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教育學院昨發表2012/13年報，
闡述該校過去一年在多個範疇
包括學與教、實力提升、研究
和學術、知識轉移、教院與本
地、區內以至國際夥伴協作等
方面的發展。其中因應「三三
四/五」（教院教育學士課程須
修讀5年）學制的落實，該校
年內收入及支出都有增加，本
部總錄得約8,894萬元盈餘，而
連同附屬的持續專業教育學院
等共900多萬元虧損，總盈餘
約7,953萬元，較之前一年度
500多萬元大增14倍。

教 院 年 報 顯 示 ， 該 校
2012/13年總收入達12.85億
元，較之前一年增加近1.5億，
主要是因「三三四/五」制下
教資會撥款及學費收入增加所
致，支出方面該校則增至12.06

億元，總盈餘約7,953萬元。年報又介紹
教院教研方面發展，其中繼續致力開拓
教育以外的培訓，2012年新辦了心理學
學士課程，為該校第四個非教育學士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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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聲援當眾模擬自慰女生　學生指滋擾室友
「爭取」宿舍做愛權
浸大「騎呢」大字報

趙心樹「中介效應」獲選最佳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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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藥劑生出路佳月薪逾3萬

專才化變通才化 釀職場兩代衝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為了把在大學宿舍做愛

合理化，學生可以去到幾盡？香港浸會大學早前有女生以

「行為藝術」方式，躺在宿舍樓下公然模擬自慰動作，並口

吐紅酒，出位行為驚動了校園保安，校方最後報警求助。

有學生日前於民主牆上大字張貼「給我一個不能在宿舍做

愛的理由」以「聲援」女生，認為校方干涉她「是不公

義」。有浸大學生指，在宿舍進行性行為會滋擾他人，並不

合適。有教育界人士則表示，校園屬公眾地方，這類「藝

術」不適合在校園上映。

浸大一名袁姓學生前日於民主牆上張貼「給我一

個不能在宿舍做愛的理由」大字標語，又附上

署名文章，提到日前有女生於大學宿舍樓下進行「行

為藝術」，躺在地上模擬自慰動作，又飲紅酒然後再

吐出。女生的行動惹起保安注意，故召來了救護員及

警察到場。袁同學認為校方「打壓學生」、「容不下

一個疑問」，處理手法「不公義」。

圍觀者：如此「藝術」不合宜

帖文吸引了不少師生圍觀，有看不過眼的學生於民

主牆上回應袁同學指：「（不能在宿舍做愛）因為你

有層友、室友」、「因為宿舍隔音設施差」等。有圍

觀學生姚同學對帖文感到驚訝，並坦言指內容「好古

怪」。一年級生Peter指，大學是學術的地方，應保持

良好風氣，如此「行為藝術」並不合宜。計算機科學

系二年級生鄧同學及劉同學均指，尊重同學的表達自

由，但認為在宿舍進行性行為則不太好，「始終都有

室友，如果室友突然開門進來會很尷尬」。

浸大不鼓勵學生宿舍「行房」

浸大回應指，校方事前無接到有關行為藝術表演的

通知，宿舍管理人員於本月11日下午發現有一位女士

坐在宿舍廣場地上飲酒，其後事主臥在地上，其間曾

否認是浸大學生。職員懷疑她醉酒，為防發生意外，

於是報警求助，而救護員到場後，女事主拒絕送院檢

查並立即離去。發言人指，為避免對其他宿生造成滋

擾和不便，以及基於基督教的價值觀，校方不鼓勵學

生在學生宿舍內進行性行為。

張民炳：應顧他人感受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則慨嘆新世代觀念「日

新月異」，「校園是公眾地方、讓學生接受教育的地

方，學生不應公私混淆。再者，香港對涉及淫褻行為

有相關的規例，如果要做此類行為藝術，她可以去藝

術場所」。他亦不認同學生於宿舍內發生性行為，

「宿舍生活應互相尊重，且要顧及他人感受、要有尺

度」。由於浸大於本周六將舉行資訊日，若張貼者不

撕走大字報，他擔心會對中學生散播不良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末代高
考生於公開試考得佳績，但未獲大學取錄，令
人質疑是太遲放榜所致。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
日回答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當局早於2012
年已公布放榜及高考生申請大學入學的安排，
最終今年亦有319名應屆高考生獲得錄取，認
為高考放榜時間並無影響考生在公平、合理的
待遇下競爭學士學位。

吳克儉指，院校於2012年9月至今年第一季
接受非聯招報名，雖然高考於7月30日放榜、
英國高考則於8月15日放榜，但院校已訂明接
受申請人補交成績單。他又表示，院校已向教
育局確認，今年的收生程序並無不公，但了解
到小部分學生或因遲報或沒有按院校的非聯招
程序補交成績單而「產生疑問」，當局已和院
校溝通，並鼓勵院校和申請人提供相關聯絡方
法。

經一次或多次考試 影響院校考慮

吳克儉強調，院校在收生方面高度自主，學
生的公開試成績，與報讀學系的相關程度，及
是經一次還是多次考試而獲得有關成績，均會
影響院校考慮，只要院校收生標準和程序是公
平和擇優而取，當局不宜干預院校的收生，亦
不應為個別申請人提供特別協助，以免對他人
不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講座
教授趙心樹一篇探討「中介效應」（mediation analysis）
的合著論文，最近獲權威國際學術期刊《消費者研究》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選為2013年度最佳論
文。

獲引用逾600次 影響廣泛

據谷歌學術（Google Scholar）統計，該文獲引用600
多次，而按權威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統
計，該文是《消費者研究》最近發表論文中獲引用最多
的，並幫助《消費者研究》首次成為營銷學領域影響因
數（impact factor）最高的學刊。

「中介效應」是自然界和社會中廣泛存在、廣受關注
的因果關係，主要是指獨立變數（如飲食和鍛煉）通過
中介變數（如體重、血壓、膽固醇）影響因變數（如壽
命和生活品質）。趙心樹等作者因應前人關於「中介效
應」的漏判和誤判，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框架、分類方法
和分析程式，影響廣泛。

城大周六辦課程介紹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學將於本月

19日（星期六）舉辦課程介紹日，為中學生開放校內的
教學及科研設施以供參觀，並舉辦多個專題講座、工作
坊、現場示範等，提供城大各項全日制課程的最新資
訊，並展示校園環境及大學生活。

城大招生處亦於當天安排多場入學講座，為循聯招及
非聯招途徑申請入學的學生詳細講解城大的入學要求及
收生遴選準則，並為之提供建議，指點如何明智選科、
如何爭取面試成功。有興趣人士可瀏覽下列網址：

www.admo.cityu.edu.hk/infoday/2013/index.cfm

麗澤46領袖生校園紮營留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麗澤
中學日前舉辦為期2天的「領袖訓練
營」活動，該校中三至中五共46名應
屆領袖生齊集於校園禮堂紮營留宿，
並透過不同的團隊精神訓練及領袖培
訓，學習服務及合作精神的重要性，

以及更深入認識自己，發掘本身的領導才能。

營地夜話交流反思

在活動開營禮後，該校的領袖生即進行「精神士氣訓
練」及「隊旗隊歌製作」活動，校方並邀得香港青少年
發展服務作支援機構，以歷奇活動助同學從訓練中學習
突破難關，藉以發揮領導才能及了解合作的重要性。不
少參與同學對當中分組搭帳幕活動印象深刻，由於很多
人首次紮營，起初都顯得手忙腳亂，都最後終於成功，
親手架起帳幕後，並於營地舉行燒烤晚會和營地夜話，
在輕鬆及溫情的氣氛，大家紛紛作出真情對話及反思。
多名參與同學指，經過是次密集訓練後，期望能把所學
知識運用於群體，發揮個人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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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澤中學「領袖訓練營」，參與學生在禮堂內搭起多

個帳幕。 學校提供圖片

■趙心樹對獲

頒最佳論文獎

感高興，月初

赴芝加哥的消

費者研究學會

年會領取獎

項。

浸大提供圖片

■有浸大學生前日於民主牆上，大字標題張貼「給我一個不能在宿舍做愛的理由」，吸引不

少學生圍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鄧同學（右）及劉同學尊重同

學的表達自由，但認為在宿舍進

行性行為不太好。 歐陽文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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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近年本港
對醫護人才的需求持續增加，為應付需求，
香港大學於2009年推出藥劑學學士課程，今
年首批24名完成實習的畢業生中，有21人投
身藥劑行業，月薪平均3萬至4萬元，另有3
人分別到海外升學及就讀博士學位。校方表
示，今年該課程取錄的文憑試考生成績優
異，最低門檻達30分，最佳成績更達35分，
即5科奪5**。

海外大學醫院實習得益多

據港大規定，文憑試學生完成4年全日制
藥劑學學士課程及一年實習後，便可成為註
冊藥劑師。而首屆學生則屬3+1學制，學生
被安排到醫管局、私家醫院、社區藥房或藥
廠實習，以爭取實戰經驗。港大李嘉誠醫學
院藥理及藥劑學系教授及系主任黃志基表
示，市場對藥劑師的需求有增無減，不少表
現良好的畢業生在完成一年實習後，均被實
習機構聘用，月薪平均達3萬至4萬元。

為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每名藥劑學生均
有機會前往海外大學及醫院實習。在剛過去
的暑假，就有十多人到海外交流，其中三年
級生黃嘉謙到法國格勒諾布爾大學交流，在
當地駐院的藥劑師帶領下，到教學醫院的風
濕科及心臟復蘇科實習，學習應對不同的個
案。令他最難忘的，是他花了一個多小時糾
正了病人胡亂服用薄血藥的壞習慣，「在香
港未必有這麼多時間與病人詳談，但正正需
要雙方花時間溝通，才可糾正病人錯誤的觀
念」。這經歷，對他日後從事藥劑行業帶來
啟發，希望能學以致用，幫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

另一名三年級生倪卓欣，則到澳洲蒙納許
大學學習，在臨床藥劑師的指導下，她首次
為當地病人提供藥物諮詢。有次，她留意到
一名患有前列腺疾病的病人取藥後，對各種
藥物功效及服用方法大感迷茫，於是她走上
前為對方細心解釋，最後病人滿意地離開，
令她感到甚有滿足感。

隨 上世紀50年代生的人陸續退
休，Y世代湧現職場，工作文化也在
不斷轉化。從前，香港社會百業待
興，不像現今般繁榮富裕。上世紀五
六十年代生的人相信獅子山下精神，
認為只要肯做肯捱，總有出頭天。不
過，時代變換，Y世代卻有不同看

法。他們是充滿創意的一群，精通網絡科技，思考靈活兼
具多元才能，理論上能為企業帶來正面影響。然而，為何
有關新舊兩代衝突的新聞，仍然不絕於耳？

企業架構由「傳統」到「平面」

好些上司把原因歸咎於「一代不如一代」，但這理由太
籠統亦不持平，在我看來，新舊兩代衝突的原因有二：企
業從「傳統架構」過渡到「平面架構」的副作用，以及兩
代價值觀的分歧。

傳統企業都是架構繁複的大象，層層遞進，員工分工清
晰，即IT人員只管做IT的工作、銷售人員只需賣好產品，
行的是專才制。但大象體型龐大，不能跳舞，特別是在遇
上危機時，反應更見笨拙，故現時有所謂「平面架構」
(Lean Management)，亦即精簡架構。其特色之一，是員工
一人分飾多角，即IT經理除了要做好IT管理外，還要兼顧
項目及人事管理。

從正面看，這有助發揮同事多方面的才能，同時減少官
僚習氣，提升效率，但當中亦存在問題。在專才化的年
代，主管只需照顧5名至6名同事；但在通才化的年代，主
管要管理的同事可能多達十多二十人。如果下級同事個個
都成熟資深，能獨立行事，當然沒問題，但若同事經驗尚
淺，需要主管從旁協助，麻煩可就來了。

Y世代拒「為工死為工亡」

此外，Y世代覺得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絕對不會
「為工死，為工亡」。他們擁護自主權，不會視上司的說
話為「聖旨」，更不愛因循保守，喜歡創新與挑戰，並認
為努力不一定是成功的關鍵。反之，上一代均視工作為
生活核心，而且階級觀念重，辦事模式穩打穩紮，並深
信勤奮才能成功。當兩代人對事情的看法不一致時，矛
盾便容易產生。現在我們常常聽到上司埋怨Y世代難管，
Y世代抱怨上司難頂，很大原因也是上述南轅北轍的價值
觀所致。
高峰進修學院訓練顧問楊偉良博士

（作者為VTC附屬出版社「新人才文化」書
籍《做個Y世代超讚的上司》的作者）

（高峰進修學院為VTC機構成員）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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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基(中)表示，市場對藥劑師需求有增無減，不少畢業生完成實習

後，均被實習機構續聘。圖為港大藥劑學生可在學校的模擬配藥房內

進行模擬配藥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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