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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雙管齊下，致力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及公帑資助界別的發展。由

2001 年起，為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穩健和持續發展及提升界別質素，政府

推出多項適用於自資專上教育院校 (自資院校) 的資助計劃 (由教育局或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管理)。此等計劃包括：(a) 批地計劃；(b) 開辦課程貸

款計劃；(c)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d) 資歷架構支援計劃；(e) 資歷架構基金；(f) 配

對補助金計劃；(g) 研究基金；及 (h) 發還差餉及地租。

2.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28 所自資院校符合政府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

這 28 所自資院校中，部分直接提供自資專上課程 (即副學位及學士學位課程)，

其他則通過其附屬學院提供。如將附屬學院與其所屬院校分開計算，共有

40 所院校／附屬學院 (下稱自資課程機構)。在 2014/15 學年，76 801 名學生修

讀 627 項全日制自資專上課程。

3. 審計署在 2016 年 4 月就適用於自資院校的資助計劃展開審查。審查工

作主要集中於 4 項計劃，分別是批地計劃、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自資專上教育

基金，以及配對補助金計劃。

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的管理

4. 處理批地計劃的申請 該計劃以象徵式地價向自資課程機構批出用地或

以象徵式租金租出空置校舍。批地計劃的用地／校舍申請由評核委員會 (包括

1 名由非官方委員擔任的主席、7 名非官方委員及 1 名官方委員) 評核及作出

建議，並由教育局局長批准。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政府在批地計劃下批出

17 幅用地／校舍。審計署審查批地計劃的申請時，留意到在審批申請程序中

有不足之處：(a) 2008 年 12 月，自資課程機構 A (隸屬於某教資會資助大學)

申請批地計劃的校舍供自資課程機構 B (自資課程機構 A 的分部) 使用。有別

於教育局在批准申請時的既定做法，有關申請 (與同一批另外兩宗申請一起)

只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而非教育局局長批准；(b) 2011 年 12 月，自資課程機

構 C (由該教資會資助大學管控) 申 請暫時使用該校舍為期 3 年，直至

2014/15 學年結束，而有關申請獲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批准；(c) 其後，自資課程

適用於自資專上教育院校的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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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C 於 2015 年 1 月申請延長使用該校舍多 3 年，直至 2018 年 8 月，而有關

申請獲一名教育局副秘書長批准。校舍使用者由自資課程機構 B (用以開辦副

學位課程) 改為自資課程機構 C (用以開辦學士學位課程)，雖屬暫時性質，乃

是根本及重大的改動。然而，教育局批准自資課程機構 C 暫時使用該校舍及延

長使用期，均沒有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2016 年 5 月，由於經營困難，自

資課程機構 C 被自資課程機構 A 接管；及 (d) 教育局並無與自資課程機構 C 簽

訂具法律約束力的協議，因此自資課程機構 C 無須亦沒有提交任何周年進度報

告，以供教育局監察表現 (第 1.5(a) 及 2.3 至 2.5 段)。

5. 批地計劃批約的續期 在批地計劃下，用地／校舍批予承批機構10 年，

每 10 年可續期一次。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5 幅用地的批約期已屆滿，而

有關的承批機構已申請續期。根據現行做法，續期申請只須由負責的教育局首

席助理秘書長評核及批准。審計署審視這 5 宗批約的續期申請，發現在某些情

況下或須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以確保批出有關續期的做法恰當。舉例說：

(a) 在一宗續期申請中，有關的自資課程機構的經本地評審副學位課程近年出

現收生人數低於預計人數的趨勢；及 (b) 在另一宗續期申請中，地政總署發現

有關自資課程機構違反批地條件 (第 2.3(a) 及 2.9 段)。

6. 未動用的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貸款餘額 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為自資課程機

構提供免息貸款，以供校園發展。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共批出 39 筆貸款，

貸款額達 73 億元。由 2006 年 7 月起，借款機構須在最後一次提取貸款後 2 年，

按要求把未動用的貸款餘額一筆過退還政府。教育局主要靠借款機構匯報工程

費用，以找出是否有未動用的貸款餘額。審計署留意到，教育局並無要求借款

機構就工程提交經核證帳目，因而無法確定借款機構所匯報的工程費用是否準

確 (第 1.5(b)、2.12 及 2.14 段)。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及配對補助金計劃的管理

7.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的管理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通過質素提升支援計劃

(支援計劃) 資助值得支持的非工程項目，以提升自資課程機構的教育質素。基

金亦通過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向自資課程機構提名的傑出學生提供獎學金／獎

項。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基金共批出 30 個項目，涉及金額 1.36 億元，並

向約 16 100 名學生批出共 3.08 億元的獎學金／獎項。審計署發現：(a) 截至

2015/16 學年，在 40 個自資課程機構中，11 個 (28%) 從未提交支援計劃申請；

(b) 教育局並無提供回饋，讓支援計劃申請被拒的機構得知可如何改善，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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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日後提出申請；及 (c) 未發放的獎學金／獎項金額，由 2012/13 學年的 68 萬

元增至 2014/15 學年的 385 萬元，增幅為 466%。在未發放的 385 萬元中，

375 萬元 (97%) 為外展體驗獎得獎學生的獎金，獎金未能發放是因為有關學生

未有參加所規定的外展活動 (第 1.5(c)、3.2、3.7、3.8 及 3.20 段)。

8. 配對補助金計劃的管理 該計劃為專上教育院校籌得的私人捐款提供配

對補助金，協助院校開拓經費以提升教育質素。自計劃於 2003 年 7 月推出以

來，通過 6 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分配，共向 17 所院校批撥 74 億元。審計署

審視了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撥款分配，發現：(a) 大部分 (82%) 的配對補助

金撥予 17 所院校中的 8 所教資會資助大學；(b) 1 所自資院校並無提交

2014/15 學年的核數師報告，以證明有關院校已符合批撥配對補助金的條件；

及 (c) 並沒有機制核實院校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使用配對補助金 (第 1.5(f)、

3.25、3.27、3.29 及 3.30 段)。

未來路向

9. 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最新發展 為自資專上教育界別制訂的《管治及質

素保證良好規範守則》(《良好規範守則》) 於 2015 年 6 月公布，供自資院校自

行決定是否實施。《良好規範守則》共載有 27 項良好規範，旨在提升自資院校

運作上的透明度及公眾問責性。教育局鼓勵自資院校遵循守則，並監察其推行

進度。審計署審視了 5 項良好規範，發現：(a) 在該 40 個自資課程機構 (見第

2 段) 中，不足四分一的機構在其網頁披露策略及運作計劃、年報、財務資料，

以及質素保證及課程檢討的結果；及 (b) 自資課程機構的資料披露程度差別甚

大。審計署亦留意到，教育局於2012 年2 月推出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電

子報名平台)，以便申請人報讀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聯招辦法) 以外的專上課程。

然而，電子報名平台只供自資院校收取申請，而申請人獲多所自資院校提供學

額的情況甚為普遍。為減少浪費學額，自資院校收取留位費，並要求學生在開

課前繳交課程的首期學費。在 2012/13 至 2015/16 學年期間，每年被沒收的留

位費和首期學費合計由 2,100 萬元至 2,600 萬元不等 (第 4.2 至 4.5、4.7、4.15

及 4.16 段)。

10. 政府資助計劃的未來路向 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專上課程的收生人數

近年下跌了 9%，由 2012/13 學年的 84 157 人減至 2014/15 學年的 76 801 人。

根據教育局在 2015 年 8 月所作的預測，中學畢業生人數下跌的情況會持續到

2022/23 學年。該預測亦指出，由 2017/18 學年開始，專上教育學額會超過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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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的總體人數。由於收生不足，一所自資院校於 2014 年關閉，又有一所

自資院校於 2016 年被另一所自資院校接管。審計署對 27 所自資院校收生率 (第

一年學生的實際人數除以提供的學額) 所作的分析結果亦顯示，在 2012/13 至

2014/15 學年，其中 6 所自資院校的收生率一直低於 50% (第 4.23 及 4.24 段)。

審計署的建議

11.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

署建議 教育局局長應：

處理批地計劃的申請

(a) 採取措施，確保批地計劃的用地／校舍申請由教育局局長適當地批

准 (第 2.6(a)段 )；

(b) 在處理批地計劃時如涉及重大事宜 (例如更改批地計劃用地／校舍
的使用者)，徵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並在有需要時尋求教育局局
長的批准 (第 2.6(b)段 )；

(c) 如批地計劃個案涉及更改使用者，與新使用者簽訂具法律約束力的

協議 (第 2.6(c)段 )；

批地計劃批約的續期

(d) 發出指引，說明在評核批地計劃的續期申請時，應在何種情況下徵

詢評核委員會的意見，以確保批出有關續期的做法恰當 (第 2.10(a)
段 )；

未動用的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貸款餘額

(e) 採取措施，確保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借款機構所匯報的工程費用準確

(第 2.15(b)段 )；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的管理

(f) 查明為何有些自資課程機構不參加支援計劃，並採取措施，鼓勵自

資課程機構申請支援計劃的撥款 (第 3.23(a)及 (b)段 )；

(g) 提供回饋，讓支援計劃申請被拒的機構得知可如何改善，以助其日

後提出申請 (第 3.23(c)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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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檢討為何眾多學生未能參加外展體驗獎所規定的外展活動，並採取

適當行動應對有關問題 (第 3.23(h)及 (i)段 )；

配對補助金計劃的管理

(i) 探討更有效方法，協助教資會資助大學以外的院校獲得配對補助金

(第 3.31段)；

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的最新發展

(j) 設法鼓勵自資課程機構在其網頁盡量披露《良好規範守則》所訂明

的資料，並協助自資課程機構改善其資料的披露情況 (第4.19(a)(ii)
及 (iii)段 )；

(k) 研究可否提升電子報名平台，使之成為處理專上課程報名及取錄學

生的統一平台 (第 4.19(d)段 )；

(l) 致力促進聯招辦法與電子報名平台合併 (第 4.19(e)段 )；及

政府資助計劃的未來路向

(m) 為推動自資專上教育界別穩健和持續發展，考慮檢討政府資助計劃

的成效，以決定資助計劃的未來路向，使之與界別發展相配合 (第
4.27(a)段 )。

12. 審計署建議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應：

(a) 向仍未提交核數師報告的自資院校作出跟進 (第 3.32(a)段 )；及

(b) 與教育局局長合作，設立機制核實各所院校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使

用配對補助金 (第 3.32(b)段 )。

政府的回應

13. 政府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