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職赴約穿牛仔褲波鞋 做事急進只想一步登天

僱主狠批畢業生
面試馬虎 語文降呢

城大專院續資助學生赴外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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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前日結束英
國倫敦的官式訪問行程，其間他與英國教育大臣高文浩會面，
就教育政策交換意見，並介紹本港教育的最新發展及優先項
目。此外，他又出席了世界教育論壇的部長全體會議，並在香
港工商協會主辦的午餐會上致辭，向商界人士介紹施政報告的
新措施。

向商界介紹「施政」
吳克儉結束訪英

■吳克儉訪英，向香港工商協會午餐會與會者（包括衛奕信勳
爵)介紹2014年《施政報告》。

天水圍香島元朗年宵義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天水圍香島中學將於本月25日
至31日在元朗東頭工業邨舉行年宵活動，以培訓學生領袖和商
業才能。是次活動由學生會成員及企會財科學生組成的營運團
隊負責，逾60中三至中五學生參與，活動所有利潤將撥捐公益
金，以回饋社會。
天水圍香島中學今年是第四年舉行年宵活動，每年參與的學

生須通過小組面試才能正式成為活動委員。當選後，所有委員
需分工合作，擔任銷售、財政、宣傳及倉務工作，部分人會參
與競投攤位、前往廣州採購貨品、參與籌備會議等事前準備，
營運模式儼如一間中小企業。
負責活動的老師沈振業表示，營商累積實戰經驗非常重要，

不能紙上談兵。他期望學生能將課堂上的知識活學活用，掌握
現代化管理模式及發揮領導才能。

■香島學生正為年宵密鑼緊鼓作準備，展示打算出售的產品。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全球化趨勢下，大
學均會招收來自不同國家的交換生，如何讓他們融入
校園及本土文化成為大學的挑戰。香港科技大學於昨
日起一連兩天舉辦「第九屆大學行政人員國際研討
會」，以「融合校園」為題，吸引近100名來自內
地、新加坡、韓國、日本、澳洲、加拿大及美國等地
區及國家逾40所大學的院校代表赴港，探討促進本地
和非本地生交流的方法與經驗。
大學行政人員國際研討會首次於本港舉行，北京大

學、多倫多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首爾大學及本港
的大專院校派出近174名代表參加。教育局署理局長
楊潤雄及教資會秘書處秘書長安禮治亦應邀出席。

港生缺信心 日生較內向
科大協理副校長及學務長譚嘉因表示，香港學生英

語良好，但欠缺與外國交換生溝通的信心；而日本大
學生因較為內向，要與他國學生交流也是另一挑戰。
另有外國大學礙於學生語言溝通問題，特意安排該校
非本地生居於同一幢宿舍大樓。
譚嘉因指，科大致力營造共融環境，每年約有700

名交換生於科大修讀一個學期至一年的課程，非本地
本科生則約有330個。他透露，科大的非本地本科生
數目中，內地及外國各佔一半，未來會收多歐洲、北
美國家的學生，平衡校園內國際交換生的比例，以增
加學生認識各國文化的機會。

為促進本地生與非本地生的共融，譚介紹指，在宿舍安排
上，校方鼓勵本地生與非本地生同房；鼓勵學生自發籌辦校園
交流活動，校方提供行政、資源支援。另數十位科大老師亦會
招待非本地生，包括作義務導遊，閒時會帶領非本地生暢遊香
港、與學生聚會等，身體力行協助非本地生適應香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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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震邦（中）與寄宿家庭成員合照，假日到當地
觀光（左圖）。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浸會大學昨舉行「僱主午

餐會」，有人力資源公司反映，近年畢業生語文能力明顯下

降，做事急進，一心只為升職加薪的心態工作很要不得；也

有求職者無做面試準備，穿着便服，毫無誠意。

為加強大學與社會各界的聯繫，
浸大昨舉行「僱主午餐會」，

邀請銀行、傳訊、地產、金融、酒
店、社會服務及飲食等行業的高級
行政人員和僱主參加，與大學生溝
通；浸大應屆畢業同學即場向來賓
介紹學院和課程，約有500人出席活
動。

專家：新一代學新事物進取
有份出席活動的人力資源顧問公
司負責人莫小姐指，近年畢業生表
現參差，個別求職者毫無準備便來
面試，不但無先行了解求職公司的
背景，更穿着牛仔褲和波鞋赴約，
以為面試由代理公司負責就馬虎應
付。有求職者面試時表現被動，不
願開口說話；又有人想「一步登
天」，只求盡快升職加人工，態度
欠佳。
「奧雅納工程顧問」東亞區人力資
源總監徐佩英表示，港畢業生中英語
文能力均明顯下降，大部分人希望公
司能夠提供培訓，以加快事業發展，
過於急進。提供人力資源顧問服務的
「藝珂人事顧問公司」經理劉秀紅認
為，新一代畢業生成長環境與過去一

代不同，學習新事物迅速和進取，但
同時容易對事物喪失興趣，視乎僱主
如何善用人才。

浸大：手機普及累語文變差
浸大校長陳新滋表示，今年畢業

生就業情況理想，大部分人在9月至
10月已找到全職工作，另有12%學
生升學，數字與去年相若。他指與
其他院校相較，浸大畢業生受惠於
「全人教育」的辦學理念，責任感
強，他從僱主口中了解，浸大畢業
生願意學習、肯承擔。就商界普遍
認為畢業生語文能力需要改善，他
指受智能手機等科技產品普及的影
響，學生真正使用文字的機會減
少，語文能力有一定影響，該校會
繼續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例如基
礎教育規定學生必修中文和英文，
以彌補不足。
有意見認為人力資源在市場出現

錯配或欠缺某方面的人才，大學應
加強培訓相應的人才。陳新滋認
為，由於市場經常變動，人力資源
預測未必準確，若錯估形勢，大批
畢業生未能成功投入市場，人力資
源錯配的機會反而增加。

■浸大昨日舉行「2014年僱主午餐會」，邀請不同行業的僱主參加，加強大學與
社會各界的聯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攝

■ 劉 秀 紅
(左)認為，
新一代畢業
生成長環境
與過去一代
不同，學習
新事物迅速
和進取。
馮晉研攝

■陳新滋表示，浸
大「全人教育」，
學生更獲僱主稱讚
有承擔。馮晉研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於2014/15學年將開辦
30個副學士課程，提供約3,500個學額，與去年相若。副院長蔡耀權表示，會因
應市場需求的轉變，機場營運及航空物流、工程及創意媒體、工商管理及市場
學、旅遊管理等副學士課程將增加學額各25個。該校去年斥資430萬元，資助
了480名學生到外國交流，開拓國際視野，有關計劃今年會繼續推行。

文憑試生國際視野須加強
蔡耀權表示，根據過去一年觀察所見，發現中學文憑試考生學習熱誠、態度

及技巧，與高考生相若，但校內成績反映，高考生在語文、數學、社會教學及
國際視野等範疇較文憑試考生略勝一籌，故校方需加強文憑試考生在上述範疇
的能力。
針對英語能力及國際視野方面，該校於去年暑假撥出約430萬元津貼480名學

生遠赴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新西蘭等地，修讀為期三星期至一學期的
課程，平均每人可獲1萬元津貼。

哥倫比亞大學上課 科學館實習
城大專上學院機場營運及航空物流副理學士二年級生吳震邦，去年6月前往加

拿大溫哥華哥倫比亞大學修讀為期兩個月的課程，其中4周是理論課，並到科學
館進行4周實習工作，「學校提供課程資助，我只需自費2萬元支付機票及日常
生活開支。我在當地與外國人一起工作，除了加強我的英語工作能力，亦更了
解當地文化」。他期望，畢業後可銜接相關的學位課程，未來亦會考慮到外國
工作。
另一名就讀應用心理學副社會科學學士的二年級生黃子敬，亦與5個學生一同
前往美國交流5周。他表示，是次海外培訓令他獲益良多，有助開拓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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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第二十四屆香港貿發局教
育及職業博覽，將於2月13日
至16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吸引了來自近20個國家及
地區、逾700家展商參與。大會
會舉辦文憑試通識和IELTS的
模擬教室，多家本地大學及專
上學院亦會向學生介紹多元升
學及進修途徑、講解各學科的
課程及入讀資格。

不同主題 內地日打頭陣
針對海外及內地升學，大會
在上述展期，每天均設不同主
題，順序為中國內地教育日、
美國教育日、歐洲教育日和澳
洲教育日，多家官方機構的代
表會主持專題講座，詳細講解
有關海外升學的條件、申請文
件、時間表、可選修科目和留
學生活等。
至於求職就業的需求，大會
亦有職業主題日，包括銀行及
金融日和工程及建築日等，業
界人士及人力資源代表到場分
析各行業的最新發展狀況、人
力資源需求、入職條件或行業
前景等。
有興趣人士可瀏覽：www.hk-
tdc.com/hkeducationexpo/tc

達特茅斯學院學術氛圍自由
漫山遍野的紅葉映襯着別具特色

的白色鐘樓，在午後陽光照耀下格
外明亮。鐘樓前面是一大片翠綠的
草地，下課後，學生有的看圖書，
有的玩飛碟，有的三五成群趴在地
上討論課業……這就是筆者的母校
美國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之一

的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或許很多港生
對美國大學的校園環境羨慕不已，但對筆者而言，真正難
能可貴的是其自由的學術氣氛和豐富的教學資源。
美國私立大學的本科教育，主要實行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制度。學生申請入學時，並不需要預早決定
將來修讀的專業，大學也鼓勵學生充分利用第一年探索自
己有興趣的學科。學生可到第二年才確定主修科。若興趣
廣泛，甚至可向教務處申請跨學科主修。大學一般採用學
分制，學生按照既定要求修畢課程，便完成一個主修科；
而在4年累積夠達標的學分就可畢業。

非純為找到好工作而讀書
此外，很多大學要求學生修讀一些全人教育課程，即
在文化、歷史、藝術、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和社會科學等
範疇都必須修讀過課程，才有資格畢業。當然，無論讓理
科天才讀藝術史或讓音樂神童讀工程學，不少學生都對此
叫苦連天。但有趣的是，令畢業生印象最深刻的大學課
程，大多是這些和自己當前專業沾不上半點關係的課程。
在如此自由的學習氛圍下，學生容易產生對知識的好奇和
追求，並非單純為「找到好工作」而讀書。
美國大學的教授對學生的關注，也是其他地區的教育

制度所不及的。例如US. News & World Report的美國大

學排名就把小班教學和教授對學生的比例列為關鍵指標。
無論獲得多少諾貝爾獎，教授仍要參與本科生的教學工
作，還須設有辦公時間，讓學生有充分時間與教授交流。

教授帶三分一學生海外研習
當地大學提供的資源也非常豐富，如達特茅斯學院有

三分一學生都曾在教授帶領下參與海外研習。大學不僅為
師生提供先進的研究設備，還設立不少研究基金供學生申
請。筆者在大學二年級就有幸前往日本東京的慶應義塾大
學交換學習一年，而且暑假還獲得經費，留在當地研究日
本電子娛樂行業的發展。至於其他大學同窗，也曾隨教授
負笈蘇格蘭、墨西哥、南非等地，研究當地的文化、政
治、環境等議題。
說到底，美國大學在許多方面與其他地方的學府並無

大分別，只是筆者特別喜歡這裡無拘無束的學術氛圍。這
個國家在教育理念上並不刻意追求「成就商業英才」，但
能激發學生主動追求知識並善用資源，從而提升大學生的
整體競爭力。
事實上，美國僱主從來不強求應徵者必須是特定專科

的畢業生，所以就算美術史畢業生也同樣能到投資銀行工
作。不過，他們特別看重主修的成績，因為從中反映應徵
者對學術的追求、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也許正
是美國高等教育系統的真正魅力吧？
■鄭興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亞洲研究及經濟學畢業生
作者簡介
留學美日，漂泊內地與香港。曾浪跡外資投資銀行，

現已「金盆洗手」，轉戰文化、科技界創業打拚，為科技
公司Playroll 聯席創始人。https://www.facebook.com/
hi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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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副學
士生吳震邦
（ 前 排 右
一）去年往
溫哥華哥倫
比亞大學修
讀為期兩個
月的課程。
受訪者供圖

◀譚嘉因指，
研討會以推動
融合校園為主
題，分享實行
加強學生融入
校園的措施。

鄭伊莎攝

▲蔡耀權（左
二）指，新學
年部分課程學
額將稍調整。

鄭伊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