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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激減萬人
自資院校臨廝殺

■溫立文(左)呼籲學生留意自資課程的認受性，並小心衡
量自身財政負擔和發展意向。
香港教育專業學院供圖

將流失學費收入5億元 學界憂現裁員結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自資專上院校近
月風波連連，隨 新舊學
制入學「雙軌年」完結，
各校將面臨更大收生挑戰。本報按教育局及考
評局資料推算，扣除8大院校經大學聯招提供
的學額，及往外地升學與就業的學生，新學年
自資專上課程的合資格文憑試生源只剩約2.6萬
人，較去年各校實際取錄3.6萬人相比，激減達
1萬人，業界將流失4億至5億元學費收入。有
學界人士直言，自資課程供過於求，擔心部分
院校在生源大跌下，隨時要裁員或甚至結業；

■「雙軌年」過去，今年文憑試生源
■「雙軌年」過去，今年文憑試生源
大減1萬人，為自資院校營運帶來嚴
大減1萬人，為自資院校營運帶來嚴
峻挑戰。圖為往年公開試放榜後，考
峻挑戰。圖為往年公開試放榜後，考
生湧往自資校報名情況。
生湧往自資校報名情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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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自資院校校長指，今年會加強宣傳，有信
心能收足預算學額，又期望社會應 眼課程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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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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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毋須偏重收生數字。

嘉 辦，引發社會對自資院校收生的關注。事實上，

諾撒聖心商學書院早前突然宣布因收生不足停

「雙軌年」後只剩文憑試生報讀專上課程，情況料將惡
化。按本報參閱教育局及考評局的資料，今年文憑試學
校考生與去年相約，推算考獲5科2級具升讀專上課程資
格者也有約4.8萬人，但扣除大學聯招學額，及約14%選
擇海外升學及就業者，今年自資院校「潛在」文憑試生
源只得約26,280人。與教育局早前公布，20多間自資院
校去年實際收生36,243人比較，差額達9,963人。

■陳卓禧指，數字未能反映實況，
相信自資校收生將重上軌道並更有
秩序。
資料圖片

■黃景波指，能仁積極加強宣傳，
去年11月已直接到約30間中學推
廣，「有信心收足300人」
。資料圖片

現時自資專上課程每年學費至少約4萬至5萬元，生源
大減1萬更將導致整個自資專上界別約4億至5億元的損
失，情況嚴峻。去年能仁書院因課程遲審批延誤宣傳，
實際收生遠較預期的300人少，但校長黃景波指，對今
年收生情況不感擔心，因該校副學士課程學費低，並設
立減免半額學費的獎學金，加上師資和師生比例較佳，
去年11月已直接到約30間中學推廣，「有信心收足300
人」
，未來更計劃推出地產和美容等課程，吸引更多學
生報讀。

項目

恐8大社區學院「無限」收生

差額

他又坦言，擔心8大轄下社區學院「無限量」收生，
造成其他院校的收生困局，更影響教學質素，對學生無
益，期望業界可以「質素」而非「收生數」比拚，並建
議政府提供適當補助。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陳卓禧則表示，教局引述的收
生數字只包括副學位和學士學位，但該校及其他部分院
校同時提供不同類型的證書和毅進文憑等課程，且一直
受到學生歡迎，數字未能反映實況，而該校具實力且重
視課程質素不擔心今年生源減少影響收生。他又指，媒
體報道易令自資院校形象變負面，但相信經歷去年的混
亂情況，今年自資校收生將重上軌道並更有秩序。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校長時美真也指，該校有辦毅進課
程，約有六成生修畢後會原校直升副學位，生源並不
缺；而隨遷入新校舍，今年該校並將增加逾400個學
額。

自資校課程續增 供過於求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近年自資校課程持
續增加，至今已有逾200個，但隨 生源下跌將變得供
過於求，自資院校學費收入大減，不排除部分院校會因
收生不足，令原先擴建的校舍課室或丟空，嚴重甚至需
要裁員和停辦。

報考的學校考生
考獲5科2級或以上、合資格
升讀副學位或以上課程人數
大學聯招資助學位
及副學位收生
外地升學*

2013年文憑試

71,762人

71,222人

約4.8萬人(佔總數約67%)

推算約4.8萬人

共16,619人

推算約1.5萬人
(學士學位約1.25萬、副學位約2,500人)
約3,360人(假設與去年相約)

約3,360人(7%)

就業*
自資院校情況(學位及副學位)

2012年文憑試

約3,360人(7%)

約3,360人(假設與去年相約)

實際收生36,243人(包括高考生)

推算自資院校生源約26,280人

－

9,963人

*按教育局去年公布文憑試生出路調查，選擇外地升學及就業各佔約7%，有關數字以合資格升讀副學位或以
上課程人數為基礎
資料來源︰按考評局、教育局分別提供的數字推算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兼職多過全職」 教師質素參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除收生前景或面對挑戰外，部分
自資院校課程質素問題備受到社
會關注。有自資院校講師及課程
顧問便指，部分院校濫收學生，
慣常「先收生、後請人」，造成
「兼職多過全職」、教師質素參差
的情況。另外，亦有副學士院校
的環保課程，因負責的老師離職
但學系內教師不足，只濫竽充數
由化學科老師「頂上」
。
有專上院校講師透露，院校
「超收」情況普遍，不少都採「先
收生、後請人」策略，而因時間
較緊，令兼職老師大增，部分課
程更有逾半老師是兼職，對跟進

學生學習情況或構成影響。有兼
職講師指，院校收生過多令部分
課程師生比例惡化，一些大班課
程可達120人一班但卻沒有助教協
助，「若老師任教3科，學期末隨
時要改上300份考卷」
。

環保師離職 化學師「頂上」
除師生比外，師資質素亦是自
資課程面對的問題。有正就讀環
保學副學士的學生指，下學期有
教環保課題的老師離職，但系內
人手不足，只由原先教化學的老
師「頂上」
，令其對教學質素感擔
心。
另有曾任自資院校校外評審顧

■科專同時有辦毅進課程，校方
相信生源並不缺。
資料圖片
問的大學學者稱，個別院校老師
質素實在欠佳，「我曾檢視其英
文課程試卷，出卷者文法很多錯
處，水平就如學生一樣」
。

■本報助理
總經理鄂健
強帶領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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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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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大、
中、小學校園
記者來到香港
文匯報報館做
「實地考察」
。
歐陽文倩 攝
「校園記者」每位都經過嚴格篩選，均
是「國情知識問答大賽」的得獎學生。計
劃的首個活動已於上星期六圓滿舉行，當
日各位校園記者來到《香港文匯報》公司
進行「實地考察」
，其間參觀了本報的報史
館、編採部、印刷部等多個部門，在本報
助理總經理鄂健強的介紹下了解了報業發
展的歷史，還在教育版副主任任智鵬的教
導下，上了一門記者採訪的「入門課」
，增
加了對新聞行業的認識。
當日活動參與者、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334學制下專上
院校及課程大增，導致問題叢生，超額收生、停
辦危機、缺乏監管、課程認受性不足及推廣市場
化等情況備受關注。有團體舉辦分享會講解，專
上院校嚴選秘訣，提醒學生報讀前，應充分了解
辦學團體的背景和穩定性，並留意課程是否得到
認證，以及所獲得的專業資格能否銜接學士學位
和本地執業所需。長遠而言，學生還應考慮自身
財政負擔，以及發展意向，謹慎規劃未來。
職訓局轄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工商管
理學科學術總監祁志純、工商管理系署理高級講
師李昌輝、及遊樂場協會總發展主任溫立文昨出
席選校秘訣分享會。祁志純表示，學生選擇專上
院校及課程時要考慮多方面問題，如該校課程是
否獲得專業團體或政府認證，及所銜接的學士學
位又有否本地或外地認可，另外課程內容能否讓
學生增值、是否提供有質素的校園環境與設施、
實習和交流機會等，以及辦學團體歷史、背景、
師生比等都需要注意。

宣傳如樓盤 推銷「概念圖」

溫立文則表現，現時專上院校課程種類繁多，
但政府監管不嚴，新開設的課程往往設計倉猝，
部分宣傳上更猶如樓盤推銷「概念圖」般，只有
抽象框架卻未必與現實接軌，學生易被誤導；而
自資課程學費更達每年3萬至8萬元不等，學生畢業後或要
背負逾20萬元學債，若課程認受性成疑，更要付上金錢和
時間的雙重損失。另外，他強調即使課程獲得資格認證，
學生亦應留意該行業前途，於本地是否有執業空間和現實
配套。他又表示，曾接觸有年輕人於某自資院校修讀3年
社工高級文憑課程，花費逾18萬元，但畢業後始知資歷未
獲認可，所以一直未能覓得正式職位，前景堪慮。他並提
醒指，學生在報課程前也需要小心衡量自己的報讀意向和
財政負擔，慎重規劃前途。

逾千準教師簽名
促改善入職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中一適齡學童人數
持續下降，未來4年累計減少1.1萬，一眾準教師春
風化雨夢難圓。準教師協會昨日發表聲明，批評教
育局未有減少師訓學額，要求當局盡快改善入職環
境，該會並收集逾千個準教師簽名，去信要求約見
局長吳克儉。教育局發言人回應稱，預計下學年有
過千名教師自然流失，又指當局已就升中學生人數
下降問題採取一籃子措施，而未來數年的師訓學
額，亦已考慮未來10年中小學人口變化。

學生人口降 師訓額反增
準教師協會主席呂志凌表示，學校教師隊伍已將
近飽和，隨學生人口下降師訓學額理應減少，但近
年數字卻不減反增，批評當局政策嚴重失誤。協會
早前發起簽名行動，已成功收集逾千名準教師簽
名，並去信要求會見吳克儉，希望當局把握機會優
化教育環境。

教局料來年逾千師離職

國情賽得獎生任「文匯校園記者」

實地考察參觀報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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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院校生源統計

能仁將推地產美容課吸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為了讓
學生通過新聞採訪感知社會冷暖、培養對
社會的責任感，並讓他們了解媒體運作，
提升觀察、分析及語文能力，《香港文匯
報》舉辦了「文匯報校園記者」計劃，帶
領一眾大、中、小學生走進報館，學習新
聞採訪技巧，透過多元活動提升學生的新
聞觸覺，並讓他們在最後的實習採訪中學
以致用。

2013年2月5日(星期二)

碩士生譚茜文認為，整個活動頗為有趣，
也學懂了很多採訪的技巧，「很多我原本
想知的採訪細節，講座上都有談及，令我
更明白如何去做引導、並在整個報道裡取
得平衡」
。

碩士生學懂採訪技巧
首屆國情大賽小學組個人賽冠軍、就讀
沙田官立小學六年級的甘悅康也大讚活動
有意義，而自己最喜歡的就是了解報紙的
整個製作及派發過程，認為非常有趣。

教育局發言人重申，因應中學生人數下降當局已
採取「保學校、保教師」的一籃子針對性措施，目
標是穩定教師團隊。而根據過去經驗，預計來年約
有千多名中學教師因退休或其他原因離職，有助吸
納新教師。發言人又說，當局考慮未來數年培訓學
額時，經已考慮未來10年的中、小學生人口變化，
並作出適當調整，盡量平衡和穩定供求。目前師訓
院校畢業生就業情況理想，當局會密切注意情況，
確保教學隊伍維持健康的人事更替。

爹親娘親不及「網」親?
一項調查指出，
現今資訊科技持續
發展，同時成為親
子衝突的源頭。中
學生與父母經常因
上網、打機，甚至過量使用智能電話等事
情，發生爭拗和衝突。在六千多名受訪中
學生中，約有三成人指每星期平均有一次
至數次因上網、打機而與父母發生衝突，
難怪有家長慨嘆：「爹親娘親，都不及網
親？」

家長擔心子女亂識朋友
每逢學校假期完結，校方收到的家長求助
或投訴子女的來電特別多。其中家長最擔心
的，是不知道子女在網絡上結識的到底是甚
麼朋友。其實近年青少年誤交網友受騙的新
聞越來越多，令父母擔心，但另一方面，對
於那些內向、不善於表達自己，或在現實生
活上缺少朋友的青少年而言，上網卻又真的
很有吸引力。在網上交友，既不用直接面對
面接觸，又可將自己演化為心目中的理想角
色，填補心靈空虛。
作為父母，看到子女在網上交友時，除
了擔心之餘，記住要按捺偵探心態，不要

試探和監視子女的活動，例如以假名開設
社交網站賬戶，「add」子女的朋友成為自
己的朋友，借此打探子女的網上活動。因
為這樣只會讓子女反感，反之父母可以先
嘗試與子女討論網絡安全的話題，提醒子
女於網上交友的同時要懂得保護自己，不
要輕易透露個人資料。若子女決定約會網
友，最好在家人或朋友陪同下，相約在日
間及人多的地方進行見面，這樣會比較安
全。

應多溝通營造開心親子生活
筆者也鼓勵家長，平日多花時間與子女
相處及溝通，營造開心的親子生活，努力
建立及維繫良好的親子關係，這樣年輕人
一想到「父母」
，不只是聯想到「學業成績」
或「熄電腦」
，而會想到大家相處時快樂片
段。當子女在現實生活中感到安全及被關
懷，心靈得到滿足後，網絡世界的拉力便
相應減少，這時，「網絡」便遠不及「爹
娘親」
。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吳欣穎
查詢電話：2549 5106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