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在此向以下好友賜序：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及大學傑出教授     郭位教授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董事兼副總經理     黃遠輝先生 

香港電台助理廣播處長(電台)      戴健文先生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         鍾港武太平紳士 

觀塘區議會副主席、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副主席  蘇麗珍議員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校長        徐蔣鳳校長 

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羅永祥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研究員    洪清田博士 

民主黨東區區議會（太古城西）區議員    趙家賢議員 

民建聨沙田區議會民選議員、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 葛珮帆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高級講師兼助理課程總監 區志堅博士 

（成都）電子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中山學院  葉振東客座教授 

 

 

馬震寧謹啟 



話說通識 

——《我通我識》代序 

 

 香港的通識教育，數年來經過諮詢討論、籌劃預備，擬訂教學大綱、選用材

料、編寫課本，終於形成常設課程，在學校裏推行開來，這是造福社會的好事。

最近，有熱心人因應教與學雙方的需求，編寫出通識課程參考書，更是一件裨益

師生的功德。香港城市大學校友馬震寧君的新作《我通我識》，就是這樣一部書，

其用途和好處，讀者諸君自可體會。 

 說起通識教育，不少學生和家長似乎覺得是近年才有的新鮮事，其實不然。

遠在專科教育、職業培訓興起之前，教育原來就是通識。孔子說「君子不器」，

正是主張通識教育；孔子教學生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正是當

年的通識課程，只不過未經政府事先制定大綱而已。這六門知識技藝，不是為了

培訓孔門弟子去做喪禮司儀，或是樂師、弓箭手、馬車夫之類，而是為了造就通

曉諸般知識的君子。香港學校簡稱的 GE 課程，其中 general 一詞正是通達、廣泛

之意。 

 

 通識教育又稱博雅教育、通才教育、人文教育，源自 Liberal Education 一語，

本義是古希臘及古羅馬時代自由人（相對於奴隸）應有的教育。當年先哲講授的

是所謂「七藝」（文法、修辭、邏輯、算術、幾何、天文、音樂），後來成為歐洲

中世紀大學的常設課程，迄今仍是西方教育界的特色。七藝課程及其現代版

Liberal Arts（統稱人文學科），目的不是培訓特定行業的技能，而重在陶冶人的品

性素養和整體能力，使學生成長為 ladies and gentlemen，也即君子。 

 近代以降，知識總量持續爆增，學科門類一再細分，然而人生有涯、精力有

限，所以教師和學生不得不專注於某些學科乃至單科獨門；以就業謀生為讀書目

標者，尤其如此。 

 這情形在香港很是普遍：中學為了提高升學率，一早就把青年學子按文、理、

商科目分班，收窄孩子的學習範圍；大學強調專業，只教一兩門相關學科，結果

是畢業生知識偏狹。大家習焉不察，認為這很正常，或至少覺得無甚大礙。 

 

 然而，當今之世，同時也興起學科滲透、知識交融的大趨勢。許多理論研究

或應用課題，乃至百行各業的實際工作，都需要人擁有多學科、跨領域的知識，

或至少是常識。香港地處東西交匯的樞紐，港人面對中外新舊文化的碰撞，畢業

生若僅有單一知識，更會感到窮於應付。更何況青少年的人格品性，本來就不是

一兩門專業教得出來的。因此，現代版的六藝、七藝課程，也即今日的通識教育，

是很有必要的。 

 

 通識教育得以在香港各校推行，教育界同人貢獻很大；如今馬震寧君也出了

一份力，寫出《我通我識》。看到城大年輕校友有如此成績，我很高興，樂意為



此書作序。 

 同時，我也希望讀者善用此書，不要把它看作是應試指南之類的書，免得辜

負了作者的苦心和美意。奴隸社會已成歷史，今天的香港青少年都是自由人；難

道我們還要把自己當作奴隸——考試分數的奴隸？ 

 

 

郭位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及大學傑出教授 

 



序序序序言言言言    

    

認識馬震寧, 是在一個非常偶然但又不盡偶然的機會, 我作爲寫作培訓計劃

的講者, 小馬竟然是座中的一個學員，誠如爲書中寄語所說的：《如果你年紀輕，

沒有太大的家庭負擔，應嘗試了不少類型工作，不時參加不同講座，眼界自然廣。》

現身說法。後來在培訓計劃的頒獎禮上，跟小馬談經濟，談寫作，也談他的事業，

才知道他在走一條與衆不同的道路，顯然不能單以入息多寡來衡量，但最少，是

一條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也不斷前進的出路。 

 

 屈指一算，我已離開學校幾十年，而且在舊制的教育範圍成長，對最新推行

的通識教育，可算一竅不通。幸得小馬傳來《我通我識》的大綱，才知道通識教

育的範圍漫無邊際，非有良好的學習基礎不能駕馭。此書采取輕鬆的筆觸，以淺

入深出的方式，讓同學們駕馭通識科考試，取得高分的同時，也能培育一份領袖

素質。相信坊間同類的書本，十分缺乏，對于準備通識考試的同學，是一本不可

多得的教材，也是小馬分享多年思考，多年探索的精華，值得同學們一讀。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董事兼副總經理 

黃遠輝 

 

 



 

通識科的通識科的通識科的通識科的「「「「不言不言不言不言」」」」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通識」已是流行語，但是否人人都能夠「我通我識」，則是未知數。通識這門

學科的不可測性，在於各人的理解和認識都很不一樣。教師可能認為通識科是向

學生傳授分析方法，學生或許以為通識科是學習思考方法，甚至有些公眾人士覺

得這只是一門「吹水」的學科。 

 

其實，要讀好通識科一點也不容易。就以本書為例，馬震寧（小馬）指出了不少

學好通識科的竅門。關鍵是基本功，學生必須擁有良好的書寫能力，以及整理資

料和表達能力。缺乏基本功力，就等同足球員控球在腳，但往往不能突破，送球

入網。 

 

小馬這本書還提供了一套學習範式，衹要你細心閱讀，肯定收穫不少。可是，要

學好通識科更要重視這學科的「不言」部份，那就是學習的態度與方向。要讀好

這一科，要多看多聽，多討論多論證，才有多角度思考。總之，廣博、精通、深

化，才有卓越的見解與分析。又如小馬說：「搜尋和重視證據，並將之概念化，

對廣泛的意見和價值觀持開放和寬容的態度。」持有開放和寬容的態度，才更容

易像海綿一樣吸收知識，融匯貫通，打開通識科的學習大關。 

 

學好通識科的「不言」部份才可增強個人的「軟實力」，進一步提升你的「領袖」

才幹。 

 

你準備好投入這旅程嗎？祝福你！ 

 

戴健文 

助理廣播處長(電台) 

二零一零年一月 



 將課本知識「死背硬記、生吞活剝」是過去「填鴨式」教育制度下拿取高分

的重要原素！正如小馬分析，背誦好手可能是高分低能；低分份子亦未必是不學

無術，那麼該如何讓學生啟發思維、充分發揮，及讓他們在社會發展中應付自如、

與時俱進呢？ 

 

政府近年積極推廣通識教育，促進學生在「活化學術」中作全人發展，實是

教育改革及培育未來領袖的重要里程。但是，學科內容既包羅萬有，又無特定課

程框架，學校對教材及教學方法均難以著手，學生在學習上亦碰著「無書可溫 / 

範疇太廣」，各方都需要慢慢摸索。 

 

  有謂學海無涯，知識通曉知易行難！如何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如何明辨事

實、意見與偏見？如何擁有正面的價值觀與積極的態度？如何培養社會觸覺和適

應能力？如何包容及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如何能夠成為具備批判、反思和獨立

思考的人？懂得善用通識科學習機會，掌握跨學科知識，培養多角度分析力及鍛

鍊靈活運用的思維技巧，從實際生活中讓學習趣味化和應用化，所謂「一理通百

理明」，「通」了就易「識」，學會「通」在學習及在未來發展上往往能成為致

勝關鍵。 

 

 小馬是我近年非常欣賞的年青領袖及才俊，他博學好問涉覽甚廣，通識學習

與其成長實踐可謂牢牢緊扣。小馬主理的皇牌通識節目《我通我識》取材精要、

見解精闢、嘉賓精選，深受學生、家長及教育界人士擁戴，屢獲好評！這次小馬

編制全港首部新高中通識科考試天書，深入淺出的指示通識思考盲點及十大通識

「蕉」點，指導同學提昇答題能力及技巧，同時亦加附真實學生作答示範及通識

專家點評，這部有條理、全面及細心的著作相信必成為學習通識科的引路明燈，

為同學培養獨立學習能力和跨學科思考技能打下強心針。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 

鍾港武 太平紳士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通識教育是需要多讀多做多思考, 擴闊視野並使學生的學習與現實生活, 

具備更緊密的聯繫, 因應香港社會的需要, 邏輯的處理是檢視多角度思考和跨學

科取向的, 也可促進各項共通能力和核心價值, 從而得以啟廸、發揮潛能、興趣、

勇於承擔、 樂於服務、 甘於委身的良好公民. 

     傳統上我們專注於知識的傳授, 精通一面, 其他方面完全無知, 又不懂自

己去尋找知識, 思考身邊的事, 那麼就只是一個高分低能或讀書機器. 亦甚者是

鑽入牛角尖, 没有專門的知識, 就是没有出路; 其實我們周邊所見都是我們需要

學習的, 不同範疇的知識, 摩肩接踵地從門外的世界不斷流入, 青少年只要效發

名人嘉賓的信心和堅毅不屈的精神, 一定能突破自己, 亦同時積極參與不同的培

訓活動後, 一點一滴地融會貫通, 盡量豐富自己的人生, 世界從來不會完美, 追

求卓越成就亦無止境.  

當發現自己擁有的領袖才華, 繼而信心提升, 定下奮鬥目標, 不怕失敗、難

辛, 虛心學習、 不斷鑽研;  培養獨立、自律為未來作好準備. 領導角色奠定了

基礎後,  漸漸地琢磨成器, 當機會來臨時, 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 一樣可以創

造條件, 取得成果, 成為 [明日領袖] 之星. 

 

觀塘區議會副主席 

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副主席 

蘇麗珍 



 

序言 

自通識教育科成為新高中課程的必修必考科目，旋即在社會上引起熱烈討論，不

少問題包括該科的課程有多廣、如何教、怎樣才能學得其法等，對持分者如教師、

學生、家長等帶來不少的壓力。 

  

本書作者榮獲海港青年商會 2008 年第二屆青年領袖，身為領袖，自當具備獨立

思考能力及貢獻社會的精神。作者積極回應社會上對通識教育科的關注，不但創

辦及主持網上通識節目，與各行業專家討論最熱門的時事議題，更進一步出書支

援由聆聽為主的學習發展至閱讀學習，旨在為修讀本科的學生提供更多學習通識

教育科的平台。 

  

由於作者為剛畢業，故擅於掌握學生的學習方式及明白他們的需要，本書以新穎

的手法引起年輕讀者的興趣，把答題技巧的精要，先以「十大通識答題「蕉」點」

形式表達，繼而在「五大通識思考盲點」單元中指出數個基本的問題。切入點富

趣味性，內容亦能針對學習通識科的常見毛病，提供具體可行的改善建議。 

  

作者深知年輕人求勝心切，亦明白不能一蹴即就的道理，因此在「核心致勝關鍵」

單元中，歸納學習通識教育科所需的必備能力，按不同的題型，提供多元的學習

及應試策略。書中針對學生常犯錯誤，有系統地分析答案佈局及組織結構，再教

導讀者從行文結構優化答案，提升答題能力。書中更提供不同層次的答案樣本，

展示佳品劣作，具有示範作用；加上作者與其他 通識科 老師的評分及評語，極

具參考價值。 

  

要避免通識教育科成為「吹水」科，學生必須具備與課程內容相關的知識基礎。

本書的重點部分 -「《我通我識》我有 Point」，是作者將他主持的網上節目《我

通我識》內容轉換成文字內容，讓錯過節目的讀者重溫節目內容。作者以列點式



編寫，突出重點，亦為讀者提供分析議題的框架，加上嘉賓專家的意見，讀後有

如上了一堂精彩的知識增潤課。 

  

作者在書中把「批判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努力為學生提供學習心得，實為培

育社會棟樑出一分力，熱誠可嘉，正好彰顯其領袖的風範。 

  

                                                                                                徐蔣鳳校長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出版序言 

 

新的高中學制中，強化通識課及提升對學生通識能力的要求，本來是一件好

事，但對中學教師和高中學生來說卻是考驗和難關。如何提升學生對通識課的興

趣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教師和家長的重大挑戰；因為教育界還欠缺相關課

程的經驗，更缺乏的是好的參考書和輔導材料。 

 

   由青年領袖馬震寧先生編寫的《我通我識》，內容強調「不只教你取得高分，

還教你做青年『領袖』心得」，希望透過「通識教育」，擴闊學生視野，而不是

為求高分，未來做個「高分低能」的人。相反，學生應善用通識科學習機會，掌

握跨學科知識，為成為「明日領袖」，做足準備。 

 

   章節主要包括「核心致勝關鍵」、「答題能力」、「五大通識思考盲點」、

「《我通我識》我有 Point──知名人士好點子」和「寄語」等部份。以全方位

角度，剖析「通識應試技巧」、「思考方法」和分享作為「青年領袖」心得等。 

 

   本人誠意向大家推薦《我通我識》，相信這本書可以為高中生，提供通識課

的入門技巧；對廣大高中生以至通識老師，都是一本上佳的參考書。 

 

 

 

羅永祥博士 

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小馬書序 

通識是「知識、我和社會、地球」的解放和重塑 

洪清田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研究員 

 

通識是知識的解放和重塑，是「我」的解放和重塑，是「社會」的解放和重

塑，是「地球」的解放和重塑。 

通識是「知識、我和社會、地球」的解放和重塑。 

自文藝復興以來，世界全面科學化和工業化，幾百年來流行的知識是理性、

功能性、機械的為主的分科專業知識。知識全方位、立體、高速趨向文字化和數

字化，形成「文字文明」和「數字文明」。最高層是哲學、數學和科學。 

機械的、為效率和利益服務的功能性專科專業的知識和意識主導全球全人類

所有層面的政治經濟體制和規律。 

「文字文明」和「數字文明」搭建人和世界的意識和知識，被用於無止境追

逐物質性效率和利益，形成人造的現象和現實。 

在人造的現象和現實中，意識靠邊站，知識給分割成一個個專科專業，禁錮

起來，出不來，不能還原、回歸現實現象。各個專科專業不能合成一個整體

（holism）。 

因為知識給分割成一個個專科專業，禁錮起來，出不來，不能還原、回歸現

實現象；因為各個專科專業不能合成一個整體（holism）；又因為專科專業的知

識主導人類所有層層的政治經濟體制和規律，把一切機械化和、效率化、利益他

和功能化、物質化，本應作為知識的主人的「我」和「社會」和地球也給分割成

一塊塊，不能還原、回歸現實現象，不能合成一個整體（holism）。 

「人」和「社會」分崩離折。地球被過度開發，環境難保育。 

「文字文明」和「數字文明」的人造意識和知識、現象和現實，由西而東，

傳遍全球，驅動全人類。 

西方自我解構，建立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也解構全球農牧社會千百年的整

體性（holism）和本體性（ontology）。東方的「人」和「社會」也分崩離折。東



方經二三百年反反覆覆的欲拒還迎、欲迎還拒後，二十世紀下半葉，科技、工業

文明和資本主義全球化，中西方競相過度開發地球，環境難保育。 

二十一世紀的後工業、資訊科技時代，要持續發展和超越物質性，「知識、

我和社會、地球」亟需要從過往幾百年的模式、結構和形態中解放出來，重塑整

體（holistic）、有機（organic）的「人」、「社會」和地球。 

通識是知識論（epistemology）幾百年未有的變局（把分科專業的功能性「現

實及現象」和「意識及知識」跨科際 re-configurate），重塑「人」和「社會」及

地球的有機整體（holism），重定之間的位置。 

哲學、數學和科學結合宗教、藝術和政經而成「人文」，回歸大自然和現實

現象、生活和生命的本源形態。 

「知識、我和社會、地球」的解放和重塑的通識，是終身學習的「學會學習」

（通主觀和客觀把「現實及現象」和「意識及知識」互相轉化，分分合合）和「學

會做人」。 

在大學和中學的階段，通識可以從「時事」出發，以「我、香港、中國、全

球」的「課題」為基礎，練習如何觀察、描述、理解和整理實現象；（2）跨科

際揭示他們之間的層層背景和人事、概念和原理，如何溝通和應；（3）探究及

討論相關的「課題」、其人文義理及之間的內外關係，預估其運行及發展；（4）

確立個人取向、思維與決策，如何從這些（描述、理解及決策）過程中建立個人、

社會及世界的關係，得樂趣、負責任，做「人」（建立人格人品和心理質素，成

為社會、國族及地球的良好公民）。 

 



 

序 言 

 

小馬和我相識是在 2007 年區議會選舉後，我有幸當選並成為「香港史上最年輕

區議員」，小馬對這個題材有興趣，加上我又是念社會科學出身，就來找我訪問。

今天，他找我為他的新書寫序，實感光榮，光榮在於，人與人之間因緣際會，有

善緣惡緣，起碼這兩次交往都是為社會出力，又人海中偏偏找我，不是令人快慰？

當然彼此在一些事物上的立場會有不同的看法，即是在此書中的部份內容，我自

己也可能持不同看法，So What？這就是通識的微妙之處。 

 

話說回來，「通識」和「社會科學」一樣，在香港的待遇不佳，兩者都被視為「吹

水科」，不過正如小馬書中所言，通識科有其答題準則，社會科學也有其方法論，

吹水也要言之有物合乎邏輯，絕不是坊間那一套錯誤印象。小馬這本新書不單教

授答題技巧，更介紹了一套治學態度，而這套治學態度不單是為了「通識」和「社

會科學」，更是冶煉個人思維和價值的必經之道，而這套治學態度，不外乎嚴謹

且合於邏輯地思考、努力地尋求多方面資訊而且加以整理、培養廣闊胸襟容納不

同觀點，最後是為自己建立起一套思想而且為之負責。如果一個人未能基於獨立

思考而建立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因而意志薄弱欠缺信念，人格發展必定不足，

更不要談甚麼成為領袖，香港教育以至整個社會，過於重視工商管理或其他搵錢

知識，對社會科學不予重視，也難怪香港整天要喊沒有領袖人材。小馬說明此書

要教大家做領袖，應該就是希望以此治學態度，引導同學們學懂正確的獨立思考

方法，做自己的領袖，不要隨波逐流，否則心身也只會被權威奴役，求出無期。 

 

我有一個例子，就是最近 (2010 年 1 月)，本港有五位民主派立法會議員辭職，

推動「變相公投」運動，以匯聚支持爭取真正民主普選的民意，同時北京及親北

京人士指摘該運動為違法違憲 (但又指不出違反那一條法例)，更抹黑有關運動

為意圖武力革命 (卻又不見民主派及市民有任何武裝準備)。有一位中學生在學

校壁報版上釘上公投運動的宣傳單張，卻被學生糾察捉去見訓導主任，理由並不

是該學生違規使用壁報版，而是該學生糾察深信該支持公投的學生「顛覆國家」，

希望學校舉報這個「罪犯」，這位學生糾察不就是犯上「人云亦云」、「服從權



威」的錯誤嗎？這究竟是香港的通識教育失敗？還是只講「國民教育」的「偽公

民教育」太厲害？ 

 

無論如何，小馬這本書並不是一本普通的坊間教科書或考試工具書，筆者請同學

們閱讀時不單只學習內裡的考試技巧，亦希望大家學習內裡介紹的治學態度，充

實人格及思維發展，使自己可以成為自己的領袖，決定自己的未來。 

 

趙趙趙趙    家家家家    賢賢賢賢    

東區區議會議員（太古城西） 

認可調解員（香港和解中心‧土地審裁處「建築物管理案件調解服務」） 

香港公開大學社會科學（全日制）學會顧問 



推薦序 

 

《我通我識》一書別具一格，與坊間一般參考書與別不同，不只是教你考試

技巧，更重要是透過通識，啟發你成為領袖。 

 

這是為年青作者馬震寧（小馬）第二次寫推薦序。一如他的其他作品一樣，

經常地示範從多角度思考及分析事物。而我最欣賞他的是從大專年代就身體力行

推動通識教育勉勵年青人獨立思考。 

 

今日，社會上對「80 後」有不少討論，認為他們是一出生就注定不成功，

我並不認同。小馬正是「80 後」，更難得是他來自基層家庭。 「千金難買少年

窮」，小馬經過不段努力，而獲社會認同，並當選「第二屆青年領袖」。 以「80

後」一詞形容所有 80 後的年青人未免把新世代的年青人看低了。 小馬正是懂得

裝備自己的「80 後」，他旣贏得出版社青睞，亦正逐步實現自己的理想。 新世

代的年青人面對全球的競爭及急速轉變的環境，必須要具備多種技能，才能適應

社會變化。 

 

我剛到南極考察為環保冰潛及攝影，面對南極自然生態被氣候變化威脅，更

覺人類不能為了生活而破壞地球，未來有很多環保工作要推動，更需要年青人参

與。 我鼓勵年青人放眼世界，發揮創新求變精神，善用無限潛能，為人類未來

作出積極貢獻。  

 

葛珮帆博士 

2001 年香港傑十大出青年 

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 

民建聨沙田區議會民選議員 

互聯網專業協會創辦人及前會長(00 – 06) 

節能關注聯盟創會會長 



 

〈序〉 

 

本人與馬震寧（小馬）先生相認識多年，特別欣賞小馬過往積極及投入，以

年青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難，勤於著述，為理想向前衝的力量，自大學畢業後，

不斷舉辦講座，往各中學義務演講，又與同道合辦電台，藉網絡及各種科技媒體，

推動通識教育，其志可嘉，是次更邀請本人為《我通我識》撰寫此〈序〉，本人

深感榮幸！ 

 

 近年香港推行通識教育，擴闊視野，也為年青一代開拓基礎思維空間，但又

遇到不少朋友批評尚欠客觀評分標準，又或不少從事教育的朋友也認為很難教導

學生，學生們也認為未能適應通識教育的考試方法，未能適應新的制度，小馬撰

寫《我通我識》一書，想將為學界提出一套協助推動及學習通識教育的門徑，全

書先述應用此書的要點，指出答題中常見謬論，書中談及答題能力，破解題目密

碼，提出注意關鍵字，怎樣培育學生的判斷力，從正反、方面論述重點，又注意

不同朋友的論述立場，對於建立同學強而有力的組織結構，從立場、贊成意見、

總結他人觀點、表達個人意見，又提意同學注意個人發揮及延伸回應，進行正反

立論的論點，注意切入題旨、分類式闡述等，各方面均是本書闡述內容，不尚空

談，更輔以現實例子支持論據，免同學流於缺乏資料，未能建構個人答案。書中

更列出多個例子，教導同學怎樣建構答案，怎樣辯論，怎樣邏輯分析，更重要的

是，作者羅列評分標準，作為參考，使同學明白得失分數的原因。相信各位朋友

也明白通識課程，要求注意把現時的新聞資料，進行分析，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既要注意時事，更重要藉個別時事，進行深層次的分析，藉時事進行正、反

論證，書中就是針對這些情況作深入淺出的導引，層層漸進，見解屢有創獲。還

有，作者成功邀請不少嘉賓講者進行時事分析，羅列論者要點，這又是本書成功

的地方；當然，正如小馬所言教導同學訓練先從「一張照片，更勝千言萬語」，

開始，平日要多進行思考的培訓工作，假以時日，不斷從一件小事或一張照片，

進行深層次的分析，至於怎樣培訓使成果顯著，這又是本書要談及的重要地方。

至於作者成功介紹破解題目密碼，這點甚見作者美意，作者更成功協助同學延伸

閱讀，從中外邏輯分析的技巧，分析各人論點及論題恰當與否的原因。最後，誠



意希望小馬能再接再厲撰寫更多有關通識教育的書籍，協助推動通識教育的發

展。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高級講師＼助理課程總監 

       區志堅 謹誌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四日   



 

「通識教育」一辭早在 19 世紀已經出現，根據香港中文大學評議會對《改革高

中及高等教育學制》諮詢文件的回應中引用 A.S. Packard, Bowdin College, 指出「通

識教育應是一種古典的、文學的和科學的，一種盡可能全面的教育……是學生進

行任何專業學習的準備……它將使學生在致力學習一種特殊的、專門的知識之前

對知識的總體狀況有一個綜合的、全面的了解」。可見通識教育的廣闊程度。 

 

香港為配合新高中課程的發展，中學生的課程亦引入了「通識科」。通識科不但

是高中學生的必修科，而且還需要「應付考試」，直接影響了莘莘學子升讀大學

的機會。無可否認，香港過去的教育制度側重於培育「專才」，面對現時「多元、

急變」的社會問題時，專才很容易會見得足襟見紂。可是，若要一群接受「專才

教育」的老師們，去教導一群「未來的通才」又未免有所強人所難。 

 

加上通識科所設的六個單元，十五個主題；每個題目的涉獵範圍也相當之廣，

學生們在有限的人生經驗中，要對學習的題目有相當的掌握，實在是談何容易。

例如單元四中的全球化意義、影響與回應；本人相信學生們對「全球化」的體會

可能會較為遍面。 

 

話雖如此，本人並沒有否定「通才」，與通識科的重要性。反而，以上的顧慮，

正正是要設立通識科的重要根據。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座這山、望

那山」；最後只會一事無成。關鍵在於我們這群教育工作者如何取得一個平衡；

學生們如何既不用「通通都要識」，又不會「通通都唔識」，便是一種藝術。 

 

另一方面，通識科既為入讀大學的「門檻」；那必然可以配合大學教育的發展。

大學之道故有「格物明德」的意義，但更重要的是讓同學們懂得「Learning to 

Learn」。這種「態度」與「方法」遠較一切有形的單元與主題為重要，亦更切

合「學習形社會」的發展。 

 



「我通我識」一書便是抱著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態集結而成。在這個「大

家都唔知點教，大家都唔知點學」的時代。嘗試為所有老師、同學提供了一個教

育與學習的大綱，並利用「近在身體」的新聞時事啟發師生們的多角度思考，例

如：南韓總統李明博。再配以一些實用的應試技巧；令浮沉在通識學海的師生們

有較為「踏實」的感覺。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馬震寧是一位「80 後」的年青人；他的思維方式相信與不

少時下年青人貼近。內容或許尚有增加或「深層次研究」的空間。但對現在的師

生來說也不失為一本實用的「工具書」；至於「留白」的地方，正好可以讓大家

多作思考，「在生活中學習、在學習中生活」。令「我通我識」一書變得更為充

實。 

 

本人誠意推薦「我通我識」一書給各位，亦期待各位在通識學海中的回應；互相

砥礪切磋，一同培育「通才」。 

 

兩岸時事評論員 

（成都）電子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中山學院 

葉振東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