕劇，對於初學者來說，這算是表現不錯，且劇

情合理，人物動作也是描寫得細緻，可算是超額完成

了。至於，其他同學的演出也愈見純熟，如果多爭取

到一點舞台表演經驗，長足的發展不遠矣。

 
對未來的期望當然是多收一些作品，希望同學珍惜寫作劇本的機會，

因為如果劇本能公開表演是一種光榮。另外希望同學的投入感能夠加

強，戲劇的其中一個英文名稱為「play」，又解遊戲，玩樂應是投入，

高興的，希望同學在排練間學會享受。戲劇學會希望在暑假前的試後

活動時間有表演的機會，在學校表演中小試牛刀，向觀眾一展所長，

給予表演同學自我肯定的機會。最終當然希望組成班底，爭取外出表

演的機會。能否成功衝出校園，就要看同學的投入程度了。

為甚麼開辦戲劇學會？

在開辦戲劇學會前有

甚麼準備功夫？

戲劇學會同學的

表現如何？

對未來有甚麼展望？

《中國皇後號》觀賞後師生拍照留念

《留守太平間》觀賞後師生拍照留念

黃志聰老師

戲劇學會

黃志聰老師接受顯理通訊學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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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你瞧！這次的生物測驗又不
合格了，都不知是否

老天針對我！」

「你也不合格嗎？怎麼又會這樣呢
？是我們還不夠認

真、不夠努力嗎？」

「才不是呢！今次的測驗我已提早
兩星期溫習了，可是

在測驗前仍沒法把課文牢牢記住……
」

「對呀！明明已經把課文念過數百
次了，可是面對堆積

如山的課文就是沒辨法。」

「想記卻記不起的感覺就是教人討厭
！」

總是記不起？ 記憶法幫到你

65%的同學在記事情時一般都會運用方法幫助記憶，有9%的同學更一定會運用方法，只有分別21%和5%同學一般不會和一定不會運用方法記憶。

有34%的同學選擇以直接背誦來記憶，其次為分類記
憶，有18%的同學選擇以此作方法記憶，最少同學以數
字記憶，只有1%的同學選擇。

72%的同學都認為運用記憶方法對記事情頗有幫

助，此外亦有13%的同學認為運用記憶方法對記

事情具很大幫助，只有分別11%和4%的同學認為

運用記憶方法對記憶頗沒幫助及沒有幫助。

有84%的同學對記住課文內容

等事情感到困難，只有少於20%的同學沒

被此困擾。

    沒錯！想把一些事情鎖在腦海，但在需要時偏偏忘記了，這感覺實在是令人難受！因此，我們必須好好了解一下「記憶」和各種記憶方法！
    在此之前，不如先看看同學對「記憶」的認知和情況吧。

記憶法

    在風和日麗的晴天，竟然有兩位同學在放學

後仍悶悶不樂，坐在大樹下嘆氣，到底為什麼而

憂愁呢？不如聽聽他們的對話。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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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測 試

    綜合以上圖表，可見同學們普遍懂得運用方法幫助記憶，當中除了較常見的背誦之外，亦有同學選用分類記

憶法、圖像記憶法、數字記憶法、故事記憶法、按次序記憶與運用口訣記憶等方法。然而，仍有超過八成的同學

對記憶事物感到困難，可能同學未能純熟掌握這方法和箇中原理。

    既然如此，就讓我簡介一下改善、增強、快捷的記憶方法和原理吧！

    首先，記憶過程主要分為「留存」和「喚起」兩部分：

    「留存」即是我們把事情記在腦海中的過程，而「喚起」即是我們想起事情時的動作。

    要有效地「喚起」我們的記憶，就先要了解有助「喚起」記憶的要素：

    現在知道了「喚起」記憶的要素，就能解釋很多記憶方法的原理。

    例如很多老師會勸告我們不要在考試、測驗前夕才溫習，要有計劃地分開溫習，這也是可以解釋的：

    至於上述調查中，同學較常用的分類記憶法就是把一堆雜亂無章的資料分開變成一個類別，使資料間得以

連繫，成連鎖關係，當記起一項時，便很容易想起第二項。

    其他的記憶方法同樣具備以下各項原理：

把以下的事物用各種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它們記住：

最後，希望各位同學能善用以上記憶方法，這樣一來便不會總是記不起了！

（1）次序優先者（首數項較易記起）

（2）時間較近者（最後的數項較易記起）

（3）連鎖關係（數項資料有關聯的時候較易記起）

（4）出色醒目者（特別的、出眾的數項尤其容易記起）

（5）複習（能加強記憶）

    假如連續讀六小時的書，基於只有「次序優先」和「時間較近」的部分較易記起，中間的往往容易被

遺忘。如果把六小時合理地分割為數單位，例如每次溫書時間改為15分鍾至半小時，那段時間內的絕大部

分都可以牢牢記住，把考試前夕的一次性溫習改為平日的輕鬆短時間溫習，再在試前複習一下，面對考試

便輕鬆得多。

（1）圖像記憶法

利用把文字圖像化，比文字更「出色醒目」，

印象格外深刻。

（2）故事記憶法

巧妙地把無關聯的資料連成具「連鎖關係」的

故事，加上有趣的故事情節，使其變得尤其

「出色醒目」，更容易記住。

（3）口訣記憶法

把無關係的事物用口訣串連起來，配上有趣的

內容及具韻律的節奏感，更「出色醒目」，印

象深刻。

（4）數字記憶法

把一些涉及數字的資料（如年份、日期

等），利用運算原理（如加減乘除）串起

各項資料或套用於一項資料，使資料間具

「連鎖關係」。

（5）用關鍵字和特殊圖案作筆記

能把大堆資料同時圖像化、簡化和濃縮，

令印像尤其深刻。 

相信大家都已經對各種記憶方法的運用有更深層的了解，現在就讓各位測試一下自己的記憶力吧

收音機、花瓶、燈泡、書本、水、樹、紙、電腦、杯子、皮包、橘子、

筆、馬鈴薯、酒店、玻璃、輪胎、手錶、雨、風、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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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學生會在選舉中龍爭虎鬥的場面嗎？

各閣都以新穎的活動為賣點，例如高空擲雞

蛋、扭計色大賽和羽毛球比賽等。今屆勝出的

學生會是以多元化活動為政綱主題，得到大多

數同學們的神聖一票。我們希望透過訪問學生

會主席謝莉娜同學，讓同學更深入了解學生會

舉辦活動背後的意義和目的。

顯理中學2010-2011年度學生會成員

學生會主席謝莉娜同學（右）接受顯理通訊學員4D鍾卓蕾（左）、4D周詩慧（中）訪問。

1. 這些文娛新活動的概念從何而來？

    在競選學生會前，我們曾為同學進行問卷調查，發現同學們較喜

愛文娛方面的活動，例如light-painting，便是由此而來。我們亦希望舉

辦更多創新的活動，鼓勵更多同學參與。

2. 學生會如何宣傳所舉辦的活動來吸引同學參加？

    我們會偏向以影片形式作宣傳，因為這種多元化和靈活的方式具體，

比較受同學歡迎，會使同學覺得活動更具生動和有趣。

化元

多學 活會生
動

學生會主席謝莉娜同學（右）與顯理通訊學員談笑風生。

活動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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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新 學制 出路 知多 少？
3. 參加該活動對同學有什麼益處？

    我們希望同學在多方面嘗試不同的事物，就好像ligh t -

painting，讓同學可以在藝術方面發展或可探究自己有興趣的學

習領域。又例如配音大賽，可以使同學一展所長。當他們看了一

些外國的劇集後，配上自己編造的對白，既有趣，又新鮮。

顯理中學2010-2011年度學生會成員

4. 你們舉辦這些活動的目的是甚麼呢？

    我們希望同學透過參與這些活動，可以在不同方面發掘自
己的興趣、能力和特長。

學生會主席謝莉娜同學與顯理通訊學員合照。

5. 籌辦活動的過程中有何趣

事？請分享一下吧。

    到現時為止，我們籌辦了幾項活動。
談及趣事，其實並沒有太多。但記得所有
認為有趣的事都是發生在開會時，因為大
家都很樂意表達一些「搞笑」而具創意的
意見出來。這種投入而主動的表達方式，
能使開會的氣氛更為融洽，現在回想起來
真的很有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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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將會是三三四新學制，第一屆的中學文憑試。在新學制的推行下，由本來的兩個公

開考試，減少至一個公開考試，學生將會在中六畢業。由於少了一個公開考試，學歷的區分亦減

少了一層，不少學生因而為將來的出路感到疑慮，不知應怎樣選擇將來的出路。今次我們有幸邀

請到升學及輔導組張志良老師為我們解答疑問。

334新 學制 出路 知多 少？

2. 大學是不是學生最好的出路？

    有大學的學位是有較多出路，能找到收入較

高的工作。但是到了現在，有大學的學位已經成

為工作的基本要求。所以最好讀一些能銜接到大

學的課程，而且再發展下去，也可以學到更多的

知識，因此讀大學可以算是比較好的出路。

1. 334學制和舊學制比較，

 學生的出路有何不同？

    大致上差不多，只是在334學制下，減

少了一個公開考試，如果不入讀大學，便

可以在讀完中六後直接銜接副學士學位或

高級文憑等課程，而這些課程比較新。

3. 如不能升讀大學，可以有其他

出路嗎？

    這時要看學生的家庭環境和他本人對讀書的

決心，例如有沒有明確的目標。如果不能升讀大

學，可以去讀副學士學位，之後銜接讀大學來充

實自己。也可以讀文憑課程例如IVE，以學習實

用的技能為主。如果經濟許可，能負擔得到的

話，可以出國讀書也是一個選擇。若果學生的程

度低，沒有學歷，就比較差了一些。

張志良老師

334新學制

張志良老師接受顯理通訊學員訪問。 7



張志良老師與顯理通訊學員合照。

導師：張笑艷老師

委員：1B 黃軍誠  1E 林金源  1E 黃添朗  1E 胡恩銘  4A 曾鴻鑫  4C 何敬淳

  4C 許友勢  4C 葉子銘  4C 黃允階  4C 鄒淑麗  4D 洪嘉鍵  4D 黎添順

  4D 劉昌健  4D 周詩慧  4D 鄒凱琳  4D 鍾卓蕾  4D 麥麗芳  4E 陳卓均

  4E 蘇永順  5E 陳國麒  5E 李天鉅

5. 學生可從什麼途徑了解其 

 他出路？

    可以在聯招或是IVE舉行招生講座時，
親身到現場了解，因為資料較多和詳細，而
且方便。學生也可以去職業博覽會了解升學
途徑，可以找一條適合自己的出路。亦可以
上網搜尋或留意報章的相關資訊（如：學友
社）。學校也會在學生畢業時派發一些出路
資料。

4. 在334學制下，政府對教師 

 的支援和補足是否足夠？

    政府對教師有提供支援和補足，例如舉
行很多的講座，不過面對新學制，也有一定
的困難。334學制下教師認為最大的問題是課
堂上學生的人數過多，例如理科，今年的校
本評核比較難進行，一班有三十多個學生，
難以逐個仔細評分；又例如在「其他學習經
歷」方面，因為教師沒有舉辦「其他學習經
歷」活動這方面的經驗，所以當遇到一些難
題時，就無法即時解決。

輯委員會編

6. 有何忠告給334學制的學生？

    首先做人一定要有目標，有目標才有動力學習。其次，學生也要積極參
與其他學習經歷，要擴闊自己的眼界，活動後要反思一下。此外，人際關係
也很重要，不要封閉自己在家中。最後，做人勤奮一些，上課要專心一些，
為將來做好準備。

（分類記憶法）

  自然現象／事物： 風、雨、水、樹

  食物： 橘子、馬鈴薯

  工業制品： 玻璃、輪胎

  日用品： 杯子、手錶、皮包、花瓶

  文具： 紙、筆、書本

  電器： 收音機、燈泡、電腦

  建築： 酒店、百貨公司

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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