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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履歷表鋪排及語文運用
對畢業生來說，得體的

履歷表是應徵先決條件，
亦是「推銷」自己的重要
渠道。坊間有林林總總的

履歷表範本可供參考，但如要有效「推銷」自己，便
需要格外留意履歷表資料鋪排及語文運用技巧了。

述工作經驗 宜簡單直接
人事部主管每天可能要處理數以百計、甚至以千計

的履歷表，要吸引他們注意，撰寫履歷表時就要下工
夫。你應該選擇以簡單直接的方法，展示過去的工作
成績；並非只鋪陳崗位職責，例如你介紹任職助理行
政主任經驗時，職責（Job Duties）一欄你可能會寫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a new filing system.」（負責建
立全新檔案系統）。這種寫法平平無奇，如要突出自
己，就要強調你在崗位上的貢獻或成績，你可寫成

「Developed a new filing system that reduced paperwork by
50 percent.」（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檔案系統，把文書工作
減省百分之五十）。短短的句子，定必大大吸引僱主注
意。

煉字可煉意 助突出自己
又例如你曾任職客戶助理，一般只會寫「I was in

charge of customer complaints and all ordering problems.」
（我負責處理客戶投訴及訂單事宜）。你可以考慮寫成
「Handled over 90% customer complaints with satisfaction
and resolved all product order discrepancies in 1 working
day.」(成功處理超過九成客戶投訴，並於一個工作天
內解決全部有錯漏的產品訂單）。用「Handle」（處理）
這字眼比「In charge of」（負責）較好，更貼合客戶助
理身份。而第二句用上「Resolved」（解決），有主動協
助解決問題的意思，更讓別人感受到客戶助理的貼
心。

須小心校對 慎防有錯字
履歷表寫好後，應徵者很多時因為心急而寄出尚未

細心校對的內容，及後發覺才後悔莫及。筆者曾經見
過一份履歷表，應徵者學歷及工作經驗俱佳，可惜首
段自我介紹文字中，已出現兩個錯字，令人看後哭笑
不得。「I studied aboard for 5 years and currently I am a
steakholder of ABC company.」文中的「aboard」是指

「在船上」，我相信應徵者想表達他曾有5年時間在海外
「abroad」 讀書。另「steakholder」明顯串錯字，相信應
徵者想寫「stakeholder」（持份者）而非持牛排「steak」
的人。

提交履歷表時，不妨多花3分鐘至5分鐘，從頭到尾
重看一次，細看每個串字及資料的準確
性，以免因小失大，錯失面試機會。

■香港職業英語計劃辦事處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民建聯請願 促「原區優先」助北區生

自行收生截止申請 入皇仁競爭仍激烈
地區名校「逆市」升
升中童減收表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
港科研再次揚威海外，香港理工大
學 和 荷 蘭 燕 豪 芬 科 技 大 學

（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近日成功開發「特殊改性棉纖維」，
可從潮濕空氣中吸收比自身重量高
逾兩倍的水分。當溫度上升時，又
會自動釋出儲存在內的水分。負責
研究的學者表示，相信該物料會在
沙漠地區廣泛應用，對應缺水、農
業灌溉等問題。研究結果下月在國
際權威科學雜誌刊登。

成果下月刊科學雜誌

研究由理大紡織及製衣學系講座
教授兼系主任忻浩忠、其督導的博
士畢業生楊 銳及燕豪芬科技大學
博士Catarina Esteves聯合進行。研究
成果已獲知會在下月科學雜誌《先
進材料》（Advanced Materials）刊
登。

可重複使用 惠沙漠山區

研究小組把高分子PNIPAAm運用
於普通棉布表面，經改良後的棉布
低於34℃時，具備海綿一樣的吸水
力，足以從濕潤空氣吸收較自身重
量高逾兩倍的水分。當溫度高於34℃
時，內裡纖維就會釋出水分，而且
可重複使用；相信有助解決沙漠、
山區等地的供水問題。

專家表示，研究靈感來自大自
然，如沙漠中的甲殼蟲、蛛網捕捉
霧水等。另棉布本身既便宜又容易
取得，加工只佔整體成本12%，有利
廣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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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紡織及製衣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忻浩忠

與荷蘭研究團隊研發「特殊改性棉纖維」。

理大供圖

部分學校自行收生收表情況
學校（減派方案） 自行收生 今年收表數 增/減幅 學額競爭

學額 （去年數字）

港島民生書院（-2） 41 逾474（564） -16% 12爭1

迦密中學（-2） 41 461（540） -15% 11爭1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1） 42 350（約400） -12.5% 8爭1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30 474（529） -11.6% 16爭1

馬錦明慈善基金（-2） 41 470（518） -9% 11爭1
馬可賓紀念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2） 51 約630至650（702） -8.83% 13爭1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2） 41 427（457） -7% 10爭1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2） 41 329（349） -5.7% 8爭1

風采中學（-1） 42 387（約400） -3.25% 9爭1

皇仁書院（不減派） 43 逾610（逾610） 0% 14爭1

沙田蘇浙公學（-2） 41 411（401） +2% 10爭1

張祝珊英文中學（-2） 51 470（444） +5.9% 9爭1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2） 41 473（437） +8% 12爭1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2） 41 631（549） +14.9% 15爭1

資料來源：上述中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新學年中一入學自行分配學

位昨日截止申請，受到適齡升中學童大跌5,400人影響，多所

名校總收表數量隨之下跌，較去年減少3.25%至16%不等。有

中學校長直言，升中人口大跌下學校收表數減少屬正常，認為

早前教育局落實的減派政策，對學校收生未有影響。不過，有

個別地區名校收表數不減反升，如張祝珊英文學校和中華傳道

會安柱中學，分別升5.9%和14.9%，而傳統名校皇仁書院收表

數量則與去年相若，多所學校平均都多於10人爭1位，意味入

讀名校的競爭仍然激烈。

昨日是遞交中一收生分配學位
申請表的最後限期，大部分

較受歡迎的學校，收表數量都比去
年減少，料與新學年升中人數下降
有關，不過多所學校平均都多於10
人爭1位（見表）。其中沙田崇真中
學今年收表數減少8.83%至約630份
至650份，校長張文偉指，人數下
跌影響收表數屬正常現象，若減幅
不高於升中人口減少的約一成，也
未見減派的影響。

學位減令家長不敢「亂博」
選取「211」減派方案的迦密中

學在新學年共減少8個中一學位，
該校校長龔錦添表示，約收到461
份申請表，較去年下跌15%，減幅
較高。他解釋，學校資訊透明度
高，質素稍差的學生及家長知道學
位減少後不敢「亂博」，令收表數
量減少，但相信整體收生未受減派
影響。

不過，有地區名校收表數「逆市」
上升，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今年接
獲631份申請，較去年急升14.9%，
校長魏樹昭形容意料之外。他表
示，該校近年獲額外資源增聘6名
教師，於中三至中六級分拆多一

班，改善師生比例，加上學校有向
家長清晰展示首屆文憑試成績，吸
引家長報讀。

皇仁收610份表 14人爭1位
灣仔和東區來年升中人數共下跌

逾400人，但位於該兩區名校收生
未受影響。皇仁書院共有逾610份
申請表，數字與上年相若，約14人
爭1位；張祝珊英文中學收表數量
達470份，較去年升5.9%，約9人爭
一個學位，競爭依然激烈。

部分家長為增加子女入讀心儀校
機會，往往替他們報讀面試班「增
值」。皇仁書院副校長梁維信表
示，在自行收生面試部分佔分
30%，而面試最 重學生禮儀和對
問題的理解及反應，不接受學生背
誦標準答案，直言面試班並不討
好。安柱中學校長魏樹昭透露，面
試會要求學生看圖並講解一分鐘和
用普通話回答日常生活有關的問題
等， 重英語，但強調內容不艱
深，認為面試班沒有需要。新學年
升中生將於今年4月中至5月初進行
分區統一派位選校，連同自行收生
及統一派位，結果將於7月9日公
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龐嘉儀) 由於跨境及雙非學童
持續增加，造成北區小一學額嚴重不足，原區學童或
要跨區上學，令本地家長對「本地優先」的訴求越來
越大。民建聯昨於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教育局推出

「本地優先，原區就讀」的政策，保證北區本地學童
獲優先派位，並盡快制定跨境分流機制及復辦村校，

以疏導跨境學童，並落實各項具體措施解決問題。
民建聯北區支部昨發起示威，並向政府遞交請願

信，出席者包括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北區區議員劉國
勳、藍偉良及家長代表等。劉國勳表示，有校長估計
今年北區欠缺約1,000個小一學額，但當局未有積極應
對，加班加派方案只是「小修小補」，期望當局於下

學年落實分流機制，以應付2014學年至2017學年的入
學高峰期所需。

民建聯又表示，經已於12月中約見了教育局副局長
楊潤達以及副秘書長王學玲，要求落實跨境分流方
案。

要求吳克儉澄清言論

對早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呼籲家長接受跨區入學，
引起本地家長不滿，民建聯要求吳克儉澄清言論，確
認政府呼籲的對象是雙非家長，並要求當局安排與北
區議員、家長及校長代表會面，交代對「本地優先，
原區就讀」的看法，保證幼童原區上學，避免因舟車
勞頓而影響安全及學習情緒。

就北區小一學位供不應求，教育局計劃在該區擴建
4間村校，其中位於上水的東莞學校，籃球場、電腦
室和校務處將拆卸，以興建1幢兩層高教學樓，有6個
課室和2個特別室，但因地契轉換問題，令工程延
誤，下學年要在草地搭建5個臨時課室。

再增學額 或有學校難做到

北區校長會主席陳紹鴻表示，北區去年已加開十多
班小一，教育局計劃再在這區增加小一學額和班數，
卻不是每間學校都有條件擴大收生，以他任職的上水
惠州公立學校為例，去年有2個電腦室，學校只能將
其中一個變成課室，他擔心再加學額，會影響小班教
學。

中大「手語字典」網上短片教公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失聰人士與他人溝

通，手語是主要渠道，但一個詞彙往往有多種手形表
達方法，例如「屯門」二字，最少有14款表達手法

（又稱「變體」），令人難以掌握。為協助聾人世界凝
聚共識，同時向市民推廣認識手語，中文大學去年獲
政府資助約22萬元，成功研發本港首本「手語字典」
──網上「香港手語瀏覽器」，更是全亞洲首個全面
記錄各種手語變體的資料庫。瀏覽器內含逾1,100個日
常香港手語詞彙，並設有手語短片供公眾學習。負責
學者現正申請第二期研究撥款，希望陸續加入法律、
醫療等專業方面的生字。

獲22萬資助 啟動資料庫

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去
年初成功向勞工及福利局申請21.6萬元資助，研發

「香港手語瀏覽器」。中心與政府及民間共14個組織合

作，收集現時香港失聰人士常用的手語詞彙，整理後
再把多個詞彙的變體向各團體發放核實，並於昨日啟
動網頁暨資料庫。

「香港手語瀏覽器」收錄1,100多個手語詞彙，瀏覽
者可按筆劃或手形作索引，找到所需詞彙後，可收看
附設的短片學習，又會列出該詞彙廣泛性、常用年齡
階層等數據。

手語多變體 盼有助參考

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研究助理教授兼中心協同
負責人施婉萍解釋指，目前全港約有8,000名失聰人
士。雖然手語如同口語一般，存在很多「變體」，

「例如母親都有很多說法，如阿媽、媽媽等，手語亦
是如是」，所以日常溝通及教學上不時出現「手形對
錯」的爭拗。她希望透過瀏覽器，全面展示各式各樣
的手形，讓業界、學術研究及公眾參考。

中心主任及學系教授鄧慧蘭表示，現正申請第二期
資金，涉款近20萬元，以處理約700個新詞彙及拍攝
短片；又計劃引入法律、醫療等專業用語，協助失聰
人士在日常生活中更方便地表達自己。她又指，近期
接獲不少外地查詢，了解瀏覽器會否有英文版，笑言

「我也希望將來有這樣的一天」。

■中一自行收生分配學位昨日截止，大部分學校收表數量較去年減少。圖為去年升中派位

結果公布情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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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中大成功研發本港首本「手語字典」─「香港手

語瀏覽器」。左起：施婉萍、鄧慧蘭。 劉景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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