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時公司或個人可透過
向國際學校購買債券，以
增加海外專才子女入讀的
機會。個人擁有債券者，
子女畢業時可向學校把債
券贖回，公司擁有債券

者，學位可以由僱員已畢業的子女
轉給公司其他僱員的子女。根據群
策學社的資料，債券價格已由2007
年經濟學人披露的100萬港元急升
至2012年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報道
的780萬港元。雖然價格高昂，這
種債券仍然吸引不少外籍人士，甚
至是本地家長購買，為的是增加子
女被國際學校錄取的機會。有人質
疑這種以債券還學額的制度有欠公
平，即學生入學的機會由家長的財
富而非學童的評核成績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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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本地國際學校學額不足的原因。

2. 承上題，指出本地學校和國際學校的異同。

3. 就你所知，為什麼有本地家長希望子女入讀國際學校？

4. 有人認為，「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將減少外來投資」，你認同嗎？解釋你的答案。

5. 你認為政府可以做什麼去紓緩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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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校學位荒

本地校和國際校比較因素
1. 學費
2.學制
3.營運模式
4.服務對象
5.教學語言
6.師資

背景
近年本港國際學校學額供應不足，有人擔心海外投
資及投機者會因為不能在港為子女尋到心儀的國際
學校，而不願來香港工作，影響本港的競爭力。

1. 試從土地供應和本地人加入競爭等方面回答。
2. 試從學費、學制、營運模式、服務對象、教學語言、師資6方面回答。
3. 有些家長不滿意本地教育改革，有些則希望有助子女往海外升學，同學可以自由回答。
4. 選擇型問題，同學宜從正反兩面考慮影響，並考慮是否利多於弊。
5. 開放型問題，同學可以從增撥土地、增加對非英語為第一語言學生援助等方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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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國際商業城市及世界金

融中心，每年都吸引大量來自不同國

家的專業人士及海外投資者來港工作或投資。然而，

近年社會上出現一些投訴，原因是不少來港尋找發展

的國際公司及商界人士對本港國際學校學額供應不足

感到不滿，有人擔心海外投資及投機者會因為不能在

港為子女尋到心儀的國際學校，而不願來香港工作，

影響本港的競爭力。那麼，為甚麼國際學校學額會供

不應求？這會帶來什麼影響？下文將一一詳述。

■余慕帆前線通識教育科教師
作者簡介：多年英語及英文通識教學經驗，曾教授高考心
理學，多個英文和通識模擬考試閱卷員。電郵：
franciscayee@gmail.com

齊爭學額

港生報讀激增
小學初中重災

根據群策學社的資料，在大概8年前，香港
美國總商會已就本地國際學校情況作出探討，
並指出缺乏學額的情況在小學及初中非常嚴
重，有些學校更共有過千名學生在候補名單
中。資料更指出本地生爭取入讀國際學校的人
數大幅度增加，使來港工作的專業人士及海外

投資者因子女在候補名單上等待太久仍遲遲未能入讀而安排他們
到廣州入讀國際學校。由於國際學校學位數量的增長速度遠遠追
不上需求的增幅，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
學校只能處理30%的申請，讓很多非本地
的外籍人士子女未能順利在港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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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圖表概括了本地學校和
國際學校的分別。那究竟是什麼
因素引起來港工作的專業人士和
投資者不滿？

四因素惹不滿
來港工作顧慮多

一、香港地少人多。國際學校
的辦學地方不足，使現有的校舍
不能擴展，提供更多校學設施和
空間來容納更多的學生。
二、政府未能回應訴求。面對

本港國際學校學額短缺和土地需
求殷切，政府亦曾嘗試向國際學
校增撥土地興建校舍，但港島區
並無全新土地可供發展國際學校，土地的選址亦未
能回應來港工作人士的訴求。例如香港學堂教育基
金有限公司曾拒絕政府主動撥出柴灣漁灣邨東華龍
岡馮耀卿夫人紀念小學舊址作為校舍選址，原因是
傳統中式設計的小學校舍面積太小，而且政府不容
許辦學團體加高或加建校舍，該選址小得連禮堂及
音樂室都沒有，並不切合國際學校的需要。
三、在香港，其他第一語言非英語或粵語的學生

在香港一般難以就讀傳統學校。在國際學校都優先
取錄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學童的條件下，他們就讀
國際學校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香港瑞典商會主席
就曾提議國際學校撥出一部分的學額給那些非以英
語或華語為第一語言的兒童。
四、不少本地學生為未來升學而申請入讀國際學

校，不少家長則對香港的教育改革及制度失去信
心，為了避免子女面對公開試的壓力，希望子女就
讀於國際學校。教育局曾作出統計，結果顯示出在

國際學校就讀的學生大約14%並無外國護照，其餘
的學生也不盡是外籍人士。據統計，四成國際學校
學生為華裔人士，他們多為持外國護照移民外國後
再回流的港人子女。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但國際學校學額供不

應求，不少團體及公司已向政府或議員投訴，並反
映有外籍僱員因子女未能在香港尋找到合適的教育
和學校，不願來港發展。有僱主更為了僱員把公司
的地區總部遷往上海或新加坡等地方。有調查顯
示，有接近八成的海外公司因為國際學校學位供不
應求，外地僱員不願到本港工作，大約三成的僱員
會因國際學校學位不足的問題調往香港鄰近的金融
地區工作。長此下去，國際學校學額不足的情況會
削弱香港對外來投資者的吸
引力，也會是吸引專業人士
來港的阻礙，減低了香港的
競爭力。

憂子女「無書讀」外地員工拒來港

國際校 VS 本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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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校需地面積大國際學校需地面積大，，政府未政府未
必能提供合適地方必能提供合適地方。。圖為英基屬圖為英基屬
下的西島中學下的西島中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本港國際學校學額搶手本港國際學校學額搶手。。
圖為香港澳洲國際學校圖為香港澳洲國際學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令外來人士不滿的原因
1. 香港地少人多
2.政府未能回應訴求
3. 非英語為第一語言學
生既難入讀國際學校，
也難入讀一般學校
4. 家長對本港教育制度
失去信心、望子女海外
升學

主要根據學校的開辦國家的教
育模式而制定，例如，美國國
際學校是行美國學制、新加坡
國際學校是行新加坡學制，並
同 時 設 有 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課程。

私立國際學校的學費高昂，由
每年6萬至10多萬港元不等。
受香港政府在批地或經費得到
資助的國際學校價格會較便
宜。

部分私立國際學校，或可在批
地或經費上獲政府資助，但最
主要是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
部分學校會以發行債券的方
式，讓家長購買債券，作為學
校經費來源。

主要為外籍人士如來港營商或
投資移民的子女，或移民外地
回流非本地學生提供合適的教
育服務，亦會招收本地學生，
而為非華語學童及外國公民所
預留的學位約佔五成。

主要根據學校的開辦國家而
定，除了常用英語作為教育語
言外，也會以開辦國家的母語
作為授課語言，如韓文及法
文。本港的國際學校若開設中
文課程，一般以普通話為授課
語言。

老師多由不同國家來港，教授
英語的老師多為以英語為第一
語言的外籍人士。設有中文課
的學校也多由內地輸入教職
員。

學制

一般學校現在推行6年小學教
育、6年中學教育及4年大學教
育課程。

在官立或津貼資助學校的學生
可享有6年制免費小學、3年制
免費初中和3年制免費高中的教
育課程。

資助學校大多由宗教團體、商
會、非牟利慈善團體等主辦，
經費有大部分來自政府的補
助，學校的日常運作則由辦學
團體負責。官立學校由政府直
接辦理及經營，經費來自政
府，長約的教職員都是公務
員，享有公務員福利。

以本地學童為主，亦有以少數
族裔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本地學
校。

在本港，大多數的學校以香港
人的母語粵語為主要授課語
言。同時，傳統學校推行兩文
三語政策，即是培養學生書寫
通順的中、英文及操流利的粵
語、普通話和英語。另外，就
讀英文中學的學校則全面以英
語為授課語言。

每一間學校除了教育局所聘用
的外籍教師外，大部分教職員
都由本地人擔任。

學費

營運模式

服務對象

教學語言

師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需要外來人才，而國際學校學位不足被指會
減低本港的吸引力。圖為中環人潮。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