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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 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
邬大光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 香港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巨大变化正在引起国际高等
教育界的重视。在香港本土, 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也在引起人们的争议, 如何评
价九十年代以来香港高等教育发展及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不仅是香港自身的问题, 对整个亚太
地区都有借鉴意义。
一、
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的若干巨大转变
1988 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成立, 拉开了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序幕, 并展示了香港政
府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雄心。进入九十年代, 香港政府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若干的重大调整, 香港
高等教育伴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及稳定发展, 进入了巨变的时代。这些巨变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
容: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 学额激增, 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
香港的高等教育完全是精英教育, 当时香港的“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只资助五所高等学校,
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城市理工学院、
香港理工学院和香港浸会学院, 适龄青年接受高等
教育的机会, 平均不过 3% , 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和高中毕业生只好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 专业人才
匮乏, 满足不了香港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民主化的需求。
香港科技大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得以成立。
1988 年香港科技大学正式注册, 1991 年开始招生, 当年招生 500 名, 1993 年在校生增至 2000 名,
1995 年增至 7000 名, 1998 年将增至 10000 名, 若加上兼读学生, 预计学生总人数最多时将达到
13000 名。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历程, 是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大发展的缩影。除了增设新大学之
外, 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 香港政府为适应香港经济的持续腾飞, 大力扩展高等教育学额, 使适龄青
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上升到 5% , 在 1994 年由香港“
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
公布的《
高等
教育: 1995 年至 2001 年中期报告》中, 1987—1995 年度全日制学额指标统计, 1987—88 年学额为
32635 名, 1994—95 学年达到 55795 名, 并力图在 1995 年度使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 18% , 目
前这一计划正在实施之中。从 1991 开始, 私立岭南学院由“
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
拨款, 这就
使由港府拨款的高校从五所增至七所。
香港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是香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大转
变。
——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 提高高等学校教师待遇, 以强化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和控制。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 “
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对所管理的高等学校经费拨款有了大幅度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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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980 年比 1977 年增加了 507596 千元, 1985 年比 1980 年增加了 1032178 千元, 1990 年比 1985
年增加了 2452987 千元, 1992 年比 1990 年增加了 3232458 千元( 见表 1) 。
表1
学年
经费

1977—1993 年度高等教育经费统计表 ( 单位: 千元)
77—78
80—81
85—86
90—91
350420
858016
1890194
4343181

92—93
7575639

注: 该项统计包括大学及理工学院补助费( 含薪水) 和“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 含大学生补助费)
资料来源: 1977—1994 香港统计年鉴( 摘其部分年度) 。

伴随着港府对高等教育拨款的大幅度增加, 大学教师的待遇亦有了明显的改变。
据称, 目前, 香
港高等学校教师的待遇居世界前列, 这种高待遇吸引了世界各国高校教师向香港的流动, 从而提高
了香港高校教师的整体水平。据统计, 在“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所拨款的七所高校中, 具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70% ( 见表 2) 。
表2

美国、
香港与新加坡学术人员年薪 比较( 单位: 美元)
美国( 高等学校) 1993—1994( 九个月年薪)

新博士
平均
52300

助理 教授
平均
新聘
53000 54500

平均
57000

副教授
新聘
62300

香港 1993—1994: ( 大学制 12
副讲师
讲师
高级讲师
35223
48762
75319
～45085
～80793
～100939
( 人文学科) 1993—1994
平均为商学院的 60—70%

新加坡 1993—1994( 大学制
无副讲师

讲师
34924
～44627

高级讲师
40747
～73848

个月年薪)
教授
78392
～104139

教授
平均
新聘
72200 83500

讲座教授
107254( 最低)

12 个月年薪)
副教授
65425
～91114

讲座教授
( 无资料)

资料来源: 《信报》1994. 5. 6

学院升大学, 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
八十年代末期之前, 香港只有两所大学, 即香港大学和香港
中文大学。1991 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成立, 为日后其他学院升格为大学奠定了基础。1994 年初, 港府
决定从 1995 年起把香港理工学院、
香港城市理工学院、
浸会学院升格为大学, 为二十一世纪的香港
创造更优良的条件。迄今为止, 香港已有六所大学。面临这种学院升格的趋势, 其他学院如树仁学
院等也在积极争取, 期望在 1996 年成为私立大学。随着大学数目的增加, “
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
员会”
也易名为“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
——重视科学研究, 增加科研经费, 提高研究水平。1989 年 10 月, “
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
会”
向港府提交有关增加科研经费和成立研究资助局的建议。研究资助局于 1991 年 1 月 1 日正式
成立, 统筹香港各高等学校的研究计划, 以发展一个足以保持学术蓬勃发展和合乎香港需要的学术
基础。港府为了强化各大学的科学研究, 遂拨出 1. 2 亿元作为 1988 年至 1991 年三年度的研究经
费, 这笔经费约占这三个年度整体拨款的 2% 。“
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
同时决定, 拨出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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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应划作指定用途, 1988 年至 1989 年度为 3 千万元, 1989 年至 1990 年度为 4 千万元, 1990 年至
1991 年度为 5 千万元; 并要求各院校在整体拨款中, 拨出同等比例的款项( 即多拨出 2% , 共 4% ) ,
提供研究所需要的基本设施。
科研经费的增加及研究资助局的成立, 调动了高等学校教师从事科学
研究的积极性, 提高了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 并增强了香港科学技术研究水平在国际上的竞争能
力。
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的巨变是全方位的, 这种巨变的深远影响及回报在现阶段似乎尚未十
分明显, 并且由于巨变的跳跃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诸如学额激增而引起的高中毕业生学额不
足, 学额激增而引起的教学条件不足, 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九十年代以来香港高等教育政策的怀疑。
如何正确评价香港高等教育的巨变, 对香港高等教育迈向二十一世纪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对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若干转变的基本分析
香港高等教育政策在九十年代的巨大调整和香港高等教育的大发展, 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
它
究竟是超越了香港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适应了香港经济的发展水平, 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产
生了较大的争议。
香港高等教育的急剧发展和学额扩大, 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
殊不知在过去十几年里亚太和
发达国家地区都在迅速发展高等教育, 以适应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于 1985 年每 10 万人中,
便有 2050 名大学生; 韩国每十万人中有 2650 名; 台湾若只计大学( 不计理工学院) , 则有 950 名, 若
包括理工学院, 则有 2050 名。香港包括一切大学生在内, 只有 1200 名。由此可见, 在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口比例上, 香港还远远落后在亚洲其他先进国家和地区之后。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事实证
明, 社会越多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越有益于创造更大的经济财富。一般来说, 愈是先进的国家或地
区, 愈是繁荣和发达的社会, 对专业及尖端人才的需求愈迫切, 既表现在量的追求, 也表现在质和层
次上的追求。这在亚太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证实。例如日本在 1949 年之前, 高等教育采取的是绝对
的精英政策, 其科技及工业的发展, 虽比亚洲各国先进, 但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战后, 日本重视
人力资源,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而日本经济也相应地得到发展, 日本却从来未有大学生供过于求而
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问题。
从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来看, 亚太地区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
市场潜力最雄厚的地区,
而香港在亚太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完善的基建设施及经济运作体制。因此, 香港未来在
国际经济领域地位必定会进一步提高及强化。
二十一世纪将是亚洲太平洋区的新纪元, 也是香港的
新纪元。届时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中心将转移至这个区域。新纪元的来临, 既为香港经济和高等教
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也提供了挑战。
香港目前被称之为国际化城市, 事实上香港的国际化还只是体现金融和贸易两个领域。
在这个
意义上说, 香港的国际化概念还只是一个相对“狭义”
的概念。真正的国际化都市应该在科学技术、
文化等领域都体现出世界水平, 包括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内。
西方学者曾从文化中心和科学技术
中心转移的两个维度, 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 根据这一思路, 笔者曾从高等教育中心
的维度对西方社会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转移进行了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文化
中心和科学中心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 在文化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形成之前或同时,
都伴随着一个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峰; 一个国家或地区, 无论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曾处于何等领先的地
位, 如果不自觉地以教育为先导, 使之与本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联系, 就难以保持其中心地位; 高等
教育的不发达及衰退必然导致科学人才的匮乏, 从而导致科学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转移。
上述结论同
样适合于香港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
香港是国际城市, 是执牛耳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香港在发展过程中, 经济比重由制造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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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知识密集和服务业方面转移, 即使在制造业之中, 亦由劳动力密集走向高科技、高产值的生产, 为
了维持九十年代香港经济的成长及保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香港需要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
人才。香港政府在九十年代初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到 1996 年, 持有学位的就业人数需要约 5 千
名。虽然香港最近的一次人力预测, 推翻了九十年代初的预测, 估计大学毕业生在市场上将会供应
过量。
但最近一次预测做出的结论( 大学生供应过量) 是没有调查劳动市场实际的状况, 只从数据上
推论而已。而且根据 1991 年的资料, 香港人力市场中的大学毕业生仍有超过 40% , 不是由本地大
学培训的。因此, 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的扩张有其积极的意义。
再从香港的科技实力来看, 目前, 香港的科技力量较弱, 纯粹从事科技事业的人员不多。在香
港, 几乎没有独立的科学技术研究所, 没有科学院。
大学研究所的数量也不是很多, 这样教学就很难
跟上整个学科的发展, 也难以提高教学水准。虽然香港在培养人的技能和职业教育方面很成功, 学
校传授的知识与实际工作的紧密结合, 使学生毕业就能适应所从事的工作, 成为工商发展的新型人
才。
但在九十年代之后, 香港将由港人自治, 要使香港在全中国占领先地位, 并继续保持香港作为华
南乃至沿海地区重要经济城市的地位, 光是培养工商业人才还不够, 必须提高和扩大教育层面, 注
重高科技的研究工作, 培养出高质量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 发挥和加强香港的经济辐射力。
综上所述, 香港高等教育在九十年代的大发展及相应的高等教育政策, 是符合香港国际化城市
的目标的, 是保持香港经济和社会繁荣、
迎接二十一世纪挑战的有力措施。
三、
香港高等教育的前瞻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是整个亚太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香港能否保持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以及率先走向二十一世纪, 香港的高等教育在未来的几年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尤其是随着“九
七”
的到来, 香港的高等教育亦面临着跨越“
九七”
的现实。
1994 年“
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
公布的 1995 年至 2001 年中期报告, 为迈向二十一世纪
的香港高等教育规划了蓝图。从学额来看, 无论是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将持续地稳定发展( 见表 3) 。

年 份
预科生人数
最高入学人数

表3
1995
18000
18520

预计 1995—2001 高等教育学额增长统计表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8650
19000
19300
19450
19550
19170
19520
19820
19970
20070

2001
19700
20220

注: 最高入学人数, 包括有 1500 名非应届预科毕业生, 会报读第一年学士学位课程。
资料来源: 香港《文汇报》1994. 3. 5

年度
学额

94—95
6965

1994—1998 研究生学额扩展统计表
95—96
96—97
7554
8130

97—98
8666

资料来源: 《星岛日报》1994. 3. 3

可以看出, 预计 1995 年至 1998 年研究生修课课程的学额每年约增加 8% , 而研究生研究课程
的学额则每年约增加 5% 。对学士学位课程学额而言, 1995 年至 1998 年度将进入巩固期, 所以第一
学年的学士学位课程学额总数将维持在 14500 个, 以配合港府的人力需求目标, 而在早年增加的学
生人数的影响下, 1995 年至 1998 年的学士学位课程只学生人数就会增加 12% 。
在学额分配方面, “
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
已向七所院校阐述其日后所担当的不同角色,
希望为院校定位后, 各院校泾渭分明而相辅相成的角色, 能够符合社会的利益, 并使得政府的资源
得以善用。按“
大学及理工教育委员会”
的定位, 三所大学未来将集中开办学士级高等学位课程, 重
点放在学术及研究工作上; 两所理工大学则提供一系列文凭及深造课程, 特别侧重专业及职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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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余下的浸会大学和岭南学院, 则旨在提供广泛的通识教育而非专科的专业训练, 并会积极发展
为主要开办学位课程的认可学位颁发机构。
中期报告希望高等教育能在九十年代与二十一世纪踏上新路, 是合理的和有远见的。
由于东南
亚和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将有很大的发展, 香港为保存它仅有的社会经济优势, 必须在这代教育做出
相应的准备。中期报告建议高等教育跳出香港以外, 以“非常留意香港以外”的取向扩展, 是明智而
有见地的意见。跳出香港而建新香港, 正好是九七前夕积极进取的构思。
从香港回归祖国看香港高等教育的走向。
半个世纪以来, 由于东西方冷战及意识形态对抗等种
种因素, 香港跟内地的文化教育制度被浅浅的深圳河基本上隔断了。
九七年香港就要回归中国的怀
抱, 香港将会经历一个独特的非殖民化过程。这个转变, 反映在教育体制上, 至少应该包括两层意
义。首先, 是民族回归, 重新融合。其次, 香港的回归采用了独特的“
一国两制”
模式, “一国两制”
的
提出, 是为了尊重历史, 尊重现实, 承认香港过去百年来所经受的虽然是殖民地统治, 但其社会经济
法律诸制度含有相对合理的内核, 不能简单抹煞, 在未来自应加以维护和发展。
因此, 中英联合声明
和基本法都规定了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
九七”以后基本不变。香港教育不但要在“
九七”
平稳过渡, 更要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在迈向“
九七”的进程中, 香港高等教育的教学, 既要重视专业课程, 也要考虑到未来与大陆越
来越密切的专业交流这种现实, 在课程设置方面可开设大陆法律、
经济( 包括投资) 、
语言文学等一
些实用课程, 使香港大学生更广泛地了解中国的国情。
香港高等教育具有丰富的培养工商管理人才
的经验, 这正是大陆高等教育方面所欠缺的。以会计师为例, 目前大陆具有 2. 5 万名合格的注册会
计师, 比实际需要的 30 万人相差甚远。大陆经济在迈向国际化的进程中, 需要具有高水平的经济工
作方面的专业人才, 因此, 香港高等教育机构可利用自己的优势, 为大陆培养合格的、
大量的工商管
理人才。
香港高等教育可以利用亚太经济大发展的成熟向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招生, 将招生的范围
地域扩大, 将收益超越时空限制。
应该承认, 香港高等教育在“外向”
方面, 即与西方融合方面已建立
了相当稳健的基础; 但在“
内向”方面, 即与大陆的融合方面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从香港和中国走向
世界的大目标出发, 香港高等教育在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中应起到桥梁的
作用。这是香港高等教育在未来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从现阶段香港社会争论的几个热点问题看未来香港高等教育的走向。诸如在 1994 年, 关于香
港高等教育的学制问题, 关于对大陆学制的认可问题, 关于教学语言的英语教学和普通话教学问
题, 关于引进大陆高级专门人才的问题等。上述问题虽然不仅仅是高等教育问题, 但又都与香港高
等教育的发展前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或重或轻地影响到未来香港高等教育的走向。
以香港高等
教育的学制问题为例, 目前实行的是三年制, 这是由港府在 1988 年强行规定的, 近几年一直对此争
论不休, 去年达到高潮。
应该说, 高等学校四年制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主要趋势, 香港高等教育既然要
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 实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实行四年制显然利大于弊。
诚然, 学制改革还要
涉及到香港的中学教育体制和某些具体问题。但拒世界教育潮流之外, 显然是不合时宜。因此, 无
论是在学制问题上, 还是在学历认可和教学语言问题上, 香港高等教育界都应从世界高等教育的趋
势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入手。笔者无意要求香港高等教育与大陆高等教育体制完全接轨, 甚
至更为看重香港高等教育应有自己的特色。
只不过需要提及的是, 香港高等教育应该是中国高等教
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考虑和不顾及大陆高等教育的实际恐怕也是不现实的。
这也是香港高等教育
未来走向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 作者单位: 沈阳师范学院教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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