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業 攻略
工程最吃香

薪

根據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及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
院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早前發佈的

《2018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薪酬及福利調查報告》，在
本年7 至9月間以問卷調查方式，邀請99間本港工商機
構參與調查，調查項目涵蓋僱員實際及預測的薪酬調整
幅度、應屆畢業生入職薪金、獎勵計劃、獎金及福利、
人事變動和 171個職位的薪酬及津貼。

調查發現，一般持有學士學位的大學生，起薪介乎
1.3萬至1.5萬元不等，而在眾多行業中，大學生在工程
行業中最有叫價能力，平均入職月薪可達15,924元，其
次是資訊科技行業，平均入職月薪可達15,513元。而在
競爭較大的行業，如生產、銷售、人力資源及行政總
務，大學生叫價力則相對遜色，平均入職起薪只是1.3
萬元左右水平。
如果閣下屬於高學歷人士，即碩士或以上，叫價力自

然比學士學位者高，起薪介乎1.4萬至1.7萬元不等，同
樣在工程行業中最有叫價能力，平均入職月薪可達
17,245元，較大學生月薪高1,321元。至於持高級文憑
或副學士者，平均入職月薪則介乎1.1萬元至1.3萬元水
平。

另外，報告亦顯示今年各職級平均加薪幅度介乎
3.9%至4.3%，預測明年加薪幅度介乎3.6%至3.9%，意
味比起今年情況差，由此可見入職起薪的重要性。不過
有人力資源顧問指，新一代打工仔較追求「work life
balance」，即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除了關注人工外，
亦重福利、工時，故一眾工時長的行業，建議畢業生
最好考慮清楚才入行。

要知道本地打工仔是否夠「work life balance」，參
考統計處今年第3季報告則可見端倪，撇除外籍家庭傭
工後，港人工時中位數為每周44小時，其中15.5%打工
仔工時高於每周60小時，若以5天工作計算，即平均每
天需返工12小時或以上。
若以行業劃分，平均工時最長的行業是消費及旅遊相
關行業、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機器操作員及非技術工
人，每周平均工作48小時，較中位數每周返多4小時。
除了要避開工時長行業，亦應避免「無工開」行業，報
告指本港第3季有4.7萬人就業不足，當中有36.2%從事
建造業，若再細分的話，有23.4%從事地基及上蓋工程
業、12.9%從事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業，畢業生最好
先留意一下行情。

除了上述的一般情況，其實都有不少「筍工」，不過
閣下或需具備過人之處，又或神科出身。其實要知道哪
些行業最熱門、最有「錢途」，不妨參考近年富豪間大
洗牌，觀乎以往炒房炒樓，帶挈萬科水漲船高，再換馬
到數碼時代，阿里巴巴、騰訊股價攀上高峰，至於李澤
楷數年前經常掛口邊的大數據，至今仍然求才若渴，有
獵頭公司就透露，熟悉人工智能、碩士或以上的畢業
生，月薪以5萬元起跳，而且無須見工，因為未畢業，
筍工已自然找上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又到

12月，不少打工仔或在年初時訂立好目

標，接近「埋單」月份，未知今年加薪

升職願望是否已達成？面對每年都有一

眾畢業生加入成為市場生力軍卻苦無就

業方向，或莘莘學子選科中迷茫不知去

向，在「不怕生壞命，最怕入錯行」

下，今期《數據生活》將分析各大行業

畢業「薪」前途，不妨作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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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仔明年加薪料縮水
職級 平均加薪預測 今年平均加薪

經理級 3.6% 3.9%

主任級/專業人員 3.9% 4.3%

職員 3.9% 4.2%

基層員工 3.8% 4.3%

資料來源：2018年度薪酬及福利調查報告

製表：記者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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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美債孳息倒掛 九年首見旅遊保險宜盡早購買

聖誕節還有兩星期就到，你已部署好如何歡度
這個普天同慶的節日嗎？不少朋友可能大半年前
已經預訂好超值機票及酒店，期待過一個充滿氣
氛的白色聖誕，不過在計劃行程細節前，有一件
更重要的事要先辦妥。
現在市民外遊前普遍都會購買旅遊保險保障自
己，因互聯網的便利，不少人都習慣臨登機前一
刻才購買，雖然一般都不會影響投保，但卻有機
會引致受保人不能盡享保單所涵蓋的權益。

保障縮短或取消旅程
以往旅遊保險比較重保障受保人旅程中可能
發生的事故，如人身意外、疾病、行李及財物損
失等。不過隨外遊頻繁及模式改變，不少旅遊
保險計劃早已將保障延伸至覆蓋旅程前後，以更
切合旅遊人士的需要，例如因惡劣天氣、或被保
人須出庭作證甚至出任陪審團等導致必須縮短或
取消旅程，不少旅遊保險都對其有相應賠償，有
些計劃近年更涵蓋與香港政府對旅遊目的地發出

旅遊警示相關旅程縮短或取消。
訂好機票後宜提早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一旦

因某些突發事件而須取消行程，客戶可根據保單
條款獲得應有保障。
現今旅遊方式千變萬化——自助遊、自駕

遊、環島單車遊、背包遊、探險考察遊，甚至盲
旅等……選擇旅遊保險先要留意保障範圍能否覆
蓋旅遊期間進行的活動，例如蹦極、騎馬、潛水
等。郵輪之旅近年越趨受歡迎，有些旅遊保險計
劃便就此提供相應的保障項目，例如因應郵輪旅
程改動、縮短或取消岸上觀光旅程等提供賠償。

留意手機是否受保
旅遊保障是否包括遺失手提電話亦是不少港人

考慮的因素之一。其實旅遊保險項目林林總總，
亦有家庭及全年計劃等可供選擇，條款亦各異，
大家宜多加留意，並按自己的需要選擇，自然可
無憂盡享旅遊樂趣。

■富衛保險香港及澳門首席市務總監謝振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根據統
計處上月才公佈今年第3季調查，期內撇
除外籍家庭傭工後，港人月入中位數1.8
萬元。同樣身為打工仔，其實本港亦潛藏
不少年薪以億元計的「打工皇帝」，當中
不得不提長和集團聯席董事總經理霍建
寧，隨時1日人工已等於港人幾年人工。

霍建寧月薪1750萬
身為李嘉誠愛將的霍建寧，多年來都是

城中有名的打工皇帝，自1999年起年薪
酬從未少於1億元，觀乎去年年薪連花紅
就達2.1億元，換算成日薪亦高達57.5萬
元，等於打工仔約32個月人工，換算成
月薪則有1,750萬元，等於1個月人工已
可「Full Pay」買入3個市值500萬元單
位、或單買1個千萬元豪宅單位。
不過一山還有一山高，乘去年股樓雙

旺之勢，騰訊總裁劉熾平去年薪酬連花紅
高達 2.37 億元人民幣（折合約 2.7 億
元），比起霍建寧尚多出6,000萬元，換
算成日薪則高達74萬元，等於打工仔逾
41個月人工，換算成月薪亦有2,250萬
元，亦即是1個月人工已可輕鬆「Full
Pay」千萬元級別豪宅單位。
不過，騰訊股價今年由高位回落，劉熾

平獲得的股份酬金市值或將大為縮水，隨
住去年打工皇帝排序大洗牌，劉熾平今年
能否保住打工皇帝寶座仍需拭目以待。面
對一眾上市公司高層「堅離地」薪酬，打
工仔亦無須絕望，因為「人比人，比死
人」，比起本地打工皇帝高薪的人士仍大
有人在。

英打工皇帝日袋724萬
如英國線上賭博網站Bet365創辦人兼

行政總裁Denise Coates去年薪酬為2.65
億英鎊（折合約26.44億元），是霍建寧
的11倍、劉熾平的8.8倍，換算成日薪約
724萬元，以本港打工仔月入中位數1.8
萬元計，返一日工已等於港人33.5年人
工，亦是名副其實的「分分鐘一萬元上
落」。

高級文憑/副學士：$12,792
學士碩士或以上：$17,245

高級文憑/副學士：$12,170
學士碩士或以上：$14,714

高級文憑/副學士：$11,773
學士碩士或以上：$13,950

高級文憑/副學士：$13,639
學士碩士或以上：$15,279

高級文憑/副學士：$12,200
學士碩士或以上：$14,874

高級文憑/副學士：$12,104
學士碩士或以上：$14,659

高級文憑/副學士：$11,827
學士碩士或以上：$15,278

資料來源：2018年度薪酬及福利調查報告 製表：記者馬翠媚

高級文憑/副學士：$12,200
學士碩士或以上：$14,550

2018年大學畢業生平均入職月薪

$15,924
工程

$13,876
生產

$14,086
市場拓展

$13,367
銷售

資訊科技
$15,513

財務會計
$14,156

$14,033
其他

起薪 介乎1.3萬至1.5萬

明年加薪 介乎3.6%至3.9%

工時 消費旅遊業最長

筍工 大數據行業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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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左)「左右手」霍建寧(右)多年來都是香
港打工皇帝。 資料圖片

■大學生畢業平均起薪點介乎1.3萬至1.5萬。 資料圖片

人力資源

及行政總務
$13,532

12月3日美國國債市場上， 2年期
美債收益率上漲超 3 個基點，報
2.8211%；3年期美債收益率漲不到3
個基點，報2.8274%；5年期美債收
益率漲不到1個基點，報2.8175%；
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下跌不到2個基
點，報2.9697%。隨後，美股大跌，
三大指數均跌超3%，納指更是大跌
3.8%。港股跟隨大跌。
3年期、5年期美債收益率出現倒

掛，為2007年以來首次出現。2年
期、10年期美債收益率的差距也縮小
至略高於15個基點，同樣為2007年
以來最低水準。
一般來說，由於時間成本，期限越

長的債券應該具有更高的收益率。道
理就如三年期存款利率要比一年期的
高一樣。在市場交易中，出現了短期
限的債券收益率超過長期限的，則稱

之為倒掛。
倒掛意味，人們預期期限更長的
債券反而會提供更低的收益率，因為
未來基準利率可能下調，或者投資者
為了避險增加對債券的配置，從而導
致債券價格上漲使到債券收益率下
跌，這反映出投資者不看好未來的經
濟前景。

預示經濟股市向下
3年期、5年期美債收益率的倒掛，
短期內並不會影響各類資產的表現；
2年期、10年期美債的收益率倒掛更
受市場矚目，對於市場的影響也要更
大。
不僅在美國，國債收益率倒掛在英
國、德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西方
經濟體被作為預測領先指標之一。
歷史資料顯示，美債收益率倒掛領

先於經濟衰退和股市調整。自1950
年以來，美國總共出現10次收益率倒
掛，最終有9次出現經濟衰退。這10
次收益率倒掛現象出現後，無一例外
都出現了道瓊斯指數的大幅下調。
10年期美債收益率近日連續下跌，
這意味投資者正在湧入債券市場，
相對地拋售股市。背後的邏輯，是投
資者認為債市提供了更為安全可靠的
收益，而股市正在變得越來越有風
險。
當然，國債收益率倒掛只是美國經

濟衰退的預兆，並不是美國經濟衰退
的原因。
因此，在目前如此低的利率水準

下，即使形成美債收益率倒掛，也不
必然引致經濟衰退。

■太平金控．太平証券（香港）
研究部主管陳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