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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香
港城市大學將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
4位傑出人士，包括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陳智思、企業家鄭崇華及夏大
衛（David Harilela）、著名物理學
家Herbert Gleiter，以表彰他們對
教育及社會福祉的重大貢獻。頒授
儀式將於今年11月的城大學位頒授
典禮上同時舉行。
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行政會

議成員陳智思，因熱心參與公共事
務，獲頒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致力推動節能環保的台達集團創辦
人暨榮譽董事長鄭崇華，獲頒榮譽
工程學博士學位；著名物理學家、
納 米 技 術 研 究 學 者 Herbert
Gleiter，獲頒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David Harilela Group行政總裁夏
大衛，則獲頒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
學位。

動漫節熱鬧煞科 黃昏仍見人龍

4傑出人士獲城大頒榮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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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收入逐世代下降
世代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不同年份的收入數字以2009/2010年度為基準，並按通脹調整
以作對比
資料來源：新論壇《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

出生年份

1964年至
1968年

1969年至
1973年

1974年至
1978年

1979年至
1983年

1984年至
1988年

1989年至
1993年

20歲至24歲每月
收入中位數*

未有統計數字

$13,158

$12,452

$11,148

$11,759

$10,860

25歲至29歲收入
較5年前增幅

不適用

45.6%

34.3%

37.6%

25.6%

不適用

天子門生「增產」月薪代代「減產」
中位數少20年前2000元 置業能力大插水

新論壇及新青年論壇去年中開始追蹤研究1993
年至2013年間持大學學歷年輕人及其相關收

入的數據，以每5年分一代，1964年至1968年出生
的人為第一代，如此類推，第六代是指生於1989年
至1993年者，至2013年計年齡為20歲至24歲，即
屬於畢業初期。研究發現，越年輕的大學畢業生，
剛畢業時起薪點中位數越低，由第二代（1969年至
1974年生）的逾1.3萬元，逐代下降至第六代不足
1.1萬元，跌幅達17%。大學生增薪速度亦減慢，第
二代大學生在畢業後五年間收入增幅有45.6%。但
第五代（1979年至1984年生）增幅降至25.6%，反
映在大學學歷普及下，對向上流動的作用大不如
前。

困境成因多 舊經驗勿硬套用
此外，現今世代的年輕人置業「上樓夢」更是愈來

愈難圓，年資帶來的收入增長遠遠落後於樓價升幅。
是次研究以新界一430呎單位的呎價比較，計算每一
呎佔大學生畢業初期每月收入中位數的百分比；在
1993年一呎呎價佔第二代月收入的33.5%，第三代則
為30%（1998年），第四代受惠於2003年沙士樓價
下跌，只佔19.4%，到第五代就回升至30.5%，至於

最年輕的第六代，以2013年樓價計，一呎呎價便佔
去其61.8%的月收入。
新青年論壇召集人鄧咏駿指，上述年輕人困境成因

複雜，除因大學學歷普及外，也與香港經濟增長放
緩、產業結構單一欠缺發展推動力有關，細節及相關
影響需待進一步研究。

新論壇倡推經濟多元化助「上流」
他亦提到，年輕大學生實際收入減、上流難等問

題，說明他們未必能靠個人努力，達到過往前輩畢
業數年後即可置業成家的目標，社會應進一步探討
及認識其問題，而非以過去的「大學生成功經驗」
直接套用在新世代身上，以減少世代間的矛盾。
新論壇理事陳偉強則直言，在未來4年至5年間上
述問題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並擔心如不改善，社
會動盪爭議會持續不斷，甚至引發類似「佔領」的
情況。
他建議政府從3個角度出發改善現況，包括檢討房
屋政策，亦要推動經濟多元化，為年輕人提供高科技
產業及物流業等更多職業選擇，同時也可於教育層面
入手，讓學生增強對職業導向的概念，避免人力資源
錯配的問題持續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高

等教育普及令大學畢業生持續增加，曾經

是社會「天之驕子」的他們不再矜貴，越

年輕的世代其整體「錢途」越見貶值。有

團體追蹤研究統計處過去 20 多年的數

據，發現在1993年至2013年間，20歲至

24歲大學畢業生經通脹調整後的薪酬中

位數，由 13,158 元大減 17%至 10,860

元。而在同一時段，大學生畢業5年間收

入增幅只得有25.6%，較其前輩低達20

個百分點，若引入樓價指數作分析，年輕

世代的置業能力更是急速插水。團體指，

年輕人難以「上流」困境涉及產業、房

屋、教育等層面，政府必須從推動經濟產

業多元化、檢視教育政策等多方面入手改

善，促進社會流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第7屆「少年太空人體驗
營」昨日在香港太空館舉行出
發儀式，30名獲選參與的本地
中學生將於本周五啟程到北
京，展開為期8日的訓練，其
間會密鑼緊鼓參觀中國主要的
航天及天文設施，參與各項太
空科學和航天科技講座，並有
機會體驗航天員的訓練課程。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勉勵各
學員透過這次航天體驗之旅，
學習航天員迎難而上、百折不
撓的精神，期望是次體驗對他
們學習和成長均有所啟迪。

200學生三輪甄選脫穎
「少年太空人體驗營」由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中華總
商會、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
心和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合辦，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協辦。體驗
營於今年5月展開招募並得到學
界熱烈支持，共有200多位來自
全港125間中學的學生參加。參
加者經過三輪甄選，包括天文
學和太空科學問答比賽、為期3
天的營前集訓和面試，最後選
出30名學生成為少年太空人。
今屆「少年太空人體驗營」
將於7月31日至8月7日舉行，
學員將會參觀中國主要的航天
及天文設施，參與各項太空科
學和航天科技講座，並體驗航
天員的訓練課程，包括「穿脫
航天服」、「心理訓練」、
「逃逸救生訓練」和「血液重
新分佈訓練」等。學員完成課
程後，將會參加課程考試和獲
頒證書。

劉江華冀同學悟迎難而上
「少年太空人體驗營」昨日在香港太空
館舉行出發儀式，主禮嘉賓劉江華在出發
儀式上表示，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一日千
里，希望「在為期8天的活動裡，同學可
以親身體驗航天員的訓練，與航天專家及
航天員交流，學習他們迎難而上、百折不
撓的精神。」他相信這次航天體驗之旅，
定必令同學大開眼界，對學習和成長均有
所啟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一連5天的香港動漫電玩節昨日
在一片熱鬧中閉幕，今年多個大型參展商均推出備受歡迎的
「重量級」產品，以致銷情普遍理想，有攤位依然大排長龍。
有參展商指今年銷情較去年倍增；亦有參展商減價後銷情「大
逆轉」；有內地參展商表示，重點在於宣傳產品而非銷售，香
港「粉絲」反應熱烈，效果斐然。
昨日為香港動漫電玩節的最後一天，仍有不少市民到會場內

購物、試玩或「趁熱鬧」，傍晚時分仍要排隊輪候才能進場。
昨日所見，雖然會場內人流明顯不及周六、日，但部分參展攤
如LEGO等仍要額外排隊入內；PlayStation全球首度公開試玩
的虛擬實境硬件「Project Morpheus」更需至少輪候兩小時。由
於參展商銷情普遍理想，「要錢唔要貨」等「大割價」求售的
情況並不多見，但亦有參展造以六折招徠，作「最後衝刺」。
LEGO市場部經理林穎琪表示，今年人流多於去年，銷情亦

較預期理想，部分產品亦早已售罄，有消費者更一口氣豪花6
萬元「掃貨」。PlayStation生產商SCEH的香港及東南亞市場
傳訊部助理總經理趙善盈指出，動漫電玩節前期望今年銷情較
去年有10%增長，實際情況亦十分理想，部分消費者一口氣以
逾萬元購買多部主機，相信與10%增長的預期相差不遠。

「萌」系滑鐵盧 被迫減價
不過，有日本公司首次參展並主力售賣動畫「萌」系列周邊

產品，銷情卻不甚理想。公司負責人石川雅章指出，減價後銷
情才稍佳，但他指今次參展主要是希望招募銷售代理，負責香
港及內地的銷售事宜。
在場內售賣自己原創設計T恤的彭先生表示，首兩天銷情一
般，昨日首兩小時亦只賣出兩三件，但其後將原價128元及
148元的貨品一律減至100元發售，再在攤位上方貼上大型減
價告示，即時「做到唔停手。」他透露，5天攤位租金約7萬
元，料扣除成本約淨賺4萬元至5萬元，但明年是否繼續參展
則要再考慮，「澳門的租金較便宜，3天已可除本賺4萬至5
萬元了。」
香港電子競技有限公司在場內宣傳網絡實時戰鬥遊戲《英雄

聯盟》，吸引不少青年圍攏，攤位內售賣的T恤、風褸及吊飾
等周邊產品亦大賣。有職員指出，5天展期合作賣出近800件T
恤，部分產品即使「補貨」亦已沽清，但小部分仍未售罄的貨
品則於昨日減價促銷。

《英雄聯盟》角色膺cosplay賽冠軍
《英雄聯盟》大受兩岸三地歡迎，連帶cosplay大賽亦有不少

組合以遊戲內的角色參賽。楊毓晴及鄭家龍便以遊戲內角色
「希瓦娜」及「蓋倫」攜手奪得今屆冠軍，他們用了數個月時
間構思及設計比賽的服飾及排練表演。楊毓晴指出，單是化妝
品便需花上兩小時，但十分享受整個比賽過程帶給她的樂趣。
鄭家龍則指出，愛上《英雄聯盟》這遊戲約兩年，亦深信只有
更了解角色的性格與動作，才會有更佳的演繹。

LEGO砌出「理想家居」治療師「建築賽」摘桂
LEGO積木對不少成人、小童而言，可說是

「歷久常新，樂此不疲」。LEGO每年均在香
港動漫電玩節會場內舉行「樂高建築師大
賽」，並由公眾投票選出至愛，不少主題更與
港人生活息息相關，包括今年的「理想家

居」。本身是一名物理治療師的陸國恒便以「立體室內設計
雜誌」奪得今屆青少年及成人組冠軍，並稱「理想家居」是
反映為下一代生活創造有利條件的理想。

花了約100小時完成作品的陸國恒指出，不少人裝修家居
前，都會翻看很多室內設計雜誌以搜集資料，「我的作品以

『立體室內設計雜誌』的概念創作，算是勾起我與太太的回
憶。」他又指出，由於要向外展示室內設計的部分，故首次
在作品內加入了燈飾，「砌這個作品唔難，反而燈光的走線
更花心思，但效果令人滿意。」他又說，喜愛LEGO原於其
十分着重創意，與友人一起創作的過程亦十分開心。

現年11歲的鄭嘉晉則花了約一星期時間，以作品「快樂
滿屋」奪得兒童組的冠軍。玩LEGO積木約3年經驗的他
表示，由於十分喜歡汽車，故作品內便用了不少汽車作題
材，但笑言「這個家居很難實體化，唯有在 LEGO 中尋
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有首次參展的內地展商大受香港「粉絲」歡迎。
梁祖彝 攝

■3位少女coser舉起「求包養」的紙牌。
梁祖彝 攝

■PlayStation全球首度公開試玩的虛擬
實境硬件「Project Morpheus」更需至
少輪候兩小時。 梁祖彝 攝

▲賽車遊戲配備充足，玩家恍如開真
車。 梁祖彝 攝

▶楊毓晴(左)及鄭家龍以《英雄聯盟》
角色「希瓦娜」及「蓋倫」齊齊奪得今
屆cosplay比賽冠軍。

聶曉輝 攝

■陳智思
城大供圖

■鄭崇華
城大供圖

■Herbert Gleiter
城大供圖

■夏大衛
城大供圖

■「少年太空人體驗營」出發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陸國恒以「立體室內設計雜誌」奪得今屆青少年及
成人組冠軍。 聶曉輝 攝

7月28日(第15/087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7月30日

頭獎：-
二獎：$1,406,640 （1注中）
三獎：$61,490 （61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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