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時期，同學紛紛「上莊」（即於
學生組織任幹事），希望這些經驗有助
將來投身職場，因為很多大公司都想找
有領導才能的人擔任要職。而在筆者的
生活圈子，逾半數朋友踏入社會數年後
都有志創業，所以他們會報讀管理進階
學位、參加領袖培訓班等，以培養這方
面的能力，反映領導才能的重要。

透過洞悉每人的潛藏特質，其實可評
估此人是否適合當商業領袖。而資配和管理，可說是最
基本的領導能力，如在評估中檢測出這種能力，便能看
出此人是否好的管理者和資配者。

良好管理者 善執行任務

被稱為管理者的人，通常擅長計劃組織與執行任務。
這跟一般理解的領導者有點不同，因為管理者更注重細
微環節，這種人注重「事」，所以在組織裡，他們的職責
就是帶領組織朝既定方向前進。他們不會把焦點放在遠
大抱負，而是會就現有各種資源妥善規劃，依照任務落
實執行。未來力、精品力、紀律力、目標力及企劃力，
組構成管理者5大主要天賦能力。擁有較佳管理者天賦的
人，較適合當企業主管、政務官、基金管理人、理財規
劃人員等。

資配者冷靜 創發展空間

另一種領袖特質，就是資配者。這種人 重效益，善
於投資有價值的東西，樂於吸收新知識、懂得從小處
眼。資配者特別之處，就是等待良機，冷靜而不盲從地
跟隨大眾腳步，同時會有分散風險與資產配置的觀念。
資配者最大優勝之處，就是 眼如何運用資源分配，創
造出更大發展空間，或做出最恰當的規劃。組成資配者

的主要天賦能力，包括願景力、精品力、目標力及企劃力，從中亦
大概可得知這種人的特點。擁有較佳管理者天賦能力的人，較為適
合擔任精算師、財務分析師、銀行專員、採購經理等。

如果細心留意團隊成員，便不難發現每人的工作及性格特質，也
不難了解他們的天賦角色傾向。找出自己的天賦特質，朝 正確方
向發展，可令每個人、每個角色獨當一面。

■鄭雅迪

andy.cheng@athenaintellects.co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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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竟當性騷擾屬校園文化

限期內未完成須「上繳」開發投資大憂「血本無歸」
電子書商縮沙

教局「不平等條款」

中大2教授膺IEEE院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中大信息工程學系講座

教授任德盛、中大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系主任蒙
美玲，近日獲工程學國際權威組織電機及電子工程師
學會（IEEE）頒授2013年度院士榮銜，分別表揚他們
在「通訊網絡的建構和資源管理」及「語音系統及多
模態系統」上的貢獻。今年全球共有297人獲選為IEEE
院士，中大教授佔2席，令校內IEEE院士總數增至30
位。

任德盛力推港科技產業

任德盛是無 通訊網絡專家，1982年加入中大，研
究範疇包括路徑系統、緩衝管理、死鎖處理、訊息重
組、多重存取協定等技術，目前正積極鑽研人機交互
技術、雲端運算、大數據（Big Data）等各種新技術，
致力推進香港科技產業發展。

蒙美玲為語音語言專家

蒙美玲是語音和語言處理專家，1998年加入中大，
多年來不斷研究多語言及口語系統結合技術。她正領
導多個大型研發項目，包括專為中國人學習英語發音
而設的訓練平台，幫助學員改善外語發音。她曾開發
首個三種語言的人機口語對話系統；跨語言語音搜索
系統；支援視障人士閱讀中文的語音轉換合成系統
等。

浸大校慶感恩崇拜
香港文匯報訊 浸會大學昨日舉行「57周年校慶日感

恩崇拜」，校長陳新滋於典禮上表彰6位表現卓越的教學
人員，包括中醫藥學院教學部副教授李敏、傳理學院電
影系教授Ian Aitken、化學系講座教授蔡宗葦、傳理學
院傳播系教授馬成龍、視覺藝術院助理教授麥海珊和數
學系助理教授袁曉明。

向資深員工頒長期服務獎

另校方又向171名服務大學10年或以上的員工頒發長
期服務獎，其中7人更分別服務了大學30年及35年，表
揚他們多年來為大學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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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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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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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屆文憑試中文科口
試將於下周一（3月11日）開始，考評局昨日發表最新
一篇「文憑試快線」網誌（http://blog.hkeaa.edu.hk/），
與考生分享8個應考「貼士」，包括多項出門應試前的
準備工夫、考試報到後不得交談、上網「打卡」、以電
子器材通訊、錄影或錄音等，以及要關掉手提電話或
其他響鬧裝置等，否則可被扣分、降級或甚至被取消
全部考試成績。

文憑試App提供試場位置

考評局於網誌提醒考生，謹記帶備准考證和身份證
應考，並要提早15分鐘到達試場。而考評局網頁及文
憑試手機應用程式，均有提供試場位置資料。而由於
口試在傍晚舉行，考生往試場前宜先進食「填飽肚
子」，以免餓 應試影響表現。另因春季天氣變化不
定，考生也可留意天文台預報，並帶備雨傘、外套等
到試場。

到達試場後，考生需核對試場名稱及編號，再依指
示到報到室。由於在指定報到時間45分鐘後不可再前
往洗手間，建議有需要者可於入報到室前使用洗手
間。網誌又提醒，考生要把朗讀部分試題紙交還主考
員，應考時盡量提高聲線，讓錄影系統清楚記錄供覆
核之用。另考生口試時亦須留意發音、內容、組織、
語氣、眼神、坐姿、動作等，也要盡量避免中英夾
雜，以免影響整體表現。

考評局教文憑口試8貼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電子書開發者和教育局除了在合約方
面談不攏外，業界亦不滿當局就「1
校16部機」的試教安排，要學生2人
共用1台平板電腦上課，是缺乏誠意
的做法。據了解，有學校有感安排不
可行，於是退出試教計劃，再加上部
分開發商未簽約或退出計劃，令原應
於本月開展的試教帶來不少變數。

有個別項目 可開展試教

為了確保電子教科書質素良好，教
育局招募了89所學校擔任「夥伴學
校」，並於本月及下月進行試教。不
過，由於目前已有一間開發商表示退
出，原應在本周一進行的試教亦因而
取消，夥伴學校亦要再等候安排。此
外，部分開發商也因為未簽約，試教

亦處於膠 狀態，不少學校都在「等
消息」。不過，據香港文匯報了解，
現時有個別項目仍能展開試教。

另由於政府只向每所夥伴學校提
供最多16台平板電腦，以小學一班25
人至30人計算，大概需2人共用一
台，也令學校及開發商感到不便，
有學校更因而退出試教。開發商批
評︰「正常來說，學生上課也不會
共用一本書，如果你連試教都不能
做到1人1機，你如何說服大家將來做
得到？」

教局：試教編排具彈性

就試教方面問題，教育局發言人表
示，試教編排具彈性，可因應實際情
況而定，當局會與受影響學校洽商其
他取代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首輪斥資2,600萬元推出

「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希望引入電子教科書，試圖降低傳統

教科書高昂價格，但未開始已波折重重。據了解，部分中標機構尚

未願意與當局簽約，當局更證實最少1間開發商不滿合約「不平等

條款」而退出計劃。業界透露，當局要求沒接受資助的商業機構，

若未能在期限內完成項目，也要把已開發的內容全部「上繳」。開發

商坦言，他們既要承擔市場不明朗風險，還要不停投資維持技術與

時並進，上述條款隨時令公司「血本無歸」。

首輪「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
批出30份申請予13個開發機構，

當中3個為非牟利機構、2個正在申請
為非牟利機構、8個為商業機構。計劃
規定，非牟利機構可獲政府每個項目
最多400萬元資助，商業機構則完全沒
有資助；但成功開發項目後，可列於

「適用書目表」上，搶先一步供學校選
購。

前景不明朗 投資成本大

13個開發機構理應於1月底、2月初
時與教育局簽約，但據了解，部分商
業機構不滿教育局加入「不平等條款」
而未能達成共識，目前最少已經有1間
機構退出。其中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
商業機構負責人表示，電子教科書市
場未來3年不可能成為主流，但該公司
仍願意不收取分毫資助做開發，並經
已在價錢、系統升級等作出保證承
諾，「我們在沒有市場前景的情況
下，已保證2年不加價，還要做到跨平
台、上線下線（online和offline）都能
操作，並要不斷更新，這些都需要很
大成本」，而最令中標者不滿的是，當
局要求研發機構若未能在期限內完成
開發，所有東西都要歸政府所有，

「這樣的條款真的相當不合理，對我們
而言太冒險」。

據了解，有開發商正因此項「不平
等條款」而退出計劃，決定自行開
發 ， 試 教 安 排 亦 因 此 取 消 （ 見 另

稿）。即使未退出的機構，亦有不少對
此有微言，或萌生去意。另一位商業
機構參與者表示，當局令人意外的條
件，還包括要求他們提交開支報告，
並且要作公開招聘。

資助突大減 難繼續開發

不止商業開發者遇上合約難題，就連

非牟利開發者亦有合約問題有待解決。
據了解，由於教育局資助屬配對資助，
但開發者在將要簽約時才知道一些項目
不能獲得配對，變相資助大減，令他們
難以繼續開發，其中一所非牟利開發機
構或會推掉已獲批的項目。

2014年配套 憂尚未做好

對於如此紛亂的局面，有參與計劃
的學育人士指，計劃原本推行得頗順
利，但條款的確比較霸道，「商業機
構沒收任何資助，為何他們的開發成
果要無條件送給教育局呢？」他又
指，對於首輪電子教科書的推行，學
界也擔心，除了有開發者退出之外，
到2014年，學校配套都未必能做好，
希望教育局可再認真檢視。

何漢權籲教局盡快澄清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表示，政
府「以有限資本加入無限市場」，理
應早就預見會出現這些問題。至於條
款是否「霸道」，他表示不敢斷言，
認為當局可能希望保證有一定成果，

「但因為政府有權，所以這種做法容
易令人感到『大石壓死蟹』」。他認
為，目前問題是「一單接一單」，教
育局應盡快釐清，並應就如何推行從
詳計議。

教局：安排保障政府權益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確認，已有一間
開發機構退出計劃，另有一間尚未取
得非牟利機構資格，但沒有回應已跟
多少開發機構簽約。發言人指，開發
機構「都正積極籌備電子教科書的開
發工作及試教安排」。就「上繳」安排
被指「霸道」，發言人表示，這只為保
障政府項目期限內的權益，並強調要
求已在計劃申請指引內清楚列明。　　

試教2人共用1機 學校不滿退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

學校經常教導學生待人有禮，但平
機會一項對於大中小學生的大型調
查卻發現，一半學生受訪者曾遇到
不同方式的性騷擾，包括被迫聽有
味笑話、被無禮地觸碰身體甚或要
求發展性關係，騷擾者包括同學、
老師、朋友。近六成人只會啞忍，
部分學生更揚言這是校園文化一部
分，情況堪憂。

平機會與教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
系昨日公布「學生對性的態度及對
性騷擾的看法之研究」結果，調查
於去年5月至11月，以問卷訪問
5,902名中小學生及大專生，同時舉
辦16場小組討論，逾130名學生、
教職員及家長參加。

六成人啞忍 男生警覺低

研究顯示，50%受訪學生曾遇到
不同方式的性騷擾，例如含性意味
的笑話、要求發展性關係、不雅姿
勢、不合宜的身體接觸、展示色情

物品等；其中97%受害學生表示，
作出性騷擾者是其男女朋友、21%
是同學、14%是朋友。性騷擾同時
來自同性和異性，而男生敏感度和
警覺性不及女生。而受害學生中，
58%會保持沉默，但同時逾四成學
生會「憤怒」、「恐懼」及「與別
人關係受損」，但亦有人認為這是
校園文化一部分。

白人掀裙子 女投訴無效

有個案顯示，曾有某教育機構的
女學生被白人老師性騷擾，包括評
論其外表甚至掀起裙子數寸等，但
校方未有跟進女生投訴。受害人畢
業後，向同一所學校求職，但不獲
面試機會。後來經平機會介入，該
教育機構才承諾制定平等機會政策
和投訴機制，並向受害者致歉。

平機會：學校鴕鳥政策

平機會政策及研究專責小組召集
人謝永齡表示，校園性騷擾問題比

想像中普遍和嚴重，許多受害學生
因恐懼或尷尬不敢舉報。而現時大
部分學校為免影響校譽，只採取

「鴕鳥政策」低調處理，無法遏止
校園性騷擾風氣，或會導致欺凌及

暴力行為升級。他呼籲教育界制訂
全面的防止性騷擾政策，學校設計
課程時應積極提倡兩性平等，同時
設立投訴處理機制，為教職員提供
培訓。

■何漢權認為，教育局應盡

快釐清現時問題，並就應如

何推行計劃從詳計議。

資料圖片

■業界不滿意當局要學生2人共用1台平板電腦上

課。 資料圖片

■教育局一校最多借出16台平板電腦，被個別開發者批評「無誠意」，也有學校

因此退出試教活動。 資料圖片

■蒙美玲 ■任德盛

■謝永齡(左)指校園性騷擾問題比預期中普遍及嚴重，情況令人擔憂。

香港文匯報記者龐嘉儀 攝

■浸會大學昨

日舉行「57周

年校慶日感恩

崇拜」，校長

陳新滋(中)於

典禮上表彰6

位表現卓越的

教學人員及逾

百位長期服務

員工。

校方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