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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大学毕业生全职就业率创四年新高

邓玮婷　报道
tengwt@sph.com.sg

　　尽管去年经济表现不佳，但整
体不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
去年毕业后找到全职工作的比率
达81.7％，创过去四年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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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显示，去年毕业后在半年内
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比率从前年的
90.2％微增至90.7％。
　　应届毕业生中，81.7％找到
全职固定工作，是这四年来的高
点。2018年只有81.2％的本地毕
业生在半年内找到全职工作，
2017年的数据（不包括跃大）为

78.4％，2016年的毕业生全职就
业率是80.2% 。
　　跃大是在2017年升格为公立
大学，隔年迎来首届全日制课程
毕业生后，才参加公立大学的联
合毕业生就业调查。

　 调 查 结果显 示 ，去年 有约
2.0％的毕业生选择加入自由业者
行列，比前年略升0.2百分点。而从
事临时或兼职工作的毕业生比率
略减，占7.0％，其中，4.6％是自
愿这么做，比前年多了约0.3个百
分点；2.4％的毕业生则是情非得
已，比前年略增了0.1个百分点。
　　国大、南大、新大和跃大
每年会在11月，即学生毕业半年
后，展开上述调查。去年共有1

万1400名毕业生，即71.8％毕业
生参加了调查。另两所公立大
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和新
加坡理工大学的就业调查仍在进
行，结果会在较迟时候公布。　
　　薪金方面，去年全职就业的
毕业生起薪中位数达3600元，比
前年高了100元。在国大、南大和
新大这三所大学中，新大的平均
月薪最高。

资讯与数码科技最吃香 
毕业生月薪中位数4400元
　　新大透露，应届毕业生的
平均月薪为4121元，月薪中位数
则达3800元，双双创新高。南大
的平均月薪为3693元，国大则是
3939元。
　　另外，八大科系类别中，
资讯与数码科技的毕业生最吃
香——超过九成的学生毕业后找
到全职工作，月薪中位数也达

4400元，远超其他科系。但相较
前年，所有科系类别的起薪都取
得了11元至300元不等的涨幅。
　　国大毕业生林佳怡（24岁）
在大学主修电脑科学，目前在招
聘网Indeed Singapore担任软件工
程师一职。她说，早在毕业前一
年，自己就积极开始找工作，留
意就业展的公司企业，并向学长
了解他们的经历等等。

　　“很多和我同时期找工作的
朋友在毕业前就成功受聘……由
于不同行业都须要电脑科学相关
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我们相对
不缺乏工作机会，比较难的是要
找到适合自己、并有发展空间的
岗位。”
　 　 在 跃 大 主修 金 融、副 修 分
析学的李俊锋（27岁）一样在毕
业前近乎一年就开始找工作，去

年1月成功受聘加入施罗德投资
管理公司（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毕业生见习计划。
　　他说：“大学的教授都非常
愿意帮助我们，也鼓励我们多
参加课外活动如比赛等等，以开
拓视野，让履历更丰富……毕业
前，我到三家不同公司实习吸取
经验，虽然当时不容易，要兼顾
工作和实习，但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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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大学毕业生中，81.7％找到全职固定工作，是这
四年来的高点。2018年只有81.2％的本地毕业生在半
年内找到全职工作，2017年的数据（不包括跃大）为
78.4％，2016年的毕业生全职就业率是80.2% 。

王晓亚　报道
wangxy@sph.com.sg

　　新加坡管理大学将与杜克—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合作推出
新计划，让学生在获颁了新大学
士学位后，继续修读杜克—国大
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学位。
　　新 计 划适用于 新大包括法
学、社会科学、商学等全部六所
学院学生，希望在未来为我国医
疗系统培养出拥有多方知识的医
疗人才。有意念医科的学生可以于
报读新大时提出申请，在完成本
科教育后继续到医学院念医科。
　　学生可获颁新大的学士学
位，以及杜克—国大医学院的医
学博士学位。计划从去年8月新学
年开放给入学的公民与永久居民
申请。
　　新大的本科课程长达四年，
医学博士学位课程也须四年，申
请者被录取后在新大就读期间，
成绩符合标准并满足其他多项学
业、专业、课外及品德要求后才
能升上医学院。计划估计每届可
吸收约10名学生。

见祖父六年管喂养痛苦 
决定念完法律后学医
　　刚进入新大法学院一年级的
洪敏馨（20岁）表示,自己从小
对法律充满热爱，不过在亲眼见
证祖父长达六年的管喂养（tube-
feeding）痛苦经历后，她开始深
刻反思自己是否可以做些什么，
于是决定走上学医的道路。
　　依旧没有对法学失去兴趣的
洪敏馨十分感激如今能兼顾双门

学科，未来她计划走上当临床医
生的道路，并期待着新道路给她
的人生带来的可能性。

兼修电脑科学和医科 
女生认为将是一大优势
　　另一名新大信息系统学院大
一生李雯禧（20岁）坦诚自己喜
欢电脑科学，但受医护人员无私
奉献的精神启发，又非常希望能

成为一名医生。
　　“特别是现在暴发了冠病
19，我看到医护人员为保护国民
的健康和安全冲在一线，让我非
常向往。”
　　李雯禧说，随着科技的进
步，在本科学到的电脑知识相信
能够帮助她在未来更好地适应和
运用新医疗科技，以改善对病患
的护理。同时，本科教导的管理

技能也能对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
起到帮助。拥有两项专业能力互
为补充，想必将成为她的一大优
势。
　　“尽管这条学习之路比直接
本科开始就读医学要更长一些，
但这些额外时间相当值得。它不
仅为我打开了更宽敞的大门，
还给我机会追求自己喜欢的事
物。”

郭培贤　报道
phkerr@sph.com.sg

　　二度闯进大学宿舍女厕偷
拍女生冲凉的国大男生，在接
受并完成了大学给予的纪律处
分后，校方日前批准他毕业。
　　但是，昨天认罪的尤俊超
（25岁）面对入狱的可能性，
主控官昨天在庭上向法官请求
判他坐牢8周。
　　尤俊超面对两
项擅闯女厕所，以
及两项侮辱女性尊
严的罪名。
　 　 他 是 在 去 年
2月14日以及3月5
日，两度闯入新加
坡国立大学某宿舍
的同一间厕所内偷
拍女生冲凉。
　　国大发言人回
复本报询问表示，
国大是在去年4月
召开纪律委员会决定了对尤俊
超的纪律处分。
　　这是在国大去年6月采取更
严厉的纪律处分框架之前。
　　发言人表示，尤俊超已经
完 成 纪 律 处 分 ， 日 前 获 准 毕
业。

惩处都会列在 
毕业成绩册中
　　纪律委员会所给予的惩处
包括下令他暂停学业、延迟毕
业、强制他接受辅导以及改造
治疗。这些惩处都会列在他毕
业成绩册中。
　　尤俊超昨天认罪后，代表
律师在庭上求情，指尤俊超前
途一片光明，只是一时糊涂才
会犯案，虽然必须接受法律制
裁，但请求不要毁他前程，给
他一次机会。

　　律师认为，判被告短期拘
留令以及社区服务就足以惩罚
他，而且能够避免留下案底。
　　律师请求法官下令控方提
交报告，以便决定被告是否适
合这两种刑罚。
　 　 主 控 官 不 同 意 律 师 的 说
法 ， 指 确 保 一 个 被 告 的 前 途
“是否光明”，不是法庭的责

任，也不应该是法
官决定刑罚时的考
量。
　　她指出，高庭
法官曾说过，任何
人若要触法，就应
该准备面对任何后
果，包括事业是否
会在受到法律制裁
后被波及。
　　主控官认为，
被告即便有改造的
可能性，但已经是
成年人。近来大学

偷拍事件越来越频繁，备受公
众关注，将被告送入监狱，以
此阻吓其他人犯罪，更加符合
公众的利益。
　　主控官强调，案件的两名
受害者都受到心理伤害，被告
虽然事后被诊断患有适应障碍
症，但与他犯罪无关。
　　法官表示需要更多时间考
量双方的陈词，将案件展期至
3月20日下判。他并未下令控方
提交任何报告。
　　国大发言人表示，国大不
容忍任何发生在校园内的性过
失行为，除了采取更严厉的纪
律处分框架以外，也加紧了安
全措施。
　　国大也给予受害者更多的
支持及协助，并且要求所有师
生接受训练，创造互相尊重的
文化。

蔡可涵　报道
kehan@sph.com.sg

　　又有人利用假新加坡警察部
队网站骗取个人资料，警方提醒
公众提防类似骗案。
　　警方昨天发文告说，骗子向
受害者发出一个看似警方网站的
Windows 10全屏桌面截图，并指
他们“因观看和传播违反新加坡
法律的讯息，电脑桌面因此被锁

上。”
　　假网站上的信息显示，若要
解锁，电脑用户就必须提供信用
卡资料，包括号码、姓名、有效
期和安全码，以支付罚款。
　　由于该“网站”只是一张截
图画面，受害者无法点击“开
始”菜单（Start Menu），也不能
打开或关闭任何应用程序，因此
误以为自己的电脑真的被锁住，

结果落入骗子的圈套。

假网站是“钓鱼”网站
　　警方说，这些假警察部队网
站其实是“钓鱼”（phishing）网
站，受害者可能因提供了个人资
料而蒙受巨大损失。
　　警方澄清，真正的新加坡警
察部队网站网址为www.police.gov.
sg，提醒公众谨防假冒。

　　公众若遇到上述情况，应采
取以下措施：
　　（1）按“Alt+Tab”，看电
脑是否能回到正常桌面。
　　（2）按“Ctrl+Alt+Delete”
启 动 “ 任 务 管 理 器 ” （ T a s k 
Manager）终止浏览器进程。
　　（3）不要提供任何个人或银
行资料，如网络银行账号、密码
和一次性密码等。

警队网站遭人假冒骗个资　警方提醒公众勿受骗

洪敏馨（右）和李雯禧立志从新大本科毕业后走上医学路，是新大和杜克—国大医学院合作的医学生项目的第
一批学生。项目于去年八月开始招生，共有5名新大生成为首批加入计划的学生。（陈来福摄）

新大学士可继续修读杜克—国大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二度闯宿舍女厕偷拍女生冲凉
国大男生纪律处分后获准毕业

科系类别

月薪中位数
（元）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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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

艺术、
设计与媒体

建筑
环境

商科 工程 卫生
科学

人文与
社会科学

资讯与
数码科技

理科 整体

3200

3000

200

3500

3400

100

3500

3450

50

3750

3600

150

3500

3489

11

3500

3400

100

4400

4100

300

3500

3390

110

3600

3500

100

四所大学*不同科系毕业生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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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官要求判被告尤俊超
坐牢8周。（林泽锐摄）

更多精彩内容，见明日

超级星期二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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