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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隨著知識型經濟社會的發展，終身學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據一

項《青年價值觀指標》調查1的數據，接近九成(89.4%)本地受訪青年認

同終身學習是必須的，另有近七成(68.1%)表示對於在職進修感到困難，

反映青年肯定終身學習重要的同時，實踐上仍存在不少局限。 

 

香港特區前行政長官長董建華先生於 1998 年的施政報告中，已提

出「持續進修、終身學習」的理念。特區政府亦於 2002 年成立香港持

續進修基金2，為合資格人士提供持續教育和培訓資助。不過，截至本年

5 月 31 日，全港 18 至 39 歲青年中，有 385,463 人申請並成功獲得上

述基金資助3，僅佔該年齡組別的 17%4；其中涉及多方面原因。但在一

定程度上，亦反映基金雖運作多年，仍並未得到廣泛善用；能否充分發

揮鼓勵持續進修之功效，亦存疑問。 

 

根據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香港持續教育需求調查」5，香港市

民（18 歲至 64 歲）的持續教育參與率，由 2002 年的 18%，增加至 2009

年的 27.8%，但 2013 年卻有所下滑，參與率回落至 25.4%。特別是 18

至 34歲青年的參與率，更由 2009年的58.0%，下滑至2013年的39.1%，

反映年輕一代對參與持續進修的積極程度日漸轉弱。這對香港人力資源

的發展、人才培育與保持競爭優勢等，均可能帶來影響，因此值得探究

箇中原因。 

 

是次研究嘗試探討現時香港持續進修的普及性、青年人對參與持續

進修的看法，包括進修目的、考慮因素及遇到的障礙等，希望藉此就鼓

勵青年參與持續進修方面，提出改善建議和可行對策。 

 

 

                                                 
1
 香港青年協會。2015。《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15》，頁 155。 

2
 合資格的申請人可就多於一個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申領發還款項。申請人完成可獲發還款項課

程後，可獲發還有關課程費用的 80%或上限 10,000港元(以數額較小者為準)。申請人最多可

申領發還款項四次，並必須在批准申請的日期起計四年內提出
2
。 

3
 資料來源：由持續進修基金辦事處提供 

4 
根據 2015年年底「居住人口」統計數據，18至 39歲青年的人數為 2,260,900，因而得出申

請並成功獲得持續進修基金資助的人數，僅佔該年齡組別的 17%。參考資料：政府統計處，

網址：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5
 資料來源：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提供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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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發現 

 

1. 受訪青年認同持續進修是必須的。不過，只有約三成受訪青年表示

曾在過去五年內進修過，而超過四成半受訪青年尚未決定未來進修

的時間表。 

 

全港青年電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青年整體同意持續進修是必須的，

以 10 分為滿分計，表示同意的平均分為 7.03。當中 18 至 29 歲的

青年表示同意的平均分更達 7.43，相比 30 至 39 歲的青年為高（平

均分為 6.65），反映出較年輕的青年更傾向肯定持續進修的重要性。 

 

調查結果亦顯示，在 527 名 18 至 39 歲受訪青年中，只有三成多

（32.3%）受訪青年表示曾在過去五年內進修過，反映受訪青年的

進修情況未算十分積極，而較年輕的青年，相對較多參與進修課程。

另外，超過四成半（46.0%）受訪青年尚未決定進修時間表，他們

將會在甚麼時候進修，仍是未知之數。 

 

 

2. 受訪青年認為，自我增值、個人興趣和提高晉升機會是促使青年參

與持續進修的關鍵因素。 

 

全港青年電話調查結果顯示，整體受訪青年認為，自我增值及提升

技能是促使青年參與持續進修的最關鍵因素，上述選項所佔百分比

為 37.0%；其次是個人興趣（34.7%），以及提高晉升機會（33.0%）。 

 

參與個案訪談的受訪青年亦表示，幫助事業發展和個人興趣是他們

持續進修的原動力。有受訪者指出，進修後得到更高學歷銜頭，能

有助升職；亦有受訪者期望透過進修專門範疇的課程，獲取專業資

格，藉此增加轉工機會。另一方面，有受訪青年表示，參與持續進

修一般以個人興趣主導，同時希望能豐富知識、自我增值。 

 

 

3. 大部分受訪青年對「資歷架構」的認識不足，對獲「資歷架構」認

可的進修課程，信心度亦只屬普通。 

 

電話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青年對「資歷架構」沒有基礎認識，

平均分只有 4.50（以 10 分為最高計）。學歷愈低的受訪青年，愈

不認識「資歷架構」。而只有初中學歷的受訪青年，自評對「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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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的認識程度，平均分僅 3.01，相對擁有大學學位或以上者的

平均評分（5.37）顯著偏低。調查結果亦發現，受訪青年對獲「資

歷架構」認可的進修課程，並沒有顯得抱有更大信心，對有關命題

的同意度，以 10 分為最高計，平均分為 5.61。 

 

 

4. 受訪青年認為同時兼顧工作與學習存在一定難度；而近半受訪者表

示，每月只願意花少於十小時進行持續進修。 

 

電話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青年認為學費昂貴、工作性質難以

配合學習時間，以及沒有進修的迫切性，是受訪青年認為持續進修

所面對的最大障礙，所佔百分比分別為 19.5%，18.0%以及 12.5%。 

 

調查結果亦顯示，受訪青年認為同時兼顧工作與學習感到吃力，以

10 分為最高計，平均分為 6.78，反映要平衡工作與進修存在一定困

難。另外，受訪青年表示，每個月最多只願意花 6 至 10 小時參與進

修，（即平均每星期少於 2 小時），百分比佔整體的 35.9%，其次

表示只願意花 0 至 5 小時的，佔 14.1%；可見受訪青年在日常生活

中，難以抽取足夠時間參與持續進修。 

 

 

5. 受訪青年認為現時任職機構鼓勵員工進修的相關措施不足，對於員

工進修，未見有很大支持度。 

 

電話調查結果顯示，整體受訪青年認為現時任職機構鼓勵員工進修

的相關措施或政策不足，以 10 分為最高計，平均分僅 4.52。有受

訪的個案青年表示，公司一般會允許員工於上課當天有較彈性的下

班時間，但很少提供資金鼓勵員工進修。此外，有受訪青年透露，

即使公司盡量配合，但人手短缺的時候，特別是服務性行業，公司

未必會允許員工於當天請假或提早下班。受訪青年期望僱主能多體

諒進修的員工，在人手調配和資助方面，提供適切的配合和援助。 

 

 

6. 超過六成受訪青年沒有申請過持續進修基金，其中近五成因修讀的

課程不屬資助範圍是最主要原因。 

 

電話調查結果顯示，在過去五年內曾參加過任何進修課程的 16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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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青年中，超過六成沒有申請過持續進修基金（61.0%），當中

表示修讀的課程不屬基金資助範圍是最主要原因，所佔百分比為

48.5%；其次是沒有需要申請（13.6%）和怕麻煩（12.6%）。另一

方面，表示有申請過持續進修基金的佔約三成八（37.7%）。 

 

此外，在 527 名受訪青年中，有超過六成不知道持續進修基金設有

限期為四年（62.6%），只有三成七表示知道（37.4%），反映持續

進修基金的宣傳仍有待改善（表 4.17）。另一方面，最多受訪青年

認為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金額應為$20,001 至$25,000（23.0%），

其次是$15,001 至 20,000（15.2%），反映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金

額，可有一定調整空間。 

 

 

 

 

主要討論 

 

研究綜合全港青年電話調查、青年個案訪談，以及專家、學者的訪

談結果，歸納出以下幾項主要討論。 

 

 

1. 香港青年參與持續進修的比例出現下降趨勢。青年雖肯定持續進修

的重要性，但礙於現實層面各種考慮因素，投入方面顯得有心無力。 

 

隨着全球邁向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人才需求殷切，持續進修與終

身學習，成為社會上不可或缺的部份。不過，根據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的「香港持續教育需求調查」6，18 至 34 歲青年的參與率近年呈下降

的趨勢，由 2009 年的 58.0%，下滑至 2013 年的 39.1%，反映年輕一代

對參與持續進修的積極程度日漸轉弱。 

 

是次研究發現，青年雖覺持續進修重要，但礙於現實層面有各種考

慮因素，在進修意願和實際行動方面出現落差，對參與持續進修顯得有

心無力。因此，協助青年排除障礙，加強誘因，相信有助他們參與持續

進修，實踐終身學習。 

 

 

                                                 
6
 資料來源：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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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年持續進修時所面對的顧慮，主要包括：欠缺金錢、難以配合工

作性質和時間，以及家庭因素。 

 

青年在考慮持續進修時，會面對不少局限和障礙，往往令他們對參與持

續進修卻步；而金錢、工作和家庭因素都是窒礙青年參與持續進修的主因。

較年輕的青年未有穩固的經濟基礎，昂貴的進修成本或會構成他們的重擔。

另外，已組織家庭，甚至有子女的青年，一般除要兼顧工作外，家庭亦是他

們進修的首要考慮因素。 

 

香港人的工作時間屬全球之冠，每周平均工作達 52 小時7，即使青年人

有意進修，亦無可奈何地受工作束縛而未能抽身上課。隨着科技日新月異，

坊間培訓機構應善用科技，為有意進修的在職青年，提供更具彈性的學習模

式。此外，網上學習可以是其中重要發展方向，以便在職人士可自行安排彈

性時間進行持續進修。 

 

 

3. 儘管坊間有大量舉辦持續進修課程的培訓機構，但所屬機構的知名

度和課程質素參差，資歷認可亦備受質疑，間接影響青年人對參與

持續進修的意欲。 

 

現時坊間各大專院校持續進修學院、其他培訓機構及部分非牟利機

構，都舉辦各類型的持續進修課程，以迎合市場需求。但部分卻欠缺定

期的監察和評估，課程質素和學費參差不齊，間接影響青年人對參與持

續進修的意欲。 

 

當局應對坊間各類持續進修課程加強監管，使培訓機構的辦學質素

有更佳保障。培訓機構亦需定期分析學員修畢某些專門行業課程後的就

業情況，自我評估檢討，以優化課程內容和質素，藉此提高青年對參與

持續進修課程的信心。 

 

 

4. 持續進修基金在公眾宣傳、資助金額和課程範疇方面仍有優化空間，

可藉此進一步鼓勵香港青年參與持續進修。 

 

持續進修基金對青年參與進修時提供經濟援助，減輕進修成本，有

助鼓勵青年踏上進修之路。雖然青年人肯定持續進修的重要性，但持續

                                                 
7
 參考資料：2016「每周工時」調查研究。瑞士聯合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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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基金並未得到廣泛使用，未能充分發揮鼓勵持續進修之效。部分受

訪青年不清楚持續進修基金的使用時間，反映當局就持續進修基金的對

外宣傳推廣尚嫌不足，而且獲基金資助的課程範疇亦未夠全面，仍有擴

展需要。資助金額方面亦有調整空間，藉此幫助一些有志進修但面對經

濟困難的青年。 

 

 

5. 現時公眾對資歷架構認知的廣泛性未見足夠，不少青年人對資歷架

構沒有基本概念，當局應加強推廣及宣傳，並爭取提高本地及國際

的認受性。 

 

雖然本港資歷架構已設立超過十年，但至今仍未能廣為人熟悉。整

體受訪青年並不熟悉「資歷架構」，即使有聽過「資歷架構」一詞，也

不清楚其訂立概念和內容。資歷架構的廣泛性仍未見足夠，有加強推廣

的需要，在國際資歷互認方面，亦有待改進。不少青年人或會因為獲取

資歷級別而有意進修；加強宣傳和提升資歷架構的認受性，對吸引青年

人參與持續進修，相信可發揮一定效用。 

 

 

 

建 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及討論要點，為鼓勵和支持青年參與持續進修，

我們建議從政府、企業及培訓機構三方面入手，作出改善： 

 

 

1. 政府 

是次研究顯示，受訪青年和專家、學者均認為現時持續進修基金有

不少優化空間，就金額、課程範圍和宣傳工作上的建議如下： 

 

a. 增加資助金額 

建議政府將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金額，倍增至兩萬元，顯示當局

以更大力度，支持青年參與持續進修，並致力減輕有志進修青年

的經濟負擔。 

 

b. 擴大資助的課程範疇 

建議政府擴大獲持續進修基金資助的課程範疇和數量，讓市民可

進一步善用基金，達至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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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強對外推廣 

建議政府加強宣傳，以鼓勵公眾更多參與持續進修，實踐終身學

習。 

 

 

2. 企業 

僱主應保持開放的視野，支持僱員投入持續進修，讓他們充實知識

和提升生產力。此外，為鼓勵僱主支持員工參與持續進修，並為僱

主提供更大誘因，建議若公司給予員工的進修資助達至一定金額時，

可享有稅務減免優惠。 

 

 

3. 培訓機構 

 

a. 可開設更具彈性的上課時間，包括提供更多日間及夜間課程，以

配合需要輪班或非日間工作人士。 

 

b. 為方便工作時間不固定的在職人士進修，培訓機構亦可考慮進一

步發展網上進修課程，並定期進行監察及評估，藉此加強公眾對

網上課程的信心和認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