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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氣流影響 空污「爆錶」

公僕「筍工」高薪 吸七成大學生
投考「鐵飯碗」有增無減 三成半人擇業首選

成績非決定成就「永不放棄」建未來

TSA不可怕 多溝通做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近期颱風影
響，本港天氣近日十分酷熱，即使雪糕冷飲齊
出動也難以消除暑氣。昨日環境保護署錄得甚
高至嚴重的空氣污染水平，大部分一般及路邊
監測站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錄得高達10+最高水
平，空氣污染指數一度「爆錶」。維多利亞港
在烈日照耀及渾濁空氣下，猶如被煙霧籠罩。
受到颱風「納沙」下沉外圍氣流影響，昨

日本港天氣晴朗，十分酷熱，而充沛的陽光
有利光化煙霧現象，令臭氧在區內迅速形
成，因而使珠江三角洲區域內臭氧水平上
升。特別在巿區部分地區及路邊，較高的臭
氧水平加速了二氧化氮形成，令空氣渾濁，

能見度大幅降低。

部分時間錄得10+嚴重水平
根據18區路邊監測站數字顯示，本港各區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風險全日維持在8-9水
平，程度屬甚高；更有部分時間錄得10+嚴
重水平。昨午4時，葵涌、元朗、屯門、東
涌、大埔和沙田，6個一般監測站，還有銅
鑼灣及旺角路邊監測站，空氣質素惡化至最
高的10+水平，健康風險達嚴重級別。

沙田錄得37度高溫
另外，本港昨日多區錄得超過31度高溫，

沙田更錄得37度高溫，較打鼓嶺更熱，而跑
馬地、元朗及深水埗亦達35度。
酷熱天氣加上惡劣空氣水平，環境保護署

呼籲市民注意健康，兒童、長者及心臟病或
呼吸系統疾病患者，應盡量減少或避免體力
消耗及戶外活動。一般市民應減少或盡量減
少戶外體力消耗，以及減少在戶外逗留時
間，特別在交通繁忙地方。
從事體力勞動戶外工作僱員的僱主，應

評估戶外工作風險，並採取適當預防措施
保障僱員健康，如減少戶外體力消耗和在
戶外逗留時間，及採取適當預防措施保障
僱員健康。 ■昨日空氣渾濁，能見度大幅降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浸大傳理學院媒體及社會傳播課程去年
11月在8大飯堂隨機訪問799名大學

生，以了解其畢業後就業意願。結果發現，
68.9%人指，有興趣投身公務員行業，為調
查中眾行業之首；隨後為文化及創意產業
（52.5%）及教育界（51.2%）。
另外，近年新興創新科技業、環保產業

等，亦有較多大學生感興趣，兩者分別有
45.2%及36.6%選擇，較傳統的專業工商支援
服務業，如會計/市務（35.9%）及金融
（32.8%）更受歡迎。

48.2%人主動搜公僕資訊
除了最多人感興趣外，公務員亦是較多大學
生（35.2%）擇業首選，更有48.2%人主動搜
索公務員工作資訊，亦有35.3%已為投身公務
員作準備，數字遠高於公務員人數佔總勞動人
口比率（約4.2%）。受訪大學生普遍認同，公
務員工作條件良好，包括薪酬待遇較高，工作

性質穩定。他們認為公務員起薪點、工時要求
及薪酬調整安排較私人市場為佳。

涉「追求社會地位」考慮
研究分析工作待遇評估、自身能力評估、社
交圈子等因素對大學生求職影響，發現有意申
請公務員職位的大學生，主要看中其薪酬待遇
高；工作求穩定因素則對求職意願無明顯影
響。研究亦顯示，大學生想當公務員亦涉及
「追求社會地位」考慮。由於公務員待遇佳而
多人競爭，整體社會風氣傾向認同是「筍
工」，部分能力較高且較受親友影響就業方向
的大學生，傾向選擇投身公務員行列。
研究團隊指，大學生追求公務員優厚薪

俸，反映他們對私人就業市場看法相對悲
觀。隨着公務員「筍工」形象更見明確，漸
漸形成動力，推動對自己能力較有信心的大
學生以公務員為求職意願，而不是在私人市
場「闖一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本港投考公務員「鐵飯

碗」人數近年有增無減，以

去年為例，報考人數便多達

1.9萬名，數字為近十年來

最高，包括不少應屆大學畢

業生。浸會大學調查發現，

近七成大學生表示有意報考

公務員，比率為各行業及工

種中最高；更有三成半人表

明對投身公務員最感興趣。

受訪學生普遍認為，公務員

薪酬待遇較高且工作性質穩

定，屬「筍工」首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雖然
正值悠長暑假，但社會仍然關心不同
教育議題發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
日為升中生適應活動「永不放棄同學

仔2017」主持畢業禮，有學生向其表
達對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關注。
他回應指TSA其實不可怕，很多學生
考完仍然健康快樂，局方未來會就議

題與持份者溝通，令評估做得更好。
他主動提到，希望盡快落實高鐵
「一地兩檢」，方便學生到內地不同
地方參觀交流，更深入了解國情。
活動後，楊潤雄被問及副局長人選，

他重申，政府希望揀選合適者擔任這
位置，適當時候會盡快公佈。有關立

法會已通過的36億元教育新資源撥款，
他表示，局方已向全港中小學發出通
告和開班信，學校獲得資訊後正在準
備，以及處理請人工作。
至於自資學士學位課程資助方面，

楊潤雄指，局方與自資專上學院方面
討論後，詳細計劃很快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早前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陳帆提出資助社企辦「合法劏
房」，以紓緩基層市民住屋窘境。市建局昨
日表示，會把位於旺角豉油街安置大廈14
個單位租予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由社聯及其
合作機構推行「過渡性社區房屋」試驗計
劃，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過渡性住屋。
日前有報道指，有機構租出14個空置單

位予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將發展成過渡住
房，已經與業主簽訂兩年租約，並引述消息
指單位均來自旺角豉油街市建局安置大廈。

選居住環境惡劣等公屋者
報道引述社聯業務總監黃健偉指，已獲確

認承租位於旺角的14個單位，估計可以出
租予17戶家庭或個人住戶，部分住戶可能

要共用廚房。租金參考綜援公營房屋及私人
房屋資助津貼釐定，月租約2,000元至7,000
元。
報道又說，社聯上周已發信邀請社福機構

參與計劃，挑選有需要的人租住過渡住房，會
選擇居住環境惡劣、正輪候公屋或居屋者。

面積由370呎至420呎

市建局昨日回應查詢指，為善用資源，
市建局早於數月前與社聯商討，計劃把位
於旺角豉油街 12 號內 14 個單位租予社
聯，由社聯及其合作機構推行一項「過渡
性社區房屋」試驗計劃，為有需要的人提
供過渡性住屋。該14個單位面積由370呎
至420呎，市建局參照其轄下安置單位租
金釐定準則，以有關單位應課差餉租值百
分之五十作為租金租予社聯，租約期兩
年。
另一邊廂，有報道引述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何喜華說，近半月有多名善心業主主動接洽
社協，表示可提供200個至300個空置單位
平租給基層，更有業主形容可協助在空地上
建貨櫃屋給基層暫租。他指社協已接收逾20
個單位，分佈於旺角、土瓜灣、九龍城等，
正籌募捐助為單位翻新。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上任之初提出資助

社企租用唐樓單位，分間成安全及衛生的
「合法劏房」，計劃最快今年內推出。陳帆
指此舉希望由政府牽頭感染社會人士，共同
紓緩有需要市民的居住窘境。

社聯承租「過渡屋」 月租最平20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議題遭政
客政治化，是香港當下面對的其中一大問題。
經常發表有違基本法言論及觀點的「香港眾
志」秘書長黃之鋒等，近日突然變身「基本法
專家」，更舉行記者會無理指控教育局已出版
多年且多次優化的基本法教材「偏頗」，要求
當局收回。教育局回應指，教材本着公開、專
業和認真的原則製作，過程中獲法律顧問及前
線教師意見，協助學界專業地推行基本法教
育。局方對教材內容遭斷章取義、曲解及政治
化表示遺憾。
有關「憲法與《基本法》」教材近月以簡報

形式上載教育局網頁，但並非新編訂，內容主
要參考2011年推出、2015年訂正的「明法達
義──《基本法》學習教材套」更新優化而制
定，並早已供全港學校選用。不過，黃之鋒等
近日突然指控教材「洗腦」及「偏頗」，昨日
更舉行記招會要求教育局收回教材。
黃之鋒等聲稱，教材9個單元中，不少內容

存在「意識灌輸、迥（迴）避實況、含混其
詞」、「抹殺歷史事實」等情況，如教材中透
過卡通人物對話，淡化「中國大陸（內地）」
人員來港執法「嚴重性」，與現時政府力推的
「『割地』兩檢」高鐵安排「不謀而合」，稱
教材將令學生甚至教師「錯誤地理解公民權利
的概念」、「香港的政治歷史及現況」，進而
把香港下一代「馴養成順民」。

獲法律顧問意見 確保準確不偏頗
教育局回應指，對教材內容遭斷章取義、曲

解及政治化表示遺憾。當局強調，教材多年來本着公開、
專業和認真原則製作，過程中獲不同法律顧問提供意見，
並有來自數十所學校的前線教師參與，以及曾諮詢律政司
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以確保內容準確及不偏頗。
局方強調，教材以探究式教學活動設計，載有正反論點
及立場，以啟發學生思考和探究精神，編制教材時教育局
亦會聽取學者及教師意見作出優化，務求教材適切師生需
要，教師也一直專業地運用局方教材及其他教學資源，推
行基本法教育。
教育局重申，基本法是香港享有「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獨特優勢的基石，讓學生認識及遵
守基本法，一同建設未來社會，有助維持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何玉瑩）
隨着大學聯招結果公佈日即將來臨，
「永不放棄同學會 2017」已來到尾
聲，昨日就是一班第十六屆同學的畢
業典禮。13個星期的活動及訓練中，
他們表示獲益良多，在導師麥潤壽悉

心教導下，得到實用知識，更令心靈
有所得着。昨日藉着典禮，他們以整
齊劃一的表演答謝麥sir的教導。畢業
禮簡單而隆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和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以及浸會大學校長
錢大康均出席，並擔任主禮嘉賓。

張建宗：13星期經驗惠63年

張建宗表示，教育一直是政府側重
的一個範疇，教育是香港未來發展的
一項重要投資，只有令香港年輕人受
到良好教育，才能建造更好的未來。

不過，他認為成績不好並非罪過，
教育亦並不僅僅拘泥於成績好壞。對
於「永不放棄同學會活動計劃」而
言，13個星期累積而來的經驗，足以
令學生受益整整63年。他透露，現時
多名高官都是從「毅進展翅計劃」出
身，因此成績並不能決定成就。
他續說，「永不放棄同學會」令學
生學懂犯錯而知錯，更重要是學懂改
過。他認為，做人要願意承擔才有成
就。他勉勵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
通、勇於創新、敢於嘗試」。

錢大康籲家長放手孩子成長
浸大校長錢大康向畢業生分享對大學

生活的看法，勸勉家長「放手」讓孩子
成長。他表示，大學教育宗旨是讓學生
懂得「自立、自學、自主、自律」，課
堂給予的知識只佔大學不足50%，其他
都要靠學生自己爭取。家長角色在大學
階段已經顯得不再重要，他呼籲家長及
早適應，更笑言應像特區政府那樣採取
「積極不干預」政策。
昨日畢業禮全程由畢業生主持，他

們感激麥sir嚴厲的教導，亦感激自己
每次被罵後的反思讓自己成長。
在畢業現場，他們以手語演唱《十
年》，感激同行夥伴扶持。13星期訓
練中，他們曾經「兵分兩路」到海南
文昌及儋州交流，創造了很多歡樂回
憶，同學更把這些回憶剪輯成一段10
分鐘短片在現場播放，喚起他們心中
對同學會的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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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永不放棄同學會2017畢業典禮」，眾人歡呼。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浸會大學調查發現，近七成大學生表示有意報考公務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