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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调查：

本地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及起薪上升

卢凌之　报道
lulz@sph.com.sg

　　最新调查显示，去年本地大
学毕业生就业行情全面走强，毕
业半年后找到全职工作的比率上
升，起薪中位数比起上一届，增
加100元至3500元。
　　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
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以及新跃
社科大学联合进行的毕业生就业
调查结果昨天公布。去年毕业半
年内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比率，从
前年的88.9％升至90.2％，也高于
2016年的89.5%。超过八成应届求

职者找到全职固定工作，这个数
据优于2017年的78.4%与2016年的
79.9%。
　　前年一度出现毕业生投身自
由业比率上升的情景去年则不
再，只有1.8%的毕业生选择成为
自由业者，比2017年低0.6个百分
点。截至去年11月1日，1万零100
名参与调查并积极求职的毕业生
中，仍有9.8%未找到工作或尚未
开始上班，低于前年的11.1%。
　　在就业薪资方面，全职就业
的毕业生去年起薪中位数达3500
元，比前年增加100元。

　　为了让准大学生直观了解不
同行业相关专业的薪资情况，
以便在选择专业时有更全面的
考量，毕业生就业调查首次公
布集合四所大学不同科系类别

（course-cluster）的毕业生起薪
数据。
　　其中，修读资讯与数码科技
相关课程的毕业生薪资最高，起
薪中位数达4100元。相较去年，

八大科系类别的起薪均有39元至
250元不等的涨幅。
　　人力资源公司仁立国际执行
董事梁昌国分析，去年发生新加
坡保健服务集团遭遇网络袭击等
一系列网络安全事故，刺激了
各类企业对资讯科技业专才的需
求，舍得花高价请人，加强公司
的网安设施，因此对资讯与数码
科技课程毕业生最为“吃香”，
并不感到意外。

跃大首批全日制课程毕业生
逾九成半年内找到全职工作
　　他也说：“尽管我国经济处
于缓慢增长状态，但对人力仍有
极大需求。随着政府不断收紧S准
证与工作准证的申请门槛，企业
愿意提高月薪，吸引本地的年轻
人才。”
　　2017年升格为公立大学的跃

大去年迎来首届全日制课程毕业
生。168名修读会计、金融和市场
行销的毕业生中，超过九成在毕
业半年内找到全职固定工作，起
薪中位数也达3000元。
　　主修会计的跃大毕业生陈声
耀（27岁）去年毕业前已被吉宝
（Keppel）集团录用为管理培训
生。他告诉《联合早报》，跃大课
程中必修的半年实习经历，帮助
他在申请工作时“大大加分”。
　　“我到普华永道（PwC）当
审计实习前，跃大老师不仅花
一整个学期教导相关知识，还
确保我们懂得如何将其运用在实
际工作中，让雇主看到了我的能
力。”
　　另两所公立大学新加坡科技
设计大学和新加坡理工大学毕业
生就业调查仍在进行，结果会在
今年迟些时候公布。

《小小拇指》邀公众　参与创作融入节庆游戏儿歌

去年毕业半年内找到工作的大学生的比率，从前年的
88.9％升至90.2％，起薪中位数也增至3500元。此
外，首次公布的不同科系类别毕业生起薪数据显示，
修读资讯与数码科技相关课程的毕业生薪资最高，达
4100元。

收集证据、采集指纹、分析
血迹……这些常出现在电视剧
里的破案情节引人入胜，现实
生活中法证人员的工作是否一
样？法证科学又有哪些有趣的
小知识？最新一期《逗号》通过
访问两名法证科学人员，为读
者揭开法证工作的神秘面纱。
　　新加坡老字号承载着众多
食客的美食情结和回忆，近来
却纷纷结业或长期休业。老字
号在新时代面对了哪些挑战？
“新闻消化室”栏目解析古早
味消失背后的内忧外患。
　 　 学 生 报 数 码 版 “ 早 报 校
园”（ZBSchools.sg）包含《逗
号》《大拇指》和《小拇指》
的内容，欢迎中小学订阅。学
生报将在3月推出最新中学版
《看录像说话》，订阅学校将
能以优惠价购买。
　 　 有 意 订 购 者 可 电 邮

cirschool@sph.com.sg询问，或直
接上网www.sphsubscription.com.
sg/eshop订阅。
　　三份学生报也在全岛指定
buzz售报亭售卖。欲知buzz售
报亭地点，可浏览http://bit.ly/
buzzlink19。

最新《逗号》　
揭开法政科学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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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婕　报道
yangjie@sph.com.sg

　　为带动本地儿歌创作，让幼
儿通过富有趣味的儿歌接触华语
华文，《小小拇指》将主办第四
届“华语儿歌创作表演比赛”，
邀请公众报名参加。

本届儿歌比赛以“缤纷节日”
和“快乐游戏”为主题，如能同
时凸显新加坡本土特色则更佳。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各
种族都会以别具特色的形式庆祝
自己的节日。将多元的节庆内容
写入儿歌并传唱，是幼儿初步认
识其他种族文化和习俗的窗口。
快乐的游戏为幼儿的童年生活增
添无穷乐趣和色彩，也是今年的
创作主题之一。
　　今年比赛延续往年的赛制，
儿歌作品获选后，将刊登在《小
小拇指》刊物上，并以表演的形
式登上舞台。凡年龄在18岁以上
的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及持有
工作证和学生证者均可参赛，一
人只能提交最多三份作品。每篇

作品的字数限制为60字，作品对
象是三岁至六岁学前儿童。
　　有意参赛者可上网http://bit.
ly/2SMknVM或扫描QR码查看比赛
章程及下载报名表格，并于4月2
日（星期二）前把作品，连同报
名表格发至TUL@sph.com.sg，决
赛于7月27日（星期六）举行。比
赛询问可拨电63191269。 
　　首三奖作者可获得现金600
元、400元、300元和奖杯各一
座，另九名优胜奖得主各可获得
100元现金及奖杯一座。此外，今
年增设两个特别表扬奖，可各获
得150元现金奖及奖杯一座。
　　《小小拇指》是新加坡报业
控股华文媒体集团属下的学生报
之一，面向幼稚园学生。这份刊
物获得李光耀双语基金赞助，免
费分发给3万多名幼稚园一年级和
二年级学生。

扫描QR码
查看比赛章程
及下载报名表格

林杏芬老师的作品《雨中即景》以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充满活力的现场表
演脱颖而出，夺下去年华语儿歌创作表演比赛冠军。

本地四所大学毕业生
就业调查

2017年就业指标 2018年

早报图表

整体就业率 88.9 90.2

全职就业率 78.4 81.2

自由业 2.4 1.8

临时或兼职工 8.2 7.2

无业率 11.1 9.8

四所大学不同科系
毕业生起薪
科系类别

月薪中位数（元）

资料来源／国大、南大、新大和
跃大联合毕业生就业调查

*跃大首届全职学生于2018年毕业，
因此2017年数据只包括国大、
南大及新大

 2017年 2018年

资讯与数码科技 4000 4100

工程 3500 3600

卫生科学 3450 3489

商科 3200 3450

建筑环境 3200 3400

理科 3250 3390

人文与社会科学 3300 3400

艺术、设计与媒体 2944 3000

所有课程 3400 3500

（%）

余忠达　报道
benzdoer@sph.com.sg

　　六名新加坡理工学院工程系
学生过去一年来研发点餐应用，
学生未来可能可以透过手机应
用，线上点购学校里六个食阁的
餐点。
　　电机与电子工程系三年级学
生林斌（20岁）受访时说，他和
五名同学为毕业专题作业开发的
手机应用启用后，学生们能在线
上点购学校里六个食阁里任何一
个摊位的食物，同时也能透过应
用付款。
　　林斌示范如何使用手机应用

时说，小贩透过应用收到学生的
订单后可开始准备餐点，手机应
用也会显示学生可领餐的时间。
　　此外，记者发现使用者可透
过手机应用，根据个人喜好调整
餐点的分量。
　　以面食为例，使用者可调整
酱料、肉类，以及面条的分量。
点餐完毕后，应用也会显示餐食
价格及卡路里含量。林斌说：
“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所以
我们想到为食客计算他们摄取的
卡路里。”
　　林斌说，只要校方批准，手
机应用最快可在半年后上线。他
说：“我们目前还得想办法为手
机应用增加线上交易的功能，如
果成功也能省去小贩收钱、找钱
的步骤，从订餐到付费的过程也
会更有效率。”

　　另外，六人目前也正在研发
一台可配合手机应用，将面食准
备过程自动化的机器，以提高食
阁小贩生产力。他的组员司徒岑
飞（19岁）主要负责制造这台机
器，他们花了一年时间，已经做
出名为“面食4.0”（Noodle 4.0）
的原型机器。

“面食4.0”主要作用在于帮
小贩将预先准备好的食材，做成
一碗碗食客特别订制的餐点。他
解释，“面食4.0”是配合手机应
用制作的机器，它会在收到食客
订单后，依照食客的要求准备餐
点。”
　　司徒岑飞说：“有些食客会
选择少面、有些会要求少酱料，
一般情况下小贩很少连续接到同
样的订单，这多少会影响他们的
效率。这台机器的好处在于，小

贩只须煮好食材再放进机器，工
作就算完成。这在提升小贩工作
效率的同时，意味着他们能在相
同时间内接更多的单子，进而提
升生产力。”
　　林斌和司徒岑飞受访时一再
强调，专题作业小组无论是在编
写手机应用、或制作“面食4.0”
时，都是以应付人力紧缩问题为
出发点，目的不是在于让科技代
替小贩。
　　林斌也坦言，无论是小组
的点餐手机应用，或是“面食
4.0”，离完成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大概需要获得卫生部或其
他部门的批准才能启用。但若真
的行的通，希望我们的点餐手机
应用和‘面食4.0’能走出校园，
出现在新加坡其他食阁里，让食
客和小贩受益。”  

学园

林斌（左二）和司徒岑飞（左一）的毕业专题小组正在研发点餐手机应用和准备面食的机器“面食4.0”。小组希望所研发的产品有朝一日也能出现
在本地食阁，让小贩和食客受益。（庄耿闻摄）

理工生研发点餐及自动化面食机器　解决小贩人力短缺问题

临时取消民主党活动场地
建筑管理业者为造成误会道歉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已从星
期天（24日）开始，暂代交通
部长职务一个月。

根据昨天公布的政府宪报电
子版，李显龙总理已指示维文从
2月24日至3月23日，在基础建设
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请假
期间，负责交通部长的职务。
　　《联合早报》昨天报道，
许文远上周在家跌倒，左臂骨
折，需留医动小手术，请了几
周病假。
　　总理公署的文告指出，维

文受委交通部代部长，是为确
保妥善协调新马一系列交通课
题的讨论。
　　交通部两名高级政务部长
蓝彬明医生和普杰立医生，以
及高级政务次长马炎庆会协助
维文处理其他交通部事务，包
括即将展开的政府部门开支预
算辩论。　
　　许文远今年底将庆祝67岁
生日，他曾在2010年动心脏绕道
手术时拿长病假，手术完成约
六周后就返回工作岗位。

苏文琪　报道 
suwenqi@sph.com.sg

　　新加坡民主党预订的活动场
地临时被取消，有关业者出面负
起全责，表示此事是公司独自造
成的“误会”，并向裕廊集团和
民主党致以“真挚道歉”。
　　民主党为下届大选备战，
上周六（23日）原本要在位于友
诺士的SLV Hub举行推介仪式，
建筑管理业者KCC Ventures（简
称KCCV）却临时通知取消场
地。活动后来改在文华大酒店举
行。

民主党称被取消场地 
疑涉及政治因素
　　民主党说，KCCV在活动前
一天告知“裕廊集团临时展开突
击检查”，必须取消场地，因而
质疑事故涉及政治因素。
　　裕廊集团后来在面簿发贴文
回应时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也
从未介入，而定于明天展开的检
查早在本月8日就通知业者。集
团去年12月开始对未经授权转租
活动展开调查，有关检查是为了
跟进情况安排的。

　　裕廊集团强调，取消场地是
民主党和场地业者之间的私下安
排。“把这件事与我们正在进
行的调查混为一谈，并指责本
集团具有政治动机是不负责任
的。”
　　KCCV董事会昨天发文告指
出，公司是在没有征得建筑业主
和公司董事会的批准下，就接受
民主党的场地预订。

然而，他们后来知道此事，
因此立即通知民主党取消场地和
道歉，却给出“错误的理由”。
　 　 文 告 说 ： “ 我 们 已 劝 告
KCCV的职员和经理，并制定指
导方针和管控措施，以确保不再
发生这种情况。”
　　KCCV已分别向民主党和裕
廊集团道歉，并给予前者全额退
款，也提出要承担替代场地租金
的差价，以及取消餐饮费用。
　　该公司也向公众和所有可能
对此事感到不满的各方道歉。
　　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博士昨
晚在面簿发文说，他与有关公司
代表面谈后，该党已决定接受
公司的道歉，让这件事告一段
落。

维文本月24日起 
暂代交通部长职务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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