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淺卷「造數」為學生定為交差？
助增學習動機添自信 有教師為谷高合格率避「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學生學習差異一直是教育界面對的重要挑戰，早前有自稱第三組別

（Band 3）中學的教師於網上「訴苦」，指由於校內學生程度參差，為提升他們的考試表現，老師

需要出一份淺易的考卷，從而令全級合格率達八九成，慨嘆當今做老師都逃不過被「捽數」的命

運。多名教育界人士直言，有關「出淺卷」情況於學業水平不高的學校頗為普遍，原意是透過配合

學生程度，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自信；但亦有機會涉及「造好條（合格率）數」，以爭取校長及家

長「認同」好作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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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在九龍一官立中學任教英文科的陳
老師向本報記者表示，以他所知，不

少Banding不高的中學均有採取「出淺卷」
做法，其所屬學校校長及科主任，也間接
鼓勵教師這樣做。陳老師形容，「出淺
卷」能令學生在測驗和考試成績較有「睇
頭」，「起碼分數較多甚至合格」，而出
卷老師亦可以此證明其教學方法及學科活
動，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水平，減少被科
主任和校長「問責」。
陳老師指，其所屬學校的學生，英語水

平偏低，不少中一生連「Walking」也不
懂；他曾試過按照他校同年級學生的一般
英語水平出卷，卻令學生考試成績「全軍
覆沒」，而校長亦有向他「問責」。閒時
有作私人補習的陳老師又表示，曾將學校
一份中五試卷給來自Band 1校的中三補習
學生試做，「學生幾乎全對，但我校學生
絕大部分都不合格。」可見學校間水平的
差異。

題目變MC「至少可撞中」
陳老師曾經在試卷上作調適，如將大部

分題目變成多項選擇題，「起碼撞都有機
會中」，用以提高答對率。他慨嘆以淺卷

遷就學生是老師的悲哀，「但不『造數』
的話，根本不能向校長交代。」不過他指
有關做法不適用於高中，特別是中六生，
因為臨近中學文憑試，學生實力如何將
「見真章」。
對於學校「出淺卷」，教育評議會主席

蔡國光認為不能簡單作出「造數」結論，
因從教育角度，學校本該因應學生程度訂
立合適的校本課程，而校內考核亦要因應
情況更改，正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校方應為他們作出調適。
他又指，若學校只利用劃一標準教學，
「程度低的學生連基本的東西都掌握不
到，教得深和多都沒有效用。」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則認為，考卷程度是

深是淺因人而異，若教師出卷時可符合學生
水平，然後因應程度慢慢調適，有助提升學
生水平，同時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心。

不宜只看分數 應知真實水平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表示，相
信部分教師「出淺卷」的出發點，是為學
生建立學習自信，但他強調，教師和家長
不應停留在試卷的分數，有責任告知學生
其真實學業水平，鼓勵他們進步。

隨着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在網絡和論壇
等新傳媒上，中文夾用英文的詞語愈來愈
多，例如MBA、CEO、DVD等，這類詞
人們很少使用中文去表達，因為這種用英
文字母構成的詞語已經形成了約定俗成的
使用習慣，它們具有語言簡潔的特點，便
於簡單快捷地去發表見解、表達思想，從
而使人們在手機、電腦、網絡等新媒體上

大量地使用它。這類以英文字母開頭或構成的詞語就是字母詞。

收入附錄 反映大眾需求
曾經有段時間，有些學者認為字母詞不是中文詞語，但是隨

着中外接觸的深入，以及互聯網的普及，字母詞在中文出現的
數量和頻率越來越多。現在坊間出版的詞典中，大部分詞典都
將字母詞作為附錄收入其中，如《現代漢語詞典》。在香港，
字母詞早已為大家普遍使用，詞典收錄字母詞正是反映了大眾
的需求。
目前市面上影響力較大的兩本詞典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分別收錄了239個和221個以英文字母開頭的詞語，其中有180
個是這兩本書共同收錄的。香港三聯書店於去年7月出版的
《現代漢語學習詞典》除收錄上述的字母詞以外，還因應香港
的語言生活情況，增補了8個字母詞。
具體來看，這新增的8個以英文字母開頭的詞是BBQ、

CID、e通道、GYM、H1N1、HR、ICAC、SD卡。它們大概
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在大中華區都已經普遍被接受的，例如
BBQ（燒烤）、SD卡（儲存記憶卡）等，而H1N1則隨着近期
的社會新聞進入了媒體的版面。

另一類是香港社會較為常用，而民衆也廣泛接受的，例如CID表示警
方刑事偵查部門，俗稱重案組；ICAC是香港的廉政公署；GYM表示健
身房，在香港如果去健身房一般會表述為「做GYM」，而較少說「去健
身房健身」。

中文如庭院 字母詞似窗
若把中文比喻為一座庭院，那麼字母詞就是這座庭院與世界溝通的一

扇窗。窗內是多元的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繁花盛放；窗外無論是那英
倫機車轟鳴、還是華爾街金融的潮漲潮落，都透過這一扇窗，聲聲入
耳，事事關心。
■李斐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於1979年，宗旨是通

過研究、出版、教學、交流、合作等方式促進中國語
文工作的發展。

字
母
詞
深
入
民
心
詞
典
收
錄
BBQ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2016北京模擬聯合國大會」
前日在北京閉幕。多名來自澳門大學的學生參加了此次大會，其中該校
學生梁曉憶獲得「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傑出代表獎。
本屆大會以「與世界同行，與未來相約」為主題，由外交學院主辦，

中國外交部指導，歷時3天。來自中國、俄羅斯、柬埔寨等70所大學和
高中逾400名青年學子參加此次大會。本次大會下設9個委員會，分別以
中文、英文、法文為工作語言。會議期間，學生會模擬代表不同國家，
跟從聯合國議事規則，圍繞國際熱點問題進行討論。同時，大會媒體中
心還模擬全球主要媒體，通過滾動消息、評論等多種形式報道會議進程
及影響會議結果。
其中模擬美國代表的澳門大學學生梁曉憶，獲得「聯合國婦女地位委

員會」的傑出代表獎，此次「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議題是婦女的社
會參與及婦女的生育權利保障。

澳門女生模擬聯國大會奪獎

家心健康

普通話與世界
逢星期二見報

語 言 可 增 添 家 庭 歡
樂，也可拆散家庭。大家
現在嘗試一起回憶過去最
傷自己的說話，可能是：
「你真是無出色！」「你
令我好丟臉！」「你樣樣
都唔得，無得救！」若是
伴侶或婚姻關係，可能

是：「你都唔係男人！」「離婚啦！」「人做
老婆，你做老婆，你真係好失敗！」以上這些
說話，可能言者無心，又或刻意蔑視，但聽者
一定在意。
有一位智者問凡人：「世間上最鋒利的是什
麼？」小孩回答：「我家中的刀。」曾被別人
辱罵的人卻指：「是刺心的說話。」在一個家
庭中，「語言暴力」的殺傷力有多大？
其實「語言暴力」就是用說話致使他人的精
神、心理遭受傷害，甚至自尊感受損，說話的
方式可以是詆毀、嘲笑、辱罵、或是聽起來正

面而「有骨」的說話。

講咗收唔返 內心有條刺
在伴侶關係中，語言本是可以是很「窩

心」，但不知不覺在吵架時，一句無心的「咁
唔鍾意，你可以走。」又或「無你，我不知幾
暢快。」令本來已充滿危機的關係，即時進入
不可回頭的局面。
正所謂「講咗收唔返」，被傷害的一方怎能

輕易忘記，就算失言的一方說「對不起」，被
傷害的一方想原諒，但內心的「傷憶」將成為
日後相處的障礙。
在親子關係中，「語言暴力」令子女容易有

負面自我評價。小孩的腦袋似一杯清水，父母
的說話可成為水中的任何物質。父母一句「你
真無用」，令他的心靈突然灰色；「你同垃圾
有什麼分別」可成為「硫酸」，傷害性極深
遠。
孩子在負面批評的家庭長大，其性格往往較

為消極，也不易肯定自我。
當然有部分家長會提出異議，認定管教孩子

時，責罵小孩是無可避免的，「我家的孩子唔
罵唔得。」不過，筆者認為，點出對方的錯誤
可以有不同方式，像吃西瓜一般，硬要一拳將
西瓜「打爆」取食瓜肉，那似乎有點不智。
「罵」並不一定要充滿「語言暴力」，若孩子
在父母管教的過程中，常被貶低、辱罵，就易
累積負面情緒，引起焦慮感覺，這些有可能就
是情緒病的起因。
正所謂：「每人一句窩心話，家庭總是開心

笑。每日戒掉損人話，積極溫馨在你家。」停
止家庭暴力是每個家庭成員的責任，以下是筆
者的建議：
第一、各家庭成員緊守「同理心」；
第二、應多關注彼此間的「情緒健康」；
第三、每日向別人說句「溫柔話」。

■李志雄 註冊社工
香港家庭福利會
和平學坊查詢電話： 2775 2332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說話「含骨帶刺」最易傷人毀家

香港大學化學系講座教授楊丹，早前
捲入一宗研究論文資料被質疑涉造假的
投訴，及後港大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裁定
其專業失德不成立，而負責實驗的兩個
博士生亦曾接受學生紀律聆訊，但被裁
定無罪。有關投訴人、前港大學者王凱

峰及港大教職員會昨召開記者會，質疑港大
「放生」各被投訴人士，又稱當時負責處理調
查的港大高層涉及利益衝突，要求校方將調查
委員會會議記錄及報告公開，向公眾交代，又
指已要求校委會調查校長馬斐森的行政管理團
隊，及去信教資會查詢。
涉事「HKGreen-4熒光探針」實驗論文由楊
丹團隊撰寫，並於2014年7月於《美國化學學
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刊登。後時任港大化學系助理教授
（研究）的王凱峰發現當中多處數據處理方式
有問題，懷疑涉及造假，遂向港大校方作出投
訴，校方之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據了
解，調查委員會認為涉事論文有3個不準確之
處，但因信納實驗由博士生負責，無證據證明
楊丹知情，故裁定她失德的投訴不成立。至於
兩名接受學生紀律委員會調查的博士生也被裁

定無罪。

指譚廣亨曾與楊合作仍處理調查
投訴人王凱峰認為，調查委員會確認涉事論

文中的實驗涉及不當之處，但卻無人要負責，
認為結果不可接受。他與港大教職員會於昨日
記者會也提出多項質疑，包括學生紀律委員會
當中並無熟知科學的學者參與，而楊丹作為負
責人卻對數據「不知情」等等，又將矛頭指向
馬斐森及多名港大高層，其中時任研究副校
長、現首席副校長的譚廣亨曾與被投訴人楊丹
合作，卻仍獲准處理調查。他們要求港大校方
向公眾清楚交代，並已去信希望港大校委會及
教資會跟進。

楊丹︰已於監督下重做實驗
楊丹昨日發聲明，形容王凱峰的指控是「單

方面、選擇性提供、亦不全面的實驗數據……
不負責任及欠公信力」，又指其團隊在去年4月
至7月間，曾於外間監督下重做實驗，加上有多
個外國研究團隊也獲得相同結果，認為證明涉
事論文的研究發現屬真確。對原有論文中圖片
處理問題，聲明指已向相關期刊提交補充資料

及獲接納。

吳克儉︰交研資局紀委會處理
因應楊丹事件港大早前回應指，有關調查委

員會獨立運作，公平公正，過程中諮詢專家學
者和法律顧問意見，校方一貫尊重有關調查結
果和建議。港大發言人又指，譚廣亨並非調查
委員會成員，並已於調查工作開展前按既定程
序申報早年與楊丹合作的項目，過程中也嚴守
規定，確保程序公義。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於
立法會回應時則指，涉及研究誠信的事件，會
交由研資局轄下的紀律委員會處理。

■記者 姜嘉軒

投訴人質疑港大「放生」促公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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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忞）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
會昨日討論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及研究資助局的研
究撥款政策，及早前公佈
的《香港教資會資助高等
教育院校的管治》報告。

有大學代表期望政府增加科研撥款，同時有代
表質疑現時教資會及研資局的撥款準則，過於
側重學術研究，卻忽略應用性科研，促請當局
作出檢討。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教資會主席唐家成、本
港8所資助大學的高層代表均有出席會議。其中
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史維指出，政府對本港高
等教育界的研究資助，佔本港整體生產總值比

例偏低，相比內地、新加坡、韓國以至西方國
家，本港的資助就更少；他和浸會大學副校長
（研究及拓展）黃偉國亦期望政府和教資會可
增加對院校的研究資助。

理大重實用 資助重學術
理工大學副校長（科研發展）衛炳江認為，

教資會及研資局的資助較着重學術研究，忽略
了院校具有實用價值的研究，建議教資會等尊
重各所大學的定位，對如理大是實用型大學可
給予更多支援，他亦建議當局與創新及科技局
合作，與大學產生協同效應。

嶺大無理科 所得亦較少
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見圖，彭子文 攝）

指，由於該校的學科以人文學科為主，未有提
供醫學或工程學等的學科，得到的研究資助相
對其他院校少，促請教資會能了解不同定位的
大學亦有不同需要。教資會主席唐家成回應
指，明白每所大學有不同的定位，而教資會的
專責小組會檢視研究撥款等安排。
至於教資會在今年3月發佈的《香港教資會

資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報告，基本上8所大
學對報告表示歡迎，而各院校正分別落實報告
中有關校董培訓、風險管理等建議，期望有助
提升大學管治效能。
另外，會議亦有討論社會關注的議題，例如

有報道指本港部分院校在英屬處女島（BVI）開
設離岸公司，吳克儉指當局關注事件，他強調
大學有責任向公眾問責及保持透明度。

指撥款忽略實用科研 教界促檢討準則

■■王凱峰王凱峰 ■■楊丹楊丹
■■梁曉憶梁曉憶（（右右33））獲得獲得「「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傑出代表獎的傑出代表獎。。

■■有老師調低考卷難度有老師調低考卷難度，，對學生來說到底是對學生來說到底是
好是壞好是壞？？圖為一般學校考試情況圖為一般學校考試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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