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港勞動市場有空
缺，有人才，但卻同時出現僱主招聘困難和年輕人
失業，有意見認為問題或與教育培訓與人力需求錯
配有關。教育局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昨組織多所自
資院校及工商業界舉辦研討會，冀促進雙方了解，
收窄學界與行業的要求，解決人力資源錯配問題。
有銀行界代表直言，現時專上院校傾向培訓「通
才」，未必符合業界需要的「專才」要求，即使聘用
後往往要再花數年時間培訓，很多企業寧願聘請有
經驗人士。

昨舉行的「專上教育院校與業界更緊密合作研討
會」有400名各行業和院校代表出席。其中銀行業行
業培訓諮詢委員會教育及培訓專責小組召集人林劉
淑英便指，現時銀行業發展迅速，渴求「專才」，但
院校 重培訓學生「通才」，無法與業界作有效銜

接，業界往往再花資源和3年重新培訓人才，因此寧
願聘請有經驗者，她直言：「如果一開始有合適培
訓，畢業後入職便可上手，有助減低業界壓力和社
會資源的浪費。」她希望專上教育制度「3改4」，可
令課程內容可更深入。

有銀行開價6位數聘老手

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亦指，現時學界
和業界雖有聯繫，但流於個別機構，而非整個行
業，而雙方期望也有差距，例如安排學生畢業前實
習，原為其於入行前了解行業運作和累積經驗，但
部分前線員工卻會感抗拒，安排無意義工作予實習
生，反令學生對行業有誤解。他又認同部分銀行職
位難聘人才，不惜提供豐厚待遇，例如有銀行「法
律規管部」的極端例子，求聘有數年經驗者但月薪

開價已達6位數字。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主席雷添良
則表示，人力供求錯配問題與經濟大環境有關，希
望研討會可作為平台，加強學界及業界溝通。

年底推自資校電子資訊平台

另就自資院校質素保證和管治問題，雷添良透露
委員會正就院校營運和管治進行顧問研究，下月底
將獲初稿，預計明年推出方案。對於有意見指希望
統一8大轄下自資院校及非8大自資院校質素保證機
制，他認為問題複雜，有待檢討和研究。他又表
示，委員會今年底會推出的電子資訊框架平台，會
綜合各自資院校包括課程、管治架構、學生人數、
院校校舍資料等資料，以提高資訊透明度，而委員
會也將提供指引如何處理敏感資料如財政狀況等，
非硬性規定要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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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兒童學習障礙
問題近年備受社會關注，政府資料顯示，過去
3年衛生署轄下的6所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每年診斷患有不同類型學習障礙的12歲以下學
童個案數目均有約1萬宗，當中以語言發展障
礙及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個案數目最
多，每年均各超過2,000宗。而就立法保障有學
障童的權益問題，當局表示，現有的《殘疾歧
視條例》及《教育實務守則》已要求教育機構
為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平等教育機會，相比
進一步立法，當局認為現階段應進一步探討加
強融合教育支援措施，以為學生提供更適切安
排。

高永文：九成個案半年完成評估

經諮詢教育局及衛生署後，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昨書面回覆立法會質詢指，衛生署兒
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過去3年收到8,400宗至
8,700多宗新轉介個案，為有關兒童提供專業臨
床評估。而因部分兒童或有多於一種發展問題
或障礙，被診斷患有不同學習障礙的個案數
目，則分別有約1萬宗。有關兒童個案一般可
於3星期內獲接見，超過90%個案亦能於6個月
內完成評估。

政府近年推動積極推動融合教育，教育局資
料顯示，上學年有達3.14萬名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學生就讀普通公營中小學，而就讀智
障及各殘障特殊校的SEN學生則有6,817人。當
局又指，現行法例已規定教育機構不得歧視殘
疾人士，因應立法保障SEN學生的建議，當局
認為現時應加強融合教育的支援，那會對SEN
學生學習更為有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資會於近年引入由8
大院校競逐性的「優配學額」機制，將部分大學一年級學
額，按各院校「學術發展建議」重新調配。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表示，有關學額各院校只佔收生一小部分，以2012年
至2015年的3年期為例，1.5萬個收生額中，只有814個

（5.4%）撥予有關機制，其餘均不受影響。至於2015年後
的學術規劃安排，教資會現正與局方商討有關細節，預計
2014年初會向院校公布。

吳克儉強調，有關「優配學額」機制用以鼓勵院校精英
求精，提出良好的「學術發展建議」，而教資會也會全面
按照公平、互動和具透明度的原則，評審院校的「學術發
展建議」和執行「優配學額」機制。以2012年至2015年為
例，8所院校中有5校收生學額較前一年增加，2校維持不
變，另1校收生額減少28個，只佔該校第學額2.2%。

「優配學額」細節明年初公布

筆者在教育機構工

作，經常接觸年輕

人，有時他們也會

向我訴說工作近

況。最近，Zoe

就向我抱怨說，

上班不開心，因為無論她如何努力，

總是得不到上司與同事的認同。

過去她一直在公司「跟頭跟尾」，

最近有機會獨立負責一個項目，這讓

她十分興奮，花盡心思去做。豈料在

提交建議書時，上司二話不說給了她

劣評。在平日的例會中，她積極提出

建議，往往不被接納，連發言的機會

也沒有，加上每天工作瑣碎，與她原

先想像的不同，便更感灰心。

Zoe的情況，相信許多Y世代也身

同感受。年輕人經驗尚淺，想法未夠

成熟，意見不獲採納的情況時有發

生。不過，許多上司也的確沒有讚人

的習慣。在他們的觀念中，公司出錢

聘你回來，勤力工作是應份的；而且

他們總覺得：「你工作不理想，我沒

有責怪，已顧及你顏面，還想我

讚？」

上一輩慣「唔鬧已經係讚」

此外，中國人傳統講求謙虛，覺得

讚得多會「讚壞」，故上一輩人都習

慣「唔鬧已經係讚」。不過，適當的

讚賞對同事來說，尤其對Y世代，十

分重要，因為那代表 嘉許及認同。

Y世代重視精神激勵

Y世代沒有太大的經濟包袱，對薪

酬的敏感度未必如上一代的高，但這

不代表他們不看重實質回報，只是與

此同時，他們也重視精神上的激勵。

誠然，通過升職加薪、委以重任等方

法，可滿足Y世代的精神需求，但公

司資源有限，升職加薪這回事不是說

做就能辦到；而委以重任，則要等待

Y世代工作經驗及技巧成熟才可以。

Y世代的需要是當下的，而這些方法

遠水不能救近火。

所以，上司還是口頭讚賞的好，既

不用本錢，又能即時滿足他們的需

要。切勿留待年底績評時才給予讚

許，因為Y世代都是「速食文化」下

的產物，需要上司即時回應。

「速食文化」設獎項增認同感

上司亦不妨設立一些獎項以擴大對

Y世代的認同，例如飛躍進步獎、最

佳新人獎、最受歡迎新人獎等。3M

公司就曾把同事一些具創意、又能為

公 司 帶 來 利 益 的 點 子 ， 製 成

Powerpoint放於內聯網供全體員工參

考。這些無形獎勵雖不及一頓豪華晚

餐或免費旅遊機票實際，但Y世代還

是十分受落的，因為這樣既擴大認同

他們的層面至全公司，又可豐富他們

的履歷表，此舉有助提升士氣，推動

他們工作。

即使他們的表現未如理想，也不要

說洩氣話，多鼓勵他們才是良策，例

如挑一些他們做得好的地方來讚賞，

或是感謝他們的努力。

作者：高峰進修學院訓練顧問楊偉良

博士

（筆者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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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世代打工仔：可否讚我多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推出的「電子教科
書市場開拓計劃」，截至上月底第一期計劃已有20套電子
書推出，並於80所夥伴學校完成第一階段試教，涉及超
過5,000名學生及200名教師。局長吳克儉昨亦確認，去年
底獲批的13個電子書機構中，有3個機構最終未能成功簽
約，意味相關電子書目已「爛尾」，但當局以該等機構的

「商業考慮」為由，拒絕透露詳情。
本報早前獨家報道，多個獲批電子書項目的機構不滿

教育局所設條款苛刻，甚至要求沒受資助的商業機構將
研發成果上繳，致令遲遲未能落實簽約。吳克儉昨書面
回覆立法會質詢時確認，局方最終沒跟當中3間機構簽訂
項目協議，但拒絕透露詳情。他又總結近月電子書開發
及試教經驗指，第一期計劃推行時間相對緊迫，各方需
時累積經驗及建立工作關係，在未來兩個階段的試教及
正在接受申請的第二期計劃，當局會與持份者緊密聯
繫，爭取理順當中的挑戰。

電子教材3機構「爛尾」
教局拒透露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 香
港樹仁大學將於
11月9日(星期六)
舉辦開放日，為
學生和家長提供
平台，讓他們了
解仁大的入學安
排、課程內容、
校 園 生 活 等 資
訊，幫助選擇合
適的院校及課程。另校方亦會舉辦14場講座，加深學生對
心儀學科的認知，另新聞與傳播學系多媒體製作中心及電
腦動畫製作室、電台錄音室等校園設施亦會開放。

開放日將於上午11時至下午4時半舉行，地點在仁大的北
角寶馬山校舍，有興趣人士可瀏覽網址了解詳情：
www.hksyu.edu/openday。

仁大為香港首所獲政府認可的私立大學，創校42年，現
提供榮譽學士學位(資歷架構第五級)及碩士學位(資歷架構
第六級)課程。該校明年的入學申請，將於明年7月14日至
26日展開。

仁大下周末開放日推介課程

由甲地前往乙地，途中總有幾個站或轉折點，就
如幾個點串起一條線，形態與將分子連接在一

起的聚合物（Polymer）相似。

夥英大析倫敦地鐵數據

科大物理學博士後研究員楊志豪、教授王國彝及
英國阿斯頓大學教授David Saad於是就分析了2,316
個倫敦地鐵的乘客路線資料，並將「聚合物物理」
之理論引入「排斥力」和「吸引力」，嘗試找出不同
時段的「最佳路線」。

楊志豪解釋︰「現時我們用手機查路線，它會給
你幾個結果，但都是以最短距離去做計算。正如由
旺角去中環，最短距離是經紅磡隧道過去，但當太

多人都選擇這最短距離時，反而會因塞車而延長行
車時間。」

最短非最快 兜路更早到

有見人流集中令繁忙時間的交通擠塞，他們就用
「排斥力」的概念，於一般最短距離以外另闢途徑，
透過數學運算，令路線自動「保持距離」，不要過於
集中。結果，部分人會被分配繞道，但也因為疏導了
交通，令行走不同路線的人最終能以最快的時間抵達
目的地。而根據倫敦地鐵的數據模擬，研究團隊的路
線結果令擠迫程度下降24%，但路程只是長了4.6%。

至於在非繁忙時間，研究隊團則用「吸引力」的
概念，就像飛機的「轉機安排」一樣，盡量將不同

地區的乘客組合起來，節省運輸成本和能源使用，
主要的路線亦可因有足夠的乘客而保持班次的頻密
度。

與業界商用於足球賽交通

王國彝表示，有關研究能平衡交通網絡，減輕高
峰期的壓力。除了一般的鐵路，有關研究結果還能
應用於其他交通安排、網路通訊路徑及導航系統之
上。研究結果已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發
表，並被選為「重點文章」。目前，David Saad亦正
與業界商討能否將有關方法運用在足球賽事的交通
安排上，他們還期待可有更多合作，令研究成果能
更廣泛地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每次要去陌

生的地方，大家已習慣拿起手機，搜尋最短的

路線以前往目的地，但原來繞道可能會走得更

快，「秘訣」就在於運用物理學思維。香港科

技大學的研究團隊早前夥同英國阿斯頓大學

(Aston University)，首次將「聚合物物理」的

「排斥力」和「吸引力」應用到路線規劃當

中，並根據倫敦地鐵的數據進行模擬測試，成

功梳理交通脈絡，找出繁忙時段的最省時路

線，以及非繁忙時段的最節能路線，就連鐵路

故障亦可找出補救方案。有關研究將可應用於

交通、通訊、導航系統。

■教育局確認，去年底「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獲

批的13個開發機構中，有3個最終未能成功簽約，但以

該等機構的「商業考慮」為由，拒絕透露詳情。圖為電

子書計劃下學校試教情形。 資料圖片

■王國彝（左）

和楊志豪與英

國阿斯頓大學

合作，研究如

何 以 物 理 角

度，用「排斥

力」和「吸引

力」去統籌路

線。

歐陽文倩 攝

■樹仁大學將於下星期六舉辦開放

日。 資料圖片

通才VS專才 學界業界錯配
■「專上教育院校

與業界更緊密合作

研討會」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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