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上流真基層」副學士薪低
逾六成月入低於中位數1.47萬 社聯倡檢討教策增職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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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學歷劃分各工資群組
年輕成人(20歲至34歲)比率

學歷

月薪低於中
位數一半

月薪等於中
位數一半至
低於中位數

月薪等於中
位數至低於
3萬元

月薪3萬元
或以上

註：2014年工資中位數為1.47萬元

資料來源：統計處「2014年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社聯
製表：記者 陳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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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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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上
非學位

3.1%

60.6%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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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

1.1%

25.9%

47.8%

25.1%

特首大筆一揮 教大修成正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教育大學十年正名之路今

日終於衝過終點。昨日，該校一眾管理層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等聚集行政長官辦公室，見證特首梁振英簽署立法會日前通過
的《2016年香港教育學院（修訂）條例草案》。特區政府今日
會刊憲公佈條例草案生效，讓原有的教院更名為香港教育大
學，成為本港第十所大學及第八所公帑資助大學。
教院正名大學過程幾經波折，早在2007年，該校便首次提交
正名申請。不過，教資會國際專家報告回應指，該校應先擴闊
學科類別及提升研究實力，建議政府向該校增撥資源，開辦教
師培訓以外課程，並招收研究式碩士及博士生。
隨後多年，教院逐漸累積學術成果，至去年底終獲教資會認
可，建議向該校授予大學名銜，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則於
今年初批准建議，隨即啟動立法程序。

教大管理層「圍觀」見證
5月19日《教院（修訂）條例草案》獲立法會三讀通過，根
據程序，法案須經行政長官簽署，並透過刊憲公佈才能生效。

昨日教大管理層，包括校長張仁良，副校長黃敏兒、呂大
樂、李子建，校董會主席彭耀佳，以及吳克儉、前教院校長兼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資會主席唐家成等，到行政長官
辦公室見證梁振英簽署條例草案。

政府憲報今公佈更名教大
梁振英簽署前，在席上致辭時表示，教院得以正名，有賴教
育局、教院校董會、校長等管理層多年來的努力，以及得到社
會支持和認同。
他又指，這次是近十年以來，首次有專上院校正名為大學，

因此是專上院校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同時他向教院師生送上祝
賀和支持。
彭耀佳指簽署儀式代表教大新開始，教大正名後將繼續秉承教
育為本的核心使命，發揮獨有優勢，培養準教師及社會人才。
政府憲報今日公佈教院更名為教大，彭耀佳和張仁良會於校

內主持校徽揭幕儀式，並舉辦慶祝會，邀請師生及校友見證歷
史時刻。

■■吳克儉吳克儉、、張炳良張炳良、、彭耀佳彭耀佳、、張仁良張仁良、、唐家成唐家成、、
黃敏兒黃敏兒、、呂大樂和李子建見證特首簽署草案呂大樂和李子建見證特首簽署草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大埔劍橋護老院去年發生
「長者露天脫光排隊等洗澡」事件，全城震驚。有報道指，該
護老院將於今年7月易手，易名「森林護老院」，而護老院原
本不獲續約的2樓及3樓亦會重新開業。

社署：2樓3樓未申新牌
社署昨日證實，安老院牌照事務處已收到大埔劍橋護老
院地下C1舖及1字樓全層安老院經營者，根據《安老院實
務守則》規定，申請轉換持牌人及更改安老院名稱。
該安老院種類及牌照容額不變，牌照處正按既定程序審
批申請。不過，社署並無收到上址2字樓及3字樓經營安老
院的新牌照申請。
社署表示，轉換持牌人及更改安老院名稱申請，不涉及安老

院停止營運或住客搬遷安排，牌照處已提醒經營者需要就有關
轉變通知住客。
根據目前機制，牌照處批出牌照前，四個專業隊伍督察會分

別到該院突擊巡查，確保院舍屋宇安全、消防安全、保健衛生
及管理安排均符合發牌要求；所有新發牌照有效期一般而言不
會多於12個月。
即使院舍轉換持牌人，牌照處處理該申請時，會考慮安老院

過去表現及違規記錄，若該院對上一次牌照期有違規記錄，牌
照處會根據風險管理原則加強巡查，以保障長者住客福祉；違
規記錄會存案於新發牌照安老院違規記錄。
該安老院2015年6月至今並無違規記錄，該院最後一次被發

現違規是在2015年5月，涉及在牌照範圍內經營店舖；過去一
年牌照處對該院共進行17次不同範疇的巡查。

護老院7月易手
「大埔劍橋」變「森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飲食業工時長，從
業員出現勞損情況相當普遍。港九勞工社團聯會調
查發現，83%受訪飲食業僱員認為，肢體勞損問題
影響工作表現，當中半數更形容「影響明顯」。勞
聯指出，勞工處《僱員補償條例》逾十年未更新，
「肩頸背」及下肢部分痛症未納入條例，促請政府
盡快修訂。
勞聯由去年8月起，以問卷訪問322名飲食業僱員，

發現多達83%受訪飲食業僱員認為，肢體勞損問題影
響工作表現，當中半數形容為「影響明顯」；10%曾
需要請假休養，另有7%指嚴重至影響基本生活。受訪
僱員平均月入13,900元、每周工作5.5天、每天工時8.9
小時，而每天工作中平均站立7.5小時。
受訪者勞損程度最大的部位是肩膀及腰部、其次

為頸部與膝蓋；不同工作崗位的員工，勞損肢體部
位不一；站立時數愈高，手腕、手臂及小腿勞損情
況愈嚴重。
現年56歲的鍾先生已入行40年，近廿多年來從事

「爐頭」崗位，長期左手拿鑊、右手拿鏟，食指早
已腫脹變形，兩指形狀不一。
年多前，鍾先生更因半月板勞損而要做手術，幸

自己任職大公司可獲賠償，但不少任職小型酒家的
員工，即使面對同樣情況亦毫無保障。

林振昇盼賠償「肩頸背」痛症
勞聯副主席林振昇昨日指出，去年共有1,396名

飲食業僱員因肌肉痛症到職業健康診所求診，但只
有22人獲確診為腱鞘炎可獲賠償。
他指勞工處《僱員補償條例》逾十年未更新，所

涵蓋的52種職業病未有與時並進，如與肢體勞損
有關的病症寥寥可數，促請政府盡快修訂，把「肩
頸背」及下肢部分痛症被納入條例，並以5年至10
年一次定期修訂條例。

譚金蓮冀仿歐美做法
勞聯社會事務主任譚金蓮補充，亞洲其他國家以至歐美，

均會把多各種肢體勞損列入職業病補償類別，但港府過去一直
以「無法斷定勞損與工作有關」而拒絕，現階段亦只得指引，
建議僱主定時讓員工休息，不過無法確保僱主有遵循。
她指肢體勞損可預防，要求職業安全健康局向飲食業加強

宣傳，改善不理想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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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先生（左一）、林振昇（左二）、譚金蓮（右一）。
陳敏婷 攝

社聯分析統計處「2014年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數
據，發現53%（約46萬人）20歲至34歲青年收

入未達當年工資中位數1.47萬元。按學歷劃分，近
64%專上非學位學歷者月入低於工資中位數，比率僅
比高中學歷者少10個百分點。
同時，年屆30歲至34歲的專上非學位學歷者，

仍有近37%月入低於工資中位數。至於持學位者，
25歲至29歲及30至34歲組別，亦分別有31%及
11.5%月入低於工資中位數。

專上學歷大增 月入2萬比率減
社聯又比較相隔10年間的統計處數據，發現持專上

學歷程度比率由2001年13.4%，上升至2011
年23.9%，但月入2萬元以上比率卻由58%降
至 55.4%；同期甲類物價指數則上升了
11.2%，反映實質工資下跌幅度更大。
據2011年數據，父母收入為最低的10%
群組，子女升讀大學比率僅19.7%；而父
母收入為最高的10%，子女讀大學比率達
47.3%，差距甚遠，反映家庭經濟背景與子
女升學有關。

倡增資助大專學位惠貧生
蔡海偉表示，數據反映副學士等大專生收入相當低，

即使畢業5年至10年後仍未見明顯改善，質疑副學士
學位與市場需求出現偏差，加上某些學院收生門檻較
寬鬆，學生畢業後水準或仍未達僱主要求，認為當局
需要檢討。港府近年開始推廣職業培訓課程，蔡海偉
認為是「對的方向」，有需要繼續增加。

他又指，大專學額增加卻無助改善收入，社會出
現「假上流、真基層」情況；家庭經濟愈好，子女
升讀大學比率愈高，亦只會衍生跨代貧窮問題，長
遠會增加社會怨氣。
蔡海偉促請政府增加資助大專學位，並增加對貧

窮學生的資助，讓更多基層市民升讀大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婷）港青學歷愈來愈高，薪金

卻不升反跌。社聯分析統計處

2014 年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數

據，發現逾60%專上非學位學

歷者，月入低於工資中位數

1.47萬元；即使已工作10年，

仍有近40%未達工資中位數。

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指出，即

使近年大專學額增加，但無助

改善收入，社會出現「假上

流、真基層」情況，促請港府

檢討副學士政策，改為增加職

業培訓課程。

■蔡海偉促請當局檢討副學士政策。
陳敏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人力資源管
理學會昨日公佈最新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去年下半
年整體平均僱員流失率為10.4%，較去年上半年
10.8%流失率輕微下跌0.4個百分點。
此外，平均就業空缺在2015年下半年達6.5%，
較2015年上半年上升0.5個百分點。在經濟不景氣
下，有意於今年上半年增加招聘的企業僅得
19.4%，較去年同期大跌7.3個百分點；表明會減少
招聘的企業比率，亦由去年同期的2.3%大增至
6.5%。
學會自2002年開始，定期進行每半年一度的人

力數據調查，以了解香港勞動巿場僱員流動情

況。是次調查於2016年2月進行，參與機構有93
家，合共聘用近12萬名全職僱員。去年下半年，
僱員流失率最高行業為建築/物業發展/房地產
（24.8% ） ； 最 低 行 業 為 電 力/煤 氣/汽 油
（2.1%）。按僱員職級劃分，文職/前線人員流失
率最高，錄得14.2%。
另一方面，去年下半年職位空缺率最高行業為零

售（14.2%），最低行業為商業服務/專業服務
（0.8%）。
按僱員職級劃分，文職/前線人員職位空缺率最

高（7.6%），而主管級員工及主任職位空缺率則最
低，只有3.8%。

去年下半年職位淨增長下降
去年下半年職位淨增長為4.1%，較去年上半年下

降0.7個百分點，按年增長則為1.6個百分點。香港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李志明表示，調查顯示，在
香港經濟下行及失業率輕微上升情況下，不同級別
僱員對轉工趨向審慎，亦反映香港經濟放緩對企業
及職位增幅產生的負面影響。
他又指，中國內地旅客人數下降、強港元、投資市

場動盪，中國經濟增長下調，以及環球需求疲弱，繼
續成為影響人力資源重要經濟因素，受影響行業包括
旅遊、零售、餐飲、住宿服務和出口貿易。

企業上半年招聘減 轉工審慎

老保安好腳力 追三條街擒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保安
工作講求眼力與體力，既要一眼關七留
意環境，亦要有雙鐵腳四處巡邏，甚至
協助捉賊。元州邨保安主管劉細弟去年
3月懷疑一名男子上門淋紅油，於大堂
查問期間，對方突然奪門而出。劉細弟
雖已屆61歲，但憑着鍥而不捨的精
神，追足三條街，最終與趕到現場的警
方擒獲對方。昨日他與奧海城保安馮佐
榮一同奪得「2015年度西九龍最佳保
安服務選舉」銀獎。

膺西九最佳保安銀獎
劉細弟昨日憶述時表示，當時查問
該名神色緊張的男子是否住戶，對方卻
扮講電話支吾以對，隨即推開他逃走。
當時一直緊追對方的劉細弟笑言，「正
當追到差不多投降時，警察就來了」，
估計由於平日勤做運動，因此追得上。
劉細弟早前亦獲頒「好市民獎」及「模
範保安員獎」。
劉細弟未入行前從事三行，之後轉
職保安至今約12年，最初入職只負責

巡邏。他相信後來「上司認為我做得不
錯」，於是提拔他成為保安主管。他又
表示，行業愈來愈多年輕面孔是好事，
「始終年輕人有魄力，願意負責任；倒
是年紀大的保安，不少抱着消磨時間的
心態」。他建議入行新保安要與居民保
持良好溝通，彼此才能相處融洽。
現年25歲的奧海城保安馮佐榮，去

年9月接獲同事通知，有男子涉嫌於
超市內高買，並由海庭道出口逃往櫻
桃街方向。馮佐榮熟識現場地理環
境，再加上記得對方衣着特徵，迅速
發現並截停該男子，當時遇到激烈反
抗，幸好同事及警員趕至。他指香港
高樓商場林立，物業管理前景好，自
己亦看到前景。
為了嘉獎表現出色的保安員，西九

龍總區警署昨日舉辦「2015年度最佳
保安服務選舉」，並在1,259個提名中
頒發791個獎項。冠軍得主韓智偉為酒
店保安，由於其協助的個案進入司法程
序，因此未能透露詳情。銀獎得主有兩
位、銅獎得主有三位。

■西九龍總區
警署舉辦「最
佳保安服務選
舉」。

翁麗娜 攝

■ 劉 細 弟
（左）與馮佐
榮（右）一同
奪 得 「2015
年度西九龍最
佳保安服務選
舉」銀獎。

翁麗娜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