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學歷認受勝英美
獲評與港同等學歷比率98.7% 屬多個主要地區中最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社會大眾對於不同地方非本地學歷

在香港的認受情況深感關注。本報獲得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

個人「學歷評估」申請數據資料顯示，在2014/15年度，內地學歷成

功獲評為相當於香港同等學歷的比率高達98.7%，屬多個主要地區中

最高。另一方面，菲律賓及美國學歷達香港水平比率則相對偏低，分

別只有79%及85.4%，說明當地學歷水平較難獲保證。教育界人士提

醒，有志進修人士事前宜多考慮不同地方的院校及課程質素，免得到

頭來「白讀」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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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地學歷獲評與港同等比率

內地
英國
台灣
美國
菲律賓

*註：各年度由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計

資料來源：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製表：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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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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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提供包括菲律賓等地海外學歷課程的國力書
院，早前被指涉及偽造文件，遭教育局及警方調

查，連帶不同非本地學位的認受性也受社會質疑。
其實，現時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有提供非本地「學
歷評估」服務，就個別人士的非本地總體學歷作評估，
說明是否達到香港同等資歷的標準，每年處理的申請達
三千多宗，當中以學士及碩士學歷最多，另有較少量屬
深造文憑、博士、副學位或其他學歷。
香港文匯報向學評局查詢有關數據，檢視了包括內
地、台灣、英國、美國及菲律賓等地學府所頒學歷，及
過去3個年度成功獲評相當於香港同等資歷的情況。

結果顯示，內地學歷質素持續處於最高水平，其中在
2014/15年度，學評局共接獲862宗內地學歷評估個案
的申請，成功率達98.7%，而持英國學歷者則有1,168
宗評估申請，96.3%等同香港水平，另台灣學歷的比率
則為93.7%。

美學歷成功率跌逾十點
相對來說，美國學歷只有85.4%獲評等同香港水平，

申請宗數較少的菲律賓更只得79%，比率明顯較低。值
得留意的是，美國學歷獲評與香港相若的成功率，在
2012/13年及2013/14年均超過96%，在上述5個地方

中只略比內地低排第二，但至2014/15年卻急跌逾10個
百分點（見表）。

美質素參差 菲校少成就
對上述結果，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組主席張民炳認為並

不意外。他表示，菲律賓高等院校在國際學術界並無太
多卓越成就，一般情況下港人較崇尚知名度高的歐美澳
洲，或聯繫較多的兩岸院校，所以菲律賓學歷申請宗數
及成功率較低不足為奇。
就高等教育發展成熟的美國學歷卻較難獲保證，張民
炳指，當地有逾四千所高等院校，難免較為參差，加上

美國近年經濟轉差，投放在教育方
面資源或受影響，其教育質素恐受
挑戰。
假如學歷不獲認可，修讀課程所

花的金錢心血隨時付諸流水。張民
炳提醒指，如今資訊年代，學歷是
否「貨真價實」不難查明，建議有
意修讀者事前應了解有關課程的質
素，特別是有志投身教研工作、發展學術事業人士，更
應注意有關院校跟課程在學術圈子裡面的實力屬高屬
低，以免花錢花時間到頭來毫無回報。

又到了凰凰花開的季節，在校園的每一個角
落，都能看見即將畢業的師兄師姐們，穿着畢業
服，帶上親朋好友，擺出各種姿勢拍照留念，記
錄這青春的一刻，留下他們在中山大學的美好回
憶。
猶記得第一天踏進中山大學，是在一個陽光明

媚的9月天。烈日當空，大家都被曬得汗流浹
背，那些從樹上發出的蟬聲，譜出仲夏的生命交響曲。迎接我們的
師兄師姐，臉上都掛着笑容，期盼着即將注入校園的新鮮血液。
初來乍到的我，當時還在惆悵入學手續、宿舍、語言、文化等各

種各樣的問題，又忙着報到、認識室友、清潔宿舍、購買日常用品
這些繁瑣的事情，但師兄師姐們友善的笑容，卻也讓我很快找到了
融入中山大的動力與希望。
剛到中山大的首幾天，感覺就在做夢一樣。離開生活了18年的澳
門，到了一個不熟悉的地方，就像是短期的旅遊，但清醒後一想，
這將是我要生活5年的地方—廣州。醫學院學生的第一年是在東校
區過的，第二年便遷回北校區，所以我在中山大的兩個校區都生活
過，感覺截然不同。

為何沒學自行車？
東校區比北校區年輕多了，所以生活配套各方面都更接近澳門的生活水

準。雖然初到東校區的時候，還是不太習慣與外人同住、飯堂的飯菜和每天
20分鐘步行前往教學樓的路程（我後悔來中山大之前沒學好自行車，東校區
的太陽不好惹）。不過，習慣後一切都過得自然了。大學生活更多的是與同
學之間的相處。兩年以來，我的眼界、忍耐力和普通話都進步不少，這一切
都要感謝身邊的同學朋友，You make a better me！
回遷北校區，回歸醫學院大本營，開始大二的生活，所有的一切又需要重
新適應。宿舍由4人變成6人，多了新的室友，這時又需要重新與大家磨合不
同的作息和生活方式，因此有了新的生活態度。不過，好處是北校區比東校
區小多了，在路上總是能遇見熟悉的人。這裡草木繁茂，總能找到乘涼的地
方。從宿舍到教學樓也只是5分鐘的路程，宿舍樓還有電梯，真是方便不少。

文化表演沒白費
經過一年的相互認識，我和班上的同學更加熟絡，因此我在大二和班上的
同學參加了多個班級及院級比賽。在級際的團日活動形象設計大賽中，我很
榮幸能為我班的合唱表演鋼琴伴奏，雖然練習過程頗為辛苦，加上是第一次
為合唱伴奏，在練習和準備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困難，但在同學及師兄師姐的
經驗指導下，我們最終取得了滿意的成績。在北校區的港澳台文化節活動
中，我聯同班上數名同學一起表演。雖然皆是鋼琴伴奏，但能夠在港澳台文
化節的舞台上表演，為宣揚港澳台文化而略盡綿力，合力營造輕鬆親切的活
動氣氛，看到台下的人露出笑容，我感覺自己背後付出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回想起第一天踏進校園的時候，那些將要畢業的師兄師姐們臉上流露的笑
容，大概是在用笑容鼓舞我們，激勵着我們青春的心，同時緬懷着那些年他
們在大學所付出過的青春和努力。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陳曉彤 2011中山醫學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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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
法律學院推出網上導師計劃，讓學生透過網
上平台，與世界各地的法律界校友聯繫，在
職業規劃和應徵等方面獲得學長們的意見和
指導。
這個計劃由中大法律學院就業策劃及專業發
展總監 Paul Mitchard QC發起，屬全港首
創。他解釋指，由於法律界在進行招聘時，大
多傾向聘請曾於該律師行作短期實習的學生，
因此法律系學生在學業早期便要為未來的事業
發展方向作好準備，因此推出網上導師計劃系
統，希望幫助學生及早作出正確選擇。
是次計劃由於是透過網上平台來進行，因此
全球各地包括內地、台灣、歐洲、北美、澳洲
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中大法律校友，無論是大
律師、事務律師、於政府司法機構工作，或於
機構內部或商界從事法律相關工作的專業人士
都可以參與，亦讓中大有志於海外發展的學生
可與當地校友取得聯繫。

法律學院建「師兄弟」聯繫網絡
希望參與計劃的校友只需在網上進行簡單登

記，並填上執業範疇和專業領域即可，在學生
求助時，就會依專業領域來向相關的校友發送
邀請，其間校友的身份將會保密，直至校友決
定接受邀請後，才會正式與該學生建立聯繫。
中大法律學院院長Christopher Gane認為，

計劃能加強學院、校友和學生之間的聯繫，他
指法律學院一直希望為畢業生與校友建立一個

聯繫網絡，這次的網上導師計劃將會在校友和
學生之間建立一個安全可靠的網上平台，亦方
便學院與校友聯繫。
計劃發起人Paul Mitchard QC則希望所有

校友都能加入網上導師計劃，為學生提供協
助。有關計劃詳情，可瀏覽http://alumni.law.
cuhk.edu.hk。

中大推網上導師 全球師兄助解惑

最近和幾位朋友
小聚，其中一位朋
友準備進修普通
話，但又不知道自
己該報讀哪種課
程。我作為普通話
老師，當然要跟他

介紹一下。但當說到需要學習多長時
間，和學習一些較專業的課程時，朋友
就說：「我覺得學語言，發音不一定要
很標準，夠用就行了。」其他人也非常
認同這個說法。
的確，香港大部分學員都有這類的想

法，比如有的學員會說：「老師，我不
用學漢語拼音，我只要能溝通就行
了。」有的學員會說：「老師，我只學
一點基本用語，其他那些，我把廣東話
說歪一點點就行了。」也有同學像我這
位朋友一樣，認為「夠用就可以了。」
那麼，我們今天就說說何謂「夠用」，
但這個「夠用」並不是指自己覺得「夠
用」，而是別人覺得「夠用」。

「良好」約為三級甲等
香港的僱主在招聘員工時，往往會寫

上招聘要求，對普通話的要求大致是：
「略懂 / 懂普通話」和「普通話流利 /
良好」。根據專家教授分析，「普通話
流利 / 良好」一般是指「國家語委普通

話水平測試」三級甲等的成績，即70分
至79.99分，就是學員用普通話朗讀和自
由交談時，聲韻母發音失誤較多，難點
音超出常見範圍，很多聲調調值不準，
方言語調較明顯，詞語、語法有失誤。
從此可見，這樣的要求是一個「夠

用」的要求。如只得「略懂」或「懂」
水平的普通話，很明顯就已經「不夠
用」了。所以，同學們，如果你們也有
這種「夠用就行」的心態的話，就可以
把這個考試的分數線作為一定指標，當
你考到這個成績，也就表示你的普通話
「夠用」了。
孔子曾教導學生曰：「取乎其上，得

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
下，則無所得矣。」如果同學把目標定
得高一些，即使經過努力後還是達不
到，退而求其次的結果也是不錯的。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吳良媛
簡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

1976年，是香港地區首個專注推廣普
通話的民間團體，並致力提供各類型的
普通話課程。
網站：www.mandarin.edu.hk
電郵：pth@mandarin.edu.hk

普通話夠用就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了促進國際交流和
推動中醫藥業的發展，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日
前舉辦「香港中醫醫院發展國際論壇」，邀請來自
美國、澳洲、德國、韓國、內地、台灣與香港的中
醫院院長、傳統醫學學院院長及醫學研究機構主管
人員分享經驗意見。論壇反應踴躍，吸引了逾四百
人參加，包括香港註冊中醫師，中醫藥業界人士及
浸大中醫藥學院師生校友等。
浸大校董會主席鄭恩基表示，希望與會人士能夠
充分利用論壇，為香港的中醫藥及中醫醫院發展出
謀獻策。浸大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則表示，該校
已着手與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和其他相關機構聯
絡，希望一起合作盡快建立香港第一所中醫醫院，
既回應本地關於中醫藥教育及醫療服務的需要，也
配合國務院最新公佈的《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
（2016—2030年）》。

浸大中醫論壇 多地專家交流

■作者在中山大學參與活動（右一為作者本人）。 筆者供圖

■■張民炳張民炳

■■內地學歷成功獲評為相當於香港同等學歷的比率高達內地學歷成功獲評為相當於香港同等學歷的比率高達9898..77%%，，
屬多個主要地區中最高屬多個主要地區中最高。。圖為圖為「「內地高等教育展內地高等教育展」。」。 資料相片資料相片

■■中大法律學院就業策劃及專業發展總監Paul Mitchard QC介紹網上導師計劃。 中大供圖

■■浸大日前舉行「香港中醫醫院發展國際論壇」。
圖為嘉賓主持論壇開幕禮。 浸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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