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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畢業生4年少46%  專家倡大專推「廠校合辦」課程
技術人才臨斷層
職訓學徒年年減

有見多個工會均表示未來將有技術人才
老化及斷層的情況出現，立法會議員

黃國健就職業培訓向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提出
質詢。局方昨日書面回覆的資料顯示，近年
職業技術人員供應呈緊張，例如機電工程署
2012年聘請到的「技工/高級技工」及「技
術員」人數出現近5年新低，分別只有32人
及25人。

由職訓局提供、與機電工程相關的學徒課
程，畢業生人數亦大幅下降，由2008/09年
的964人銳減至2012/13年的525人，跌幅達
46%；其他公用事業機構包括各巴士、鐵路
及電力公司的學徒僱員數目，亦由2011/12
年的275人，減至2012/13年度的226人。

黃國健：缺新損港經濟發展

黃國健擔心，若業界難以聘請新血加入，
將嚴重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及城市建設。吳

克儉則回應指，為吸引有志投身相關行業的
青少年，職訓局正積極研究新措施，及繼續
透過媒體、講座及其他活動介紹和推廣學徒
訓練計劃。另除法定的學徒訓練計劃外，職
訓局亦在2011年底以試點形式於美容及美髮
兩個服務行業推出「見習員訓練計劃」，為
15歲或以上青年人提供系統化的見習培訓，
該局並正向其他人手短缺的服務行業進行諮
詢，研究把試點計劃推展。

侯傑泰：專業訓練亦可賺錢

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
預料將於本月底開展公眾諮詢，提升本地人
力資源質素和減低技術錯配會是其中重點方
向。

身為委員會內唯一資深教育學者的侯傑泰
便認為，政府有需要把握機會加強發展職業
教育， 力培育技術人才，特別是近年自資

專上課程過度集中在文商科，偏離對人才需
求，「像美國現時不少州立大學畢業生，最
終都是駕的士、做餐廳，當地人已經『Learn
it the hard way』（從錯誤中學習），已不再追
求一定要入大學。所以香港家長也不應以為
子女讀完大學、找份白領工就一定更好，做

專業訓練亦可以賺很多錢、很有形象」。

社會改觀非易 盼當局宣傳

侯傑泰建議，政府可透過推動「廠校合辦」
課程，推動本地職業教育培訓，讓培訓與就
業銜接，「此外還可把之前中醫註冊的做法

套用於各個專業之上，透過『發牌』令整個
行業變得更專業，新人須通過考試註冊才能
入行，而有了多年經驗的就可直接領牌」。
不過，他亦認同要改變社會大眾對「藍領」
的觀念並非易事，故當局需要做好公眾教育
及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近年本地學生及家長都以「讀大學」為

升學目標，令職業培訓的課程越來越少人報讀，未來更有技術人才老化及斷

層的危機。教育局昨日披露，以職訓局機電工程業相關的學徒訓練計劃為

例，近年畢業生人數幾乎年年下降，上年度只得525名畢業生，比4年前大跌

46%。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委員、中文大學副校長侯傑泰亦表示，過多學生

持大學學歷，對就業並無幫助，認為在月底開展人口政策公眾諮詢應焦點提

倡發展職業教育，並於大專界別推動「廠校合辦」的課程，為不同行業培訓

人才。

職訓局機電工程相關學徒
訓練計劃畢業生數目

年度 人數

2008/09 964

2009/10 881

2010/11 778

2011/12 831

2012/13 525

資料來源︰教育局向立法會提供的資料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職訓局亦在2011年底以試點形式於美容及美髮兩個服務行業推

出「見習員訓練計劃」。圖為美容學徒培訓情形。 資料圖片

■香港職業培訓教育被指遭冷待，引起社會關注。圖為港鐵學徒

培訓情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真鐸學
校老師涉嫌欺凌學生的事件，教育局日
前完成調查報告，其中部分關於涉及語
言侮辱及不必要身體接觸的投訴成立。
校方昨回應指，已收到當局獨立調查結
果，校董會並對兩名涉事教師作出即時
及適當處分，但未有透露處分方式。

有涉被欺凌學生的家長及將投訴轉介
教育局調查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昨出席
電台節目跟進事件，張超雄指既裁定投
訴成立，認為教育局應介入，考慮暫停
涉事教師職務或吊銷教席，質疑報告並
無指明處分。

他又表示，有關教職員行為已構成侵
害人身罪，執法機關應該跟進。有涉及
欺凌投訴的學生家長稱，因其個案涉及
的老師已離職多年，當局難以追查才被
裁定為不成立；另一真鐸家長霍太表
示，其女兒被老師責罵「蠢過隻豬」、扭
耳朵及掌摑，批評校方只顧包庇教師。

涉事教師仍在校任職

真鐸學校昨證實，涉事教師仍在校內
任職，其中一人正在休假，校董會收到
教育局調查結果後已作即時跟進處分，
但按局方指引，無法披露具體處理方
式。學校發言人又指，會檢討處理嚴重
事故的機制及訓輔理念，並加強教師培
訓，該校並正籌組法團校董會，邀請家
長代表加入，加強溝通及聽取意見。另
警方表示，沒接獲教育局調查報告，如
果收到相關資料，會按既定程序跟進。

每年暑假，港生參與遊
學團的情況越來越普遍。
坊間的遊學團種類五花八
門，動輒數千元至數萬
元。大部分家長為子女報
名遊學團，主要希望藉此
提升他們的語言能力、獨
立性及擴闊國際視野。

孩子到外地遊學踏出的第一步，確帶來不少
「第一次」。第一次自己出發，遠離父母、學習
自立；第一次到海外學校上課或寄居外國人家
庭，體驗當地的校園氣息和社會文化；第一次
遇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感受不同民族特
色。

不問緣由 責怪機構

在眾多的「第一次」中，學生難免在外地遇
到不同的問題，屆時家長和學生應對的方法，
都對遊學經歷的成效帶來直接影響。大部分學
生首次出外遊學，遇到問題便會第一時間致電
父母。父母收到子女「求救」後，大多會與遊
學機構聯絡，尋求解決方法，當然亦會有少數
採取「非常」手段。例如曾有一名遊學澳洲的

學生，入住當地寄宿家庭時不小心弄壞了沙
發，寄宿家庭告知遊學機構，希望向學生家長
索取賠償。家長得悉後非常憤怒，不但不問緣
由，反而責怪遊學機構沒有提醒學生，要求遊
學機構負責賠償，否則會向傳媒公開事件。

在上述事件上，家長為子女爭取最大權益並
無不妥。但家長行使「消費者權利」的同時，
也應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合理。當遊學機構甚
至是學校遇到「怪獸家長」時，大多寧願息事
寧人，希望和平解決問題。若遊學機構負責賠
償，免卻投訴；而家長亦成功為子女「出頭」，
是最快達成的雙贏局面。但學生得到的是甚麼
訊息？遇到意外，不理因由，一律由遊學機構
負責？學生長大後如何獨立面對問題？家長在
為子女安排最好的教育機會的同時，不應忽略
身教，因這往往最直接影響子女的成長，否則
他們難以獲得獨立、承擔責任和學習解難能力
的機會。

■資料提供：EF Education First（英孚教育）

網站：http://www.ef.com.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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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星期四見報

「第一次」遊學 請家長放手
子女步入青少年時期，就會想走出

去認識不同的人。以往桌面電腦年
代，我們會用ICQ隨機識朋友，投契的
更可以約出來見面。到了現今智能手
機年代，可以更方便地利用社交網站
認識朋友，但也更容易誤墮一些交友
陷阱。

身份認證鬆 扮醫生呃人

在社交網絡世界，這是個擁有高自由度的平台，同時亦面
對難以規管的問題。近年，與社交網絡有關的騙案越來越
多，例如利用社交網絡賬戶假扮「朋友」騙錢，亦有人用交
友軟體假扮中醫哄騙女生傳裸照。出現這些騙案的其中一個
原因來自用戶身份認證寬鬆，只要有電郵地址或電話號碼就
可登記賬戶。用戶可以自稱飛機師、會計師甚至醫生，一般
都不會有人追究。只要在個人專頁張貼一些相關的照片、狀
況分享，身份更加難辨。其二，社交Apps的預設私隱設定一
般都比較鬆散，個人照片，朋友圈子都會被公開出來。騙徒
可以掌握這些資料假扮成朋友，然後進行哄騙。

在社交網站認證別人真實身份的確不容易。要避免問題出
現，家長就要從引導子女從保護私隱 手。社交網絡可以修
改個人私隱設定，限制朋友以外的人接觸到敏感資料：如出
生日期、電郵、照片及朋友的資料。除了防止被不法之徒掌

握個人資料扮成朋友，亦可以防止有人透過分析照片、狀態
分享，再假借專業身份以解決問題為由而接近。

隨機交友Apps  易用作援交

除了騙案，我們也不時見到涉及智能手機衛星定位功能的
援交新聞，例如「搖一搖衛星定位拉客援交」、「外傭也援交
憑Apps搵客」等。手機衛星定位功能原本被用作發現自己身
邊志趣相投的朋友，再相約見面。可惜這個功能被援交少女
用作快速拉客的方法，或是被人用作尋找速配情侶「拍散
拖」。使用某些由內地開發的軟件，更會比較容易認識內地
人；若子女回內地與這些陌生朋友見面，不幸地遇到問題就
更麻煩了。筆者建議青少年的家長與子女協議，避免使用隨
機交友Apps如「陌陌」、「遇見」、「Skout」等，另外選擇關
掉「WeChat」等社交網絡Apps的衛星定位交友功能。

社交媒體已成為子女社交生活的一部分。作為家長，不可
能禁止子女利用社交媒體交友，但可引導子女使用比較安全
的社交網絡並做好私隱設定，同時遠離不適合青少年使用的
隨機交友Apps。不過最重要的是與子女保持良好溝通，除了
促進親子關係，又可以知道子女結交甚麼朋友，何樂而不
為？ ■IVE（沙田）電子計算系署理講師

郭譽豪

（VTC機構成員）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假「朋友」何其多 社交Apps要小心

香湘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2014年
文憑試今日截止報名，考評局昨發表
網誌，提醒考生關於明年中文科考試
模式略作調整細節。

其中卷四口試將會取消原來的甲部
「朗讀」，只保留「口語溝通」小組討
論部分，考試亦會設有每名考生1分鐘
的首輪發言時間，讓所有考生皆有發

言機會，更可作為討論前的熱身。

首輪發言1分鐘 僅時間上限

中文科口試將於明年3月中展開，有
關「口語溝通」考試時間維持不變，
於10分鐘的準備時間後，考生會以5人
為一組按題目作15分鐘的小組討論，
該卷分數仍佔全科成績的14%。

考評局並提醒考生，首輪發言的1分
鐘只是時間上限，即使發言不足1分鐘
亦不會被扣分，而首輪發言亦不會獨
立評分，主考員將按考生整體表現，
包括在討論中的表達、應對、溝通等
能力作出評分。為方便考生參考及作
應試準備，考評局並已將中文口試考
試程序、評分指引及常見問題上載網
頁，詳情可瀏覽：
www.hkeaa.edu.hk/tc/hkdse/hkdse_subj.h
tml?A1&1&1_5

8傑獲港大院士銜 香港大學昨舉行名譽大學

院士頒授典禮，向8位傑出

人士頒授名譽大學院士銜，

以表揚他們對大學及社會的

貢獻，儀式由港大副校監李

國寶主持。港大校長徐立之

讚揚8人以身作則，為社群

學界作無私奉獻，代表港大

對他們表達深切的感謝和讚

賞。今年獲港大院士銜的包

括 在 港 大 學 生 會 任 職 4 4

年、見證一代代學生領袖成

長、人稱「發叔」的呂君

發，還有 隆集團董事總經

理陳南祿、著名骨科專家方

津生，以及梁安妮、周明

權、蘇瑞福、王世榮、余雷

覺雲等專業人士、學者與慈

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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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理工大學機械工
程學系3名學生吳嘉怡、麥子健及吳天朗，憑創
意、心思及精細技術，成功設計一輛遙控偵測
車，能於一分鐘內完成在模擬受輻射污染地區
的偵測任務。其出色表現成功於由美國機械工
程師學會舉辦的國際工程學生設計大賽分區賽
脫穎而出，打入下月舉行的總決賽。

自2003年首次參加有關賽事的分區比賽以
來，理大機械工程學系隊伍共9度奪得出線資
格，今年隊伍續由學術顧問、機械工程學系工
程師盧覺強帶領，他們將於11月18日參加在美
國加州聖地牙哥舉行的國際工程學生設計大賽
總決賽，與世界各地約20隊來自其他大學的代
表隊爭奪冠軍。

■理大3名學生展示設計的「遙控災區偵測

車」。左起吳嘉怡、盧覺強、麥子健及吳天朗。

理大圖片

遙控車1分鐘測輻射
理大生赴美參賽

DSE中文口試明年取消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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