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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尖子赴港求學潮
教大申請倍增理大浸大嶺大兩年高 八大學額勢「爭崩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

本港八大院校每年都會積極招

收內地尖子，但近年報讀人數

反覆。6所自主招生的院校回覆

香港文匯報表示，新學年共接

獲逾兩萬名內地生申請報讀，

教育大學因已正名為大學，報

名人數較去年多近一倍，高達

約2,000人；理工大學、浸會

大學、嶺南大學的報讀數目皆

創各校兩年來新高。而八大將

取錄合共約 1,500 名內地尖

子，令學額勢「爭崩頭」。有

學界人士認為，隨着兩地矛盾

緩和，香港政治環境亦趨穩

定，增強了內地生對香港的信

心，令港校恢復吸引力。

自資學士課程資助計劃Q&A
1.合資格學生是否需要遞交申請？

答：教育局已和相關院校作出安排，讓希望獲資助的
學生申報是否合資格參與，但建議學生或其家長最好
在繳交首期學費之前確認自己是否符合資格得到資
助，並填妥申報表。

2. 學生可獲取多少年學費資助？

答：按年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將於合資格課程的正
常修業期內發放。若學生因學業原因，如重讀、修讀
額外科目、到海外作交換生等，而導致需延長修讀年
期，資助計劃不會涵蓋額外的修業期。

3. 資助金額會否調整？

答：當局會考慮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每年調整金額。

4. 政府如何監管資助計劃下受惠課程的學費？

答：政府會設立機制，監察相關課程的學費增幅，例如
容許院校以不超越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升幅調高學費。

5. 若學生持有合併文憑試的「3322」成績，是否合資
格獲資助？

答：只要相關院校接受申請學生使用合併的文憑試
「3322」成績入讀學士課程，學生則可獲資助。

6. 學生若中途轉讀其他課程，是否仍然獲得資助？

答：可以，但資助計劃下的合資格學生只可轉換課程一次。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減
低有志求學者的財政負擔，政府昨公
佈「自資學士學位課程資助計劃」及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正式推
出。兩項計劃均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推出的36億元教育新資源措施之一，
包括在新學年向修讀15所合資格自資
院校學士學位課程、於文憑試考獲
「3322」的學生，以及升讀銜接學位
的副學位畢業生，提供每年每人3萬元
免入息審查的資助，政府將按學生人
數向院校發放資助；另向赴內地升讀
大學的港生提供每年5,000元資助。

每年2月發放 學校料先墊支
政府昨公佈兩項計劃的詳情，料有

3.9萬名學生即時受惠。自資學士課程
的資助計劃將涵蓋15間院校（見表）
2017/18學年入學的合資格全日制經本
地評審的本地及非本地自資學士學位
及銜接學位課程。在文憑試考獲
「3322」的學生或升讀銜接學位的副
學位畢業生，無論新生或舊生都可獲
得每年3萬元資助，並只需支付扣除資
助金額的學費。有需要的學生仍可就
實際應繳的學費，申請學生資助。

教育局會因應相關院校取錄的合資
格學生人數，向院校統一發放資助。
不過，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表

示，合資格的學生將分兩個學期、直
接繳付已扣減3萬元的學費，因政府每
年2月才向校方發放資助，故該校要預
先墊支。他指學生本來在8月中繳交學
費，但考慮計劃推出，校方將延遲期
限至8月尾，以便有充足時間處理交學
費的安排。
他又提醒，合資格學生只需填寫申

請書，過程並不繁複，會盡快向學生
公佈指引。

內地升大資助今起接受申請
至於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在文

憑試考獲「3322」或已通過「香港副
學位畢業生升讀華僑大學銜接學位課
程試行計劃」前往內地升讀學士課程
的港生，可在即日起至10月3日間提
交申請。合資格學生可獲每年5,000元
的免入息審查資助。

合資格自資院校名單
■公開大學（包括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職訓局轄下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

■職訓局轄下才晉高等教育學院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香港分校）

■香港樹仁大學

■明愛專上學院

■珠海學院

■恒生管理學院

■東華學院

■明德學院

■宏恩基督教學院

■港專學院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自資學士資助啟動 因應取錄統一發放

港校內地自主招生申請在 6月相繼截
止，香港文匯報近日向八大查詢新學

年取錄內地生的數目，並向6間有自主招生
的院校，即港大、科大、理大、浸大、嶺大
和教大查詢內地生報讀本科課程的數字（見
另表）。
據八大回覆的數目統計，新學年將取錄共
約1,500名內地生。其中，理大早前指為大
學國際化，有意減少內地生學額，將錄取

210人，較去年約290人，減少約三成。其
他學校取錄人數與去年相若，招收內地生最
多的仍為港大和中大，分別為315人及約
300人。另城大、教大、嶺大則分別取錄
211人、約100人與53人；科大和浸大將分
別取錄約170人及不超過160人。

教大心理社科學士「18搶1」
教大（前稱教院）繼正名為大學後，吸引

力上升。今年接獲約2,000名內地生申請，
較去年逾1,000人增近一倍，但學額與去年
一樣約100個，令競爭更為激烈。
教大最受內地生歡迎的課程是心理學社會

科學學士，有18人爭1位，而中國語文教育
學士課程亦較受歡迎。該校發言人指，大學
雖然在去年5月獲正名大學名銜，惟當時內
地招生工作已近尾聲，故其正面影響在今年
的報讀數目才反映出來。

理大在連續兩年申請數下跌後反彈，由去
年約2,000人上升至2,600人，增約三成；浸
大由去年逾2,000人升至逾2,700人，增長約
35%。嶺大則由2015年556人、2016年624
人，升至今年953人，已回升到2015年以前
的水平。港大與科大未有提供相關數據。

張民炳：環境穩定增內地生信心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幾

年前本港高等教育政治化，包括違法「佔
中」等接二連三發生，令內地生來港升學的
意慾大減，如今香港環境較穩定，如法庭公
正處理違法宣誓的反對派，都發揮了正面作
用，增強了內地生對港信心，令大學恢復吸
引力。
他又認為，教大今年受內地生歡迎，相信

與獲正名及其教育領域在世界的聲譽上升有
關。

回暖

■■每年放榜後都有大批港生排每年放榜後都有大批港生排
長龍報讀自資學士課程長龍報讀自資學士課程。。圖為圖為
樹仁大學報名處樹仁大學報名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66所自主招生的院校新學年共接所自主招生的院校新學年共接
獲逾兩萬名內地生申請報讀獲逾兩萬名內地生申請報讀，，其中其中
理工大學創兩年來新高理工大學創兩年來新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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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軍隊非法越界事件已經持續一個多月，近日
中國外交部、國防部、《人民日報》、《解放軍
報》等權威部門和國家媒體紛紛發聲，揭露印軍人
員非法越界的事實和性質，強調中國政府在涉及領
土主權問題上沒有任何退讓的餘地，將採取一切必
要措施維護自身主權權益。同時，中方也希望印方
以實際行動糾正錯誤，體現出發展中印關係的誠
意，不要心存僥倖，更不要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
否則，只會招致更嚴重的後果。

一個多月前，印度邊防部隊無視國際法和雙方共
同遵守了127年的邊界條例，非法進入中印邊界錫
金段我方一側，停留至今還不肯撤離。此舉無疑是
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構成對地區和
平穩定的重大威脅和挑戰，也是對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和國家秩序的破壞。無論印方如何炮製種種藉口
強詞奪理、胡攪蠻纏及混淆是非，但始終無法自圓
其說，在法律和事實上更是毫無道理可言。中印邊
界錫金段是由中國清朝政府在1890年與英國政府通
過《中英會議藏印條約》而劃定的。新中國成立和
印度獨立後，印度領導人、印度政府有關文件、印
方在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中都予以確認，印
度方面必須遵守這些條文和文件的規定。尤其是此
次事件發生的地段已經定界，不存在所謂領土糾
紛，洞郎地區也位於中方一側，屬於中國神聖領土
並一直在中國的有效管轄之下，毫無爭議。中方在

自己的領土上修築道路，完全是為了發展和建設的
需要，也是主權國家的正當行為，合法合理，印方
無論以怎樣的理由來干預，都是站不住腳的。而
且，此次事件的事實真相擺在世人面前，就是印軍
非法越界並賴在中國領土上不走，嚴重侵犯了中國
主權。印方即使用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來抵賴狡辯，
都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事件發生後，中國為了維護中印友好關係，本着
最大的善意，保持高度克制，努力通過外交渠道向
印度提出嚴正交涉，對印方非法越界行為予以強烈
抗議和譴責。中方要求印方尊重歷史界約，尊重中
國的領土主權，立即撤回賴在中方邊界線之內的武
裝人員和機械設備，並確保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
件。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方珍視邊境地
區的和平與穩定，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矛盾和
糾紛。同時，中方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及自身
主權權益的立場，也是堅定不移的。據報道，中國
邊防部隊已經在現場採取緊急應對措施，並將進一
步加強針對性部署和訓練，體現中方將採取一切必
要措施維護領土主權的決心和能力。

因此，希望印方以實際行動糾正錯誤，以體現解
決問題的誠意，體現發展中印關係的誠意。如果印
方依然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繼續一意孤行，執迷
不悟，刻意挑釁中國，與中國為敵的話，必須對由
此產生的任何後果負全部責任。

中方維護主權絕不退讓 印方一意孤行必遭痛擊
由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的首屆電競音樂節，昨

日在紅磡體育館拉開帷幕，預計一連3日的活動
將吸引5萬人次入場。該盛事除推動旅遊業發展
外，還將產生促進電競發展的效應。本港在電競
行業方面發展已落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業界期
待政府結合本港自身優勢，制定相關政策措施，
對電競活動提供強有力支持，既為年輕人創造出
路，亦鼓勵和促進這個新興產業的健康發展。

電競是電子競技的簡稱，英文叫eSports，是
指使用電子遊戲來比賽的體育項目。提到電子
遊戲，老一輩港人對此曾經有負面的觀感，認
為是玩物喪志，不值得鼓勵。但時移世易，電
競在歐美、韓國、中國內地、台灣等國家和地
區，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其職業化制度、行
業平均水準及市場生態都較優勝，香港已顯落
伍。不僅如此，電競已被列為2022年杭州亞運
會正式項目，明年的雅加達亞運亦有示範賽。此
次香港首屆電競音樂節的舉行，可讓全社會開闊
視野，更新觀念，思謀對策。事實上，電競並非
純粹打遊戲，不僅可以謀生，也能贏得國際性比
賽為港爭光。而且，適度發展成為產業化之後，
還可以成為其中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全面發揮
港人的創意以及適應青少年娛樂的需求。

業界認為，本港電競發展程度較低，要急起
直追，並要排除阻礙發展的三座大山，包括社

會對電競的認知不足、缺乏政府支援、以及缺
乏電競人才等。港府可作為之處，首要是釐清
社會大眾對電競行業的認知；其次是為職業選
手制定「資歷架構」，提升電競選手的認受
性；再次是可借鏡韓國經驗，為培訓職業電競
隊伍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

本屆電競音樂節，3日賽事預計合共有1000
萬人觀看全球直播，比全港人口還要多，亦告
訴我們一個道理：在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新
興行業的發展不能局限於一城一地，必須放眼
全世界。事實上，在政府提供激勵政策，支持
電競發展起步之後，一支電競團隊的生存與發
展，收入來源除出場費、比賽獎金外，主要就
是隊員參加各種商業演出、直播打機、拍攝廣
告，以及推出各種周邊產品等等。簡單而言，
就是將電競隊員當成運動員兼網紅一樣經營。
但本港市場細小，電競比賽少，商業價值有
限。所以，大部分電競團隊都要積極參加兩岸
四地、東南亞，乃至世界性比賽。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年2月公佈的《財政預
算案》中，提出要研究推廣電子競技，發展電競
產業。政府加強對電競行業的支持，可協助香
港在這個領域迎頭趕上。希望當局盡快落實相
關政策，利用本港旅遊城市和國際金融中心的
優勢，提供政策誘因，支持電競產業發展。

電競產業日新月異 政府宜推鼓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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