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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缺規劃 港青難搵工
三成半高中生方向朦朧 好奇自信遜南非法國青年
中大教育學院院長梁湘明領導的
研究團隊於 2015 年至 2016 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
教育局近年大力鼓勵學生及早做

收集了 20,118 份本港高中生有關生
涯規劃情況的問卷。其中「擇業困
難評估」評分中，若以 1 分為最低，
9 分最高，受訪學生平均分為 4.89
分，整體有 4.9%學生自感擇業困難
程度高達7分以上。
梁湘明表示，數據反映高中學生面
對生涯抉擇時感到困難，當中可能涉
及自我認識不足，或缺乏資訊等。

好生涯規劃，但中文大學一項大
型調查顯示，三成半受訪高中生
對未來規劃毫無方向又或不見清
晰目標。若以 9 分為最高分，學
生自評「擇業困難」平均分為
4.89 分，與英、美、韓等國家
及地區過去十年進行的國際研究

32%人不知何謂生涯規劃

數據比較，港青對擇業有較大的

若將數據與其他國家如意大利、
困難，且他們在好奇、自信心等
韓國、英國、美國及以色列等地於
過去十年進行的國際研究數據比
職場適應能力上，亦比不上南
較，香港年輕人在「擇業困難評
非、法國等地的年輕人，情況令 ■中文大學一項大型調查顯示，三成半受訪高中生對未來規劃毫無方向 估」表現較遜色。
在香港的研究樣本中，有 14.7%學
又或不見清晰目標。
資料圖片
人關注。

生坦言對生涯抉擇「連一個大致的
方向也未有」，21% 指「只有一個
大致的方向」，只有 19%人知道自
己對什麼學科或職業有興趣。此
外，32%人直認對生涯規劃一無所知
或只是略有所聞。
另一方面，中大研究團隊又分析
了 6,233 名高中生的「生涯適應能力
量表」，發現港生整體生涯適應能
力如對生涯發展的關注、掌控、好
奇和自信心等方面，均比南非、美
國及法國的青年人低。

老師生涯工作信心「一半半」
由於老師在年輕人的生涯發展過
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故研究人員
又訪問了 697 名中學老師，他們平均
約有 5.7 年生涯規劃工作的經驗，但
老師對推行生涯發展工作沒有足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不少家
長會為子女報讀課外活動，期望他們有
多元化發展。社會福利署自 2005/06 年
度推行「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以照顧24歲或以下弱勢社群兒童及青少
年成長需要，每年名額逾 6,000 個，獲
資助人士每年可獲最多 1,500 元實報實
銷資助。但一項調查指，近五成二受訪
基層學童過去一年沒有參與任何課外活
動，僅28%人認識社署的資助計劃。負
責調查的團體建議政府加強宣傳相關計
劃，並增加資助名額，令更多人受惠。
為了解基層學童參加課外活動的情
況，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於今年 4 月
至 5 月，以問卷訪問了 275 個家庭，共
479名兒童。
結果發現，約 52%受訪學童在過去
一年未參加任何課外活動；即使有報讀
課外活動，僅32%可維持一年以上。

85%家長坦言因「價貴」
被問及為何沒有為孩子安排課外活
動，有 85%受訪家長坦言是因「價錢
昂貴」，其次是「課外活動名額不
足」，以及「交通費昂貴」。調查又發
現，僅 28%人認識「地區青少年發展
資助計劃」，近 54%學童未有受惠於
此計劃。
約 58%受訪者認為計劃宣傳不足，
43%認為資助名額不足。

康署興趣班名額有限

■調查發現，僅不
足三成受訪者表示
認識地區青資。
受訪者供圖

有基層家長慨嘆，因家庭收入不
穩，只能為子女報讀康文署的興趣班，
惟名額有限，一旦子女未能參加，會影
響親子關係。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認為，政府
已削減了「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的四成資助，社署在 2016/17 年度更取
消撥款予非政府機構，僅保留對個別基
層兒童及青少年的現金援助，令資助名
額更為不足。
聯席促請署方保留相關計劃，擴大
計劃撥款，將其恒常化，令更多基層學
童可受惠。

■團體促請署方保
留相關計劃，擴大
計劃撥款。
受訪者供圖

葉太與小西灣福中生談回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福建
中學(小西灣)近日舉辦「與名人談
回歸」活動，請來立法會議員葉
劉淑儀到校與高中生分享，讓學
生從政界名人的角度，掌握香港
的發展狀況；在學生提問時間，
她又提供了不少職場上的成功要
訣，包括要珍惜時間、發掘個人
長處、努力工作的法門等。
葉太表示，香港的行政主導體
制在回歸前行之有效，建立了一

演藝頒獎學金勉追夢

個高效能的政府，但近年社會分
化的情況較回歸前略為嚴重，一
定程度影響了市民對政府的信任
度。
負責活動的助理校長李偉雄表
示，香港高中生忙於應試，一般
較少關心社會議題，今次交流的
目的正是讓學生反思回歸意義，
因此邀請了葉太從政治及社會兩
方面，分享對回歸的感想。他相
信活動也讓學生認識到一位成功
人士的心路歷程，受益不少。
■福建中學請來葉劉淑儀與高中學生分享回歸感受。

入讀列斯大學 睹日公主風采
要一睹皇室人員的風采，
除了到倫敦白金漢宮門外碰
碰運氣，今年 9 月入讀列斯
大學 (University of Leeds，
46"  又譯利兹/里兹大學) 也許是
個不錯的選擇。
日本宮內廳早前公佈，文仁親王 (日皇明
仁的二子) 次女、樣子甜美的佳子公主，將
於新學年到列斯大學當交換生，為期 9 個
月。筆者不少同學在facebook上分享這則新
聞，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佳話。
公主為何選擇到列斯生活，旁人無從得
知，不過這倒是一個好機會向讀者介紹列斯
這個英格蘭北部城市。

「濕平」
好地方 現代且悠閒
列斯人口約75萬，早年以製衣業起家，是

英國一個集商業與文化氣息的城市。按旅遊
網頁介紹，列斯是「濕平」(shopping) 的好
地方，的確，不少知名百貨公司和名牌都在
Leeds 設有分店，但在這裡生活了大半年，
筆者認為，列斯最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它
既有現代化的一面，卻不像倫敦和香港那樣
生活節奏急促，街上途人、店內員工，他們
一般都會比較悠閒。
初到列斯時，筆者並不習慣這個節奏，現
在才稍為習慣了一點。
試過一次假日出外用餐，在學校附近的
Café 點了一份英式早餐，即是煎蛋、香
腸、煙肉、多士、茄汁豆等，等了十多分鐘
還未「上菜」，對於習慣了港式 Café 的筆
者來說，已經是極限。當時 Café 內只有我
一個顧客，於是忍不住走去問店員，早餐弄
好沒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演藝
學院上周一舉辦獎學金頒贈暨答謝典禮。本
屆得獎者來自演藝學院的戲曲、舞蹈、戲
劇、電影電視、音樂，以及舞台及製作藝術
共 6 個學院。校方共頒發 504 項獎學金，總
值約 1,600 萬元，以表揚在領導才能、學術
和對社會服務有卓越表現的學生。
典禮由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主
禮，演藝學院主席周振基及校長華道賢於典
禮上感謝社會各界的慷慨捐贈，及對演藝學
院的支持，又同時勉勵學生努力追尋夢想，
回饋社會。

店員彷彿見過不少像筆者的顧客，她一面
專心手頭上的工作，一面氣定神閒地告訴
我，早餐已在準備中，由於我早已乖乖付
錢，只好死死地氣回到座位，又等了十多分
鐘，店員才禮貌周到加上友善笑容地把早餐
送上。
這個時候，筆者分外懷念家鄉的茶餐廳，
也許店員沒有那麼好禮貌，食物也不會放得
那麼整整齊齊，不過以往只需約20分鐘已經
吃完的早餐，如今卻要用多幾乎一倍時間才
能完成，實在是不符經濟效益；但同一時
間，這又令人反思：究竟是這裡的人懂得享
受生活，還是港人太過於重視效率，忘記了
生活的另一種可能？
作者簡介：劉景熙，前報章港聞記者，
主要跟進政治及教育新聞；現於英國列斯
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修讀政治傳播碩
士，希望把外國所學所思，回饋香港。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列斯街景。

港大投票拍板 明年撤天文主修

逾半基層童零課外活動

的信心，若以 10 分為極有信心，他
們平均只有5.02分。55%老師希望能
得到更多元出路的最新資訊，或想
接受生涯輔導的培訓。
為協助港生做好生涯規劃，賽馬
會資助了「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
劃」，由 2015 年起為年輕人提供生
涯規劃工作的支援，在本學年間計
劃涵蓋了 30 間網絡學校及 200 間夥
伴學校，為超過 1,900 名教師提供生
涯規劃的相關訓練。
計劃設有網上生涯發展評估平台，
逾30,000名學生曾進行興趣測試，幫
助他們了解自己的興趣和能力。
上述計劃將於下月推出網上青年
生 涯 規 劃 支 援 服 務 「CLAP
CHAT」，由專業社工當值，為年
輕人，包括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考生隨時提供生涯發展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由於連續多年主修人數只得個位
數，香港大學計劃明年開始取消
「天文」和「數學及物理」作為
理學院主修科，該校理學院院務
委員會日前進行討論，經投票宣
佈兩項議案獲得通過。惟專門報
道港大校園消息的網媒《薄扶林
速報》披露，當日委員會雖然贊
成票較反對票多，但贊成票只得
38 票 ， 未 達 在 席 總 票 數 的 一 半
（41 票），質疑程序或有失誤。
港大發言人回應指，當日會議以
多數贊成通過取消兩項議案，而
委員會主席薛綺雯則解釋指，會
議是以簡單多數制進行，棄權票
不會被計算在內，因此議案獲得
通過。
一直反對取消兩項主修的《薄扶
林速報》引述當日會內人士稱，理
學院院務委員會議案「一向須獲在
席過半數贊成」才能通過。而據了
解，當日委員會投票議決取消兩個
主修之議案時，總票數為 82 票，
當中贊成有 38 票，反對有 32 票，
另外 12 票棄權，並未達到逾半贊
成（即42票）的要求。
該報又稱，當日投票程序疑出現
其他錯誤，如會議主席最初僅提供
「贊成」及「反對」兩個選項，經
提醒始增加「棄權」選項，不排除
委員會因甚少進行投票議決，不熟
悉表決程序而有出錯。
港大學生刊物《學苑》就有關
質疑查詢理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
薛綺雯，對方回覆會議是透過簡
單多數制（simple majority）進行，棄權票
不被計算在內。而根據以上說法，在扣除
了 12 張棄權票後，當日總票數變成 70 票，
38張贊成票已達到過半數通過條件。

物理數學獨立主修科不變
港大發言人回覆，理學院院務委員會前
日（9 日）討論取消「天文」和「數學及物
理」作為主修科事宜，並以多數贊成通過
取消該兩個主修的議案。
校方重申，物理和數學分別作為兩個獨
立的主修科維持不變，學生日後也可繼續
選擇雙主修，或是主修或副修兩個學科。
此外，學生仍可選修天文學作為副修科，
或物理主修下的相關科目。而物理系有關天
文的學術研究將不受主科取消影響。港大表
示，有志從事天文研究的學生，本科畢業後
仍可跟隨系內卓越的教授進行相關研究。

筆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