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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少子化问题近年对高校招生
冲击不小。各校正为招不来新生伤
脑筋，却发现入校的学生也可能中
途休学或退学。台湾教育部门最新
统计显示，2017 学年台湾大专院校
休退学人数超过 30 万人，占大专生总
数的 23.6%。几乎每 4 人当中就有 1 人
休退学，比例之高令人咋舌。究其原
因，“志趣不合”和“工作需要”排在
前列。

十年寒窗求学苦，为何如此轻易
就离开？面对如今近乎 100%的高校录
取率，重新择校变得没那么难。四年
学成毕业薪资还不如高中生，自然让
人心生退念。当然，原因还不止这些。

“最坏也不会没学校念”

根据台湾教育部门统计，2017 学
年大专校院学生退学人数达 91531 人，
再创新高且连续两年退学人数超过9万
人，令人忧心就读人数“回不去了”。
退学理由以“志趣不合”、“逾期未注
册”为主，加起来超过总人数一半，
人数明显多于选择“经济困难”的人。

2017 学 年 新 增 办 理 休 学 率 为
6.14%、相应学生有 78220 人，休学理
由主要是“工作需要”、“志趣不合”。
该学年台湾大专校院总休学人数 （新
增办理休学加上休学而未复学） 超过
20 万人。再加上退学人数，休退学人
数超过 30 万人，而大专生总人数约为
127 万人，意味着近 1/4 的学生选择休
退学。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台湾开启教
育改革，推动“广设大学”政策。随
着大专院校数量变多，录取率由昔日
两三成跃升至接近 100%。考大学不再
像“过窄门”，选择也大大增多。有台
湾学生坦言，过去自觉念错了院系，
只能在原校寻求转系，现在则大可休
学重考，说不定来年可以考上更好的
学校。“大学录取率都100%了，最坏也
不会没有学校念”。

现 实 是 ， 有 人 在 休 学 后 重 新 出
发，找到了人生方向。也有人在“长

假”后走向迷失，甚至沦为“啃老族”。

不合预期便提前离场

尤小姐曾就读台湾某私立大学观
光系，因不愿在校学习观光理论而想
直接到职场汲取经验，大二时不顾家
人反对毅然休学，提前踏入社会。4年
过去，她按部就班读完学士和硕士的
哥哥姐姐还在为求职而苦恼，她却早
已进入按时发薪、年终还有配股的科
学园区公司，且存够人生“第一桶
金”100 万元新台币。“所以，我很庆
幸当初的正确选择！”

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的林
志翔，在大学期间一度因为志趣不合
而选择休学，历经一番探索后才复
学。“原本以为会有更多实务类课程，
却发现经济系跟想象的不一样。休学
的时候经过思考，复学后才另外去修
企业管理、行销类课程。”

从台湾桃园市永丰高中毕业的彭
宬说，“明星高中”有不少升学咨询的
相关资源，有些大学还会组织体验
营，这些都是高中生认识大学及其院
系的机会，而自己所在的社区高中没
有相关咨询资源，当时对大学的认识
可以说是零。

就读于台湾台中市卫道中学的张
启慧说，高中里有辅导室可以咨询科
系，也会有学长学姐帮忙模拟面试，
但无法对院系给太具体的建议。以满
分 10 分来说，自己那时对院系的认知
大概只有4分，即便上网查资料，也无
法理解实际上在学什么。上大学后会
发现，台北的学生很早就可以知道大
学相关资讯，南北的资源差很多，所
能获得的资讯量也有不同。

既浪费资源又浪费青春

“很简单，就是大学太多！”对于
台湾大专院校逐渐走高的休退学率，
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认为，许多
人因为大学好考就进去，念到一半才
发现念不下去，例如读数理专业一定

要学微积分，修餐饮科的学生工作辛
苦等，有人忍受不了就中途离开。读
到一半去工作的学生也很多，因为很
多家庭需要小孩自行支付学费。

张瑞雄建议学生，首先要找一技
之长，其次要有终身学习的观念，不
必一定要从小学一路念到大学毕业。
例如读完高中或高职，可以想想自己
是否适合读大学？甚至初中毕业时就
可以开始考虑，自认为有学术倾向者
可以念高中，打算就业者读高职，或
是念五年制的专科学校。

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教授王
立升认为，这意味着学子选校时大多
未考虑适才适性，多元入学 2002 年执
行至今毫无成效。广设大学政策是严
重失误，当初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念大学，结果反而害了学子，既浪费
台湾资源，也浪费学子青春。

应及早规划加强辅导

台湾高校学生休学或退学不断，
教育部门和校方应如何应对？台湾清
华大学教务长戴念华认为，学生要办

理休退学，校方一定会追踪并了解原
因，而休退学的原因很多样，例如研
究生可能因为论文未如期完成而选择
休学，外面就业环境可能也有影响。
如果就业市场有好机会，有些学生也
会考虑休退学，也有人是因为想去其
他学校或岛外念书。

戴念华说，如果学生的考虑是经
济因素，学校可寻求资源协助学生继
续就学，但不少学生是因志趣不符选
择先休学去重考。现在年轻人不大会
受修业年限约束，想多方尝试，学校
也应该持开放态度看待，也有学生去
重考或尝试自己想做的事情后，发现
不如预期，就会重回学校。

台湾有媒体发表社论称，台湾教
育部门对于已经休退学的大专生应予
以辅导，同时要求各学校进行课程改
造，提供多元学习和跨校选修的机
会，让学生不必办理休退学就可选读
接近自己志趣的课程。高中和高职生
的生涯辅导也要及早规划，不要等学
生考完试再依分数来填选读院系，就
读后才发现志趣不合，已经浪费了青
春黄金时间。

每4人就有1人休退学

台湾大学生到底怎么了
本报记者 张 盼

台湾大学生休学回屏东老家帮忙卖香蕉。 资料图片

本报台北7月18日电（记者王尧、吴亚明） 由海峡
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与旅行业质量保障协会共同举办的

“2019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19日将在台北开幕。来
自大陆的22个参展单位将全方位展现大陆各地文化旅游
风采、彰显文旅融合新魅力。

本届夏季旅展将一连4天在台北世贸展览馆举行，大
陆展团由天津、河北、海南、重庆等省市和海旅会台北
办事处等 22 个参展单位组成，共设 172 个展位，参展面
积 1548 平方米，参展人数约 380 人。大陆展台整体以

“美丽中华”为主题，重点推介文化旅游、研学旅游、乡
村康养生态旅游、2022冬奥冰雪旅游等新产品新线路。

据海旅会台北办事处主任任佳燕介绍，旅展期间，
大陆展团活动丰富、形式新颖、特色浓郁、优惠众多。
在大陆展区，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旅游信息和精美的旅
游文宣数据，也可以欣赏烟台剪纸、侯氏社火脸谱、侗
族大歌、福建南音、广东醒狮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
来自大陆多地的演出团体还将带来36场富有地方特色的
演出，让台湾同胞近距离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增进两
岸人民友谊。

来自台湾的旅行社、五星级饭店、休闲农场、民
宿、精品文创与知名伴手礼等共计 36 个单位 121 个摊位
也将在旅展亮相，共襄盛举。为切实增进两岸交流合
作、提升推广实效，本次旅展还将同步举办“两岸旅游
洽谈会”和“两岸旅游产品说明会”。旅行业质量保障协
会许晋睿理事长表示，本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得以顺利
开展，意味着两岸旅游业持续交流为大家所重视。旅展
期间，两岸近120个旅游单位业者将进行近450场次的业
务交易洽谈。

本报上海7月 18日电 （葛宣）
由民革中央、黄埔军校同学会共同
主办的第九届“中山·黄埔·两岸
情”论坛17日在上海举行。民革中
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出席并讲话。

郑建邦表示，两岸黄埔同学和
后裔坚持弘扬先辈优良传统，为增
进两岸互信、深化两岸交流做出了积
极贡献。大家都是中山理念和黄埔精
神的继承者。近年来，岛内“去中国

化”“渐进台独”等逆流再起。在民族
大义和历史潮流面前，一切分裂祖国
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
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

全国政协、中华海外联谊会、
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华文化发展促
进会、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等有关
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海峡两岸和香
港地区的黄埔师生及亲友和各界嘉
宾百余人出席论坛。

新华社澳门7月17日电（记者胡瑶） 澳门特区立法
会17日举行全体会议，选举议员高开贤为澳门特区立法
会主席。

根据《澳门特区立法会议事规则》，立法会主席由议
员以不记名投票方式互选产生，获得过半数有效票的议
员当选。

在立法会全体会议上，32名议员出席，高开贤获得
29票，当选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

随后，立法会主席宣誓就职仪式在澳门科学馆举行。
仪式前，全体起立，奏唱国歌。在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的监誓下，高开贤宣誓就任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

高开贤现任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澳门中华总商会理
事长。他也是澳门特区第一至五届立法会议员。

本月5日，贺一诚发表声明，为参选澳门特区第五任
行政长官，放弃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同时卸任立法会
主席职务。

据香港 《星岛日报》 报道，为打击非法弃
置建筑废料，香港环保署最近引入由当地初创
企业研发的全新第三代监察摄录机，配备人工
智能、高清及夜视功能，可自动辨识弃置建筑
废物及涉事车牌号码，再将片段推送给环保署
人员立即跟进，有效加强执法。

摄录机“进化史”

2006年，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实施建筑废物
处置收费，并在2017年调高费用。一些黑心建
筑商为了逃避缴费，选择在路边或乡郊非法倾
倒泥头木板等建筑废料。

2017年开始，香港环保署强制建筑废料收
集车辆加装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追踪非法弃
置，更在2016年起在建筑废物违法弃置易发地
点加装监察摄录机，至今已有 80 个地点共设
107部摄录机，其中第一代摄录机由香港机电署
研发，只有一般摄录功能，如今只有 2 部；有

网络实时监察功能的第二代摄录机最多，有76
部。最新引入的第三代摄录机，如今有 29 部，
分布在元朗、观塘、马鞍山、大埔道等地。

大大节省人力

香港环保署环境保护主任吴慧妍表示，最
新一代监察摄录机由当地初创企业研发，利用
人工智能协助分析片段，通过大数据“教导”
电脑辨认建筑废料，例如木材和麻袋盛载的建
筑废物；再以地理数据围栏技术，当有人驾车
将建筑废料在有关地点非法弃置时，摄录机的
人工智能设备会发现路边或地上出现建筑废
料，就会将违法行为的片段，实时推送通知环
保署立即跟进。

吴慧妍说，以往的摄录机要由专人翻看 24
小时的片段，再揪出非法弃置行为，检控都要
花数个月跟进，如今第三代摄录机每3至5分钟
剪辑一段，当有违法行为就实时推送该段片，

大大节省人力，加快了检控进度，并足以作为
呈堂证供，而环保署人员也可随时登入系统遥
距监察，以助突击巡查。

还将增添设备

吴慧妍说，根据车牌可追查到司机，再找
出非法弃置人士，“执法要同时间竞赛，丢垃圾
的人都很‘聪明’，看见有镜头，下次会去另一
地点丢。”第三代摄录机体积轻巧，配备太阳能
板及小型储电池，当有需要时可移至另一地点
安装，增加其流动性。

环保署另一位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表示，
环保署斥 600万港元在 80个隐蔽地点安装摄录
机，2019 年度也预留 500 万港元扩大摄录系统
至 115个点，其中第三代摄录机增至 35部。自
2016年引入摄录系统，环保署成功检控非法弃
置建筑废物个案增至 136 宗，2017 年一度回落
至106宗，2018年再增至136宗。

出动人工智能摄录机

香港巧抓违弃建筑废料
闵 喆

本报福州7月 18日电（记者何
璐）福建省公安厅近日出台服务台胞
台企新举措，在台湾驾驶证换领大陆驾
驶证以及办理台湾居民居住证、台胞证
等方面采取便利措施，缩短办证时限。

台湾驾驶证换领大陆驾驶证方
面，市、县两级公安交管部门积极
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受理，做到现场
预约、随到随考，考试合格当场核
发大陆驾驶证；将考试业务权限全
部下放至县级车管所。

办理台湾居民居住证方面，同

一县 （市、区） 内受理点可通城受
理台湾居民居住证申领业务；台湾
居民居住证制证期限由20个工作日
缩短至10个工作日。

办理台胞证方面，台胞因奔
丧、治疗重症、探望危重病人、处
理境外突发事件、出境参加紧急会
议和谈判、签订合同及入学报到时
间临近、已定妥行程但临行前出入
境证件遗失损毁等紧急事由急需出
境的，经核实台湾居民身份后，即
时办理“一次有效台胞证”。

高开贤当选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

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登场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记者侯晓晨） 针对英方仍
试图以 《中英联合声明》 来主张英国在香港事务上所谓
的“权利”，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8日说，英方在1997年7
月1日以后对香港没有任何权利，希望英方能够醒一醒。
他同时呼吁英方拿出实际行动显示其维护中英关系大局
的诚意。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17日发表了她卸任前最后的演说，表示希望同中国保持
良好经济关系，但仍会就 《中英联合声明》 等问题表
态。外交部有何回应？

陆慷说，坚持中英关系“黄金时代”是两国领导人
达成的重要共识。如果能够根据这一共识，共同努力推
进中英关系，肯定是符合中英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但
坦率地讲，这需要英方拿出实际行动来显示它维护中英
关系大局的诚意。”

至于英方仍然试图以 《中英联合声明》 来主张英国
在香港事务上所谓的“权利”，陆慷说，1997年 7月 1日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事务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
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治理香港的依据就是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我们一再讲，英方在 1997年 7月 1日以后对香港没
有任何权利。希望英方能够醒一醒。”陆慷说。

就英首相涉《中英联合声明》表态

外交部发言人：希望英方醒一醒

来自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
香港科技大学等近20所香港高校的37名暑期在皖实习
大学生，近日趁着周末，在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崔
岗艺术村感受乡村艺术生活。这里浓厚的艺术乡村氛
围，由废旧轮胎等环保材料制作的跷跷板、秋千等传
统儿童游戏道具，让大学生们兴趣盎然。

据悉，2019年香港大学生暑期安徽实习计划是由
共青团安徽省委、安徽省青联与香港中联办等共同举
办的皖港青年交流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皖港青年彼
此间的交流交融，加强香港青年学生对内地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了解，深化皖港两地青年联谊，促进内
地和香港共同繁荣。 傅 军摄 （人民视觉）

港生在合肥体验
乡村艺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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