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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P1005C「學習有方」  2015年11月4日起 (逢星期三 1000-1100)

2015年11月4日 活到老，學到老？

2015年11月11日 為學習做好準備

2015年11月18日 自我管理

2015年11月25日 資料搜集竅門

2015年12月2日 閱讀竅門

2015年12月9日 解讀圖表與數據

2015年12月16日 從視聽傳媒獲取知識

2015年12月23日 過目而不忘

2015年12月30日 理智思考

2016年1月6日 小組學習

2016年1月13日 學以致用：寫作

2016年1月20日 學以致用：說話

2016年1月27日 自我評估與反思



3 

你是誰？ 



每個人都不平凡，只要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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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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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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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 or can’t help you 

 

• Focus shift, think opposite……language strategy can change your 

world 

 

• Change your words, change your world 

Dr. Vichy Ho: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It’s you to tell me how good you are 

• However, being the best qualified is not enough. It 

is critical that you are best able to communicate 

this to your prospective employer 

 
PwC, The Interview, 2002, pp.1 

Dr. Vichy Ho: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8 



No.1 Fear of Americans 

Death  

Heights 

Flying    

Insects & Bugs   

Deep Water     

Sickness    

Financial Problems     

Public Speaking     

 

Public Speaking  41% 

Heights   32% 

Insects & Bugs  22% 

Financial Problems  22% 

Deep Water    22% 

Sickness   19% 

Death    19% 

Flying     18% 

 

The Book of Lists 



Engineer always talk like this…… 
32 bits vs 64 bits 

• Traditionally, 64bit systems are meant for enterprise servers that handle great loads and 
demands even greater memory requirements. Most home systems are more than happy to stay 
at the more established 32bit systems. This holds true for the latest Microsoft OS Vista. But if 
you want to buy Vista and  thinking whether to buy the 64bit or the 32bit version, you must 
weight and consider the pros and cons of each before making the purchase. 

• Before you buy the OS you must first search for compatibility list that has the software that 
you cannot absolutely live without. If the software cannot run on Vista 64bit, then you have 
no more thinking to do since you really need to stick with the 32bit version. But if it is able 
then the 64bit Vista might be your best option.  

• You must also look at your hardware if it has a 64bit processor in it. But since you are buying 
Vista which has much higher requirement, it might be safe to assume that you already have a 
more recent 64bit processor. Aside from that, you must also inspect the remaining software 
that you use. These are the ones that you use but aren’t you can live without. You should 
weigh if losing those is worth gaining what 64bit computing has to offer. 

• If you can actually deploy a 64bit vista, there are actually more than a few advantages that 
you can reap. As we all know, Vista does eat up a lot of memory already due to its features. 
The 4GB memory capacity of 32bit systems might not be enough for the OS and your 
programs may face slowdowns. With 64bit Vista, you can install as much memory as you 
want, safe in the knowledge that your system can make use of it. Installing a 64bit OS ensure 
that whatever new software appears, you could already run it. By using a 64bit OS you have 
already future proofed your computer, since 32bit computing is already becoming obsolete. 

• When choosing an OS, buying a 64bit version of Vista is a much more sound choice if all the 
necessary software you have can also run on it. The only reason to stick with the 32bit system 
is if you cannot use your essential software on the 64bit version. 



Doctor’s “elaboration”!  

• 陳先生是1304被送入急症室，當時他的
Potassium濃度讀數低得很，只有2.2meq/L 

• 我們的分析，可能是Liddle’s Syndrome，又可
能是他長期服用利尿藥，即碳酸酐酶抑制藥
「乙酰唑胺」所致 

• 不必擔心！我們會用KCL或者 KHCO3，又或
者檸檬酸鉀去幫他 

• ……期望他能安然渡過這一關 

 



 Dramatic increase of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particularly the 
Mainland China,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linical practice, and healthcare, has 
brought great opportunities to Hong Ko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for their 
careers, they also encounter an apparent 
challenge in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hinese-speaking medical professional 
community as most of them initially received 
medical training in English medium.  

 Under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HK medical students are eligible for sitting 
Mainland's National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for Doctors, which is conducted in Chinese. 

 All of all, you’ll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and the 
success of your future careers if you are familiar 
with bilingual medical term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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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a bottle of water 

Dr. Vichy Ho: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13 



Presentation without packing, just like 

pouring water to your audience 

Dr. Vichy Ho: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14 



Content vs Presentation Skills 

What vs How 

Soup vs Spoon or Bowl 

• Content is King 

 

• Without the spoon and bowl, you can’t have the soup 

• What I need is the soup 

 

 

15 Dr. Vichy Ho: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走上講台之前一分鐘，學生要我給最後的提示…… 

• 要讓人瞭解你說甚麼，需要仔細思考，用聰明的溝通方
法，用以說明和說服對方；如果說話的時候表現怯懦，
就算智珠在握，都無法以理服人，多練習、多準備，自
然有信心，有信心代表你信任自己說的內容，信任自己
的表現，這就能更好地說服對方；當然，講到說服力，
孩子氣的動作還是穩重的態度最有說服力？所以成熟也
是重要的，唯有這樣才能令觀眾心悅誠服；最後，如果
能多鑽研演說技巧，從不同方面提高表達能力，具體地
表達自己的想法，演說的效果自然會更好、說服力自然
更強，在台上亦自然能揮洒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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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人瞭解你說甚麼，需要仔細思考，用聰明的溝通方
法，用以說明和說服對方；如果說話的時候表現怯懦，
就算智珠在握，都無法以理服人，多練習、多準備，自
然有信心，有信心代表你信任自己說的內容，信任自己
的表現，這就能更好地說服對方；當然，講到說服力，
孩子氣的動作還是穩重的態度最有說服力？所以成熟也
是重要的，唯有這樣才能令觀眾心悅誠服；最後，如果
能多鑽研演說技巧，從不同方面提高表達能力，具體地
表達自己的想法，演說的效果自然會更好、說服力自然
更強，在台上亦自然能揮洒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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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MP 

Smart Confident Mature Presentable 

 

 



Corporate training for Times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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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偉幟: 中文簡報與溝通 20 

Presentation is nearly everything 

Abraham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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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意:Keep Clean 

請保持車廂清潔 

 

Keep clean, throw the fruit skins outside, please 

保持車廂清潔，果皮請拋出車外 

 

Dr. Vichy Ho: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Think from the other 

If there is any one secret of success, it lies in 
the ability to get the other person's point of 
view and see things from that person's angle 
as well as your own.  

 
Henry Ford (1863-1947), founder of Ford Motor 

Dr. Vichy Ho: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22 



2016年1月20日 

• XY溝通距離 

• 倒三角形說話方式 

• 成語（罄竹難書／青梅竹馬） 

• 心魔：怕遺漏（講稿vs講點） 

• 語速（徒手潛水員／Passion vs 句子中間的停頓） 

• 咬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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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與粵語有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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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咬字與懶音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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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字、流暢性、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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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方 



比喻的結構 

• 本體 

–想受眾明白的事、物、人 

 

• 喻體 

–用作工具，協作說明本體的事、物、人 

28 何偉幟: 中文簡報與溝通 



喻體的用處與特質 

• 協助說明：用你明白的，告訴你不明白的 

 

• 雙方都瞭解的事 

 
• 陳老師像是我的北斗星 

• 陳老師像是我的白矮星 

 

• 這台機器的反應快如閃電 

• 這台機器的反應快如雪糕（冰淇淋） 

29 何偉幟: 中文簡報與溝通 



比喻 

夏天驕陽似火。  

張教授是二十本專著的作者，可以說得上是著作等身。 

陳老師聲如洪鐘。 

母愛似海深。 

冬天孩子的臉像蘋果一樣紅，很可愛的。 

除夕的維園人山人海。 

那浪潮越來越近，猶如千萬匹白色戰馬齊頭並進，浩浩蕩蕩地飛奔來。 

君子之交淡若水。 

以地事秦，猶抱薪而救火，薪不盡，火不滅。（蘇洵•〈六國〉）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徐志摩•〈偶然〉） 

 

30 何偉幟: 中文簡報與溝通 



How kids learn English ? 

何偉幟: 中文簡報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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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World 2007 

你不知道的： Macbook Air有多薄 

你知道的：  公文袋 

 

隨手拿來的公文袋？ 

Steve Jobs如何利用最基本的Presentation Skills? 

何偉幟: 中文簡報與溝通 32 



何偉幟: 中文簡報與溝通 33 

When everyone know how thin MacBook Air is, Lenovo use 
metaphor again 

• How to tell you Lenovo computer is 

better than MacBook Air?  

The no-compromise ultraportable 

We don't add stuff on, we built it in 



下筆最難 

• I’m not ready???????? 

 
• 心魔之一：我未準備好！永遠沒有完美準備好！新資料總

在寫作中間出現！請定好最後下筆日期 

 

• 心魔之二：未準備好，寫到中間又要推倒重來，不如準備
好才寫！羅馬不是一日建成！中間有拆有建，只要大方向
不變，不要介意重寫個別部份，追求盡善盡美 

 

• 心魔之三：寫得不好被人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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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有三寶 

紙 

筆 Mouth 
Shut 

36 



Mouth Shut 

• 當日看來神經病的想法 

 

• 過去我的學生跟我提到的生意概念，或者
生涯規劃，很多都是匪夷所思的 

• 有意義和超前的想法，當時聽來都很笨，
例如在Yahoo風行時講搞搜尋引摮，又例如
北歐品牌手機風行時做手機 

37 



面對看似神經病人的建議 

• 全盤接收？ 

• 摘取有用的啟發？ 

 

38 



組長與領導 

• 輪任／選舉；負責組織會議／管理組員／擺平矛
盾糾紛／時間管理及死線提醒，管理進度／鼓勵
士氣／話題與論題掌握 

• 身為組長，在雙方爭辯不休，已經離題的情況下，
應該抽離一點：報告小組功課，重點應放在事情
的遠因還是近因？（資料哪邊多一點？）遇到問
題，現在找導師還是應自行找尋答案？（已經深
夜？後天早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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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與分工 

• 一起去做／誰有時間誰做？ 

• 管理學ABC：所有人負責即是沒人負責 

40 



合作：如何應付Diver？ 

41 

• １大學：學員互評 

• ２先做朋友，互相瞭解，然後才合作，推辭朋友比推辭組
員難，而且朋友知道你的事比較多，藉口比較少 

• ３心態轉變，這是一種學習：如何跟投入程度不一的人合
作／如何鼓勵士氣，提高組員的投入程度 

• ４如果我不想被視為Diver，應該如何？最少講Yes / No，
心靈距離愈遠，合作愈難（你地都自己決定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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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偉幟: 中文簡報與溝通 43 

記憶方法 
Relation 環境、關係適配法    

• 你的母親 的丈夫 的母親 的最小的女兒？ 

• 姑姐 

• 你的父親 的妻子 的妹妹 的丈夫？ 

• 姨丈 
 

• 如遇到沒有的親戚，反應亦較慢，甚至答不到 

• 如果我要對方明白複雜的關係，把故事放到對方
已有或常面對的情況，同一樣的內容，對方的認
知也會有效得多 

 



何偉幟: 中文簡報與溝通 44 

信息重組的遊戲 

• 010／7２00/30110/2０/1631/4１5 /9 

• 265/404/０６１／9８9 



何偉幟: 中文簡報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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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溝通：用方懂的，告訴對方不
懂的 

01072003  2003年七一遊行 

01102016  國慶節 

3.141592654 π 

04061989  1989年六四民運 

• 010／7２00/30110/2０/1631/4１59 

• 265/404/０６１／9８9 



何偉幟: 中文簡報與溝通 46 

再來一次 

• 30624700 30624770 

• 534206 13943 13424 



何偉幟: 中文簡報與溝通 47 

信息、數據本身沒有意義 

• 智慧（經驗） 
• 知識 
• 信息 
• 數據 

 

• 與對方已知的知識作配對，例如算式、日期或
英文字順序 

• 加入有趣的元素，例如音樂 



比溫習更有效的方法 

• 中藥百子櫃的道理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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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 棒型圖 容易看到＂最＂與＂趨勢＂，最大／最多
／最小／最少；數字在季節性的變化，但壞處是只
有兩個變數，無法全面 

• 多元棒型圖 單元六第九頁，棒型圖內加入三種
變數的比例，變成四種變數，但看來十分複雜 

• 曲線圖／拆線圖 多線條可顯示不同項目，但
同一版面太多線條很亂，黑白版面，印出來的線條
也十分亂 

• 圓形圖 餅仔圖，顯示不同份額，十分有用；但同
樣地，黑白版面，顏色深淺不明，記得把註釋字寫
在外面，不要寫在裡面，否則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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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調查的誤區 

• 98%妻子認為丈夫的工資應全部上繳，由妻
子統一分配； 

• 97%學生認為功課實在太多； 

• 96%員工認為自己工資實在太低； 

• 僱主大聯盟調查顯示99%受訪者認為工資不
算低； 

• 家長教師會調查顯示99%受訪者認為尊師孝
順最重要。。。。。。 

51 



抽樣調查的誤區 

• 抽樣調查 訪問一百人,訪問一千人？如何訪問？ 
• 你來看看這些抽樣有何問題？ 網上訪問一萬人（有人

不上網／網上身分不明）／旺角街頭訪問一百人（有人
不去旺角）／身邊朋友訪問／外國調查顯示（文化元素） 

• 數字選用 帶學生比賽100%勝出；我有出席的１００％
勝出；我有出席並配某條領帶的１００％勝出；魔鬼在
細節 

• 你自己，不代表全世界"每個人的角度和重視都不一樣，
不能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就代表全世界（保持車廂清潔，
果皮請拋出車外；Simon & Garfunkel／ＡＫＢ４８／
Women without her man is not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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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貧窮人口１７０萬。。。。。。四人有一
人屬於貧窮 

• 堅尼系數 Gini Coefficient ０。４是中位數指
標，香港0.53？？？０。５已是嚴重 

• 貧富懸殊；香港在１３６國家和地區中排名１
３，在已發展地區中排名第一，即最差；香港
比排名第一的納米比亞好，但僅次於危地馬拉
／薩爾瓦多／智利／哥倫比亞；台灣約為0.34，
日本與韓國也低於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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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 Self-Administration  

• Time Management  

• Anticipation  

• Goal  

• Evaluation 

55 



• Self Assessment 

 

• 決心和毅力是否足夠？過刻板和依時間表
的生活 

56 



• Time Management  

 

• 空閒時間評估： 

 

– １。上班時間與平日生活； 

– ２。周期性的時間表（Peak Season）； 

– ３。要有最少10％時間供靈活調度； 

– ４。Work Balance：身體與心理健康 （辛苦
Ｄ啦） 

57 



• Anticipation  

• 宜避＂三太＂：太急／太高／太多； 

 

– 太急：ＯＵ的課程特色是自訂學習進度，＂學習＂
是主，＂進度＂是副，＂進度＂為了＂學習＂，不
是＂學習＂為了＂進度＂，所以一切都不能操之過
急，否則＂學習＂不成； 

– 太高：同樣道理，學習為了進步，但進步與跳步之
間有分別； 

– 太多：見第２頁梁太的情況，一定要深入理解課程
內容，對其中一個科目感到困難（歷史科），早就
應預留時間和作好心理準備，船到橋頭＂倍吃力＂ 

58 



• Goal  

 

• 報讀與設訂學習進度切忌的事： 

 

• 只有美好的長期目標：只想戴四方帽的美
好場景，忽略過程：Steve Jobs: 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 

 

• 畢業是努力的推動力，但在設訂目標時只
考慮學位帶來正面影響，不想對生活的負
面影響，這做法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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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luation  

 

• 切忌有長無短的目標：有人因短期生
活挫折，眼看遠在天邊的長期目標愈
來愈遠，半途而廢，我們應設訂短期
／階段性目標，定期檢討，並為此短
期目標設想後備方安案，一步一腳印； 

 

• 有人一往無前，但隨著對課程的瞭解
愈來愈多，或者生活的問題突然出現，
定期檢討是必須的（考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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