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克儉講故事 析生涯規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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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檢會主席分享「四不理」：匿名投訴 非當事人 事發逾年 資料不全

怪獸家長「超記仇」
小六翻小一舊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是

「投訴之都」，學校經常要處理投訴，處理

學校投訴覆檢委員會主席戴婉瑩昨出席學界

分享會時透露，最近不少家長向校長投訴

指，「佔領」問題令校巴要改道行走，孩子

上學耗時很長，校車費「物非所值」，故要

求退回；又有個家長為小六的兒子出頭，申

訴兒子在小一時遇到的不快往事。戴指出，

教育局有公平的投訴管理制度，但若個案的

發生時間太久遠，當局很難受理；在「佔

領」事件上，校巴公司也是受害者，希望家

長可以體諒，不要着眼於「微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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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動物詞彙 多貶義咪亂用
自古以來，人類與動物的關係非

常密切，粵語中有不少詞彙以動物
來比喻人的某些特性，例如：「死

牛一邊頸」（普通話︰固執己
ɡù zhí jǐ

見
jiàn

）；「牛皮燈籠」（普通話︰不
bù

開竅
kāi qiào

、對牛彈琴
duì niú tán qín

） ；「大頭蝦」

（普通話︰粗心大意
cū xīn dà yi

）；「死蛇爛鱔」（普通話︰懶
lǎn

惰
duò

、懶洋洋
lǎn yánɡyánɡ

）；「倀雞」（普通話︰潑辣
pō là

）等。
此外，粵語會以動物來比喻事情及狀況，例如：「雞

同鴨講」（普通話︰語言不通
yǔ yán bù tōnɡ

、牛頭不對馬嘴
niú tóu bù duì mǎ zuǐ

）；「扯

貓尾」（普通話︰串通
chuàntōnɡ

）；「周身蟻」（普通話︰麻
má

煩纏身
fán chán shēn

）；「食死貓」（普通話︰無辜地背了黑
wú ɡū dì bèi le hēi

鍋
ɡuō

）；「馬死落地行」（普通話︰山窮水盡
shānqiónɡshuǐ jìn

、只好隨
zhǐ hǎo suí

機應變
jī yìnɡbiàn

）、「倒瀉籮蟹」（普通話：手忙腳亂
shǒumánɡjiǎo luàn

）。
然而，以動物來喻人喻事的詞彙及諺語大都是貶義

的，使用時要格外小心啊。

以下一段話，試把它對譯成普通話吧。

「呢個失魂魚，成日攞錯人哋嘅文件，小心俾老闆炒
魷魚呀！」
附上期答案：你找死/自尋死路啊，到點兒/是時候上

學了，還賴着在這兒不走打遊戲機。別被人看扁了，努
力/用心讀書吧。

■「職業訓練局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
http://www.vtc.edu.hk/vec/chi_course_chi.html

熱線電話: 2595-8119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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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創新動
力是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元素，李嘉誠
基金會昨日宣布，將和以色列理工學院
合辦「科技夾子營」(Techcracker Lab)，
活動將邀請一百名師生訪問「創業國
度」以色列，讓港生體驗當地始創公司
的文化。
上述科技創新探索之旅初定在2015年

1月8日至13日舉行，並得到以色列駐港
領事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新一代文
化協會的支持。大會擬邀請近百名大
學、中學師生和傳媒代表參加，屆時訪
問團將前往以色列理工學院參與創意工
作坊，以及分組到訪多間不同階段的始
創公司參觀，體驗如何實踐創意理念、
營運成長、籌募資金等。
據介紹，以色列理工學院，是以色列

歷史最悠久的大學，致力推動嶄新科技
發展，令以色列在多個科技範疇上建立
了全球領先地位，若計算全球出產最多
科技企業行政總裁的數目，該校位列前
茅，與麻省理工學院齊名。這所位於海
法的大學，對附近一帶科技產業發展起
了關鍵作用，高通、谷歌、微軟和英特
爾等科技巨擘也在當地設立據點。

李嘉誠：跨越極限探索不可能
積極支持有關活動、鼓勵年輕人開拓視

野的基金會主席李嘉誠表示，「安於現
狀，可以是一個成本高昂的態度，沒有人
能承擔得起不革新進步的代價；正如英國
知名科幻小說家克拉克爵士所指，『發現
可能極限的唯一方法，就是勇於跨越界
限，探索不可能。』」

■李嘉誠指，安於現狀，可以是一個成本高昂的態
度，沒有人能承擔得起不革新進步的代價。 大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在「開創年輕
一代的未來─生涯規劃教育論
壇」上，分享了一個小故事。他
指有學生因家庭問題，缺乏家人
照顧，幸好老師觀察到他有音樂
天分，不斷鼓勵他參加相關的課
外活動，又安排他參與職業探索
等活動，助他認清志向，結果他
入讀了演藝學院，現在成為歌唱
老師，並回饋母校。吳克儉指上
述事例說明了生涯規劃教育的重
要性，期望學校助學生發揮個人
潛能，追求理想。

商校合作助學生認清志向
為推動生涯規劃教育，教育局於

昨日舉辦「開創年輕一代的未來─
生涯規劃教育論壇」及「商校合作
計劃2014/15」啟動禮，近千名參
與計劃的商業機構代表及師生出
席。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及常任秘書
長謝凌潔貞任主禮嘉賓。
吳克儉指，「商校合作計劃」旨

在推動學校與工商機構合作，讓學
生走出班房，嘗試體驗職場的運
作，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志向，有助

認清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又提及早
前到德國及瑞士訪問的收穫，他指
當地的職業教育發展之所以成功，
全賴工商業的支持，這值得香港借
鏡。

與導遊交流 悟外遊非「去玩」
來自寧波公學的黃佩儀曾參與商

校計劃，獲永安旅遊安排參加領隊
技巧講座，與資深導遊交流，這讓
她了解到導遊工作不是「去玩」，
而是要盡力擔當「家長」的角色，
悉心照顧旅客。
中華基金會中學的黃皓欣就參與

了「新世界設施管理──青年廣場
管理體驗計劃」，於青年廣場設施
管理部體驗了五天的「半日工
作」。黃指最難忘的是有機會模擬
製作指示牌，並明白到在職場上，
除了要有理論基礎外，還要懂得觀
察及實際應用。
永安旅遊行政總裁梁港蘭坦言，

年輕人的人生經驗尚淺，做事缺乏
信心，曾有年輕人加入公司一年就
辭職，但商校合作計劃讓學生提早
體驗職場運作，了解自己的個性，
有助公司減低員工流失率，雙方都
有益處。

曾任申訴專員，現為處理學校投訴覆檢委員會主席的
戴婉瑩，昨應邀出席津貼小學議會周年大會，與在

場超過一百名校長分享處理投訴的原則及方法。她指當局
有4大不受理的個案類別，包括匿名投訴、非當事人親自
提出、事件發生超過一年、及資料不全。戴婉瑩表示，曾
有家長為六年級的兒子出面投訴，但事發時間是5年前的
陳年舊事，故無法受理。

「佔」累校巴繞路 家長要「回水」
戴婉瑩又指，最近很多家長因不滿「佔領」問題令校巴要
繞路行走，覺得「物非所值」，遂向學校投訴，要退回校巴
費。戴婉瑩認為，「佔領」事件令每個巿民的利益都損害，
是全港性的問題，「即使是校巴公司，要改道行駛，油費的
成本都有所提高」，可見校巴公司也是受害者，而且香港現
時正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況，就算「家長多付了校巴費」，不
算是很大的問題。她呼籲家長不宜執於「微小的利益」，
也期望各界人士不再為社會增添麻煩。
在答問環節，有校長提及，早前曾處理老師考勤的投
訴，對方要求錄音和讓第三者在場。戴婉瑩指，錄音就如
一把「兩刃劍」，處理不當將會後患無窮，故建議校方應

確保與投訴人雙方都有錄音，並將之穩妥保存；第三者在
場與否，就要視乎事件的嚴重性，另校方亦應白紙黑字訂
明政策，以保障自己。

先導「零」投訴 明年全港推
為有效處理與學校相關的投訴，教育局於過去3年推出
優化學校投訴管理計劃的先導計劃，逾200間學校參與，
由於計劃成效不俗，教育局將於2015年於全港小學全面推
行。戴婉瑩指，先導計劃推行初期，有學校會擔心投訴數
字會大增，但事實並非如此，而且三年來都無收過要求覆
檢投訴的申請。在計劃之下，學校會自行處理校內的投
訴，但若涉及教育政策、刑事成分的嚴重投訴，仍會由教
育局跟進。
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張勇邦建議，過去3年曾參與優化學
校投訴管理計劃的多間先導學校，變成示範學校，與學界
分享經驗，為其他學校提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謝凌潔貞昨日出席津貼小學議會周年大
會致辭時表示，由於雙非及單非學童數字增
多，期望透過加強與辦學團體溝通，與小學
界別建立互信關係，以重置校舍方案善用學
額資源。
她建議指，學校應盡量用盡各間課室的資

源，若有剩餘空間就應向局方通報，亦提醒校
方要留意現時的班級結構，以「幫大局，求自
保」的原則，令局方能早日有效地計劃如何分
配資源。據了解，有學校面臨學校空間不足的
情況，有校長建議在操場上增設「貨櫃課
室」，她表示教育局會考慮做法是否可行。

教局研「貨櫃課室」可行性

▶津貼小學議會的名人講座，
吸引近百名校長到場參與。

李穎宜 攝

▲戴婉瑩與在場過百名校長分
享處理投訴的原則和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穎宜 攝

■吳克儉表示要匯集各界
對生涯規劃教育的意見，
提升對青年人的支援。

李穎宜 攝
■黃佩儀(左二)以及黃皓欣(右二)都曾參與
「商校合作計劃」。 李穎宜 攝

VTC特別為答對專欄問題的讀者送出精美禮
品，名額共3位。如有興趣的讀者，請剪下此文
匯報印花，連同答案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 7
號興偉中心4樓香港文匯報教育版收，封面請註
明「VTC送禮」，截止日期︰11月24日，先到
先得，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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