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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猴年的第一份《教育現場》，第24期，出版了。

今期以全新面貌與同工見面。

多謝交回問卷的讀者提供了寶貴意見；我們嘗試

來過大瘦身，篇幅減半；希望清減之餘還可以更為聚

焦。

副刊教學生活的專欄，如「書談」、「家政篇」、

「保健心得」等將予重整；今期以「中國書法流變」

先行，其餘各欄以後分期刊登。當然，本刊仍然歡迎

讀者教餘隨筆，惠賜文稿。

年初一午夜旺角掟磚暴亂令大家再次清楚見到，社

會兩極化和劣質化已進入新的境界，不少意見領袖顧

左顧右而未有及時指出，部份社運人士正衝擊香港價

值和學校德育！身為教育工作者需緊守崗位，教育好

下一代；教評會將一如既往，是其是、非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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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門領導專業化
教育作為一項專業工作，本地教師入職強調

職前專業培訓及在職持續進修。

教育亦是香港特區政府最主要的公共服務範疇。教

育部門領導層，包括局長、副局長、常任秘書長及教

育局督導階層人員，身繫本港教育決策與政策製訂的

重責，必須對教育政策來龍去脈有足夠認知，對教育

現場實況有充分認識，否則單憑常識和行政經驗，不可

能有效規劃及決策香港的教育與香港社會的未來發展。

近年政策推行，即使方向可以，亦因教育領導層缺

乏足夠教育素養和認知，致使政策錯位，往往措施出

台，輕則小事化大，加劇社會爭議，重則引發社會矛

盾，製造對立。

更根本的，是對本地教育質素、人才培養，缺乏遠

景，既欠適切可行措施，亦無長遠方略；本會高度關

注教育局領導層既要有「變革領導」的高質素養，亦

必須有足夠而充分的教育專業參與歷程。

政策諮詢須有效發揮
九七過渡期階段，政府在制訂教育政策過程中非常重

視諮詢的過程，包括接納1982年國際教育顧問團報告

書內建議，成立教育統籌委員會，與原有法定的教育

委員會發揮協同效應，分別負責研究及統籌政策，參

與制訂、建議、諮詢和監察的工作。

惜自問責局長制推行以來，演化為局長可用全權決

斷模式推動政策。教育委員會則自2003年撤銷教育署

以後不復存在，高層次的教育統籌委員會投閒置散；

教育諮詢可以有效運轉的機制近乎失效崩壞。

遇到政府教育領導層專業認知不足，決策及政策制

訂過程諮詢與研究欠缺，近年推動的教育方案，既無

助提升教育質素，容易虛耗資源，更牽引社會衝突，

以至陷於政治爭議。

本會建議特區政府須汲取經驗，重新規劃及建立教

育諮詢體制，重視教育調研，汲納熟悉本地教育政策

的人士積極參與，以有效決策及政策的制訂。

教師編制全學位化及薪津新制度
2011年中學推行優化班級計劃，教育局容許學校保留

6名超編制教師至2017年，其後學校須按年遞減，回

復正常編制；有關措施將引發不少中學面臨內部教師

編制及職級動盪。

本會建議重新檢視學校教學與學生發展的工作

量，為日趨重視個別化教學與學生輔導，應對學習差

異，配合學生多元發展，以及執行新課程政策（例如

STEM）等，擴大中小學教師編制。建議調整小學的班

師比為1:1.7；中學的班師比分別改為初中1:2.0和高

中1:2.3。

在教師編制相關資源方面，容許學校有更大的應用

資源彈性，包括應對新增工作而提供新職位，亦容許

以職位折算薪酬換取津貼的選擇；批准增加凍結教師

編制比例，轉化為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由10%擴

充至20%。

現行中小學教師編制運行數十年，較主要變化為學

本會建議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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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的擴充，包括小學設立學位教師編制，以及推進

中小學學位教師編制比例。

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教育文憑師資培訓湮沒，新

入職教師屬於全學位化（其中絕大部分已接受專業培

訓）；本會建議三年內須達成中小學教師編制全學位化。

此外，教育觀念推陳出新，教師故然必須參與有系

統的在職建議進修及專業培訓，教師職級制度亦須全

面檢視，以有效發揮教師職級制度的應有功能。本會

建議設立優秀教學教師職級的制度（定期評定如高級

教師和特級教師），設立特別津貼表揚優秀的教師團

隊。為行政或專職崗位教師提供薪酬津貼，配合教師

基本薪酬制度，既要保障教師職業，亦能體現教師在

不同時期的教學、專職或行政工作參與，可以獲得恰

當待遇與肯定。

優化港生內地升學機制
隨著香港與內地學制併軌，內地社會經濟持續迅速發

展，有需要讓香港學生增加內地升學的認識與機會。

特區政府近年鼓勵及資助學生內地考察交流，促進

內地與香港姊妹學校的聯結，這方面可以總結發展情

況，優化有關工作。

本會同時建議須鼓勵更多香港有志到內地升讀高等

教育的高中學生，包括促請內地教育部門，於內地院

校設立大學先修班，汲納本港高中學生；並採行2+2

形式，汲納本港副學位畢業生升讀內地大學學士學位

最後兩年課程。並且促進中港兩地學術機構學歷互認

與課程發展，擴闊香港學生內地升學的途徑。

穩定中小學發展，有效規劃學位配置
自2003年開放自由行同時，內地婦女來港產子數目

逐年增加，情況至2013年特區政府停止批准雙非婦

人在港產子而驟變。

伴隨內地婦女在港產子，獲得香港居民身份的內地

適齡學生人數亦有增加。過去幾年，入讀本地幼稚園

及初小學生激增，未來幾年學生人潮將湧上高小及初

中。對應本港出生人口，例如現行升中人口較高峯期

下跌一半，本地中小學學位情況出現驟減急增再驟減

的境況，嚴重衝擊中小學的穩定發展。

至於在升中收生過程，本會認同要顧及家長選校意

願，教育資源適當運用，以及學校穩定發展；對於目

有關停止操練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爭議已成為

城中熱烈討論話題，當局成立專責委員會作為舒緩手

段，研究各種可行辦法並向政府當局提出建議！

原意可取，一則是對社會大眾有一個交代，再者

可爭取時間尋找良方去解決問題和贏得社會認同。可

惜，教育局於這個水深火熱時刻，卻突然於十二月十

一日向全港學校發出通函，勒令學校須即時遏止為準

備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操練，包括『安排操練、

補課與模擬測考』，並『促請』校監和校長有責任『

立即檢視學校現有的相關安排（特別是小一至小三

年級），避免為教師及學生帶來不必要的工作量和壓

力』並必須遵守五點規定，透過一些已有的家課指引

及有關補充練習或課程資源的通告規定，提醒校方必

須檢視和落實有關措施，似有將過度操練的責任諉過

於學校之嫌。

基於此，本會有以下觀察和建議：

1.	局長於十二月十一日發出有關《遏止為準備全港性

系統評估(系統評估)的操練》的信函是不智及不適

當的行為，嚴重破壞政府與民間辦學團體和學校間

已建立多年的良好合作互信關係。

2.	政府宜尊重教育專業自主，認同學校按校情以善用

TSA數據回饋教學。

3.	建議全面檢視「小三」、「小六」和「中三」三

個學習階段的全港性系統評估，每隔三年進行一次

系統評估，例如第一年是舉行小三的全港性系統評

估，第二年是小六，而第三年是中三。好處是每年

有聚焦性測試，全面分析有關數據反映該學習階段

學生的整體或個別考核內容的表現，由政府作檢討

報告回饋給學校作教與學參考。

前收錄學生人數較少的中學，所收錄學生較多特殊學

生同時，亦普遍存在行為、情緒及家庭問題，還有包

括學業表現極遜學生，教師訓輔及教學工作的挑戰極

大；本會建議收錄特殊學生（SEN）及學行表現極遜學

生，在計算學生人數方面，宜作擴大加權處理，即合理

地增加對特殊學生及學行表現極遜學生在普通學校的支

援，以平衡學校工作的壓力。

本會亦建議自2016年起連續三年，中一級開班線

由現時25人一班，降為20人一班計算，以加強學校對

上述學生的支援。降低上述收生出現困難學校的開班

線，與家長選校意願並不會出現抵觸。其最主要作用

為合理支援弱勢學生。學校如能在未來數年較穩定發

展，也可配合2018年以後升中人口回升，為往後的學

位供應提供較充分的預備。

本會亦促請教育局就幼稚園、小學、中學，以至大

學的學生人數精準估算，同時妥善規劃未來十年的學

位佈局，讓本地教育體制可以正常運作。

高中及高中後教育多元發展
隨著12年免費教育的普及，以及專上教育的擴張，接

近全體青少年，以及大部分的中學畢業生，皆有繼續

接受教育的機會。

面對學生的志趣及潛能各有不同，社會發展的多元

化，教育課程有需要更靈活及更迅速配合社會發展的

步伐。本會建議高中課程在主流文法課程以外，擴設

職業導向課程，並針對香港社會業發展而提供相關職

志培訓，讓學生在高中畢業前已能職學雙修，為個人

發展做好更充分的預備。

這方面，教育部門須檢視現行中學，甚至將來升

學銜接的高等教育體制，鼓勵中學生可朝不同志趣發

展，促進中學建立不同的課程特色，為學生不同的發

展提供更佳的培育機會。也要增加職業導向課程的實

用性及普遍性，建議政府邀請工商企業向選擇職志課

程的高中學生，提供更多不同工種與行業的體驗與實習

機會，增加商企與學界就培訓未來社會人才的合作，以

達香港整體社會互利共贏的果效。

教育評議會執委會

2016年1月5日

4.	建議不以學生及學校作為系統評估施行的檢測目

標，重新確立系統評估作為全港主流中、小學主要

學科課程教學的年度表現分析。

5.	檢討學科基本能力的定義及現時系統評估考卷的設

計，包括擬題所涉及的考核範圍，題型設計、評核

模式及作答時間等。

6.	為釋除家長或社會人士疑慮，本會建議政府應用隨

機抽取樣本的方式(例如不多於該學年人口比例的

10%)，施行系統性評估。

7.	建議政府暫緩推行TSA一年，好讓專責委員會有足

夠時間進行專業探討及向政府提交各個建議，並於

這段時間廣徵意見，包括與教育團體、校長議會和

相關辦學組織，展開理性對話，商討全港性系統評

估的正確出路。

8.	當政府採取了三年一次抽樣模式的全港性系統評估

後，學校可充分利用學習課時進行有益孩子身心全

面發展的活動，由教師專業自主策劃及帶領透過對

話，廣納意見，保持與業界良好溝通關係。

信任學校，尊重校長與老師的專業領導，是政府可

行之道！改變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運作模式，由現時每

年每階段測考到三年輪換抽樣評估以反映學教真象，

回饋教學，是真正落實「不操不忙	有效學習」的家課

評估指引原則，符合學教需要的一個學生基本能力評

估工具和政策！是學校之福！是學子之福！也是家長

之福！

教育評議會執委會

2015年12月15日

本會亦建議自

2016年起連續三年，中一

級開班線由現時25人一班，降

為20人一班計算，以加強學校對學

生的支援。降低現階段收生出現困

難學校的開班線，與家長選校意

願並不會出現抵觸

．全面檢討TSA成效

．暫停執行TSA一年

．抗議踐踏教育專業

．停止高壓干預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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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公佈施政報告，二月發佈財政預算，往後是立

法會的辯論。

施政總會有新項目，財政支出大抵年年增加，至於

香港內部各個範疇的爭議，也是有增無減。

教育現場，政策與資源調撥的方向，近年趨勢是持

續擴充公共教育服務的面積，應對不同政治力量的訴

求，以及兼顧現實發展需要三個範疇。

免費教育，納入幼稚園的三年，勉強完成十五年免

費教育工程。原來家長付費，轉為政府代支，納稅人

買單。幼稚園所獲資源無明顯增加，但財務、行政與

教學會被加強監管，表面實現了不論貧富全方位福利

派發的免費教育措施。

至於去年新增的生涯教育津貼，多年來施行的高中

課程支援津貼，為中學提供較靈活運用資源的難得項

目，卻因合約制聘用帶來工作的不穩定，計劃改為編

制職位。學校僵化的人力資源制度，因為政治壓力而

被再擴大。

現屆政府的教育施政綱領，提出學以致用，學有所

蔡國光

用。近年施政明顯加大力度於生涯規劃、升學就業輔

導、職業技能教育，以至順應市場需要的學位擴充，

教育資源傾斜向實用層面。

因應免費教育，公共資源會有明顯增幅的投放，但

限於幼教資源並不足以形成中小學既有的資助模式，

如教師編制與薪酬制度，教育局亦不能取用直資學校

體制於免費幼稚園，幼師職業條件與專業發展必然受

到局限，加上躍進地於幼稚園推行融合教育，幼教工

作的挑戰將會大增。

至於集中於中小學層面的教育改革，施行十多年，

成效既有爭議，社會對教育的期望與學校現有體制的

落差越來越大，其中涉及教師制度未能與時俱進，但

多年來的教育施政皆未有觸及。

強化職業教育、就業輔導，屬於當前教育實務，在

擴充職訓體系同時，如何更有效善用現有主流學校體

系的教育資源，包括普通學校的轉型與整合，屬於施

政層面的宏觀規劃。如何變革？如何突破？特區政府

領導層需要更主動的面對。

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

譴責於2月9日凌晨旺角，

嚴重破壞法紀、摧毀香港

的暴力行為。

教育評議會執委會

同心教育基金（香港）執委會

聯署

2016年2月9日

全新設計的電子版《教育現場》已經靜悄悄地登陸了

互聯網世界！

不需要登入號就可以直接閱讀各期《現場》的內容，

而且新增功能包括依目錄跳入文章頁面，十分方便。

抽點時間登入瀏覽：

educationfocus.hk

黃冬柏   陳家偉   曹啟樂   楊佩珊

梁振威   黃家樑   彭智華   陳偉倫

余錦明   馮文正   鄧兆鴻   邱國光

鄒秉恩   梁鳳兒

教評心事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一篇現身在 灼見名家 Master-In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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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開心可以以教育新鮮人的角色在教育現場這裏登

文稿。問到自己對今日教育的看法，我關注的是準教

師和新教師的困境。

尤記得一名資深老師曾跟我這樣分享：在入行首

三年要先專注地鍛煉自己的教學技巧和設計教案的能

力。對，這應該是每一位年輕教師應該專注的事。可

是面對教席短缺、求職困難，又或能否續約的問題，

都使年青教師難以專心開展他們的教育生涯。對筆者

來說，確是感到萬分無力，因為不知如何改變現在的

環境。

雖然無力，但年青人擁有的就是一份熱誠，一份

夢想。身邊不少朋友選擇了繼續進修，或入職教學助

理，希望為自己教育夢尋找一個機會。我則選擇一邊

修讀教育碩士，一邊走進社福界，希望在這兩三年擴

闊自己的能力，同時把教育專業的知識帶進社福界。

社福界在過去多年積極與學校開展不同合作計劃，需

要一些具教育專業背景的年青新血。在過去半年，筆

者就是這樣繼續發展自己的專業，編寫輔助教材，設

計另類的教育學習活動，加強與正規課程的連繫；從

中提升自己製作教材的質素、磨練自己的教學技巧，

以另類方式繼續自己的教育事業，亦為他日回歸教育

界作好準備。

學校裏正積極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為學生準備他們

的將來，迎接社會的挑戰。準教師和新教師的生涯規

劃，我們又應該怎樣面對？年青教師已經積極自救，

也有以準教師專業發展為目標的教育組織出現。年青

教師積極增值自己是必須的，也是我們的責任，但年

青一輩的努力應該得到肯定，我們希望的只是一個開

展自己教育事業的機會。

在這個議題上，從自身的經驗引伸另一種看法是：

今天年青教師的生涯規劃或許已經不再只是談及我們

要如何裝備自己，更重要是我們如何在任何工作環境

中也能不放棄自己的教育熱誠，仍然視自己為一名教

師。前路將更艱鉅，希望僅以此文與年青同工互勉，

堅守我們的熱誠，勿忘初衷。

中學時期，我遇到一位恩師，她的外號是「

樹」─象徵著耐心與關愛。課堂裡，她讓我獲得了

豐富的知識；球場上，她讓我學到如何欣然面對成

敗；班房外，她讓我領悟到待人處事應有的態度。這

位老師讓我經歷到何謂教育，也時刻提醒著剛任老師

的我，怎樣當一位「人師」。

回想過往的學習生涯，多元的課堂讓我涉獵不同層

面的知識，讓我發現自己的興趣和長處。在課堂學習

的部分，老師擔任著傳承知識的角色，不過除了教授

本科知識以外，老師還背負著更重要的任務─做

一位「人師」，以自己的言行品格，教學生做人。因

此，我認為學校教育，並非局限於課室內，而是發生

於校園每一個角落，或是任何一項活動，例如師生間

的交流、校隊練習、早會宣佈……這些非課程化的教

育對學生有著重要的教育意義。

青少年愛聆聽故事，尤其是親身經歷的故事最叫學

生感興趣。有些學生常經驗失敗後灰心失意。他們以

為老師是「成功」的代表人物，但卻沒有發現老師在

追求「成功」以前所經歷的「失敗」過程，因此我喜

歡與學生分享面對失敗，追求成功的經驗，好讓學生

明白失敗並不可怕，只要堅持、努力、有信念，總會

有成功的一天。

現今不少學校致力推行「自主學習」，把學習的主

導權放在學生的手裡，通過電子資源，課堂討論等方

法，促使學生主動去發問，主動去表達個人意見，主

動去學習新知。但值得注意的是，若老師同時能展現

其「自主學習」的精神與態度，言行合一，成為學生

效法的對象，我相信果效會更大。

總的來說，我認為教育學生，不僅是教授學科上的

知識，更是把我們的經驗、態度傳承予青年人。現在

回望過去，或許我已經遺忘了某些理論，但是老師給

我的告誡，老師對我的鼓勵，老師給我的指引……這

些經歷卻讓我難忘，感激他們與我同行，陪伴着我的

成長。最後，在此期盼我們也能當一位「人師」。

吳文軒

現職於國際性NGO

林詠琪

現職中學教師

猴年初一初二之交，暴力不饒人，由凌晨開始看

各電子媒體直播，直到天亮，心情卻是異常沉重與灰

暗。香港是個國際城市，這裏本來有高度的文明，以

及完善的法治！經磚頭暴力傷痛之後，香港的市民更

必須對任何的暴力說不！無論披上怎樣的美麗藉口，

再有怎樣的豪情包裝，再自以為是的遠大理想，暴力

本質就是暴力。而暴力是野蠻的，令人髮指的！

從教育現場看，暴力更是違背生命教育的真諦，每

當暴力的施襲，狠狠加於對方身上，換回來是受襲的

一方，會以眼還眼，甚至是向施襲者還命的大報復，

證於歷史，殘酷的傷風敗德，要文明大倒退的戰爭，

就是這樣做成。

翻查香港歷史，除日本侵略者轟炸香港，藉此偷

取三年零八個月的管治，以及56年與67年的暴動

外，2016年2月9日凌晨開始的暴力，以街磚、木棍、

酒樽乃至放火的施襲，可算是香港最暴力的一個晚

上。事過不能境遷，要承擔法律後果的，當要將之繩

之於法，否則無法無天的，更猖獗的暴力將會打破2月

9日凌晨的殘忍紀錄。

特區政府除將初一凌晨的暴力事件定性為暴動外，

有無計劃召開跨部門會議，再結合民間智慧力量，進

行調查、研究與分析，認真設定短、中、長期的青年

政策，補弊起廢，對準症，下準藥，這較覓地建屋重

要得多！事實上，2012年政府總部被佔領。2014年

79日的非法佔中，政府都未有深入分析的詳細報告。

細察香港，2012年至今，部份香港市民守法的精

神每況愈下，何以至此？這與政客公然違法、各爭選

票、不擇手段，立法會議事堂上捩橫折曲，有著直接

關聯。另外，曾幾何時，豪氣干雲、聲嘶力竭、創造

違法稱義的學者與牧者，自磚頭暴力事件後，絲毫沒

有公開反省，完全忘記違法與暴力是孿生兄弟，互動

非常。不能抹掉的是，佔領運動79日之後，很多大、

小非法佔領政府及校園建築物的行動，都輕易將公義

兩字擺上神檯，好此道者，都會頂禮膜拜，違法者個

個兇神惡煞，卻會自言是公義的雞蛋，誰人打壓，卻

要十倍奉還。長此下去，我擔憂的是，必須要違法，

才配得稱義，演變成校園文化，替天行道，卻神化成

摧毀一切，窮兇極惡的魔！

最後，我鄭重呼籲：勿讓違法與暴力雙襲香港，亦

以此奉勸各路有權有勢的山頭，要相忍為港！

何漢權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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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最後一個星期，參加了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

合會舉辦的考察團，我常常覺得這是個「南北西東考

察團」。目的地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內的南寧市和北海

市，市內活動包括了參訪中小學校各一；遊玩項目主

要是去了西面的中越跨境德天瀑布景區；並且在廣西

大學「中國—東盟研究所」聽教授報告「一帶一路」

專題演講；總括起來就是「東南西北」四方盡攬其中！

廣西並非省而是一個與省同級的「民族自治區」，這

個地區與港澳特別行政區有些相似。香港特區人跑去

參訪壯族自治區、考察少數民族風情，也是美事。多

日行程都見到一些壯族文化痕跡，在參訪民族中學時更

見識到少數民族歌唱和拋繡球運動項目（見右圖一）。

東盟十國中越南與廣西接壤，在邊境區域和口岸附近，

中越國民來往頻繁，販商兜售難分彼此；難以想像到

兩國刻下卻為南海諸島險些大動干戈。此情此境也印

証了「國家大事不及民生小事」。穿梭來往邊境多次，

團友的大豐收就是採購東盟地道特產（圖二）。今次

行程亦包括跑去幾個中越界碑瀏覽，可能和平時期政

府人民都不大在意國土界限（圖三），當日所見兩國

人民都樂於在界的兩邊尋找生活！活動中除訪問學校、

觀課、交流外，往著名北海銀灘逛逛和在海邊飽嚐寒

風，另有一番風味。

港人多數不關心國事和世界大事；或者我們需要更多

時間學習從殖民地二等公民蛻變為國民，又或者壓根

兒攪不清民族、文化、家國政黨和史地情緣；總之每

次見到國內各地的飛躍發展，心中都問：內耗不斷的

香港何時才能理順到新的角色呢？

作者為中學校長，教評會執委

班固《漢書•藝文志》認為在秦始皇時「始興隸書

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約，施於徒隸也」。但從

七、八十年代出土的簡牘及文獻記載，隸書應是戰國晚

期到秦統一期間，由省簡趨便而從篆書遞變產生的。

1980年四川青川縣郝家坪戰國秦墓出土的《青川木

牘》（見圖一）書於秦武王二年（前309年），墨蹟中還

保留著篆書的形體與用筆特徵，但更多的字形已趨方

扁，出現了隸書式的筆勢、筆順和轉折動作。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出土千多支竹

簡，書於秦統一後的前217年前後，《雲夢睡虎地秦

簡》（見圖二）用筆已有明顯的波挑與轉折，用筆渾

厚，平實簡樸，為秦隸的典型。

2002年出土於湖南龍山縣的《里耶秦簡》（見圖

三），約有36000餘枚木簡，經整理發現是紀年為始

皇帝二十五年（前222年）至秦二世元年（前207年）

年間按年月日的實錄，字體與《雲夢睡虎地秦簡》相

似，內容為記錄政治、經濟、律法、典章、地理等遷

陵縣的官方文書檔案，由不同的書吏具名記錄。

從考古發掘出土的這些秦簡來看，戰國晚期秦隸

已在書法結體上已有簡化篆體，減少筆劃，字形轉為

方扁，用筆有波勢的時代特色，這既包含了篆書的特

點，也開啟了漢隸的結構特徵。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竹

簡（見圖四）和帛書（見圖五）是西漢惠帝二年（前

1963）到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間的隨葬

物，帛書約有十二萬字，內容包括古代哲學、歷史及

科學技術等多方面；竹簡內容記錄隨葬物品的名稱、

數量和各種物品的分類小計。

1913年開始在居延地區發掘的《居延漢簡》（見圖

六）約共一萬多枚，最早的有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

年），到最晚的是東漢建武六年（公元30年），已見

明顯的隸法，結體隨字形或扁或長，磔筆較重。至西

漢末期的威武漢簡（見圖七）是職業抄書人抄寫的醫

簡，字體已以扁平為主。至東漢《延熹元年簡》（見

圖八）則與曹全碑如出一轍了。

（按：本文為系列文章）

作者為退休小學校長，書法家，教評會執委

圖一：青川木牘 圖二：雲夢睡虎地秦簡 圖三：里耶秦簡 圖四：馬王堆漢簡

圖五：馬王堆帛書 圖六：居延漢簡 圖七：威武漢簡 圖八：延熹元年簡

黃冬柏

鄧兆鴻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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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的光在長街斜行

貓在搜索一隻遺失多年的斷指

物主把傷口連同故事

都縫進大衣口袋深處

如一個旅人迷路，漫無目的地

在景物與景物之間

繪畫白天看得到的記號

有時候，他覺得白天更是幽暗

小巷裡沒有貓眼構成的風景

瞎眼歌者的布帛還束在木結他上

一首代表昨天的老歌走調

仍然停留在途人目光裡

耿耿於懷

沒關係，黑夜就存在黑夜的眼眶裡

某些人天生害怕陽光

害怕溫柔，害怕被陌生人婉拒

把一粒壞了的零件

抽出	包裹

放在最顯眼的地方氧化

偶爾散發難忘的味道

臉書貼文深挖

尋覓

在無底深淵中

遺失了生鏽的零件

輕吻過了期的雙脣

感受不到熟悉的溫度

 

在校園的日子是詩，

我的學生是詩人，

個個出口成章，

畫室滿佈童稚的作品，

操場上傳來歡呼聲，

我在詩園漫步，

四周百花怒放，

享受生命的賦予，

願大家快樂平安！

對我來說，孩子們的「過去」，我根本不在乎。甚至連「現在」都無關重要。

 水谷　修

教育和法律烤焗出一桌聖餐

「這是我立約的血，為你們而捨棄的。」

明目張膽，隱藏了性與死亡的約章

被拒絕的畏光異教徒在午夜時分

背起十字架上的耶穌像，慢慢

爬上荊棘的山，偷吃祝禱過的麵包屑

課本的謬誤教師從不願糾正

躲在窗內擬定一道咀咒世界的題目

年輕人跨過歌者和無數徬徨的貓

開始在大街小巷來回踱步，尋找

樂意釘死自己的迷路人

斷指的主人沒收了整個城市的鐵鎚

卻被年輕人背著十字架追趕

在山的荊棘裡，靜靜地

默想一縷幽暗的晨光

城市又在午夜搜索鎚子和鐵釘

善良的貓越過酒瓶，沒入小巷斜角

有人說自己是最後的先知

有人說自己是過去的上帝

欺騙頓時描述成相識的啟首語

問候過後就等待陌生的人

量度午夜的方位，然後對準

把自己活活釘死

最後用矛頭刺向自己

左邊的肋骨

有時候，穿大衣的男人從深山走下來

和歌者頌唱幾首外國聖詩

他們音域很廣，像遠方墜落的發光體

溫柔，卻沒有人願意走近

旅行的人總是依戀模糊的地方

他們願意停下來，定居

直至一個個城市在背後缺氧、枯死

直至從一場寧靜的挫敗裡甦醒

重新在景物與景物之間

尋找迷路的記號

代表救贖的記號

歌聲吸引他們在大衣上駐足

一同為著不同時態的過犯而默禱

誠心地，為獨一無二的自己默禱：阿們

這時候男人會攤開臉上的安慰、揮手

然後撈起一隻失眠的貓，說：

「沒關係，真的沒關係。」

迷路的貓—讀《夜巡老師》有感 曾詠聰 

詩園漫步                           我要設法修理
壞了的手機     姜愛媚 魏鵬展

（按：水谷修，因長期在夜間遊走，關心街頭的青年人，故名夜巡老師，並以此為書名）

（按：感謝三位老師新詩創作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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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愛爾蘭的大學，多的是過百年的古典建築。

2.	 同時亦有設計新穎時尚，設備完善的校園。

3.	 常春藤伴着老窗戶，校園充滿生機。

4.	 當年「鐵達尼」號郵輪從這個港口（Cobh）

出發往紐約，乘客大多踏上不歸路。

5.	 夕陽下的港口碼頭，對岸有風力發電站。

6.	 Cobh 碼頭附近房屋，一律向海；市民閒

聊，一派悠然。

7.	 層層岩崖，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8.	 這麼青綠柔軟的草地，真的「養眼」啊！

9.	 兀立海中，億萬年光陰彈指間流逝。

10.	 綠草懷中臥，盡享夕陽美。

11.	 深秋的都柏林聖士提反公園，數一數景物有

多少種顏色。

12.	 難得好天氣，水鳥也開懷。

（按：愛爾蘭共和國，歐盟創始成員，1922年脫

離英國獨立，首都為都柏林。東北部仍屬英國，是

為北愛爾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清河草

愛爾蘭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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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教育同工投稿《教育現場》

《教育現場》為教育評議會刊物，歡迎教師及師

訓人員，教育界持分者等投稿。

稿件內容可以是對教育政策的意見、教學心得

或校園動態（不接受學生投稿）、教師健康資訊、

有關閑靜生活的詩、詞及散文。基於本刊篇幅所

限，來稿字數請勿超逾４００字。

來稿必須附上真實姓名（作者可用筆名發表）、

所屬機構及聯絡方法；本會保留刊登與否及編輯

權，如不同意請註明。

來稿請以MS-Word存檔（檔名盡量以英文字母

表示），並電郵至：

教育評議會入會申請表（教育現場版 24）

姓名（中） 身份証號碼

姓名（英）

現職院校∕機構  職位

其他教育公職

教育興趣 ∕研究範圍（註明）

通訊地址（中）

             （英）

   

院校電話 院校傳真

住宅∕手提電郵

推薦人∕諮詢人 申請人簽署

教評會認為香港特區的教育，應主要由專業

教育人員領導及參與，以進行研究、設計及發

展。教評會願以積極、正面、理性、專業的態度

和立場推動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質素。本會並成

立「教育評議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兼為辦學

團體角色，營辦有「風采中學」。

教育評議會（教評會）於九四年十月成立，是由

一群熱心教育工作、緊守教育崗位、關注教育事

務、有志影響教育政策的教育工作者所組成。作

為一個教育專業團體，教評會致力於以下三個範

疇的工作：

填妥本表後郵寄或傳真交回教育評議會 

地址：香港新界上水清城路8號風采中學  傳真：2468 3935

執委會專用 □接受 （ 現金∕支票 ）

 □不接受 （ 原因︰ ）

（       ）

郵寄：新界上水清城路八號，風采中學

傳真：2468 3935（請註明“投稿教育現場”）

電郵： educonvfocus@gmail.com

專題研究 政策評論 經驗推廣

顧名思義，新顏色是指多姿多彩的發展─

在這個欄位報道教評人的新發展消息。同時

亦期望這兒成為介紹近期加入本會的同工的

一個園地。

徵求內容包括約100字的介紹或說明，連同相

片（最好証件照及生活相各一），電郵給本刊

編輯收就可以。等你啊，新顏和新色。

廣告查詢

程志森先生（電話：2468 3680）
所有廣告產品及課程質素，與教育評議會及教育評議會教

育基金有限公司無關，使用者請自行查詢及選擇。

出版：教育評議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編委會：黃冬柏、梁鳳兒、蔡國光、曹啟樂、何漢

權

通訊地址：新界上水清城路 8號風采中學

電話：2468 3680　傳真：2468 3935

網址：www.edconvergence.org.hk

Email: edconvergenc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6 年 3 月

Production: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Co.

Email:	cdc @ contemp.com.hk

吳文軒是剛畢業就加入

教評會的新會員。

這位新鮮人熱愛教

育工作，於大學期間已

積極以義務形式投入各

類型教育工作，更因這

份熱誠被選為去年香港

十大優秀青年。

在大學時的義務教育工作經歷，令熱愛兒童權利

教育和青年事務工作的他相信教育是改變世界的力

量支柱。他現職於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教育組，以另

類的方式投入教育工作，希望透過開展各類活動和

教案研發推動香港的兒童權利教育，與常規課程產

生協同效應。

他感謝前輩們的支持，讓他更有信心地踏上這條

漫長卻充滿意義的教育路。在這裡就借用許為天老

師常說的一句作結：一切為學生、為一切學生、為學

生一切。

本會繼一月份舉辦元朗屏山文化徑遊後，再接再厲，

於四月假期內舉辦「中區自然徑」和「爐峰步道」活

動，適合個人或一家大小休閑漫步，沿途觀賞自然美

景及古老建築，如拱橋，官邸……。詳情如下：

日期：   2016年4月2日（星期六）

時間： （1）上午 9 :30 至 11 :30

        （由金鐘步行至山頂 註一）

 （2）上午 11 :30 至 12 :30（自由午膳）

 （3）下午 12 :30 至 2 :30

        （繞山頂行，經克頓道至香港大學 註二）

費用：全免

行程：可選擇（1）或（3），或（1）及（3）

參加全程者可於 9 :30 在金鐘地鐵站 C1 出口集合，而

參加（3）者可於12:30 在山頂廣場舊纜車車廂旁集合。

領隊：資深旅行家，持牌導遊，陳燦成老師。

查詢／報名：請發電郵予程老師，註明參加全程或只

參加（1）或（3），及留下手電方便聯絡。

程老師電郵：edconvergence@gmail.com

註一	 （1）「中區自然徑」，由金鐘行上纜車徑，再至山頂廣場一段。

沿途巨樹參天，可覽維港美景，觀賞歷史建築及著名大廈，多

類野生植物花朵。緩步暢遊，但以上斜路及石級為主。

註二	 （3）「爐峰步道」，由山頂廣場旁邊及盧吉道為起點，可繞山頂

一圈，觀賞各式動植物，細察周圍歷史文化景觀及遠眺維港兩

岸。之後徑克頓道下行，龍虎山郊野公園（松林、炮台、舊維

城界石……）直達薄扶林道香港大學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