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僧多粥少」「沙紙」貶值
大專生大專生
前程前程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今 日 香 港 ＋ 全 球 化 --

以前，除了大學「沙紙」，一紙
大專畢業證書亦是向社會上層流動
的敲門磚，然而大專學歷有貶值趨
勢已是不爭事實。近年，時有智
庫、非政府組織調查指出，大專畢
業生起薪點未見明顯增長，未能追
上連年上升的物價，不少大專生連
償還學債也感吃力，更遑論儲蓄置

業。 ■胡家齊 資深通識科作者

1. 請概述新世紀論壇及新
青年論壇對政府統計處
1995 年至 2015 年基於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中大
專學歷人士收入數據的
分析結果。

2. 請概述大專畢業生的整
體收入持續下跌及從事
低技術職位的人數上升
的原因？

3. 請你談談香港「副學位
課程」存在的問題。

4. 請你談談普及高等教育
的利與弊。

1. 本題同學應引用資料作答，指出他們劃分每5年為一個世代，發現從事文員或
服務銷售行業等低技術職位的大專學歷勞工人數，於20年間增加78.7%，但大專
學歷勞工的收入中位數卻由1995年的20,463元跌至去年的16,898元，跌幅達
17.4%。20歲至24歲專上學位畢業生於去年的起薪點略為回升至10,934元，較
2005年及2010年的不足1萬元高，但仍較95年代最高的12,141元為低；而大專
與高中學歷勞工中位數收入比較，由20年前多19%跌至現時無分別。

2. 本題亦可以從資料中提煉出答案，原因1：學位激增 褪「精英」化；原因2：副
學位質素無保證；原因3：市場飽和增薪放緩；原因4：專門技能人才緊缺；原因
5：面對全球人才競爭。

3. 本題的答案可以從資料中找到，副學位課程質素參差、認受性不足、學費高
昂、難以銜接至大學學位，開辦副學位的自資院校亦曾出現院校管治混亂、半途
停辦、超額收生、沒收巨額留位費等問題。近年，自資院校亦出現了收生難、財
困等情況，致使自資院校前途並不被看好。

4. 本題為開放題，同學言之有理即可，例如，普及高等教育的利處是提高市民整
體受教育程度，提升整體素質，弊處是高等教育課程質量沒有保證，沒有應對市
場結構的變化等問題，都影響了高等教育的水平。

香港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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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論壇及新青年論壇分析政府統
計處1995年至2015年，共20年基於綜
合住戶統計調查中大專學歷人士（即持
高級文憑、副學士等學歷者）的收入數
據，劃分每5年為一個世代，比較不同
年代大專學歷勞工的收入差異及其向上
流動的能力。研究發現，從事文員或服
務銷售行業等低技術職位的大專學歷勞
工人數，於20年間增加78.7%，但大專
學歷勞工的收入中位數卻由1995年的

20,463元跌至去年的16,898元，跌
幅達17.4%，反映大專學歷人士的整
體收入持續下跌。
20歲至24歲專上學位畢業生於去年

的起薪點略為回升至 10,934 元，較
2005年及2010年的不足1萬元高，但
仍較1995年代最高12,141元低；而大
專與高中學歷勞工中位數收入比較，
由20年前多19%跌至現時無分別。
新論壇副召集人鄧詠駿指大專自資

學位令學生「浪費錢、浪費時間」，
或因而背負學債卻未能增加收入、提
升地位，終致「高不成低不就」。

文員收入中位數 二十年跌17.4%
新 聞 背 景

大專畢業 難尋用武之地
大專畢業生整體收入持續下跌及從事低技術職位人數上升，原因歸納如下：

副學位課程是一個總稱，包括高級文憑
和副學士，兩者同屬資歷架構第四級，是
不少高中畢業生的升學之選。不過，兩者
認受性及升學機會相同，但在課程宗旨及
內容側重點等有分別。
副學士以通用及一般性教育內容（如語
文、資訊科技及通識教育等）為主，而高
級文憑則較注重相關專門知識及職業技
能。升學專家建議學生認識兩者的異同，
再配合自己的與趣、能力及性格作出決定
選讀哪種課程。

數量激增 質素參差

學位激增 褪「精英」化
香港的高等教育奉行「精英制」，
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香港只有香
港大學及中文大學兩間大學，僅有約
2.2%適齡高中畢業生入讀大學。踏入
上世紀90年代，先有科技大學創校，
再有理工學院、城市理工學院、浸會
學院升格為大學，適齡人口入讀大學
的比率增至18%，到2015/16年度上
升至26%。此外，加上政府在2000年
擴大副學位學額，令專上課程氾濫，
導致大專以至大學學歷的競爭力今非
昔比。

副學位質素無保證
相比大學學歷，副學士、高級文憑
等副學位課程認受性相對較低部分副
學位課程質素參差不齊，有課程爆出
未獲專業團體或政府認證、英語教材
錯漏百出等醜聞。有僱主甚至認為副
學位畢業生與高中畢業差不多。

市場飽和增薪放緩
在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香港經

濟起飛，對高學歷人才求才若渴。其

後，香港發展為成熟經濟體，經濟增
長速度轉趨平穩，企業擴張減慢，對
大專畢業生需求也因而減少，令他們
的薪金增長放緩。

專門技能人才緊缺
紐約市前市長彭博數年前曾表示，

既當不上火箭科學家，又無法成為班
上頂尖精英的大學生，當水喉匠的前
景可能比讀哈佛大學更好。學歷通脹
是全球性現象，大專教育普及令高學
歷人才供過於求，社會卻沒有足夠職
位空缺吸納有關人才。社會出現大批
大專畢業生的同時，一些需要專門技
能的職業，例如電梯維修員、航海員
等卻青黃不接。由於人才短缺，這些
工種的薪金可能比一個大學畢業生更
高，因此出現大專生「向下流動」的
情況。香港近年亦時有大學生從事釘
板、紮鐵等工種的新聞。

面對全球人才競爭
政府推出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投資

移民計劃等措施吸納全球人才，令香
港大專畢業生須面對全球人才的激烈
競爭。

增內地港台銜接機會
逐增資助銜接學位

2014年《施政報告》提出，由2015/
16學年起和緊接的3年規劃期內，逐步
增加資助院校高年級收生學額1,000個。
到2018/19學年，每年將有5,000名表現
優秀的副學士可升讀資助銜接學位。

免試讀台科大學士
2012年，台灣「教育部」宣佈，
2013年起接受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畢業
生免試入讀科技大學的兩年制學士課
程，相當於插班大學三年級，首年設
3,350個學額。

「 副 學 士 」 面 面 睇

香港推出副學位課程，源於前特首董
建華2000年推出的政策目標——10年
之內令香港的高等教育達到60%的普及
率。副學士其後同高級文憑等專上課程
並稱副學位，特區政府仿效美國社區學
院形式，提供中學生升讀大專機會，原
定用10年將大專入學率由30%提升至
60%，結果副學位課程如雨後春荀，不
用5年就超額達到65%。
不過，副學位課程因課程質素參差、

認受性不足、學費高昂、難以銜接至大
學學位等原因屢受批評，副學士更被揶
揄為「掘頭進士」。開辦副學位的自資

院校亦風波不斷，例如有院校管治混
亂、半途停辦、超額收生、沒收巨額留
位費等。

學者：將爆淘汰潮
近年，由於適齡學生人口下跌，自資

院校步入收生寒冬，院校紛紛減少副學
位課程。根據各院校向教育局提交的
2015/16年度的預計及實際收生數字顯
示，多達14所院校的收生較預期少，
部分更錄得「零收生」情況，早前香港
大學轄下的明德學院更陷入財困。有學
界人士認為自資院校將爆發淘汰潮。

小 知 識

升讀華僑大學
今年3月，教育局推出「香港副學位畢

業生升讀華僑大學銜接學位課程試行計
劃」，本港17所指定院校副學士，可升讀
福建省華僑大學11門學士專業。計劃以試
行性質招收兩屆學生後，會再檢討成效。

今不如不如昔

原 因 歸 納

■■副學士可升讀華僑大學商副學士可升讀華僑大學商
業業、、語言等專業語言等專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理工大學提供學香港理工大學提供學
位銜接課程位銜接課程。。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副學士可免試入讀台副學士可免試入讀台
灣科技大學灣科技大學。。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當代大專生數量增當代大專生數量增、、質量降質量降。。圖為台圖為台
灣科技大學畢業典禮灣科技大學畢業典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普及度高
．工作難找
．薪水減少
．認受性低

仿效美國社區學院形式，
增加副學位課程。

效果

影響大專生競爭力因素

普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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