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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閱讀報章增加㈻生對香港時事的興趣之行
動研究
香俊斌
香港道教聯合會㈻校

本文以行動研究為研究方法，目的是證明能否透過閱讀報章令學生關心社會和政府事務，同時亦解決研究員在
常識課所遇到的問題。本研究為期六個月，對象是一班小學六年級學生。這班學生大部份都是兩、三前年才從
國內遷到香港居住，對香港的事物和政府都認識不深也不感興趣。在本研究中，研究員透過多項活動去增加同
學對閱讀報章的興趣，從而認識香港時事和關心政府事務。

緒論
研究動機及目的
在香港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編訂的《學會學習》文件中，在常識科發展方向提及「學生要對觀察周遭的環境
產生濃厚興趣，並透過了解本地社會……認識他們在社會的角色和國民身份。」可見學生了解和觀察身邊的事
物和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是非常重要。可惜根據青年事務委員會所進行的「青少年公民意識和道德價值研究」調
查，大部份青少年對香港有歸屬感，但只有三分一人會留意時事，而多數人承認對公共事務及政府架構不大認
識和不感興趣。香港教育學院的公民教育中心在「香港小學公民教育的實踐：增值與推廣計劃」的問卷調查發
現，在「關心社會」這項公民態度方面，其中一間被訪學校，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學生表示經常留意社會新聞，
百分之六十一的學生只能夠偶而留意社會新聞，更有百分之五的被訪學生表示從不留意社會新聞。而其他兩間
被訪學校的學生在這方面的公民態度的表現也只是一般，例如在其中一間學校，超過一半(百分之五十一)的受訪
學生表示只能夠偶而留意社會新聞，更有近百分之七的學生表示從不留意社會新聞 (布森祖，2001) 。從以上的
兩個調查結果顯示，香港的小學生對關心社會及政府事務的公民態度仍有待提升。
社會每天都在急速轉變，因此有關社會時事及政府事務的資訊就只有從報章和電視新聞節目中得悉，而不
是在教科書上。可惜本港的小學教育偏重教科書上的知識和考試制度，使學生只注重針對考試而出現的知識，
對時事及社會事務顯得不太關心，更難希望他們了解和關心政府事務。研究員所教的學生亦出現上述的問題，
因此研究員期望用行動研究去找出一些方法來提升學生關心時事和閱讀新聞的興趣。期望學生從而養成每天閱
報及收看新聞報道的習慣，使學生能留心時事，以致關心社會和政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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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及背景
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法最大的特性是針對實際教育情境所發生的問題，企圖在研究中，將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做變項，
然後從研究過程中來檢證這些問題解決的情形，所以研究結果，也就是問題初步解決的結果，它的確是以『問
題解決』為導向的。換言之，它是一種實用性的考慮。」(陳伯璋，1990)。有鑒於此，研究員採用行動研究來改
變教室情境的問題，同時找出提升學生對時事的興趣的方法，增加研究者本身的教學專業知識。

研究對象及背景
「以一種合作的方式，使研究者和實際工作者的角色合一，來進行解決此時此地的問題的研究」(陳伯璋，1990)。
研究員是小學六丙班的班主任，兩年前開始教授該班常識、英文和美勞，對該班學生了解很深。這班學生大部
份都是兩、三年前從國內遷到香港居住，對香港的事物和政府都認識不深；同時由於國內的生活模式和政府架
構跟香港不同，形成他們對香港的時事和政府事務完全不感興趣。
雖然學生每兩星期要交一份新聞剪報，但學生一般都沒有提起興趣盡力去做。由於試卷中會有時事題，所
以他們通常最留心時事新聞的時間是考試測驗前兩周。除此之外，他們便不會去看報章和新聞報道。這種為了
應付考試和功課才去閱報的習慣，根本不能使他們養成讀報的習慣。

研究時間
由於要提升學生關心時事的興趣是需要用比較長的時間，故此此行動研究用了五個月的時間來進行。參與研究
的老師們會每天在常識課或班主任課中用十分鐘來討論時事，並且會用幾節常識課進行不同的活動，如「時事
百萬富翁」和「怎樣有趣味去閱讀報章」等活動。

研究設計 (方法與工具)
本人認為香港的青少年對社會及政府事務不關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他們認為社會和政府的事情太複
雜，不容易明白。(二)他們認為這些都是成年人的事，和他們沒有關係，也沒有能力去改變。
張春興(1997)在培養學生的學習動機上有以下五點建議：
(一)

在教學活動中培養學習動機

(二)

先求滿足學生的缺失性動機

(三)

讓學生確切了解學習的性質

(四)

使每個學生均獲成功感

(五)

善用教師回饋激發學生士氣
因此，研究員根據上述的理論設計了以下的課程，希望藉此探討本計劃的成效。

本計劃分為三個階段。研究員會根據學生的表現和檢討各階段和成效，再修正下一階段的計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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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蒐集方法
研究員會用以下的方法收集資料：

1. 團體訪談
研究員會利用團體訪談的方法搜集資料。這方法可使受訪者能在輕鬆的環境下抒發己見，並在互相修正之下搜
集較詳盡的資料。在每次團體訪談中都有另一位常識科老師協助，使取得的資料更加準確。

2. 問卷調查
研究員會根據團體訪談所獲得的資料設計問卷。問卷的問題包括三個部份：1. 學生閱報及收看電視新聞的習
慣。2. 學生對時事新聞的興趣。3. 怎樣才可增加學生看新聞的興趣。

3. 參與觀察
研究員是六年級丙班的班主任及常識科的教師，故由研究員作觀察員是最適當的。

研究的歷程
本研究分三個階段進行
研究時期
發現問題

分析問題

擬定計劃

第一階段
2002 年 1 月中至 3 月中
這班同學常識科的成績一向都不錯，自四年級起，每次測驗或考試的全班平均成績都能達到 85
分以上，他們失分最多的部份通常都是時事題，令他們一直不能取得更好的成績。在本學年上學
期的學期考試(2002 年 1 月)，同學在時事題失分的情況十分嚴重，大部份同學在時事題部份取不
到分數。在團體訪談中得知失分原因大致如下：
「在教科書內沒有時事題的答案，不知怎樣温習」、
「家中沒有買報紙，怎會知道時事」、
「報紙上新聞都很多，我怎會記得」、
「我對時事和有關政府
的事情都不感興趣」…..
研究員根據團體訪談所得的資料設計了一份「有關閱讀報章的習慣和香港時事關注」問卷，
以便取得更多的資料去擬定計劃。
根據問卷的調查結果歸納出以下現象：
1. 家中每天有購買報章習慣的同學只得七位(大約是兩成的同學)
2. 每天有閱報習慣的同學只得三位，偶而閱讀報章的同學有十五位，其餘的同學只會在做剪
報功課和考試前才閱報。
3. 女同學最愛閱讀娛樂版新聞，而男同學多愛看體育新聞。
4. 大部份同學都不愛閱讀有關政府政策和事務的新聞，同學表示因為他們看不明白，所以不
去讀。
研究員發現首先要增加學生閱報的機會，其次是指導他們怎樣去閱讀報紙，使他們增加閱讀
報紙的興趣。
1.
2.
3.
4.

「借閱報紙計劃」
：研究員每天訂購三份報章放在課室內，讓同學在小息及午息閱讀。放學
後也可以帶回家詳細閱讀。
「每天新聞十分鐘」
：在每一節常識課結束前十分鐘，跟學生討論當天重要和有趣的新聞。
鼓勵同學把認為重要和有趣的新聞自由地貼在壁報板上。
用兩節常識課時間舉行「怎樣有趣味去閱讀報章」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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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劃

1.
2.
3.
4.

分析資料

研究員選擇了一份內容較適宜小學生閱讀的報章。每天訂購三份報章，但偶而亦會多買一
份其他報章給同學作比較。
為了每天跟學生討論新聞，研究員每天會提早回到學校，在報章上剪輯重要和有趣的新聞
作記錄。
壁報板剪報方面，同學的反應未如理想，只有數張剪報。
在三月，研究員進行了「怎樣有趣味去閱讀報章」的一課，其內容如下：
- 報章的簡單歷史及發展
- 介紹報章由採訪到出版的程序
- 報章的類型和不同的取向
- 怎樣選擇適合自己的報章
- 報章的內容介紹
- 讀報的樂趣

1. 團體訪談
研究員在三月(第一階段完結)利用團體訪談法搜集資料。利用午息的時間找了六位同學(表現積
極、普通和不投入的同學各兩位)來進行。歸納談話內容，得出以下幾點：
- 他們認為「每天新聞十分鐘」對認識時事很有幫助。
- 他們認為最有趣的地方是在「怎樣有趣味去閱讀報章」那一課，研究員曾用一則新聞比較
各份報紙的報道，最後發現每份報紙的報道都有不同的地方。
- 他們都同意「借閱報紙計劃」對他們認識時事有幫助，但因只得三份報紙，希望可以多買
幾份。
2. 參與觀察
(一) 研究員在午息及小息的時間都常小心觀察同學閱報的情况，研究員發現以下的情况：
1. 有二十位同學曾經在午息時借閱報章，其中有五位差不多每天都有借閱，其他是偶而借
閱。
2. 大部份的女同學會先看娛樂版，才看頭版和港聞版。有些女同學看完娛樂版後便放下不
看了。
3. 很多時候同學們都會喜愛一同閱讀同一份報紙。
4. 有七位同學喜歡放學時把報紙拿回家閱讀。
(二) 研究員觀察同學在「每天新聞十分鐘」的表現，大部份同學的反應很好，認真地跟研究員討
論時事，也亦常常發問。研究員發現他們最愛聽或討論的時事都是有關謀殺、傷人、災難、
自殺和家庭悲劇。最不感興趣的是有關政府的事務、政策和官員的事情。
(三) 研究員發現學生在兩次講座「怎樣有趣味去閱讀報章」和「有關電視新聞」的表現都很積極。

研究反思

以下是研究員在每個活動的反思：
(一)「借閱報紙計劃」基本上已達到增加同學閱讀報紙的機會，研究員覺得午息和小息的時間很
短，而報章又只得三份，有些想借閱的同學都借不到。故此研究員多買兩份不同的報章，亦
鼓勵同學自己購買，並在午息時借給同學閱讀，甚至同學可以閱讀過期的報章。
(二)「每天新聞十分鐘」的活動基本上已達到引起同學對時事的關注的目的。在第一階段，由研
究員選擇及讀出每天新聞的方法，同學比較被動。故此在第二階段研究員會要求由同學選擇
及讀出每天新聞。
(三) 研究員發現學生在兩次講座「怎樣去閱讀報章」和「有關電視新聞」的表現都很好，基本上
可謂已達到目的。
經研究員進行資料分析和反思後，認為第一階段的目的已經大致達到。但學生對新聞仍未有
興趣，尤其是對有關政府的新聞。所以在第二階段要解決的是怎樣可以使同學喜愛閱讀報紙中的
新聞版，尤其是有關政府事務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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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研究時期
發現問題
擬定計劃

實施計劃

2002 年 3 月中至 4 月中
同學對新聞仍未有興趣，因此第二階段的目的是要使學生產生興趣。
除「每天新聞十分鐘」和「借閱報紙計劃」會繼續進行外，還會增加「時事百萬富翁」遊戲。根
據張兆球(1989,P56)的理論：遊戲被視為一項重要的教學媒介和資源。事實上，藉遊戲為兒童提供
輕鬆的學習環境，讓他們吸收那些往往令人感到枯燥和抽象的課題，確是至為理想。因此，研究
員希望用遊戲和比賽來引起學生對時事的興趣。
「時事百萬富翁」會由研究員作主持及準備問題。
1.
2.
3.

分析資料

在第二階段的初期，研究員鼓勵同學帶報紙回校在午息時與同學分享，加上研究員多買兩
份報紙，所以出現報紙過多的情况。於是研究員便再沒有加買報紙。
「每天新聞十分鐘」仍然繼續舉行，但主要由學生負責選擇和朗讀新聞。
我們分別在兩個星期五的常識課舉行了兩次「時事百萬富翁」的遊戲，學生的反應比預期
的積極。

參與觀察：
1. 「借閱報紙計劃」較第一階段有明顯的進步，這是由於同學要應付「時事百萬富翁」的問
題。午息讀報的人數增加，亦有同學自己購買或從家中拿報章回學校跟同學分享。同學常
常一起推測哪些時事新聞會在「時事百萬富翁」出現。
2. 在「每天新聞十分鐘」的活動中，有部份同學除自願朗讀當日新聞外，還在討論時發表意
見。
3. 「時事百萬富翁」得到同學的熱烈參與，比預期還要成功。
團體訪談：
研究員在四月中(第二階段完結)利用團體訪談法搜集資料。本人利用了午息的時間找了六位同學
(表現積極、普通和不投入的同學各兩位)進行訪談。
研究員從觀察和與同學談話中，發現他們對時事新聞的興趣增加了，但仍然對有關政府的事
務的新聞不感興趣。同學對政府的事務不感興趣的主要原因如下：
1. 政府的部門和官員太多太複雜，所以不想深入了解。
2. 對政府政策多是不明白的，所以放棄。
3. 政府的事好像很遙遠，與自己無關。

研究反思

1.

2.

研究時期
發現問題
擬定計劃

實施計劃

從「時事百萬富翁」同學熱烈參與的情況可以證明，利用遊戲確實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但是當遊戲不再舉辦時，同學會否仍對時事新聞保持興趣？這是研究員關注的事情。
所以在第三階段便不再舉辦「時事百萬富翁」。
研究員從觀察和與同學談話中，發現他們已對時事新聞增加興趣，但因為對政府的事務不
明白導至興趣不大。因此，研究員希望用第三階段的活動去加深學生對政府官員和政策的
認識，從而提升興趣。

第三階段
2002 年 4 月中至 5 月底
對有關政府事務的新聞最不感興趣。
1. 「借閱報紙計劃」會繼續進行。
2. 「每天新聞十分鐘」會作出一些改變，以後的「每天新聞十分鐘」會由研究員選擇一些有
關政府事務的新聞作解釋，並引導同學討論。
3. 加入「每週政府新聞榜」活動，先由學生以投票方式選出該個星期內一個他們最感興趣的
政府事務的新聞(曾在「每天新聞十分鐘」中討論過的)，然後再詳細分析及討論。計劃於星
期五的常識課中舉辦共三次。
1.
2.

「借閱報紙計劃」繼續順利舉行，而「每天新聞十分鐘」則集中討論有關政府的事務。
「每週政府新聞榜」共舉行了三次。
26

分析資料

1.
2.
3.

研究反思

「每天新聞十分鐘」雖然只集中在政府事務的新聞，但同學的表現理想。有部份同學除自
願朗讀當日有關政府的新聞外，還經常發問，並在討論時發表自己的意見。
「借閱報紙計劃」
，午息讀報的人數較第二階段減少，可能是因為同學不用應付「時事百萬
富翁」
。
「每週政府新聞榜」
，大部份同學的表現都尚可，勇於發問和在討論時發表意見，但有部份
的同學的表現較被動。

1.

從「借閱報紙計劃」學生表現較差的情况，可知道「時事百萬富翁」對學生的影響力很大。
這件事使人擔心在本研究結束後學生會否繼續閱報。為了知道在所有活動完結後學生仍有
讀報的習慣，在六月初，除了保留「借閱報紙計劃」外，研究員把所其他活動都停止。然
後在七月初再進行一次「有關閱讀報章的習慣和香港時事關注」的問卷調查及團體訪談。

2.

在最後一次的「每週政府新聞榜」的活動中，同學選了「升中男女共同派位」的新聞。當
天大部份同學的表現都十分好，勇於發問和提出自己意見。從這件事可明白到如果老師在
選擇新聞作討論的時候，最好選一些跟學生有關的新聞，可以引起他們對新聞的興趣。

第㆔階段後的㈾料分析
㈾料分析
1. 問卷調查
從最後一次問卷調查的結果發現，大部份同學增加對閱讀報章的興趣，對香港時事的關注亦有明顯的增加。有
三分之一的同學表示對政府政策和事務有很大的興趣，大部份同學表示對此有少許興趣，只有少部份表示不關
心。這個問卷調查結果已表現出此項研究的成效。

2. 參與觀察
研究員在六月至七月期間仍暗中觀察同學借閱報紙的情形，發現同學借閱報紙的情況比第三階段差，借閱報紙
的次數亦減少，但仍比第一階段時好。研究員對這個結果已感到滿意，同時也證實研究員所設計的教學活動是
可以提高同學對時事和新聞的興趣，但要使同學養成每天閱報習慣的目標則仍未達到，有待進一步研究及推動。

3. 團體訪談
從七月初的團體訪談得出以下幾點：
-所有同學都同意整個研究內的活動能增加他們對閱報和對時事的興趣。
-同學們認為「每天新聞十分鐘」和「每週政府新聞榜」的活動都可以增加他們對政府事務的了解。
-同學們認為「時事百萬富翁」的活動最能引起他們對時事和政府事務的興趣。

研究員總結
「時事百萬富翁」活動的成功，證明遊戲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這正符合前文提到張春興對培養學生學習
動機的建議。在訪談中發現學生不愛閱報、不關心時事，其中原因是由於他們對政府事務認識不深。但 「每天
新聞十分鐘」除了増加學生讀報機會，老師更可從旁講解、討論，使學生增加對政府事務的認識，這樣便能幫
助學生克服因不認識政府事務而不關心時事的障礙，慢慢使他們養成閱報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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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各項資料分析後得出的結果，這次行動研究的目的基本上已達到，但學生仍對政府事務不大感興
趣。如果可以舉行第四階段的話，相信情况必定有所改善，可惜這班同學已是六年級的同學，在計劃完結時將
升讀中一，故未能延續這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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