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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歷於現今勞動市場叫價能

力有限。新論壇及新青年論壇昨日

公布的研究顯示，最新一代的大學

生初入職收入中位數為14,986元，

雖然較五年前為高，但仍然追不上

30年前大學生的16,587元水平。研

究亦顯示，新世代的薪酬遠遠追不

上樓價升幅，新界一個約430呎單

位的呎價，已佔新一代大學生的月

薪逾八成，遠高於30年前大學生所

面對的不足兩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倪思言

大學學歷貶值 人工落後30年
新一代入職薪酬僅14986元 新界樓呎價佔月薪八成買不起

浸大「BU-Trace」升呢 進場一秒搞掂

「黃高層」屈有人「施壓」逼辭職 考評局批子虛烏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今年4月文憑試歷
史科出現日本侵華「利大於弊」的冷血試題，受
社會各界抨擊下終要取消。在事件中有份主導試
題的前考評局「黃高層」、評核發展部經理（歷
史科）楊穎宇，早前被專責小組狠批於出卷期間
犯下「八宗罪」，他辭職離任後近日竟「惡人先
告狀」，多次接受傳媒訪問「聲淚俱下」打「苦
情牌」博同情。考評局昨日發表聲明，強調楊的
離任純屬其個人提出，所謂「施壓」之說是子虛
烏有，更警告根據法例要求，所有曾受僱的考評

人員必須把履職時獲悉事宜保密，任何人如涉嫌
洩密或發表不符事實的言論，該局定必嚴肅跟
進。
冷血試題掀起軒然大波，經教育局專責小組調

查後，不點名批評楊穎宇在出卷過程中多次違反
守則和規章等「八宗罪」。
早前自行辭職離任意圖避責的楊穎宇，近日突
然多次高調受訪「申冤」，又抹黑考評局及教育
局監督機制，並稱有人向其「施壓」要求其辭職
云云。

考評局昨日發聲明指，楊近日向多個媒體就其
辭職以及文憑試歷史科試題發表「個人意見」，
有關言論及報道涉及考評局公信力和獨立性，該
局遂作澄清以正視聽及釋除公眾疑慮。

曾受僱須保密 必跟進不實言論
考評局強調，楊之離職純因其個人理由向局方

提出請辭，考評局委員會及管理層從沒有向其
「施壓」，更沒有對其去留作出任何討論或安
排，或指示任何人士要求他辭職。

有關取消冷血試題一事，考評局重申，早前
新聞稿和其後司法覆核的判詞已詳述考評局決
策的經過，法庭判詞亦確立了考評局經過適當
的程序，並基於獨立、專業及學術考量而作出
決定。
考評局強調，考評工作涉及保密資料，根據

《考評局條例》，所有受僱或曾受僱考評局者，
必須把在履行職務時所獲悉的事宜保密，如有任
何人士涉嫌洩露保密資料，或發表不符事實的報
道和言論，考評局定必嚴肅跟進。

新論壇及新青年論壇發布《香港各世代
大學學歷勞工收入及住屋承擔能力比

較》報告，研究香港各世代大學學歷勞工
收入比較及住屋承擔能力。報告以1960年
出生的大學生劃分，每五年為一代，共八
個世代。
報告指，第八代（1995年至 1999年出
生）的大學生，其初入職時薪酬中位數為
14,986港元，較第七代（1990年至1994年
出生）大學生的13,306港元回升，卻仍較

第二代（1965年至1969年出生）大學生的
16,587港元少。

收入中位數較廿年前跌2.4%
同時，大學學歷勞工的收入中位數由

1999年的30,712元，下跌2.4%至2019年的
29,972元。
薪酬水平不及數十年前，樓價負擔能力同

樣大跌。在「上車盤呎價佔初入職收入比
例」方面的研究顯示，新界一個約430呎的
單位，其平均呎價僅值第二代大學生月入的
19.1%，至第八代大學生已飆升至81.5%，
反映現今年輕人更難以負擔置業。
報告續指，過去20年大學學歷勞工供應

不斷增加，從事低技能職位的大學學歷勞
工亦不斷上升，在2018年有高達16.8%大
學學歷勞工從事低技能職位，反映大學學
歷持續貶值，不過，去年則輕微下跌至

16.2%，是2006年起首次下跌。
新青年論壇召集人鄧咏駿指，香港以前

有不同的資助房屋供應，包括居屋、夾心
階層以及首次置業貸款等，但現時置業的
渠道和供應量大減。他建議政府應增加資
助房屋，讓年輕人更易置業。

灣區助港青抓發展機遇
新論壇理事、香港專上學院講師陳偉強

表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經濟起飛
期，當時即使沒持有大學學歷仍較容易向
上流動。現時香港經濟有別以往發展，產
業局限了青年的發展及流動性，而新冠疫
情影響今年的畢業生，若疫情再持續，會
對社會流動性造成更大影響。
他認為，本港的產業未能多元化發展，
而大灣區能夠提供多方面的發展機遇予青
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面
授課堂持續暫停，教育局昨日及今
日發出函件，通知學校有關「防疫
抗疫基金」新一輪紓困津貼及資助
的詳情，涵蓋幼稚園、私立學校、
補習中心，以及餐飲供應商、校巴
司機與保姆、學校導師教練等教育
支援服務行業，涉及總開支約6億
元。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早前已通過新一輪「防疫抗
疫基金」撥款，局方隨即安排陸續
發放教育範疇相關的津貼。其中約
1,180所幼稚園和私立中小學日校

（包括國際學校），將會獲發放6萬
元至16萬元不等的一筆過津貼，共
涉1.35億元。
至於 2,700 所按《教育條例》註

冊、提供非正規課程的補習學校或
教育中心，則可獲一筆過4萬元的
紓困津貼，涉款1.08億元。
另「防疫抗疫基金」亦會支援因停

課受嚴重影響的各式供應商和服務
提供者，向其提供共3.62億元紓困
津貼，對象包括大中小學餐飲供應
點、學校飯盒供應商、校巴司機及
保姆、學校導師教練及興趣班營辦
者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政府
昨日開始推出「智方便」一站式個
人化數碼服務平台，11歲或以上本
地居民下載應用程式一經成功登
記，即可透過平台使用超過20項常
用政府及公用事業網上服務，包括
「兩電一煤」服務，而為配合下月
實施疫苗接種計劃，「智方便」將
會支援「電子針卡」服務，方便市
民下載疫苗接種記錄、查詢檢測結
果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
示，由於「智方便」需要以拍照、
讀取指紋等方式進行認證，局方會
設法推廣，令長者及弱勢社群懂得
使用。
「智方便」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開發及管理，副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黃志光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市民如要登記使用，須用智
能電話下載流動應用程式，並須提
供多角度拍攝身份證，之後程式會
要求登記者自拍，作出某些動作，

以核實是真人登記，並非是一張相
片，最重要一環是會將身份證上的
資料與入境處的身份證數據庫作對
比，認證後才能註冊戶口。
他並提醒，市民需要用具有生物

認證功能的智能電話，例如指紋或
面容等進行認證，這些都已儲存在
智能電話內，他強調，這措施加強
保障使用者，「智方便」平台則不會儲
存有關臉部特徵資料，系統完成比
對後就會刪除有關資料。
目前，平台可連接超過20項政府

及公用事業網上服務，明年首季醫
管局的「醫健通」，亦可透過「智
方便」登入，查閱個人病歷資料，
政府亦正開發一個電子強積金服務
平台，料至明年中，會有超過逾110
項政府網上服務加入「智方便」平
台。
政府已陸續邀請不同機構加入服

務，例如銀行等，整合在同一個服
務平台上，方便巿民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
濟）新冠肺炎襲港下，假日
市民多選擇郊遊「避疫」，踩
單車是最受歡迎的活動之
一，但今年首三季，涉及單
車的交通意外按年增五成，
致命及嚴重受傷單車意外的
車手絕大多數是休閒娛樂或
代步性質，且以「自炒」居
多。公眾常以為「大斜路」最
高危，但警方統計顯示單車意外多數發生於平直
路上，周末、日下午五時是嚴重單車意外的高
峰，警方交通總部署理高級警司黃冰冰（見圖、右
二）提醒，市民假日踩單車要格外小心，以免樂極
生悲。
警方交通總部的數據顯示，今年首三季（1月

至9月）共發生1,813宗涉及單車的意外，按年增
近五成，當中274宗屬致命及嚴重受傷意外，九
成九的單車交通意外涉及休閒娛樂或代步性質。
同時，單車手的死亡人數也由去年同期的4人，
上升至今年的13人，增幅超過兩倍。
黃冰冰表示，新界北死亡及嚴重受傷個案最

多，首九個月已發生186
宗，較第二位新界南個41
宗多超過3.5倍，近八成是
因為頭部嚴重受傷死亡。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副主席

陳國基醫生提醒市民，切勿
忽略頭盔的重要性，尤其嚴
重意外中經常涉及頭部或頸
部受傷，他形容：「頭盔是保
護自己生命的重要裝備。」

在衣着方面，前香港單車隊代表陳振興建議，
市民踩單車應選擇大小合適頭盔，衣物及頭盔以
鮮色、熒光色為佳，可引起汽車司機的注意，最
理想是同時佩戴保護手套、護膝護肘等裝備。同
時，踩單車前應檢查單車設備，行車時注意周邊
環境，不要並排行駛，就可避免意外發生。
針對本港單車意外頻生，警方提醒騎單車者跟

其他駕駛者一樣，享有道路使用權的同時，也需
要遵守相關交通條例，市民要做到「專注、忍
讓、守法」，如果不經常踩單車或不熟悉路面情
況，更應量力而為，佩戴合適裝備，留意路面情
況，把意外風險降至最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浸會大學於今年10月起，於校
園使用自家研發的新冠病毒風險警示系統「BU-Trace」，用
家只需在進入場所前，用手機掃描系統的二維碼，場地資料和
到訪時間便會保存在手機；使用者若曾經身處確診者到訪過的
同一地點且兩者到訪時間相若，系統會發出警示。近日有關系
統已作優化、升級，新增人工智能技巧，並採用近距離無線通
訊（NFC）技術，用家登記進入場所所需的時間，縮短至一兩
秒。
上述系統由浸大理學院署理副院長（研究）徐建良帶領的小
組研發。浸大將於下月採用升級版，以提醒到訪校內飯堂和餐
廳的使用者記錄離開時間。當使用者離開飯堂或餐廳時，系統
會運用人工智能程式作出識別，自動向他們發出提示通知。他
們只需在手機應用程式上按鍵，便可記錄離開的時間，系統還
會定時發出提示通知。

藉AI記錄乘客下車時間
據介紹，該系統可應用於公共交通工具，系統可通過人工智
能程式識別乘客的行為模式，自動記錄他們的下車時間，毋須
使用者點擊手機。系統另一項新功能，是使用者能啟動手機的
近距離無線通訊模式，在進入某場所時讀取近距離無線通訊標
籤，為他們在掃描二維碼之外，提供另一個選擇。
近距離無線通訊標籤與二維碼均包含場地資訊，然而用手機
讀取近距離無線通訊標籤，只需一兩秒，但掃描二維碼卻需五
秒至十秒，近距離無線通訊標籤將於下月起張貼於浸大的飯堂
及餐廳。
浸大副校長（研究及拓展）郭毅可指，系統不會收集使用者的個
人資料或位置數據，新功能也不會存取使用者手機內須經授權才
可使用的數據，以消除私隱問題的疑慮，校方亦鼓勵大學成員及
訪客使用已提升的系統，因愈多人使用，成效便愈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傳統
印刷媒體式微，加上受疫情影響備
受衝擊，新傳媒集團旗下創刊近30
年的老牌娛樂雜誌《東方新地》，
與同一集團旗下的《新假期》和
《新Monday》將於明日（2021年1
月1日）停止印刷實體版雜誌，集中
資源專注網上平台。
新傳媒集團以業務調整為由，停

印《東方新地》、《新假期》及
《新Monday》，表示會將資源用於
網上發展，但未有透露會否有裁員

等安排，有《新假期》員工則表
示，有傳數名實體書員工要離職。
有報道指，其中《新假期》會由

周刊轉為季刊獨立出版，明年3月會
與網上旅遊平台「GoTrip」合作推
出春季號。
根據資料，新傳媒集團2016年將
《東方新地》、《新假期》及《新
Monday》三本雜誌合併發行，其後
並進行裁員，當時有指裁員達100
人，而合併讀者人數冠絕全港，惟
最終也不敵紙媒萎縮的大趨勢。

6億防疫基金助幼園私校補習社
「智方便」支援「電子針卡」方便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為
免確診新冠肺炎的打工仔「手停口
停」，特區政府早前推出向合資格
確診者派發5,000元津貼的措施。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出席立
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非正式視像會
議時表示，目前大部分確診津貼申
請均獲批，只有一宗因為是輸入個
案，不符合申請資格而被拒。
羅致光表示，截至前日中午，特

區政府已接到332宗有關申請，當中
有99宗經已批出，只有一宗因為是
輸入個案，不符合申請資格而被
拒，其餘232宗申請亦將陸續批出。

院舍員工強檢 逾九千人採樣
羅致光指，現時局方正為超過4萬

名安老院舍員工安排第三輪強制病
毒檢測，並於前日開始，為期 10
天。在首天已有超過9,000名院舍員
工接受採樣。他呼籲院舍員工能多
走一步，配合抗疫工作，減輕院舍
疫情風險。
至於有傳染病專家認為每7天檢測

一次會較穩妥，他指考慮到實際執
行困難，第三輪檢測為10天一檢，
局方會密切監察檢測情況，再決定
第四輪是7天一檢還是10天一檢。

確診者津貼僅一宗申請被拒

贈 湯 送 暖
近日氣溫驟降，加上疫情反

覆，信和酒店的廚師團隊由
12月6日起，製作新鮮營養熱
湯，並由義工同事送至8個社
區夥伴轄下位於葵涌、薄扶
林、旺角、石硤尾、荃灣、西
環及屯門的社區中心，派發予
700名有需要長者，讓他們於
疫情下感受溫馨窩心的節日氣
氛。此項「愛心暖湯行動」已
連續10年推行。

首三季單車意外升五成 多涉「自炒」

新傳媒三刊物 明起停印實體版

■新論壇及
新青年論壇
公布「香港
各世代大學
學歷勞工收
入及住屋承
擔能力比較
報告」調查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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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於校
園使用自家
研發的新冠
病毒風險警
示 系 統
「BU-Trac
e」，近日已
優化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