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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畢業生收入貧富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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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於 去 年 10 月 至 12 月 期 間 ， 調 查
教2018
年度畢業生就業情況，受訪者以

近年教大畢業生平均起薪點

就讀師訓課程佔多數，包括 506 名全日制教
育 學 士 及 168 名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PGDE）畢業生。

畢業年度

教育學士

學位教師文憑 PGDE

教育相關學科

2018

26,971 元（93.9%）

27,527 元（98.8%）

14,406 元（81.3%）

2017

25,175 元（91.8%）

25,091 元（97.3%）

14,358 元（77%）

每年 1000 教席空缺 就業率可觀

2016

24,586 元（95.5%）

25,202 元（95%）

14,992 元（76.6%）

教大署理學生事務處處長甄玉媚表
示，雖然面對學生人口減少情況，但教育
局就教師、學生數量已有相應估算及應變
措施，加上小學教席每年有約 4%的自然流
失率，即每年約有 1,000 個空缺，預計教大
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依然可觀。她又提
到，隨着教育局 2019/20 學年起於公營中小
學落實全面學位化，起薪點較低的「文憑
教師」會成歷史，屆時教師起薪點將提升
至 33,290 元，不過亦有小量畢業生會擔任
副教師或教學助理，薪金較一般教席低。

註：括號內為就業率

外籍生學好粵語獻身教育
獲教大獎學金從馬來西亞來港的教大
英國語文教育應屆畢業生陳念瑩，已獲沙
田一所學校聘請為英語教師。能說一口流
利粵語的她分享指，初來港只懂說幾句廣
東話，但為了融入香港社會成為本地教
師，她決心學好粵語，並一直增進自己的
教學技巧。她計劃在港獻身教育事業，但
希望未來能累積經驗，嘗試回馬來西亞執

港大入學資訊周 拆解新制策略
香港中學文憑試（DSE）剛過，考生
開始計劃聯招（JUPAS）選科排位。為讓
應屆 DSE 考生掌握相關入學及面試資訊，
香港大學將於 5 月 14 日至 20 日舉辦「港大
入學資訊周 2019」，內容包括聯招講座，

幫助考生拆解新的「加分制」下課程志願
排位及計分策略。
港大今年起推行「加分制」，考生如
在個別 DSE 科目考獲 5、5*及 5**，入學分
數換算將由以往的 5、6、7 分，分別加為

教鞭，「自己要做到最好，才可以回饋故
鄉。」
雖然教師待遇持續提升，但教大非師
訓的教育相關課程，就業率及起薪點卻差
一大截。在是次調查中，有 267 名語文研
究、全球及環境研究、創意藝術與文化等
課程的 2018 年度畢業生，就業率較之前兩
年高，但平均起薪點卻只有 14,406 元，只
有 師 訓 課 程 同 學 的 53% ， 低 近 一 半 （ 見
表）。

5.5、7、8.5 分。港大會舉行 5 場「JUPAS
組別 A（Band A）最佳策略」講座，講解
新機制聯招志願排位的要訣。
另外，港大 9 個學院亦會於入學資訊周
期間舉辦講座，向應屆 DSE 考生講解課程
特色和優勢、收生準則、面試貼士、行業
前景等，並安排就讀生分享或帶考生參觀
學院設施。

鍾
及其父母。
■希瑜︵中︶

迪士尼送萬二張飛撐親子齊追夢
香港迪士尼以嘉獎追尋夢想的同學為
目標，聯同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舉
辦全港性「伴你高飛」獎勵計劃，今屆有
超過 300 間小學參與，逾 6,200 名學生及
家長獲得嘉許，迪士尼共捐贈逾 12,000
張樂園門票予得獎者以作鼓勵。
「伴你高飛」獎勵計劃嘉許禮昨日從
樂園移師到社區內舉行，迪士尼人物小熊
Duffy 與好友 Cookie 來到九龍塘官立小學
與師生和家長見面，並一同製作主題小蛋

糕，提早慶祝母親節。
家校會主席湯修齊表示，獎勵計劃鼓
勵學生於學業以外就興趣尋找多元發展，
同時提倡家長與學校攜手探索孩子的性格
特質，支持及培養孩子多方面的發展，以
發揮潛能。
其中在九龍塘官立小學就讀六年級
的鍾希瑜，自幼學習花式單車，現時已
是香港代表隊成員，曾代表香港遠赴德
國和其他地方比賽。父親為了解希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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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堅（左）及孫李剛。

納米孿晶變形機制助研強度材料

對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而
言，教師行業的起薪深具吸引力。香
港教育大學昨日公佈 2018 年度畢業生
就業調查數據，該校教育學士畢業生
就業率逾九成，平均起薪點較去年上
升 7.1%，創下歷史新高的 26,971 元，
惟語文研究、創意藝術等其他課程畢
業生月薪只有 14,406 元，較師訓課程
同學低近一半。由於政府來年推行中
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預料平均起薪
點會進一步提升，勢將加劇同校畢業
生「貧富懸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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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大公佈去年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左三為甄
玉媚、左一為陳念瑩。
詹漢基 攝

師訓平均起薪近 2.7 萬新高 其他課程低近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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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供圖

一般而言，金屬的延展性會隨
着強度增高而下降，反之亦然。不
過科學家發現，納米孿晶（nanotwins, NTs）結構則大有潛力解決這
個矛盾。城市大學領導的團隊，首
次揭示不銹鋼中納米孿晶的變形規
律，對於研發更高強度和延展性的
材料帶來重要啟示。
研究團隊由城大副校長（研究
及科技）呂堅領導，城大、上海理
工大學、浙江大學的專家組成。過
去已有研究指，納米孿晶級數愈
高，強度也愈高，同時可保持良好
延展性。
城大團隊致力探索納米孿晶的
變形行為，研究人員透過原位拉伸
試驗，配合理論模型及分子動力學
模擬，首次發現奧氏體不銹鋼
（austenitic stainless steel） 的 納
米孿晶，其變形轉變機制的臨界尺
度。團隊建立圖譜揭示不同尺度納
米孿晶的變形機制，闡明其內在機
理和演變過程。
傳統金屬與合金、高熵合金及
納米結構合金在未來十年將有良好
發展前景。呂堅指，團隊選用的奧
氏體不銹鋼，是被廣泛應用的工程
材料，「研究成果除可作為其他金
屬材料強化機制的研究依據，亦有
助推動納米孿晶先進材料的設計和
發展。」
他又指，納米孿晶不銹鋼既是
傳統合金又是納米結構合金，是次研究能
提高傳統金屬材料的性能，同時有望提升
高熵合金等新材料的特性。未來團隊將繼
續研究其他廣泛應用的工程材料的變形機
制轉變臨界尺度，從而提高材料綜合力學
性能。








訓練時遇到的艱辛，除陪同訓練外，4 年
前更學習駕駛單輪車及報讀國際裁判
班，「希望做到真正與女兒同行，我們
的關係變得更深厚，也推動女兒繼續追
尋自己的夢想！」
九龍塘官立小學校長指，現時學生各
自有不同的才能，學校非常鼓勵同學按照
自己的興趣一展所長，學習時會更加投
入，更容易訂立目標。學校和家長的支持
和陪伴也非常重要，能為孩子建立愉快學
習的環境和協助培養正面的學習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