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留學顧問實為中介
消委：收佣金中立性存疑 揭有資費不透明臨時加價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鄺錦蓉）消費者委員會昨日公佈海外

教育諮詢服務調查報告，結果反映業界服務良莠不齊，服務資訊透

明度、質素及中立性存在不足，如有自稱「顧問」的升學諮詢服務

商，實際上是海外教育機構的代理人，並收取對方的佣金，令人質

疑其諮詢服務的中立性。有受訪服務商的收費資訊則透明度不足，

包括臨時加價，且服務質素參差。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表示，由

2015年至2017年約接獲7宗海外教育諮詢服務投訴個案，包括營銷

手法、價格、及質素相關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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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育諮詢服務商
三大問題

中立性

■推銷其他業務

■不專業的銷售手法

■硬銷/誤導性銷售

■捆綁式銷售

資訊透明度

■收費透明度不足

■欠缺足夠資訊披露

服務質素

■缺乏妥善申訴機制

■支援/跟進服務欠佳

■專業知識不足

資料：消費者委員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鄺錦蓉
消委會在去年7月至今年3月進行研

究，收到29個商戶問卷調查的回
覆，及共獲得61個消費者意見調查有效
回覆，並分別舉行兩場學生、一場家長
及一場神秘顧客的聚焦小組討論，並以
神秘顧客的方式，造訪服務商39次。

未披露中介關係涉隱瞞
消委會商營手法研究及消費者投訴審
查小組主席黃錦輝昨日指出，根據商戶
的問卷調查，86%商戶（29個中佔25
個）承認是海外院校在港招生的中介。
在39次神秘顧客造訪中，「顧問」並
無披露服務商是海外院校的中介或代理關
係，即使在詢問下承認與院校的關係，也
不披露佣金多寡。
據了解，中介的佣金一般為學生首年學

費的10%至15%，利潤可觀，然而銷售手
法卻有隱瞞之嫌。
在聚焦小組的訪問中，有學生計劃進
修法國廚藝課程，但因未能取得學生簽
證，相關服務商則建議學生先修讀由該
機構在美國主辦的兩年語言課程。有神
秘顧客表示希望到美國留學，但卻被游
說先到加拿大完成學位課程，再經服務
商的美國網絡申請美國留學。

游說顧客移民誤導消費
黃錦輝表示，「顧問」除了提供升學
建議外，還推銷其他業務，如游說消費
者投資美國移民計劃。更有參加者聽從
「顧問」建議修讀基礎課程，但最後發
現大學課程並無要求學生完成基礎課程
才能入學。
他指出，服務商銷售手法存誤導性，
也存在捆綁銷售服務，有聚焦小組參加
者被要求修讀日文課程，若不跟從，日
本院校會取消其取錄資格。消委會質疑
服務商並非從學生的意願和福祉出發，
服務商中立性存疑。
在39次神秘顧客造訪中，研究發現

超過八成受訪者不知道服務收費的程
序，只有約8%至16.4%受訪者稱服務
屬於免費。服務商資訊披露及透明度存
在不足。在神秘顧客造訪中，所有服務
商都不會開宗明義說明收費，在消費者
詢問下 ，服務商才會披露收取報酬的
方式。
在26次神秘顧客視察中，亦有不少

「顧問」暗示會有優惠或較方便的申請
方法，但卻沒有說明詳情。
黃錦輝表示，神秘顧客調查並發現，
有32個服務商無解釋諮詢服務的條款細
則，只有1個服務商有提供申請表格，
但所有服務商都不會展示收費表。
有調查人員以內地學生身份諮詢海外

院校服務，「顧問」卻由最初稱收費1.2
萬元，其後提高至2萬元，並解釋1.2萬
是熟客轉介的價格。

存價格歧視亦欠缺資訊
消委會表示，服務商不但無提供清晰
的價目表，服務收費又會按客戶類型而
浮動，存在價格歧視，做法不公。
同時，有顧問公司欠缺知識，未能提
供有效資訊，質疑其可靠程度。消委會
指出，在神秘顧客造訪中，有服務商未
能就學生心儀學校的排名、交通、學校
設施，以及住宿安排提供資料。
消委會更發現，大部分服務商也未能

提供一些重要的資訊，例如實習機會、
將海外專業資格轉換成本地認可資格所
需的步驟、資歷認證、在海外工作的可
能性，以及建議就讀地方是否安全等。
消費者也難以核實課程相關升學和就

業的前景、入讀其他課程或其他地方同
類課程的容易程度，及心儀課程是否只
供本地生修讀。
消委會指，有「顧問」沒有披露安全資

訊予消費者，如有1名到美國升學的學
生，抵達後才發現該社區位置與院校宿舍
偏遠，並經常發生持械行劫和槍擊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蓉）消委
會研究本港海外教育諮詢服務，發現服務商
的公正性和獨立性存疑，但消委會指立法需
時，現階段以立法規管行業並非最具效益的
方法，建議以行業自律方式規管，包括由現
時為業界提供守則的香港國際教育顧問協
會，更新操守標準及擴大須遵守的法例。
根據服務商調查結果顯示，現時服務商欠
缺合約和申訴機制，29個商戶中，只有兩間
服務商提供合約樣本，在沒有申訴機制下，
有45%服務商稱會提供協助，有14%提及可
能退款。
消委會表示一旦出現爭拗，難以引用合約
法跟進，若引用《商品說明條例》作申訴，
則須投入大量時間。但消委會指現時立法需
時，建議以行業自律的方式，改善服務質素
及提升透明度。

倡協會提供顧問名單
消委會商營手法研究及消費者投訴審查小

組主席黃錦輝指，現時香港國際教育顧問協
會覆蓋約三分之一的服務商，約有27位委
員，建議香港國際教育顧問協會的行為守則
可覆蓋更新操守標準及行業營商手法，以跟
隨國際市場的標準及趨勢。
他們並建議擴大服務商須遵守保障消費者

的相關法例，例如《商品說明條例》、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和規定顧問公司披露海
外院校代理身份和報酬資料，及統一升學顧
問展示資歷的方式，望提供便捷的方法讓消
費者查閱資歷的真偽。
黃錦輝續指，香港國際教育顧問協會可以

為公眾提供顧問名單，方便消費核實服務商
的專業身份。
黃錦輝希望協會協助統一服務標準，望能
提升業界服務質素，從而吸引消費者選購，
之後讓更多服務商跟從標準。

盼政府資助現有計劃
消委會亦建議顧問公司應向機構了解有關

校園內或附近的安全情況，並把相關資料披
露給消費者，並且倡導使用載有明確條款的
服務合約，及透過協會成立申訴機制，處理
學生及家長的投訴。
消委會並給予政府建議，望政府考慮增加

撥款資助現有計劃，協助消費者作出選擇，
例如民政事務局的「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
計劃」及教育局的「生涯規劃津貼計劃」，
引導學生認清自己的學習期望及興趣，正確
選擇合適的升學路向。
消委會又建議政府可考慮出版網上消費指

南，涵蓋不同海外教育機構在香港的學歷資格
轉換及認受性等資料，讓學生及家長有更多可
靠的資訊作參考之用。並促請政府與業界合
作，訂立相關宣傳內容指引，防止失實及欺詐
廣告，讓消費者能獲取準確無誤的資訊。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望政府與機構加強合

作，幫助學生尋找適合的服務，並建議消費
者比較不同海外詻詢服務，不應只聽從個別
服務商意見。

立法規管需時 籲行業自律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估
計，每年約有18,000名學
生有意到海外升學，並

約有3萬人已身處海外。根據消費者意見調查
結果顯示，有17.2%認為香港以外地方的學
習氣氛較好，有14.2%受訪者想學習獨立，另
有13%受訪者覺得在外地就讀有更好的就業機
會或前途，所以有意到香港以外地方升學。
消委會調查結果發現，有79.6%有意往海

外升學的學生住戶收入超過 3萬元，有
65.6%學生的家庭有私人房屋，並且有約三
成人希望到英國升學，其次是有約兩成人希
望到澳洲升學，有10.7%和8.9%學生分別想
到美國及台灣升學。
消委會指出，消費者希望節省辦手續的時

間，家長亦希望獲得識別合適課程的支援，
及學生望能獲得達到心儀課程入學要求的幫
助，故尋求服務商的協助。

但消委會派神秘顧客透過電話和訪談，共
39次視察中，發現有85%服務商要求提供個
人資料，更有4次視察中，顧問要求學生提
供財務資料，並有5位顧問要求學生提供住
宅資料，及分別有3位及5位顧問要求學生
提供身份證及護照資料。
消委會商營手法研究及消費者投訴審查小

組主席黃錦輝認為在選購服務初段，消費者
就需提供住址、身份證及護照等資料予服務
商，有存在個人私隱隱憂。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鄺錦蓉

港每年萬八生盼留學
�&

■消委會昨日公佈海外教育諮詢服務調查報告，結果反映業界服務良莠不齊，服務資訊透明度、
質素及中立性存在不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黃錦輝昨日表
示，有86％海外升
學諮詢服務商承認
是海外院校中介。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消息指政府最快今日下午公佈改
善房屋問題的三大措施，包括一手
樓空置稅、增撥土地興建資助房
屋，以及居屋訂價與市價脫鈎。政
府一直把房屋問題視為施政重中之
重，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承諾親自檢
視居屋定價，顯示政府正視市民最
關心的問題，廣泛聽取各界意見，
包括傳媒輿論反映的民情，能夠從
善如流，對症下藥。目前樓價與普
羅市民收入嚴重脫節，政府的確需
要以創新思維，多管齊下，增加資
助房屋供應、優化資助房屋供應模
式，紓緩中下階層的居住之困。

政府醞釀的三大措施若一併推
出，可算是近年來房屋政策的大動
作。訂立一手樓空置稅、增撥資助房
屋土地，是從供應入手解決問題；而
居屋定價機制的改變，更與合資格申
請居屋市民的負擔能力息息相關。目
前私樓價格明顯背離普通市民的負擔
能力，本港7成家庭月入在4萬元以
下，根本無力購買私樓；而居屋訂價
以市價7折釐定，在近年樓價不斷飆
升下，即使7折都遠超出市民的負擔
能力。近期私人屋苑不斷誕生「樓
王」，呎價已破2萬；而最新推出的3
個居屋屋苑，市區居屋平均呎價近萬
元，最貴的單位索價630萬元。很顯
然，與市價掛鈎的居屋定價機制，已
經不合時宜。

消息指政府擬定的居屋定價新方
案，按照申請人的負擔水平來計
算，不再與私樓價格掛鈎。預計在
新定價機制下，居屋售價將較私樓
價格低一大截，會吸引大批市民申
請。因此，預計政府會考慮改劃更
多私樓土地轉作公屋和資助房屋，
以保證相對充足的供應。在新機制
下，可以提供數量更多、普通市民
財力能及的居屋單位，回歸居屋政
策的本意，助市民置業，改善居住
環境，平息社會怨氣。

社會對資助房屋定價與市價脫鈎
問題的討論已進行多時，主流民意
多表認同。本報近期一再呼籲，政
府要與時俱進，重新檢視資助房屋
定價機制，主張與市價脫鈎，亦贊
成開徵空置稅和增撥土地興建資助
房屋。政府如果推出相關措施，反
映當局正視社會各界強烈訴求，施
政順應民意。

居住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已成
為困擾本港的最大深層次矛盾。相
信政府會認真考慮構建更合理的、
以滿足居住為導向的房屋政策，強
化房屋的居住功能，下決心解決房
屋難題。廣大市民樂見政府在安居
問題上，邁出有承擔的正確一步，
更期待政府繼續以新思維、新方
法，持續完善居住政策，讓廣大市
民安居樂業。

多管齊下優先滿足市民居住需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
正日前會見特首林鄭月娥，就《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聽取意見和建議。韓
正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在研究規劃過程
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大灣區的發展成果
要讓香港、澳門及粵港澳大灣區全體人民
共享，應惠及廣大人民群眾，各方要朝
這一方面工作共同努力。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是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
自推動的國家戰略，大灣區發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正正體現了習主席「以人民為中
心」的治國理政思想，始終把人民利益擺
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廣大香港市民同祖
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
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這是「一國兩
制」的初心，也是推進香港與內地融合發
展的根本出發點和立足點。

十八大閉幕後，習主席在與中外記者見
面時就明確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十八大以
來，習主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思想，大批惠民舉措落地實施，在統籌推
進教育、收入分配、就業、社會保障、醫
療衛生等各方面都作出深刻論述和全面部
署，帶領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十九大報告
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成為新時代堅持
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
一，習主席更強調，「必須始終把人民利
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實現全體
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使人民獲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
障、更可持續。」

去年七一來港視察，習主席剛下飛機
就表示，「香港發展一直牽動我的
心」，來香港視察是為了「表示祝福」、
「體現支持」、「謀劃未來」；在新一屆
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習主席發表重要講
話，對特區政府提出四點希望，其中之一
就是「要以人為本、紓困解難，力解決
市民關注的經濟民生方面的突出問題，切
實提高民眾獲得感和幸福感」；習主席在
十九大報告中重申，「要支持香港、澳門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
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
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
發展的政策措施」。在今年春節前不到
10天的時間裡，習主席對香港連續三次
作出重要批示。習主席心繫香港，給予香
港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支持，讓廣大香港市
民深深感受到習主席始終「以人民為中
心」的深厚情懷。

過去一年，圍繞「以人民為中心」，在
習主席的親自指示下，中央支持香港在
「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建設、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人民幣國際化等重大戰
略中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獨特

優勢和作用。在具體政策支持上，中央連
續推出了便利港人在內地學習、就業和生
活的具體措施，讓在內地港人在這些方面
逐步享有與內地居民的同等待遇，並支持
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提升香港國際
文化地位；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
心，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香港使用、科
研儀器設備入境關稅優惠等問題已基本解
決。習主席的祝福和支持，親自為香港謀
劃未來，為香港發展注入源源動力。香港
市民從這些措施中，不斷擁有切實的獲得
感。

由習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
動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是中央支持香港
加快發展的重要體現，為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創造有利條件，也為香港市民到內
地發展提供更多機會，在服務國家的同時
實現自身更好發展，創造更加美好的生
活。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落腳點也是「以
人民為中心」，通過深層次、全方位的優
勢互補合作，令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大灣
區民眾共享更多發展紅利。

在習主席「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指引下，特區政府也在努力提高管治水
平，盡心盡力服務市民，更加注重解決土
地房屋等突出民生問題，更加注重提升經
濟增長給市民帶來的獲得感，不負習主席
的厚愛、期望和支持，助力國家發展，也
收穫香港市民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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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大灣區發展成果 彰顯「以人民為中心」思想
──習近平視察香港一周年回顧系列社評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