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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畢業生月薪近兩萬
較去年升6.8% 連續七年全面就業

科大宿舍設閉路電視惹不滿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香港科

技大學 「科大學生事務關注小組」昨就
校方增設宿舍大堂閉路電視涉嫌侵犯私
隱等問題，舉行公開論壇。校方回應，

兩個星期內會就閉路電視問題開會諮詢
各方意見。

關注小組就科大校政問題與校方公
開對話。就新舊學生宿舍大堂同時設立

針對電梯的閉路電視，並將實時影像屏
幕設於宿舍辦公室，而非保安室，學生
會質疑校方此舉侵犯學生隱私。學生會
幹事會會長石毅俊表示： 「閉路電視錄
影只有警方有權查看，但校方卻拿來作
為打蛇工具。」

屏幕設宿舍辦公室
據悉，科大現有九棟宿舍中，兩棟

新宿舍裝備大堂閉路電視，早前並未於
大堂裝閉路電視的二至五棟第二期宿舍
，也在新宿舍建成後加裝。出席論壇的
協理副校長兼學務長譚嘉因回應，宿舍
大堂安裝閉路電視是校方的安全考慮，
亦是警方要求。 「舊樓加裝亦為令所有
宿舍有統一標準。」

去年校方承諾，將單人房轉雙人房
以增加約48個宿位，迄今無下文，譚教
授回應，新宿舍入伙紙去年底才收到，

經考量認為暑假為最合適時機轉雙人房
。 「宿舍工程除了要考慮學生需要，亦
要考慮降低對附近區域的影響。工程期
限非校方可控範圍，但會盡力於今年九
月轉為雙人。」石毅俊又說，學生事務
長人選已於四月中確定，但校方至今未
公布。

關注小組又批評，校方在學會宣
傳期縮減學會叫莊範圍，在使用校園
場地及設施方面存在雙重標準。譚嘉
因表示，學生可向學生代表處投訴或
給學生事務處發郵件表達意見。 「校
方亦有多種非正式的溝通渠道，如校
長會每月約學生茶敘等。」他補充，
閉路電視的監管及錄影顯示屏擺放位
置等爭議，會於兩個星期內聯繫各方
進行諮詢。為加強與學生溝通，學生
事務處將每月發出電郵，讓同學掌握
最新資訊，加強連繫。

【本報訊】五一勞動節假期過後英文科口試將 「壓
軸」登場。考評局提醒考生緊記帶備准考證和身份證，
提早15分鐘到達試場。若考生較指定報到時間遲到超過
15分鐘，便不能參加原定的口試，並須付費申請更改口
試日期。

針對有考生筆試期間於試場內拍照並上載至社交網
站，考評局昨天發表網誌提醒考生勿在試場內攝影、錄
影或錄音。在報到室直至考試完畢，亦不可與其他考生
交談（ 「小組討論」除外）。考生不應用手機或平板電
腦、上網 「打卡」、 「WhatsApp」或收發電郵和訊息
，否則會被扣分、降級甚至可能被取消全部考試成績。

至於有考生於網上發表另類 「應試貼士」，指口試
時會特意打扮，以收 「擾敵」之效，考評局表明口試是
考核英語的表達及溝通能力，外表和衣不會影響其得
分；考生只需整齊端莊，遵守考試程序，按指示坐在指
定位置，說話時提高聲量，口試的錄影能清楚記錄考生
表現。

英國語文科口試會先進行小組討論，完成討論後，
主考員會隨即向考生發問，待考生逐一回應後，考試便
告完成。

英文科口試壓軸登場

港大以問卷訪問了3527名全日制畢業生，結果顯示2012
年畢業生就業率為99.7%，連續七年全面就業，38.9%於畢業
前已接獲聘書。畢業生平均總月薪達19598元，較2011年上
升6.8%。月薪介乎25000元至29999元的本科畢業生較前年上
升4%，月入10000至14999的畢業生則下降3.7%。港大就業
總監陳秉光分析，不少本科生畢業後加入政府、教育、護理
等界別，這些行業工資結構出現變化，如現時於就業市場甚
為吃香的護士，起薪點約為25000至29000元。

24.5%入金融及商界
受惠佣金收入增加，保險業錄得14.6%平均總月薪增長

，平均收入達17971元，貿易、行銷及零售亦有9.1%增幅。
隨多項基建項目開展，建造、測量、建築界平均總收入分
別錄得8%、9.7%、4.3%增長。陳秉光表示，工程、零售、
物流、廣告等行業工作機會增加，本年及來年就業情況同樣
樂觀。

就業類別方面，金融及商業服務依然深得學生歡心，入
行畢業生佔24.5%，比例較去年（29.2%）少。陳秉光指出，
學生對金融業的興趣依然濃厚，但受外圍環境影響，美國、
歐洲經濟停濟不前，國際投資銀行、四大會計師樓等機構都
減少招聘人手，但仍是提供最多職位空缺的行業。他透露，
2013年畢業生收到的金融界聘書減少25%至30%，情況與09
年金融海嘯後相似，預計是繼該年後金融界就業情況最差的
一年。

隨基建工程相繼開展，建築界提供的職位空缺僅次金
融業，資訊科技界緊隨其後。陳秉光透露，業界對資訊科技
人才求才若渴，有些公司在學生就讀大學一年級時就已接觸
他們，並在二、三年級時為他們提供實習機會。

資訊科技界求才若渴
是次調查中，非本地生佔受訪人數約10%，大部分為內

地學生，63.8%會選擇就業，其中87.8%會留港工作。陳秉光
說，不少內地學生鍾情金融業，國際企業都重視內地市場，
故來自中國及普通話能力優秀的內地生加入國際投資銀行的
機會比本地學生大，平均工資也比本地生約多2000元。

陳秉光指出，中國內地及日本就業市場持續擴張，更
多內地公司於港大招聘，亦有更多日本公司，如網上遊戲
開發商、藥廠等希望在港大聘請一些有國際視野及良好英
語能力的學生。港大工商管理系學生徐恩將於本年畢業，
經四輪面試後獲一間日本進出口貿易公司聘請，將遠赴東
京工作。不諳日語的她表示，公司會為她提供日文訓練，
助她盡快適應當地生活。

【本報訊】銀行、金融業一直廣受本港學生歡
迎，薪金優厚的投資銀行是莘莘學子夢寐以求的職
業。然而，香港大學三名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學生

卻不願隨波逐流，未畢業已創立社企培育公司，希
望將創新管理思維注入本地社企。

陳昭彤、林道昇、陳昭俊同為港大國際商業及
環球管理學生，現為社企培育公司YES
Network成員。創辦人林道昇為大學三年級
學生，來自馬來西亞的他說，看見不少香港
人都是跟從同一個方向，讀書、做實習、找
工作、入投資銀行，卻未能找到生命的意義
。他曾目睹一些人辛辛苦苦入職投資銀行，
卻在工作兩、三年後因太疲憊而轉行。

另一創辦人陳昭彤於本年畢業，她表示
，身邊有很多同學都想加入投資銀行，但她
反而有一股使命感改變商業世界。她說，世
界各地社企發展突飛猛進，香港卻停滯不前
，很多社企都是社工去運作，缺少商業、創
意人才，需要注入新思維。

今年文憑試中文科口試改在筆試
前已經進行，而隨筆試接近尾聲，
英文科口試亦近在咫尺。口試可以說
是整個考試中最富趣味性，同時也是
最具不確定性的環節。第一，討論題
目每組不同：有的要角色扮演，達致
共識；有的是社會熱話，各抒己見；
也有的就人生哲理，侃侃而談。第二
，考生百態亦是無奇不有：有的直言
正色，據理力爭；有的如坐針氈，噤
若寒蟬；更有的胡攪蠻纏，大吹大擂
。不過，無論遇到什麼情況，最重要
的還是掌握一些口語溝通的大原則。

中文科卷四名曰 「說話能力」，
英文科卷四則叫做 「Speaking」，但
其實全個考試過程中每位考生真正說
話的時間只佔小部分，更多的是要仔
細聆聽並用心思考其他組員的發言。
中文科小組討論的評分準則有一半是
「闡述、語言」，另一半便是 「應對

、態度」，而英文科評分標準中， 「

溝通技巧（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亦乃四大板塊之一。凡此種種，
都說明了討論過程中互動和交流的重
要性。

先回應後提論點
然而，有一些考生在備試室收到

題目後即苦思冥想，奮筆疾書，到了
討論時便照本宣科，自鳴自放；即使
與剛發言的考生作出銜接，也只流於
「我同意你的看法」、 「I disagree

with you」等公式化用語，並無實質
回應。我提議大家每次發言可先對其
他考生先前的觀點作出回應，例如若
果對方只從理論層面探討，便可補充
例子或數據，也可以反駁他的意見，
然後再承先啟後，提出新的論點或建
議。另外，也不必局限於剛剛發言的
一位考生，大可以回應更早前提出的
一些論點，或是對多位考生的觀點作
歸納和拓展。互動的方法千變萬化，

難以一概而論，但只要大家明白其根
本精神，必定能夠臨場通變，想出合
適的結構和模式，將討論向前推進。

我一般在準備的時間不會書寫任
何東西，因而不時被誤解為輕佻托大
。但我始終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想清楚
自己想說的主旨是什麼，而不是寫下
詳細的論點甚至講稿。有一些考生在
試題或卡紙上寫得密密麻麻，結果過
猶不及，反而作繭自縛，被先入為主
的框架限制了思維的機動性。當然，
大家可以寫下一些基本道理或例子等
素材，但最關鍵的還是要將目光抽離
到一個更高的角度，看清楚全盤的中
心脈絡，綱舉目張，則面對各種觀點
都可以通過邏輯辯證，找出主要矛盾
點，然後靈活回應。

據舊試題規律備考
至於英文科口試的一分鐘個人短

講（Individual Response）部分，表面

上不設準備時間，其實不然。短講題
目大多甚為籠統，考生大可根據舊試
題的規律，在準備討論時設想若干可
能題目並略作構思。例如討論話題是
有關某項活動的話，短講題目便可能
問你有否參與過這項活動，原因為何
，或政府對該活動的支援是否足夠等
等。我去年便成功猜中短講題目，結
果如魚得水，口若懸河，令主考老師
櫻唇大啟。

最後，分享一個自身經歷，讓大
家引以為誡。不少入讀美國大學的同
學都會報考五、六月舉行的美國大學
先修課程（AP）考試。我去年除報考
化學、經濟外，一時貪玩，也報考了
用電腦應考的中文科，文憑試口試當
日下午舉行。但由於系統故障，AP中
文遲了個多小時開考，為了趕及緊接
的口試，我唯有用不到五分之一的時
間完成了該相當於香港小學中文程度
的考試。怎料考評局的監考員竟然不
准我在完卷前離場。 「坐困愁城」，
吾命休矣！情急之下，我一招 「降龍
十八掌」，直向面門劈去……說笑而
已，實情是我再三周旋，最終逃出生
天，化險為夷。各位報讀美國大學的
考生，必須提防這個危機！

香港大學公布去年畢業生就業情況，2012
年畢業生連續七年全面就業，平均總月薪為
19598元，較2011年上升6.8%。不過，環球經
濟低迷，令投身金融和商界的畢業生減少，本年
金融界職位空缺數目之少，僅次於金融海嘯後的
2009年。反而大型基建上馬令加入測量及建築
界的分別增長9.7%及4.3%。佣金收入增加，則
令從事保險業的畢業生平均總月薪增長14.6%，
直迫一萬八千元。

本報記者 胡家齊

未畢業先創業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九日電】趣味英語家庭
同樂日今天在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舉行，來自十多位準
赴港家長及學童參加。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廣州項目主
任董佩興表示，逾八成新來港學童面臨的最大障礙是英
語。

Lettuce、tomato、cucumber、ham、ketchup……，
隨台上的老師用英語讀了一串自製三文治的主料、輔
料後，台下的家長、學童開始學製三文治。

「雖然他們不完全都會寫這些英語單詞，但起碼會
聽懂，知道自製三文治用什麼材料。為他們營造學英語
生活化的環境，提高學童學英語的興趣，這是我們舉辦
同樂日的初衷。」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廣州項目宣傳部
部長吳冬梅表示。

三歲半的清楹，在媽媽鄺女士幫助下也自製三文治
。 「清楹現在幼兒園讀中班，去年開始申請赴港定居。
幼兒園雖有英語課，但擔心跟不上香港水平。希望盡早
獲批赴港，讓她早日學好英語，以適應香港社會。」鄺
女士表示。

教育觀點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中學文憑試 「企業、
會計及財務概論科」昨天開考，總報考人數為16918人
。有企會財老師批評，考評局出卷時未能兼顧兩個主修
，部分題目對會計及管理的考生都不公平，唯有拆科才
能解決問題。

企會財關注組召集人麥肇輝認為，卷一短答題第五
題三欄現金簿考核十日的入帳，但分數只得8分，內容
太長且比重太低，對主修管理的考生不利。短答題管理
部分佔全卷40分的11分，比重超出 「課程及評估指引」
列明的22.5%，對主修會計學生不利。他表示，整體而
言卷一比去年長，覆蓋面較去年闊，難度頗高，部分題
目對會計及管理的考生都不公平，反映考評局出卷時未
能兼顧兩個主修，唯有拆科才能解決問題。

卷二方面，麥肇輝指出，學生普遍反映卷二分量龐
大，建議考評局大量刪減課程。他說，試卷的文字題過
多，文字部分達17%，質疑考評局是想考核學生會計還
是語文水平，並稱太多文字題導致大量學生交白卷，對
提升學生水平毫無用處。

【本報訊】逾250名本港大學工商管理學生申請 「
花旗集團─社聯大學生社責實踐」計劃，其中六十人獲
安排到本地34間非牟利服務機構實習，服務範疇包括照
顧低收入人士、長者及殘疾人士，並推動環境保護。

花旗─社聯大學生社責實踐計劃踏入第三屆，這是
全港首個跨界別的大學生實習計劃，讓本地一二年級商
科生透過實習來幫助非牟利服務機構。花旗集團香港及
澳門區行長暨行政總裁盧韋柏、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
總裁方敏生以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等昨主持
開幕儀式。

【本報訊】嶺南大學昨天舉辦雕塑揭幕典禮，答謝
墨西哥雕塑家Jose Sacal慷慨捐贈其作品Effort（西班牙
語原名Esfuerzo）。

Jose Sacal是著名墨西哥雕塑及陶瓷藝術家，曾在墨
西哥、中國、韓國、法國、意大利、以色列、西班牙、
南美洲多個國家及美國各大城市舉行大型個人作品展覽
。他捐贈予嶺大的雕塑，象徵人類力求進步、努力不懈
學習以超越自我的精神，現已置於嶺大校園內的現代花
園。

Jose Sacal、墨西哥駐港澳總領事Alicia Buenrostro
Massieu、嶺大校長陳玉樹、副校長施雅德和校董會主
席陳智思等主持雕塑揭幕禮。

2012年港大本科畢業生
每月平均總收入最高升幅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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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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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1

$12826

$17420

升幅

14.6%

9.1%

8.0%

2012年於專業服務行業工作
畢業生每月平均總收入

行業類別

測量公司

建築公司

律師行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

2012

$14439

$29461

$33864

2011

$13194

$28237

$32821

升幅

9.4%

4.3%

3.2%

文憑試的唇槍舌劍
普林斯頓大學一年級 盧安迪

◀港大就
業總監陳
秉光
本報記者
胡家齊攝

◀左起：港大學生陳昭彤、林道昇、黃
偉納、陳昭俊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新來港學童存英語障礙

企會財試題被指不公

嶺大獲墨藝術家贈雕塑

商科生參加社企實習

最高 28 ℃
最低 23 ℃

間中狂風雷暴

澳 門
廣 州
北 京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福 州
海 口
台 北
首 爾
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成 都
西 安
昆 明
拉 薩
貴 陽

預測
驟雨
有雨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有雨
有雨
有雨
雷暴
有雨
天晴
有雨

預測
密雲
多雲
多雲
密雲
多雲
密雲

最低
22
22
13
13
14
12
14
13
20
25
22
9

17

最低
17
17
13
13
6

14

最高
26
29
27
26
26
24
18
22
28
32
30
17
22

最高
26
27
24
21
22
20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多雲
雷暴
雷暴
有雨
有霧
多雲
天晴
多雲
多雲
驟雨
天晴
多雲
多雲

預測
密雲
多雲
有雨
多雲
天晴
有雨

最低
27
28
25
17
9

14
11
10
6
8
7
5
7

最低
9
3

11
8
5

22

最高
34
34
31
24
20
23
26
18
12
13
13
16
15

最高
25
21
17
25
23
27

▶科大學生會認為
校方於宿舍大堂裝
置閉路電視涉及侵
犯學生隱私。協理
副校長兼學務長譚
嘉因教授（左一）
，學生會幹事會會
長石毅俊（右一）

本報記者
彩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