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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報告宗旨	

社會背景

現今香港社會偏重善於學術考評的學生，反之非學術型的人才則被忽視；教育制度並未為後者提供一個
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不但有礙學生多元發展，更限制想像力及創新能力，對長遠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不容忽視。

早於回歸後推行教育改革時，政府已提出透過全面的教育制度以應付多元學習者的需要，並實現終身
學習。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將透過本報告審視香港的教育制度到底能否達成當年的初衷。我們認爲，
一個教育制度應達到以下目的：

i.	 全面及靈活：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減少對不同技能的偏見；建立一個靈活及具多元出路的教育制度
培養多元化年輕人才

ii.	 緊貼社會並具前瞻性：迎合不斷轉變的社會需求；培養創造力、創新和明辨性思考

本報告將分析現行教育制度的限制，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以優化教育制度，提供更佳的平台讓下一代
發揮所長。

香港的學生自小受到社會文化及家長期盼所影響，對大學學歷趨之若鶩，鮮有願意投身藍領行業。種種
原因限制了學生參與應用教育的機會；香港高中生在應用教育的參與度徘徊在 10-15%，顯著低於經濟
合作及發展組織 42% 的平均水平。在此背景下，香港有必要重新檢視教育制度能否為學生提供多元
出路，切合未來社會需求。

隨着大專教育愈趨普及，香港每年學位課程總收生已達到 33,000個之多（即 48% 適齡學生有機會接受
學位教育）；同時，畢業生的薪金卻呈現下跌跡象，反映畢業生與就業市場之間存在錯配現象。此外，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世界經濟論壇所引述的預測顯示全球 65% 的小一學生將於日後從事現在尚未存在的
工種。然而，香港的學生在科學方面的興趣和能力都在下跌，未能滿足人才需求。

有見及此，本報告就應用教育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希望真正為學生提供多元出路，並為未來做好
準備。我們認爲應用教育可以成爲教育及業界之間的橋樑，對於社會發展擔當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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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針

不少香港的教育機構已經意識到應用學位對社會未來發展舉足輕重；然而，現時的高等教育制度並未就應用型大學作出
明確分類，缺乏全盤的策略及針對性的政策。由於應用學位跟傳統學術學位設有相同的招生及撥款機制，故未能提供足夠
的資源支持應用學位課程發展，並吸納所需人才。本報告將就以下三個政策範圍提出政策建議，以促進應用學位的發展：

i.	 加強業界合作，推廣結合理論及實踐的雙軌教育。本報告建議優化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作爲跨局合作平台的角色，並
透過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結合業界知識，培養人才。跨局平台能夠連接未來的經濟、就業及教育規劃，並針對性增撥
資源，推動院校發展可符合未來社會需求的課程。

ii.	 增進應用學位課程的財政可持續性及競爭力。本報告建議整合現行資助計劃，並增撥資源，彌合教資會資助大學及
自資院校資源上的鴻溝。另外，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亦須在資源分配及質素保證兩方面擔當更積極的角色，長遠提升
自資課程的競爭力。

iii.	 確保學生可以在靈活的升學機制下受惠。本報告建議推行以才能而非分數為本的升學機制，透過增加自主收生比例及
接受持專業認證入學等措施為升學機制拆牆鬆綁，讓院校可以更有彈性地吸納多元人才。

在副學位制度持續發展的同時，應用學位能為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資歷作出更清晰的區分，並通過建立應用教育路徑以強化
高級文憑的角色。

為及早發掘人才、促進多元發展，中學階段必須加強推動應用教育。本報告認爲，應用教育是一個跨學科的概念，不應被
限制在應用學科之内；相反，相關概念應被套用於不同的學習領域，並配合業界的最新進展。本報告建議把課程發展議會
轄下應用教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擴展至跨學科的應用教育，並設立中介機構統籌商校合作計劃，令課程更切合業界未來
所需。另外，應用學科的認受性須提高，與其他學科看齊，以確立其學科的地位。

最後，本報告建議就初中階段的生涯教育設立指定教學時數，令其成為必修部分。生涯教育課程必須融入更多業界相關的
內容，以協助學生規劃未來。鑒於家長及教師在生涯教育中的重要性，本報告亦建議增強家長參與，並為生涯教育教師
開設業界在職體驗計劃，讓他們更能掌握社會脈搏，為學生提供更適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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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於撥款及策略規劃上的角色；整合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及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設立新撥款機制

2.	 為院校提供財政支援，與業界合辦雙軌教育課程（例如課程内含實習 /學徒培訓）

3.	 擴大針對成人學生的資助計劃，支持在職人士持續進修

4.	 成立目標爲本的撥款機制，根據畢業生就業情況、考取的行業認證 /資歷和未來適用技能釐定撥款金額

1.	 強化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作爲未來經濟、就業及教育之間橋樑的角色；優化資源分配，以發展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
雙軌教育

2.	 透過把《能力標準説明》普及化，融合業界知識並轉化為雙軌教育課程，增強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對技能供求的
影響力

建議 1：優化政府架構，加強業界和學界的合作以推動雙軌教育

建議 2：整合並優化現行資助計劃以促進雙軌教育發展

主要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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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副學士與高級文憑資歷作更清晰的區分，並確立傳統學術和應用學位的升學路徑

1.	 把自資院校非常規收生比例由 5% 增至 15%，並重新命名為「才能為本收生機制」

2.	 容許院校的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課程在聯招以外直接取錄本地學生（例如職專國際
文憑），並放寬直接取錄限額

3.	 增加校長推薦計劃名額，容許院校在文憑試放榜前進行無條件取錄

4.	 接受在資歷架構下的專業認證作為學位升學要求的一部分（配合語言能力相關要求）

5.	 把成人學生年齡要求由 25歲降至 21歲，並列出可獲考慮的專業認證或資歷

6.	 設立為在職專業人士而設的學位課程

7.	 為切合《能力標準說明》及未來人力需求的課程提供常額資助

建議 3：以靈活的收生機制吸納多元人才，並以行業資歷認可作爲升學條件一部分

建議 4：通過建立應用教育升學路徑以強化高級文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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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中介機構以擴展「商校合作計劃」及強化應用教育的業界聯繫；設立撥款計劃資助致力於同
一範疇的非牟利組織，如「大教育」平台

2.	 擴大課程發展議會轄下應用教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包括在不同學習領域以跨學科方式傳授
STEM及應用教育相關知識

3.	 提升應用學習科目的水平參照評分標準至第 5級，提供在優化的考評方法及更詳盡的課程下考獲
5**級的機會

1.	 確立生涯教育為附帶指定教學時數的必修部分

2.	 減少學業上的壓力以騰出空間，透過生涯教育活動，加深初中學生對不同職業的認知

3.	 透過職業輔導員讓家長參與子女的生涯教育

4.	 加強現職教師和準教師與業界的交流，以強化學生職業教育支援

建議 5：透過監管機制及課程設計優化中學階段應用教育

建議 6：強化生涯教育，令其成爲中學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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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 1）2018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日校考生成績分佈（百分比）
符合入讀學位資格 符合入讀副學位資格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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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註： 每一數據欄顯示獲得該等級及以上成績的考生數目，但撇除已經顯示於下一等級的考生。例如，1科考取5**，而另外4科取得
 第5級的學生會被歸類為「5科取得5級以上」。本數據圖不包括以下學生類別：
 1. 5科成績考獲4級以上，但不符合就讀聯招學位最低要求的學生；
 2. 5科成績考獲3級以上，但不符合就讀副學位最低要求的學生；
 3. 5科成績考獲1或2級以上，但不符合就讀學位要求的學生。

1科取得
1級以上

2科取得
1級以上

3科取得
1級以上

4科取得
1級以上

5科取得
1級以上

5科取得
2級以上

5科取得
3級以上

5科取得
4級以上

5科取得
5級以上

5科取得
5*級以上

5科取得
5**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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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教育制度多年來以成績掛帥：莘莘學子自小面對激烈競爭，按成績優劣篩選出善於考試的
「精英」。圖 1 為 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下稱「文憑試」）結果分佈：去年大概三分之一
考生考獲大學學位資格，其餘的學生則修讀副學位及文憑等課程，或直接投身職場。然而，單一的
考試和課程，局限了學生的多元發展。我們認爲，教育制度需要容許具不同才能的人在自己的領域中
發揮所長；與此同時，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政府更需要確保教育與時並進，並鼓勵學生終生學習，
持續增值。本報告將審視香港教育制度能否達到以下兩個關鍵目標，並提出相應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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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重新構想我們的教育制度

1.

2.

香港的教育制度能否達到上述目標？

如何在一個體制下實現多個目標？

全面及靈活：
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以減少歧視；建立一個靈活及具多元

出路的教育制度培養多元化年輕人才

緊貼社會並具前瞻性：
迎合不斷轉變的社會需求；培養創造力、創新和明辨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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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 3）過去 20年香港政府對教育改革的願景及相關措施

1
2
3
4

6
5

建立終身學習的社會體系 主要變動

普遍提升全體學生的素質

建立多元化的學校體系

塑造開發型的學習環境

確認德育在教育體系中的重要使命

• 取消中小學入學試

• 三三四新學制

• 新高中課程及考試（HKDSE）

• 教師專業發展

• 校本管理改革

• 擴大高等教育規模
建設一個具國際性、具民族傳統及兼容多元文化的教育體系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政府」）早於 2000年已經在教育改革時開宗明義，以「樂、善、勇、
敢」為綱（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廿一世紀教育
藍圖——《教育制度檢討：改革方案》及其七個教育願景為香港的教育制度帶來重大改變，成為了今天
香港教育的基石。政府當時隨即推出了新的課程及考試、新的升學架構（「三三四」制度）、教師培訓
發展計劃，以及擴大高等教育規模等一系列政策（圖 3）（Education	Commission,	2000）。

白駒過隙，改革轉眼間已推行了20年，究竟這些措施有否成功地創造全面、靈活和多元的教育制度
呢？更重要的是，隨着社會演變，香港教育能否跟上時代的步伐，確保學生有能力面對未來的挑戰？

應
用
教
育
對
學
生
的
重
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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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局

（圖4）自2017年以來由政府成立的教育專責小組

家校合作及
家長教育

研究政策及
資助檢討

自資專上
教育檢討

教師專業發展

推廣職業
專才教育

校本管理
政策 學校課程

檢討

本屆政府自 2017年起成立了七個教育專責小組，檢討範圍包括自資專上教育、加強家校合作、校本管理政策等（圖 4）。
其中，本報告將重點回應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及學校課程檢討兩個專責小組。

不過，教育議題千絲萬縷，本報告冀透過全面的分析得出相應政策建議，故此也必定會涉獵到其他相關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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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學學歷的
追求
在香港根深蒂固

工字不出頭
對藍領行業的偏見

1

（圖5）應用教育對社會長遠發展至關重要，其關鍵在於專業知識和實踐

初中教育：
探索職業路徑

高中教育：
應用教育

高等教育：
應用學位

終身學習

要建立一個全面而靈活的教育制度，我們必須：

• 令職業路徑探索成為教育制度的一部分

• 建立與傳統學習雙軌並行的應用教育路徑

• 靈活的應用型教育，並能銜接高等教育

• 靈活的終身學習制度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香港社會對大學學歷的堅持根深蒂固，對藍領行業仍然持有偏見，有形無形地規限了學生
根據自身興趣自由發展。然而，一個全面和靈活的教育制度理應讓具不同才能的學生發揮潛能，並提供多個可達至高等
教育的路徑，才能真正做到多元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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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經濟轉型加速、科技日新月異，社會對高技術人才求賢若渴。有鑒於此，許多已發展國家
改革了應用教育，在高中階段提供多種學術及應用資歷銜接大學學位，應用教育成為主流教育制度的
一部分。反觀香港，在本地高中教育制度下只有一個資歷（中學文憑試）可以直接銜接學士學位，與其他
國家及地區形成強烈對比（圖 6）。

（圖6）綜觀全球，香港能銜接學士學位的中學畢業資歷相對較少

丹麥 日本

中國内地

南韓

香港

德國

瑞士

英國

芬蘭

學術資歷 應用資歷

資料來源：相關政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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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高中學生有三個途徑修讀應用教育課程，分別為新高中課程的應用學習科目（ApL）、由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及其他
機構提供的職專文憑 / 其他文憑，以及職專國際文憑。不過，重重掣肘令這些課程的報讀率長期偏低。具體情況如下：

1.	 應用學習科目缺乏認受性

	 在文憑試的甲類科目中，考生表現共分為五個等級，由最低的 1級至最高的 5級，5級之內又增設 5*及 5**（即實際上
可視為七個等級）。可是，乙類科目（即 ApL）考生的最高成績僅為「達標並表現優異（II）」，等同甲類科目的第 4級。
此分數上限令有志於修讀應用學習科目的學生望而卻步，開辦這類科目的學校也屈指可數。

2.	 職專文憑學生缺乏升學階梯

	 另一途徑是修讀職業訓練局轄下青年學院的職專文憑課程（DVE），或其他學校 / 業界機構提供的文憑課程（如香港建造
學院）。然而，此類職專文憑的畢業生並不能直接升讀學士學位，因此未能成為學生的首選。

3.	 職專國際文憑課程成效有待觀察

	 職專國際文憑於 2018/19 學年作為試點項目推出，其課程包括國際普通中等教育證書（ IGCSE）下的語文科目組合及
商業和技術教育委員會（BTEC）第 3級設計或工程擴展文憑。IGCSE和 BTEC均是國際認可的資歷，可用於報讀本地
和海外大學的學位課程。文憑課程的第一屆學生合共 150位，課程成效尚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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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資料來源：OECD、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英國 芬蘭 荷蘭 德國 丹麥 日本 南韓 香港

HKDSE 應用學習科目（ApL）：
• 最高成績上限為第4級
• 無法吸引技術人才

職專文憑（DVE）：
• 沒有直接渠道進入學士學位課程
• 難以成為學生首選

（圖7）畢業於應用/職業與學術課程的高中生百分比
職業教育 普通教育 OECD 平均水平（職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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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30%
23% 1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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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平均水平 (42%)

香港高中生在應用及職業教育的參與率維持在 10% 至 15% 之間，遠比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下稱「經合組職」或
OECD）的平均水平 42%低	（圖 7）	（OECD,	2018）。參與率低對長遠社會發展有深遠的影響；香港有必要優化應用教育以
配合未來社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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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8,000 3,600

資料來源：教育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立法會
註：[1] 所有數字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數（截至2017/18）。副學位數據是畢業生人數。

（圖8）學位課程學額逐年上升 [1]

教資會 + 自資院校 
第一年學士學位

（FYFD）
（約 20,700名，包括本地

非聯招考生）

教資會高年級學士（SID） + 自資銜接學士學位
（約 12,500名）

副學位課程（副學士 / 高級文憑）
（約 25,000名）

符合學士學位入學要求的考生
（約 21,600名）

只符合副學位入學要求的考生
（約 14,400名）

HKDSE共 60,300 名考生（2017）

其他考生
（約 24,300名）

證書 / 文憑 工作 /
海外學習

（一）大專畢業生與社會需求的錯配
大專教育在香港社會愈趨普及。在過去五年，每年平均約有 58,000名日校考生應考文憑試，爭取入讀
學位課程。現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或 UGC）資助大學只有 15,000 個第一年學士
學位學額，的確是求過於供（2017/18年實際收生約 15,200人，當中包括 2,700名本地非聯招生）；但
在加上	i）自資院校提供的第一年學士學位（收生約 5,500名學生），ii）教資會高年級學士（收生約 4,800
名學生）及	 iii）自資院校銜接學位（收生約 7,800名學生）後，於 2017/18學年合共取錄多達 33,000名
學生（圖 8）。

香
港
教
育
制
度
面
臨
的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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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平均水平 (< 25歲 ) = 45%

資料來源：OECD、新加坡統計局、教育局、新世紀論壇
註：[1] 新加坡學位就讀比例（2017），以12年前的小一學生人數開始計算（43,492）。
 [2] 2017/18年度香港學位就讀比例，按四種入學學額總數除相關年齡組別的年中人口計算。

澳洲 英國 丹麥 芬蘭 德國 新加坡 [1] 香港 [2]

（圖9）世界各地的學位就讀比例
入學率（< 25歲）

據教育局資料顯示，超過 70% 的適齡學生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其中 48% 可進入學士學位課程，與 OECD 的首次學位
入學率相近（25歲以下學生為 45%）（圖 9）（OECD,	2018）。

然而，在學士學位畢業生增加的同時，經通脹調整的香港應屆畢業生月薪中位數已由 1997年的 $15,457跌至 2017年的
$14,395，顯示畢業生與就業市場需求並不匹配（New	Century	Forum,	2018）。

從以上可見，香港面臨的問題未必是缺乏學位教育；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學位教育有否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支援，以應付
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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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27年人力資源推算》（2017年數據）

（圖10）行業快速轉型對應用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為他們提供巨大的機遇

建造業
（目前在香港有348,600名僱員）

建築訊息模擬技術（BIM）及「組裝合成」建築法

物流業
（目前在香港有739,200名僱員）
智能倉庫系統及電子供應鏈管理

（二）未能培育應用型人才，迎接科技變革
社會發展一日千里，勞動市場也隨之急劇變化。據世界經濟論壇所引述的預測，65%的小學生將在日後
從事現在尚未存在的工種；由 2018 至 2022 年這四年間，以機器取代現有工作的比例預計會由 29%
升至 42%（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科技進步對各行業發展的影響既深且廣。以下是建造業和物流業的例子：這兩個行業都是本地勞動市場
的主要支柱（建造業和物流業的勞動人口分別為 348,600及 739,200），佔本地勞動人口接近三分之一
（Legislative	Counci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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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BIM）是建造業一項重要的創新科技。這項數碼三維模擬程序能在設計及建造過程中收集並管理
有關數據，在香港私人及公共的建築項目裏愈趨普及。

政府已制訂相關條例，要求承辦商和顧問在大型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房屋項目中使用 BIM。BIM的應用能促進項目
持份者之間的協作，減少修改和生產成本，並提升施工安全。使用 BIM 的公共建設項目包括沙中綫、啟德河改善
工程及香港國際機場中場客運廊。

物流業

智慧倉庫代表着物流業的發展大方向，將機器人和自動化技術融入物流營運。香港科技園公司和精銳動力科技有限
公司於 2018年啟用了香港首個全自動智慧倉庫，名為 RobEx中心；該中心為客戶提供自助物流配送和短期倉儲兩
項服務，並以多種技術功能提高倉庫的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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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PISA 2015 資料庫（表 I.3.10a.）
註：[1] 包括科學和工程專業人士、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才；以及科學相關技術人員並輔助專業人員。

（圖11）在30歲時期望從事與科學相關
 專業的學生 [1]

（圖12） 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
 平均科學成績（2009、2012及2015）

新加坡 美國 英國 香港

儘管科技發展大勢愈趨明確，香港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卻出現下降的情況。據經合組織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
（PISA）報告，期望在三十歲時從事科學或技術職業的香港學生比例低於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圖 11）。報告還顯示，學生
的平均科學得分從 2009	年的第二位急劇下降至 2015年的第九位；新加坡則在同年位居榜首（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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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萬寶華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圖 13）  76%的僱主表示難以找到具備適當技能的員工

隨着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和能力下降，僱主越來越難找到合適人才以配合業務發展和創新。一項調查
顯示，76% 的僱主表示難以找到具備合適技能的員工（Manpower	Group,	2018）（圖 13）。藝術、設計
和文化產業等其他領域也有類似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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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業界

（圖14） 應用教育有助促進學校與業界溝通和合作，減少人才錯配

應用教育重視行業實用性，能有效避免人才供求錯配。學生可以透過應用教育直接接觸業界最新的科技
發展，了解本地行業需要，比起傳統學術型畢業生具獨特的就業優勢。同時，確立應用教育作爲主流
學制的另一途徑，能鼓勵學生按專長選擇適合自己的科目，提升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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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就應用教育的相關政策建議

1. 業界參與 4. 高級文憑

5. 應用教育

6. 生涯教育

2. 撥款機制

3. 升學機制

為不同人才
設立多元出路

為未來數碼
時代準備

學位

中學教育

副學位

以下章節將提出六個範疇的政策建議，強化應用教育，培養多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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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來源：相關政府網頁
註：[1] 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是唯一一個提供專業或職業學位課程的機構。目前有其他學術機構提供類近課程
 （香港恆生大學、香港公開大學、東華學院、明愛專上學院等）。如果包括在内，入學率大概為15%至17%；但是，香港目前沒有正式
 的統計數字或分類。

芬蘭 荷蘭 丹麥 瑞士 德國 新加坡 香港 [1]

（圖16）應用學位與學術學位的入學比率

應用學位 學術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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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大學（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下稱「應用型大學」）是透過應用教育實現多元學習的
關鍵。應用型大學提供以實踐爲本的學位，地位等同於其他傳統學術型的大學。學生修讀應用學位的
過程中，應用型大學還會協助學生獲得專業認證，使畢業生具備將來就業所需的技能及資歷。學生從
實踐中學習，透過工作經驗培養解難技巧、創造力和創新思維和其他二十一世紀的技能。

在香港的高等教育體制下，並沒有正式把應用型大學分類。目前，最接近應用型大學的機構是職業
訓練局轄下的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該校每年佔香港學士學位總數的 3%。相對而言，新加坡的
應用型大學收生比例達到 17%，部分歐洲國家更高達 70%（圖 16）。

就
高
等
教
育
的
政
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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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相關政府網頁
註：[1] 瑞士的應用型大學從2005/06學年開始提供學士學位課程。
 [2] 新加坡於2009年建立了全國第一所應用型大學。

（圖17）瑞士及新加坡的應用型大學（UAS）入學率
瑞士 [1] 新加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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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型大學善於將理論轉化為行業成果，能有效推動技術發展和科技創新；這正正是外國政府推動應用型大學發展的
主要原因。瑞士和新加坡皆在過去二十年正式設立了應用型大學，其入學人數一直攀升（圖 17）。應用型大學針對高增長
行業，糅合工作和學習的獨特教學方法吸引了全球學生的興趣，如新加坡理工學院的規模就從 2009年的五百名學生發展
到今天的七千多名學生，涵蓋共四十二個學位課程（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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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部分相對強調應用性的院校或學位課程示例

學位具有專業技能傾向的院校

政府每年透過「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約 3,000個學額

課程 課程 課程

自資大學 教資會資助的大學

例如：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明愛專上學院
 東華學院

例如：飛機工程
 時尚設計
 廚藝
 護理

例如：應用電腦
 文化及創意產業
 數碼營銷

例如：物理治療
 酒店管理
 電力工程

例如：香港浸會大學
 嶺南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例如：香港恒生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儘管香港並未正式設立應用型大學，不少高等教育院校也意識到應用學位的重要性，設計了適合市場需求和專業導向的
課程（如電機工程、創意媒體等），教資會資助大學中也有相類似的課程，如物理治療等（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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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參與
優化政府架構，加強業界和
學界的合作以推動雙軌教育

撥款機制
整合並優化現行資助計劃

以促進雙軌教育發展

升學機制
以靈活的收生機制吸納多元人才，
並以行業資歷証可作為升學條件一部分

然而，由於應用型大學並無正式分類，高等教育政策未能針對性地協助此類院校發展，應對社會需求。現時的學術及應用
學位以同樣的機制招生，妨礙了應用學位課程尋找合適的人才（尤其是非學術型人才）。同時，現行的撥款機制及管治架構
未能有效提供足夠的資源，促進業界與學界的合作，限制了應用教育的長遠發展及競爭力。

業界參與、撥款機制和升學機制是在香港實施應用型大學的三大核心要素，也是我們首三項建議的基礎：

1.	 業界參與：優化政府架構，加強業界和學界的合作以推動雙軌教育

2.	 撥款機制：整合並優化現行資助計劃以促進雙軌教育發展

3.	 升學機制：以靈活的收生機制吸納多元人才，並以行業資歷認可作為升學條件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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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眾汽車

stock_photo_world /
Shutterstock.com

josefkubes / Shutterstock.com

（圖19）德國大眾汽車公司提供由業界主導的雙軌課程，包含專業認證
 （四年至四年半）

應用型大學學習 大眾汽車工作實踐

1. 大學本科學位 

2. 行業專業證書

3. 學習專業知識 /
 技術同時獲得穩定收入

4. 畢業後獲得大眾汽車工作機會

（一）	建議 1：優化政府架構，加強業界和學界的合作以推動雙軌教育

在雙軌教育模式下，業界與大學合作，推出結合學術研究與實踐的課程。學生於特定的學期在公司
實習，其餘時間在應用型大學上課。德國大眾汽車便是雙軌教育的成功例子：他們與大學合作提供雙軌
課程，學生完成後可獲得本科學位和專業培訓證書（Volkswagen, 	2019）。同時，學生亦能在實習時
獲得報酬，畢業後可獲大眾汽車聘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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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是在香港推動應用教育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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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教育在香港並不普及，其中
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本地行業
缺乏多樣性。不過，粵港澳
大灣區近年來急速發展，科技
巨企的崛起為香港的應用教育
發展及人才培養提供了更廣闊
的合作平台。

隨着大灣區對高科技人才的需求
大幅增加，此類商校合作模式
猶如雨後春筍：深圳職業技術學
院於 2018年與深圳一電航空技
術有限公司（一家無人機公司）
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建立無
人駕駛飛機培訓中心、創新中
心 和 校外培訓基地（YouUAV,	
2019）。香港或可對這種商校合
作的模式加以參考。深圳技術
大學也於 2019 年 5 月與騰訊
達成類似協議，就研究和人才
培訓等領域展開合作（Qclou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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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教育與勞動市場錯配的問題促使企業設立自己的學院以培養所需人才。多家公私營機構聯合組成了企業技術學院
網絡（CTAN）以培養技能和優質勞動力（MTR	Academy,	2019）。這些機構的主要目標是通過設立或影響學校來培養他們
所需的人才。以下是目前的三種運作模式：

1.	 自然壟斷或寡頭壟斷：香港部分行業被少數企業所壟斷（如鐵路和航空工程）。這些企業的規模優勢允許他們通過與
教育機構合作，擴大其人才培養計劃。其中四個例子包括中華電力、港鐵、警察學院和機場管理局。

2.	 徵費為本的模式：建造業議會根據《建造業議會條例》（第 587 章）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 583 章）收取建造業
徵費。這些徵稅為業界組織提供資源發展自己的學院，培訓切合其需求的人才。雖然這做法在香港只適用於建造業，
但在其他地區並非如此。在英國，學徒徵稅適用於所有行業，稅款由政府集中管理，以制定並支持學徒計劃的運作。

3.	 專業認可：根據《華盛頓協議》，全球的工程師協會（包括香港工程師學會）能夠互相認可已被認證的課程。認證制度讓
他們有能力影響教育機構的課程內容。香港會計師公會是另一例子。

圖 21和圖 22是兩個詳細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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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電學院

（圖 21）案例一：中電學院

電力工程文憑
（為沒有相關工作
經驗的中三或以上
離校生而設）

電力工程
專業文憑

（為具相關經驗的
中學文憑或文憑
畢業生而設）

電機工程學
（榮譽）工學士
（為專業文憑 /高級
文憑畢業生而設）

雙碩士
（哲學及理學）

技工
技術員 資深技術員

工程師
工程經理

工程總監

2年 1年 4年 2.5年

中電學院提供學習與職業資歷並行的階梯，把不同文憑和學位分別對應公司的不同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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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建造學院

（圖 22）䅁例二：香港建造學院

註冊熟練技工

專業人士

建造工程管理人員

資深工匠

承建商或分判商

註冊半熟練技工 學位 /高級文憑課程
（由外部機構提供課程）

屋宇署認可的 T1級別適任
技術人員訓練課程
（最少 5年相關工作經驗）

進階工藝培訓計劃
（最少 1年相關工作經驗）

學徒訓練計劃（土建工種）
（持有建造課程文憑 /證書）

建造文憑 /證書課程
（同步修讀基礎課程文憑 /職專證書）

香港建造學院是另一個本地例子：學生可以選擇通過學術或技能培訓，由註冊半熟練技工、註冊熟練技工晉升爲工匠或主管。

業界積極採取措施培養人才固然令人鼓舞，但這些課程僅限於擁有龐大資源和內部培訓需求的大公司。不過，隨着部分
院校意識到以業界主導課程的重要性，他們也開辦了更多類似的課程。其中一個例子是香港公開大學的檢測及認證學位
課程：該課程將業界培訓和工作經驗融入整體課程中。然而，這些課程在規模上和行業涵蓋面上仍然非常有限。

面對畢業生與就業市場需求錯配的問題，政府應否擔任更積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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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加坡工藝教育學院

（圖23） 教育的長遠規劃需要跨部門協作

[未來經濟 ]

貿易及工業部

經濟發展局

產業轉型藍圖
（23種行業）

政
府
部
門

主
要
機
構

新加坡技能架構

應用型大學

理工學院

工藝教育學院

勞動力發展局 新加坡SkillsFuture

人力部 教育部

[未來職業] [未來技能]

國家人力資源計畫委員會

新加坡在經濟規劃、就業規劃和教育規劃這三方面的配合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們參考（圖 23）。在國家
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的協調下，部門之間的合作能確保經濟規劃成為人力培訓和技能規劃的一部分，並
交由相關機構執行針對特定部門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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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註：[1] 插圖所示只包括部分相關機構。
 [2] 其他決策局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食物及衞生局，以及保安局。
 [3] 其他持份者包括政府統計處、政府經濟顧問，以及僱員再培訓局。
 [4] 資歷架構秘書處協助不同行業及界別在教育局轄下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為持分者提供平台，推展資歷架構，並就行業的培訓需求及人力發展交換意見。

（圖 24） 在現有政府架構上優化人力資源計畫和發展 [1]

勞工及福利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創新及科技局 其他決策局 [2]教育局

課程發展議會
（1972）

應用學習功能委員會 25個訓練委員會商校合作計劃
（2005）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2007）

職業訓練局
（1982） 其他持份者 [3]

22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
跨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4]

（ITACs / CITAC）

主
要
機
構

政
府
部
門

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2018）

反觀香港，雖然政務司司長在 2018年設立了一個類似的高層次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暫時在教育方面着墨
並不多；唯一正在實施的政策是開發一個新的人力資源資訊平台（GovHK,	2018）。

圖 24列出了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以及教育局轄下的教育政策相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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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透過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加強跨部門合作，將經濟和人力資源規劃融入未來技能的培訓
計劃，從而配合業界的科技人才需求和學校的人才培養。這不僅能讓各局合作更緊密，還能推動
商校合作，並為未來勞動人口制訂相關課程，詳情如下：

1.	 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應為勞工及福利局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就人力資源推算的報告，與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和創新及科技局進行交流，並把結果納入到教育局的策略性規劃當中。這能夠確保
人力資源推算反映市場變動和政府政策，並迎合現時和未來行業的需求。

2.	 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應根據政府規劃和人力需求，擴大特定學科學位分配（包括教資會及自資
院校），以配合未來社會需要。目前只有約六分之一的教資會資助課程會在分配過程中有特別
考慮人力需求，而這個比例或有提升的空間。同時，教資會也應該參與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的
討論。

3.	 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應針對那些未來經濟發展的重點行業開辦或增加學位課程，以培養切合社會
需求的畢業生。委員會可評估最新的經濟發展，並整合不同持份者的意見。當中包括：香港學術
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詳見建議 1.2）、職業訓練局及其培訓委員會、僱員再
培訓局和教資會。

建議 1.1：強化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作爲未來經濟、就業及教育之間橋樑的角色；優化資源分配，
以發展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雙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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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易於瀏覽 2. 易於更新 3. 涵蓋面廣

《能力標準說明》應具有以下特質：

英國行業技能委員會的業界代表在課程及技能培訓方案設計和發展中具一定的影響力，影響着英國
80% 以上的總勞動人口。反觀香港，儘管在資歷架構下有着類似的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下稱「諮委
會」），卻似乎並無發揮到相似的作用。諮委會負責為相關部門制定《能力標準説明》，涵蓋不同行業
員工所需的技能、知識和標準，供課程提供者在設計培訓課程時作參考，滿足業界需求。

我們認為諮委會可以在配對業界需求和學校人才供應方面擔當更積極的角色。政府可以考慮把能力
標準朝着易於瀏覽（通常為網絡版）、易於更新（而不是每數年一次）和涵蓋面廣的方向發展，增強
諮委會對技能供求的影響力。同時，政府應為學校提供資金，鼓勵他們開辦由業界主導的雙軌教育
課程，並根據這些能力標準進行教學（詳見建議 3.7）。再者，諮委會應協助業界制定可直接用於
評估應徵者或現有員工的評核工具。

建議 1.2：透過把《能力標準説明》普及化，融合業界知識，並將之轉化為雙軌教育課程，增強
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對技能供求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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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註： [1] 行業包括醫療、建築、工程、物流、創意產業、旅遊和酒店等。

SSSDP資助每屆約 1 ,000名
學生修讀特定行業相關的
學位課程 [1]

SSSDP開支：學士學位每屆為 1 .89億元；副學士學位資助金額為 5800萬元，共 8.72億元（假設未來 4年資助名額維持不變）。

SSSDP資助學額由每屆約
1 ,000名增加至約 3,000名

SSSDP資助每屆約 2,000名
學生修讀副學位課程

恆常化 SSSDP

NMTSS 每年資助合資格學生
$30,000修讀自資
學士學位課程

NMTSS資助額增加到
$31 ,300

NMTSS資助額增至$30,800

（圖 25）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及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NMTSS）

（二）	建議 2：整合並優化現行資助計劃以促進雙軌教育發展

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於 2014年成立，希望為人力資源稀缺的特定行業培養所需人才。目前在 SSSDP
下每屆有約 3,000名學生修讀獲資助的學位課程，另有約 2,000名學生修讀獲資助的副學位課程。

政府在 2017 年起為所有修讀全日制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包括銜接學士學位）的合資格學生（不包括已受惠於 SSSDP 的
學生）提供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NMTSS）。學生只要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獲得「3322」或獲得本地認可的副學位資格，
即可申請 NMTSS（Concourse	for	Study	Subsidy	Scheme	for	Designated	Professions	/ Sectors,	2019）（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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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育局
註：[1] 以大約$280,000的單位成本，減去標準學費$42,100。

每名學生每年平均資助額：
約$240,000 [1]

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學位$72,800 / $41,700
副學位$36,400 / $20,850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學位$31,300

教資會資助大學

自資院校

（圖 26）不同學位課程資助計劃的比較

儘管如此，自資院校與教資會學位之間的資源分配依然嚴重不平衡。目前政府就教資會資助大學每名
學生的平均資助金額約為每年 $240,000（學位成本約為 $280,000，減去教資會資助大學每年 $42,100
的學費）（Audit	Commission,	2016）。相對而言，自資院校的資助金額（即 SSSDP 和 NMTSS）遠低
於上述水平：在 SSSDP下，每名入讀實驗室為本和非實驗室為本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每年度分別可獲
$72,800和 $41,700的資助；每名入讀實驗室為本和非實驗室為本副學位課程的學生則可獲 $36,400
和 $20,850。至於 NMTSS，每名符合條件的學生均能獲得最高 $31,300的年度資助。雖然 SSSDP和
NMTSS的資助金額會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每年進行調整，但兩者的資助水平仍然遠低於教資會
資助大學的學位（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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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 SSSDP 和 NMTSS 均是針對學生學費的資助，所以並不會為自資院校提供任何額外的財政資源。這亦大大
限制了自資院校課程的競爭力。

上述問題不但影響課程質素，更會造成教育不公。由於社會普遍認爲教資會資助大學比自資院校所提供的課程質素更佳，
因此教資會資助大學更受學生歡迎，學生的平均取錄成績也更高。在激烈的競爭下，分數較高的學生能夠入讀教資會資助
大學，比其他同齡學生獲得更多資源。然而，最需要政府支援的往往是那些成績稍遜的學生。因此，提高自資課程的競爭力
不僅有助於提升院校的可持續性，而且對達至教育平等有所幫助。

我們認為任何涉及納稅人金錢的資助機制都必須有明確的政策目標；在自資學位資助的討論中，我們應把課程的可持續性
和競爭力放在首位。作爲自資院校同樣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援來支持其發展；政府若能在財政和政策上給予更多的支持，對
自資院校而言更能有效提高其課程質素、基礎設施和管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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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

24,30014,400

3,000個SSSDP資助學額[2]

NMTSS 每年$31,300

2 3

1

NMTSS 每年$31,300

資料來源：教育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立法會
註：[1] 所有數字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數（2017/18）
 [2] 提供的資助金額按兩級制提供資助。每名入讀實驗為本的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於2019/20學年可獲$72,800的資助；而入讀非實驗室為本的學士學位課程的
  學生可獲$41,700的資助。

15,200個教資會
第一年學士學位學額（FYFD）
（2017/18年度收生總額為 15,200名）

9,100個自資FYFD學額
（2017/18年度

收生總額為 5,500名）

9,700個自資銜接學士學額
（2017/18年度

收生總額為7,800名）

副學位課程（副學士 /高級文憑）

證書 /文憑

本地
非聯招學額 符合學士學位一般入學條件的考生 只符合副學位

一般入學條件的考生 其他考生

工作 /
海外留學

高級文憑：2,000個 SSSDP資助學額

4,800個教資會
高年級學士（SID）學額

（2017/18年度
收生總額為 4,700名）

（圖 27）香港高等教育升學情況及相關學費資助計劃 [1]

12,500 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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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展示了與現有資助計劃相關的三組學生：1）副學位學生；2）第一年級學士學位自資課程的學生；
及 3）銜接學士學位學生。在現行政策下，每一組學生面對着相應的困難：

1. 過半的副學位學生未能獲得政府資助

	 目前，超過一半的副學位學生沒有獲得資助。在 2017/18學年，修讀副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約為
28,000 人；不過，只有約 10,000 個教資會副學位課程名額（以及 2018/19 年度推出的 2,000 個
SSSDP名額）獲資助。另一邊廂，幾乎所有本科學生皆受惠於各種補助計劃，跟副學位形成鮮明的
對比。

2. 學生以課程淨學費作為首要考慮條件　

	 在現有制度下，每個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在兩個不同的資助計劃下（SSSDP 或 NMTSS）收取不同的
學費，再輔以不同的補助。這誘使學生選擇課程時以補助後的淨學費作為首要考慮條件，而非課程
質素。這不僅影響自資院校的收費決策，更可能令學生最終未有選讀適合自己個人發展和社會需要的
課程。

	 此外，循非常規途徑入學的學生（如尚未於 SSSDP下受惠）並不符合 NMTSS的申請資格；這和
「才能為本」、「靈活升學」這兩大方向背道而馳。現行 SSSDP未能為自資院校提供額外資源，以促進
商校合作，有礙提升應用學位質素。

3. 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並不涵蓋銜接學士

	 銜接學士學位學生唯一可以申請的資助計劃是 NMTSS。這意味着資助計劃未能促使學院開辦與市場
需求配合的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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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各點，我們提出以下四項政策建議：

我們建議針對自資院校建立一個涵蓋學士學位、銜接學士和高級文憑的新撥款機制。撥款機制應包括校本資助（而不僅
是學費資助），並可考慮採用學費配對補助金計劃，或參考中學的直接資助計劃（DSS）提供與學位成本掛鈎的資助。
整合 SSSDP和 NMTSS能有效支持院校發展優質的應用學位，促進雙軌教育發展（如建議 1所述）。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CSPE）	的角色：

1.	 制定長遠發展策略

2.	 建議並分配資助金額

政府應該加強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在政策建議、撥款機制、資助範圍
等方面的角色，並如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2018）所建議，
強化其職能。增撥資源有助提升自資課程的長遠競爭力，並讓政府在
課程質素監管上（尤其在應用教育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新整合的
撥款機制下，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更可以擔當撥款制定及分配的角色。

建議 2.1：加強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於撥款及策略規劃上的角色；整合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及免入息審查
資助計劃，設立新撥款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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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參考了英國的學位學徒制，以及德國和新加坡的雙軌學位課程等國際範例，建議撥款機制以「業界協作」作為分配
資源的其中一個考慮因素。英國的學位學徒計劃為大學學習和實踐體驗提供財政支援，使學徒能夠獲得學士學位或碩
士學位；在目前的撥款機制下，英國政府資助學位學徒成本的三分之二（前提為不超過固定限額），而其餘由僱主提供。

我們認爲撥款機制應採用目標為本的資助方式，而非透過控制入學成績來確保課程質素。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可建立
一個獨立的質素保證機制，評估學生畢業時所獲的專業認證或資格，以應對未來需求。長遠來說，這種撥款機制將能
提供誘因，鼓勵自資院校提高課程質素以獲取更多資源。

為促進終身學習，協助轉換行業和從職場重返校園的人士，撥款機制應包括成人學生，支持他們透過該資助計劃持續
進修，自我增值（詳見建議 3.5）。

建議 2.2：為院校提供財政支援，與業界合辦雙軌教育課程（例如課程内含實習 / 學徒培訓）

建議 2.4：成立目標爲本的撥款機制，根據畢業生就業情況、考取的行業認證 / 資歷和未來適用技能釐定撥款金額

建議 2.3：擴大針對成人學生的資助計劃，支持在職人士持續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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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相關政府網頁

實施與A Level水平相等的T Level，
以提升持有技術型高中資歷學生
的錄取率

在高中階段建立了多條升學
路徑，各自提供清晰的途徑
進入高等教育

推行試驗計劃讓高職高考
學生直接進入本科課程

引入科目编班制，
以便考生更靈活地
進入高等教育

英國

德國

中國内地

新加坡

         

（三）建議 3：以靈活的收生機制吸納多元人才，並以行業資歷認可作爲升學條件一部分

如上文所討論，香港與其他國家的升學機制並不相同。世界各地一般透過多元的考試方式及資歷來為學生提供更多升學
途徑。以下是幾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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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edefop、英國國會

（圖28） 德國和英國的教育制度提供多種資歷及升學途徑

大學入學試

15個以行業
為單位的課程

認受性相等於
A Level

大學入學試

T Level
改革

2020

學術型大學或應用型大學

中學教育

多途徑銜接高等教育配以全面的升學就業輔導

大學

至少45天的行業實習

在2020年推出

Tariff 分數A Level BTEC
Abitur、Fachhochschulreife、

Fachgebundene Hochschulreife

文理高中

文理初中 綜合中學 實用中學 職業預科

銜接課程

雙軌課程校本職業培訓

為迎合社會需求並讓學生發揮潛能，德國提供多種資歷以及升學途徑。早於初中階段，學生已經被分流到文理高中、職業
預科、實科中學和綜合中學共四種院校。這些學校在高中階段各自提供不同的資歷（包括 Abitur、Fachhochschulreife，以及
Fachgebundene Hochschulreife），以便學生按興趣升讀學術型或者應用型大學。

英國政府爲令職業與傳統學術型資歷（如 A Level）在升學過程中享有同等認受性，近年宣佈將推出一個新的技術型資歷，
名為「T	Level」。T	Level的課程涵蓋 15種職業路綫，而每條路綫分別結合了課堂理論，以實踐為主的學習經歷以及 45至
60天的行業實習。首三個課程將於 2020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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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hina.org.cn
註：[1] 高職本科課程以試驗計劃形式在各省份推行，每個省份情況有所不同。

（圖29） 中國内地正在進行改革，允許職業高中畢業生直接進入大學

高職專科

高級中等教育
高考

21

學士學位 /高職本科 [1]

初級中等教育
中考

職業高中 /中專 /技工學校
高職高考

高校轉型
600所學術大學
轉為職業院校

改革高職高考
允許職業高中畢業生
直接進入大學

職業技術初中
中職中考

在中國内地，國務院早於 2014年已經發布政策藍圖以收窄教育程度的差距，以及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在 2014年的
一個高層論壇上，時任教育部副部長鲁昕宣布將 600所大學轉型為職業院校，並要求院校在部門和學系層面上進行深層次
的改革（Grijs, 2017）。在省級層面，内地近年開始以試點模式，允許學生通過高職高考直接進入四年制的本科學位課程。
該政策方向體現了內地致力為非學術型的學生設立一個與學術資格同等的資歷，並讓他們直接進入高等院校修讀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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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加坡教育部

（圖30）新加坡即將推出科目编班制

各科目將被分爲不同級別（G1、G2、G3）。學生會依
照小學離校考試（PSLE）分數報考 /修讀不同級別的
科目組合。

在2027年，中四學生將參與一次性的全國公開考試，
並以統一認證報讀大學。2027

√

G3

G3

G3

G3

G3

G2

G2

G2

G2

G1

G1

G1

G3

G3

G3

G2

G3

G3

G2

G2

G3

G2

G1

G1

科目編班制

在新加坡，當地政府將在 2020 年以「科目編班制」全面取代推行近 40 年的教育分流制度。新制度將把
各科目分爲不同級別（G1、G2、G3），而學生會按小學離校考試（PSLE）分數報考並修讀不同級別的科目
組合。這項改革旨在針對學生能力提高其學習的靈活性，並減少標籤效應。2027 年時，中四學生將應考
統一的全國公開考試並獲得新的國家認證（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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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考試，分別提供不同出路

一種考試，如何提供多元多種出路？
• 科目/課程彈性
• 提升升學（至學位課程）的彈性：
 > 以才能為本的收生機制
  > 促進終身學習

自資界別比教資會資助大學扮演更大的角色：
• 規管制度具較大可塑性
• 目標受眾比較廣泛（不只是學術型學生）

單一考試的制度雖然可以促進綜合性學習，降低學生被標籤的可能性，但同時也限制了學習的靈活性。
因此，政府應致力建立一個更靈活的課程（具體内容將在建議 5中闡述），或更靈活的升學路徑，提高教育
制度的靈活性。

要提高升學靈活性，有以下兩個方式：

1.	 以才能為本的收生機制：減少對公開考試成績的依賴；

2.	 終身學習：讓學生能彈性選擇進入或離開教育路徑，實現多階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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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成績
才能：

興趣/經驗

         

教資會資助的大學大多朝着研究型或綜合型大學的方向發展，並有
一套完善的收生機制取錄所需的傳統學術型人才；反之，自資院校的
收生機制暫未能為其取錄合適的應用型人才。故此，自資院校需要
一套更有彈性的收生機制，擇優而錄非傳統學術型的學生。

收生機制不應只注重文憑試核心科目的成績，而更應參考學生的相關
經驗（如學生學習概覽、面試表現及個人興趣）。

49



自資院校的非常規收生比例僅限於同屆課程學生的 5%（Federation	 for	Self-financing	Tertiary	Education, 2014）。該
比例限制令注重應用人才的課程難以招收到合適的學生（因爲該等人才未必一定符合學位一般入學要求）。在新加坡，
每所大學會均預留 15%的學額以才能為本招生，不必硬性跟從學生分數；在新加坡理工學院，以才能為本收生的比例
甚至更高（接近 20%）。這種富彈性的收生機制使學校可以自行設計自己的能力測試，招收適合的學生，對於應用學位
來説尤其重要。

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涵蓋一些香港的自資學位；然而，這些受資助課程須透過大學聯招辦法
（JUPAS）招生。對於持有其他學歷的學生（如英國高級程度會考或國際文憑）來説，課程只會在聯招結束後才能
取錄他們，更把其取錄限額限制為資助名額的 10% 以下（Concourse	 for	Study	Subsidy	Scheme	 for	Designated			
Professions	/ Sectors,	2019）。為讓自資課程更靈活地尋找適合的人才，政府應允許自資院校以彈性配額進行直接取錄。

正如建議 2.4 所提出，增加直接收生配額並不代表降低自資院校畢業生的質素。反之，我們認為應着重課程內容及
成效，以維持課程水平。

建議 3.1：把自資院校非常規收生比例由 5% 增至 15%，並重新命名為「才能為本收生機制」	

建議 3.2：容許院校的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課程在聯招以外直接取錄本地學生（例如職專國際文憑），並放寬
直接取錄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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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招機制下的校長推薦計劃（SPN）和其他自資院校的類似計劃讓中學校長及早辨認並推薦適合特定
課程的學生。我們認爲適度增加 SPN配額能讓提供學位課程的機構擁有更多元化的途徑靈活收生。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討論了一項 SPN2.0的計劃，允許學位課程在不受文憑試成績限制的情況下
以才能為本取錄學生；我們支持這個建議，並相信以才能而非分數為本的收生制度能更全面地擇優				
而錄。

建議 3.3：增加校長推薦計劃名額，容許院校在文憑試放榜前進行無條件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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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終身學習，我們需要建立專業 / 學業資歷雙軌並行的教育模式，以便學習者在學術與職業之間，甚至在不同專業
之間自由選擇。

在資歷架構（QF）下，專業文憑和證書被分為不同級別以建構職業
資歷階梯（VQP）；過往資歷認可（RPL）允許從業員的經歷以資歷
架構級別的形式獲得認可；而專業資歷認可（RPQ）則增加了可提供
專業資歷認證的機構數量。以上種種都是擴寬資歷種類的方式。

然而，相鄰資歷架構級別之間的銜接目前仍然欠佳。以學士學位
（QF5）的收生機制為例，大多數院校只考慮取錄文憑試或副學位畢業
生，而不考慮其他資歷架構下的專業資歷。一些副學位則只考慮衆多
QF3 文憑之中的一小部分，中專教育文憑及其他校本文憑（如香港
兆基創意書院提供的創意藝術文憑）則不被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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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型大學應考慮專業資歷，讓非學術型的學生能在職場吸取工作經驗之後回到大學輔以理論或管理層面的實踐性
知識。上述各種資歷機制（VQP、RPL、RPQ）已經為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香港高等教育院校一般都有一個針對成人學生的收生機制，允許 25 歲或以上的學生在無須達到聯招要求的前提下
申請。我們認爲該年齡要求應被降低至 21歲（參考英國的做法）。此外，計劃需列出明確的指引，如那些資歷架構下
的資歷會被考慮、所涉及的程序等，進一步確立該機制在多階進出制度中的角色。

建議 3.4：接受在資歷架構下的專業認證作為學位升學要求的一部分（配合語言能力相關要求）

建議 3.5：把成人學生年齡要求由 25歲降低至 21歲，並列出可獲考慮的專業認證或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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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校園的專業人士在學習需求方面與一般學生有所不同。他們可能需要較少通識教育課程，但對於可直接在工作中
應用的知識需求卻比較大。知識需求並不限於技能，還包括背後的理論、管理技巧等等，這對他們事業發展至關重
要。從廚師轉型至餐廳老闆便是一例——烹飪和管理所需的職業技能截然不同，後者需要有商業管理的知識。為使該等
專業人士的持續進修能夠與其工作相配合，探索為他們而設的專業學位是重要的第一步。至於關於為這些重返校園的
人士所設的資助可參考建議 2.3。

建議 3.6：設立為在職專業人士而設的學位課程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 /《通用（基礎）能力說明》為本課程發展資助計劃現時為培訓課程提供一次性資助，以補貼
課程發展經費。為鼓勵學習者持續進修，我們建議政府考慮加設資助計劃，針對課程學費提供資助。把業界所需課程跟
學費資助掛鈎，將有助提升業界參與並支持終身學習。

建議 3.7：為切合《能力標準說明》及未來人力需求的課程提供常額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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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副學位制度不斷發展壯大，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兩者理應具備不同的定位和角色。在現時的制度下，副學士資歷被
定位為升讀學術學位的銜接課程，而高級文憑則被定位為投身相關行業前的預備課程（Task	Force	on	Review	of	Self-
financing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2018）。

應用型大學及應用學位不但能為高級文憑的銜接及持續進修提供多一條出路，更能確保副學士與高級文憑學位之間有
更清晰的區分。通過修讀應用學位，高級文憑畢業生能具備更高階的知識以及技能，拓展機遇。同時，在應用教育下
建立了完整的升學路徑，就能吸引更多學生選擇，從而緩和副學士畢業生和高年級學士學位（SID）的供求失衡問題（由於
副學士學生人數比高年級學士的供應多）。

建議 4.1：對副學士與高級文憑資歷作出更清晰的區分，以確立傳統學術和應用學位的升學路徑

（四）建議 4：通過建立應用教育升學路徑以強化高級文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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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教育是一個跨學科的概念。它應該被套用於不同的學習領域，為學生提供學習與實踐相結合的
學習模式、與業界交流的機會，並啟發他們探索未來就業的可能性。在現今強調數碼創新的時代，
教育制度和課程設計必須與時並進，才能切合二十一世紀的社會需求。

爲推動學校與業界合作，香港教育局在 2005 年設立「商校合作計劃」。此計劃舉辦的活動包括
講座、工作坊、商業探訪等（Education	Bureau, 	2019）。為完善計劃，我們認爲商校合作應該
包括學術界和業界之間的策略性交流，例如把業界知識納入課程及評估，以及支援業界專業人士
擔任應用教育評估員的角色。就此成立一個中介機構，將有助於拓展目前該計劃的工作範圍。

此外，中介機構更可以設立一個資助計劃以支援相關的非牟利組織。我們認為，要真正加強業界
與學校之間的合作，必須增加社會各界別的參與，匯聚各界資源及意見。

建議 5.1：成立中介機構以擴展「商校合作計劃」及強化應用教育的業界聯繫；設立撥款計劃
資助致力於同一範疇的非牟利組織，如「大教育」平台

（一）	建議 5：透過監管機制及課程設計優化中學階段應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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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中介機構可透過策略性交流和資助計劃加強商校合作

學術界

1. 設計應用教育及跨學科課程
2. 提供考試評估員

1. 為評估人員提供培訓
2. 行政支援

1. 策略性知識傳遞
2. 撥款計劃的行政工作

業界

中介機構

Ahlau / Shutterstock.com

57



建議 5.2：擴大課程發展議會轄下應用教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包括在不同學習領域以跨學科方式
傳授 STEM及應用教育相關知識

圖 32分別展示了瑞士（State	Secretariat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n.d.）和丹麥（Cedefop,	
2016）中介機構的例子。這些中介機構的功能與我們所建議的相似，包括課程設計、勞動市場趨勢評估
和監管工作；此類機構對商校合作的可持續性具有相當大的貢獻。

資料來源：教育、研究與創新事務秘書處；Cedefop

（圖32）國際案例：促進商校合作的中介機構

教育、研究與創新事務秘書處（SERI）

瑞士

丹麥

國家VET諮詢評議會（REU）

協調各方共同負責：
• 設計課程及資歷認可
• 制定職業培訓條例及考評規則
• 為職業培訓提供專業訓練

REU的諮詢功能包括：
• 評估勞動市場趨勢
• 建議建設新的職業資歷
• 監管和提升現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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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課程發展議會架構
課程發展議會

工作小組

學習領域及通識教育委員會

• 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
• 英國語文教育委員會
• 數學教育委員會
• 藝術教育委員會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委員會
• 體育委員會
• 科學教育委員會
• 科技教育委員會
• 通識教育委員會

• 應用學習委員會
• 幼兒教育委員會
• 資優教育委員會
• 學習資源及支援委員會
• 特殊教育需要委員會

• 專責委員會
• 功能委員會轄下專責委員會
• 學習領域委員會轄下專責委員會

• 23個課程發展議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開試科目委員會

功能委員會

專責委員會

課程發展議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開試科目委員會

資料來源：課程發展議會

在課程發展議會轄下設有應用教育功能委員會，負責「統籌和策劃應用學習課程發展事宜並就應用學習課程的政策和措施提供
意見，以配合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19）。我們認為該委員會的功能可擴展至跨學科的
應用教育，以便在各個關鍵學習領域（包括但不限於 STEM）結合實踐與理論。這有助學校根據勞動市場和未來技能要求改進
課程，為學生的未來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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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發展局

（圖34）先進的設備及國際化評審標準是提升應用學習認受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加坡工藝教育學院航空訓練中心 2017年國際技能大賽

應用學習科目不應是學生的次選	；相反，鑒於應用學習科目是人才和技能長遠發展的關鍵，其認受性
應該與其他科目看齊。我們建議透過邀請國際評審團強化評估方法和課程設計，提升該等科目的
認受性，讓應用學習科目與甲類科目擁有相同的考評標準。

建議 5.3：提升應用學習科目的水平參照評分標準至第 5 級，提供在優化的考評方法及更詳盡的
課程下考獲 5** 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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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註：[1] 插圖所示只包括部分相關機構。
 [2] 其他決策局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食物及衞生局，以及保安局。
 [3] 其他持份者包括政府統計處、政府經濟顧問，以及僱員再培訓局。
 [4] 資歷架構秘書處協助不同行業及界別在教育局轄下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為持分者提供平台，推展資歷架構，並就行業的培訓需求及人力發展交換意見。

勞工及福利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創新及科技局 其他決策局 [2]教育局

課程發展議會（1972） 其他持份者 [3]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2007）

職業訓練局
（1982）

應用學習功能委員會
22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

跨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4]

（ITACs / CITAC）

課程 統籌 資歷

商校合作計劃（2005） 25個訓練委員會

中介機構

主
要
機
構

跨
部
門

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2018）

下圖為建議 1和 5當中所列出與政府架構相關政策建議的圖示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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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推動生涯教育（教育局稱之為「生涯規劃」），我們建議透過以下四個渠道全面強化中學生涯教育：

生涯教育應具有指定教學時數。綜觀全球，多個國家為協助學生規劃未來就業而制定了有關生涯教育標準課程
內容和指導方式的法定框架。在奧地利，生涯教育是針對 7 年級和 8 年級學生（12 至 14 歲）的必修科目（稱為
Berufsor ient ierung 或 BO），每年總課時達 32 小時之多（Cedefop, 	 2019）；至於在英國，雖然生涯教育並非
必修科目，但學生從小學階段就已經開始接觸相關課程。

學校可以透過減輕學業壓力來給予學生更多空間探索自己的就業興趣和未來發展機會。在南韓，所有中學自 2016年便
開始實施了「自主學習學期」（FLS）。在該學期期間，學生無需參與考試或測驗；而且，他們只需要在早上上課，下午
則預留作生涯教育相關活動（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n.d.）。此例或可供
香港參考。

（二）建議 6：強化生涯教育，令其成爲中學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建議 6.1：確立生涯教育為附帶指定教學時數的必修部分

建議 6.2：減少學業上的壓力以騰出空間，透過生涯教育活動，加深初中學生對不同職業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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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參與是學生職業發展過程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國家已經建立了職業諮詢體系為父母提供專業意見，如
德國政府就在全國各地設立了多個中心。中心的職業輔導員為學生及家長提供可行學習路向、勞工市場現況等相關
資訊，以及心理輔導，	從多方面幫助家長更了解孩子未來可行的發展方向。

教師在學校繁重的工作之下，一般難以緊貼業界的最新發展；然而，對業界的了解是提供生涯教育的重要先決
條件。為現職教師和準教師（如教育大學學生）提供專業培訓，是彌合教育與業界之間差距的重要舉措——英國一個
名為 STEM	Learning（n.d.）的組織設立了一個為 STEM中學教師提供在大學和業界學習的機會（約一至兩週），稱爲
「Project	ENTHUSE」。參與計劃的教師可以接受指導和培訓，在學習 STEM相關知識以外更可以了解最新的市場發展
趨勢。

建議 6.3：透過職業輔導員讓家長參與子女的生涯教育

建議 6.4：加強現職教師和準教師與業界的交流，以強化學生職業教育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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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6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工智能導致傳統工作崗位逐步消失，教育的模式也必須與時並進，為學習者
提供多元化並實用的最新知識，釋放每個人的潛力，才能培養具備二十一世紀所需技能的人才。

應用教育能為我們的教育制度帶來新景象。我們希望為學生提供高質素的應用教育，讓學生能夠按
志願選擇適合自己的升學路徑；我們希望教育工作者及從業員攜手合作，發展切合社會所需的課程；
我們希望政府提供適切的財政及政策支援，持續優化課程質素；我們更希望有一天社會將不再對非
學術型人才抱有偏見，讓他們透過靈活的教育制度，實現非凡且多元的出路。

本報告橫跨學位、副學位和中學等階段，針對六大政策範疇提出了共二十一項政策建議。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讓我們一起攜手合作，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讓他們各展所長的未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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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5）就應用教育的相關政策建議

為不同人才
設立多元出路

為未來數碼
時代準備

學位

中學教育

副學位

1. 業界參與
優化政府架構，加強業界和
學界的合作以推動雙軌教育

4. 高級文憑
通過建立應用教育升學路徑
以強化高級文憑的角色

5. 應用教育
透過監管機制及課程設計
優化中學階段應用教育

6. 生涯教育
強化生涯教育，令其成爲
中學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撥款機制
整合並優化現行資助計劃以
促進雙軌教育發展

3. 升學機制
以靈活的收生機制吸納多元
人才，並以行業資歷認可作爲
升學條件一部分

65



附
錄

7

（附錄 1）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生的學位入學情況
學士學位課程就讀比例 (%) [1]

香港本地學位課程收生數據

15,153 (22%)

4,705 (7%)

170 (-)

5,530 (8%)

7,775 (11%)

33,333 (48%)

類別

總額

教資會資助第一年學士學位

教資會資助高年級學士學位

香港演藝學院第一年學士學位

自資院校第一年學士學位

自資銜接學士學位

學生人數（2017/18）

資料來源：教育局、政府統計處
註：[1] 由於334改革導致當年有新舊學制兩批學生，2012年的數據無從比較。

25%

20%

40%

35%

30%

50%

45%

2009/102008/09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5.7% 26.2%
28.2%

30.2%

39.4%

46.2% 46.5% 45.1%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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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局、立法會
註：[1] 所有數字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數。畢業生人數為2016/17學年數據。

（附錄 2）高等教育入學數據 [1]

$30,800

SSSDP

15,200 個教資會
第一年學士學位
（FYFD）學額
(2017/18年度收生
總額為 15,200名 ) 

9,100 個自資
FYFD 學額

(2017/18年度收生
總額為5,500名 )

4,800 個教資會
高年級學士

（SID）學額
(2017/18年度收生
總額為4,700名 )

9,700 個自資銜接
學士學額

(2017/18年度收生
總額為7,800名 )

其他

高級文憑畢業生16,100人

副學士畢業生
持續進修比例 = 84%

高級文憑
持續進修比例 = 46%

教資會供應
（副學士文憑及高級文憑）

自資院校供應
（副學士文憑及高級文憑）

SSSDP

副學士畢業生8,600人
學費資助

本地非聯招教資會
FYFD

符合學士學位課程一般入學條件的DSE考生「3322」 只符合副學位課程一般入學條件的DSE考生「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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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2017年香港教育局的畢業生數據

（附錄 3）香港教育路徑圖示 [1]

教資會資助 /自資學術型學士學位
應用學士學位（如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香港公開大學）

教資會資助 /自資副學位
副學士、高級文憑

文憑試畢業生（大約 60,000個）

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高

中
：

中
四
至
中
六

初
中
：

中
一
至
中
三

只有約5%的學生
升高中時選擇職業教育途徑

勞
動
市
場

32% 40% 6%

12%

10%

基礎課程文憑 /毅進
文憑課程

中專教育
文憑 / 職專
國際文憑

其他職業
專業資歷、
文憑及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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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教育專責小組 /委員會以及諮詢文件（1998年至今）
發布日期

2019 年 6 月 學校課程檢討

2019 年 5 月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

2018 年 7 月 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

2018 年 7 月 校本管理政策

2018 年 7 月 教師專業發展

2018 年 6 月（中期諮詢報告） 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

2018 年 6 月 延長資助學校新入職教師退休年齡

2018 年 6 月 自資專上教育

2015 年 7 月（報告） 推廣職業教育

2015 年 7 月 公開教師註冊資料

2015 年 10 月 促進及維護教師專業操守

2015 年 2 月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管治及質素保證良好規範守則》

2012 年 10 月 《專上學院條例》（第 320 章） 及 《專上學院規例》（第 320A 章）

2011 年 12 月（報告） 直接資助計劃

2011 年 9 月 香港教育產業發展

2011 年 5 月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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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局

發布日期 題目

2010 年 12 月 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檢討

2008 年 1 月 發展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

2007 年 10 月 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2006 年 3 月（報告） 專上教育界別檢討

2005 年 12 月 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

2005 年 6 月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2003 年 5 月 高中學制檢討 

2002 年 4 月 協調學前服務

2002 年 2 月 持續發展以臻卓越校長持續專業發展

2000 年 5 月 教育制度檢討：改革方案

2000 年 2 月 「日新求進、問責承擔」為學校創建專業新文化

1999 年 9 月 教育改革建議

1999 年 1 月 教育制度檢討：教育目標

1998 年 11 月 成立教學專業議會

1998 年 7 月 教育署檢討

1998 年 6 月 應用資訊科技發展優質教育

1998 年 5 月 教育行政和諮詢組織檢討

70



資料來源：OECD

（附錄 5.1）英國的學術 /職業導向學生在大學收生時受到同等待遇

學士學位

副學位
Higher National Diploma,

Higher National Certificate

基礎教育
GCSE

學院
A Level 與/或 BTEC

進修教育學院
A Level 與/或 BTEC、文憑 學徒制

高級學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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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2）英國TVET技能系統的結構

標準

監察 資助

合作

影
響

影
響

標準

訓
練

檢
驗

通知 通知

資歷

僱主代表 [2]

學徒制 /技術教育研究所 資歷認可機構 提供課程的機構

資歷

支援 僱用

資助部門 檢驗機構

僱主 [1] 學員

資料來源：英國文化協會
註：[1] 僱主通過培訓徵稅制度支付學徒訓練計劃所需費用。
 [2] 僱主代表包括行業技能機構、國家技能學院及其他僱主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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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3）德國教育體制提供多種資歷及早期學生分流的安排

大學

文理高中（                         ）

文理初中
（                         ）

綜合中學
（                             ）

實科中學
（                      ）

職業預科
（                          ）

大學 /應用型大學入學試

銜接課程

小學

應用型大學 職業資歷

校本職業培訓 雙軌課程Gymnasium

Gymnasium Gesamtschule Realschule Hauptschule

資料來源：Cedef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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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4）新加坡把應用型大學視爲社會未來發展的基礎

19-25

16-17

17-20

13-15

7-12

大學 /應用型大學

年齡

GCE “A” Level
考試或其他考試 工藝教育學院 理工學院

特快課程（中一至中四）
學術課程

GCE “N” Level 學術 /

技術考試（中一至中四）

GCE “O” Level 考試或其他考試

小學離校考試（PSLE）（小一至小六）

資料來源：新加坡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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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5）南韓透過自主學習學期（FLS）幫助學生了解其他學習路徑

資料來源：生涯發展與公共政策國際專業學會組織（ICCDPP）座談會、2017南韓國際座談會

FLSFLS之前 FLS後

小學
（職業意識）

初中
（職業探索）

職業教師（實施者）的培訓和分配

高中
（職業規劃）

學術型
學校

技術型
學校

大學
（職業決定）

• 職業教育傾向課程

• 職業發展和職業道德
 的價值

• 入門級的職業活動
 和體驗

• 職業探索課程

• 普通和職業學科
 綜合課程

• 合資格的職業活動和
 通過 FLS 的初步
 職業規劃

• 盡量縮少城鄉之間
 在職業探索機會上
 的差距

• 學習關於延續教育和
 就業機會

• 清晰的職業體驗與高等
 教育學習

• 學習關於職業途徑和
 具體的工作技能
• 實習機會（學徒訓練）
• 成功從學校連接去職場
• 首先就業，然後修讀
 大學課程；令社會重新
 煥發活力

• 主修領域内的
 專業職業課程

• 建立良好的一站式
 職業中心

• 實習機會（學徒訓練）

• 擴大大學教授所提供
 職業輔導的職責

在職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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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由十或十二歲起（四 /六年級）
新加坡：由十二歲起（科目編班制推行前）

中國内地：由十二歲起（六年級）

（附錄6.1）國際教育路徑的比較

學術型學位

學術研習高中教育 

初中教育 

應用型學位
德國：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新加坡：University of Applied Learning
中國内地：Polytechnic Colleges

大學入學考試
英國 / 新加坡：A Level

德國：Abitur
中國内地：高考

大學入學考試
英國： BTEC / T Level

德國： Fachabitur
中國内地： 高職高考

應用學習
英國：由十六歲起（GCSE）

德國：雙軌課程 /校本職業培訓
新加坡：工藝教育學院（ITE）

副學位
英國：高級國家職業證書 / 文憑，大學基礎課程

新加坡：理工文憑
德國：銜接課程 [1]

中國内地：理工學院

註：[1] 德國銜接課程（Berufsoberschule）容許職業學生升讀大學 /應用型大學的職業高中。不過，與一般副學位不同，Berufsoberschule
 把學生引導回其中一種大學入學試。

新加坡科目編班制（SBB）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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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X

X

√

√

√

X

√

√

X

√

X

√

X

√

√

X

X      √ 

X      √ 

資料來源：相關政府網頁

（附錄6.2）國際教育路徑的比較

香港

同等資歷：
以多種資歷直接與學位銜接

可轉換性：
由應用型路徑轉換至學術型

轉換容易度：
在銜接階段中不需
多餘程序和時間

學位程度靈活性：
應用型大學

英國 德國 新加坡 中國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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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7）課程發展議會架構

課程發展議會

工作小組

學習領域及通識教育委員會

• 中國語文教育委員會
• 英國語文教育委員會
• 數學教育委員會
• 藝術教育委員會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委員會
• 體育委員會
• 科學教育委員會
• 科技教育委員會
• 通識教育委員會

• 應用學習委員會
• 幼兒教育委員會
• 資優教育委員會
• 學習資源及支援委員會
• 特殊教育需要委員會

• 專責委員會
• 功能委員會轄下專責委員會
• 學習領域委員會轄下專責委員會

• 23個課程發展議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開試科目委員會

功能委員會

專責委員會

課程發展議會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開試科目委員會

資料來源：課程發展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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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僅供參考，報告內容並不構成對任何經濟體或行業資訊的分析。本報告的資料出自多個可靠來源，
但團結香港基金或任何相關機構均不會就相關資料的完整性或準確性作出任何申述。本報告內之所有
預測、意見或建議僅反映團結香港基金截至發布日為止的分析和判斷。團結香港基金將不會就任何因使用
該報告而引起的直接或間接損失承擔任何責任。任何合約均不應基於本報告的內容而簽訂。

如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或不清晰之處，請以英文版本為準。
網頁 Facebook

團結香港基金
Facebook
政策‧正察

黃元山先生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兼公共政策研究院主管

郭凱傑先生
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

何杏研小姐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

周旭晴小姐	
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劉錦輝先生		
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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