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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香港就業市場先後受黑暴及疫情打擊，即使學歷較高的大學畢業
生亦難倖免。教資會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 年八間大學的畢業生雖然有不
少人暫緩求職轉往升學，但 2.9%的失業率仍然是 11 年來的新高，平均薪酬方
面更明顯下調 7.4%。按大學計，本屬「三大」之一但不少畢業生自稱為「暴
大」生的中文大學，失業率達 5.7%，更一枝獨「臭」地拋離其他大學。有資深
人力資源顧問及教育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暴疫夾擊經濟
不景氣，失業率上升可謂「必然」趨勢，而中大的情況或反映不少僱主對該校
畢業生有顧慮甚至恐慌，大學形象已受相當程度打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八大失業率 11 年新高

香港昨 文日 匯取 報得

教資會最新披露
的 2019/20 學 年
八大畢業生就業
調查數據，有近
1.9 萬名 2020 年資
助全日制學士畢業
生參與。數據顯
示，截至去年底，八
大共有 434 人失業，
比率較去年增加 0.1 個
百分點至 2.9%，是近 11
年來的新高。在就業不足
方面，即每周工作少於 35 小
時、擔任兼職或臨時工的畢業
生有740人，比率為5%。

●「暴大」
惡名拖累中
大，致令其應屆
畢業生失業率高居八
大之首。圖為「黑暴」
動亂期間，暴徒在中大校園
內向警方掟汽油彈。
資料圖片

八大畢業生年薪減 7.4%
自去年初疫情開始後，香港社會已紛紛呼籲
畢業生考慮選擇升學，以避開較差市道。教資會數
據顯示，2020年八大畢業生升學率由往年約11%至
12%飆升至15.5%，以人數計更由2019年2,100多名
大增34%至2,900名。即便如此，大學畢業生的失業
率仍然見新高，顯示大學生求職的嚴峻。
在待遇方面，去年八大畢業生平均年薪為 25 萬
元，比 2019 年減少 7.4%，是金融海嘯以來首次下
跌。由於教師人工不受市道影響，令教大成為少數
畢業生薪酬不跌反升的大學，平均年薪31.8萬元為
八大之最。
比較八大個別情況，以中大 5.7%失業率最高，
更是自 2004 年有紀錄以來之最。該校去年失業人
數為149人，亦佔八大總數逾三分一。中大2020年
畢業生年薪亦較之前一年下跌近 5 萬元至 26.8 萬
元，跌幅 15.5%同為八大之最。在其他大學方面，
嶺大失業率 4.4%居於第二位，其餘則由 1.3%至
2.6%不等。
毅知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直言，由於 2019 年修例風波及去年的疫

情，失業率上升是「必然」趨勢。除了航空、飲
食、酒店旅遊業職位空缺大減，不少企業亦延遲甚
至取消見習行政人員（MT）等，令畢業生難以找
到心儀工作。

被問及中大畢業生失業率急升更拋離其他大學，
周綺萍坦言，不能排除政治因素，「僱主或因早前
修例風波而對中大畢業生有顧慮」，惟具體仍要視
乎個別學科的就業前景及行情。

專家：不能排除黑暴因素

教界：僱主重視紀律操守

她續說，大學畢業生面對的挑戰不只來自同屆同
學，「還有一些在市場『浮游』在找工作的人。」
由於新畢業生經濟壓力較小，薪金下調幅度較有經
濟壓力的人士低，僱主或會傾向選擇「有經驗，而
且不是『貴』很多的員工」，加上培訓新人是中長
期才有回報的投資，也減少了招聘新人的意願。
隨着近月香港疫情漸受控，她相信部分行業正慢
慢復甦，就業情況會稍有改善。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亦認為，黑暴是
導致中大失業率「超班」的重要因素，該校部分學
生自稱為「暴大生」，「他們於修例風波中參與的
暴力行為引致公眾恐慌，難免影響大學形象！」
他指出，大多僱主重視紀律及操守，招聘時只是
初次見面，所屬大學自然成為了解求職者的重要途
徑，又呼籲年輕人要好好珍惜校園生活，以免「自
己倒自己米」，影響自己及師弟妹的前途。

城大撥 800 萬配對畢業生薪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暴疫夾擊，畢
業生求職可謂困難重重。城市大學今年推出
「『城』就開拓計劃 2.0」協助學生就業，透過
撥出 800 萬元為僱主提供配對基金，資助聘用職
位三分一薪金長達 3 個月，為應屆畢業生創造近
3,000個職位。該校還透過教資會提供的 150萬元
資助，聘請就業輔導顧問，為學生提供就業諮詢
服務、履歷校閱、教授面試技巧等服務。

為畢業生創近三千職位
●城大今年再推「『城』就開拓計劃」協助畢業
生就業。陳漢夫（右二）表示，城大會幫助畢業
生迎接未來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城大至今成功聯繫 1.5 萬名合作夥伴及僱主，
可提供 2,900 個職位，逾 320 名城大畢業生已獲
錄取，涉及系統分析和計算機編程、行政管理、

市場營銷等領域，平均月薪約1.7萬元。
城大學生發展處事業及就業顧問羅英倫表
示，去年首次計劃成功幫助 700 多名畢業生找到
工作，以資訊科技、銀行業等職位較搶手，月
薪最高者達 2.6 萬元，而在 3 個月資助期後畢業
生也大多獲留任，「轉正後薪金亦普遍上調兩
三成。」
城大副校長（學生事務）陳漢夫補充，除是次
計劃外，城大還獲得教資會撥款 150 萬元，加強
就業支援，包括聘請9名專業就業顧問進行「一對
一」就業諮詢服務，如今已提供逾1,800節諮詢，
為畢業生的職涯規劃、履歷校閱、撰寫求
職信等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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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超群」 中大歸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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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損經濟打擊就業 黑暴傷校譽嚇窒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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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就畢業生就業狀況
向多所大學查詢，其中失業率最高
的中大回覆稱，疫情令就業市場受
壓，校方已提出不同措施，例如聯
絡僱主、舉行招聘講座等，協助畢
業生就業。
在修例風波期間，中大曾經被
黑衣暴徒佔領，並與警察發生暴力
衝突。該校不少學生更連番縱
「獨」煽暴，更自稱為「暴大」
生，令其畢業生口碑急跌。
中大昨日在回應該校畢業生失
業率較其他大學高時表示，在疫情
持續下，全球經濟活動受創，就業
市場難免受壓，大學已主動接觸僱
主、商會及校友等，為學生提供更
多全職和實習崗位，並透過「中大
支援基金」支持部分項目。該校就
業中心全年安排多場各類求職及就
業指導工作坊，並為學生提供各種
個人職業輔導服務。

嶺大：鼓勵參與灣區就業計劃

另一所失業率較高的嶺南大
學，校方發言人指，在有關統計時
期內，該校約有 20 名畢業生未找
到工作，校方及後已幫助他們找到
不同工作崗位，而就業不足的約
30 人，則大部分已出外升學或回
到原籍國家。
發言人補充，為讓有志於大灣
區內地城市發展的同學有更深認
識，嶺大於疫情期間安排學生及畢
業生在多家大灣區相關企業進行線
上實習，亦會鼓勵學生參與「大灣
區青年就業計劃」，安排不同的專
業人士舉辦講座。

港大：提供在職實習工作機會
就業不足率偏高的港大，該校發言人亦
表示，因應疫情對畢業生就業影響，該
校去年推行了「港大實習計劃」及項目
助理的招聘計劃，分別為應屆畢業生提
供為期 4 個月及 1 年的在職實習和項目
工作機會，今年亦會繼續推行。同
時，校方已於今年推出「港大管理
培訓生計劃」，為有志於大學行
政管理的畢業生提供機會，在15
個月內到大學不同部門輪替工
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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