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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六畢業生人數下降影
響 ， 2013 年 至 2022 年 的 10
年間，自資院校界別已步入
「10 年寒冬」。教育局昨日
更新非教資會資助及非聯招專
上院校 2019/20 學年預計收生
人數，副學位及學士學位學額
共 29,462 個，初步預計較今
學年跌逾 4,500 個。有教育界
人士認為，自資院校或需要重
整，院校可考慮從內地、大灣
區招生，同時更要提高課程質
素、滿足學生需要，從而形成
品牌效應。

www.lionrockdaily.com

自資院校收生陷 10 年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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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倡提升課程質素 內地大灣區招生

六畢業生正持續減少，2022 年將跌至 4.3
中萬人，較
2013 年的高峰激減 4 成。明德
學院早前爆出明年停止收生消息時，便有人擔
心院校停收或甚至停辦事件會陸續有來，形成
「結業潮」。翻查昨日更新的 32 所非教資會資
助及非聯招專上院校 2019/20 學年預計收生人
數發現，除兩間學校收生人數待定外，新學年
已知的副學位預計收生學額僅 24,857 個，第一
年學士學位 4,605 個，而 2018/19 學年，副學

2018/19 2019/20

變化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

580

300

-280

香港教育大學

221

70

-151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

120

43

-77

職業訓練局

175

170

-5

部分自資院校副學位學額變化
院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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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

職業訓練局

10,725

10,410

-315

1,050

794

-256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200

120

-80

東華學院

380

350

-30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資料來源：非教資會資助及非聯招專上院校
2019/20、2018/19 學年預計收生人數

從︽易經︾
想到愛情

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本學期課程
內容，有幾堂是講《易經》的。衆所周
知，《易經》是群經之首，文化知識涵蓋
甚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所謂一經在手，天下氣象人情
世俗無一不知。但《易經》玄妙深奧，不易諳悉。這是中華
文化史上最古老一本書，究竟成書是何時代？作者是誰？至
今未有一個固論。有說伏羲，有云文王，也有謂孔丘（孔
子）。不管如何，《易經》就是一本珠璣之作，是前人經歷
天災人禍、天地人事諸種苦難之後，所衍生的智慧之大全。
《易經》六十四卦之卦體、卦辭、爻辭各有成因及寓
意。有人說《易經》迷信，但集祖先的經歷、睿智而生成，
連孔子晚年也孜心鑽研，「迷信」一說大可棄之。我讀《易
經》，不禁聯想到愛情。原來六十四卦中，也不盡是「順
卦」，有許多是「苦卦」。正如「坎為水」（「水」卦體中
的第三卦），上下皆水，黑水橫流，深不見底，人溺其中，
損手爛腳，唔死也得甩層皮。跟那些溺於愛河/孽戀……無法
自拔者有何分別？陷入愛慾漩渦，衝擊創傷一生不能復元，
除了死，還是死，別無他選？不不不。惟自救。從愛的漩渦
衝出，靠的是自己的堅定強壯。世上無人可援。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坎」中一汪「黑水」，不是永不會退去，你抱
「壯士斷臂」之心，咬緊牙關躍起，一定重見天日。世上，
哪有跨不過的「坎」？只要當事人「肯」及「狠」。
哭過痛過嘶喊過也罷，哪天拉開一角窗簾，讓外面的陽
光入屋，暖一暖心；然後，勇敢打開大門，步出這閉關數月
的困屋—是時候「出關」了。噫！是不是恍如隔世？天地依
然那麽美？陽光空氣依然那麽可愛可貴？—失戀，有什麼大
不了？新天地等你去發掘。你會活得更美。是的，人生，從
混沌初開，乾坤始奠，就一直沒有完美過。惟有接受這份不
完美，人生才常沐旭日朝氣及夕暉溫厚。況且，愛情也不是
人生的全部呢。
張欣欣

感 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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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額 28,868 個，第一年學士學位 5,159 個， 士學位的學校中，則有 4 所學額較去年減少，
明年收生總學額較今年減少 4,565 個。
其中跌幅最大的是城大專業進修學院，減少
280 個學額，其次為香港教育大學，減少 151
職訓局副學位減少最多
個學額。
至於其他院校招生學額數則多維持不變或
其中，22 所招生院校中，已知有 6 所院校
共較去年減少 671 個副學位學額，其中職業訓 有微小增幅，惟浸會大學國際學院預計招收副
練局減少數目最多，由 10,725 個減少 315 個至 學位學額大幅增長 200 個，達 1,400 個。
在中六畢業生人數下降的大背景下，雖有
10,410 個，其次是中大專業進修學院由 1,050
個減少 256 個至 794 個；而 20 所招收第一年學 自資院校連年虧損停止招生，亦有同樣由自資
院校出身的恒生管理學院獲准升格大學，似乎
香港自資高等教育正面臨重大重整。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認為，
未來自資院校或呈現分流狀況，「有一批繼續
可以維持收生、甚至更多，亦有部分院校會收
不到學生。」他認為，院校要做好「自保」工
作，修讀自資學位的學生，通常非常關注就業
需要，而修讀副學位的學生則關注升學機會，
通常希望升讀八大，因此學科設計要容易升
學，要與學士學位高年級配合，以幫助學生升
學。
教育局今推出新一輪「專上課程電子預先
報 名 平 台 」 （E-APP） （www.eapp.gov.hk）
網上報名服務，應屆文憑試考生可預先報讀
2019/20 學年「大學聯合招生辦法」以外的全
日制副學位及學士學位課程，包括「為修讀香
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
助計劃」下大部分合資格課程。
在
■中六畢業生人數下降的大背景下，有自資院校連年
虧損停止招生。
資料圖片

部分自資院校學士學額變化
院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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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設計賽 HKDI 學生攬三甲

香 港 知 專 設 計 學 院 （HKDI）
學生早前於「第 20 屆香港眼鏡設
計比賽」囊括學生組冠、亞及季
軍，為該校連續 3 年奪獎；而該校
畢業生則奪得公開組亞軍及「創意
大獎」。
是 次 比 賽 以 「 智 慧 生 活 」 為 ■黃嘉欣（左三）、陳曉儀（左二）及
題，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中華 何美欣（左一）分別於香港眼鏡設計
眼鏡製造廠商會主辦，大會今年收 比賽勇奪學生組冠、亞及季軍。
貿發局圖片
到近 100 份參賽作品，並以創意、
款式、功能及市場潛力等準則選出 出，向國際買家展示香港年輕人的
優勝作品。所有得獎及入圍作品早 創作力量。
前於「第 26 屆香港眼鏡展」中展
HKDI 珠寶及形象產品設計高

中一自分學位派兩表
教育局提醒參加 2017/
19 派位年度中學學位分配
辦法的應屆小六學生家
長，將由今日開始透過其
子女就讀的小學，收到兩份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表」，家長如欲為子女申請
官立、資助、按位津貼中學
及直資中學的自行分配學
位，必須填妥申請表，連同
所需文件，在下月 3 日至 17

日的學校辦公時間內直接
交回有關中學。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
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不受
地區限制，家長選擇學校
時應先對學校有充分認
識，了解學校的辦學理
念、收生準則等。
家長切勿向多於兩所
參加派位的中學遞交申請
表，否則申請將會作廢。

級文憑畢業生黃嘉欣憑作品「變」
勇奪學生組冠軍。嘉欣設計的一體
式鏡框及鏡臂參考了傳統建築的橫
樑裝飾及窗欞的鏤空框架特色，半
圓鏡框則方便佩戴者隨時更換 7 種
不同顏色的鏡片，迎合用家配搭的
需要。亞軍作品「鉚」及季軍作品
「致你」分別是 HKDI 珠寶及形象
產品設計高級文憑學生陳曉儀及何
美欣的構思。
公開組方面，HKDI 產品設計
高級文憑畢業生黃凱姍憑作品「愈
知樂」奪亞軍及「創意大獎」。

新學年中學概覽上網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家校會）
12月6
日發佈《中學概覽 2018/2019》（中文及英文
版）的網上版；概覽的中文及英文版印刷本將由
全港小學派發給本學年就讀小六的學生家長。
《中學概覽 2018 / 2019》輯錄全港 400 多
所中學的基本資料，包括教師、班級結構、學
校設施、學校課程，以及教學規劃（例如全校
語文政策）等。概覽已上載家校會網頁（www.
chsc.hk/secondary）。各區民政事務處、公共
圖書館、教育局區域教育服務處及教育局中央
資源中心將備有概覽印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