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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思》第《拓思》第《拓思》第《拓思》第 37373737期「偶像與榜樣」期「偶像與榜樣」期「偶像與榜樣」期「偶像與榜樣」    

    

讀者回應讀者回應讀者回應讀者回應    
 

    

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對本期《拓思》的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的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的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的整體意見    

�� 偶像對偶偶偶偶偶的偶 偶偶偶偶偶偶偶偶偶見
有關偶像的負面偶導。教壞偶偶偶偶今期《拓思》
內容偶正面偶介紹一些偶像成功之道偶值得偶偶
人學習。 

�� 內容豐富偶能偶不同的層面探討偶偶偶崇拜偶像
的問題偶最令人欣賞的地方是能尋找一些偶像現
身說法偶提出一個正面崇拜偶像的態度偶文偶極
適合老師參考。 

�� 對偶偶偶喜愛偶像的問題作出偶全面的探討偶對
成偶人有偶偶的啟發。 

�� 貼近潮流偶亦包括了不同組群的觀點。 
�� 能集合老師、學生、偶像多方面意見。 
�� 配合偶偶高小需要。 
�� 較側重中學生問題偶適合小學教師較偶。 
�� 內容非偶豐富偶真實偶配合偶令偶但比較缺乏一
些小學生之題材。 

�� 關於榜樣偶可更具體偶傳記中的事例說明榜樣。
�� 內容能涵蓋知性及實踐層面偶偶不錯呢？ 
�� 能產生學生之興趣偶或許是內容與他們息息相關
亦有他們認識之偶像。 

�� 內容清晰有條理。 
�� 今期的主題是一個偶有意思的話題偶我比較喜歡
文中一些學生所發表的意見偶可能是他們的心
聲。找來學生的偶像去發表他們的偶法也偶有賣
點偶可惜覺得只有李麗珊說了一點可以激勵學生
努偶求進的話。 

�� 對偶像與榜樣的分異有深切的分析偶對學生輔導
方面有幫助。 

�� 能緊貼現今偶偶偶的問題。 
�� 偶像崇拜的偶偶偶偶 學生的成偶心理。  
�� 課題夠生活化偶合偶宜。 
�� 討討內容能討 教討討作者對「偶像與榜樣」的
了解及體會。 

�� 學生們的偶像包括古今中外偶偶古代皇帝到現代
歌星、師偶、父母偶可見偶偶偶對偶像的選擇已
開始注重內涵偶是可喜的現象。 

�� 內容偶切合學生需要、亦偶充實和豐富。 
�� 偶符合偶偶偶的話題。 

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    
�� 能偶理討角度及學生角度兩方面
讓老師對偶偶偶崇拜偶像有更深
一步的了解。<教師如何與偶像比
拼>的文偶內容能啟發老師可如
何建立更好的師生關係。 

�� 主題適當偶教案可選用偶內容可
適當地剪裁作分享之用。 

�� 非偶好偶偶迎合偶輕人口味。 
�� 非偶切合偶偶偶偶偶面對之問
題。 

�� 本期《拓思》內容非偶好偶各老
師都欣賞並閱覽。 

�� 頗充實偶有訓導老師、學生、偶
偶人偶像等對主題的不同觀點偶
如能加上心理小測等偶會較有趣。

�� 能切合偶偶人現在要面對的問
題偶是好的德討教材。 

�� 以崇拜偶像為主題偶切合學生興
趣偶能令學生引起共鳴。 

�� 有教討意義。 
�� 偶能夠點出偶偶偶偶崇拜偶像的
原因。 

�� 「拓思交匯點」收集的文偶富啟
發性偶刺激老師進行反思。 

�� 選「偶像」為題偶偶是偶偶偶的
埋身問題。 

 
 
 
 
 
 
 
 
 
 
 
 



 2

�� 偶豐富、切合五六偶級同學需要。 
�� 能讓教師抽取部份施教之用偶偶實際。 
�� 非偶好偶老師也知道應怎樣處理學生對偶像的崇
拜。 

�� 內容豐富偶偶有意思偶對老師來說偶偶有共鳴！
對學生來說偶偶有討討及反省價值！ 

�� 使人有認同感、貼合潮流偶但有啟發性偶予人有
反思空間。 

�� 主題十分好偶能迎合兒童需要偶對教師偶有幫
助。 

�� 切合現今偶偶偶需要偶能針對偶弊。 
�� 能針對偶偶偶偶偶崇尚偶像的風氣偶深入分析偶
並加以正偶的指引。 

�� 內容充實偶學生亦能明白其中意義。 
�� 為偶偶偶正面分析偶像的討點正偶。 
�� 內容切合學生需要偶<偶像談偶像>偶具體偶偶有
趣偶如增加訪問對象及內容更好。 

�� 題目談「偶像」偶趣味性濃偶偶偶引發不宜盲目
選擇偶像偶偶好的題材。若加入部份老師的偶像
更佳。 

�� 題材切合偶代偶能傳達不同階層人士對本期的個
人見解偶內有專業分析和補充偶頗全面。 

�� 內容豐富偶有不同人士的見解偶如學生、偶像明
星、運動員和教授等。每一頁底部都有學生對主
題的意見偶使我們能偶中知道現在偶偶偶的想
法偶這使我們更易於與偶偶偶溝通。 

�� 題材頗迎合現今中學生潮流偶具令人要思考的文
偶偶例如偶見別人成功偶但偶不見別人付出的努
偶偶在李麗珊的文中便獲得鼓舞及令人反思。 

�� 內容充實偶對老師來說偶有值得提醒反思的地
方。 

�� 撰寫文偶的人物偶全面。 
�� 非偶好偶能請到一些知名人士作出中肯的意見偶
更喜見不同學生對偶像的見解。 

�� 偶緊貼潮流。 
�� 偶像訪問篇題材偶有意義偶令學生崇尚偶像有更
正面態度。教師比較喜歡希望在「教室密語」中
加入一些適合小學生的教室示例偶以配合教學要
求。 

�� 能以正面及客觀的態度來分析「偶像崇拜」偶讓
老師們容易暸解偶偶偶崇拜偶像的心態。這樣偶
在面對學生崇拜偶像偶偶能幫助老師懂得如何作
出適當的輔導。尤以<教師如何與偶像比拼>一文
中偶值得我們在教學上多作反思。 

�� 題材頗吸引偶內容有趣。 
�� 內容不錯。以偶像談「偶像」可讓偶偶人清楚偶
像自己的意見。 

�� 內容題材不俗。 
�� 偶部分是老師的已有知識偶對學生偶言只有部分
內容有興趣。 

�� 對偶偶偶偶偶崇拜偶像的心態有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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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拓思》內容切合偶宜偶編排由淺入深偶能
以多角度探討的問題偶加上個案事例偶偶能帶給
讀者一個明偶的訊息。 

�� 內容充實偶主題健康。 
�� 《拓思》內容能清楚配合及闡釋今期主題偶文偶
寫得十分好。相信《拓思》主編花了不偶心思及
偶間整理偶值得讚賞。 

 
 
 

    
對本期各篇文偶的意見對本期各篇文偶的意見對本期各篇文偶的意見對本期各篇文偶的意見 

�� 部份內容頗有啟發性。張博士的文中提及的好
歌偶讓我回想起多偶前「達明一派」的「好歌」：
十個救火的偶偶。同值細嚼。 

�� 非偶有用偶尤其「教室密語」部份偶配合本校的
生活教討課。 

�� 身為老師偶十分贊同<老師如何與偶像比拼>偶覺
得內容十分充實。 

�� 欣賞本期中學生及小學生的分享及心聲。讀者感
覺到他們描述真實詳盡。賴老師的<教師如何與
偶像比拼>一文令人獲益良多！教案示例＜無名
英雄＞內容十分精彩！ 

�� 輔導心聲偶真實生動。個案處理偶也值得借鏡。
�� <成功的背後>真實的個案偶十分發人深省偶可激
勵每個人努偶上進偶本人極為欣賞。 

�� 李麗珊文偶<成功的背後>給偶家新的啟發 – 學
習偶像奮鬥精神。 

�� 內容豐富偶尤喜歡個案分享部份偶能豐富同討們
在實務上的經驗。 

 

    
    
    
    
    
    
    
    
    
    
    

對本期各篇文偶的意見對本期各篇文偶的意見對本期各篇文偶的意見對本期各篇文偶的意見 
�� 李麗珊的文偶偶可給老師在早會
中引來與學生分享偶她是近偶「知
名人仕」偶有一定吸引偶偶建議日
後可邀請更多學生認識的人分享
經歷。 

�� 「教案示例」偶有用偶希望日後
可繼續。 

�� 內容偶實際偶「教案示例」對老師
偶有用。 

 
 
 
 
 

    
 
 
 

 

 

有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有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有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有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主題建議主題建議主題建議主題建議    

�� 違規行為。 
�� 人性貪婪。 
�� 偶偶偶交友之道:偶偶一代與父母師偶之溝通。
�� 如何改善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如何提升學習氣
氛。 

�� 對金錢的態度偶名牌的剖析等。 
�� 能結合偶事的德討主題。 
�� 如貪心、廉潔等題材。 
�� 校園欺凌。 
�� 抗逆偶:危機處理:個人健康(減肥、運動….) 
�� 改變學生崇尚名牌的風氣。 
�� 「關心社會」、「關懷別人」。 
�� 用短偶間得到最偶的回偶是否一件好事。 
�� 學校、法律及其相關問題。 

主題建議主題建議主題建議主題建議 
�� 金錢偶消費偶節儉等價值觀及態
度。 

�� 由香港至中國的貧窮問題。 
�� 升學與就業(抗逆能偶 )(提昇競
爭能偶) 

�� 主題如「走法律罅」偶「忠誠」。 
�� 嘗試多以現今學的生活為主題

(如網吧、葯物濫用)偶讓老師能
掌握現今學生們的心態和情況偶
藉此加強老師對學生的了解以有
助老師與學生溝通。 

�� 有獎遊戲偶百萬富翁的再思。 
�� 積極人生觀偶生死教討。 
�� 逆境中自我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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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目標與生命價值；你想？理想？夢想？ 
�� 珍惜生命偶讀書方法偶活得更精釆偶傳媒偶學生
問題善用金錢偶善用餘閒。 

�� 升學問題偶學生如何偶成績與前途的關係。 
�� 偶眾傳媒 
�� 對偶偶偶偶偶喜惡的題裁偶切忌太拘謹偶如染
髮、服飾、手電運用和售賣翻版碟等。 

�� 如何善用金錢。 
�� 如何與學立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偶尤其面對頑劣
學生的偶候偶教師應以什麼態度和方法面對。

�� 各樣有關德行的主題都值得關注。 
�� 生命的意義。 
�� 現代人「自我」觀念較重偶建議以「人際關係」
為題偶如:父母子女相處之道、尊重偶輩、愛護
幼小、朋輩間之相互偶響及相處之道等。 

�� 偶偶偶偶偶「自我形象」低落偶但「自尊心」卻
強。建議以「偶偶偶之自我形像」為題偶藉此培
養他們正偶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偶鼓勵他們積極面
對困難偶勇於接受挑戰。 

�� 與偶偶偶有關的主題。 
�� 逆境自強。 
�� 有關偶偶偶如何面對逆境及愛惜生命的主題。
�� 有關偶偶偶的德討培討偶正偶的人生觀及倫理
等。 

 

 

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 
�� 加偶許篇幅作為激勵老師偶如文偶、成功個案
等。 

�� 增加家偶/與家偶有關的一欄。 
�� 有關小學有有家有對小學生偶 減至最偶的補
教方法。 

�� 搜集小學生身歷其境的德討行為個案(如誠信)。
�� 多刊登小學生或小學老師之真實個案及感想。
�� 我還是喜歡「輔導心聲」那種類似真實的個案。
�� 可加插一些迎合偶偶偶的心理測驗。 
�� 如能在個案附近加能尋求幫助的來源更好 eg.
互聯網地址偶政府部門電話等。 

�� 「教室密語」中可介紹切實偶可行的課室管理和
應對技巧。 

�� 可否加插多些圖畫偶圖文並茂偶增加閱讀的樂
趣。 

�� 每期最好舉實例。並加結討。 
�� 可討充「教室密語」偶加入多一些教案分享。 
�� 可更貼近潮流偶多提及偶偶偶偶偶情緒及家有問
題。 

�� 多些個案的事例。 
 

�� 認識中國偶事 (例﹕南京中毒事
件/中國水災)。 

�� 一些價值對之問題(例﹕金錢、愛
情、名利)。 

�� 能對偶偶偶有直接偶響的題材。
如網吧。 

�� 責任感偶對社會、家有等的承擔
感。 

�� 賭博(例：賭波規範化)偶傳媒公
信偶(例：羅文死訊消息來源)。

 
 
 
 
 
 
 
 
 
 
 
 
 
 
 
 

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    
�� 生活性宜較強。 
�� 國際偶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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