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士生坦言「越讀越絕望」教授也鼓勵學生「出走」

讀理工科乞食到老?
尖子赴星展所長

■責任編輯：李暢熹文匯教育 透 視 眼26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高等

院校雖然有卓越的研究成就，每年出產逾7,000

位理工科本科及研究課程畢業生，卻因為欠具

規模的產業鏈提供就業機會，令不少高科技人

才流失到外地。有於本地院校完成學士至博士

學歷的工程尖子坦言，「越讀越絕望」，感到

香港就業困難、前景黯淡，最終唯有「出走」

新加坡尋覓機會，慨嘆政府未能推動產業發

展。大學學者則表明，理工科學生本港就業出

路少，很多教授會鼓勵學生改到鄰近地區尋覓

機會，故流失甚至轉行的情況並不罕見。

於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完成學士、碩士至博士學位的
楊世傑，最終卻到了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工作，現任

助理教授，「香港很有趣，花了很多錢培養博士生，但最
終大家都跑到外地去」。

嘆高學歷換搵工「流動性」
楊世傑以過來人經歷作例子，「理工科博士生在香港很
難找到相關工作，像比較有名的應科院，也是要有很偶然
的機會才能進去。如果要留在香港學術界發展，可能只可
於私立大專院校教學，但每年也沒有多少位置。研究方
面，連資深學者都未必爭取到科研經費，更何況是新
人？」他坦言︰「本港理工科博士生，大概只會越讀越絕
望，博士學歷只能給予我更高的『流動性』，讓我可去其
他地方就業。」

兩年獲千萬資助 讚星厚待
香港對留住科研尖子態度消極；反觀新加坡卻是主動配
合予以吸納。楊世傑指︰「我到新加坡工作，簽證手續非
常簡單，只是拍張照片和打個手指模，其他都由新加坡院
校替我處理，最後再去拿文件。」他加入當地新設立大
學，校方提供住宿，感到專業發展方面前途光明，「雖然
星港兩地教授工資都不俗，但我到新加坡2年，已有多個
研究項目獲得資助，共拿到逾1,000萬港元經費。換了在
香港發展，一定沒有這樣的待遇！」

港儲備人才足 缺政府支持
他認為，香港推動科技產業不足，就以他現在身處的新
加坡為例，當地政府推出優惠措施吸引外國企業進駐，如
製片、動畫、電子遊戲等，「香港其實也可參考，絕對有
能力做到。因為香港既有儲備，又有人才，欠缺的就是政
府支持。」
一直關注本地學者發展的香港學者協會內務副主席譚鳳
儀承認，年輕人才流失情況並不意外，「香港理工科學生
畢業後就業機會並不廣闊，工程系可當專業工程師已算較
好；理科生讀物理、數學的，哪有甚麼『師』可讓他做？
而且學歷越高，就業出路反變得越窄，因為相應職位很
少」，特別是研究工作，企業研發單位不多，大學職位也
少，「即使任職研究助理，很多人都是做1年後轉行，因
為沒甚麼晉升前景。」更高程度的博士畢業生，面對港校
教席會作全球招聘，故競爭也就非常大。

理工科博士無奈投身保險
譚鳳儀透露，曾接觸一位理工學生讀到博士，最終竟投
身金融界從事保險行業，「在我們看來，這是浪費。因為
要培養一位博士，要很多資源和時間」。正因為香港始終
機會有限，不少教授鼓勵學生往鄰近地區如澳門、台灣、
內地、新加坡尋找機會。

■譚鳳儀
表示，因
為香港缺
乏工業，
令本地院
校培養的
博 士 生
「無用武
之地」。
資料圖片

紐約、洛杉磯、三藩市、波士頓，這些都是大
家耳熟能詳的美國城市。筆者小時候曾做白日
夢，幻想每日大學課餘時，可到中央公園跑步，
到馬里布市海灘看浪，或在金門公園看日落。到
真正獲喬治城大學錄取的興奮心情平復後，筆者
開始想：華盛頓究竟是個甚麼地方？

有人說：「華盛頓好，數小時便能飛到洛杉磯和三藩市……」華盛
頓州跟華盛頓特區其實完全不同，西岸西雅圖是華盛頓州最大的城
市；喬治城大學則位於東岸華盛頓特區，也是美國首都。

政府重要部門坐落小城
華盛頓特區面積只有香港九分一，但很多美國政府重要部門，如白
宮、國防部、參議院、五角大樓等都坐落於此，整個城市遍布濃厚的
政治氣氛。
此外，許多全球企業龍頭都在那裡設立總部。華盛頓可能不是五光
十色的首都，或者不會令你一夜傾情，只有細嚼那份嚴肅氣氛，才懂
得欣賞它。

喬治城街區歷史悠久
喬治城是華盛頓歷史悠久的街區，位於波托馬克河（Potomac Riv-
er）上游，早在17世紀，已有人在那裡經商，建立碼頭及倉庫，是當
時重要的貿易中心。從喬治城大學走出去，一排排17世紀、18世紀的
房子，跟富有現代感的商店和餐廳，和諧地連接在一起。這個寧靜的
小區，吸引了不少著名政治家居住，如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現任國務
卿克里等。
在喬治城生活4年，最令筆者懷念的不是周末與朋友出外遊玩的日
子，而是這座城市的「魔力」。那份濃厚的政治色彩，讓人覺得街上
每個人都彷彿正在處理全宇宙最重要、最機密的任務，在那裡生活的
每一刻，都扣人心弦。

■林灝哲
作者簡介：美國喬治城大學主修金融和會計，畢業後在香港花旗投

資銀行任職分析員，主要負責上市和購併項目。其後加入香港藍籌上
市公司的企業融資部門，負責融資、規劃和購併項目。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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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儉料「一人一學位」達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北區及

大埔幼稚園由前日起一連四日舉行「統
一登記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滿意首
日運作，並相信措施可達到「一人一學
位」目標。當局又會在聖誕節前發出註
冊信，家長可於下月10日至13日統一註
冊。吳克儉相信，外界指上述兩區幼稚
園學位不足只是假象，強調整體學額足
夠。
吳克儉昨日出席「學與教博覽2013」後

表示，本月11日至 14日是「統一登記
日」，提醒未登記的家長在截止日期或之
前盡快登記，讓「一人一位」政策全面有
效地在北區及大埔區推行。他指家長擔心

北區和大埔區學位不足只是假象。對於明
年「龍年效應」，吳克儉指，教育局在下
月初註冊日後，會掌握到實際學位數字。
整體來說，學額應能滿足需求。
就基真小學發生小五女生墮樓事件，吳

克儉指，事件已交警方處理，當局對此十
分關心。星期一知道事件後，已派員即時
與學校聯絡，安排心理學家及輔導員與學
校配合，稍後教育局會向學校索取全面報
告。
他未有直接回應學校處理事件手法是否

太僵化，但指學校或教育局指引有提到，
如有危險，可報警、找救傷車等，這須交
回學校按當時情況處理。■吳克儉為「學與教博覽2013」擔任主禮嘉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專門取錄
聽障學童的真鐸學校，有教師早前被教育
局裁定4項毆打及言語侮辱學生投訴成
立，教育局指，已收到學校就當局建議所
制訂的跟進和改善計劃，當局會監察各項
工作進展。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內部工作
小組在有關教員牽涉個案結束後，若證實
再沒有上訴或完成調查後，會檢討該教員
註冊資格。真鐸學校校董會將會與投訴人
會面，就事件直接溝通。
一直關注事件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表

示，校方與學生將在下周四會面，他認為
校方應公開道歉，保證不會對仍然在讀的
學生秋後算帳，並把涉事教師停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會商會中學

日前舉辦「綠色生活」
社區嘉年華開幕典禮暨

資訊日，邀得長春社教育經理鄧俊賢主
禮（見圖）。典禮結束後，學校安排一
連串助興節目，包括歌唱、戲劇、舞
蹈、流行樂隊演出等，學生施展渾身解
數，台下觀眾歡呼喝采。
當日該校開放校園供來賓參觀，訪客
可親臨圖書館、實驗室、科技室等，了
解學習環境。校方於地下有蓋操場設立
多個遊戲攤位，不少參加者贏得豐富禮
物，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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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商會中學 嘉年華倡「綠活」真鐸已交「師打童」改善計劃

細味政治氣氛 感受華盛頓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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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不少
高科技人才心灰意冷，離港另謀高就，但
同時也有人從外地回流返港發展。2001
年於科大電子工程學畢業的彭永豪，先後
見證就職的科技公司倒閉，轉職新公司又
被收購。因為研發重心轉移，他先後被派
往英國及台灣。最近他為女兒教育問題，
決心重返香港發展。他指香港科研人員待
遇不俗，但社會以至企業，科研風氣淡
薄，曾任職的科技公司，同事最關注的只
是老闆旗下馬匹於賽事中是贏是輸，創新
氛圍欠奉，令人失笑。

遇911事件 無生意結業
彭永豪在香港的工作經歷，恍如一浪接

一浪的科技界鬧劇，「我第一間工作的公
司，藉創新科技基金經費成立，主要研發
藍牙技術。成立一年，剛好遇上美國911
事件，美國經濟大受打擊，不少訂單取
消，生意慘淡，老闆認為賺不到錢，就決
定結業了」。
他還記得，最後一兩個月，業務已經停

頓，大家都是「循例」上班，回到辦公室
「正職」就是上網找新工作，「之後我找
了新工作，但公司半年後就被收購」。由
於研發重心搬往外國，他被派往其他地方
工作。回港前，他在台灣的設計中心工作
快6年。
對於早年短暫的本地科研工作體驗，彭

永豪苦笑指，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任何新研
發項目，而是賽馬，「因為其中一所公司
老闆是馬主，每逢賽馬日，大家都很緊
張，如果當天贏了，大家就歡天喜地；但
如果輸了，整間公司會變得死寂，大家一
言不發，這種風氣令我不禁想︰『我真的

是在科研公司工作嗎』？」
是次驅使彭永豪回流的主因，是希望女兒能在香

港接受教育。再一次回家，他表示，相比其他地
方，香港科研人員待遇其實不錯，「整個package
（套餐）差不多，只是薪酬結構不同。外國會給你
獎勵性的股票、花紅；香港公司則不太重視獎勵員
工。這裡的經濟結構太奇怪，大家都炒股炒樓，做
工程不會像投資銀行一樣有驚喜」。他又擔心，香
港經濟風氣將令願意讀工程的學生變得更少，人才
質素下降，業界前景變差，最終只會惡性循環。

落後於人因配套不足
「香港其實真的不差，像科大工程就在亞洲首三

名之內。我在台灣工作，當地最厲害的可算是台灣
大學光電工程學研究所，但我覺得香港出產人才會
更厲害一點。」與楊世傑一樣，彭永豪認為，令香
港研發工業落後、高科技人才流失的原因，是配套
不足，「研發佔不了多少地方，生產可於內地進
行，政府應提供租務及稅務優惠吸引公司」。

產業多年未定位 周邊挖走學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環顧香港周邊

地區，很多都着眼於科研發展，澳門對橫琴區的投
入、內地「千人計劃」的優厚待遇、新加坡落足本
錢的科研資金，都紛紛向高水平的香港學者招手。
香港學者協會內務副主席、城大生物學講座教授譚
鳳儀指出，香港教授其實很「傻氣」，只要可以做
到想做的研究，他們即可「死心塌地」。但面對政
府多年來都未能為本地研發產業定位，她慨嘆道，
政府應反思在港培養科研人才的意義何在。

「科技報國」已成過去
時代變遷及對比，都令譚鳳儀感到唏噓。以往香

港科研環境優越，但現在被鄰近地區比下去，除了
國際化及制度成熟，硬件、資金等各方面已比不上
內地。以往學者在本地院校做研究無憂無慮，大學
校長還會「游說」他們一定要簽終身約；現在則要
到處找研究資金，好讓合約延續。數十年前的學生
寄望「科技報國」，頂尖學生會埋首科研推進社
會，現在頂尖學生都不投身科學界了。在科學界的
學生也會反過來嘲笑教授︰「我們有另類生活。」

回流發展越來越少
多少個地方都拿出優厚條件向本地學者招手，好

幾個大名鼎鼎的學者都離開了，但多數人還是留
下。譚鳳儀笑言︰「香港學者實際之餘也有些『傻
氣』，只要可以在這裡做想做的研究，他們都不會
輕易離開。只是願意回港發展的人，越來越少
了。」
「香港就是沒有工業配合」，已爭取多年，希

望政府發展科研產業的譚鳳儀無奈地表示。談到
香港科研發展，譚鳳儀多次以「悲觀」二字概
括，「你看數碼港成為了房地產項目，社會甚至
有人懷疑香港應否做科研」，「全球像香港這樣
欠缺工業的地方，真的是絕無僅有嗎？難道香港
負擔得起像紐約般只做金融，讓貧富差距繼續擴
大的後果嗎？」

倡大減博士生人數
因為欠缺工業，令香港培養出來的博士生「無用

武之地」，造成研究院內非本地生遠多於本地生的
情況。譚鳳儀指︰「教育要為社會服務，如果政府
真的無意發展研發產業，我認為應大幅削減博士生
人數。因為香港不需要這麼多博士生，難道政府就
想看到博士生之後只可到中學教書，又或者做推銷
員嗎？如果政府有意發展，就要真正推出政策扶
持，而非只是口頭上說。」

▲楊世傑認為，香港可發展科技產業，
「香港既有儲備，又有人才，欠缺的就
是政府支持」。 歐陽文倩攝

彭永豪認為，香港經濟結構令願意讀
工程的學生變得更少，人才質素下降，
業界前景變差，最終只會惡性循環。

歐陽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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