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資局懶理三千萬資助失蹤
87項大學研究爛尾僅回水三成 審計署批處理不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審計署昨日公佈審計報告，揭

示多項與教育相關的問題。其中教資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被揭

發在過去5年有 87個八大院校研究項目「爛尾」，涉款逾

5,000萬元，但研資局至今年年中只收回大學退還三成、約

1,570萬元款項，意味仍有逾3,000萬元下落不明。至於「爛

尾」原因，76%項目因首席研究員離職所致，審計署指出半途

而廢的項目自2013/2014學年呈上升趨勢，故要求研資局密切

監察情況，避免浪費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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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資局中止研究項目分析
年度 中止項目 獲資助項目 進行中項目 予大學的中止

數目 總數 總數 項目資助金額

2011/12 13 1,044 4,469 920萬元

2012/13 15 1,193 4,923 960萬元

2013/14 12 1,373 5,240 640萬元

2014/15 19 1,543 5,600 930萬元

2015/16 28 1,484 6,011 1,580萬元

總計 87 － － *5,030萬元

*註：截至2016年6月30日，大學已向研資局退還1,570萬元

資料來源：《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七號報告書》 製表：鄭伊莎

研資局的職權之一是負責審批經費，以
撥作大學研究資助之用，上學年總批

款額超過12.8億元。審計署最近就研資局
對學術研究項目的資助及處理涉嫌行為不當
的個案展開審查，結果發現研資局有多項監
管問題。

76%因研究員離職中斷
報告提到，自2011/12學年至2015/16學

年，共有87個研究項目被中止，涉及5,030
萬元，其中自2013/14學年「爛尾」項目逐
年上升，2014/15學年有19個，涉及930萬
元資助；去年更有28個，是近5年來最多，
涉及1,580萬元資助。
不過，截至今年年中，研資局只收到大
學1,570萬元退款，仍欠約3千多萬元未見
院校歸還。
審計署發現，有66個研究項目（76%）

是因首席研究員離職而無法繼續，其餘則因
進度報告逾期未交、首席研究員退休或去世
等中止。
在上述66個項目中，有23個即35%的首
席研究員在項目開始後不足一年便離職。據
現有機制，大學確定首席研究員離職，應盡
快通知研資局和即時凍結項目賬戶，並在項
目中止日起6個月內退還未用撥款，及提交
賬目報表和報告。

中止冇交報告 拖4個月
不過，審計署審查其中10個中止項目，

發現7個項目未有提交中止報告，更有大學
在首席研究員離職後4個月才通知研資局。
審計署強調，研資局要密切監察中止項目數
目及原因，如中止項目進一步增加，應採取
應對措施，以確保公帑運用得當。
教資會秘書處回應指，在諮詢研資局

後，將就小組成員進行進度報告、完成報告
及中止報告的評核工作訂定目標完成日期，
加強措施要求相關人士清理積壓的工作，確
保有關報告可如期遞交。
在處理涉嫌行為不當的個案方面，審計

署核查了26宗涉嫌行為不當個案，發現由
揭發懷疑行為不當個案到把調查結果及處分
通知相關大學，需時達1年至4年，平均為
1.5年。
審計報告又透露，研資局設立的紀律委

員會在處理2015/16學年撥款申請時，揭發
5宗行為不當個案，例如學術剽竊，並在同
年12月向研資局提交建議。不過，截至今
年8月，這5宗證明屬實的行為不當個案，
仍待定出處分。
審計署認為，研資局應檢討涉嫌行為不
當個案的處理程序，及盡快對證明屬實的個
案定出處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資會、研資局及
質保局被審計署發現其會議開支在過去10年間大幅
增加逾三倍，主要用作為非本地成員提供酒店住
宿、機票及按日津貼。在2014年至2016年期間，會
議開支涉及總數約440萬元，涉及2,402個酒店房間
晚數。此外，教資會秘書處在2014年用於來回機票
總開支高達1,180萬元。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解釋，
邀請世界知名學者訪港參與工作並不容易，需按其
地位提供相應合適的機位及住宿安排。

高級酒店辦會議 被促研合宜選擇
會議開支主要包括教資會、研資局及質保局，以
及他們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及學科小組的

非本地成員之酒店住宿、機票及按日津貼開支。在
2005/06年度至2015/16年度，有關開支由每年390
萬元大幅增至1,620萬元，加幅主因是各會的非本地
成員人數增加，以及推出新資助計劃導致會議次數
增加。
審計署核查了2014/15年度至2015/16年度的30項

會議開支，當中涵蓋經5間高級酒店報價後採購的
2,402個酒店房間晚數，總費用約為440萬元，每日
房價由1,430元至3,300元不等。
審計署建議教資會秘書處應研究是否有其他較平

價及合宜的住宿及旅費選擇。
審計報告又指，按規定教資會秘書處在採購高於

5,000元但不超過143萬元的物料或服務，須索取報

價；超過143萬元的採購須進行公開招標，但審計署
發現秘書處有時未有依循規例。

採購機票開支千萬 不循規例
教資會2014年進行研究評審工作，各個小組成員
共307人，當中214人為非本地學者，用於來回機票
總開支高達1,180萬元，當中教資會秘書處採購機票
的開支710萬元，以及向自行購買機票的學者發還墊
支款項470萬元。不過，審計署發現當中一項批次涉
及24張來回機票，總值逾173萬元，但秘書處並無
公開招標，於是向秘書處查詢。不過秘書處辯稱，
學者的出發地點及時間有別，這會影響票價，故每
張機票視作個別項目進行報價。

教資會開會豪花 開支10年增3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審計
報告除了指出教資會會議開支大增外，
亦提到八大院校多項資源問題，包括學
生宿位及教育空間不足、學費近20年未
變令收回成本率不達標、個別大學超額
收生、及大學國際化情況有待改善等，
有待教育局及教資會處理。
報告指出，香港的資助大學課程一直
將收回成本的學費目標定於18%，但
1997/98學年每年學費增至42,100元後
至今一直不變，至2015/16學年收回成
本率已跌至15.8%，未來並將繼續下
跌。審計署建議教育局應在諮詢教資會
後，制訂學費政策的未來路向，確保能
適時推出合適的政策。

宿位教學空間 工程進度慢
至於學生宿位及教育空間不足問題，

資料顯示八大上學年共短缺8,660個學
生宿位及133,292平方米教學空間。教
資會現正規劃的主要基本工程項目有16
個，合共提供 9,380 個學生宿位及
76,712平方米教學空間，審計署形容進
度緩慢，會影響各大學的發展。另一方
面，報告亦指教資會已有10年沒有檢討
校舍空間需求，備存的教學空間數據亦
與各大學的記錄存在差異，建議教資會
考慮是否有需要再對大學進行校舍空間
使用情況調查，確保大學空間得以善
用。

院校超收本地生 教資會懶理
現時包括醫護、社工、教育等專業範

疇，其畢業生聘用主要基於政府相關資
源的規劃，所以教資會亦會為大學設定
人力規劃學額，以免所培訓的人才供應
與社會需求失衡。審計署發現，多所大

學都不遵循收生規則，如在2012至2015年間，
有3所大學在3項人力規劃範疇課程大額超收本地
學生，較超收上限4%的最多再高出15%，而教資
會卻無動於衷。審計署建議教資會應訂明對大學
違規收生的後果，並向有關大學採取適當行動。
而就大學國際化的情況，審計報告引述教資會

數字指，八大內地生以外的非本地生，在2010/
11年至2015/16年間，已由1,350人大增184%至
3,837人，但整體非本地生仍以內地生為主，佔總
數約七成六。建議教資會需要進一步鼓勵大學繼
續致力吸引更多內地生以外的非本地學生入讀，
並應積極維持學術人員組合的國際化。

大
學
學
費
廿
年
不
變
「
回
本
率
」跌
不
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審計報告揭發，教
育局向自資院校批地及貸款時問題多多。其中不點
名指出，局方未經諮詢且不依程序辦事，將原本批
予港大專業進修學院（SPACE）的校舍，只改由較
低級官員處理，便隨意轉批給明德學院使用，且從
沒有簽訂任何具法律約束力合約，未有盡監督責
任。而在批准延長使用的翌年，明德更因經營困難
而被港大SPACE接管。
報告指依政府的計劃，應由教育局局長負責自資

院校批地及資助，但上述個案申請及延長使用，則
只由常任秘書長及副秘書長作出批准，有違既定做
法。
而使用者改為明德學院，更涉及根本及重大改

動，卻未有徵詢評核委員會意見，且沒有簽訂合
約，故直至明德被接管，仍無須向教育局遞交任何
周年進度報告供監察。
審計署亦檢視了截至今年7月底的5宗批地續約個

案，發現即使有自資院校的副學位課程，收生人數
一直低於預期，仍然獲負責的教育局官員稱其建議
書令局方滿意，即批准續約。
另有自資院校被地政總署發現違反批地條件，其

校舍總樓面面積較列明許可的面積超出逾1,000平方
米，該院校遂建議修訂契約，至本年7月地政總署
仍在檢視該個案，負責的教育局官員卻早已表示支
持建議。

自資校批地貸款
教局違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研資局除被指追收
大專院校的「爛尾」研究項目餘款不力之外，審計
署更發現該局的行政管理紊亂，包括會議記錄及資
助申請審批記錄文件不全；在處理進度報告的效率
緩慢，截至今年5月，有973份報告未評核，其中近
七成已收到逾一年但仍未處理，最離譜的4份更已提
交超過9年。

利益申報甩漏 85%成員遲交
審計報告指出，在2013/14至2015/16學年，研資

局8個委員會及13個小組曾舉行會議，分別有5個委
員及10個小組沒有任何會議記錄。審計署亦審查了
19項研究資助計劃的資助申請審批記錄，發現有8項

無文件記錄研資局曾審視或批准。
審計署亦核查了研資局處理利益衝突方面的工

作，發現在上學年個人研究計劃的211名研資局成員
中，有85%逾期提交或更新利益登記表，由4天至
190天不等；更有一人在5年來從未提交任何利益登
記表。
此外，逾3,000個獲研資局批准的項目中，其中6
個項目的首席研究員本身兼任研資局成員，但各人
未曾在會議上申報利益，被質疑涉及利益衝突。
審計報告又提到，教資會秘書處未能找到3名及7

名現任、前任教資會成員，兩名及8名現任、前任質
保局成員在2011/12學年至2015/16學年期間的26份
利益登記表。

科研資助加 研究成果減
針對大學的科研成果表現，審計署指大學的研究

成果總數由2010/11學年約2.7萬項，減至2014/15
學年的2.6萬項，微跌2.6%，但同期教資會經常補助
金及研資局各項資助計劃的資助，卻由約51億元增
加了26%至約65億元。8所大學每名學術人員平均所
得的整體研究成果亦由約6項減至5.4項，減幅9%。
教資會秘書處回應指，以每名學術人員平均所得

研究成果的分析作為大學研究工作產量的指標，做
法粗疏，且效用成疑。審計署則建議，研資局應與
創科局合作，協助大學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以及提
供指引協助資料使用者詮釋有關研究成果的資料。

報告堆積如山 拖9年未處理

■教資會及其轄下的研資局及質保局，會議開支在過
去10年間大幅加逾3倍，主要用作為非本地成員提供
酒店住宿、機票及按日津貼

■教資會秘書處在採購高於5,000元但不超過143萬
元的物料或服務，未有依循規例報價，超過143萬元
的採購亦未有進行公開招標

■會議記錄及資助申請審批記錄文件不全

■過去5年有87個八大院校研究項目「爛尾」，涉及
逾5,000萬元，但至今年年中仍未追到3,430萬元

■211名研資局成員中，有85%逾期提交或更新利益
登記表

■6個項目的首席研究員兼任研資局成員，被質疑涉
及利益衝突

■處理涉嫌行為不當個案的程序緩慢

■學費近20年未變令收回成本率不達標

■個別大學超額收生

■大學國際化情況有待改善，本地生以內地生為主，
佔總數約七成六

■教育局未經諮詢且不依程序辦事，將原本批予港大
專業進修學院（SPACE）的校舍，只改由較低級官員
處理，便隨意轉批給明德學院使用，未有盡監督責任

■有自資院校的副學位課程，收生人數一直低於預
期，仍然獲負責的教育局官員批准續約

■有自資院校被地政總署發現違反批地條件

資料來源：審計報告 製表：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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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大學科研水平卓越，但審計報告指，過去幾年八大的研究項目仍有不少爛尾情況，
數以千萬計的研究經費或遭白白浪費，質疑研資局監管不足。圖為香港科研人員。資料圖片

■明德學院校舍原本獲批予港大SPACE使用提供副
學位課程，但教育局卻在未有徵詢評核委員會意見，
及沒有簽訂合約下，改將校舍批予明德，被審計報告
嚴厲批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