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 「雙軌年」 逾10萬名首屆文憑試及末屆高考生同時畢業，
學額僧多粥少下，不少學生搶報多個自資學位及副學位課程以求 「買
保險」 ，此舉為院校帶來豐厚收入。教育局文件顯示，香港大學附屬
學院於12/13學年單是報名費已 「穩袋」 逾525萬元，若連同未退回的
634萬元留位費，校方純進帳高達1160萬。恒生管理學院亦錄得352萬
元學生繳付但不入讀的留位費。

本報記者 劉家莉

港大附院殺訂賺1160萬
學生搶報自資學位買保險

天水圍虐兒家庭急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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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年申請優配研究金成功率
項目

自然科學

商科

工程學

生物學及醫學

人文及社會科學

資料來源：教資會

比例

0.46

0.34

0.34

0.28

0.26

2012年傑出人文及社會科學獲獎學者名單
香港大學

科技大學

中文大學

理工大學

嶺南大學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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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1

研究資助局去年首度推出資助金額約
為港幣500萬元的 「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科
傑出學者計劃」。有獲獎學者表示，該獎
項或為已經因資金縛住手腳的本港社會科
學領域，帶來一線曙光。

為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研資局
去年九月推出 「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科傑出
學者計劃」，來自八所資助院校的共四十
個題目參與角逐。最終八個項目獲獎，獲
獎學者將獲得三十萬至八十一萬的不定額
資助。資助金額主要用於聘請替假教師，
接替的教學職務及所有行政工作，以便他
們騰出時間專注於研究及寫作，以及旅費
、生活津貼及發表研究結果的費用。是次
獲獎者、香港孔子學院院長朱鴻林表示，
此舉除了彰顯研究資助局對人文及社會科
學關注，更重要的是了解學者的切身需求
──時間。有資金聘請替假教師，將助獲
獎教授多出三分之一的時間用於研究。

針對是否會就人文及社會科學提供專
項支援，研資局發言人回應，轄下各學科
小組是以研究項目在科學和學術上的價值
為審批的首要條件，而且所有的申請書均
經過國際外部評審員嚴格審核，各學科評
審標準相若。理解到人文學及社會學學科
的研究具獨特性，研資局在2012/13年度
已推出專項計劃，為學者在從事研究工作
時提供更佳支援。

同時，研資局透露，未來將擴大在 「
優配研究金」計劃中 「聘請替假教師安排
」資助所涵蓋的範圍。計劃由過往只涵蓋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中四個學科，擴大至涵
蓋人文學及社會科學中所有學科。替假的
期限會由現時的最少四個月增至一個學期
，好讓申請人能夠在一個為期二十四至二
十六個月的研究計劃中放取六至十二個月
的替假；冀以多項舉措推動本港人文及社
會科學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陳韜文
表示本港目前的學術發展受制度束縛，並顯現弊端
。他表示，不是所有研究都需要大筆資金，有些中
小型研究只需要少量資金，但優配研究金傾向於支
援多於十五萬的研究申請，較少批准中小型研究。
各個學校曾有可供自由支配的少量研究金，如今卻
也取消，因而令諸多中小型研究面臨死路。

陳韜文強調本港的學術研究絕非 「不成氣候」
，有些教授的研究水平可和美國同行媲美，學生的
學術潛力也令人欣喜，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近兩

年來，就有十四位研究生獲得了ICA（國際傳播學
學會）、AEJMC（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
等國際學術會議的論文大獎，顯示出本港未來學術
發展的希望。

「考核教授學術水平應主要看其發表論文的多
少，有無申請到資金可以當作參考，但作為硬性指
標存在，完全不合理。」陳韜文表示香港學術人員
雖不多，在現今體制下透過自身才能和努力，達到
如此的成果實屬不易，若能改變不合理的資源分配
制度和考核指標，將使本港學術研究更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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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研究面臨死路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香港學生輔助會研究
發現，天水圍有五成約710個受訪幼兒家庭面對多重
困境，586個受訪家庭有虐待兒童行為，400個受訪家
庭有虐待配偶行為，既虐童又虐偶的超過一半。再者
，親職壓力超出正常水平的家庭達到531個，佔調查
總數逾七成。

調查由學生輔助會委託香港浸會大學，於天水圍
10間幼稚園以問卷方式展開，收回有效問卷1461份。
調查的十間幼稚園中，六成在天水圍北。

負責調查的浸大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馮國堅表示
，該調查借鑒外國親職壓力調查方式研究發現，五成
受訪者在親職壓力中的總分高於90分，超過國際標準
水平，應該接受進一步的臨床診斷及專業輔助。

學生輔助會高級發展主任陳耀麟表示，政府在學
前教育家庭支援服務方面有待改善。 「輔助會兩年前
拿到中銀 『暖心愛港計劃』2000萬元資助，連同約69
間機構提供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天水圍目前僅有
1/5幼稚園能夠提供不同形式的駐校社工服務，但全

港共有逾200間幼稚園。」他認為，駐校社工能夠及
早識別存在家庭問題的幼兒，並開展外展式的家庭服
務。尤其是一些新移民家庭不願意接觸社會，送幼兒
進入幼稚園很可能就是其接觸社會的第一步。

陳耀麟補充，二月會連同社聯發起一系列活動，
呼籲政府於學前教育平台上，全面推行 「學前教育家
庭支援服務」，落實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並提供基
金計劃支援相關機構開展服務。

首屆文憑試雖有2.6萬考生獲 「3322
」、即報讀八大院校最低資格，但資助大
學學額僅1.2萬個，不少成績中游至入大
學邊緣的考生，報讀多個自資院校課程，
甚至一度出現 「撲位恐慌」。根據教育局
昨日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文件指
出，12/13學年約6800及29500名學生分別
入讀自資學位及副學位課程。

雙軌年現撲位恐慌
文件亦披露，多所院校於 「雙軌年」

下的報名費及 「殺訂」的留位費收入可觀
，以港大附屬學院每名學生繳交300元報
名費，該校已單 「穩袋」逾525萬元；收
取150元報名費的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
院，亦有逾453萬進帳。資料亦指出，各
校報名費用差異頗大，由50元至300元不
等，相差5倍，明愛專上學院的副學位課
程報名費僅為50元，該校總報名費約7萬
元；港大附屬學院報名費為300元，如經
E-APP報名則費用減半、收150元。

留位費方面，去年首屆文憑試考生如
報讀自資院校課程並獲取錄，必須繳付
3,000元至6,000元留位費，否則視作放棄
，入讀該校時留位費則可作學費一部分，
若考生經大學聯招（JUPAS）獲派資助大
學學位，才會退回留位費，但若入讀理大
或城市大學的資助副學位課程則未能退
回。

恒管留位費進帳352萬
文件指出，港大附屬學院收取多達3,

227萬元留位費，但有634萬元最終未有成
為學費一部分，即相關學生可能未有入讀
該校及未能退回5000元留位費，如同 「殺
訂」；至於須邀交6,000元留位費的恒生
管理學院，亦錄得352萬元 「殺訂」留位
費。另外，自資高等教育聯盟轄下院校早
前訂下今年留位費上限為5000元。

學友社提醒學生，報讀自資院校及繳
交留位費前，應選當中最有興趣和合適的
課程，勿留太多位 「霸佔」。

中大創擾流器治腦動脈瘤

吳曉剛表示，社會科學研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
裡，面臨由 「書齋裡的學問」向 「大科學」的轉型
。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定期搜集調查數據，檢測社會
發展趨勢。相反，香港社會科學發展，卻飽受資金
局限，難以施展拳腳。

本港科研佔本地生產總值（GDP）不足百分
之一，社會科學可以分到的資助更有限。根據研資
局數據，於2012/2013年度 「優配研究金計劃」及
「傑出青年學者計劃」中，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僅

佔20%及23%。資金的缺乏，令學者為爭取資助爭
崩頭，優配計劃中，人文及社會科學申請成功率僅
為二成六，較各學科總平均的三成還要低。

成功率僅二成六
香港大學地理系教授章典透露，校內一位治學

嚴謹、論文引用率幾高的社會科學學者，連續十年
申請優配研究金計劃未果，他質疑 「一個學者的研
究生涯有多少個十年？」

本土社會科學的更大桎梏，或許在於目前各校
資助與評核掛的制度，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
學院講座教授陳韜文表示，九十年代後期開始，八
大院校逐漸形成資金與學者升職掛的硬性指標，
○五年後尤為收緊，形成有些學者因求升遷或立足
不得不申請資助的荒誕局面。當申請資助成了學者
的必修課，自然僧多粥少，致 「成功率比八九十年
代低了很多」。他坦言， 「我每隔三年申請一次優
配研究金，我或許還有不錯的成功率，但我所知的
很多學者，尤其年輕學者就不那麼幸運了」。

同時，社會科學對社會及業界資本的吸引力，
遠遠小於自然科學領域。吳曉剛說， 「讓企業家捐
一個實驗室，他們會樂意掏腰包，但是如果需要同
樣的資金，去建立一個無實體的數據庫，就無甚吸
引力，數據庫就是很多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的實驗室
」。

因此，即使申請到現有的資助，沒有社會資金
支撐，仍難以為研究提供充足支援。以2011/12年
度數據為例， 「優配研究金計劃」下，每個項目的
資助額度約在八十萬元左右。吳曉剛目前做的項目
就已耗資四百萬。他曾經有意與中國人民大學共同
開展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因調查人數動輒上萬而經
費龐大，現在只能全交由人大方面出資運作。他續
稱，如果兩地合作的研究，還能由內地擔綱，本地

研究又由誰買單？

學者擱置理論研究
吳曉剛表示，香港在英治時期，並無設立為長

遠規劃作參考的大型實證數據。經典的故事是諾貝
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和當時財政司司長郭伯
雄於1963年的對話，郭伯雄說 「如果我讓他們算出
數字，他們就會用於作計劃」。這對於以實證數據
的社會科學領域堪稱災難。缺乏數據，又難以獲得
資助，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下，本土研究難以開
展。

陳韜文則憂慮掛制度導致急功近利的心態在
學術界蔓延。或使一些年輕學者為求立足而申請資
金，甚至擱置理論研究。 「誰都想做為房子添上最
後一塊磚的人，而在香港做本土的實證數據研究，
你必須從收集數據開始」。吳曉剛說，但現在從資
金到科研環境都沒有提供相應的土壤 「長此以往，
本地研究將告死亡」。

（編者按：本報明天起刊出幾名人文及社科學
者的專訪）

一批浸會大學學生昨午到政府總
部遞交請願信，要求政府正視其爭取

九龍塘前職訓局李惠利分校整塊地皮增加宿位，並將其中一
半用作建中醫教學學院的訴求。浸大學生會長黃學勤表示，
不排除日後進一步的爭取行動。學生會明天將在校內召開特
別會議，與校方商討立場與行動計劃，並將於本周舉行的城
規會上表達訴求。 實習記者 朱永瀟攝

請願爭地皮

港社科研究缺資金難發展
研資局優配計劃申請成功率低

《紐約時報》去年預測，社會科學的大數據時代已經到來。這意味該學科將進入
由充足資金支援，而採集龐大實證數據的蛻變期。不過，本港研究資助局的優配研究
金中，該領域課題申請優配研究金成功率低至二成六。剛獲研究資助局 「人文及社會
科學學科傑出學者獎」 的科大教授吳曉剛指出，本港社會科學發展 「先天不足，資助
有限」 ，本地研究則幾乎 「難以為繼」 。

本報記者 成 野 實習記者 朱永瀟

2012/13年優配研究金撥款
項目

生物學及醫學

工程學

自然科學

人文及社會科學

商科

資料來源：教資會

金額（億元）

1.476

1.511

0.993

0.822

0.367

2012/13學年自資院校報名費及留位費
院校

港大附屬學院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

城大專上學院

浸大-持續教育及國際學院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保良社區書院

恒生管理學院

註： 「*」 留位費未成為學費一部分，如學生繳交留位費，最後沒有入讀
該校未能退回

資料來源：教育局

報名費（萬元）

525

453

約280

232

210

86

留位費*（萬元）

634

173

99

218

234

352

【本報訊】實習記者周涵報道：香港現時腦動脈瘤潛伏
在2%至6%的人口中，一旦破裂將導致腦出血，嚴重者可致
殘障或死亡。香港中文大學聯同本港七間醫院進行的亞洲首
個臨床研究，發現 「植入式擾流器」（pipeline）可有效治
療腦動脈瘤，比傳統外科手術的方法相對安全，又可用於目
前彈簧圈栓塞方法無法治療的梭型和袋型等腦動脈瘤。

「植入式擾流器」是一個由細密金屬絲編織而成的管狀
裝置，從皮膚傷口經血管植入有動脈瘤病變的血管內腔部分
。放置後可改變流入動脈瘤血液的方向，減弱血流的速度，
令動脈瘤縮小和閉塞。

中大醫學院余俊豪教授說，對於腦動脈瘤的治療，傳統
方法是以手術夾從外夾閉動脈瘤頸部，但死亡或嚴重殘障率
在30%左右，有創傷性和一定風險。2008年9月至2011年9月
間，中大聯同七間醫院在中大透視微創治療基金臨床科學中
心進行了 「植入式擾流器」的臨床研究。共選取143名病人
和178個動脈瘤，包括36男、107女，平均年齡54.9歲。其中
，復發性動脈瘤佔比達19.1%。手術後跟進發現，55.7%的動
脈瘤可在6個月內閉塞，而84.5%的動脈瘤可在一年半以內閉
塞。

任職於航空公司的鄧小姐曾經是一名 「梭型」腦動脈瘤
患者，還是全港第二個接受 「擾流器」手術的病人。在2010
年7月底她接受了 「擾流器」植入的手術，術後3個月，她的
腦動脈瘤明顯收縮。術後6個月時，她腦中的動脈瘤完全消
失。現在，她繼續空中服務員的工作，生活又回到了正軌。

▲中文大學醫學院余俊豪教授（中）與其他醫院的研究
團隊代表

◀香港大學附
屬學院於12/
13學年單是報
名費已 「穩袋
」 逾525萬元
，若連同未退
回的634萬元
留位費，校方
純進帳就高達
1160萬

▲科大教授吳曉剛指出香港社會科學發展，
飽受資金局限，難以施展拳腳

▲本港不少社會科學學者的研究全球領先，
圖為香港大學教授章典的研究被作為封面文
章刊登 本報記者 成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