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成民眾憂大學生畢業即失業
台教團調查：高教問題多 品質平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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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萬人赴海外工作 台勞動力「入不敷出」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昨天舉行「高等
教育重要議題（上）民意調查」 發

表會，基金會於7月19日至21日針對年滿
20歲民眾進行電話抽樣訪問，有效樣本數
1,069份，在95%信賴水準以下，正負抽樣
誤差值為3個百分點。
調查指出，民眾感到憂心的高教問題，
包括學生缺乏國際競爭力（78.3％）、大
學和產業需求脫節（77.7%）、大學品質
平庸化（76.5%）等；58.8%受訪民眾擔心
教育造成階級化現象，78.3%民眾認為政
府應該用經費補助弱勢生。

調查也顯示，80.6%民眾認為大學生畢
業即失業的問題很嚴重，67.1%民眾認為
大學優秀教授外流問題很嚴重，75.9%民
眾擔心高科技人才被大陸高薪挖走，
89.1%民眾認為政府應加強人力規劃功
能，並將之作為大學科系設置的依據。

當局忽視人力計劃致供需失調
台大校長遴選紛擾多時，也讓大學自治

議題受到關注，調查指出，67.1%民眾贊
同大學自治權力的行使必須接受法律（合
法性）監督，而大學選出的校長人選如有
適法性疑義時，69.5%民眾認為教育事務
管理部門要監督審核，決定是否聘任。
基金會董事長黃昆輝表示，從民調結果

可看出民眾對高教問題的憂心，過去政府
重視人力規劃，嚴格控管科系調整，但現
在不再重視經建和人力計劃，導致出現供
需失調、學用落差等問題。
嘉義大學特約講座教授楊國賜認為，高

教要有新的突破和前瞻規劃，才能因應多

元開放社會的需求，高教問題之所以這麼
多，就是因為沒有重視大學理念，大學理
念是大學發展前進的指南和核心價值，如
果理念不正確，就很容易走歪。
楊國賜也指出，大學的運作機制要調

整，台灣教育事務管理部門跟大學的關係
沒有很明確的劃分，運作起來就會有問
題，因此建議教育事務管理部門與各大學

要共同討論並建立共識，這樣才能有利於
大學的發展。
為了增進學生的競爭力，楊國賜建議大

學要重新規劃課程，滿足產業發展需求，
例如業界看重外語能力、資訊素養能力，
大學也應該重視，而教師的教學也要創
新，才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成效。只要
學生能力好，業界自然會搶着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最新調查顯

示，逾七成民眾憂心學生缺乏國際競爭力、大學和產業脫節、大學品質

平庸化等高教問題，八成民眾認為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問題很嚴重。

■黃昆輝基金會「高等教育重要議題（上）民
意調查」發表會昨日舉行。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立
法機構預算中心昨日發佈報告指出，陸配
（大陸配偶）每年新增人數大幅減少，導
致新住民新增人數趨緩。另外，赴島外工
作人才至2016年已達728,000人，其中過
半數到大陸工作。
報告指出，根據台灣內務部門移民署統
計，至今年3月底累計台灣新住民人口數
為533,159人，佔據主力的陸配338,940

人、越南籍配偶101,333人。

缺工失業情況並存
報告並指出，自2010年度以來，外籍及

港澳地區配偶每年新增人數雖有微幅增
加，但因陸配每年新增人數由11,136人，
大幅下降至2017年度的2,456人。整體而
言，近年來台灣新住民每年新增人數趨
緩，每年度新增人數自2011年的15,174

人，逐年下滑至2017年僅有9,376人。
調查顯示，新住民勞動參與率由2008年

的55.96%，降至2013年的46.63%；從事
職業仍以服務銷售、技工與勞力工為主，
高達75%新住民收入未滿新台幣3萬元。
至於台灣籍人士赴島外工作人數則逐年

攀升，自2009年度以來，從662,000人，
至2016年度已達728,000人，其中大專以
上學歷者佔據總人數的73.4%，赴大陸工

作者達407,000人，佔總人數的55.9%。
台灣因少子化的社會現象，預計2025年

人口將呈現負增長，如今加上勞動力「入
不敷出」「高出低進」，近年來產業人才
供需出現了缺工及失業並存的情況，整體
勞動市場供需失衡。台灣今年2月失業人
數438,000人，但同時整體產業缺工數為
243,920人，即產業面臨缺工，失業者卻因
專業不符未能取得工作。

■接受調查的台灣民眾中，有80.6%認為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問題很嚴重。圖為今年台
灣金門大學畢業學生在畢業典禮後留影紀念。 資料圖片

今年21歲的
台灣雙胞胎兄
弟湯曜遠、湯

曜謙，同時選擇來到大陸台資企業
密集的江蘇昆山實習。哥哥湯曜遠
指出，大陸的發展令人驚訝，例如
他們在昆山便利店看到人們都是用
手機付費，感到非常新奇。隨後在
當地實習單位的幫助下，他們也辦
了一張大陸的銀行卡並和手機綁
定，親身體驗到了手機支付的便
利。
「在這邊看到了跟台灣不一樣的

風景」，弟弟湯曜謙說，這是他和
哥哥第一次來大陸實習，讓他們有
了貼近大陸、了解大陸的機會，希
望今後有機會多來大陸，也希望有
機會來大陸發展。
今年剛從政治大學廣告系畢業的

劉宥伶，雖然已在台北一家廣告公
司實習並獲得offer，但還是利用
這個畢業假期到昆山一家傳媒公司
實習。她認為，和台灣相比，大陸
的公司雖加班更為普遍，但大家毫
無怨言、對工作充滿熱情的狀態，
讓她感到更有動力。

發現不一樣的自己
「哲宇，你想學中醫就應該到大

陸學習正統的中醫呀，那邊高手太
多了。」16年前，李哲宇因身為
中醫師的舅公的一句話，孤身一人
來到南京中醫藥大學求學。他在這
裡獲得了本科到博士的學位，並從
多達20萬的考生中考取了通過率
不到20%的中醫師執照，成為南
京醫療界為數不多的台灣中醫師之
一。
「期待一場旅程精彩萬分，你卻

還在等。等到荒廢青春，用盡提問才開始悔
恨。」作為在陸求學並就業的台青代表，李
哲宇以五月天《第二人生》的歌詞，鼓勵學
弟學妹們到大陸譜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蘇州玖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兼

CEO林芝宇曾是第一批到昆山實習的台灣
大學生之一，2016年從中國文化大學大眾
傳播系畢業後，她選擇扎根昆山，成為在陸
成功創業的台青代表，受到兩岸高層關注。
林芝宇以自己在陸實習、就業和創業的經
歷，勉勵島內同齡人勇敢地走出「小確
幸」，到大陸發現不一樣的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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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廣州長隆野生動物世界
華南大熊貓繁育基地，來自全國各
地的一百個三胞胎家庭為全球唯一
的三胞胎大熊貓「萌萌」「帥帥」「酷
酷」慶祝四歲生日並送上生日美食。
三胞胎大熊貓「萌萌」「帥帥」「酷酷」
於2014年7月29日出生於廣州長
隆野生動物世界華南大熊貓繁育基
地，目前三姐弟已經接近成年體
重，分別達到90公斤、123公斤和
118公斤。 ■圖/文：新華社

剛剛結束的世界盃上，最閃亮的
中國元素便是挺進俄羅斯市場的十
萬隻湖北產小龍蝦，它們用美味征
服了球迷的味蕾。忙完世界盃，小
龍蝦又走出國門闖入中東市場。當
地時間7月27日凌晨0點15分，
5,000隻小龍蝦搭乘南航武漢出港國
際航班順利抵達迪拜，試水阿聯酋
市場。一下飛機，這些小龍蝦就身
價倍增，賣出了每公斤人民幣735

元的價格。
據發貨商介紹，小龍蝦在阿聯酋

市場日益受到食客喜愛，這裡正成
為重要出口市場。他們的小龍蝦抵
達阿聯酋後身價倍增，750克包裝
的小龍蝦在迪拜的售價為299迪拉
姆，折合人民幣551元， 相當於每
公斤人民幣735元。而國內的每公
斤小龍蝦價格僅為人民幣100元至
120元。 ■《武漢晚報》

因家境貧困，高
考結束後，經

老師介紹，王心儀
在河北保定一家輔
導機構做輔導員。
得知北大的錄取通
知書寄到家門口
時，她正隻身一人
在異地打工，她興

奮地要媽媽裡裡外外把錄取通知書拍個遍。
收到媽媽發來的照片後，王心儀當晚激動到
失眠。雖然高中學的理科，基於對文學的喜
愛，王心儀在填報志願的時候選擇了北大中
文系，這讓周圍很多人不解，但是她說，追
隨自己喜歡的事情太重要了！

名列前茅 興趣廣泛
王心儀出生在河北棗強縣一個普通的農
村家庭，媽媽體弱多病，常年在家照顧患

有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姥爺。家中有兩
個弟弟，大弟弟即將升入高三，小弟弟還
沒有上小學。一家六口全靠家中的五畝地
和爸爸外出做零活補貼家用。儘管家境貧
困，但絲毫沒有影響樂觀積極的她，小
學、初中、高中在班裡一直都名列前茅。
各種獎狀、證書貼滿了牆壁。王心儀的班
主任張秀英曾這樣評價她：「她，樂觀開
朗，視野開闊，格局很大，絕對不是傳統
意義上只知道學習的學生。」她平時愛好
畫畫、唱歌、演講，而且經常會關注時事
政治、閱讀外文書籍。
從小學開始，王心儀就主動幫爸爸媽媽承

擔家務，經常會下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農
活，稚嫩的肩膀過早地幫父母一起扛起家庭
的重擔。媽媽身體不好，經常喝中藥。每次
媽媽不舒服的時候，王心儀就會無微不至地
照顧她，並承擔起媽媽所有的家務。
王心儀的媽媽說，王心儀每個月在學校

花的生活費是平常孩子的一半，每次買飯
就買一些大白菜，捨不得吃點葷菜。王心
儀和弟弟高中期間一直在領貧困生的補
助，曾有愛心人士表示要資助王心儀姐弟
倆，被媽媽婉言謝絕。王心儀的媽媽從小
便教育她要好好努力，將來有能力一定要
多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回報國家和社
會。
此前，王心儀發表了一篇關於自己、關

於貧窮、關於希望的文章，平實而充滿力
量的文字感動了許許多多的網友。很多人
都說從王心儀的臉上看到的都是陽光，彷
彿她所經歷的都是晴天，看不到任何陰
霾。其實她自立自強，陽光樂觀的精神，
正是其父母的折射。一路走來，王心儀了
解前路的艱辛，依然熱愛生活，因為頑強
而生氣勃勃。

「貧窮帶來的遠不止痛苦、掙扎與迷茫。儘管它狹窄了我的視野，刺傷了我

的自尊，甚至間接帶走了至親的生命，但我仍想說，謝謝你，貧窮。」近日，

以707分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河北女生王心儀的一篇關於自己、關於貧

窮、關於希望的文章引發了網友的強烈反響。姥姥患癌去世、家庭經濟

困難，面對同學對衣着的嘲笑，上學路上的艱難，王心儀通通化為了兩

個字——「感謝」。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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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專家介紹，即將到來的8
月可謂星空燦爛，公眾不但可以
欣賞到經典的「天狗食日」，還
能目睹「聖洛朗的眼淚」和金星
東大距以及水星西大距等極富觀
賞性的「節目」。

專家支招觀星攻略
率先登場的是8月11日的日偏

食。天文教育專家、天津市天文
學會理事趙之珩說，這是今年的
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日偏食。
「此次日食，中國中、東部地區
可以看到『帶食日落』，西部地
區可以看到全過程。」
頗負盛名、有「聖洛朗的眼
淚」之稱的英仙座流星雨，將在8
月13日凌晨從東北方天空劃過。
屆時，感興趣的公眾可在12日晚
至13日晨，找一個燈光干擾少和
周圍遮擋物少的地方，僅憑肉眼
就能看到美麗的流星雨。今年英
仙座流星雨每小時理論天頂流量
的最大值可達100顆至140顆。
以明亮而著稱的金星將於8月18

日迎來東大距，此時的金星非常明
亮，亮度可達-4.2等，如一盞明燈
掛在西南方低空，獨步天宇，傲視
群星。「借助於望遠鏡，公眾還可
欣賞到金星如小月亮般的迷人身
影。」趙之珩提示說。
神秘的水星將在8月27日上演

西大距，這是水星今年的第三次
西大距。「由於水星先於太陽升
出東方地平線，日出時地平高度
約17度，因此在太陽升起前，公
眾可在晨曦中的東方低空看到水
星閃閃發亮，水星的亮度為-0.1
等，肉眼可見。」趙之珩說。

■新華社

■日偏食。網上圖片

■有「聖洛朗的眼淚」之稱的英仙座流星雨。網上圖片

■■ 小龍蝦小龍蝦
在阿聯酋在阿聯酋
市場身價市場身價
倍增倍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寒門女高分入北大

文文打動網友打動網友

王心儀王心儀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 王心儀在誓師大
會上發言。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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