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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之星

草根學生不敢奢望升大學
調查指貧富差距不利社會流動

茶餐廳徵文比賽揭曉

「口」這字，可開可合，可進可出，可口若懸河，
也可鉗口結舌。晉朝．傅玄在《口銘》有言： 「病從口
入，禍從口出。」所謂有言，不僅僅是有言，而是事
實。禍患是一隻安靜的貓，而不是喧鬧的犬，它慵懶
地躺在一邊，我們不去惹它，它便在那自得其樂；去
惹它了，便要怪自己這把嘴，讓它把自己抓的狠了。

智者慎言，萬話出口，三思為先。習慣像一棵你
後花園的大樹，由你灌溉的一點一滴，與你一起成長
起來。小時，若在家聽得多穢語，大了，就說得越多
。經常學會管住自己的嘴巴，說話前先經經腦子，想
想後果。輕率的說話會招來責怪和羞辱；狂亂的胡侃
會招來不屑和懷疑；無分寸的玩笑會招來不滿和衝突
。這些說話習慣常常是因自己的思維習慣而形成的，
在別人眼中，這種思維習慣便決定了你在對方面前是
如何的形象。一個隨隨便便的人，他會考慮什麼話為
真，什麼話為假嗎？這人就如同一張潦草的作業本。
一個魯莽草率的人，他會考慮什麼話為重，什麼話為
輕嗎？這人就如同一首雜亂無章的重金屬音樂。一個
驕奢浮躁的人，他會考慮什麼話為褒，什麼話為貶嗎
？這人就如同一支雙頭針，兩邊都帶刺兒，越是靠近
，別人就越是逃，試問這種習慣又怎會助我們與他人
成為良朋知己？

這張嘴巴說完了，趁了一時之快，感嘆自己能說
會道，殊不知面前的人已經因你一句又一句的油鹽醬
醋，臉色一青一黃地變起來了。這是你嘴上的那把 「
手」，悄悄地抓了一把野貓的尾巴。古語曰： 「蛙舌
鼓噪，多言無益耳。」這句真是入木三分，想到抱
個好心情在夏日樹蔭下貪幾分涼快，耳邊淨是傳來呱
呱的噪音，實在是令人怨忿。畢竟言多必失，呱噪多
了，定會有個音調不順他人之耳，要是養成了習慣，
這蛙還不被人燉了？

另一個壞習慣，就是像個長舌婦般在背後扯扯東
家長西家短，議論他人。時間是公道的，不需要我們
這把嘴去蓋棺定論。這陋習，大多源於自己養成的思
維習慣，第一眼總是黏對方的缺點不放，用來當做
茶餘飯後的話題。攻人短處，揭人瘡疤，招人痛恨，
害人害己。晦氣了，自己說的話又成了其他人嘴裡的
香口膠，無聊時就拿出來嚼嚼，嚼嚼，就變味了
，傳到別人耳邊就不知被添了多少油醋。久而久之，
就會嘗到口沒遮攔之害─為自己塑造一個形象：
虛偽！

中學時代，是最易被影響的一個階段，為融入朋
友的圈子，自然會輕易地改變自己的行為習慣。可慢

慢地，便成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要改，就要憑藉
平時的用心留意，貴在堅持。

要是抓一味良方來治治，其中幾味良藥決不可缺。
第一，在別人背後，討論別人的優點。別人說那

人直言不諱，不可以是直率真誠嗎？這口香糖再嚼，
就會越嚼越甜。同時要戒諂諛之言，要分清阿諛奉承
與讚美。慢慢下來，人的真善美就會被我們慢慢發掘
，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自然會被雕刻得越來越好。

第二，不信、不提、不談空穴來風之讒言。聽到
了，也儘管吞下它，讓它爛在肚子裡，不讓自己淪為
別人惡意利用的傳話筒。謠言止住了，因此受傷的人
會像沙漏裡的沙般越流越少，直到沒有，自己亦不會
成為沉在謠言之海下的溺水者。

第三，沉默是金，不輕易表態。表態前，為自己
灌下幾支有足夠資料支撐的營養劑；表態時，鍛煉自
己能收能放，說到點，就夠了。多聞慎言，凡事心中
有數便足夠！

說話習慣自小養成，多因家人和朋輩的影響。若
影響是好的，長大後自己亦會同樣地為自己的孩子養
成好的習性，亦會透過交流改善其他人的品德；若影
響是壞的，長大後，孩子在自己的薰陶下便會不成正
氣，周圍人亦會隨你這股潮而飄向激流。可見自身的
修養，對自己、他人和下一代都影響深遠。要養成好
說話模式如同調理身子的中藥，不像西藥般立竿見影
卻治標不治本。中藥雖苦口，吃的久才有效，如同習
慣雖然不易改變，但憑藉在生活上付出的努力和毅力
，長久下來，才能體現一個人的自尊和尊重他人的意
識。

說話是一門藝術，技巧是慢慢磨練的，經驗是慢
慢累積的。改變與人交流的習慣，懂得說話，與人相
處便如魚得水，性格得以在打磨中變得更透亮精湛。
所謂性格改變命運，要將命運握在手中，便從養好自
己這貓一般難伺候的嘴開始吧。

余非評語：開筆首句醒目，讀下去的第一段也相
當吸引。 「所謂有言，不僅僅是有言，而是事實」 這
類句子抑揚效果頗好；禍患以貓狗為喻也傳神。像這
種水平的文句，在文內並非鮮見，反映作者的文字功
夫不俗。全文把題目剖得很透，思想有深刻處；文中
的人情道理尤其到位，反映作者思想成熟，不淺薄。
尤其喜歡作者用貼近他年齡的生活內容為題材，用切
合他的思想層次來琢磨道理。看此文，像聽一位年輕
人娓娓地細道生活智慧；讀起來，稱心、舒服。

（全國文學之星港區得獎作品）

請管住你的嘴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中四 吳思祺 指導老師 黃家琪

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 「學生能力
國際評估計劃（PISA）香港中心」於
2009年及2012年從超過150間中學分別
抽取約4500名年齡介乎15歲的學生，
就其對將來的期望及其社經背景進行
調查。近日中心獲香港研究資助局資
助約八十萬元，計劃於今年五月中，
從2012年參加PISA調查的學生中抽取
約三千名學生進行全港首個為期3年的
追蹤調查。

家庭背景影響期望
PISA2009及2012年的初步調查發

現，家庭社經背景對學生的未來期望
有明顯影響。在升學方面，2009年近
半數學生有志升讀大學，到2012年相
關數據微升至51%。最上階層學生兩
年升讀大學的期望分別為75%及85%，
但草根階層相關指數僅為28%和35%。

家境貧困甚至令學習能力高的學
生對升讀大學不抱期望。2009年高學
習能力學生中，僅64%期望升讀大學
。中大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何瑞

珠解釋： 「高學習能力是按照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界定基礎能力達4級或以
上學生為據。」與其他參與PISA計劃
的韓國94%，新加坡88%、新西蘭74%
及波蘭72%相比，本港明顯偏低。

2009年的調查還顯示，在本港學
習能力高的學生中，最上階層學生接
近九成（86%）期望升讀大學，但草
根階層只有不到五成（45%）。 「升
讀大學期望微升有可能是因近年副學
士學位增加，另外新學制取消會考分
界可能令學生覺得與大學的距離縮短
。但本港副學士學費差不多是其他國
家的兩倍，草根階層學生即使無力升
讀大學，但希望讀副學士都要負債，
對其未來向上流動更加不利。」

從事專業期望率低
在職業規劃方面，2009年逾四成

學生期望從事包括醫生、律師、工程
師、會計師、教師等收入及社會地位
較高的專業，2012年相關數據上升至
55%。但來自最上階層（社經地位在

最高10%）學生約六成（60%和66%）
希望從事專業工作，來自草根階層（
社經地位最低10%）只有約三成和四
成有此期望。同樣的差距並沒有因學
生的學習能力而有所變化：2009年的
調查顯示，本港學習能力高的草根階
層學生，僅四成希望從事專業職業，
但最上階層學生相關比重超過六成。

身兼PISA香港中心總監的何瑞珠

補充，貧富差距影響遠不止於此。根
據是次調查，學生獲取升學及就業諮
詢八成五來自朋輩、近八成來自家人
。 「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因其家庭背
景的影響，資訊來源亦會受限。」她
建議，企業可配合學校幫學生建構職
業規劃。 「企業的支援並不僅為給錢
，不單要成為人力資源的消耗者，還
要成為人力資源的生產者。」

中大將對2012年參加
PISA的學生進行為期三年
的 「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
」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HKLSA）。預計每年進行一次
問卷調查，首輪問卷將於今年五月中進行，本年度以學生和
老師為調查對象，明年將以學生和家長為調查對象，全部調
查將於網上進行。

國際性評估計劃
PISA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籌的國際性評估計劃，

旨在了解15歲學生基礎能力和影響他們學習的因素，當中包
括他們對將來的期望、其社經背景等。該計劃是一項集體協
作研究計劃。參與研究的學者共同構思跨國性評估學生的方
法及程序，以衡量學生於日常生活上確切需要之能力。中大
的相關問卷由中大自主設計。

何瑞珠教授表示，相關跟蹤評估研究其他國家跟蹤期
多在十年以上，但是次研究出於經費限制暫定三年的跟蹤
期。

她呼籲政府支援相關研究： 「此類的數據庫建設應該
是政府的工作，內地每所大學均有相關數據庫跟蹤。這將
利於政府長遠的政策規劃。」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新高中學制實施已4年，必修科之一的通識科備受
關注。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表示，局方早前已公布新高中學制檢討結果，學校普遍認
同短期內維持該科課程架構不變；不過，考評局於今年考試起，已調整通識科試卷一
考試題目的資料內容及分題數目，使考生能夠在考試時限內分析試題及作答。

吳克儉以書面回答立法會議員，表示在2012年中，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
局共同檢討新學制，包括通識科的推行情況，並諮詢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有關新學制
檢討的報告已於本月中公布。他指出，局方會繼續聆聽教師及各界意見，即將展開中
、長期課程檢討；期望有關中、長期修訂的建議，可在2017學年或之後實施。

吳克儉指出，就通識科而言，2012年考試分析顯示，部分考生未能於試卷一的指
定時間內完成所有試題，因此從2013年考試開始，考評局調整試卷一考試題目的資料
內容及分題數目。經調整後，試卷一的試題深淺度及該卷的佔分比重仍維持不變，因
此並無降低評核的整體要求。

【本報訊】為鼓勵應屆中學畢業生盡早擬定升學計劃，教育局將於5月4日及5日
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辦 「多元出路資訊Show 2013」，開放時間為上午10時至下
午6時，免費入場。資訊Show設有30多個攤位，介紹非聯招全日制經本地評審的專上
課程、毅進文憑課程、資歷架構及職業教育和培訓課程。教育局亦設立攤位示範 「經
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 www.ipass.gov.hk）、E-APP及 「e導航─新學制多元
出路」（enavigator.edb.hkedcity.net）的操作，及為非華語學生提供資訊。各參展的專
上院校及機構將即場為同學提供課程資料及諮詢服務。會場亦安排多場專為畢業生而
設的多元升學出路和就業講座。詳情可瀏覽：http://www.hkedcity.net/pathways/cht/
edb_infoexpo2013.html。

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顯示，本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以下簡
稱 「社經地位」 ）最上階層的15歲學生，逾八成期望升讀大學，
但社經地位最低的草根階層學生僅35%有此期望。即使學習能力
高的學生，草根階層僅四成五期望升讀大學，最上階層則有近九
成。專家指貧富差距令草根家庭出身學生對升讀大學 「望都不敢
望」 ，這不僅不利社會流動，局限學生發展，更是人才的浪費。

本報記者 彩雯

學生的教育期望
與社經地位的關係

年份

中三至中七

文憑、證書
、高級文憑
、副學士課
程

學士或以上
學位

*資料來源：中大PISA中心
*家庭社經地位（SES）是根據父母教育程度、職業及收入（
或家庭物質資源）為依據建構。

低社經地位

2009

44%

28.2%

27.8%

2012

29.3%

36%

34.8%

社經地位中等

2009

27.2%

26.9%

45.9%

2012

17.8%

31.8%

50.5%

高社經地位

2009

9.4%

15.8%

74.9%

2012

4.2%

14.6%

81.1%

為期三年追蹤研究

【本報訊】由教聯會、銀龍飲食集團和
大公報合辦的 「龍情．濃情50年」茶餐廳故
事專題創作比賽揭曉，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
學連奪高中組專題研究冠軍和公開組季軍，
協恩中學則連奪初中組作文比賽冠亞軍。一
篇《香港茶餐廳今昔》則為蘇健強贏得特別
大獎。

茶餐廳脫胎自清末民初的冰室，二次大

戰後演變出香港特色兼馳譽世界。開創茶餐
廳潮流的銀龍今年成立五十周年，遂與教聯
會和大公報合辦茶餐廳故事專題創作比賽，
小學生比繪畫，初中生比寫作，高中生專題
報告，公開組則議論、抒情皆可，藉以喚起
大眾對茶餐廳今昔和情懷的共鳴。大會共接
獲二千多份參賽作品，各組評委上周六選出
優勝作品。

小學初級組，冠軍吳瑋呈（宣導會葉紹
蔭紀念小學），亞軍黃永濬（元朗公立中學
校友會小學），季軍羅顥凝（台山商會學校
）；小學高級組冠軍何婷（方樹福堂基金方
樹泉小學），亞軍楊灝澄（香港浸會大學附
屬學校王錦輝小學），季軍何昭樺（聖士提
反書院附屬小學）。

中學初級組，冠軍樂逢沂（協恩中學）
，亞軍李愷婷（協恩中學），季軍蕭復晴（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中學高級組，冠軍
陳宛彤（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熊澤霖老
師指導），亞軍許耀林（中華基督教會扶輪
中學，林雪梅老師指導），季軍鄭崇希（保
良局羅氏基金中學）；公開組，冠軍《茶餐
廳爸爸》衞可培，亞軍《鮮油多》吳家雯，
季軍《香港獨特茶餐廳文化》林嘉茹（樂善
堂梁植偉紀念中學），特別大獎《香港茶餐
廳今昔》蘇健強。

主辦單位定於五月下旬舉行頒獎禮，據
稱銀龍集團還會與萬里機構出版《港人飯堂
．茶餐廳》。

▲中大將對2012年參加PISA計劃的學生進行為期三年的跟蹤調查。中大
HK-PISA中心成員（左起）中大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客座副教授Glenn
SHIVE、何瑞珠教授、科大社會科學部黃善國教授、中大鍾宇平教授

本報記者彩雯攝

小資料

▶評委展
示濃情50
年茶餐廳
故事小學
組繪畫優
勝作品

通識科將展開中長期檢討

教局下月辦升學資訊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