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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院校收生響警號
未來4年累減8600畢業生 港專本學年「零收生」重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適齡生源持續下跌，令大批自資專上院校

2015/16 收生比率較低課程

面臨收生危機，而要求文憑試「3322」成績的學士學位課程情況尤其嚴
峻。教育局數字顯示，未來 4 年中學畢業生將累積減少 8,600 人，對自資
校營運構成威脅。而事實上，本學年 19 所提供學士課程的自資院校中，
院、科技專上書院和明德學院等，收生比率都少於學額的兩成，前者的第
■香港專業進修學院

一年學士學位課程更錄得「零收生」情況。

名，減至 2020/21 學年的 4.35 萬名。因應自資專上
院校未來困局，他指局方不時與不同院校就其發展
作出交流，並多次提醒院校要因應中學畢業生人數
下降，在專上課程的質和量兩方面加以鞏固。

19所自資專上院校收生不足
根據各院校向當局提交的數字，本學年全港 36
所自資專上院校中，19所有提供第一年學士學位課
程，涉及 9,300 多個學額，但實際上只取錄約 6,700
名學生，收生不足情況較為嚴重。
除了科技大學、樹仁大學、公開大學和浸大持續
教育學院外，其餘 15 所收生均比預期少。其中，

港專學院預計能夠收生 25 人，但實際未有招收到
學生；科技專上書院預計收生 100 人，實際收生 13
人；珠海學院及明德學院的收生比率，也分別只得
16%至17%。

專尚設有兼讀制高級文憑，以及與英國大學合辦學
士學位，每年港專總學生人數逾13,000人。

能仁90副學位僅取錄12人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適齡學生人數
雖正逐年下跌，但未來將有回升趨勢，若自資院校
因短期的收生不足而貿然倒閉，相信對正修讀的學
生，以至中長期的教育規劃亦有影響。
他指出，現時年輕人對高學歷始終有一定需求，
而政府未有計劃大幅增加 8 大院校資助學額，故自
資院校的課程仍有存在價值，政府亦要「出手」幫
助自資院校生存，例如「錢跟着學生走」，向更多
修讀特定自資課程的學生提供資助，吸引他們報
讀，提升學歷之餘，亦能幫助院校營運。

副學位課程方面，24所自資院校原預計提供2.27
萬學額，最終取錄約1.97萬名學生，比率約88%。
不過，個別院校收生情況較差，如能仁專上學院提
供 90 個副學位學額，但只取錄 12 名學生，收生比
率13.3%；明愛社區書院收生比率也不足三成。
對本學年收生情況，港專學院回應指，該校的學
士學位課程連同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的高級文憑課
程，今年其實共收到超過 210 名全日制新生，另港

張民炳︰政府應助院校生存

資助北上升大 今起接受申請

報課程前先考慮 入讀未必能入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新學年「內地大學升
學資助計劃」今日起接受申請，經優化後的計劃，將擴
展至資助於 155 所指定內地院校修讀學士學位課程，並
有經濟需要的港生，不論申請人是透過哪種途徑考入有
關院校都可受惠，教育局將於明年第一季或之前通知個
別申請人其申請結果。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為了向更多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
供適切支援，並確保他們不會因經濟困難而無法獲得專
上教育的機會，政府已提前檢討擴大資助計劃的範圍，

並將於下學年起推出優化資助計劃的措施。上述 155 所
內地院校，除了包括於新學年參與免試收生計劃的 84 所
院校，亦包括 71 所並無參與免試收生計劃，但已列入
「985 工程」或「211 工程」的院校。每名通過入息審查
的學生可視乎需要，每年獲 15,000 港元的全額資助，或
7,500元的半額資助。

在港讀高中即可申請
優化計劃不再限於通過免試收生計劃入讀內地院校的

應屆考生甲：「我昨日聽咗
個空姐文憑課程簡介會，佢話
讀完可以做空姐啊，我即時交
咗留位費，仲有多 500 蚊折扣，

好抵！」
應屆考生乙：「我都聽咗個酒店課程嘅簡介會，話讀
完佢哋會有相熟嘅酒店請返我哋，但我覺得怪怪哋，諗
住問吓老師先！」
每年，隨着公開試完結，坊間很多培訓機構便開展宣傳
攻勢，開辦的課程由證書到高級文憑都有，例如有航空機
艙服務員、投考公務員課程、旅遊酒店款待等，課程內容
多元有趣、包羅萬有。
這些課程主要向剛考畢文憑試的同學招手，一般是邀請
同學出席簡介會或面試，然後即時取錄並要求同學即場繳
付留位費，以取得學費折扣。同學若遇到這種情況，切記要
仔細思量，草率的決定往往造成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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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專上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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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仁專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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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仁專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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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學院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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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明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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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明德學院

320

62

能仁專上學院

120

25

20.8%

宏恩基督教學院

180

51

28.3%

明愛社區書院

296

88

29.7%（副學位）

港專學院

已有近八成（15 所）的實際收生人數比預期少，包括港專學院、珠海學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書面回覆立法會指，中學
畢業生將持續減少，由2016/17學年的5.21萬

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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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8.7%（銜接學位）
13%

19.4%（銜接學位）

*未有註明者均為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
資料來源：教育局 整理：記者 黎忞

港生，只要是在香港接受及完成高中教育的港生，包括
修讀本地或非本地課程的學生、非華語學生、在資助計
劃推出前已開始於內地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以及
將在新學年推出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下，升讀華僑大學
開辦的銜接學位課程之香港副學位畢業生等。
只要入讀指定的內地院校，並於下學年修讀學士課
程，就符合資格申請。
計劃的詳情及申請表格已上載至教育局網頁（www.
edb.gov.hk/musss16），新學年以前已入讀指定內地院校
而符合申請資格的學生，可於下月 31 日或之前，把填妥
的申請表格以郵寄方式遞交教育局。至於新學年首年入
讀指定內地院校的學生，截止申請日期則為8月31日。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接受申請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接受申請。
。圖
為內地高等教育展情況。
為內地高等教育展情況。
資料圖片

「波牛」教練燃少年足球魂

入職須符合多項要求

很多課程會以有助入職作賣點，包括提供面試訓練和職業
相關技能培訓等。我相信那些學習內容的確能令學員更認識
該職業的具體工作，協助提升面試的表現，但讀畢課程便能
直接為你帶來面試甚或直接入職嗎？很多職業都有一定的入職
要求，例如機艙服務員及公務員的一般入職要求為：文憑試五
科合格，而機艙服務員更看重語言能力；公司會因應各求職者
的履歷（學歷和經驗）選出面試名單，被選中面試後，你才有
機會使用該些課程所學到的面試技巧或職業技能。
另外，有些課程會說他們跟業界關係很好，教員曾是該行業
的招聘決策人等等，宣稱畢業生很容易找到工作；同學要很留
心這種宣傳手法的可靠性，小心檢視其課程學員成功入職的比
率。

了解培訓課程認受性
不同人對修讀課程有不同的期望，若你只是想多了解心儀的行
業，學習相關技能，並不介意學歷，那你只需要了解院校有否註冊、學費是
否合理，課程的內容能否符合你的期望便可以報讀了。
然而，若你更希望取得認可資格或學歷，以利於日後升學或就業，那你便
需要搜集更多的課程資料。最基本是要了解課程的認受性，有些院校標榜已
於教育局註冊，但院校已註冊與課程是否獲評審是兩回事。課程若屬經評審的
專上課程（即副學位或以上課程），同學便可到「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www.ipass.gov.hk）查看課程資料。
其他與行業相關的培訓課程亦可查看政府資歷名冊（http://www.hkqr.gov.
hk/HKQR/ ），若你未能找到該課程的資料，代表該課程可能並不屬於本地
課程或是資歷並未有廣泛認受性，這時你便要考慮清楚了。

先想一想 勿急於付款
若同學有一些心儀的課程，去簡介會多了解一下無妨，並緊記以下原則：
不要即時付款作決定，聽畢後先回家搜集資料，例如瀏覽上文的網站、詢問老
師和經驗人士意見等，再考慮清楚；若是性格衝動、容易受人影響的同學，可以
考慮與家長同行。
當然，同學若能在前往簡介會前先進行資料搜集，付款前再諮詢老師意見，是
較為理想的做法。
等待放榜的日子既漫長又令人忐忑，同學容易被不同的職業預備課程吸引，很多
同學會問：「呢個課程好唔好呀？我讀唔讀好呢？」課程好不好很主觀，讀不讀也
是個人的選擇，然而，同學應該對該課程有充分的了解，從而作出最適合自己的選
擇。在現今提倡多元選擇
■劉俐君（學校發展主任）
的社會，同學需有更大的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智慧作精明的選擇，各位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同學加油啊！

「We are Hong
Kong！ We are
Hong Kong！」 打
氣棒敲擊的聲音和
吶喊的歡呼聲在球場上此起彼落，本來不認
識的人一同穿起火熱的紅衣，為綠茵場上那
有層次的十一人打氣。誰想到呢？一顆顆小
小的足球，聯繫並團結了幾近全港的心。
那數場讓香港足球隊扭盡六壬，未竟全
功也足以笑着挺起胸膛的世界盃外圍賽，
不但引起了陣陣討論的漣漪，也讓更多巿
民重新關注香港足球發展，燃起久違的熱
情。

從小培養興趣
11 人背後的足球教練，就擔當了最不
討好卻又最重要的角色。「我們應該從
小便培養少年人對足球的興趣。」現職
足球教練的 Ryan 表示，現今愈來愈多
學生自小學生起便接受正式足球訓練，
從小培養足球技巧與興趣，這無疑有
助香港足球發展。
Ryan主要教導12歲以下的兒童，他
認為培養兒童對足球的興趣，比提升
他們個人技術更重要。「有不少學員
及家長都希望透過訓練快速提升個人
技術，這我也理解的。但若學員能對

足球產生濃厚興趣的話，他們下課後也會主動
地從不同途徑，尋找自我提升技術的方法，如
網上觀看足球的短片和勤加練習等。」

享受快樂足球
因此，Ryan 的課程設計針對提燃起少年們
心中的「足球魂」，使每名學員也能享受「快
樂足球」，從「玩樂」中學習，從而培養學員
對足球的喜愛。「當然了，對青少年『波牛』
來說，他們對足球的熱愛是無可置疑的。因此
便可在課堂中教導更深入的課題。」
興趣與技術以外，教練更要讓學員學會遵守
紀律，成為能尊重體育精神的運動員。Ryan
笑言足球是「男人的浪漫」，「香港的場地有
限，預約場地常面對困難。每逢雨季，除天文
台發出惡劣天氣警告外，即使下着滂沱大雨也
必須如常上課。風大雨大，也無阻年輕人在場
內拚命奔跑，為自己的足球夢揮灑汗水。」

■除了技術以外
除了技術以外，
，足
球教練更需培養學生
興趣。
興趣
。
作者供圖
練等專業資格發展，最重要是自己感興趣，或
會能從中找到合適方向。「如有興趣成為足球
教練，不妨先考取青年足球領袖證書。上課時
學習如何設計足球課堂之內容，並學習教授足
球的技巧等，把自己所學應用於日後教學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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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不成足球員可做裁判教練
說到足球夢，不少「波牛」均慨嘆足球在香
港很難發展。Ryan 雖感認同，但卻抱持樂觀
的心態。他鼓勵熱愛足球的青年人如未能朝職
業足球員方向發展，可嘗試向如足球裁判及教

生涯規劃

愛創意 讀設計
上月與友人到
酒店吃午餐慶祝
生日，可能由於
適值考試季節，
正唸中學的友人女兒在席間不斷訴說考
試壓力。「一個公開試定終身，同學們
都很緊張能否入讀心儀學科……」朋友
就指着我對女兒說：「媽媽知道你喜愛
創意，討厭刻板工作。這位叔叔在中
大教書，也協助同學做生涯規劃，你
可請教他呀！」友人女兒於是問我，
讀哪種學科畢業後可從事發揮創意的
工作，又可賺錢旅行和養媽媽，友人
聽到已笑得合不攏嘴。
我告訴她：「了解自己的興趣和能
力，尋找不同選擇，認清發展方
向，是規劃職涯的第一步。培養創
意的學科很多，修讀設計也是其中
一門可考慮的學科。目前不少大學
轄下的專上院校都有開辦相關課

程，就以我任教的學院（CUSCS）『多
媒體及創意廣告』高級文憑課程為例，同
學既可掌握設計基礎知識，也可認識多媒
體技巧，例如商業及創意攝影、廣告設
計、微電影製作，以及坊間日趨盛行的
VR（Virtual Reality）。畢業後可當上商
業設計師、網頁設計師、攝影師等，出路
廣闊。」
高級文憑畢業生除了掌握實務工作技巧
外，也具備學術知識，可繼續銜接升讀本
港或海外大學的學士學位高年級課程，或
在港修讀一年制的 Top-up Degree。若想
向更高的學歷進發，也可報讀碩士學位，
達到中高級設計師職業資歷的要求。

中學先修短期課程
此外，同學也可趁中學時期先修讀大專
院校開辦的應用學習課程或短期課程等，
CUSCS 便有「雜誌編輯與製作」應用學
習課程，以及設計、攝影、立體動畫製作

等短期課程，讓同學實際體驗這類課程是
否適合自己。
現時，很多中學老師已接受 GCDF（全
球職涯發展師）的訓練，不少更已考取專
業認證，他們可以透過約四次的面談，導
引同學找出自己的性格、興趣和專長，為
自己訂立職涯方向，從而計劃選讀的課
程。

認清目標 少走歪路
午餐完畢，趕着回家的友人女兒拖着媽
媽，選搭較快直達酒店大堂的升降機，信
步啓程。我笑着想，這不就跟生涯規劃的
理念類近嗎？及早認清自己的目標、計劃
方向，選擇合適途徑，省卻走彎路的過
程，早日達成夢想。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高級文憑課程講師
張旭健 （全球職涯發展師）
學院網址: www.cuscshd.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