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星島報業領導地位，為僱主提供強勢招聘及進修廣告組合
#根據 Ipsos Media Atlas 2015年第一季至2021年第二季調查結果, JobMarket 為全港最多讀者人數之招聘雜誌
*根據 admanGo 2014年至2021年度調查結果, JobMarket為全港最多廣告之招聘雜誌

(2022年1月25日生效)

《JobMarket求職廣場》是香港最早的雙語招聘媒體，在市場上一直穩佔領導地位。自1985年創立至今，一直
為全港企業提供高水準的專業招聘服務。每周為求職者提供大量優質職位，更致力報導全面的招聘、求職及進修等
相關資訊。
（逢周二及周五出版）

周二 JobMarket Express
專題故事
突破時刻
CSR星級情報
綠意盎然
調解世代

－ 潮流潮人潮事，一點一滴一覽
－ 尋找職場上位突破點
－ 有商有良，報道本地機構如何肩負企業社會責任
－ 縱馬馳騁，笑看人生百態
－ 掌握調解新發展，盡化干戈為玉帛

周五 JobMarket
專題故事
人力之緣
中小企2.0
大和解
Dr. Ed Forum
90後求職講場

－ 深入報道職場猛料，重量級名人分享上位心得
－ HR名人交流人力資源管理心得
－ 介紹Hit爆企業資訊科技應用
－ 攞正牌「調解員」，教你WinWin家和萬事興
－ 職場增值專家為你解答進修、就業疑難，歡迎以電郵發問
－ 職場90後無處發聲？求職講場讓你暢所欲言

廣告種類
招聘

• 地產及基建
• 餐飲
• 美容

• 營銷推廣
• 企業招聘
• 教育

• 酒店及旅遊
• 會計
• 金融/銀行

進修

• 學歷課程
• 專業進修

• 語文
• 興趣報讀

• 個人及企業培訓

• 資訊科技
• 製造及貿易
• 採購

「進修系列」

• 醫護
• 社會服務機構
• 設計

• 零售
• 物流
• 工程

升學解碼
升學專家 為你解答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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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電郵版主陳筱芬博士drfannychan@eduplus.hk

海外升學 讓子女學業有成
7類孩子 父母送出國前應重新考慮

2.怕吃苦的孩子：出國留學，意味着孩子要獨自面對很多的問題，如果孩子
因為解決不了這些問題而半途放棄，將會面臨尷尬境地。

2019 哈佛新生數據出爐
哈佛校友面試官為你解答

3.不善於與人交流的孩子：留學的生涯漫長而又寂寞，如果孩子在國內都存
在交流障礙的話，不要指望來到陌生環境之後他會突然改變；這也包括有SEN阿
氏保加症（Asperger’
s）特徵的學生。
4.自理能力極差的孩子：自理能力差，將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團糟的孩子，一
旦遠離父母的身邊，其生活狀況可以想像有多糟糕了；這也包括有SEN專注力不
足/過度活躍症（ADHD）特徵的學生。
5.心理承受能力太弱的孩子：去國外留學，孩子面對的問題太多，如果承受
能力太弱的話，難保孩子心理不會出現障礙。
6.自主學習能力不強的孩子：國外的教學方式與國內的差異非常大。如果孩
子不會主動安排自己學習的話，他將會吃盡苦頭；這也包括有SEN專注力不足/過
度活躍症（ADHD）特徵的學生。
7.比較死板、缺乏應變的孩子：這種孩子，在父母的羽翼下不會出現甚麼
問題，一旦放他出去，就會被現實碰得頭破血流，很可能過得不開心；也包括有
SEN阿氏保加症（Asperger’
s）特徵的學生。

You》，獲哈佛商業評論選為「2017年最重要的商業書籍之一」。作者強調當今
工作環境改變，人要裝備創業精神，即打造自己成為一家企業。要成為斜槓職
人，就是要裝備企業家特質——不怕失敗、勇於學習、解難能力、尋找客戶和設

賣，從中獲利。由於球鞋專家確認日本訂單後，才向美國訂貨，毋須大量現金
流，可謂無本生利。過程中他要學習觀察，了解不同環境的特質，了解客人需
要，溝通和傳遞訊息等，這些都是發展不同的能力，打造自己。其實就是把自己
打造成一家企業，也就是打造自己的生命，做好自己。
當網上已有海量的學習資訊，不少大學生質疑是否需要長途跋涉親身到學
校上課。當然不是人人都可以是朱克伯格，但明知學習所得知識在畢業後未必有
用，工作隨時因科技而改變或被淘汰，傳統公司結構出現變化，AI（人工智能）
更會是他們工作上最大競爭者，所謂的人生規劃愈來愈難做，年輕人難免感到迷
惘躁動。Z世代的成長環境與之前出生的人大不相同，他們一出世便接觸網絡科

電郵：info@reach-the-unreachable.org

掌握和運用，即創造力（Creativity）、團隊合作（Collaboration）、批判性思維
（Critical Thinking）、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若能配合相關的職業技能

傳真：3181 3300

電話：(852) 3181 3322

電郵：advertising@jobmarket.com.hk

傳真：(852) 3181 3300

網址：www.jobmarket.com.hk

2/F Sing Tao News Corporation Building, 7 Chun Cheong Street, Tseung Kwan O Industrial Estate, Tseung Kwan O,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181 3322

Fax: (852) 3181 3300

Website: www.jobmarket.com.hk

團隊的一位成員有過這樣的經歷：「有幾天，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之下，
我感覺好友與平日有點不同，他有些很微小的反應很古怪，讓我有點不解，
但並沒說出來。豈料好友突然問我是不是發生甚麼事了。我反問為何這樣
問？他說：『我覺得你的心好像有甚麼壓着，我感受不到你的心，以致我們
斷了綫。』我很詫異，明明我也如常對答，好友竟然也感受到當中隱藏的
『落閘』與『斷綫』，甚至描繪出我內心的狀態。結果，我就把真實的感受
說出來，內心被壓着的感覺也隨之消失。好友樂見我重新『上綫』。我也感
到，彼此的心又靠在一起了。」
原來，即使裝作正常，真正認識你的人，還是會繞過這層面紗，看到
你的心，感受到你最真實的狀態。這是心的感應。心的感應是結果——彼此
敞開內心的結果。敞開的心是我們願意打開心扉，讓人看見真實的自己，包
括心底深處的想法及感受，甚至是脆弱的地方，願意讓人觸摸我們的內心。
即使說的是不開心的事，心也可以打開，與對方連結着的。當雙方都願意敞
開，讓心靠在一起，自會經歷到超越言語的一份感應。說，或不說話，都感
應到對方的同在。勇敢打開那把鎖，讓對方進行你「屋內」吧！同時也擁抱
對方的敞開，共同經歷一份無與倫比的連結與感應。Ｅ

代要如何把握機會？數碼技能和寫讀能力固然不可或缺，另外便是對「4C」的

廣告熱線：3181 3181

就像是，我們看見一間屋，知道其形狀、顏色及四周的環境，卻無法內
進，無法知悉屋內的情況，因為那扇門鎖上了。原來知道一個人許多的事，
不等於認識這個人。真正認識一個人，不止知道他正在關注的事，更是明白
他的心。甚麼是明白一個人的心？

電郵：eacorp@breakthrough.org.hk

交友遍天下，但都是在熒幕背後進行，一旦要面對面溝通便無所適從。到底Z世

香港將軍澳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7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2樓

敞開內心，勇於表達真實的自己和深處的感受；也讓自己成為別人內心
的依靠，彼此扶持。你有認識這樣的人嗎？常常見面，也常常交談；但當問
你有多認識他，你倏地覺得對他一無所知似的。他可以隨時與人討論不同的
事件及想法，你也覺得他易於相處，但總感覺有一種距離。為甚麼？因為他
沒讓人觸碰內心，甚至他自己也沒有。當有人往他內心再走近一步，就會有
意無意地「落閘」。我們稱這為「緊鎖的心」（Closed heart）。

則更完美。

技和智能產品，幾乎毋須等待便可即時與人聯繫通訊。海量的資訊唾手可得，只
是未有足夠時間學習吸收。即時新聞環繞四周，當中亦混合了不少假消息。儘管

客戶服務：3181 3322

生命教育基金會團隊

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及高級顧問︵創業︶

黃岳永

於是，他在南美以低價入貨，委托巴西代理直接將球鞋運給日本買家，一買一

在2019年哈佛新生中，22.7%的學生曾擔任課外活動的會長，26%在高中時
同時擔任過兩個學會的主席，更有6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高中曾擔任一至三個學
會的主席。

Open Heart 敞開的心

有一本對斜槓人生深具啟發性的書，是Dorie Clark撰寫的《Entrepreneurial

我的課上曾有一位年輕人，他在facebook和Instagram開網上店售球鞋，仔

不容忽視的領導能力：常春藤聯盟等世界名校一直強調學生的領導能力
（Leadership），也是每所學校要求新生所具備的共同特徵。哈佛大學博士Tal
Ben-Shahar 指出，哈佛期望所有申請者具備成熟、領導力及臨危不亂等特質。

電郵：hyman.kwan@ef.com
facebook：EF Academy Hong Kong Admissions Office 香港辦事處

打造自己成為一家企業

會用環境去傳遞，讓人在環境中學習企業家精神特質。

與眾不同的課外活動：在2019年的哈佛新生數據中，74%的受訪者表示最受
歡迎的高中課外活動是社會服務，其次是體育運動佔57%，學生會佔36%，數學及
科學學會各佔32%、音樂學會佔31%。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一種課程活動更
易在申請時脫穎而出。

時間：2月29日（星期六）2:30pm - 4:00pm
地點：銅鑼灣時代廣場2座23樓
電話：+852 2158 2904 / WhatsApp +852 6010 6831

電郵：drfannychan@gmail.com
facebook：www.facebook.com/drfannychan

細觀察世界各地新款球鞋推出及銷售情況，發現同款球鞋在日本出售利潤可觀。

優異成績是基本要求：以數學系為例，哈佛新生的數學水平相當優異，當中
20.8% 在高中時代已達到多變量微積分、綫形代數以上的水平，而這些都是美國大
學的數學科內容。

綜觀以上，要成功申請到培養出八位美國總統、一百六十位諾貝爾得獎者
的哈佛大學，要下的苦工可真的不少！EF Academy國際寄宿中學將於2月29日
（六）榮幸邀得哈佛校友面試官親臨本處舉辦美國留學講座，以分析美國名校申請
重點，歡迎家長同學預約參加，詳情可瀏覽：http://bit.ly/2MCla6X。

在對待子女是否留學的問題上，父母應該持有更加理性的態度，把對子
女的期望與孩子自身的條件作充分評估，設定目標，從而選擇一種最恰當的培
養途徑，或考慮出國前提供調適訓練。想取得更多到海外升學的資訊，請參加
2020年3月21日之「2020海外升學教育展─『為海外升學做好準備 讓子女
學業有成』」，免費入場。請即登記：http://www.jobmarket.com.hk/special/
emailmarketing/EDUplus_35788_200206/email.html。

計思維等。即使我是創業學的老師，只能明言這些特質沒法在課堂上教授，但我

哈佛大學2019年秋季共收到43,330份入學申請，最終取錄了1,950 名學
生，取錄率為4.5%，是連續第五年出現下跌。而哈佛大學校報《The Harvard
Crimson》就對2019年的新生進行了數據調查與收集，對這些學霸所具備的特質進
行了總結。

英美寄宿學校招生主任
EF Academy

1.自己對出國沒興趣的孩子：孩子只有打從心底裏想出去深造，才會有毅力
去面對出國後的一系列問題。

關凌均

配合精心設計的發行網絡，客戶廣告訊息直達目標讀者

星島求職廣場出版人及行政總裁

陳筱芬教育博士

配合市場走勢，報導市面各類型課程內容及專家心得

對即將出國的孩子，父母很有必要就孩子的能力做一個預判，如心智是否
成熟、是否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獨立自理能力、是非判斷能力、面對挫折和挑
戰處理能力等，盡可能預防心理問題的產生。根據學校教師和教育心理學家的共
同經驗觀察，以下是七類心智還沒準備好出國留學的孩子的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