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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主可怎樣預備招聘新學制畢業生？ 

 除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外，僱主還可以參考

什麼資料以招聘合適的人才擔任合適的崗位?

迎接新力軍 

22

職位空缺:

僱主怎樣預備招聘新學制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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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2-02-334334 NAS 日期：09/08/2013 

職位 : 侍應生

公司/僱主名稱：XX酒店

地區：尖沙咀 行業：酒店業

職責：負責餐飲部之日常運作, 以及提供優質及專業服務予客人

資歷：中學程度; 1年經驗; 良好粵語; 一般普通話; 良好英語; 懂讀寫中文; 懂讀寫英文;

曾修讀有關餐飲管理課程或有酒店或會所工作經驗優先

待遇：每月$9,400 - $10,500, 有供膳食, 上午6時至凌晨12時, 每週工作6天,輪班,輪休,
每天工作 9 - 10 小時

申請須知：求職者可電郵(jobs@edb.gov.hk)履歷表給XX酒店。如要索取收集個人資
料聲明，請與梁 小姐(9123 4567)聯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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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想想…

僱主應怎樣預備招聘新學制畢業生？

招聘職位?

職務?

侍應生

負責餐飲部之日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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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具備的
知識?
能力?
技能?
素質?

語文能力?

例
子

中學程度、
曾修讀有關餐飲管理課程
或有酒店或會所工作經驗

良好粵語;良好英語;
一般普通話

參考涵蓋不同科目的「共通等級描述」及示例，以理解

考生於不同等級的表現水平。

僱主怎樣預備招聘新學制畢業生？

第五級

對課程內容有廣泛的認識和透徹的理解，能把概念和技巧有效地應用到多元和複雜的
不熟悉情境，並顯示深入的見解
能分析、綜合和評價廣泛的資料
能精簡及邏輯地傳達意念和見解

再沒有傳統的及格概念(E 級) 

對課程內容有良好的認識和理解，能把概念和技巧有效地應用到不熟悉的情境，並顯示

第四級
深入的見解
能分析、綜合和詮釋各種資料
能邏輯地傳達意念和見解

第三級
對課程內容有足夠的認識和理解，能把概念和技巧適當地應用到不同的熟悉情境
能分析和詮釋各種資料
能恰當地傳達意念和見解

第二級
對課程內容有基本的認識和理解，能把概念和技巧應用到熟悉的情境
能辨識和詮釋直接的資料
能平衡地傳達簡單意念

第一級
對課程內容有初步的認識和理解，在協助下，能把概念和技巧應用到簡單熟悉的情境
在指導下，能辨識和詮釋簡單的資料
能粗略地傳達簡單意念 

按照工作崗位的需要，參考相應科目的
「等級描述」，決定這職位在個別科目
需達到的水平，訂定入職要求。

僱主應怎樣預備招聘新學制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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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Descriptors – English Language (Speaking) 
(http://www.hkeaa.edu.hk/en/hkdse/hkdse_subj.html?A1&1&2_4) 

English Language Level Descriptors 
Speaking Descriptors 

Pronunciation and Delivery 

• Pronunciation of words is clear and accurate. 

• Use of stress and intonation enhances communication. 

• Fluency is sustained with only occasional hesitation. 

C i i i 

Level 
5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 A  wide range of expressions and strategies is used to initiate and maintain 
interaction and to respond purposefully to others. 

• Body language enhances communication. 

Vocabulary and language patterns 

• Vocabulary is varied and appropriate. 

• Language patterns are accurate and appropriate. 

Ideas and organization 

•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ideas are clearly expressed and developed. 

• Topics are expanded on cogently with explanations or details. 

• Conversational exchanges are well sus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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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Descriptors – English Language (Speaking) 
(http://www.hkeaa.edu.hk/en/hkdse/hkdse_subj.html?A1&1&2_4) 

English Language Level Descriptors 
Speaking Descriptors 

Pronunciation and Delivery 

• Pronunciation of familiar words can usually be understood within the overall 
context. 

• Stress and intonation are used appropriately with simple utterances. 

Fl i id t i t i l t f ili t i 

Level 
2 

• Fluency is evident in response to very simple prompts on familiar topic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 Basic expressions and strategies are used to respond purposefully to others. 

Vocabulary and language patterns 

• A  small range of simple vocabulary is used appropriately. 

• Some basic language patterns are used accurately in brief exchanges. 

Ideas and organization 

• Some relevant simple information and ideas are expressed successfully. 

• Some ideas and information are expanded on briefly. 

• There is brief participation in conversation when prom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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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Speaking) – Samples 

 Level 5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eng_lang/video/Level5.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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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2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Subject_Information/eng_lang/video/Level2.wmv

除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外，
僱主還可以參考什麼資料

以招聘合適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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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招聘合適的人才
擔任合適的崗位?

「學生學習概覽」
讓僱主更全面了解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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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表現、態度和抱負 

•提供學生在全人發展方面更全面的紀錄

•鼓勵每個高中學生建立自己的學習概覽

•學校可設計概覽內容及選擇推行方法

•建議內容可包括：

學生學習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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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學科成績 

–其他學習經歷

–校外的表現／獎項

–學生的「自述」 (印象深刻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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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概覽 – 節錄

1313

在新學制下，學生 

• 有更強的靈活學習能力;

• 有更強的關鍵的軟技能 (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
力、自主學習能力、人際關係技巧……);及

• 專上及專業教育院校均對第一屆文憑試畢業生持
正面評價 認為他們具備更好的專注力 更主動

你將會看見有別於以往的學生!你將會看見有別於以往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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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評價，認為他們具備更好的專注力、更主動
學習及更勇於發問

僱主對香港中學文憑有什麼看法? 

新學制所培育的學生特質，正符
合他們的要求

多元化的應用學習課程有助學生
了解自己的職業抱負

水平參照成績滙報更明確描述學
生所具備的知識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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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334.edb.hkedcity.net/doc/mov/chi/DSE_chi.wmv

生所具備的知識和能力 

學生學習概覽有助選拔人才，了
解應徵者的性向、態度和抱負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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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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