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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院校缺乏知名度

77歲翁成仁大最年長碩士生

本港現時有18間可頒授本地認可四年
制學士學位的專上學院，包括八間政府資
助大專院校，兩間政府資助並開辦少量大
學課程的專上院校（演藝學院及職業訓練
局）、一間自資大學（公開大學）、七間
以專上學院條例（第320章）註冊的自資
院校。有學界人士形容，七間以第320章
註冊的院校加上公大，可與八大形成 「八
大八小」的高等教育格局。

仁大公大「認知率」100%
為了解高中生對各自資院校的認知程

度，本報於復活節期間以問卷形式抽樣訪
問100名中四至中六學生，問卷列出公大
及能仁專上學院、珠海學院、明德學院、
東華學院、樹仁大學、恒生管理學院、明
愛專上學院共七間以320章註冊的自資院
校的校徽及校名，詢問受訪者有否聽過上
述院校之名。結果發現，仁大及公大錄得
100% 「認知率」，反映該兩間掛有大學
牌頭的院校在高中生心中甚具名氣。緊隨
其後的恒管則有95%受訪學生表示曾聽聞
其名。

辦學近70年的珠海知名度較為遜色，
有58%受訪者表示 「未聽過」該校。剛升
格為專上學院的能仁則不為52%受訪者所
認識。另外，分別有47%及45%受訪者表
示不認識明德學院及矢志發展成全港首間
天主教大學的明愛專上學院。雖然不少受
訪者聽過部分院校之名，但當記者進一步

詢問該等院校開辦什麼程度的課程，大部
分受訪者都未能正確回答。

應屆文憑試考生馬同學對能仁及珠海
學院沒有印象。沒有信心入讀大學的她已
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並稱自
資院校學費昂貴，不會考慮升讀。寶血女
子中學中五學生葉同學未聽過能仁、珠海
、東華、明愛四間院校之名， 「屋企人冇
講過，唔知認受性點。」

張祝珊英文中學中五學生金同學不
認識能仁、明德、明愛，他認為八大畢
業求職較具優勢， 「（升學）會揀返大
學先，讀嗰啲（自資學位）搵工難啲。
」培僑中學中五學生楊同學不認識珠海
，他表示以入讀港大為目標，未有考慮
讀自資院校。

校長指政府應加強推廣
能仁專上學院校長黃景波接受本報查

詢時表示，能仁升格後名氣已大大提高，
該校亦已為新學年開辦的兩個學士課程展
開宣傳工作，包括委託公司於文憑試試場
外派發宣傳單張、參展各大升學展覽等。
他表示，自資學位可給予符合入讀大學門
檻，卻未能入讀資助學位的高中畢業生升
學機會，但不少學生不了解這個升學途徑
，政府應加強推廣。他續稱，自資院校資
源雖然不及資助院校，但課程質素未必 「
輸蝕」， 「學校細小，照顧學生反而好啲
。」

自資課程為高中畢業生提供資助課程以外的
升學出路。不過，教育局資料顯示，隨着適齡學
生持續下降，若專上課程學額維持不變，有關學
額將供過於求。有教育界人士擔心，人口下跌會
令自資專上界別將出現割喉式競爭，或會有院校
遭淘汰，教育局要做好準備幫助受影響學生繼續
升學。

或有院校遭淘汰
受本港出生率持續下跌影響，未來10年中學

畢業生人數將相應減少，估計2017年中學畢業生
人數將由現時約7萬人減至5.5萬人，至2022年更
會減至4.51萬人，跌幅達37%。事實上，雙班年
效應過後，自資院校收生亦隨之步入寒冬，
2013/14學年多間自資院校的收生人數遠低於收
生學額，有提供150個副學位學額的院校僅能取
錄3人，亦有院校連續兩年的取錄人數低於收生

學額10%。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高

中畢業生下跌將令院校各出奇謀爭奪學生，引
發割喉式競爭，或會有院校因此遭淘汰。他期
望屆時教育局可協助受影響學生處理轉校、學
分互認等事宜。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校長黃景波
表示，本港父母大都希望子女升讀學士課程，
預計未來生源不足下，僅開辦副學士課程的院
校將有經營困難。

本地收生競爭激烈，令多間院校近年紛紛開
拓內地市場。恒生管理學院、明德學院、明愛專
上學院、東華學院、香港能仁專上學院、香港高
等科技教育學院六所自資專上院校近月展開內地
招生。恒管本年將非本地生學額由20個增至50個
，未來兩個月將北上宣傳。計劃於新學年將招收
50名非本地生的明德學院將為內地生提供迎新活
動、協助住宿安排等支援。

去年第二屆中學文憑試有8萬多名考生應考，2.8萬名考
生考獲符合入讀大學門檻的 「3322」資格，但公營大學聯招
學額僅有約1.25萬個，近1.6萬達標考生無緣躋身八大。今年
文憑試有近8萬名學生應考，預料院校收生成績繼續水漲船
高，考獲5科22分或以上才可穩奪大學入場券， 「邊緣考生
」宜尋求兩手準備。

第三屆文憑試已接近尾聲，最後一科筆試為下周一開考
的科技與生活科。完成4月30日至5月15日舉行的英文科口試
後，本屆文憑試便正式結束，7月14日放榜。符合入讀大學
門檻的 「3322」資格但無緣躋身八大的考生若想留港升讀學
士課程，可選擇入讀最低要求同為 「3322」的自資學士學位
。未達 「3322」成績而考獲五科2級的考生則可入讀副學位
課程，修讀一年或兩年後視乎學業成績及面試表現等銜接至
學士課程。未符合上述課程入讀資格的中六畢業生則可報讀
毅進文憑課程、在香港開辦的非本地課程、職業訓練局及製
衣業訓練局等機構開辦的職訓課程等。

【大公報訊】由TSL謝瑞麟基金旗下TSL謝瑞麟學院
與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合辦的 「高消費品產業創
意管理課程2013/14」前日結束。學生於當日分成七隊，
以簡報會形式分享他們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TSL謝瑞
麟基金及港大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的代表選出表現最傑出
的隊伍，並頒發 「最佳報告獎」。出席率達80%的學生也
獲授結業證書。

該課程是一個以謝瑞麟珠寶為主要案例分享的課程，
客席講師包括謝瑞麟、謝瑞麟珠寶（國際）有限公司主席
及行政總裁謝邱安儀等。三名星級講師包括大家樂集團主
席陳裕光、香港電視網路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董事會主席王
維基及音樂監製及作曲家趙增熹。課程於本年2月至4月期
間授課，共九節課堂，另加一節學生簡報會。學生於前日
分成七隊，以簡報會形式分享他們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
，就謝瑞麟珠寶未來的發展路向提出建議。簡報會最後舉
行畢業禮儀式，其後一眾謝瑞麟珠寶管理層與學生交流，
分享創意心得，為課程畫上句號。

課程中表現最卓越的學生將獲得TSL謝瑞麟獎學金。
此外，為了進一步鼓勵學生實踐創意，謝瑞麟珠寶亦會
從中挑選精英學生，為他們提供為期兩個月的公司實習
機會。

【大公報訊】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今年邀得
著名內地作家畢飛宇擔任 「駐校作家」，他將於4月至5月
期間駐校，參與公開講座、聚談、小說創作坊等，向高中
及大專師生、本地作家和大眾分享寫作經驗，推廣文學創
作。畢飛宇駐校期間會出席兩項公開活動，包括昨日在香
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舉行的公開講座 「當文學走進光
影」，及5月5日在浸大舉行的 「中學生講座」，歡迎公眾
參加。

【大公報訊】香港大學 「國際社團」日前舉辦義跑活
動 「多彩里程」，吸引大約350名健兒參與。義跑路線環
繞港大校園及薄扶林道的多個港大舍堂，同學經過各個站
點時，身上被灑上各種顏色的粉末，是香港首個 「充滿色
彩」的義跑活動。 「多彩里程」開放予所有港大學生參加
，所有活動收益扣除開支將捐贈 「成長希望基金會」，活
動旨在宣揚校園多元文化融合，促進本地和非本地學生的
交流。

【大公報訊】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城青優
權計劃」日前在城大宿舍舉行 「快樂嘉年華2014」。今年
的主題為 「地球村」，目標是宣揚城大義工服務社區的宗
旨，並傳播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活動吸引近500人參加
，場內攤位展示了大型集體藝術圖畫創作、非洲鼓樂及音
樂，參加者品嘗南亞地區街頭小食之餘，還觀賞了足球遊
戲、Henna印度手繪、音樂舞蹈表演等。

另外，為慶祝城大30周年校慶， 「城青優權計劃」與
學生宿舍辦事處同日合辦 「地球村共膳」，安排了30圍盆
菜，讓一眾嘉賓、服務受助者和學生義工一同品嘗地道圍
村美食，寓意香港社會甚至全世界各種背景、年齡、種族
的人士，都能像盆菜一樣，彼此和諧相處，共融互助。城
大秘書長（副校長）林群聲、副校長（學生事務）葉豪盛
、應用社會科學系系主任盧鐵榮、城青優權計劃召集人區
廖淑貞、學生宿舍處處長陳寶瑜一起宣布盆菜午宴開始，
事後並且參與攤位遊戲，與其他參加者同樂。

【大公報訊】中國歷史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吸引到年屆77歲、自
小對歷史深感興趣的林秀成，重拾書包修讀樹仁大學與北京大學合辦的 「中國
近現代史」碩士課程，成為樹仁大學最年長碩士生。

近年越來越少中學生在文憑試選修中國歷史，但身為中國人應該加以認識
中國歷史，正如國學大師錢穆所言， 「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
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為讓學生及專業人士更深入了解
中國歷史發展，樹仁大學與北京大學早於1994年合辦 「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課
程，課程為期三年，每年學費4萬元。

為興趣再背書包
課程首兩年學生在港上課，北大則派出教授來港到樹仁講課指導，第三年

學生需要寫論文，並到北大通過論文答辯，成績及格就由北京大學頒發碩士畢
業證書，並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發碩士學位證書，課堂主要以普通課及簡體
字授課，報名日期於5月15日截止。現就讀課程一年級的林秀成，即使年屆77
歲仍堅持晚上變身碩士生，從天水圍到寶馬山樹仁校舍上課，他笑說對歷史深
感興趣，《資治通鑒》也看了兩篇，奈何中學及大學時期因家人主張修讀理工
及經濟等課程，故未有修讀歷史，曾於太古集團及公益金任職的林，94年退休
後亦曾於新亞研究所修讀課程，為了興趣，再次背起書包修讀中史。

政府資助學額僧多粥少，每年都有逾萬名符合入讀大學門檻的學
生未能升讀資助學位，自資學士學位成為本地升學的另一條出路。不
過，本報一項街頭調查發現，部分自資院校缺乏知名度，有高中生甚
至表示 「聽都未聽過」 ，其中58%受訪高中生表示 「未聽過」 珠海學
院，52%對能仁書院沒有印象，有受訪者坦言不會入讀不認識的院校
。有專上學院校長認為，自資學位可補資助學位的不足，政府應加強
推廣。 大公報記者 胡家齊 彩雯

港大辦高消費品管理課程

教育界憂出現割喉式競爭 邊緣考生宜兩手準備

【大公報訊】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
受 「築福香港」項目委託並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
助，近日展開涵蓋慈善捐贈、義務工作、個人善行三方面
的 「香港助人指數」調研。研究會深入了解受訪者對不同
受助對象的幫助意願，以及哪些因素影響到他們的助人參
與度。港大表示，調查結果將有助大眾客觀了解社會的互
助程度，激勵不同人士參與助人善行。

調查通過隨機電話訪談的形式進行，過程長約15分鐘
，期望成功訪問1000名15歲或以上香港居民。電話調查於
上周二開始，持續至完成預期樣本量為止，調查報告預計
於7月底發布。

「未聽過」 的院校：能仁、明德
■成績唔係特別好，未必讀到學
位課程，不過如果讀到，會考慮
所有提供學位課程嘅學校。

鍾同學
（中四學生）

「未聽過」 的院校：能仁、珠
海、東華、明愛
■屋企人冇講過，唔知認受性
點，唔會考慮。

葉同學
（寶血女子中學中五學生）

「未聽過」 的院校：能仁、明
德、明愛
■升學會揀返大學先，而家搵
工係睇你讀咩學系，讀嗰啲（
自資學位）搵工難啲。

金同學
（張祝珊英文中學中五學生）

「未聽過」 的院校：明愛、東
華
■（自資院校）讀唔到大學就
讀囉。

黎同學
（保祿六世書院中五學生）

自資院校認知率
樹仁大學
公開大學
恒生管理學院
東華學院
明愛專上學院
明德學院
能仁書院
能仁專上學院
珠海學院
受訪人數
資料來源：本報街頭訪問

100%
100%
95%
81%
55%
53%

48%

42%
100名中四至中六學生

▼能仁早前升格為專上學院，
令本港現時有第18間可頒授本
地認可四年制學士學位的專上
院校，不過本報調查發現部分
自資院校知名度不足，有高中
生甚至未聽過部分院校之名

◀年屆77歲
的林秀成，
重拾書包修
讀樹仁大學
與北京大學
合辦的 「中
國近現代史
」 碩士課程
，成為樹仁
最年長碩士
生

本報記者
劉家莉攝

築福香港調查助人指數

城大嘉年華宣揚世界大同

畢飛宇任浸大駐校作家

逾半高中生唔識珠海能仁
▲服務受助者和學生義工一同品嘗盆菜

▲謝瑞麟珠寶管理層與全體學生大合照

▲約350名健兒參與 「多彩里程」

港大首辦充滿色彩義跑

▲本報調查發現58%高中生未
聽過珠海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