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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忞）國際高等教育及人力資源
研 究 機 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日 前 公 佈 本 年
度「全球大學畢業生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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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生就業能力全球列二十
中大城大浸大同上榜 清華排第十膺「亞洲一哥」

排名」，在全球 500 所大學之
中，亞洲區以清華大學排名最
高列第十，但排名比去年下跌
7 位。香港以香港大學排名最
高，位列第二十位，較去年跌
2 位，中文大學則排第七十七
名，而城市大學和浸會大學亦
榜上有名。
為全球500所參與是次排名榜
的大學，檢視其畢業生就業能
力，主要以5個指標，包括全球超過3
萬名僱主評價、與僱主合作夥伴關
係、僱主與學生之間聯繫、校友成就
及畢業生就業率等作評核。
在全球大學之中，以美國史丹福
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及哈佛
大學分列首三位。排名最高的亞洲
大學則為第十位的清華，隨後的東
京大學排第十四，港大則排第二
十。在各分項中，港大「畢業生就
業 率 」 的 指 標 評 分 最 高 ， 有 98.5
分，「與僱主合作夥伴關係」則有
96.9 分 ， 而 「 僱 主 與 學 生 之 間 聯

QS

繫」為 95.5 分。
其他港校方面，中大則以總評分
61.4 分排第七十七位，比去年不入百
強有進步，而城大及浸大亦分別上
榜。

畢業生就業能力全球排名（部分亞洲院校）
■ QS 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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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港校輔助就業待增強
負責排名的 QS 研究總監 Ben Sowter 表示，香港各大學於整體大學排
名成績佳，學術上非常有競爭力，但
當只計算就業能力似略為遜色，反映
港校「在輔助學生就業能力方面還有
更多工作要做」。
他引述近期有報道指香港職場面對
人才短缺的情況愈來愈嚴重，研究結
果亦顯示，與僱主有較多合作的大
學，更可能取得成功，認為港校可進
一步加強與僱主加強合作，發揮關鍵
的社會影響力。
港大回應指，該校一直致力為學生
提供優質教育，在教學、研究及知識
交流等多方面力求卓越。

獵頭人：內地生語文勝港生
資深獵頭人、企業培訓顧問張慧敏
認為，在上述排名中內地名校畢業生
就業競爭力普遍較港校更高，很大程
度反映實況，因在職場所見，他們的
語文及學習能力都較港生高，而英文
能力不遜於港生，甚至比港生更「肯
講」。

對於即將投身社會或將參與實習
的學生，她提醒應抱着虛心學習的
態度，不要怕苦悶，學好基本功，
亦要珍惜機會，摒棄「交差」心
態，同時要以禮待人；不應單以薪
金作為覓工標準，若對工作有興
趣，未來自然有升職或加人工的機
會。

大學生職缺升四成 今年易搵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人力資源公
司 ManpowerGroup 昨日公佈今年第四季「就
業展望調查」，未來 3 個月就業展望指數為
17%，連續第四季錄得升幅，顯示香港僱主未
來一季增聘意慾仍然樂觀，當中以服務業僱主
增聘意慾最強。790 名受訪本港僱主的招聘意
慾，較上季及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上升 2 個
及 5 個百分點。此外，現正處於畢業季，大學
畢業生職位空缺數目較往年有 30%至 40%升
幅，當中金融、銀行、資訊及科技行業聯招數
目增多，畢業生找工作易過往年。
受訪的 790 名僱主中，20%計劃未來 3 個月

增聘人手，3%表示會縮減人手，76%表示不
會調整員工人數。受訪 6 個行業中，服務業僱
主增聘人手的意慾最高，就業展望指數達
21%，與上季相若，較去年同期上升 3 個百分
點。

兩成僱主擬增聘人手
金融、保險及房地產業就業展望指數為
20%，僱主招聘意慾與去年及上季相比，分別
上升 6 個及 2 個百分點。採礦及建築業就業展
望指數為 19%，較上季增加 2 個百分點；批發
及零售業錄得就業展望指數 12%，較去年同期

及上季上升 3 個百分點；製造業就業展望指數
按年升4個百分點至7%。
受惠於全球經濟改善，全球貿易環境轉好。
運輸及公共事務業僱主的招聘意慾為 9 年來最
強，就業展望指數 19%，分別按季及按年升 5
個及4個百分點。
ManpowerGroup 大中華區高級副總裁徐玉
珊昨日表示，按年比較，6 個行業僱主招聘意
慾均見改善，當中以金融、保險及房地產業最
為突出，錄得6個百分點的顯著升幅。
她續說，現時香港約 10 萬名保險從業員，
80%屬前線員工，但風險師、精算師等後勤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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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處於人手短缺狀態，帶動金融行業的招聘意
慾顯著改善。
同時，現正處於畢業季，大學畢業生職位空
缺較往年有 30%至 40%升幅，當中以金融、銀
行、資訊及科技行業聯招數目增多，畢業生找
工作易過往年。徐玉珊指出，本港失業率維持
在 3.1%，接近全民就業，未來一季，多個行
業僱主招聘意慾增加，卻同時面臨人手短缺問
題，僱主提升薪資待遇的機會增加。

IT起薪達1.5萬贏大市
當中IT行業人才緊缺，IT專業大學畢業生起
薪可達1.3萬至1.5萬元，其他行業是1萬至1.4 ■徐玉珊表示，按年比較，6 個行
萬元。而譬如程式開發員、雲端應用、大數據 業僱主招聘意慾均見改善，當中以
分析等職位面對較大人手短缺壓力，促使本港 金融、保險及房地產業最為突出。
僱主增聘更多內地或海外員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嚴正聲明
香港各大院校中所謂「民主牆」上，不斷貼出宣揚「港獨」標語大字報，肆無
忌憚地挑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底線，對於這種利用院校所謂「學術自由」、
「言論自由」宣揚顛覆國家的卑劣言行，本會堅決反對和譴責並鄭重聲明：
(1) 絕不允許背棄祖宗之徒，利用「學術自由」、「言論自由」作為幌子，將院校作
為「反華基地」，公然宣揚顛覆國家的言行，必須立即遏止。
(2) 「港獨思想」絕非所謂「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範疇之內，利用所謂「學術
自由」、「言論自由」宣傳「港獨」言論，是污蔑「學術自由」、「言論自由」
的卑鄙行為，必須立即制止。
(3)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任何分裂國家及領土完整的行徑，是絕對不可能得
逞，必須予以最嚴厲譴責。
(4) 廣大愛國愛港的院校師生，必須挺身而出，自覺與那些「港獨分子」劃清界線，
堅決抵制，不受那些損害院校和正義師生之譽的害群之馬所累。
(5) 要求香港政府，各大院校，必須正視問題的嚴重性及危害性，採取必要措施，嚴
肅制止校園內宣揚「港獨」的囂張氣焰，維護國家主權，維護「一國兩制」的實
施。必須在中、小、大專院校，大力推動國民教育，提高國民意識，培養學生國
家民族意識和愛國愛港情操，保證香港長期安定繁榮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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