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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安 鄭州大學首席教授

公德

為覺得有關公德的看法與立場，是自己的看法，

我對這次的發現感到有些意外。於是，我請

屬於自己的。因此，更加感到有義務去實踐。不

了南京師範大學的副校長朱小蔓教授，臺灣師範

是被老師訓話、洗腦，或被動地被老師或學校要

大學的副教授董秀蘭老師，以及新加坡國立教育

求有什麼表現，反而會失去積極性。

學院的朱麗珍（翻譯）老師幫忙，請他們找自己

第二次，我們列舉了十幾條有關公民道德的
價值觀與行為的特點，請學生分辨哪些屬於「好
公民」，哪些屬於「好人」。這次，美國學生的
曾經有一段時間與美國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著名的德育教
授Darcia Narvaez合作探討一些兩地的公
民教育和德育的議題。記憶比較深刻的
有兩次嘗試。第一次，我們列出十幾個
與公德有關的問題，首先讓學生自己回
答，然後請學生分組討論，請同學們與
組員分享自己的答案。分組後，再請學
生重複回答。我們發現，學生在未討論
前，基本上對公德問題都能正面回答，

表現與香港學生的表現有明顯的差別。美國學生
分得很清楚什麼是「好公民」的道德行為，什麼
是「好人」的道德行為。他們基本的思路是把
「公德」與 「私德」分清楚。有些是「公」的，
不論自己喜歡與否，都一定要做。例如，不能破
壞公物；就算自己不同意他人的觀點，也要尊
重；如果國家抽中自己要從軍，也有義務去做
等。但是，有關私人的道德，就是自己的選擇，
無須別人的贊同，也希望他人不要干涉自己，只
要不傷害他人，請不要管我。

的學生回答這份問卷。結果，他們也不約而同地
得到同樣的答案，他們的學生也感到很難分辨
「公德」與「私德」。總之，人應該對自己有道
德要求，才能成為好公民。換句話說，先要做
「好人」，才能成為「好公民」。 「好人」是
「好公民」的前設。這些發現，奠定了我日後建
立「亞洲公民觀」的基礎。基於這種看法，我在
國際學術期刊中發表了幾篇「亞洲公民觀」的探
索，竟然得到中西學者的讚許。在研究「亞洲公
民觀」這課題中，最大發現是，亞洲國家的公民
課程大綱都非常相似，題目大致是：我與自己、
我與家庭、我與學校、我與社會、我與國家、我
與世界、我與大自然。根據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區
婉儀對香港中文課程的內容分析，以及香港教育

不用討論，已知答案。討論後，第二次

但是，香港的學生並沒有這種想法，他們覺

大學何志恒對國內某些德育教材的內容分析，

的答案也一樣正面，而且比討論前豐富

得很難分清楚什麼是公德，什麼是私德。每個人

「我」的出現率是眾多關鍵字中最高的，而大都

得多。我們發現，有關德育問題，或公

的私德整合起來，是否會變成公德？因此，他們

是關於修身、自我完善，以及要梳理好「我」與

德問題，學生都有基本判斷的能力。互

沒有表達請別人不要管我的強烈期望。反而，甚

自己的關係；「我」與他人的關係；甚至於

相討論後，更加確定先前的想法，也採

至有學生提出「慎獨」，就是不管有沒有其他人

「我」與大自然的關係。傳統中國文化裡「與天

納其他同學的看法，提供更豐富的答

在場，或者是否影響他人，都應該對自己有道德

地合一」的概念是非常深厚的。這同時解釋了，

案。我們開始體悟到，德育其實不需要

的要求。

為什麼先要做一個好人，才能成為好公民。

「教」，讓學生自行處理，互相討論，
也能得到正面的答案。他們更開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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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
馬鎮梅 英華小學創意及出版總監

扔垃圾嗎？
這兩次與美國教授的合作，竟然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穫。
首先，學生其實已經有道德觀。因此，公民與道德教育的教授
方法，重點在於誘導，而非在於灌輸。其次，原來在中國文化

午飯後的自由時段，我在走廊跟同學們聊天。

培育下成長的香港學生（甚至亞洲學生），不經不覺地受東方
文化道德觀影響了，覺得自己要對自己有道德要求，而且要先
做好人，才能成為好公民。既然如此，公民與德育的教學，只
要因勢利導，就可以得心應手。不用太過強求，也無須太過苛
責，學生基本都是「性善」的，從良心出發，我們只需要把人的

「你們覺得怎樣做才算是有公德心？」
「不要隨便扔垃圾！」
「讓座！要讓座！」

善性發揮就可以了。
「按着升降機的door open，待其他人都可以進來。」
「公德」，不用大鳴大鼓，好像要把學生訓練成為聖人似
的。講公德，只需要找到某些情境，讓學生討論，為他人著想，
自然大家都希望有好的環境，彼此尊重，就能做到互愛互助，雙

圍攏的孩子愈來愈多，前兩個答案幾乎是眾口一聲的。
「那最近有沒有哪些人的行為讓你覺得很有公德心呢？」

贏、互贏。然後，互相守護，我們的社會就自然美好。這就是最
自然、舒暢的「公德」了。

「有！有！有！」
孩子們反應好熱烈，我隨便挑了一個低年級的。
「颱風後有好多人自發去執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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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這個答案引來不少共鳴，大家七嘴

麗，亦展現了香港人的寶貴情操 — 公德。

八舌的，有說自己住在將軍澳，看見很多居民在
海濱公園整理磚頭，有說叔叔和朋友去了杏花邨
執發泡膠當義工，有說知道中學部的大哥哥幫忙
清理學校附近街頭的樹枝。

其實香港平時也有一些公德之士，默默付
出時間、體力去清理大眾遺下的廢物，胡梓康是
其中一位。他是龍舟隊的教練，在2009年發起
了「青山綠水」行動，每逢冬季不用「操水」的

頗為整潔。而香港正好相反，到處都有垃圾桶，
有時一條不算長的街道，街頭街尾各有一個，但
奇怪的是，垃圾仍然滿瀉，甚至多得要堆在垃圾
桶的四周。原來問題不在垃圾桶的多寡，而是大
家處理垃圾的態度。

是的，這的確是香港人難忘的集體回

日子，便率領隊員到各大山頭及灘岸撿垃圾，而

我這位朋友去年暑假舉家在台灣住了半個

憶……2018年9月中，香港少有地掛起十號颶

且難度頗高。他們試過在東龍島附近，用飛索從

月，他本身已是個資深的環保戰士，但他覺得旅

風訊號，天文台及政府提前一週頻密預警。結果

岸底把沉甸甸的大袋垃圾，吊上四、五層樓高的

程最有意思的，竟然是重新學習如何掉垃圾！每

一如所料，風力相當強勁。暴風過境之後，全城

岸頭運走，又或者挑撐着二、三十公斤的山野垃

逢晚上某個時間，垃圾車播着音樂駛至，居民便

滿目瘡痍，據非正式統計，給摧毀的樹木多達四

圾下山。

趕緊把包好的垃圾拿出屋外，排隊放進車上，但

萬七千多棵，許多百年古木慘遭「毒手」，不少
臨海屋苑的休憩設施面目全非，彷彿經歷了一場
小型海嘯似的。其中杏花邨的災後現場最是觸目
驚心，屋苑幾乎每一吋的路面空間都堆滿發泡膠
和塑料瓶子；去年試過一回，這次更嚴重。至於
將軍澳、大埔行人隧道、西貢碼頭、香港仔避風

最近有香港團體開始傳入瑞典的一項新興
健身活動 — Plogging (註)，發起「香港垃圾
跑」活動 (HK Ploggers)，參加者在全港各地相
約一起跑步，邊跑邊撿拾路面的垃圾，既可清理
社區，又同時鍛鍊身體。

塘等多處地方，亦充斥着各式各樣的即棄塑膠，

這些人、這些事，都彰顯了高潔的公德

大家都措手不及，不知它們從何而來，又該如何

心。要是人人都有這種意識，且在更早階段發動

處理。

萌芽，那就更美麗。試想想，海洋逆襲，不就是

由於災情嚴重，縱使政府人員疲於奔命，
也只是九牛一毛，沒想到反而激發市民團結起

他卻連連擺了烏龍，因為當地的垃圾分類相當細
緻，有些日子收紙，有些日子收塑料，而且不是
每天都有垃圾車到來。換了在香港，早已怨聲載
道，投訴政府擾民。但正因為有這政策，市民打
從源頭開始，已意識到要如何減少製造垃圾，以
及如何恰當地處理已製造出來的垃圾。
我再向孩子們拋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執
垃圾是公德心？」

告訴我們，大自然受了不少苦，現在只是稍為

大家意見紛紜，終於，在上課鈴響起前，

「物歸原主」？想到這裏，我不禁打一個冷顫。

有個三年級的同學這麼說：「因為那不只是為了

來，自發清理各個災區，亦有人在社交媒體發起

垃圾問題 (尤其塑料類) 一直是人類的困

「自己家園自己救」行動，一呼百應。於是，掃

擾，我有位朋友在許多年前已大力提倡「再見垃

樹葉的、清樹枝的、拾垃圾的、搬磚瓦的，各司

圾桶」 — 減少垃圾桶的數量。他指出一個城市

其職。市民用的手套、掃把，甚至鐵剷、厚身垃

垃圾桶的多寡，反映出市民的公德。日本和台灣

圾袋等工具，都是自掏腰包購買。這些畫面很美

是香港人熱門的旅遊地，相信去過當地的，都會

自己的好處去做！」
對！小公德，大改善。但願我們都學會如
何好好地丟一件垃圾。

發現垃圾桶不好找，可街道又不見得骯髒，甚至
註：
Plogging 一字由“Picking up litter”和”Jogging”結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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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孩子

張帝莊 資深傳媒工作者

為本的公德
教孩子公德，不可以強人所難。有些人教

「叫警察來抓你」，往往收效甚微。為甚麼？因

用，其實清末民初的作家梁啟超早就說過，小說

為這是強制的外力，不是發自孩子內心的東西。

是「文學之最上乘」，因為一個人讀小說，投入

孩子弄污港鐵的椅子，不懂得主動讓座給
有需要人士，是能力問題嗎？不是，歸根究底，
是意願問題。孟子說過，如果有人要求你「挾泰
山以超北海」，你說「我不能」，這是真的不

子和收入送給別人，憑甚麼竟然就要孩子做「聖
人」，把孩子最心愛的玩具送給別的孩子玩呢？
大人以為，玩具借別人玩一下無妨，可
是，三四歲的孩子，未必知道，玩具借了出去還
會不會回來。大人強人所難，說到底，是缺乏對
孩子的同理心。

一場喜，一場笑，一場哭，就是時空穿越、物我
兩忘的有情世界。
如果孩子看馬克吐溫的《湯姆歷險記》

說「我不能」，這就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意願問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懂得為湯姆

題。「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裝死然後出席自己的喪禮而大笑；看謝爾．希爾

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讓孩子明白，我們
要為其他人著想呢？

弗斯坦的《愛心樹》(The Giving Tree)，懂得為
一棵奉獻了一切的蘋果樹而哭泣；那麼，孩子就
成了一個有仁心的人。

如果大人自己從來都沒有從孩子的角度看
事情，我們如何期待孩子能從別人的角度看事情
呢？我相信揪著孩子的耳朵教訓孩子是沒用的，
正如揪著大人的耳朵教訓大人也是沒用的。唯一
能讓我們感受到別人感受的方法是，我們需要擁
有一種超過自身經驗的想像力。

沒有仁而有禮 又有甚麼意義？

由三千常用字組成的符號，讀著讀著，一場驚，

能；可是如果有人要求你「為長者折枝」，你卻

孩子，要把孩子自己最心愛的玩具讓出來，不是
太強人所難嗎？一個大人，也很少把自己住的房

其中，出此入彼，感同身受，明明眼前只是一堆

如果孩子懂得為大雄用鼻孔吃意大利麵而
樂，懂得為多啦A夢永遠離開大雄而悲，那麼，
孩子就能夠明白，有些快樂，有些悲傷，並不完
全因為自己經歷過甚麼，而是因為別人經歷過甚
麼。
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要揪著孩子的耳朵

儒家思想，最推崇一個「仁」字。「仁」
字，由「二」和「人」組成，簡言之，考慮到別
人的想法和感受，就是「仁」。北宋哲學家張載
說：「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孔子說：
「人而不仁，如禮何？」這句話，其中一種白話
翻譯是：「一個人假如沒有仁，那麼，禮儀對他
來說又有甚麼意義呢？」

與其教訓孩子不懂為他人設想，不如讓孩
子在沒有被揪耳朵的情況下學會感受別人的經
驗。這樣說，好像很難，很深奧，但其實一點也
不難，一點也不深奧。一本好的小說，一部好的

這句話，說給孩子聽，他不明白。但當他
懂得為別人遇到不平事而生氣，懂得想到別人快
樂而快樂，懂得想到別人憂愁而悲傷，他就開始
明白，別人和自己並不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個體。

動畫，已經可以掀動孩子的情緒。主角得了法
寶，為他高興；主角失去了法寶，為他傷心。主

某一刻，他會把一些自己心愛的東西送給
別人。

角的狗很可愛，心中充滿憐愛；主角的狗死了，
大人教小孩子禮貌或者公德，或威逼，或

不必耳提面命，也不必好言相勸。

臉上充滿淚痕。

利誘，或好言相勸，或嚴詞訓斥，甚至動用「外
部勢力」，一呼「對面的叔叔生氣了」，再呼

10

公德的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教訓，而是故

我們以為孩子讀閒書 — 例如讀小說 — 沒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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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婉玲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數碼公民

活出數碼公德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不時都會看到有人

國際教育學者組成的機構International

3. 凡事先從同理心出發，謝絕網絡欺凌。

6. 懂得善用數碼工具推動市民對社會議題

打噴嚏而不掩口鼻，相信大家會心裡喃喃，認為

Society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ISTE）早

別以為只要匿名在網絡世界發佈資訊、言論，甚

的關注，如環保、保育及弱勢社群的關顧等，肩

在公眾場合散播病菌，是缺乏公德的表現；倘若

於2014年已推動良好數碼公民的概念，作為數

至欺凌，就無需負責任。其實，我們在網絡世界

負讓世界更美好的責任。

有人罔顧網絡安全，使用高風險的公用網絡，導

碼原居民，應有以下九大良好數碼公民素質，看

留下的每一則信息，都會成為無法永久刪除的紀

致流動裝置內的聯絡人資料被盜用，令親友有機

看你已擁有哪幾項？

錄，可以採用科技追尋，找出元兇。因此，千萬

會遭受到詐騙電話或病毒電郵威脅，這又是否有
違公德呢？當我們會責備大眾媒體或公眾人物發
放不實資訊時，我們卻不求甚解，把在社交平台
收納的訊息於不同的群組廣傳，我們又應如何評
價這種行為呢？
公德是指全體公民在履行社會義務，在顧
及公眾利益時，應遵循的道德責任。中國近代思
想家梁啟超先生將公德定義為「人人相善其群」
，意思是指有利於群體的德性。要實行公德，就

不要貪一時之快，留下不當行為紀錄，傷人害

良好數碼公民的九大素質
1. 提倡及推動平等的數碼權利，讓任何人
都可享自由使用網絡。香港是WiFi城市，透過
「香港政府WiFi通」計劃，一些政府場所包括圖
書館、室內運動場等，已提供無線網絡服務。當
身邊朋友在需要的時候未有流動數據可使用時，
你願意為他們介紹這些公共服務，甚至開放自己
的數據熱點，與他們分享嗎？

必須擁有凡事以大眾利益為考量的態度，明白己

2. 應透過不同數碼渠道，提倡各類基本人

任，且用心用力去實踐，目標是要維持周遭環境

權包括言論自由。也許大家也曾經歷，友人在群

整潔，讓社會變得更和諧更美好。

組發表對某議題的看法時，群組內的人也會積極

身處科技與生活密不可分的世代，履行公
德已不能只規範在現實生活，尤其是與數碼產品
一同成長的年輕一代。作為網絡世界的原居民，
不但是社會公民、國際公民，更是數碼公民，不

表達意見。初段的言談會較為友善，但持續討論
下去則會愈見激烈，更嚴重的，甚至絕交或離開
群組。這正反映大家容不下與己不同的聲音，缺
乏互相尊重的元素。

7. 懂得善用數碼工具與他人協作，包括利
用網上平台共同學習、完成小組功課及為朋友提
供協助等。

己。
4. 尊重他人在網絡上的私隱及作品的知識
產權，不可剽竊，包括非法下載及分享歌曲、抄
襲文章或報告等。科技愈見發達，現時已有不少
科技軟件能監察作品的原創性及追蹤非法下載用
戶等。欲作任何行為時，須三思而後行。
5. 運用明辨思維，分析網絡訊息來源及真

8. 妥善保管個人資料，與陌生人在網絡上
溝通時，尤其需多加注意。更要精明地在網絡平
台留下適當訊息，建立正面的數碼足跡。
9. 能為自己使用電子產品設立適當的規則
及時間，積極避免科技對身體、情緒及心靈造成
的傷害，向網絡沉迷說不！

偽，拒絕不當的資訊。很多時我們因信任朋友、

現實世界與網絡世界同樣透明，更甚的是

親人，而不會抱懷疑的態度去過濾他們分享的訊

在前者留下的足跡，可以漸漸地磨滅，但後者留

息，便輕易地轉載至其他群組或社交平台，使錯

下的任何痕跡，是永久不能刪除，「陪伴」終

誤的資訊誤導或困擾他人。其實，我們只需把有

身，後果更為嚴重。讓我們一同本著「己所不

關訊息貼於搜尋器內搜索，或查看官方網頁，即

欲，勿施於人」的公德原則，建立香港公民的典

可以辨別真偽。

範；同時，亦時刻警剔自己在網絡上的一言一
行，成為具負責任的良好數碼公民，並推及至
「數碼移民」的長輩，共建美好的數碼社會！

得不把公德伸延至網絡世界中切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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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分享

讓社會

變得更美

吳卓翹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 小六 )
暑假我和家人到日本旅遊，我發現原來一個人要具備「公德」，並不是要做偉大的事，而
是任何一個小舉動都可以表現出我們的公德心。
我最先感受到的是日本人有禮待人，經常彎腰、鞠躬、說「謝謝」、「歡迎」，常常露出
笑容等，這些發自內心的行為，會令人覺得有誠意，很舒服，所以我相信有禮貌是公德的第一
步。
在乘坐地鐵時，我又觀察到人人會有規則地排隊；讓乘客先下車，才上車；更不會在車廂
大聲說話。能顧及別人、尊重別人，顯得注意公德。
在日本根本不常看到垃圾桶，常常叫我因想扔垃圾而懊惱。接著我發現原來大家都會把垃
圾袋好，不亂拋棄，回到家中才把他們分類扔掉。不單止有公德心，更愛護地球，令我深深敬
佩！
在名勝和公園中，我又不時發現有的遊客在大聲談天，有的在用自拍棒拍照，甚至妨礙到
其他人也不理會。相比之下，本地人會較安靜自重，有公德心，盡量以不騷擾別人為目的，令
我印象深刻。
到底公德是否一樣很難做的事呢？我在一篇文章曾看過，提及日本文化的核心是「不要為
別人添麻煩，所以很注重日常生活的小細節」。我媽媽也說過：「凡事多為人設想，不自私，
自然就會做出有公德心的行為。」 啊！我明白了，公德絕不難做，只要我們愛人如己，尊重別
人，任何一個小小的舉動，也能成為有公德的行為。最後，我期望人人都能培養公德心，令香
港成為互相關愛，充滿公德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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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采蔓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 小六 )

何雨馨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 小六 )

有一次，我在逛街，看到一個男人在喝汽水，之後，他竟然把汽水罐隨手扔在地上，

「愛護公物，人人有責」這八個字在生活中隨處可見，但在生活中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在

令本來乾淨的地上多了一個罐子，破壞原本乾淨整潔的街道。驚愕之餘，我想：在學校

校園地板上經常見到垃圾，桌上牆上畫滿了同學們的塗鴉，甚至有些同學還在課室裡追逐，弄

裡，老師都教導我們應該將垃圾扔進垃圾桶內，這是公德心；更何況，在街道上萬一其他

壞桌椅。有的學生還為了走捷徑，亂踩踏路邊的草叢。這些行為不但有違公德，甚至還令同學

人不小心踩到它而摔跤呢，那怎麼辦？

在學校造成不便。

正當我上前想將這個罐子撿起來的時候，突然有一隻手出現，把它撿起放到垃圾桶
裡。原來是一個比我還小的小朋友。我們互相看看，笑了。這個小朋友還跑上前對那個男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要時常具備公德心。看見有人亂踩草叢，破壞公物等，我們應該去
阻止。

子說：「叔叔，只有我們每個人都將垃圾扔在垃圾桶裏，我們的城市才會更漂亮！」
只要我們本著道德之心，盡量做好自己的本分，自己的行為不給他人增添煩惱和麻
煩，讓大家都活得舒服、自在，我想這就是公德心了。
今年二月，我參加中學開放日的剪紙活動，我記得當我們剪完紙之後，地上和桌子都

公德，是要我們用行動去維護的，而不是讓它變成華麗虛有的名詞。一個人是否愛護公
物，就能體現個人的道德素質高低。只要人們時時保持著一顆公德心，便能建設一個文明的社
會。
就讓我們從自己做起，弘揚社會公德。

有紙碎。大部分同學都是一剪完紙就走，我正想走，但是記起老師平時要求我們無論在哪
一個地方，都要怎麼來怎麼去，所以，我留下來和另外一個同學拿起掃把，清理遺下的紙
碎。「你們真有公德心！保持了教室的整潔，讓下一班來體驗的同學也能享有乾淨舒適的
環境，謝謝你們。」中學的老師稱讚道。
其實，只要我們平時的行為令他人感到舒適、舒服，這便是具有公德心了。如果每個
人都有公德心，生活就會少了很多爭吵，世界會變得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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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雲潔 嘉諾撒小學副校長

心公計

我校是一所天主教學校，強調「心靈陶

更想想自己應如何做好。此外，校長又會以

育」﹙Formation of the Hearts﹚，亦著重人的

「『嘉』書」﹙校長與學生、家長的通訊﹚及早

素質塑造 — 「嘉諾撒人」素質。我們在計劃如

禱，激盪他們的情意，讓學生潛移默化。

何栽培孩子時，是學校整體規劃，即包括了課程
最後，就是「行」。生命教育課會組織大

及功能組別，缺一不可。

掃除、探訪老人院的服務學習；宗教培育組會有

題目的「心」是指我們的想法、態
度、行為。而「公」是指「公德」—

我們以生命教育的「知、情、意、行」去

「基督小勇兵」活動，鼓勵學生作出愛己愛人的

統合各科組的課程及活動性質，讓學生能經歷知

行為；活動組會在學校旅行，進行清潔地方大行

（知識）、情（進行情感激盪）、意（抉擇和立

動，保持大自然清潔；德育組會有不同的義工服

定志向）、行（勵行所學）四個學習維度，讓學

務及活動；訓育組的全校獎勵計劃 — 「塔冷

生有著知行合一的學習經歷，牢固他們的品德情

通」獎勵計劃，鼓勵學生要善用天主賦予我們的

意。

才能，成為自律守規和樂於服務的孩子。

「公」是指公眾，「德」是指德行，即
指對大眾的行為。「計」，就是計劃。
「心『公』計」，就是強調由「心」出
發，塑造品格素質，由內而外，推己及
人，讓孩子的心中有「他人」，會為人
著想，做出有公德的行為。
「 公德心」是包含了節制、克己、
同理心、尊重、正義、堅持、感恩等的
價值，是人的一種品格素養，不是單靠
教授或活動便能達到，而是要潛移默化

的概念為例︰
在「知」的層面上，宗教課會告訴同學，

有了課程作為骨架，再加上各組別的配
合，營造了整個校園氛圍，才能陶育孩子的心
靈。

我們是大地管理者，我們有責任愛護及保護這地

除此之外，我們也著重家長的配合，他們

球；生命教育課會引導學生欣賞自己、欣賞別人

是我們的伙伴，也是孩子成長的主要人物。我們

和同理心；德育組亦會在周會上，安排不同講

會進行家長教育，把學校品德培育信息透過不同

座、工作坊、戲劇表演等配合。

的途徑讓家長認識和認同，更重要讓他們一起參

有了「知」，便是用多元化渠道去蘊釀他

與，去見證孩子成為一個有「心」人。

們的「情」、「意」。生命教育課會利用繪本及

要知道品格教育需透過學生體驗與省思的

體驗活動如模擬傷殘人士活動等引發情意；德育

活動逐漸養成的。所以，在孩子的六年小學生活

學校，是教育場所，是一個小社

組又會以「『嘉』事頻道」，讓大家關注身邊的

中，我們要好好計劃，從「知、情、意、行」四

會，也是學生另一個家。因此，對學生

事和物；訓育組設欣賞紙，讚揚及強化他們正面

方面去培養不同的價值，才能擁有「公德」的

品格的培養，學校是最好的地方，也是

的行為；在專題研習中，我們在二年級更加入

心，活出「公德」的行為。

責無旁貸的。

「尊重」的元素，讓學生認識自己社區之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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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德中「克己」、「節制」、「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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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文正 資深教育工作者

公德心

(四) 在交通工具上不肯讓座予老人家；
(五) 在公眾場所大聲講電話、奔跑；
(六) 亂拋垃圾；

並提供實踐好行為的機會，使知行合一。小朋友
可用觀察、記錄、統計、匯報等方法，分享日常
生活裡一些好行為、好習慣；也提出鄰舍、成年
人的一些壞習慣，及令人厭惡的舉措，互相警
惕。

(七) 帶狗兒隨處便溺；
有幾個做教師的前學生知道我會投
稿《拓思》，都十分雀躍，原來他們都
想再聽聽我對教導孩子的意見。不過今

教師們亦鼓勵兒童不要少看自己，發揮
(八) 在公車上用背囊頂撞他人而不自知；
(九) 咳嗽時不掩著嘴巴：
(十) 在公車上剪指甲、挖鼻孔。

師、學生們談品德問題，我怕自己在說

我得知以上資料後，便問老師們有何計策

教，『堅離地』，不如你們給我一些建

可以鼓勵學童分辨好行為，以及養成具公德的好

議吧！」這份功課他們也很樂意接受，

習慣。老師們討論熱烈並提供了一些意見，在此

以下可以算是一篇師生們的集體創作。

也與大家分享。

寫作小組首先在學校內向小朋友查

老師們欣賞政府不同部門過去在不同領域

詢，那些問題在日常生活裡，涉及公德

向兒童、青少年的灌輸，如：設立少年警訊、防

的，是小朋友的關注? 他們下了點功夫

火大使、樹木小偵探等，鼓勵青少年、兒童舉報

後，歸納起來，向我報告有下列十點：

犯罪活動、走火通道違規堆放雜物、防煙門被移

(一)與 環保、節能有關：原來小朋
友大多愛護地球，他們十分討厭別人(包
括自己)浪費用水、電、膠袋、紙張及浪
費食物……等；

裡有違公德，如亂拋垃圾、插隊、衝門⋯⋯等行
為。一位教師更分享了一個經驗，原來有某沙灘

次我反而給他們吩咐了一份功課，我
說：「老師離開前綫有十年了，與教

「小手拖大手」運動，極力勸止父母在日常生活

除，甚至懷疑樹木有折塌危險，車輛大量排放黑
煙，垃圾黑點等。這不但具教育意義，也讓兒童

旁的三所學校，共同協商了一個在暑期師生一同
清潔海灘的活動，分別輪值，用領主身份，負責
清潔海灘。他說師生都以該海灘能以十分清潔的
狀態服務泳客感到驕傲，親嚐為社會作出貢獻的
甘甜。
總括而言，要強化小朋友的公德心，要先
了解他們的關注；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
信念為出發點，與他們商討如何聯合行動；再鼓
勵他們由自己做起，分享實踐經驗，進而提供方
法、途徑，讓小朋友為大眾服務，把公德精神植
根心中，推己及人，進而愛社會，愛地球。

有為社會服務的機會。他們希望政府在不同媒介
上再大力宣傳，如鼓勵市民不要衝門及應該讓座
等意識，發揚公德精神。

( 二 ) 成 人 們 搭 車 不 排 隊 ， 爭 先 恐
此外，他們亦認為無論在校內或家中，都

後；

要經常教導小朋友節能及不浪費資源的重要性，
(三) 進入地鐵車廂時衝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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諉過

於人

蔡樂怡

午飯時，允一和志明在一樓教員室外空置地方打
球，玩得興高采烈之際，允一不小心將球拋到志明身後
的儲物櫃。儲物櫃的門因被猛烈撞擊而鬆脫了。
志明驚慌地說：「怎麼辦？我們損壞了儲物櫃，給
老師發現就麻煩了。」
允一卻表現得很冷靜：「放心吧！這個儲物櫃一向
都是殘殘舊舊的，沒有人會留意，老師也不能怪責我
們。」允一望了望志明，示意他把球拾回後便離開。
正當他們準備離開時，老師經過便上前了解情況。
老師：「發生甚麼事情？為何儲物櫃被損毀了？」
允一理直氣壯地說：「不清楚啊！我們只是剛巧經
過！」

正當老師想繼續了解時，允一急不及待地說：「儲物櫃不是我們損毀的，櫃門在幾個月前已經
是鬆脫的，所以責任不在我們。我們只是不幸將球打到一個已損毀的儲物櫃。」
志明看見允一那麼理直氣壯地與老師爭論，也跟著說：「對！與我們無關！我們是無辜的。」
老師：「為何你們認為責任不在於你們？」
允一搶先答，態度也變得越來越惡劣：「儲物櫃是屬於學校的財產，學校有責任去檢查每一個
儲物櫃。儲物櫃損毀了，是學校責任。學校沒有發覺，沒有維修。」
老師語氣也開始變得嚴厲：「午飯時候在操場以外的地方打球已經不對，無論你們是惡意或無
意，終究也是毀壞了學校的儲物櫃，這責任你們必須要負責！我一開始也沒有想怪責你們的意思，
只想上前了解情況，但你們的回應卻讓我很失望。身為學校的一份子，無論是老師或學生看到學校
任何一個角落損壞了，都有責任去通報，造就學校成為一個安全和舒適的環境。」
允一仍然一臉不忿，覺得自己沒有責任，是老師冤枉他了。老師認為允一的情緒和狀態不適宜
繼續這個話題，便示意允一和志明先回到課室，準備下午的課堂。老師將此事通知了輔導組老師，
希望他能找個適當的機會與允一再討論此事。

老師看見志明一臉擔心和驚慌，便問志明發生甚麼
事，志明敵不過良心的責備，將事發經過告訴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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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淑賢

個案處理

個案分析
輔導老師聽了老師的轉介，知道最不忿的

允一不知如何回答。

是允一，於是決定先約見允一。
「好像多管閒事？」老師試探著問。
「允一，老師把事情大致告訴了我，但我
想聽聽從你的角度事情是怎樣發生的？」輔導老
師問允一。
允一有點愕然，組織了一會，輕輕說︰
「那儲物櫃一向殘舊，我們只是不幸打到一個已
損毀的櫃子，責任不在我們。」

允一連忙點頭。
「其實不是閒事哩，那地方就在教員室
外，每天進出的人不少，有同學，也有老師，要
是櫃子倒下，傷著任何一位我們都不想。所以發
現校園有不安全的地方，是可以，也需要讓老師
知道的。」老師從對允一觀察力的欣賞，談到他

老師有點不明︰「殘舊與損毀有點不同

通報的責任和可能的後果。

吧，櫃子的狀態到底是怎樣的？」
允一仍有不忿︰「其他人也有看見啊！」
允一有點心虛︰「幾個月前我見它已鬆
脫……」

「也有可能其他人也有發現，也有可能他
們也像你的想法一樣︰不要多管閒事，於是這危

「就是它隨時都有倒下的危險？尤其放在
上面物品也不輕吧。」老師嘗試去了解允一說的

機就一直這樣潛伏著。應該怎麼辦？」老師把問
題交還給允一。

「那兒可以玩球嗎？」老師當作不
了解校規地詢問。
輔導老師從允一的角度入手，一來可以
允一搖頭。
老師發覺允一原來知悉這校規，便
再轉話題︰「知道老師當時為甚麼那麼
生氣嗎？他本來只是想了解事情，並不
是立意要追究你們。」
允一想起老師確曾這樣說，於是嘗
試代入老師的心情。思索了一會，允一
說︰「他說對我們的回應很失望。」
「那是甚麼意思？」老師表現得不
明所以。
允一猶疑地說︰「我估計是因為我
們不承認錯誤，堅持責任不在我們。」

允一一時語塞。
允一低下頭︰「是的。」
機才有機會解除，對嗎？」老師輕輕地說。

狀況也十分關注，真謝謝你！有想過告訴老師

允一搖搖頭。
老師輕輕問︰「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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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很感動︰「允一，謝謝你理解
老師的心情，我們的目標不是想懲罰學

「每位發現的學校成員都有責任通報，危

嗎？」老師去到重點上。

場︰「我不是只聽信轉介老師一面之詞」，
讓允一的情緒可以較舒緩，也較放心說出自
己的想法。
當發現允一的思路仍與轉介老師的闡述
一樣，輔導老師選擇對允一可疑的論點抽絲
剝繭。然而，他並沒有與允一辯論櫃子是否
已鬆脫的真偽，而是選擇相信允一的說法，
並進而欣賞他的觀察力和關注心。這些正面
的回應和信任，對往後的討論提供了良好的
基礎。
接著很多需要允一作自我反省的問題，
輔導老師都是以温暖的關心態度提出，讓允
一自己去尋找答案。即使需要幫忙時，老師

情況。

「允一，你的觀察力很好！對學校的環境

了解障礙他的關鍵在哪兒，二來也表明立

允一不能不點頭。
「球怎會跑到那兒去？」老師再不解地問。

生，而是想幫助學生明辦是非，建立處
世做人的好品格。現在，如果你再見到
老師，你會說甚麼？」

也是從正面的角度提點一下，又再把問題還
回給允一繼續思量。要幫助孩子真心的改
變，需要給予他正面的力量，相信自己有能
力去選擇更好的處理方法，而這個方法也是
他自己想出來的，才最有效用。

輔導老師會繼續協助允一整理他的
思路，然後與志明進行類近的面談，最

允一含糊地說︰「我們脫手了。」

後陪同兩位同學再與轉介老師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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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回應

與主題「同行」配合，促進

( 選錄 )

具 啟 發 性， 特 別 對 師 長 了

跨代溝通。

解年輕人的心態有所提醒。

黎笑珊

關小玲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助理副校長

迦密栢雨中學教師

能活用真實例子分享與不同年齡層
的學生之溝通和同行點，引發教師
反思自己如何與學生「同行」。

內容充實，不同的作者分享

黎嘉寶

獨 特， 能 啟 發 老 師 高 層 思

基督教宣道會苗怡幼稚園主任

維。

內容勵志，生活化，適
合家長和老師閱讀。

林婉玲

黃紫彥

荃灣商會邱健峰幼稚園副校長

官塘雅麗斯英文幼稚園
行政助理

「同行」的個案讓我們了解如何與學生溝
通，做到「望」、「聞」、「問」、「切」!
鍾秀婷
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教師

「同行」需要學習，值得學習。尤
其是在教育工作方面，無論是帶領

能探討社會時事的熱話，

學生、家長或老師，必須從認識開

內容生活化，選題正向，

始，從對方的角度想一想，調一調，

且切合現今社會現象，引

步伐也會輕鬆一點。

讀者共鳴。

內 容 包 括 不 同 範 疇，
豐富易明。
倪明威
中華基督教扶輪中學
輔導主任

吳覺汶

黃玉嬋

世界龍岡學校
朱瑞蘭中英文幼稚園課程統籌

天主教佑華小學校長

多元化，有深度，令家長有啟發。
嚴佩慧

多個主題均環繞不同年齡階層

欣賞《拓思》中有些個案

的溝通，佳 !

例子及分析與處理方法，
本校老師能參考當中的解

孫施雅
齊賢學校圖書館負責老師

「同行」主題選材非常貼
緊學生成長需要。

決辦法。
陳月嫦

劉貝詩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德育及公民教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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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協同中學
德育及公民教育主任

上水惠洲幼稚園副校長

過往各期《拓思》的文章已上載於廉署「德育資源網」
(http://www.me.icac.hk/tc/magazines.aspx)，而 85 期
的所有讀者詳細回應亦已放置網上，歡迎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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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 Instagram 帳號：
Greedy 堅

為貼近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習慣，廉署社區關係處推出了
Instagram帳號（greedy_kin）! 這帳號以一隻「好食懶做」、
「貪小便宜」和「hea爆」的樹懶「Greedy堅」作為主角，藉
著反面性格帶出正面價值觀。
「Greedy堅」利用年輕人常用的金句和日常生活的點滴做題
材，例如考DSE、做運動等，用輕鬆手法幫助青少年建構正
向觀念，邁向健康人生。
追蹤「Greedy堅」請登入Instagram帳號：
http://www.instagram.com/greedy_kin/

廉政公署網站

請即登入網站訂閱通訊，
獲取「德育資源網」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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