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局3招防自資校「淨賺」學費
聯招放榜後才可收錢 留位費上限5000擴至所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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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忞）自資院校收生時所涉及費

用問題近年廣受關注，由於不

少學生於繳交留位費，甚至首

期學費後卻選擇不入學，而相

關費用未必能獲退回，變相成

為院校「淨賺」的金錢，以今

學年為例，全港計近2,100萬

元。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指，今

年起將落實3項額外新安排，

包括各院校需要於大學聯招

（JUPAS）放榜後一天，才可

收取首期學費，而留位費上限

5,000元的做法，也將擴展至

所有學生。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歷奇教練 啟發潛能

吃苦不吃虧 跌過會成長

人總要經過歷練才會
成長。
活在石屎森林的年輕

人，生活節奏因科技而
變得快速，關係卻變得

冷漠；雖習得十八般武藝，但也失卻了自信心與好奇
心。於是，有人想出再次借助叢林的法則作體驗，讓
青澀的小夥子找回失去的寶物。帶領他們走過奇妙
旅程的，就是一位位嚴厲的歷奇教練。

把興趣變成職業
劉敬彰（阿彰）從事歷奇活動教練已超過十年。
他表示，自己一直對行山、定向、野外露營等活動
有濃厚興趣，於是選擇任職歷奇教練，讓自己可以
寓教於樂，「後來從帶活動中，嘗到訓練別人的
樂趣及滿足感，自己原來可以協助年輕人在不同
團隊活動中，學會團結與相信自己，並以此為動
力慢慢成長。」
有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做歷奇教練經常
要望天打卦：三十多度高溫與參加者們在山上進
行郊野遠足訓練；幾度低溫在野外進行戶外山野
訓練以至露宿，還要應對各種天氣突變狀況：
雷雨、山洪、落石、冰雹……大自然從來都是
最嚴厲的導師。「所以除個人技術裝備外，教
練需具備很強的應變及組織能力。」阿彰說。

日曬雨淋 體能要求高
他續指，遇上訓練營旺季，教練連續四五天無法回
家為閒事，加上上述的各種「日曬雨淋」，以及持續
的攀山越嶺，對體能要求相對大，長時間工作下容易
感到疲累。
歷奇教練並非單純的攀山教練，在體能以外，讓參

加者心靈得到訓練才最重要。阿彰指，除各項專業訓
練如低結構及高結構歷奇活動訓練、山藝訓練、繩索
訓練、攀石攀岩訓練等，他們還需要學習各種帶領技
巧與溝通方法，讓他們懂得如何啟發年輕人內心的潛
能。

行業競爭漸大
阿彰坦言這行業競爭愈來愈大，除因愈來愈多人入

職，也因訓練的需求漸漸減少，「但如果年輕人願意
學習和嘗試，從助教做起建立人脈，認識更多不同教
練，透過邊學邊做累積經驗，也會為將來的工作奠下
一定的基礎。」

近來社會
各界對青少
年生涯規劃
的討論沸沸

揚揚，然而大部分的焦點都落在有關
生涯規劃的不同計劃和活動，卻鮮有
提及如何把生涯規劃滲入學科課程之
中。
在一些較早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地
區如台灣，生涯規劃與各學科融合絕
非新事物，除了生涯規劃獨立成科
外，生命教育、公民與社會，甚至傳統
學科中國語文、數學、地理及家政等也
可是較容易整合的夥伴；在香港，教育
局鼓勵中學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生
涯規劃教育，有關把生涯／事業發展元
素融入學校課程，不少中學也已制訂校
本的生涯規劃課，結合生活技能或個人
成長課，只有透過課程，生涯規劃才得
以滲透不同年級，讓每一個學生受惠。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校本支援

小組在15/16學年間全力支援第一期的5
間網絡學校，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當中一

學校揀選了在中四的語文科為同學製造了一個「尋夢
之旅」，老師和同學的反應都非常正面。

文憑試題目作開始
「尋夢之旅」始於一節中文課，老師以一文憑試的
寫作卷題目開始，啓發學生思考「夢想」與「實際」
之間的關係，並帶他們重新探索由兒時起曾經夢想過
的工作或職業；同時，於英文課堂中，這級的學生正
圍繞着「運動」這主題學習，以方力申、姚明等職業運
動員的故事為引子，綜合運動員所需的性格和能力，再
串連到學生自身追夢的思考。
接着，同學和老師獲安排參觀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
克委員會奧運大樓—在機構內原來有不同的部門和職
系人員工作，全方位支援香港職業運動員參加亞奧運等
國際賽事；參觀當日同學更有機會親身聆聽兩位退役運
動員的分享：由他們如何與板球和籃球結緣，到中學的
學習生涯，再到人生的交叉點，退役後的事業及生涯抉
擇等，師生也聽得津津有味，蜂擁而上爭着和兩名運動員
拍照，流連忘返。

切身經驗與課題有共鳴
最後，同學在一次級周會中，向老師和學生匯報所學，

並勇敢地分享自己的夢想和行動計劃。為什麼師生也對這
些參觀和分享這般投入呢？無他的，同學覺得這些學習經
驗都是切身的體驗，對課題有同感共鳴，對講者也有莫名
的親切感，而中英文課堂的內容都是自己日常生活接觸的
東西……
這所學校的老師積極用心，他們與學生這些月來都經歷了
難忘的學習體驗，本計劃的團隊也為之鼓舞。
誰說生涯規劃不可能與學科課程結合？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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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歡德蘭修女的一
句 話 ： 「Give, but
give until it hurts.」中
文譯作「付出，直到受
傷。」

常聽說做新人要不怕捱苦、不怕吃虧，方能
有成就。不過不計條件不等於無止境苛索，不
少畢業學生談到工作都大吐苦水，拖欠工資、
幫公司墊支、工時過長、剋扣假期等都常見。
最近有工會便做過一項調查，指本港有超過三
成青年曾被拖欠薪金。
「搵食艱難」，年輕人為了夢想及前程，難

道吃虧是必然嗎？
吃苦是必然，吃虧卻非理所當然。世上沒有

不勞而獲的事，不論你是上司或下屬。在職場
上，能夠做到互惠互利是基本權益，亦只有這
樣員工才可以快樂地付出、投入工作。

經驗技能也是回報
不過，要做到全力以赴卻不至焦頭爛額，就

先要衡量付出的同時有沒有合理回報。回報不
一定指金錢，可以是行業新知和技能等，也可
以是豐富閱歷。畢竟許多東西無法量化，不可
用數字衡量得失，隨時可能所得的遠超預期。
知名作家陶傑年輕時為了爭取寫作機會，自

言經常被人搵笨，他當了十年廉價勞工，甚至
被拖欠稿費，不過多年寫作所賺回的，是無價
的經驗和見識，也就是他日後名成利就的最强
武器。

沒目標就改變
除了回報，也要考慮成本，亦即是當下的取

捨。喬布斯每天都會問自己想做什麼，當連續
多天都不置可否，他就知道是時候改變。你

呢？滿意現在的生活嗎？有發展空間的話，當
然要好好把握；但若果目標不明，改變又何
妨？
當然，下決定不難，要離開舒適生活、走進

未知的路途，不回頭也不輕言退後，才是最艱
難的。決心接受一份工作，就要作好心理準備
會跌倒，而且是不時跌、隨時跌，甚至跌到谷
底。怕？怕什麼？借用霍金的名言：「Look
up at the stars and not down at your feet.」
（意即永遠抬頭看着廣闊天空上的星星，而不
是你的腳。）人生沒有速成班，巨人與凡人，
都摔過同一片地，頂着的也是同一片天。

■■徐恩祖
（學校發展主任）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盧可恩
學生發展處講師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李惠利）

撰文：「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生涯規劃
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

FB 專 頁 ： https://www.facebook.
com/hkywcaclap

■■歷奇教練不只是普通的攀山歷奇教練不只是普通的攀山
教練教練，，除了教導技巧除了教導技巧，，還要啟還要啟
發年輕人的潛能發年輕人的潛能。。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港早前接
連發生學生自殺事件，令人關注青年人的精
神及情緒健康問題。據醫管局統計，去年全
年（臨時數字）有2.77萬名18歲以下的學
童，於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接受治療，其中
以6歲至11歲組別的學童最多，達1.46萬
名。整體數字較再上一個年度上升近5%。

醫局門診新症人龍愈來愈長
醫管局數據顯示，去年全年（臨時數字）

有27,730名18歲以下的學童於兒童及青少年
精神科接受治療，當中5歲或以下者佔2,460
人，6歲至11歲組別更多達14,610人，12歲
至17歲的學童亦有10,660人。至於2014/15

年度，上述3個組別的求診人數分別為2,860
人、13,790人及9,830人，整體合共26,480
人，數字較上年度似有上升趨勢。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以書面答覆立法會議

員提問時表示，精神病類別繁多，上述醫管
局統計包括了自閉症系列障礙、注意力不
足、過度活躍症、行為及情緒障礙及各類精
神科疾病。
另一方面，醫管局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專

科門診的門診新症輪候時間亦愈來愈長，由
2013/14年度起計的3年，輪候時間中位數
分別是34星期、45星期及58星期。該專科
較一般的精神科專科的10星期輪候中位數長
得多。

接受精神治療學童年升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今年大
學聯招辦法（JUPAS）首次課程改選前晚
深夜截止，八大院校陸續公佈改選結果。
如無意外明日將獲政府刊憲正名為大學的
香港教育學院，其幼兒教育榮譽學士課程
繼續領跑聯招「爭崩頭榜」，1學額有
123名學生競爭。整體而言，各校大部分
熱門科目的競爭情況相比聯招首輪申請時
差別不大，個別科目的激烈程度更是有增
無減，體育、社工及酒店學科均是1位難
求。

123人爭1位「戰況」超首輪
八大中唯一的幼教專科學位課程—教

院幼兒教育榮譽學士，本年共吸引2,212
人報讀，是教院以首三志願計算最多人報
讀的科目，但只有18個學額，平均123
人爭奪1個學額，情況較去年12月聯招首
輪申請更加激烈，當時每學額平均有118
人爭奪。
「第二名」為理大社會廣泛學科，11

個學額吸引了1,126人以首三志願報讀，
平均102人爭1個學額，較聯招首輪平均
每101人爭奪1位的比例輕微上升。
多個社工學科的競爭情況亦相當驚

人，其中理大社會工作（榮譽）文學士學
位，1,772人爭29個學額，即平均61人爭
1個位，浸大社會工作學士有43個學額，

有2,119人報讀，接近50人爭1個學額。
至於浸大體育及康樂管理文學士及教院的
體育教育榮譽學士，分別錄得52人及50
人爭1位。
浸大工商管理學士本年被最多學生選

為首三志願，人數達3,565人，學額共
200個，平均每18人爭奪1位。理大酒店
及旅遊業管理廣泛學科緊隨其後，有
3,084人填報，學額82個，每學額有37人
爭奪。
至於經聯招申請的高級文憑課程方面，理

大酒店業管理高級文憑最為「搶手」，2,354
名學生競爭共75學額，31人爭1學額，競
爭情況較不少學位課程更加激烈。

聯招改選爭崩頭 教大幼教最搶手

近年部分自資院校被指過早收取首期學
費及高額留位費，若學生在入學前轉

校，有關費用未必能退回，學界有不少聲音
要求當局跟進處理。

理大專院港大附院「淨賺」700萬
吳克儉昨回覆立法會質詢時引述資料指，

2015/16學年全港20多所自資校，共有1,899
萬元留位費最終未成為學費的一部分，即屬
院校「淨賺」；而學生於繳費後退學，但不
獲退回的首期學費，則有194萬元，兩者共計
近2,100萬元。若按院校計，則以理大香港專
上學院及港大附屬學院最多，有關「淨賺」
金額分別超過400萬元及300萬元。
吳克儉指，自資校有自主權決定收生安

排，若學生保留多個學位將令院校蒙受損
失，因此收取留位費亦有其需要，多收費用
將會用於院校發展回饋學生。但為平衡學生
利益和院校運作，局方近月與各院校商討，
決定今年落實3項額外收生新安排。

其中於2012年開始、留位費上限5,000元
的做法，今年擴展至所有學生，即非聯招申
請人也將適用；而院校只能於7月15日後才
能向非聯招學生收取首期學費。此外，各院
校只能於聯招放榜後一天（即8月9日）才能
向聯招學生收取首期學費，此舉可讓學生有
更多時間考慮選讀哪一個課程。

護士課程派位「睇齊」聯招
他續稱，醫管局轄下護士高級文憑課程，

也會提早至與聯招同日公佈派位結果。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對新安

排表示歡迎。
他表示，一般考生多以聯招課程為首選，

如獲不同自資課程取錄，亦會交留位費甚至
學費「買個保障」，最終可能招致損失。至
於護士學校高級文憑課程以往在8月底才公
佈取錄結果，如能與聯招「看齊」，便可減
少學生因等待而失去聯招學位或已繳學費的
情況。

■■每年每年JUPASJUPAS後都有大批學生前往各自資院校報名後都有大批學生前往各自資院校報名，，衍生的留衍生的留
位費和首期學費變相令院校位費和首期學費變相令院校「「淨賺淨賺」」學費學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