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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八大揭虛假學歷統計
學年 院校 修課程度 個案宗數
2011/12 城市大學 研究院研究課程 1
2012/13 理工大學 學士學位 1
2013/14 城市大學 研究院研究課程 3
2013/14 中文大學 研究院研究課程 1
註：以上只計算教資會資助課程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陳啟宗：港制度須中央接受

「校長」致歉補鑊 炒「造假」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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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大學「偷相」淘寶售證書
擺沈祖堯上「代言」「借景」中大港大改IFC做校舍

根據「香港蘇文大學」網站介紹，該機構於1989年「創校」，
由「香港蘇文大學教育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構成主體，設有

大學部、中學部和小學部，「業務」包括中國語言文化培訓、酒
店管理專業培訓、工業設計培訓等，而「香港蘇文大學」更是
「一校三區」，「總佔地面積達299畝」。

稱獲授權 上載前教局感謝狀
網站寫有「遠程函授、全程托管、取證快速、官網查詢」、

「內地授權機構」等字樣，並上載由教育統籌局（教育局前身）
發出的感謝狀，但當中卻寫着「全民潔港、活出健康」承諾日。
為了加強說服力，其官網有不少「移花接木」照片，包括在海港
城和國際金融中心這兩座本地著名建築物的外牆加上該機構的
「校徽」、「校名」，將之變成校舍之一，網站還用了以港大校
園為背景的圖片。
該機構造假手法層出不窮，為達致名人效應，網站放上中大校
長沈祖堯與學生的合照，配以「藝術成就你我」的文字宣傳；又
修改前特首曾蔭權出席教育活動時的相片，把布景板的香港教育
學院校徽，改成「香港蘇文大學」的；機構亦宣稱製作了一系列
學習資源予公眾使用，「包括每星期在無綫電視明珠台播出的
《進修》節目」，而其實這節目由公開大學製作。

揭發「商品」下架 在港商業登記
「香港蘇文大學」於淘寶網開價百元至千元人民幣售賣短期培
訓課程、大學副學士學位、學士學位及碩士學位的證書圖利，竟
然也吸引了數人付款，但事件被揭發後，「商品」紛紛下架，其
網站亦告關閉。據了解，有記者翻查香港商業登記，發現有一間
名為「香港蘇文大學教育發展集團」的公司註冊，但註冊地址是
一間秘書服務公司。

教局：「香港蘇文大學」並無註冊
對於這間荒謬的「虛擬大學」，教育局回應表示，根據當局紀
錄，「香港蘇文大學」並無註冊。
中大回應事件指，對於自稱是「香港蘇文大學」的機構在未得
到該校同意下，在其網頁中擅自盜用中大多幀照片作宣傳用途，
深表遺憾，並認為有關行為絕對不可容忍。另中大、海港城及國
際金融中心均澄清與「香港蘇文大學」無任何關係，亦不曾有任
何聯繫，要求該機構立即移除所有相關照片，停止有關行為並作
出澄清，並保留向有關機構追究的權利。港大亦對其校園照被利
用表示遺憾，並會保留追究權利。

馬雲：打假去年送400人入監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昨日在港出席論壇時，被問到「淘

寶網」上有人售賣「香港蘇文大學」資歷，他表示該平台每日售賣
12億種商品，當中總有些奇奇怪怪的事出現，重要的是及時解決及
修正。他指若有人投訴，公司會立刻作出反應，並說該公司有逾
2,000名員工全職做監察工作，去年就把400多人送進監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奸商為了賺錢要

講幾多大話？有自稱「香港蘇文大學」的機構，用開網

站、偷相，加後製技術扮成香港院校，於淘寶網叫價近

千元人民幣賣不同學歷的證書圖利。中大、港大、海

港城和國際金融中心(IFC)等慘遭改圖「借景」，連中

大校長沈祖堯亦「被代言」。中大昨日發聲明指與

「香港蘇文大學」無任何關係，並保留追究權利。事

後相關網站已關閉，於淘寶的「商品」亦紛紛下架。教

育局提醒巿民，「香港蘇文大學」並非註冊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
港院校被不法商人盜用相片、名堂的
事情偶爾也有發生，是次「香港蘇文
大學」事件的出現，再次反映了本地
院校有被利用的危機，有教育界人士
就強烈建議有關當局要嚴正處理事
件，嚴懲犯事者，以免讓這些欺詐事
件影響香港院校的聲譽。
除了是次的「香港蘇文大學」事件

外，早於2012年時，香港大學和香港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SPACE）亦被內
地機構以其名義於網上作招徠，舉辦
「香港大學企業高層領導者訪學考察
短訓班」，聲稱完成課程可獲院校頒
發文憑，乘機冒名圖利。於2006年，
亦有自稱「香港工商管理學院」的假
網站，冒充城市大學於內地招生。
不過，用假學歷報讀本地院校的情

況並不常見，多所院校昨日均回覆
指，近兩年都沒有發現以假學歷申請
入學的情況，但理工大學則表示近兩
年發現5宗。該校表示，如確定任何
學歷資格與所填資料不符，申請人的
入學資格將被取消，並保留向警方舉
報的權利。

張民炳：內地中小企或「中招」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

示，雖然這些招數騙不倒香港人，但
相信內地部分中小企或會因此受騙，
長遠或會影響別人對香港院校的信
心。他認為，政府對於這種招搖撞騙
行為，尤其是牽涉政府資助的大學，
須嚴正處理事件，嚴懲犯事者，以免
讓這些欺詐事件影響香港院校的聲
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蘇文大
學」一系列造假行為，引起各界關注，峰迴路轉的
是昨日傍晚網上流傳「香港蘇文大學教育發展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該校「校董會主席及校長」陳
繼岸的公開信，信中承認其公司網站擅自盜用中大
校長沈祖堯的照片，為此向對方及香港各界人士
「表示最真誠的歉意」。

稱證書無法律效力
該信開首表示，由於該公司管理嚴重失誤，
「給諸位造成困擾和傷害」，對此「深表歉
意」。
信中又指出，該集團因各種原因，目前未實際運

營任何項目，「公司工作人員在建立網站時也無任

何素材，擅自用了網站一些圖片和內容，甚至加以
處理，這種行為無法接受，目前有關人員已被公司
辭退，並立刻關閉網站」。
至於淘寶網上售賣學歷一事，信中則指，「內地
的授權點也未經公司同意，擅自頒發所謂『學位證
書』，實為虛擬性質，該證書在大陸亦無任何法律
效力，目前相關授權已被我公司取消，公司將追究
有關合作機構的責任。」
信尾又寫到該公司「承諾必將謹遵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律，合法守法經營，加強公司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鵬飛、胡若璋、
帥誠廣州報道）廣州市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
日前在廣州白雲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港區廣
州政協委員霍啟山、曾志偉、李鳳瓊等多名
委員在當日下午香港委員討論組上積極表
態，表示願做穗港兩地青年溝通的引路人，
對於加強香港青年與內地青年的溝通，增強
對祖國的認識，願全力以赴。

曾志偉：應從幼園起學國情
曾志偉委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各

界都很重視香港青少年的教育問題，特別是國
情教育。在他看來，對國家國情的了解，應該
從幼稚園就開始，形式上可以靈活多變，譬如
電視和網絡上播放公益廣告等，讓更多香港年
輕人增強對內地的了解和認識。

霍啟山倡南沙建交流基地
霍啟山委員一直關注粵港兩地青年的交流

和溝通，今年的廣州政協會議上，他提交的
提案便是關注粵港澳青少年的交流。他告訴
記者，這幾年，他一直努力通過廣州南沙、
廣州市政協和香港小型足球總會3個平台，
推動內地與香港年輕人的交流。他建議，應
該把南沙建成三地青少年交流的基地，以文
化、體育等交流為契機，加強港澳青年對內
地的了解，為他們進入內地作示範。

李鳳瓊：結「姊妹校」擴學生視野
香港教聯基金會秘書長李鳳瓊委員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以「姊妹學校計劃」為例，表
示「內地與香港教育合作的空間極其廣闊，
形式多樣化」。「姊妹學校計劃」是內地和
香港教育交流的一個項目，自2004年開始至
今，香港與內地已各有221所中小學（135所
中學及86所小學）結為姊妹學校，透過各類
交流活動擴闊了學生視野及增廣見聞。李鳳
瓊表示，隨着兩地融合的逐步深入，教育合
作將大有可為。

港大學生會「記仇」拒赴特首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部分年輕人常說政府不聽「民意」，

但行政長官梁振英近日發出邀請，以校監身份宴請香港大學校務委員
會委員時，作為委員之一的港大學生會昨日發表文章，表示拒絕赴
會，又揚言梁振英此舉是「企圖粉飾太平，實在教人啼笑皆非」。
港大學生會在社交網站發表聲明，無的放矢地表示梁振英上任3年，

「民意鼎沸，怨聲載道」，指他「沒有自省罪己，問責下台」，反而
企圖設宴「粉飾太平」，該會表示自己不會「赴會伴食、充撐場
面」。

藉聲明肆意謾罵
聲明其後話鋒一轉，才道出自己內心癥結，指梁振英早前於施政報告
批評《學苑》一事，指他「罔顧身份」、「以公權力打壓言論自由」。
該會又稱，梁振英擔任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時，「專制獨裁，荼毒
友校，師生惶惶終日」，又無端批評他「刻毒、無知、冷血、涼薄」。
通篇聲明除了情緒化的肆意謾罵，看不到任何邏輯推論。
該會更於聲明末段寫到「本會同時敦請師友時刻銘記校訓『明德格

物』，無負本校源遠流長、傳承日久之清譽風骨」，似有煽動其他人
杯葛宴請之意。

與反對派過從甚密的事務律師任建
峰，早前牽頭成立「法政匯思」組
織，聲言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違
反」香港基本法、「無法律效力」。

昨日其在一電台節目中被聽眾質問英國等民
主大國都沒有選舉的「國際標準」時，竟然
聲稱英國的國會議員可被視為「選舉委員
會」，由他們選出國家元首云，大出洋相。

何君堯質問 任閃縮口啞
去年扭盡六壬「拉倒林新強」的任建峰，

與律師會前會長、現屆理事何君堯昨日受邀
到港台節目，討論政改問題，二人在節目中
舌劍唇槍。任建峰聲言對特首候選人要「愛
國愛港」感到不滿，認為最終只有三個十分
類似的人「出閘」。對此，何君堯馬上指出
他的錯，反問：「是否一個不愛國不愛港的
人，都是合資格去參選。是這樣嗎？」對

此，任建峰避而不答。
何君堯再追問：「究竟人大常委會是否有

說明，哪個政治光譜、什麼政黨的人不能參
選呢？人大的決定是否已列明了甲、乙、丙
這些團體的人才能選？另外丁、戊、己的不
可以呢？」任建峰亦無力回答。

亦有聽眾致電向任建峰質疑，他們這些反
對派，經常將英美等國掛在口邊，但卻絕口
不提英國人根本不可以選出自己國家的元
首，因為他們推行的是政黨制。聽眾批評反
對派根本就是無中生有，拋出所謂的選舉
「國際標準」向特區政府叫板。

被窮追猛打的任建峰這時無力招架，竟然扭
曲事實，辯稱其實英國的國會議員可被視為選
舉委員會，由他們選出政府首腦云。然而事實
上，英國的首相通常都是由多數黨黨魁出任，
不用由國會議員再選。任建峰昨日的「偉論」
可謂令人「笑爆嘴」。 ■記者連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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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反對派要求特首
普選須符合所謂「國際標準」。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昨
日表示，西方的民主走進了死胡同，香港應思考是否要
跟西方一同「跳進火坑」，又指很多西方政治領袖，都
是「講一套，做一套」。對於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
鼓吹「港獨」，陳啟宗指感到奇怪，強調香港是中國的
一部分，香港不可能實行中央不接受的制度。

西方民主「死胡同」勿「跳火坑」
由陳啟宗擔任召集人的「香港發展論壇」，昨日舉
行題為「中國與香港民主發展」的研討會。陳啟宗
說，西方民主固然有其好處，包括問責制、政府輪替
和平發展，以及讓百姓發表意見，但同時衍生不少問

題，指西方的民主走進了死胡同，香港應思考是否要
跟西方一同「跳進火坑」，又說很多西方政治領袖，
都是「講一套，做一套」。
他認為，香港立法會的功能界別，某程度上可以制

衡「一人一票」的弊端，為香港帶來持續平穩發展，
質疑為何放棄較好的制度，而選擇其他國家實施100年
後，才發現愈來愈多弊端的民主制度。他形容本港現
時的立法會制度，原則上可能最適合香港，將來西方
國家亦可能實施接近香港的立法制度，形容香港「身
在福中不知福」。
對於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提出「民族自決」主

張，陳啟宗表示奇怪，因為以往殖民地時代無人向英
國提出這個講法。他強調，香港並非一個國家，而是

中國一部分，地方權力來自中央，故無論是否喜歡執
政的中國共產黨，香港都不能有中央不接受的制度，
否則會有「災難性結果」。

批部分政客受西方洗腦缺獨立思考
他坦言對香港前途感到擔憂，認為香港只能靠中央

「關照」，並批評香港部分政客受西方制度洗腦，缺
乏獨立思考，對有人一方面要求民主，一方面希望社
會和諧不撕裂感到奇怪。
他又批評，反對派對人不對事，「為反對而反

對」，把一切事情政治化，特首梁振英提出的建議都
被否決，包括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但特首最後卻被指
「無能」，認為這些都與其處事能力無關。

■「香港蘇文大學」冒用沈祖堯的相片放於「該校」網站上。 網上截圖

■「香港蘇文大學」在海港城和國際金融
中心的相片上加以製作，貼上自己的「校
名」及「校徽」。 網上截圖

■「香港蘇文大學」於淘寶網售賣證書。 網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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