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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學生在國際公開學生評估試，例如「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

劃」，取得非常好的成績。然而，這是否表示香港擁有優秀的教育

制度？答案是「不肯定」，因為不少學術研究指出，類似「國際學

生能力評估計劃」的考試未能預測學生將來的成就，反而學生擁有

良好的軟性技能，例如溝通能力、毅力、決心等，均有助增加個人

競爭力。無奈，以上特質卻正是部份香港學生所缺乏的，這亦難怪

年多前，香港曾發生過「年青人帶著阿媽去見工」的有趣事件了! 

 

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在過去幾年，對香港教育制度和發展進行

研究，發現無論在教育政策、中小學課程內容和訓練學生技能幾方

面均需要改善。在這份研究報告，我們指出 12 個與香港教育有密切

關係的問題，並提供意見和可行的解決方法。 

 

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作為本地的獨立智庫，希望這份研究報告

的分析能夠幫助教育局和教育工作者制定有效的教育政策，從而令

本地教育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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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前教育 

 

1.1  贏在起跑線的謬誤 

 

香港父母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因為中國人普遍相信書中自有黃金

屋，認為只要子女努力讀書，考進名牌大學，他們的前途一定是無

可限量，所以就不斷催谷子女學習。 

 

這種教育子女的思維看來並無不妥，即使大部份西方人亦相信“No 

Pain, No Gain”的精神，但問題是中國人過份崇拜勤奮學習主義和

追求完美的學術成果，令香港父母盲目相信子女在學習上必須「贏

在起跑線」，這才會在社會上出人頭地。 

 

以「贏在起跑線」作為教條來培育子女是否一條必勝之法？其實答

案可以從實證研究方面獲得。根據教育文獻，這個問題是可以透過

學生開始正式入讀正規(義務)學校的數據而作出分析，例如研究人

員可以比較兩位年齡有所差距的學生同時入讀幼稚園或小學一年級

的表現。誠然，在法律上已界定入學年齡，但實際入學年齡差距卻

可以高達 11 個月，因此採取「追踪研究」(Longitudinal Study) 

比較其後兩位學生的學習表現或甚至進入社會後的工作收入，便可

以確認「贏在起跑線」是否一個正確培育子女的方法。 

 

以上的研究方法已被教育學者採用，目的是找出適當的入學年齡對

學生的中長期發展的影響，而這種研究結果亦可以驗證「贏在起跑

線」的有效性。 

 

兩位歐洲學者, Patrick Puhani 和 Andrea Weber 在 2005 年發表

一份研究報告 (題為“Does the Early Bird Catch the W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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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es of Educational Effects of 

Age of School Entry in Germany”) ， 指出德國學生的入學年齡

差距對學生的未來學業成績和接受教育程度有重要的影響。兩位學

者發現七歲才正式入學的學生在其後的公開閲讀考試成績及接受教

育程度均高於六歲入學的學生，反映較遲入學的學生跑贏較早入學

的學生。非常有趣，類似的研究結果也出現在美國、日本、瑞典、

挪威等國家(附表)。 

 

以上的研究結果帶出一個重要訊息: 相對成熟度效應(Relative 

Maturity Effect) 是非常重要的。根據 200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 James Heckman 和三位學者的研究結果(題為“Interpreting the 

Evidence on Life Cycle Skill Formation”)，由於年齡較大才入

學的學生在成熟程度方面較年齡較小的學生高，所以在學習的成績

表現較為佔優。然而，有趣的是這種「相對成熟度效應」 卻沒有隨

著年齡消失，反而，由於早期的成熟度差距，驅使較年長的學生在

人力資本累積、學習準備和軟技能掌握(例如領導能力) 等幾方面得

到正面的影響，並有助成長後的個人成就和生產力。 

 

我們不是支持孩子的入學年齡應該越遲越好，因為所有年齡階段的

孩子都應該“準備學習” (School Readiness) ，但關鍵是孩子準

備好學習，而不是父母們為了子女能夠入讀名校而讓他們瘋狂學

習。教育文獻已指出兩三歲的小孩已有能力學習識字和基本數字概

念，其學習目的是讓幼兒可以順利與正規教育接軌和確保學校計劃

適合兒童能夠應付社會及學術的要求。 

 

香港父母將「贏在起跑線」奉為教導子女的天條，但很多國家的教

育數據郤沒有支持這個中國人堅信的培養子女之道。無奈，特區政

府和本地教育界始終仍未能找出一個有效的方法向香港父母解釋所

謂「贏在起跑線」只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假若香港父母仍然執迷不

悟，堅信「贏在起跑線」是天條，最終結果只會令子女受到更多無

謂的壓力，這又何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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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比較入學年齡的實證研究結果 

德國  

(Puhana and  

Weber 2005) 

研究發現七歲入學的小童在小學的成績比六歲的高，

證明了較早入學並不代表會成績較好。另外，研究也

發現了較遲入學的學生在中學平均會學習多半年。由

於德國有分文理中學和實科中學，而成績較好想進高

等教育的學生會進文理中學，並且課程會較實科中學

的長幾年，所以長些的中學學習時間代表成績更好。

雖然中學成績的差距不是太大，但也證明了贏在起跑

線，讓小孩早點學習艱深的知識是錯誤的。 

瑞典 

(Fredriksson 

and Öckert 

2006) 

研究發現較遲入學的學生會有更好的學業成績，而且

學業生涯也比較長，證明了遲入學成績會比較好，也

應該是因為他們學習時較為成熟。可是在一生中的收

入卻略微較早入學的低，尤其在年輕時。但這相信是

因為他們較遲一年踏入職場，較少經驗和他們學業生

涯較長所導致。所以總體來說，遲入學會有更好的學

業成就。 

日本 

(Kawaguchi 

2006) 

研究發現較遲入學的學生學業生涯比較長；男性的受

訪者平均較長 0.14年；女性的平均較長 0.07年。這

證明了成熟效應是存在的，較遲入學的學生學業成就

較高。但是，研究也發現入學年齡跟出社會後的收入

沒有特別的關係，相信是因為成熟效應對工作沒有功

效。 

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成員國 

(Bedard and 

Dhuey 2006) 

研究發現較遲入學的學生有更好的學業成績，尤其在

9-10和 13-14歲時差距最明顯。在加拿大跟美國的數

據更發現每一屆入學最年青的有更小的機率入大學。 

挪威 

(Sandra et 

al. 2008) 

研究發現較遲入學的學生在同時段的測驗有更好的學

業成績，但在同年齡時較早入學的學生有更好的成

績，相信是因為他們就讀時間更長。另外，研究也發

現入學年齡跟日後收入無關，並沒有過長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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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入幼師薪級表 

 

幾份本地報章於 2017 年 4 月分別報導，大量幼稚園教師離開幼兒教

育行業，從教育局獲得的公開資料來看，2016/17 學年的本地幼稚

園教師流失率達 10.5%，較同期的小學和中學的教師流失率約 5% 高

得多。然而，最諷刺的是政府在過去幾年已不斷增加學前教育開支

(圖一和圖二)，理應有助改善幼師行業生態，但事與願違，學前教

育卻出現幼師持續離職，反映即使政府已在學前教育方面顯著增加

財政資源，幼師並沒有受惠，一旦這股幼師「逃亡潮」持續，學前

教育質素肯定會受到嚴重影響。 

 

近幾年幼師不斷流失的主要原因是與薪酬有關。眾所周知，中小學

的教師薪酬是頗高的，例如，一位剛畢業的小學學位教師入職月薪

已達 24040 元，但幼師卻沒有類似待遇(附表)。根據調查顯示，幼

師的平均月薪只是約 23000 元，而且大部份幼稚園營運者亦未能保

證幼師薪酬能夠隨著年資上調，這種薪酬差距正好顯示幼師行業並

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近年出現的幼師「逃亡潮」絕對是不無道理

的。 

 

幼稚園教師的學歷在過去幾年已顯著改善，從圖三，讀者可以看見

擁有大學學歷(或同等學歷) 的幼師百分比由 2006 年的 11.1% 急升

至 2015 年的 47.5%，以筆者估計，這百分比在 2016 年已升破 5

成。雖然相對小學老師擁有大學學位百分比超過 9 成仍然是較低，

但在業界和政府不斷鼓勵幼師提升學歷的情況下，幼師的平均學歷

要追及小學教師並不是一件太難之事。 

 

薪酬低肯定會令幼師士氣低落，這正好反映在近期持續高企的幼師

流失率數據上，而幼師流失率不斷上升會為學前教育帶來衝擊，例

如，幼稚園不斷更換老師絶對不利學生學習和成長，而高流失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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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一些有豐富教學經驗的幼師離開行業，對幼兒教育質素來說肯

定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政府是有責任盡快找出妥善方法，解決大

量幼師流失問題。 

 

教育界在過去幾年不斷提出引入幼師薪級表以減低老師流失率和吸

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學前教育，筆者非常認同這提議，因為這是一

個最直接的方法提升幼師薪酬和將其學歷和年資納入幼師的薪酬調

整幅度上，更重要的是落實幼師薪級表可以強化幼師的認受性和專

業性，這絶對是一石二鳥之法，真是何樂而不為呢！ 

 

引入幼師薪級表涉及兩個技術問題: 第一、如何制訂幼師薪級表的

薪酬；第二、如何執行幼師薪酬表。在制訂方面，筆者認為幼師薪

級表應該與小學教師薪級表掛鉤。最簡單的方法是將幼師入職點設

在小學教師入職點之下，例如小學學位教師的入職薪級是第 15 點 

(28040 元) ，政府可以將學位幼師的入職薪級設在第 11 或第 12 點

(22560 元或 23970 元) ，每年的加薪便可按年資上調，直至達到薪

級頂點。 

 

至於在執行薪級表方面，政府應該盡力令幼師能夠直接受惠薪級表

的好處。然而，由於現時幼師的市場薪酬普遍低於提議的薪級表薪

酬，加上大部份幼稚園是非牟利，難以應付顯著的薪金升幅，因

此，政府應該補貼這部份的薪酬差距。為了確保薪級表能夠運作暢

順，政府必須要求所有參加這計劃的幼稚園也需要同時參加學券計

劃以進行有效監察。 

 

為什麼不能直接資助幼稚園或增加幼稚園學券額呢?答案很簡單，因

為這兩個方法最終會增加幼稚園收入，但由於大部分幼稚園只是租

用地方作為校舍，校舍的業主便會因為幼稚園收入上升而加租，最

終結果可能是業主變為最大的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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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獻已確認學前教育是整個教育系統中最重要的部份，因此政

府必須盡快推出一個有競爭力的幼師薪級表以穩定幼師士氣和吸引

更多優秀的人才投身幼兒教育，我們堅信引入幼師薪級表後，本地

學前教育是可以得到更健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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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學前教育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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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學前教育開支佔總教育開支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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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幼師人數佔總教師人數百

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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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教師薪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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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改善教育質素  從教師做起 

 

陳葒校長在 2015 年曾撰文提出：「再好的教育理念和辦學模

式，如果沒有一群優秀的教師落實，其教育成效基本是鏡花水

月。」 

 

具有高質素的教育制度，的確需要有能力的教師來發揮其效

力，然而，以現時香港的環境，資質優越的學生選取教師作為

終身職業，根本是癡人說夢。就以十優狀元港姐麥明詩為例，

她父親是中學副校長，但最終麥明詩沒有仿效父親為教師，而

是選擇在英國劍橋大學修讀「有錢途」的法律學位。在畢業

後，麥明詩更成為 TVB 旗下藝人，現時更全職在娱樂界發展。 

 

為了更明白本地學生的大學選科意向，我們參考聯招的公開資

料，發現香港大學 2015/16 學年最低收生成績的兩個學科均為

教育課程——「英文教育」和「中文教育」，反映港大教育系

只收取成績一般的中學生；至於香港教育大學（前身為教育學

院）2015/16 學年收生成績，最好的兩個課程分別是「幼兒教

育」和「心理學」，學生平均成績分是 22 分；而在 2016/17 學

年的收生成績，「幼兒教育」的收生成績是最好的，平均分也

只不過是 23 分。從這平均分表現來看, 入讀香港教育大學的學

生絕對不能稱得上優秀。 

 

如果從教師歷屆英國語文科能力評核成續來衡量老師的語文能

力，不難看見本地老師的英文寫作水平是頗差的 (附圖)；在

2017 的考試，只有三成九的考生取得「合格」水平，而在口語

評核的表現，取得「合格」的百分比也只是五成五。從這兩組

成績來看，結論是不少的老師的確存在「語文能力問題」。 

 

大家可以想像，當大部份頂尖的中學生只是選修搵錢多和社會

地位高的大學課程，而成績一般的中學生只能選修其他學位例

如教育學位，在此情況下，中小學教師的平均質素又會好得去

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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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熟知國際教育發展的讀者可能會問，芬蘭的教育制度是

公認成功的故事，而芬蘭的中學教師是需要擁有大學碩士學

位，可以說是教育專才，但非常有趣，若以有起碼 15 年教育的

中學教師作比較，芬蘭教師的工資只是處於所有經合組織成員

國的平均水平，更略低於美國（資料來自經合組織），因此，

用「價廉物美」四個字來形容芬蘭的中學教師是絕對貼切的。 

 

不少勞工經濟學研究指出，金錢（或工資）並不是選擇職業的

唯一因素，其他重要的考慮包括聲望和工作條件。按美國國際

教 育 基 準 中 心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nchmark 

Center) 的公開研究資料，提供教育學位的多間芬蘭大學是具有

頗佳的聲譽，而這些大學在收取選修教育課程的學生，亦有嚴

格標準，加上大學制訂十分全面的教育課程和非常鼓勵學生在

設計中小學課程爭取較大的自主權。此外，芬蘭大學的教育課

程支持創造和創新，而教師工作亦涉及研究、開發及設計，這

方面可以視為教師努力推動智力和創造力的界限。從以上芬蘭

教師的優良資質，在大學接受的嚴格訓練和追求教學自主權的

理念，令芬蘭社會對教師高度信任。 

 

正如陳校長所說，要擁有高質素的教學模式和制度，吸納人才

作為教育界棟樑是最基本的要求。無奈，大部份優秀的香港學

生只會選擇有錢途的課程，例如醫學、法律、精算、財務等

等，驅使本地大學的教育課程只能吸引成績只是平平的學生修

讀，另外，香港的教育制度沒有給予教師在教學上擁有較大的

自主權，加上老師晉升階梯狹窄，因此，極少具有極好能力的

人才會選擇棲身本地教育界。 

 

要解決以上問題，政府需要改善教育制度、優化教育界生態和

提升教師的社會地位，這才能吸引更多優秀大學生進入教師行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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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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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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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學教育 

 

2.1  納入現象教育  啓發學生思考 

 

國際地理頻道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於 2017 年 4 月播

放一個名為《天才》(英文名稱是“Genius”)的電視連續劇集，播

放完畢後得到觀眾非常高的評價。雖然大部份觀眾都留意主角愛因

斯坦(Albert Einstein) 如何成功地證明「相對論」(Theory of 

Relativity) ，但對教師來說，其中一幕關於愛因斯坦在户外教學

的情景是相當有啟發性；由於這位天才是有輕度自閉，所以在公開

講學時總是不能暢順地表達教授的內容，因此，愛因斯坦在一次上

課時，竟然帶領學生到市中心教授基本物理課程，而他採用的教授

方法只是利用周圍的環境，例如車輛移動、光線折射等，來解釋物

理。然而，當他完成教授後，學生卻非常欣賞愛因斯坦的教學方

法，因為他們能夠將現實和理論一併學習，這種教授方法有效地啟

發學生了解物理學的內容和實際應用層面。 

 

愛因斯坦不是一個演講家，但他的現場教學方式絕對是能夠展示活

學活用和刺激學生思考的好方法。但最有趣的是愛因斯坦所用的教

學方法正是芬蘭教育部門於 2016 年 8 月開始推行的「現象教育」

(Phenomenon Education) 。 

 

根據芬蘭教育家 Pasi Silander 的解釋，「現象教育」是:「以現象

為基礎的教與學和利用兒童的自然好奇心，在整體和真實的語境中

學習。整體的現實世界現象為學習提供了激發的出發點，而不是傳

統的學校科目。這些現象作為整體實體，在其真實語境中進行研

究，並通過跨學科之間的界限來研究與之相關的資訊和技能。現象

是人、歐洲聯盟、媒介和技術、水或者能量等整體題目。這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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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夠學習二十一世紀的技能，如批判性思維，創造力，創新，團

隊合作和溝通。」 

 

優良教育制度絶對能夠啟發學生思考，無奈，現時大部分地區包括

香港均採用「分科教學」，教材也是預設的，因此，大部分學生在

這學習環境中，絶對難以發揮最高潛能，遑論破格思維呢！ 

 

芬蘭教育制度受到國際稱頌，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公佈的《2017 年環球競爭力報告》，芬蘭小學及專上教育的

質素在排名榜上分别是第一和第十三，反觀，香港小學及專上教育

的排名只是分別在第二十七位和第二十位，明顯低於芬蘭。從世界

論壇的教育質素排名來看，大家可以清楚看見兩個地方的教育質素

是有一定的差距。既然芬蘭已開始進行教育改革，香港教育局和相

關政府部門的負責高官也應該多加注意芬蘭能否成功引入「現象教

育」？或考慮將「現象教育」初步納入部分中小學課程內，以應付

二十一世紀的技能要求。 

 

最後，香港教育家應該細心思考，究竟分科教育會否過份收窄學生

的學習範圍？但更嚴重的是，會否影響學生選讀大學的主修科目？

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看來會為本地教育制度帶來思想上的衝擊。 

 

過去四屆文憑試總共產生 32 位狀元，然而，有接近七成學生都是選

修醫學(包括牙科) 。雖然狀元畢業後成為醫生，無論收入和社會地

位均比很多香港市民高，這亦證明醫生的確有價，但大部份狀元選

擇醫科是否因為分科效育所產生出來的奇怪現象，本地教育學者是

有責任為這個問題找出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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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交和情緒學習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和智庫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 Institution) 在 2017年 5月 31日公佈一本名為《社

交和情緒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的學術刊

物，目的是推動政府注重校本社交和情緒學習計劃的承諾, 以支援

兒童的成長。 

 

長春藤大學和頂尖智庫攜手合作促進教學理念並不常見，顯示 SEL

在教育發展方面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何謂 SEL呢？較簡單

的定義是:  

 

「SEL 是全面的,協調的,並與學術界,家長,和社區參與的校内和課

後程式設計。在學校,學生明白他們需要學術和能力來完成有價值的

目標，同時努力學習自我管理、自我意識、社會意識、人際關係技

巧和負責任的決策，令學生更加了解他們的情緒以及他們與日常生

活的關係, 並將意識提升到加強控制和做出更好的決策。學校的教

育工作者則應該明白,為學生建立他們的 SEL 技能,不僅需要協調學

校內發生的事情, 而且還要與學區和家長的努力相聯繫,課外活動和

社區合約伙伴。」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Hugh Price 在 2015 年 5 月公佈一份研究論

文(名為“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The Next School 

Reform Frontier) 。Hugh Price 在文章中提議將 SEL 納入中小學

課程，原因有 5個： 

 

1. 社交和情緒能力與學業成績直接掛鉤 –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需要

有良好的社交和情緒技能從而令學術成績得到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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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場所的社交和情緒技能是很重要 - 僱主欣賞員工的社交和

情緒特質，例如目標設定、自我激勵、人際關係和團隊合作等

等。 

 

3.低收入和少數群體的學生缺乏社交和情緒技能 - 不少低收入和少

數族裔童對學術不太熱衷和出現行為問題，透過社交和情緒學習

可以改善問題，有助改善他們將來進入勞工市場的競爭力。  

 

4.文獻指出 SEL幫助學生提升學術成績。 

 

5.投資社交和情緒發展具有相當高的經濟回報 - 根據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教學院在 2015 年 2 月公布的一份研

究報告，指出當投資一美元於 SEL，經濟回報可以高達十一美

元，即使對沖基金對這回報率也會感到羡慕！ 

 

在 2016 年，世界經濟論壇發表報告(“New Vision for Education: 

Foster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through 

Technology”) 指出，從學習傳統學術的角度來看，SEL 和基本技

能是一樣重要。此外，報告認為 SEL 是指具備「能力」和「品格素

質」；「能力」定義為學生處理複雜挑戰的手段，包括協作、溝

通、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而「品格素質」是學生適應環境變化

的途徑，它們包括好奇心、適應能力以及社會和文化意識。 

 

美國在上世紀 90 年代初已開始研究和推廣 SEL 教育，至今已取得初

步成效，而整個歐洲的教育系統也要求在其國家目標中實現社交和

情緒發展。例如，現時所有的挪威小學和中學均參加「學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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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il Survey)，包括評估學生在校內的社交和情緒狀況。使用調

查的人士可以利用調查結果分析和改善學校的學習環境。 

 

香港教育極需要納入 SEL，根據報章資料，總共有 40位學生在 2016

年自殺身亡，創下歷史新高，這現象其實反映部份香港學生未能適

當處理情緒和壓力，令學生的自殺悲劇不斷發生。如果教育局能夠

當機立斷，讓小學生學習 SEL，我們相信無論學生自殺率和讀書壓

力均會減少，對整個社會來説，絶對是一件好事。 

 

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入讀由政府資助的 8 間大學的比率遠遠低於

富有家庭，這情況在過去 20 年變得越來越嚴重。誠然，從財政資源

和社會網絡來分析，富有家庭子女絶對優於貧窮家庭子女，但另一

個優勢本地教育學者不常談及的是 Price 提出的低收入家庭學生普

遍缺乏社交和情緒技能，這會窒礙貧窮學生對爭取良好學術成績的

鬥心，變相握殺貧窮學生進入勞動市場的競爭力，最終拖累社會流

動，這結果絶對不是政府希望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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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暫停直接資助計劃  

 

香港實行 15 年免費教育(包括優質幼稚園教育)，目的是讓更多市民

從學校學得更多的知識和技能，從而增加他們在勞動市場的生産力

和競爭力。從這方面來看，香港免費教育的理念實在與《論語》提

倡的「有教無類」相似；所謂「有教無類」是指，政府不會因為貧

窮、貴賤、善惡等因素而排除一些人為教育對象。 

 

近年，不少本地家長對直資學校(即是「直接資助計劃」學校)不斷

加學費感到不滿，社會更出現聲音要求政府停止接受非直資學校轉

為直資學校，因為部份直資學校的學費相當昂貴，一旦加學費潮持

續，清貧家庭根本沒可能負擔子女的學費，最終令沒有足夠財政能

力的學生難以入讀直資學校，這結果與政府推行的免費教育政策絕

對是背道而馳。 

 

附表是 2016/17 學年，部分直資學校的全年學費資料，例如，在 20

間直資小學當中，有 11 間的每月平均學費達 2000 元或以上(全年學

費除以 11)，更有幾間直資小學，例如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及聖保

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的學費更昂貴，竟然高達每月平均 5000 元或

以上，這種高昂學費肯定不是一般家庭能夠支付得起的。 

 

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將部份直資學校的學費與家庭收入中位數作比

較，結果仍是普通家庭不容易負擔學費。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公佈

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2017 年第 2 季香港家庭收

入中位數是 26000 元。從附表，大部分的直資學校的每月學費相對

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數的百分比是高於 1 成或以上，有多間直資學校

的學費更超越兩成。雖然直資學校是設有助學金，幫助有需要的學

生。無奈，家長或學生害怕在校內被標籤，所以究竟真正有多少清

貧家庭學生會申請助學金？或甚至被逼選擇其他非直資學校繼續學



 27 

業呢？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特别是政府必須將這種「機會不

均」(Opportunity Inequality) 的狀況盡快改善，以免窒礙社會流

動。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香港父母對選擇學校有非常高的要求，尤其是

希望子女入讀著名學校，因此不少父母均為子女設下入讀傳統名校

的目標。然而，部份傳統名校不希望受到教育局的制肘和在教學上

爭取更大空間，所以透過「直接資助計劃」轉為自資學校，從過去

10多年不少傳統名校轉為自資學校便可見一斑。 

 

傳統名校在吸納優秀學生方面已佔盡優勢，而部份傳統名校轉為自

資學校更令本地家長趨之若鶩。在這情況下，名校與普通學校的收

生成績距離變得越來越大，這情況絶對不利本地的中長期教育發

展。無奈，「直接資助計劃」已實行了超過 20 年，難以廢除，唯今

之計，政府只能暫停這計劃，令其負面影響得以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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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6/17 學年部分直接資助學校全年學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學 

 

(1) 港大同學會小學     $26200 (P1-P6) 

(2)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60000 (P1-P6)  

(3) 聖保羅書院小學      $63000 (P1-P6)   

(4) 拔萃男書院      $42750 (P1-P6)  

(5)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30000 (P1-P6) 

(6) 優才書院      $34100 (P1-P6) 

(7)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真道書院      $26040 (P1-P6) 

(8)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學 $39930-$44160 (P1-

P6) 

(9) 香港浸會大學 附屬學校 

 王錦輝小學      $37300 (P1-P6) 

(1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41160-$65910 (P1-

P6) 

(11) 培僑書院      $23900 (P1-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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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1) 聖保羅男女中學    $50000 (S1-S4)  

$55000-$82500 (S5-S6) 

(2) 聖保羅書院     $38000 (S1-S6) 

(3) 港青基信書院       $31000-$52000 (S1-S6) 

(4) 港大同學會書院    $35000-$40000 (S1-S6) 

(5) 聖士提反書院    $64500-$94400 (S1-S6) 

(6) 拔萃男書院     $93700 (S1-S6) 

(7) 聖保祿學校     $25000-$27500 (S1-S6) 

(8) 協恩中學     $30000-$33000 (S1-S5) 

(9) 香港李兆基創意書院   $26000-$27600 (S4-S6) 

(10)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31900-$90000 (S1-S6) 

(11) 匯基書院東九龍    $23000-$26000 (S1-S6) 

(12) 啟思中學     $72220-$109640 (S1-S6) 

(13) 優才書院     $38208-42680 (S1-S6) 

(14)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29430-$72000 (S1-S6)  

(15)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學   $30135-39140 (S1-S6)  

(16) 基督教崇真中學    $33130-31700 (S1-S6) 

(17) 德望學校     $35000-$45000 (S1-S6) 

(18) 拔萃女書院     $38000 (S1-S6) 

(19)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29240-$34160 (S1-S6) 

(20)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37300-$39800 (S1-S6) 

(21) 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   $98000-157000 (S5-S6) 

(22) 培僑書院     $26300- $33100 (S1-S6) 

(2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53490-$79460 (S1-S6) 

(24)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22800 (S1-S3) 

$34200 (S4-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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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教得深 適合嗎? 

 

香港學生一向在國際考試表現突出，例如，在 2012 年的學生能

力國際評估計劃（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香港於 65 個國家或城市中排名第三，

較第二位的新加坡平均得分只低 1.67 分。從 PISA 的排名來

看，香港的中學生在數學、科學和閱讀三方面的基礎能力是非

常好的。 

 

如果大家以為特區政府投放大量公帑於本地學生身上才獲得以

上成績，這想法是不正確的。在 65 個參加 PISA 的國家或城

市，特區政府在投放於每名中學生的每年公共教育開支只是約

8000 美元，相對其他參加地區，香港只位列中游，相比投放最

高 19000 美元的國家盧森堡，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開支真是物

有所值。 

 

教育質素並不是大灑金錢便可以獲得。根據兩位世界銀行學

者，Emiliana Vegas 和 Chelsea Coffin 於 2015 年的關於公

共教育開支和學生學習能力的研究論文，指出當政府投放資源

於中學教育達至一個門檻後，繼續增加資源，也未必可提升中

學生的基礎學習能力。學者又發現在門檻以下的國家，其政府

增加中學生教育開支多 1000 美元，會推高學生的 PISA 平均分

14 分(附圖)。Vegas 和 Chelsea 的研究結果與其他文獻大約一

致，啟示是在教學方面要重質不重量，不斷加大教育開支也未

必能達至顯著改善學生學習能力。 

 

此外，W.E.普治就業研究所的勞工經濟學家 Brad Hershbein

與 Greg Ferenstei 於 2013 年發表報告，指出增加中學生的課

程難度或加入較深奧的高級課程（advanced studies）未能幫

助學生進入大學後的成績表現。兩位學者在 2016 年也撰文指

出，即使大學生於中學曾修讀物理、心理、經濟和社會等科

目，但卻未能令他們在大學修讀同一課程上較其他學生佔到明

顯優勢。然而，Hershbein 和 Ferenstein 的研究並沒有否定

中學生沒有從深奧的高級課程得到知識，而是學生可能學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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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東西，亦可能不夠專注於大學要求的批判性思考或只是

學生過份善忘，忘記以前從中學所學的知識。 

 

不少大學教授和老師相信會對以上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深感認

同，究竟是中學老師教學不得其法或這些課程是可延至大學才

教？值得我們思考。 

 

東南亞的主要地區，包括香港、新加坡、南韓、台灣、日本和

幾個中國大城市均不時標榜中小學教學程度較其他地方深奧，

但這是否一個正確的方向？答案肯定是具有爭議性的。誠然，

香港學生在數、理和閱讀三方面是有較好基礎，但要在修讀高

中科目時，是否可以靈活地加多些創新及應用性(技能)課程，

讓學生接觸不同層面的知識？如果能夠摒棄教得深便是成功的

概念，筆者相信本地的中學生更能享受學習的過程。 

 

 

 

 

 

 

 

 

 

 

 

 

 

 



 33 

附圖: 平均數學得分(PISA)與人均中學生教育支出 

(參加 PISA 考試國家) 

 

 

資料來源 :  Emiliana Vegas and Chelsea Coff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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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軟技能與學生未來成就 

 

美國智庫 Pew Research Centre 於 2014 年 10 月曾進行一項民

意調查，接受訪問的成年人被要求從 10 項技能中，選取一項令

現時的年輕人較能夠在現實生活中跑出來。調查結果非常有

趣，位列首位竟然是溝通技能，而第二及第三位分別是閱讀及

數學。對傳統教育來說，Pew 的民調結果可以反映現時傳統的學

習課程有明顯不足之處，因為軟技能（Soft Skills）是絕少出

現在傳統的教科書本上，一旦學生畢業並開始進入社會工作

時，缺乏良好溝通能力的學生肯定會蝕大底！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ames Heckman 和其學生 Tim Kautz 在

2012 年曾發表名為"Hard Evidence on Soft Skills"的學術

文章。兩位學者從大量的教育數據得出重要的實證結論：學生

將來的成就取決於許多軟技能，例如，性格特徵、目標、動

力、毅力、勇氣等等，而不是智商、校內成績及標準國際學術

考試。此外，Heckman 和 Kautz 的文章最大的訊息──軟技能

可以預測學生的未來成就，從公共教育政策來看，將來的教育

改 革 必 須 納 入 軟 技 能 課 程 從 而 改 善 學 生 的 質 素 。 

 

美國於上年 12 月落實「每位學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美國國會要求在衡量學校質素方面，除了

要評審學生能否掌握閱讀和數學的基礎能力外，也要同時採用

新方法量度學生在校內的參與程度，校內氣氛和學校的安全程

度。以上法案其實是指出以學生成績不足夠反映學校質素，而

有些教育專家更提議納入軟技能作為另一個角度來評估學校的

表 現 ， 這 股 改 善 教 育 的 改 革 浪 潮 相 信 會 越 演 越 烈 。 

 

從來理論和實踐是兩回事，理論上，本地中小學校引入軟技能

課程肯定為香港教育帶來中長遠的好處，但怎樣推行軟技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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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於香港也是頭痛問題。首先，軟技能涉及的層面非常廣泛，

可以是 Heckman 和 Kautz 的文章中的性格特徵、目標和動力等

指標，亦可以是心理學提出的 5 大性格特徵：開放性、責任

心、外向性、親和性和情緒不穩定性。在缺乏統一定義時，筆

者認為要推行軟技能教育是相當具挑戰性的工作。此外，本地

老師也沒有經驗教授軟技能課程，因此，要教得正確無誤，老

師在這方面再培訓是必須的。 

 

布魯金斯學會經濟研究計劃高級研究員 Russ Whitehurst 在 2016 年

公布一份教育報告(“Hard Thinking on Soft Skills”) 指出，在

軟技能改革的過程中, 教育工作者必須謹慎地實施這種新穎的教育

題材。在 Whitehurst的報告，他提議 6個步驟來執行軟技能教育: 

 

1.  注重提高學生素質, 而不是人格特質； 

2. 實施以尊重社會互動為重點的學校制度; 

3. 善用各種自然而有效的溝通技巧，為個別學生及全班的層面提供

反饋。 

4. 在學生的社會情感行為或自我管理技能上軌道, 確定優先次序; 

5. 在對學生的人際行為可能造成傷害的情況下, 對教師進行補救或

清除的優先事項；和  

6. 採取系統化的方式學習和努力改進改革。 

 

Whitehurst的 6點提議未必是金科玉律，但亦值得本地的教育工作

者細心思考，以更順暢地引入軟技能教育於本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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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優化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安排 

  

 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統計，自 2012 年首屆文憑試至今，通識教

育科的平均合格率接近 90%(附表)，顯示大部份考生在這科的考試

表現已達至最基本或以上水平，從這角度來看，通識科老師在教授

學生的表現也是值得讚許的。 

  

無奈，部份考生對於通識教育科卻頗有微言。首先，這科的考核方

法較側重議論文寫作，此部份實與兩科核心語文科目考卷有較多重

叠。再者，此科的校本評核部份 (School-based Assessment) ，其所

佔分數為科目總分之 20%，所以很多學生從中四級暑假期間就會花

不少時間去搜集資料、設定研究方向、分析、訪問及編寫報告。由

於過程歷時頗長，對於同學來說，實在耗費大量精力和時間。對很

多考生來說，即使努力也未必可以得到合理回報。如果通識教育科

不是必修科，學生可能早已選讀其他選修科目了。 

 

要改善現行的課程安排，教育當局可以考慮調減通識教育科的上課

時數以及改變現行獨立專題探究習作為校內評核或篇幅較短的專題

報告/寫作，而評核等級則只設良好(3 級) 、合格(2 級) 及不合格(1

級) 。事實上，IB Diploma 當中與通識教育科相約的 Theory of 

Knowledge (TOK) & Extended Essay 亦只得 1-3 分評級。 

 

或者對考試公平性持較執著態度的教育工作者會反對 3 級制的評分

方法，認為不同學校學生的水平會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教育當局可

考慮將此科的評級訂為兩級，只設合格(2 級) 及不合格(1 級) ；這

樣有關不公平性的爭論自然大減，而老師和同學亦不須花太多心

力、時間去追星(5**)。因為大學收生最低要求亦會相應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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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取消通識教育為必修科或優化現有課程可讓能力稍遜的學

生將寶貴的學習時間鞏固其他學科的學習；對於能力較佳的學生，

他們可以用騰空出來的時間修讀多一個選修科，如香港大學前校長

徐立之授教早前對傳媒所提及的社會科學科或高階數學科目，例如

HKDSE的 Module 1 (Calculus and Statistics) 或 Module 2 (Algebra and 

Calculus)；同時在語言上有天份的同學亦可選讀除中、英文以外的

一個外語。這樣的課程優化措施才可讓學生為未來的大專教育或職

業打好知識層面的基礎。若教育當局能針對通識教育在現有高中課

程作出修正或優化，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JUPAS) 亦可作以下調整： 

 

如果通識教育不再列為必修科，必修科目就只有中、英、數三科，

最低大學入學資格可改為「332」。至於通識教育科的成績應如何處

理，教育界可從詳計議，尋找適當的處理方法，例如考生只須於校

本評核或校內考試取得合格成績，便可符合大學或專上院校提供學

士學位課程之最低入學要求。 

 

如果通識教育仍然被列為必修科目，當局可在課程設計上作出調

整，包括上課時數以及評核方式；在科目評級方面，無論採用 3級

制或 2級制，最低大學入學資格仍然可以維持不變－考生須獲得四

個核心科目中、英、數、通「3322」成績方符合大學或專上院校提

供學士學位課程之最低入學要求。但通識教育科將不設公開考試部

分，只保留校本評核部分，或以校內考試取代現行評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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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通識科 DSE 歷年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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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上教育 

 

4.1  莫量化寬鬆專上教育   

 

台灣於上世紀 90 年代初推出教育改革，將職業先修學校和專科學校

升格為大學，目的是製造更多大學人才。然而，由於大學的數量大

增，令大學學額大幅上升，最終變成成績不佳的中學畢業生也可以

入讀大學的怪現象。 

 

台灣的大學改革變成量化寬鬆大學學額，部分大學為了滿足學額，

只能夠降低收生門檻，加上不少升格為大學的職業先修學校和專科

學校，未能同步提升教員質素，令整體大學質素被拖累。此外，最

壞的情況是經過多年不斷增加大學學額，大學生變得供應過剩，最

終演變為當台灣大學生畢業，便可能要即時加入失業大軍了。 

 

香港專上教育改革始於 2000 年初，專上教育在過去十多年發展的確

迅速。無奈，教育局忽視由發展過快所産生的後遺症，最終驅使本

地專上教育面對類似台灣大學教育過份擴張所帶來的困局。 

 

審計署署長於上年 10月公佈的一份審計報告(<<適用於自資專上教

育院校的資助計劃>>)指出，由於中學畢業生的數量持續下降，不少

自資專上院校出現收生不足的問題，例如在 2012/13至 2014/15學

年，有六所自資專上院校的收生率持續低於 5成，更有趣的是其中

一間院校竟然在 2014 /15年學年出現「零收生」，反映在專上教育

發展過怏的影響下，其生態已明顯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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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生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沒有做好規劃專上教育發展的工作。其

實，政府早已知悉本地出生嬰兒的數量在 1997-1998 年亞洲銀行危

機發生前已開始下跌，而這跌浪維持至 2003 年才見底(圖一)，這亦

可以解釋教育局預測中學畢業生數量將會持續下降至 2020/21 學年

才從谷底回升。然而，出生嬰兒早在上世紀 90 年代中已開始減少，

政府是沒有可能不知道的，尤其是嬰兒出生率下跌對專上教育改革

一定會産生負面影響，例如十多年後中學畢業生會持續減少是不能

避免的。但從審計署報告資料顯示，教育局在 2010 年後仍然批出 7

幅地皮給予自資課程機構，其中一幅地便是用於興建香港大學轄下

自資院校明德學院，但這學院在開辦不久便因收生不足及出現財

政問題，最終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接管。明

德學院事件正好反映教育局沒有仔細研究過香港專上教育已出現發

展過快的問題。 

 

本地專上教育院校除了面對收生不足的問題，其課程和教學的質素

也受到社會質疑，從副學士畢業生的收入中位數由 2001 年的 18000

元顯著下降至 2011 年的 12360 元來看，副學士畢業生並不太受僱主

歡迎，這結果反映教育局低估中學畢業生希望透過完成副學士學位

後入讀大學的心態。無奈，現實是資助大學銜接學位有限，即使近

年「八大」增加資歷學位，但副學士學生升上「八大」也只是由

2009 /10 學年的 10%上升至 2015/ 16 學年的 16 %，同期的銜接自

資學士學位比例也只是由 12%上升至 32%(圖二)。 

 

誠然，副學士學位是當年董建華任內為香港留下的歷史遺物，2001

年開始擴大專上教育學士課程至現時副學士學位認受性低，這個結

果真是令人感到唏噓。最近，林鄭月娥宣佈以「學券形式」鼓勵中

學畢業生修讀本地自資學士課程或是銜接學位課程，但副學士學位

卻沒有受到政府的同樣資助，林鄭的做法有如判了副學士學位死

刑，看來這個專上學歷已沒有太大前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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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上教育機構盲目地增加課程也令本地專上教育質素受到衝擊。在

2006/ 07 至 2015/16 學年期間，自資全日制經評審專上課程由 294

項大增至 677 項(圖三) ，2017/18 學年更升破 700 項。在中學畢業

生持續減少的情況下，大幅增加專上課程只會更容易暴露專上院校

收 生 不 足 的 問 題 令 專 上 教 育 形 象 受 損 。 

 

政府狂谷專上教育最終令專上教育參與率從 2000/01 學年的 32.8%

大幅提升至 2016 /17 學年的 71%。從這些數字來看，「量」的確是

增加了，質素卻明顯下降，原因是雖然專上院校不斷擴充課程，但

有質素的老師始終不足，為了解決這問題，部分專上院校只有聘請

兼職講師任教，在這情況下，專上教育質素又怎能不轉差呢！此

外，當自資專上院校不斷增加課程數量時，卻只是集中開辦受歡迎

和有收生保證的科目，以保障收生的收入，但最終結果卻令部份專

上院校畢業生未能配合勞動市埸發展，這種勞工(或學歷)錯配正在

逐步窒礙香港的經濟轉型步伐。 

 

有云: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教育局作為掌管香港教育的大腦，

在本地專上教育發展方面，是應該做好規劃，以免教育質素下降。

我們認為教育局是需要有「覺今是而昨非」的勇氣，盡快將在專上

教育的種種面題盡快解決，令香港專上教育重拾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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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香港嬰兒出生數字 

 

 

 

 

   圖二: 近年副學士升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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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2006/07 至 2016/17學年自資全日制經評審專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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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過度教育誘發學歷錯配 

 

香港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已超過七成，然而，只是計算考獲入讀 8間

政府資助大學(下稱「八大」)資格的學生人數，達標率卻只有約四

成，反映未能成功考獲入讀八大資格的學生是超過半數。 

 

誠然，這結果絕對不是意外，因為學術文獻早已指出，不是每一位

中學畢業生都有能力考進大學。無奈，香港父母望子成龍的心態太

強，加上中國人普遍相信擁有大學學歷是踏上成功之路的必經過

程，因此，即使子女未能成功考進八大，本地父母仍會鼓勵他們轉

讀私立或自資專上學院，以加強子女將來進入社會的競爭力。 

 

究竟擁有大學(或大專)學歷的人是否較沒有同等學歷的人優勝？根

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一個研究報告， 

年齡 23 至 25 歲的美國大學畢業生的每年薪酬較中學畢業生多

12000 美元(圖一), 而這個薪酬差距到達 50 歲時已擴大至 46500 美

元，顯示美國大學畢業生的「終生收入」(Life-cycle Income) 的

確較中學畢業生為高。三位明尼蘇達州大學學者於 2015 年也發表一

份美國勞動市場的研究論文 (Over-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Mismatch: Wage Penalties for College Degrees in Business)，

指出 25 至 34 歲之間的學士學位持有人的薪酬中位數比只有高中學

歷的人高 2.14 倍。至於香港，政府統計處公佈的「2016 年香港的

住户收入分布報告」也有類似結果，有大學學位的本地勞工的每月

薪酬中位數較高中畢業生多 14000港元。 

 

雖然文獻已有共識，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在職業薪酬上比沒有同等學

歷的人高，但這結論是因為在處理數據上，採用了平均或中位數薪

酬作為比較基準。然而，大家有沒有想過現時一位只有中學學歷的

建造業工人(或從事 STEM 行業的工人)的薪酬隨時遠高於一位做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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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工的大學畢業生，這例子正好反映以上的學術研究結果的有效

性是有限的。 

 

美國教育專家 Mark Schneider 採用「追踪分析」(longitudinal 

Analysis) 比較學士學位和非學士學位的勞工薪酬差距，發現學校

類型，學校選擇水準，學校成本和助學金，大學主修，後期職業等

因素，也可以影響到大學學位的回報率。以學校類型為例，

Schneider 在 2010 年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Is College Worth 

the Investment?”)指出入讀最有選擇性的私立大學的人的終生工

資溢價 (Life-cycle Wage Premium) 超過 62 萬美元。另外，入讀

公立大學的回報率又較私立大學高；即使在相同的學校類型和選擇

性類別，回報率的差距也是驚人的；例如，入讀一所競爭性公立學

校的平均回報率為 9%，但此類別中最高的比率為 12%,最低卻只有

6% (圖二) 。從 Schneider的研究結果來看，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究

竟高等教育是否一個聰明的投資？答案是在乎不少客觀和個人因

素，難於一概而論。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在 2016 年 6 月公布一份名為「人力調整為

香港帶來的挑戰」的研究簡報，指出「過去 20 年來，每年平均約有

4 萬名持大學學歷的新增人口加入就業市場。因此，持有學位人士

佔整體勞動人口的比例上揚至 29%，為 1994 年的 9%的 3 倍以上。縱

使學歷提升對香港整體有利，但由於經濟增長減速及發展知識型經

濟的步伐緩慢，高端職位的創造速度似乎未能追上人力發展。」(圖

三) 。從以上的分析，大家會發現現時越來越多的持有學位人士未能

取得較高端的工作，反映香港的學歷錯配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 

 

雖然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的研究簡報認為學歷錯配問題是由於

經濟增長及經濟轉型步伐緩慢所引起，然而，香港勞動市場出現的

「過度教育」 (Over-education) 問題也要負上部份責任，原因是

在過去十多年，政府不斷量化寬鬆專上教育，令擁有大學學歷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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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幅增加，形成供過於求，最終驅使勞動市場出現明顯學歷錯配

的現象。 

 

最近東華書院商學院採用網上平台，訪問招聘人員和員工，了解

「過度教育」問題的嚴重程度，初步結果顯示二成四的受訪人士表

示自己的教育程度是超過現時工作的資格。非常有趣，這百分比與

立法會秘書處的研究簡報提供的數字頗接近。 

 

在 4.3 部份，我們將會提議引入類似瑞士的職業教育和訓綀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的優化版，希望能夠解決

「過度教育」和中學生與職業教育及專項技術培訓的涵接問題，從

而解決本地勞工的學歷錯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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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薪酬軌跡 (Earning Trajectories) 

 

 

圖二: 按大學類型的學士學位投資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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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994-2015 年間持有學位的的新增工作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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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高職業教育質素  增強勞工市場實力 

 

根據跨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 ManpowerGroup 的「全球人才缺乏調查

報告」，有七成的香港僱主認為在填補公司空缺方面存在困難，較

2015 年的調查結果六成半更高(圖一)。調查報告又指出，難以填補

工作空缺的其中兩個主要原因是勞工缺乏硬技能(技術職能)和軟技

能(職場職能) ，反映勞動市場對擁有這兩種技能的勞工是有實際需

求。 

 

從過去十幾年的香港職業教育的發展來看，大家不難理解現時本地

僱主面對「請人難」的問題。然而，ManpowerGroup 的調查結果顯

示，這問題已不斷惡化，可能為本地勞動市場或甚至香港經濟發展

帶來衝擊。因此，政府是不能掉以輕心，應該盡快找出辦法來解決

本地技能勞工供應不足的問題，以配合中長期經濟發展的需要。 

 

職訓局現時是本地唯一的法定機構，推動職業教育發展。目前，職

訓局轄下共有 13 個機構成員，提供職業教育和培訓。在 2015 年

中，特區政府成立「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一年後，專責小組

向教育局提交報告，列出推廣職業教育及培訓的三大策略: (1) 重

塑職業教育及培訓； (2) 加強推廣；及(3) 持續工作。此三大策略

涉及 27項建議，以改變職業教育為次選的固有觀感為長期目標。 

 

專責小組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職業教育的最大問題是不能給予本

地父母好的觀感，除了大部分中國父母認為工字不出頭外，中學生

亦對職業教育抱有負面態度。最近，「關注兒童發展權利聯席」發

表一份關於中學生對職業教育觀感的調查報告，結果顯示有六成半

的受訪者不會考慮中學期間報讀職業專才課程。另外，有接近三成

受訪者認為職業教育課程形象負面，反映不少市民對本地的職業教

育欠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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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勞動市場存在技能勞工供應不足的問題是可以改善的，而最有

效的方法是政府盡快提升職業教育的質素和形象，從而吸引更多中

學生修讀這類課程。此外，職訓局旗下的機構成員必須重新整合，

例如將大部分機構成員合併為一間水準一流及有規模的職業教育學

院，這做法是透過規模效應來提高學院的質素和競爭力。 

 

在改革本地職業教育方面，特區政府可以參考瑞士的雙軌制和實地

學習的職業教育模式。所謂雙軌制是提供中學生校內教育和實地學

習；在瑞士，學生每週會有一至兩天留在學校上理論課，其餘的學

習時間是用於實地學習(或學徒訓練)。政府希望學生接受三至四年

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後，能夠(1) 學習足夠專業技能；(2) 有效地組織

工作、系統地解決問題和改進工作的執行能力，和(3) 提高社會技

能(定義為團隊工作和衝突管理,能夠獨立獲得新的知識, 並能進行

專業的互動)。 

 

瑞士的職業教育質素能夠得到國際認同是有賴當地政府的仔細規劃

和有效地執行政策，但如果沒有業界的支持，瑞士是沒有可能成功

的。根據教育部的資料，有三成瑞士公司參加當地職業教育和訓練

制度，顯示業界樂意參加這教育計劃，並作為「教育僱主」，而當

學生接受三至四年的學徒訓練及校內教育後，理論和實踐水平將會

大幅增加，這會有助推動瑞士勞動市場的健康發展。 

 

瑞士的學徒訓練是非常個人化，主要是提高學生的工作興趣和才

能。由於學徒工資低於瑞士的最低工資，所以參加職業教育的公司

是不需要負擔龐大的訓練學徒成本，但最重要的是公司可以透過學

徒計劃吸納新血，對補充人才方面是有頗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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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政府非常重視職業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學徒學習的知識

和培訓均由業界提供，因為業界應該是最明白行業發展的需要。從

這角度來看，職業教育的發展差不多由瑞士的業界主導，這做法也

有利當地業界將技術和學徒實習達至無縫交接的地步。 

 

特區政府可以參考瑞士來優化本地的職業教育，我們提議中五學生

考畢校內試後，若取得合格或以上的成績，便可以選擇三至四年的

職業教育(圖二) 。 我們提出中五學生能夠嘗試考入職業教育學院是

因為學生完成中五課程已有一定的基本學科知識，所以不會影響學

生將來求職的能力。另外，中六生在取得 DSE 成績後也可以報讀職

業教育學院，完成這課程後便可以直接進入勞動市場找尋工作。而

有興趣繼續進修的學生也可以報讀大學，大學也可以提供入學試給

予這類學生。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學院教授 Robert Schwartz曾說，瑞士的職業教

育和訓練制度已達至「黃金標準」，反映瑞士在推行這類教育是成

功的。綜觀香港的職業教育，其水平明顯落後於瑞士，然而，在本

地勞動市場卻缺乏技能勞工。因此，特區政府是時侯盡快改善香港

職業教育，以支持和加快經濟轉型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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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不同國家僱主對填補工作空缺感到困難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ManpowerGroup 2015 Talent Shortage Surve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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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提議的香港教育楷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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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 

 

在現今世界，勞動市場對勞工的要求和工作方式已與以往大有不

同，特別是第 4 個工業革命時代已經來臨，缺乏技術的勞工會逐漸

失去競爭力，最終要面對長期失業的可能性或失去在社會向上流動

的能力。 

 

跨國電腦科技公司微軟(Microsoft)在其網頁上指出: 「技術從基礎

改變生活和工作方式 – 並終將決定業務成長和創新方式。」誠

然，世界正在急速變化，傳統經濟已逐漸被新經濟代替，企業為了

生存便要不斷創新。然而，創新的背後是需要知識支持，因此教育

便變成所有創新的源頭，沒有良好的教育基礎，社會又怎能製造人

才呢？ 

 

香港能否成功轉型至知識型經濟體系是在乎政府改善教育政策的能

力。無可否認，教育局在過去十多年已為香港教育進行改革，無

奈，成績未如理想。有見及此，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在大約三

年前，便開始對本地教育展開詳細研究，再加上教育界朋友提供寶

貴意見，最終得以完成這個研究。 

 

 

報告提出的部分意見例如「現象教學」和 SEL 是否能夠成功推行尚

待進一步驗證，但負責制定教育政策的高官是不能繼續持有「少做

少錯」的態度來看待教育發展。在二十一世紀時代，學生需要硬技

術和軟技能，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政府不可視而不見。若要超越競

爭對手新加坡，提升香港的教育質素肯定是邁向正確方向的第一

步。 



 56 

參考文獻 

Bedard, K. and Dhuey, E. (2006), “The persistence of early childhood 

maturity: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f long run age effec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1, issue, pp.1437-1472. 

 

Black, S.E., Devereux, P.J. and Salvanes, K. (2008), “Too young to leave 

the nest? The effects of school starting age,”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3452. 

 

Cunha, F., Heckman, J.J., Lochner, L. and Masterov, D. (2006), 

“Interpreting the evidence on life-cycle skill formation,” in    

Hanushek E. and Welch, F.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Chapter 12, pp.697-812. 

 

Ferestein, G. and Hershbein, B. (2013), “How much does high school matter? 

High school classes and subsequent college performance,”Manuscript. 

 

Ferestein, G. and Hershbein, B. (2016), “How important are high school 

course to college performance? Less than you might think,”Brown Center 

Chalkboard, Brown Center. 

 

Fredriksson, P. and B. Ockert (2006), “Is early learning really more 

productive? The effect of school starting age on school and labour 

market force,” IFAU Working Paper 2006:12. 

 

Heckman, J. and Kautz, T.D., (2012) “Hard evidence on soft skills,” 

Labour Economics, Vol. 19, No. 4. 

 

Kaaguuchi, D. (2006) “The effect of age at school entry on education and 

income,” ESR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162. 

 



 57 

Li, I., Malvin, M. and Simonson, R.D., (2015), “Over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mismatch: Wage penalties for college degree in  Business,” 

Jour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Vol. 90, Issue 3,pp. 119-125 

 

Price, H. (2015),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The next door reform 

frontier,” Economic Stud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inceton-Brookings, (2017). The Future of Children, Vol. 27, No. 1. 

 

Puhani, P.A. and A.M. Weber (2005), “Does the early bird catch the worm?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es of educational effects of age of 

school nntry in Germany,”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827. 

 

Schneider, M., (2015), “Is college worth the investment?”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ion Research Report. 

 

Vegas, E. and Coffin, C. (2015), “When education expand; true matte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cent international dat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Whitehursi, W., (2010) “Hard thinking on soft skills,” Economic Studi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New Vision for Education: Foster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through Technology,”WEF Report. 

 

立法會秘書處，(2016)，「人力調整為香港帶來挑戰」，《研究簡報》。 

 

 



 58 

鳴謝 

 

我們感謝李少南教授、溫美玉校長、周敏賢老師、鮑國雄老師和譚

綺雯老師提供寶貴意見。我們亦希望向三位實習生，李永澤、梁德

綸和繆慧盈，對本研究的參與及數據分析表達謝意。 

 

若報告有任何錯漏，乃作者之責任。此外，本報告發表之所有意見

僅屬作者的立場，並不反映與作者相關的任何組織的立場。 

 

 

 

 

 

 

 

 

 

 

 

 

 

 

 

 



 59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