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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聲
時事評論

劏房與生活質素

反思適異教學法的應用
備課一小步，成果一大步

一本值得學習的新書《新征程面對面》

資料A
香港房屋問題揮之不去，去年劏房住戶的

每月收入中位數為1.5萬元，劏房月租中位數卻
達4800元，佔月入三分之一。而且劏房居住環
境惡劣，一般廚廁共用，常出現污水滲漏、天
花牆壁剝落、間隔單薄不防火等問題。在環境
侷促、空氣不流通的情況下，對自閉兒童來說
更不利病情發展。

政府委任的劏房工作小組早前發表報告，
建議一系列針對劏房的租務管制措施，預料今
年內立法，其中建議業主加租時，租金調整幅
度不能高於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私人住宅租金指
數，或15%，以較低者為準。有代表香港業主
的聲音明言，制定劏房租務管制後，將令業主
收回近萬個劏房，結果會逼走兩萬名劏房租
戶。

然而劏房為正輪候公屋的市民作為過渡房
屋，有其存在的必要。新移民需要在港居住滿
七年，才有資格開始申請公屋，即是最快也要
13年才可以上樓。這段漫長的歲月，這批低收
入的新移民家庭，沒有能力支付昂貴的租金，
只能選擇租金較低的劏房。但有分析指綜觀過

去百年的租務管制，基層租戶確是能得到一定
的保障，但要徹底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仍要
靠政府加快興建及編配公屋。

（資料取材自2021年的評論文章）

租金高昂影響日常支出
（a）劏房如何減低租戶的生活質素？（8分）

在經濟方面，劏房昂貴的租金，住戶需要
節省其他生活費用去支付租金，使生活質素下
降。香港租金高企，劏房戶每月需要撥出很大
部分的收入支付租金。根據資料A，2020年劏
房住戶的每月收入中位數為1.5萬元，劏房月租
中位數卻達4800元，佔月入三分之一。可見，
租戶需要節衣縮食來應付高昂的租金，影響他
們在教育、飲食、交通等其他日常支出的預
算，因此減低了租戶在經濟上的生活質素。

在居住環境方面，劏房衞生環境大多惡
劣，影響住戶的生理健康，甚或生命危險，使
生活質素降低。由於劏房一般廚廁共用，而且
狹小、衞生欠佳，除害蟲、鼠患等常見問題
外，在疫情期間更增大病毒傳播風險。而且劏
房安全隱患多，例如資料A所述的污水滲漏、
天花牆壁剝落、間隔單薄不防火等問題，均有
機會危害劏房戶的性命。故此，劏房居住環境
欠佳，減低了租戶的生活質素。

在精神健康方面，劏房環境狹窄，空氣流
通欠佳，容易引致精神健康受損，降低住戶的
生活質素。在缺乏足夠的活動空間底下，容易
令人產生抑鬱等負面情緒。資料A則提到，自
閉兒童在環境侷促、空氣不流通的情況下，不
利病情發展。可見，劏房減低了租戶在精神健
康上的生活質素。

（b） 「劏房租務管制能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
素」 ，你是否同意這看法？解釋你的答案。

（12分）
同意方面
劏房租務管制能減輕租戶的經濟負擔，改

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根據資料A，劏房租務
管制規定業主加租時，租金調整幅度不能高於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私人住宅租金指數，或
15%，以較低者為準。這能遏止租金升幅，避
免業主無理加租。劏房住戶能卸下租金的負
擔，將住屋開支轉移到教育、飲食、交通等方
面，改善整體的生活質素。因此，我同意劏房
租務管制能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

劏房租務管制能保障基層市民的居住權，
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由於劏房戶缺乏議價
能力，部分業主肆意加租，租戶只能承受不合
理的租金，或被迫遷離、流離失所。資料A指
出劏房為正輪候公屋的市民作為過渡房屋，有

其存在的必要。因此，劏房租務管制能保障基
層的劏房戶不會因租金昂貴而失去居所，改善
他們居住保障上的生活質素。故此，我同意劏
房租務管制能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

劏房衞生欠佳影響健康
不同意方面
劏房租務管制會增加業主出租劏房的成

本，令市場供應減少，使部分弱勢人士失去容
身之所，不能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因設租
金加幅上限，業主在管制下出租劏房的利潤將
減少，導致出租意欲下降。根據資料A，租務
管制將令業主收回近萬個劏房，結果會逼走兩
萬名劏房租戶。可見劏房租務管制不但未能保
障基層市民的居住權，更令他們無家可歸。故
此，我不同意劏房租務管制能改善香港人的生
活質素。

劏房租務管制是治標不治本，未能解決土
地或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不能改善香港人的
生活質素。劏房環境狹窄、衞生欠佳，長遠居
住會影響身心健康，只能為過渡性房屋。如資
料A指出，長遠來說要徹底改善基層市民的居
住環境，仍要靠政府加快興建及編配公屋。因
此劏房租務管制未能從根源解決房屋問題，不
能長期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

周蘊靜老師

備註：紅字為主題句；
藍字為例子／引用資料

此次向大家介紹一本新書。現
在流行網購，有興趣的可以買來看
看，又或者由學校圖書館訂購。推
薦它，是因為讓青少年了解國情，
讓他們日後可以融入國家的發展，
是辦教育者的責任。

面對面的意思，通常是指三口
六面、講清講楚。六月中，中宣部
出了一本名為《新征程面對面》的
讀物。近幾年國家在施政上有一個
特別之處，就是不斷出版書籍，將
治國理政、對國際社會的理念清楚
陳述。一次未講清楚便多講幾遍，
一次聽不明白就讓人多聽幾次。上
至習近平主席，下至各級重要官員
或部門，都多用長文章清楚陳述對
事情的看法。香港中聯辦官方網站
多了很多文章；長的短的都有，旨
在清楚解釋政策或就某些做法闡述
原意。

以上是跟政治有關的講清講
楚。而此次介紹的《新征程面對
面》，乃至同類官方讀物的特別之
處，是其想要講清講楚的，是民
生。2021年很特別，既是中國共產
黨建黨100周年，也是 「十四五」 規
劃的開局之年。

《新征程面對面》屬於通俗讀
物，用淺白的語言、活潑的編排方
式，向廣大民眾解釋當前國內、國
際兩個大局的狀況，又將人民身處
的現實歸納為14個問題，以問題切

入尋找解答，令民眾
掌握身處的情況，從

而知道如何參與社會發展。國家近
年這個做法很重要。反映中國政
府、中國共產黨是在引導十幾億人
口向上流、向上望。

社會學上是有階級流動這概念
的，指的是收入和職業帶來的社會
階級上的轉變。而《新征程面對
面》這類書，是在思想層面引領民
眾向上流、向上望，讓人民知道有
一個大潮流擺在面前，刺激他們奮
發的欲望。

我手上沒有《新征程面對
面》，但看了介紹這本書的半小時
節目。知道整本書刻意用字淺白。
對於沒法過度淺化的理論性概念，
會將它生活化。例如，講解新經濟
形勢時，想說明 「實體經濟和虛擬
經濟都是現代經濟不可或缺的成
分，兩者必須科學搭配，畸重畸輕
都有失偏頗」 ，書內會打比喻，說
「實體經濟就像樹根，虛擬經濟如
同樹葉」 沒有根，樹活不成，沒有
葉，樹也會枯槁。這種生活化的比
喻，就是想令基層群眾即使未能深
入地明白，也起碼有個具體概念。
總方向是令民智向上走。這種國策
值得欣賞。據介紹，《新征程面對
面》除了插圖多，還以直播實錄、
硬核知識、彈幕屏語等小欄目（即
小方格）為正文做輔助解釋。書內
部分地方也附了二維碼，用手機掃
一下，便有視頻可看。《新征程面
對面》總共嵌入了14集動漫微視
頻。

看過了本文的介紹，你有興趣
找來一看嗎？

資深作家、時評人 余非

「照顧差異」 的研究是近年教學界的 「顯
學」 ，不少本地中小學更以推動 「照顧差異」 教
學法為學校的重點措施。然而，推動 「照顧差
異」 教學法的成果不算理想，其中原因之一是老
師對何謂 「照顧差異」 的教學法，難有共識，各
師各法，因此，實在難見成效。本人曾修讀 「照
顧不同學習需要」 的課程，學習一套名為 「適異
教學」 法，並在任教的學校嘗試應用，發現到
「適異教學」 法不但易於實踐，亦有理想的教學

效果。同時，此套教學法實在亦是一套有效的
「照顧差異」 的教學法。

本人今學年選了一班中三學生作為實踐教學
法的班別，教授 「生活與社會」 科，此套教學法
要掌握實在不難，只要在日常課堂教學中的不同
環節 「多走一步」 。以下介紹這套 「多走一步」
（以下藍字所示）的 「適異教學」 法：

1、評估學生的學習需要：在上課前應翻查學
生資料，了解全班共有多少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及其在學習上的特殊需要。此外，平日的觀察，
亦有助我們了解他的學習特點及風格，從而開始
構思教學方法及教學活動；

2、由學生真實經驗做出聯繫：例如運用一些
學生熟悉的新聞及時事，作為教材，令他們認識
到課程內容與生活是有聯繫的。尤其對於一些專
注力不足的學生來說，將課程內容生活化，有助
提升他們的興趣，從而提升他們的專注力。

3、彈性調整：除了一般的工作紙外，宜製作
多一張有較多提示的工作紙（分層工作紙）。

4、多感官教學策略：日常運用的教學
Powerpoint，宜多加圖片、影片，更透過不同的
顏色，突出教學重點。這種多感官教學策略，除
了吸引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之外，其他同學的
專注力往往能有所提升。

5、運用工序分析：將一節教學內容，分成數
個小部分，同學須一步一步地學習不同的部分，
從而掌握整個課節的內容。

6、運用流程表幫助學生專注：在課堂開始
時，先在黑板寫上整節課的流程表，包括：請解
目標、引入、重溫、本節內容、活動、總結。每
次進入下一個環節時，可用手用力拍打黑板上的
流程表，發出聲響，令有時分了心的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生再次將專注力放回課堂上。

透過以上 「適異教學」 法的嘗試，發現 「照
顧差異」 教學法或 「適異教學」 法，這些概念，
其實要實踐出來，並不需要老師掌握很多高深莫
測的理論和方法。相反，只要在日常教學時，在
課堂不同環節中加入多個 「一小步」 ，自然便會
設計出一堂完整的 「適異教學」 法，收到 「一大
步」 的教學成果。當然，要做得心應手的境界，
則須要多加實踐及多加反思，尤其是要了解有特
殊學習需要學生在課堂後的學習成果，一步一步
地改進和完善。

李偉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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