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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bei in Beijing 再見了，北京，再見

生活派 D1

今晚的氣
氛將為你內
心深處帶來
影響，多給
自己一些安
靜的、獨處

的時間吧。夜晚開始逐漸露出疲
態，但白天中倒是還能維持充沛
活力。傍晚開始的事情恐怕遭遇
的困難較多，該要做的事最好早
點開始。將平常睡覺的方向稍微
變一下，運氣會有些微妙變化。

遊樂交際
上的花費增
加，但是有
沒有錢自己
最清楚，別
打腫臉硬要

充胖子，接下來的日子可會很辛
苦。而之前的理財計劃也有修正
檢討的必要，利用假日再好好的
算一算吧。戀愛運倒是有上升迹
象，這個假日的活動中遇到來電
對象的機會不小呢。

健康面較
不安定，感
到累了就別
勉強玩樂或
接受邀約了
，太過長途

的旅遊或休閒計劃最好不要勉強
，儘可能讓身體多休息。如果真
要外出，在出門前先幫忙將家事
做一做，至少自己的房間要打掃
一下，遊玩起來也能較無拘束、
無牽掛。

充分活動
身體到流汗
程度，對健
康方面的投
資花費皆適
宜，像是加

入運動方面的社團或購買健身用
品也不錯。雖然並沒什麼特別的
事發生，不過日常的小事件卻也
令人感到小小喜悅的日子。今天
邀請情人到家裏介紹給家人認識
有助化解與家人間僵化的氣氛。

不經意犯
的小錯誤造
成他人的困
擾，尤其是
異性朋友對
你的小錯誤

特別會耿耿於懷記在心裡。言詞
上也需避免帶有尖酸諷刺的字眼
。而自己的愛情方面，心中真有
疑惑的話還是當面向對方問個清
楚。獨自猜忌的話，會因封閉自
己的心而顯得落寞。

之前曾學
到一半就因
故放棄的事
可再度挑戰
看看，學成
技術的機率

頗高，學習力強頗佳的今天尤其
適合電腦技能方面的研究，學習
效果真可用現學現賣來形容。晚
上睡覺前抽點時間做一下全身伸
展運動，對第二天的精神很有幫
助呢。

人際關係
平順的星期
假日，人氣
不錯的今天
看來有不少
人想介紹朋

友給你認識，而且今天遇到的人
都很值得你長久交往，好好跟他
們建立信賴關係吧。還有今天與
動物相關的話題、事物都蠻不錯
的喔。也跟動物感覺有緣，與牠
們接觸時也能讓你情緒更開朗。

想要的東
西就直接說
出口，說不
定真有人會
聽到你的心
聲送給你。

不錯的逛街購物運，就算沒有特
別想買的東西，光是看看現在流
行些什麼東西也覺得很滿足。夜
晚後愛情注入一股暖意，身心皆
感受愛情洋溢的幸福感。外出時
以球鞋取代皮鞋，身心更輕鬆。

為日漸疏
遠的感情而
煩惱，該認
真想想挽救
的手段了，
太過壓抑感

情的話壓力將堆積在心裏，面子
就拋在一旁適當的流露情感，才
能宣洩這種鬱悶。戀愛上的幸運
就在目前具話題性的事物上，不
妨多留意一下現在流行的趨勢，
由此來拉近距離正是個好方式。

持續精神
飽滿的一天
，身心皆暢
快，最適合
從事些沒有
做過的事情

。最好的休閒方式是去看看運動
競技，體會參與者的活力感，看
看也覺得更有精神呢。

另外，有重要的聯絡到來的可
能，需要回電、回信的事情最好
能在今天回覆對方。

與自己的
兄弟姊妹間
相處似乎不
很融洽，對
家人多付出
點關心是你

應有的責任。不要一到假日就急
著往外跑，家人間的聚會、遊樂
要儘量參與。這個假日就以家中
成員的遊樂計劃為先吧。還有遇
到遠房親戚的機會，為你帶來什
麼好資訊的可能。

一大群朋
友多人數的
聚會氣氛最
熱烈，挖出
陳年舊事來
彼此調侃一

番，享受好久未有的舒暢開懷。
或許還有因突然來的消息讓你想
起已遺忘的人或事，似乎某段緣
分又將就此展開。感情上，與其
拐彎抹角地欲言又止，不如單刀
直入才能將心意傳達對方。

我想這是我最後一篇關於展館和北京的文章了
。我坐在電腦前遲遲不知如何下筆。在過去的一
百多天裏，發生了那麼多事、遇見了那麼多人，
有那麼多的開心、沮喪、感動和留戀，叫我在短
短的幾百字裏從何說起呢？

我們總是抱怨辦公空間的狹小和儲藏室的雜亂
無章。可當他們被清理乾淨時，看着空蕩蕩的牆
壁和除了電腦什麼也沒有的辦公桌時，心裏竟是
沉甸甸的失落。這幾天同事們一直在我身邊忙碌
着清理打包，我在完成手邊的工作後也會加入他
們。幾乎每一件物品都能把我帶回一段回憶中：
加拿大日裏用的楓葉氣球，商業活動裏必不可少

的翻譯器，各種
各樣的 pins，還
有更多更多……
出入證——展館
裏有很嚴格的安
全管理制度，所
有出入的人員必

須佩戴證件，而商務訪客的出入證在離開展館時
必須收回。當一兩個訪客離開時是很容易要回出
入證的，可是當幾百人的活動結束後蒐集齊所有
人的出入證就很要點技巧了，不僅要眼明手快還
要隨機應變，有時候並不是所有的訪客都那麼合
作的。大家不斷地總結經驗，交流心得，甚至有
的同事編撰了一部圖文並茂的出入證蒐集全攻略
。以致到後來我們在大街上看見人家晃在胸前的
證件都有種衝上去
搶過來的衝動。
Stop Stress——一
天下班後，酒店門
口忽然出現了一個
寫着Stop Stress的牌
子。嗯？是為我們
設置的嗎？他們怎
麼知道我們這幾天
忙得要死呢？我們
百思不得其解。問

了門口的行李員，他們說 「我們也不知道，是領
導讓放的」。既然不知道，就當作是為我們放的
吧。於是我們每天下班後看到這個牌子都要對自
己說放輕鬆，stop stress。一段時間以後我們才知
道豎那個牌子是為了不要讓車開進後面的通道，
可是為什麼會寫 「Stop Stress」就成了個未解的
謎，因為我們一直也沒找出是哪個領導的指示。
保安哥們——在展館裏
工作的除了我們之外，
還有一組本地聘請的保
安（右圖右）。不知道
是職業素養還是性格如
此，他們出奇地沉默，
很少與我們交流。直到
有一天我們偶然發現他
們很喜歡玩展館裏以冬奧會吉祥物為主題的電腦
遊戲，而且積分還挺高，有的同事便暗地裏與他
們較上了勁。終於有一天，他們忍不住問我們
「昨天那個最高分是誰打的」。現在，我們不僅

對他們的家長裏短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們也會一
些簡單的英文對話了。

值得紀念的事和值得懷念的人還有很多，但是
我不得不面對即將離開的事實。我相信在北京發
生過的所有的一切都會與我一生相伴。明天，又
會是新的一天。我將回到溫哥華繼續新的生活，
也會把這三個多月來的體驗與感受帶給兩年後的
冬奧會。只是想在離開前，揮揮手，說一聲，再
見了，北京，再見。 （全文完）

未來的教育，應該
是怎樣一種形式？更
多考試測驗？還是更
多遊戲時間？西門菲
沙大學教育哲學家
Kieran Egan提出一種
叫 「 富 有 想 像 力
（Imaginative） 」 的
深度學習法，並主張
以此取代現行教育制
度下的部分考試；他
認為，此法才是教育
的未來。

文、圖：吳海燕

想像力學習法
教育哲學家打造

▶教育哲學家Kieran Egan認為，加

拿大現行教育制度存在巨大問題。在

他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建議中，考試和

年級都不再重要，學校需要更多啟發

兒童的想像力和學習興趣。查詢網站

：www.ierg.net

考試 成績 抹殺學習興趣

在Kieran Egan的觀點中，加拿大現
行教育制度存在巨大問題，因為它不

能給予孩子們他們真正需要的。
「目前的學校致力於從三個方面培養孩子，包括

學術培養（academic growth）、社會培養（social
growth）和發展性培養（developmental growth）。」
這位從事教育研究達 35 年的專家指出： 「而問題的
癥結是，這三個方面其實會互相衝突，沒可能同時被
完成，必須被分開進行，否則，就像現在的這樣，令
孩子一方面也做不好。」

另外，Kieran 認為學生的未來也不應該由所謂的
「學科標準」來決定，比如是否能解出一道複雜的數

學方程式、或能否記住一些歷史協議等；更重要的是
，這些學科標準的代言人是考試和成績，而考試和成
績恰恰是抹殺學生學習興趣的元兇。

他舉了一個看電影的例子。本來電影能使讓人興趣
盎然，但是如果對觀眾說，每個人看完電影後必須完
成一套有關電影內容的測驗，如果測驗不及格，你就
不能看下一部電影；這樣的方法，讓觀眾一邊看還要
一邊擔心，什麼內容會被測驗到、考不過怎麼辦，看

電影從興趣變成了任務，好好一場電
影變得索然無味。 「考試對於學習知
識的孩子來說，就是電影看完後的測
驗。」Kieran說。為了保持孩子對學
習興趣，他主張取消學術部分的考試
，取而代之，推行一種 「富有想像力
」的深度學習法。

全新的未來教育法

Kieran對學校教育方法的改革建議
相當複雜，具體內容在其新書《The

Future of Education》（左圖）中詳
細闡述。簡單地來說，他的改革建
議具有兩層內容。

取代目前的三方面發展，Kieran
的理論主張學校教育只分為兩個部
分，其一是科學學習，其二是社會
技能培養。前者包括數學、化學
、物理、生物等科學性學科，後
者可包括政治、社會學、語言、
實用技能等實踐性學科。 「在科
學學習部分，未來教育應該基本
取消考試和年級制度；」Kieran

說： 「但社會技能部分，因為培養孩子的社會生存能
力，則需要繼續沿用考試和年級的制度，來確認學生
掌握了應有的知識，從而不被社會淘汰。」

一旦科學學習部分取消了考試和年級，孩子將如
何學習知識、如何證明學習的程度呢？Kieran教育改
革建議的第二個層面，解釋了這一問題。 「在科學教
育中，我們需要推行 『富有想像力』的學習法，即深
度學習法。此學習法的重點是告訴孩子們 『一切都是
美好的』， 『學習和認識世界是美好而精采的』，從
而完整保存孩子的學習興趣。在這種情況下，會損害
孩子學習興趣的考試工具，就必須改變其地位，雖然
並非需要完全取消，但至少要變得不再重要。」

「富有想像力」 學習法

說來說去，究竟什麼是 「富有想像力」的學習？
所謂 「深度學習」又是怎樣一種方式呢？Kieran認為
，小學中學年齡階段的孩子遵循一種獨特的學習方式
，即對什麼都感興趣、對外界事物十分好奇，因此對
於他們來說 「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且這一階段孩子
特別富有想像力和聯想力。

「孩子什麼時候學得最快、最好？就是當他們的
情感和想像力，同時注入於他們正在處理的事物中。
」Egan 解釋： 「所謂 『想像力』，就是能夠想到除
了現狀以外，其他可能性的能力，這種能力讓人對知
識產生情感、並從更深角度來看待知識。」

深度學習法便是基於這一原則建立起來的教學方法

。學習法要求教師運
用一種極富啟發性的
手段來教孩子學習。
「設想在未來，在開

學第一周，你將拿到
一個話題去學習，比
如關於蘋果、關於太
陽系、關於馬戲團等
。然後，在未來 12 年裏，你逐漸為這個話題增加內
容。等畢業時，孩子們將都成為這一話題的專家。」

淡化考試 華裔家長難接受

山東師範大學資深教育研究家潘慶玉，從今年初
首次接觸到Kieran的理論，立即被其吸引，並且不遠
千里從中國趕到加拿大，加入Kieran的研究隊伍。潘
慶玉認為 Kieran 的理論是 「21 世紀最有希望的教學
理論」，因為它打破了傳統的從表面進行教育研究的
方法，而找到了最根本的東西，即 「孩子是怎樣學習
的」。

對於華裔家長如何接受 Kieran 的理論，潘慶玉認
為，因為Kieran的理論主張淡化考試，華裔家長會較
難接受。 「華裔家長可能更關心學生在學校是否學到
了知識，而如何判斷孩子是否學到知識，就是看考試
。但是家長沒有認識到小孩子也可以通過簡單模仿、
死記硬背來提高成績，但這一成績不能真正代表孩子
對知識的掌握力。」

「而Kieran之所以主張淡化考試，因為他發現，孩
子在學習的最初階段，方法很多樣化，而且格性差異
比較大，傳統的卷面考試其實能考察到的東西很少。
許多優秀的學習品質並考察不出來，反而會消減他們
的學習興趣。而想像力教學，則能保存和發揮孩子的
創造力，讓他們學得更深入。」

不過，Kieran的深度學習法對教師的要求很高，一
旦推行，將花掉學校一半的師資力量。目前，Kieran
正忙於建議在大溫地區 18 所學校施行此教學法。
「目前已經有好多個學校和我們簽了協議，他們對此

興趣很大。事情的發展比我想像得要快許多。我相信
其影響將是驚人的。」他說。

文、圖：08京奧卑詩加拿大展廳團隊成員
張蓓蓓（Beibe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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