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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與疫情接連打擊下，除了應屆大學畢業生求職難度大增外，在校生實習亦大受影響。有大學直言，部分

學系今學期實習活動要暫停或押後，而所有非本地實習亦已取消；而因商界可供實習名額大減，有大學亦「變

陣」改於校內及研究單位實習或網上安排實習。輔導機構則表示，疫情下商業機構人手需求下降，加上實習生

勞工保險未必能保障新冠肺炎，進一步令相關空缺減少。

校園學習漸復 疫境實習難搞
商界削名額 非本地實習取消 勞保未必包新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金融業仍渴才 商科生疫下吃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在新冠肺炎衝擊
下，本港經濟大受影響，失業率飆升，但部分吃香科
目的畢業生，依然不愁出路。科大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譚嘉因透露，該校本屆商科畢業生已有90%人成功搵
工，但薪酬較去年下跌；其中金融界，尤其是金融科
技、風險投資、虛擬銀行等領域，市場對人才的需求
大，不乏職位空缺。
譚嘉因與傳媒茶敘時表示，疫情下，搵工難是大
趨勢，但金融界，尤其是金融科技、風險投資、虛
擬銀行等相關領域，仍然不乏空缺，也積極吸納人
才。
他預計商學院將會有150名金融技術專業的畢業生
進入金融市場求職，至2024年商學院將會累積培養
到1,600名金融技術專業的畢業生，但估計尚未能完
全滿足市場需求。

網學增值 更易搵工
譚嘉因認為，學生可利用網上學習方式，多就金融
科技專業提升自己，會更易找到工作，而科大商學院

亦會增加商科課程中金融科技的比重。其中學士課
程，校方將編程列為必修科，碩士課程則設有金融科
技碩士課程，商學院更與中國銀行業協會合辦內地金
融科技專才認證資格的課程，以協助內地銀行提升行
業競爭力。
為了優化課程以配合商界的需要，商學院於去年8
月至今年3月訪問商界的代表，歸納出僱主最重視的
13項職場能力，當中學習敏銳度、創優增值及寫
作、精通運用數碼科技這3項更是「重中之重」。
譚院長指，商學院未來亦會重點培養學生相關方面

的能力。
此外，商學院近日推出網上金融科技招聘平台

（Fintech Job Board），平台運作模式是由金融企業
聯繫校方，再由校方推薦金融科技的優秀畢業生，方
便雙方配對；而科大商學院和騰訊金融學院（香港）
將於暑假期間首次合作開辦金融科技導師計劃（Fin-
tech Mentorship Program），因疫情原因，計劃將會
利用網上平台，請金融科技導師教導學生實際商業應
用的內容。

■譚嘉因（右）分享科大畢業生就業情況及商學
院新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攝

香港文匯報報訊（記者 于錦言）今年4月，有
小學常識科「黃師」被揭發於網上教學時歪曲歷
史，聲稱英國是為了「消滅鴉片」而發動鴉片戰爭，
嚴重偏離教育專業水平與違反教育操守，引起全城
譁然。教育局從教材入手正本清源，上月於常識科
網頁上載兩套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教學資源，分別
詳述鴉片戰爭及抗日戰爭起因經過及結果，透過中
國重要史事及人物事跡，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感，並防止莘莘學子受誤導與荼毒。
教育局上月15日於小學常識科教與學資源網頁
上載兩套鴉片戰爭與抗日戰爭的專題教材，旨在還

原歷史真相，讓教師更了解課程宗旨及學習目標。
兩份教材均屬高小課程內容，可安排於小六級「回
顧國家歷史」單元教授。
其中鴉片戰爭的部分，詳述鴉片戰爭的起因，

包括英國不法商人售賣鴉片獲取暴利、還原虎門銷
煙的真實面目，亦有說明戰爭經過及結果，簽訂
《南京條約》對清代及對香港的影響等，教材同時
強調鴉片的害處，呼籲學生對毒品說不。
而抗日戰爭教材，內容包括歷史背景，中日軍
力對比，以及抗日期間的重要事件，如九一八事
變、七七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等史實，故顯戰

爭殘酷，造成民眾流離失所，大規模的破壞等等。
教材亦交代《義勇軍進行曲》抗日救國的創作背
景，亦可與國歌教育相呼應。
教育局指，因公眾關注個別教師不正確教授鴉

片戰爭歷史的事件，局方為讓教師更清晰了解課程
宗旨及學習目標，協同專家學者為中小學教師提供
專業支援，專門製作電子學習教材等教學資源，並
會適時更新。
局方續說，其旨在通過認識中國重要史事、人
物事跡，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此亦是小學常識
科及中學中史科的課程宗旨之一。

教局設常識教材 還原歷史真相

香港各級學校已分階段復課，校園學習
正恢復正常，而對大學生來說，6月

至8月的暑假是外出實習、爭取工作經驗的
黃金時間，但今年卻因黑暴與疫情影響而
蒙上陰霾。

部分學系實習暫停或押後
香港文匯報向多所大學查詢校方安排學
生實習的具體情況。其中科大發言人表
示，疫情下大學就業中心已暫停所有非本
地實習，希望集中協助學生尋找本地實習
機會。科大又指，該校只有少數學科對畢
業生有完成實習的要求，一旦學生未能獲
得實習機會，相關學院會按既定機制安排
其於校內研究中心實習，並由相關技術人
員評核表現。
港大發言人指，部分學系本學期的實習
活動需要暫停或押後，學院及學系會直接
聯絡受影響學生解釋替代方案，亦有個別
學院實習改於網上進行。
理大則表示，該校設有「校企協作教
育」必修科，所有本科生均須於畢業前完

成實習，鑑於疫情發展，校方一直與實習
機構緊密溝通評估狀況，希望可確保實習
活動於安全及許可情況下進行。
而臨床實習方面，該校醫療及社會科學

院會與醫管局及各相關機構保持聯繫，在
日後情況許可下即時作出相應實習安排，
如有學生因疫情而未能進行實習，校方亦
會考慮作出調整。理大又補充指，會為實
習學生舉辦職前培訓講座，加強提醒其留
意感染控制、保持個人及環境衞生，並要
嚴格遵守實習機構的指引。

城大變陣 設校園實習職
城大則提到，疫情影響香港經濟，令部分

僱主取消或減少實習職位，校外實習名額較
以往減少，該校各學術部門已就學生暑假實
習事宜，與學生和實習機構協調。此外城大
已投入大量資源，積極聯絡更多機構，邀請
各界別向城大學生提供實習機會，部分學術
部門亦會在校園內安排實習職位。
中大發言人表示，各學科會按課程需

要，適當調整實習模式及時間，大學會確

保學生在畢業前取得充分的專業訓練和工
作經驗。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指，今年大
學生實習大受疫情影響，特別是酒店及新
聞相關專業的學生，根本很難找到空缺，
「以往到校外機構實習，一般4月已經傾
妥，今年無法安排的原因之一，是學生勞
工保險問題」，由於保險未必保障新冠肺
炎，加上部分商業機構人手需求下降，
「很少舉辦大型活動，連宣傳工作亦削
減，故也不太需要實習生」，以學友社為
例，今年也取消了實習安排。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表

示，吸收沙士時的經驗，保險業於疫情開
始時已發出通告，確認新冠肺炎屬於勞保
的保障範圍，不過若大學生實習時染疫，
與工業意外或職業病不同，很難證明是因
為實習工作而中招，故要索償或會有爭
議，故只可靠醫療保險作出保障。
他提醒大學生若要外出申請實習，要問

清楚校方、僱主購買的保險性質及保障範
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由香港政策研究所主
辦、香港特區政府及香港中
聯辦作支持機構的「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 2020 徵文比
賽」近日在網站公布得獎名
單。是次徵文賽共收到超過
300份參賽作品，經評審們評
選後，少年組及公開組冠軍
分別由趙嘉儀及楊傲奪得；
另兩組亦同時選出亞季軍及7
名優異獎得主，各獲書券獎
勵。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5年

通過的國家安全法規定，並
將每年4月15日定為「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為使更
多香港市民能參與其中，香

港政策研究所等機構今年特
別舉辦徵文比賽，鼓勵全港
市民以「在疫情影響下，我
對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安定
的體會」為創作主題，分享
港人努力發揮團結互助精神
共同度過「疫」境，以及當
中對公共衞生安全的深刻體
會。
文章內容必須緊扣國家安

全，由評審以其內容深度、
寫作技巧、情感表達、觀點
的說服力等為準則，選出少
年組（17歲或以下）及公開
組獎項得主。
得獎名單及文章全文，可

瀏 覽 www.nsedhk.com/es-
say。

國安徵文賽
分享「戰疫」互助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嶺南大學前日（17日）
舉行2019/20年度「榮譽博士
與榮譽院士頒授典禮」，分
別有3名及4名社會傑出人士
獲頒榮譽博士及榮譽院士
銜，以表揚他們在其專業領
域的卓越成就和造福社會的
重要貢獻。
其中國際著名經濟學家、

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著
名律師、香港賽馬會前主席
葉錫安，人力資源管理專
家、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高
靜芝等3人，獲嶺大頒發榮譽
博士。

嶺大讚揚劉遵義學術成就
超著，曾以專業知識為國際
機構提供專業服務，而葉錫
安及高靜芝則於高等教育及
公私營領域貢獻良多，備受
讚賞與肯定。
至於獲頒授榮譽院士銜

的，則包括前警務處處長、
退休後擔任香港公共行政學
院院長的李明逵，賽馬會慈
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
亮，專業社工、香港單親協
會創辦人兼總幹事余秀珠，
以及會計專才、服務嶺大校
董會多年的孫梁勵常（未克
出席典禮）。

7精英膺嶺大榮譽博士院士

中大「校長獎學金」吸海外博士生回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下本
港失業率見近年新高，超越金融海嘯水
平，大學生亦隨時面臨「畢業等於失業」
困境。為支援2020年度的本科畢業生，香
港大學校長張翔昨日宣布成立兩個新計
劃，包括提供4,000萬元獎學金修讀修課
式研究生課程，及提供50個為期4個月在
職實習空缺助其汲取工作經驗。
港大新設的獎學金計劃，將資助今年畢

業希望繼續進修充實自己的港大生，入讀

該校9個學院共49個修課式研究生課程，
合資格獲取錄者，可獲資助一半學費。獎
學金總數有4,000萬元，港大應屆4,500名
本科畢業生中，預計約500人可受惠。
另一項「香港大學實習計劃」，則為畢業

生提供4個月在港大校內工作的機會，藉以
了解大學行政運作，並為母校作貢獻，月
薪1.3萬元，名額50個，將於8月推出。校
方亦正考慮其他新計劃鼓勵剛畢業同學，
詳情稍後公布。

進修加在職實習 港大兩招助畢業生

■教育局官方教材－鴉片戰爭。 網上圖片 ■教育局官方教材－抗日戰爭。 網上圖片 ■教育局官方教材－國歌。 網上圖片

■嶺大頒授榮譽博士與榮譽院士。左起：劉遵義、高靜芝、葉
錫安、張亮、李明逵、余秀珠。 嶺大圖片

■疫情影響下，有大學部分學系於本學期實習活動要暫停或押後，所有非本地實習亦已
取消。圖為城大去年9月舉辦CityU Careers Festival，吸引逾90間企業參展，即場招
募學生尋找實習工作。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下多個地方設
有旅遊限制，大大影響學術人才流動。繼港大及城
大後，中文大學亦宣布設立「中大校長博士研究生
獎學金」，針對疫情下未能赴海外留學的學生，吸
引他們到中大修讀全日制博士課程。獲甄選者除可

獲每年21.6萬元的博士生助學金外，另再獲發3年
共8萬元獎學金，以助他們達成學習目標。
該獎學金計劃於2020/21學年開展，中大指，申

請人須具備出色學術表現，包括校內學術成績平均
積點達3.5或以上，同時要已獲海外頂尖大學取錄

就讀2020/21學年全日制博士，但因疫情或旅遊限
制而須改變升學計劃。有興趣學生可於6月30日或
之前經網上遞交申請，詳情可瀏覽www.gs.cuhk.
edu.hk/admissions。
中大研究院院長陳德章指，相信新設立的校長

博士生獎學金，可吸引原計劃到海外攻讀博士的學
生考慮入讀中大，體驗該校學術氛圍及接觸其本地
以至全球的學生及教師網絡。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文匯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