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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額「大洗牌」 科大「大贏家」
一年級學士學額增 83 個 中大減 40 個損失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 8 所資助
大學即將進入 2019 年至 2022 年的新一輪的三年
學術規劃周期，教育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簡介最新大學撥款及學額指標。文件指，明年新
學年起，8 大一年級學士學額會重新「洗牌」，
其 中 科 大 較 現 時 增 加 83 個 學 額 成 為 「 大 贏
家」，另 5 所大學學額有所減少，其中以中大損
失最多，共 40 個。整體而言，新三年期特區政
府擬向 8 大提供每年平均近 202 億元經常撥款，
較今個學年增加 12.8%，以應付醫護類學士及研
究院額外學額增長，及學生單位成本增加所需。
8 大進行一輪學術規
教資會每三年為
劃，包括「優配學額」制度，讓各

校回撥小部分學額，並按學術發展的優次
重新分配，藉以鼓勵大學提出具競爭力的
計劃。
教育局昨日提交的文件指，行政會議
及行政長官前日已通過教資會提出的
2019 年至 2022 年 8 大學額指標，以大學
一年級收生計，總數 15,000 個學額維持
不變，惟在「優配」制下各校學額分別
略有增減。

政府撥款增12.8% 每年202億
8 大中，科大成為了「大贏家」，其
2019 年至 2022 年期每年獲分 2,034 個一年
級學額，較 2016 至 2019 年期的 1,951 個，
增加 83 個；而教大學額亦由現時每年 582

個增至新三年期每年的609個。
在其他大學方面，城大力保不失維持
2,095 個學額；其餘包括嶺大、港大、理
大、浸大及中大，則分別被削減 10 個至
40個學額（見表）。
文件並宣佈，政府已通過教資會建議於
2019年至2022年三年期撥款約604.7億元予
8所大學，即平均每年約202億元，與2018/
19學年的179億元比較增加12.8%。
文件解釋，撥款金額增長計及多個項
目，包括價格及薪酬調整，學生人數及單
位成本變動等，同時因應社會需求，增加
成本較高的醫護學科學士及研究院修課學
額，也需要補足撥款。

將加醫護類學士學額
政府早前亦已宣佈，將會在2019年至2022

■科大新學年起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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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額。
。
年三年期內每年合共增加超過150個醫護類
學士學額，包括60個醫科、60個護理和30
多個牙科及專職醫療學科學位。
同時，政府亦會在新三年期內，增加 20
個資助牙醫研究院修課課程學額，及在
2020/21 學年增加 19 個資助臨床心理學研
究院修課課程學額。
至於教資會早前通過支持城大於 2019/
20 年度起開辦六年制獸醫學學士課程，
有關的撥款需求亦已計算在新撥款金額
內。
文件亦提到，教資會早前已就不同地區
的本科教育學費政策完成顧問研究，發現
香港現時的學費水平不算太高或太低，所
以新三年期 8 大資助課程學費水平會維持
不變，即學位課程的學生每年學費仍然為
42,100元。

第一年學士學位學額情況
大學

2016/17年至2018/19年
3年期每年學額

2019/20年至2021/22年
3年期每年學額

變化

科大

1,951

2,034

+83

教大

582

609

+27

城大

2,095

2,095

嶺大

531

521

-10

港大

3,031

3,014

-17

理大

2,342

2,322

-20

浸大

1,171

1,148

-23

中大

3,297

3,257

-40

總數

15,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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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析重力波 盼解宇宙形成之謎
「宇宙有百分之九十以
上，科學家還不了解。」
中文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
黎冠峰如是說。他領導的
研究團隊自 2016 年起正式
成為 LIGO 科學團隊成員，
負責分析來自太空的重力
波數據，裘槎基金會為肯
定黎冠峰的科研成就，向他頒發「裘槎前瞻
科研大獎 2018」。未來黎冠峰將進一步研究
黑洞、中子星等密度極高的緻密天體，希望
解開宇宙形成之謎。
黎冠峰自2009年開始參與Virgo重力波團隊
與 LIGO 雷射干涉儀重力波觀測站（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
簡稱 LIGO）科學團隊的研究項目。他帶領的
中大研究團隊負責分析LIGO探測器的數據。
重力波最初由物理學家愛恩斯坦在廣義相
對論提出。若將時空想像成一塊有彈性的
布，布會因為上面放有球而凹下去；若球的
質量越大，布凹得越深，也就是說時空的扭
曲就越大。若兩個質量非常大的物質如黑洞
繞着對方不停加速，產生的時空扭曲就會如

科研

裘
槎

獎

漣漪般擴散出去，形成重力波。
LIGO 科學團隊自 2015 年 9 月起至 2017 年 8
月期間，共發現了 11 次重力波。團隊在去年
偵測到重力波後，在相距不足兩秒，又偵測
到伽馬射線爆發，估計是次重力波與中子星
相撞有關，而伽馬射線更是研究緻密天體的
新線索。
中子星與黑洞等密度異常巨大的天體均屬
緻密天體，其極端環境無法在地球上複製，
只能依靠 LIGO 等監測站偵測宇宙。正因黑
洞、中子星等緻密天體無法直接觀測，所以
探測到的重力波及伽馬射線是人類了解緻密
天體的重要途徑。

育物理人才 齊探索宇宙
黎冠峰的團隊正積極參與美國的LIGO和日
本的神岡重力波探測器的數據分析工作，同
時研究新一代探測器，如愛因斯坦望遠鏡及
雷射干涉太空天線的潛力。
他指團隊將利用裘槎獎金研究緻密天體，
希望發掘除重力波和伽馬射線以外的新信
號，從而了解緻密天體的性質和起源、廣義
相對論是否重力的正確理論等問題，為日後

文憑試「翻身率」新低 敗在英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2018 年文憑試
重考生的「翻身率」見歷年新低。考評局昨日
出版的考試報告顯示，今年報名參加文憑試的
5.9萬名考生中，近10%、即5,778名是重考生，
出席考生中僅 3.6%能考獲入讀八大最低門檻
「33222」，遠低於去年的 8%，而這場「翻身
戰」的必修科中，英文成最大「絆腳石」。

重考中、英、數、通識四個核心科目中，
通識的「翻身」機會最高，在 140 名重考前
未達 2 級的考生中，逾半重考獲 2 級或以上
成績，有兩名去年僅考獲 2 級的考生今年各
考獲 5**和 5*，進步神速。
數學科必修部分，去年有 427 名重讀生「肥
佬」，其中有 38%今年考獲 2 級或以上達合格

爸爸媽媽商量過……」我回應：「這非常不錯
啊！我很替你高興！」這關鍵時刻，若孩子有
信心與父母分享內心的想法，代表他們感到父
母會聆聽、支持、尊重他們。縱然家長的期望
和子女的選擇未必一致，雙方仍然能在關愛的
基礎上交流想法。
不過，若家長旁敲側擊，子女卻有心逃避
話題，你也不必着急。因為正邁向成年的年
輕人重視獨立，這是他們的成長需要。他們
會視選科為自己「當家作主」的機會。他們
或許對父母有偏見，覺得「我講咗你都唔會
明」，故索性「保持緘默」。

少用否定語 勿與他人比較
若果父母的「不明白」是指升學資訊，其
實家長可以透過教育局、聯招處、大專院校
和輔導機構的網頁找到，報章和政府機構

/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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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冠峰表示，將利用獎金進一步研究緻密天
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揭開宇宙形成之謎提供方向。
黎冠峰認為，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吸引青年
人，未來他將進行更多 STEM 外展工作，培
養更多優秀的物理學人才，一起探索宇宙。
中大物理系畢業生、研究團隊成員羅嘉洛
正是黎冠峰口中的「新時代人才」。
羅分享指，中大的學科訓練非常扎實，加
上本科期間進行了與重力波相關的實習計
劃，他已決定前往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
士課程，矢志投身重力波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成績。兩人去年僅獲3級的考生今年「升呢」
考獲5**和5*。
今年新增範文的中文科，1,177人前此只考獲
2級或以下，當中約29%考生成功「翻身」。不
過，該科有重考生愈考愈差，其中一人由2017
年的5級跌至U級，又有一人從5級跌至2級。
英文科則是四個核心科中最難「翻身」的
科目，1,965 人在此前文憑試「肥佬」、屬 2
級或以下，但只有 347 人重考後獲得 3 級或以
上，成功率僅約18%。

家長宜開放溝通 伴子女生涯規劃
新學制下，同學多
是一帆風順地由中一
升上中六，不像「那
些年」的前輩，要擔
心會考之後能否原校
升預科，或要出外撲中六學位或其他升學出
路。
欠了會考這一關，青年人在成長上的確少
了一次歷練的機會。為畢業之後的前路作選
擇，大概是這群十七八歲的年輕人生命中第
一個大關口，故這批新生代的父母亦比以往
的家長更擔心，參與度亦更高。
筆者工作的學校要求所有中六同學面見升
學輔導老師和班主任，以提供個人化的輔導和
選科支援。
有一次有男同學和我分享其聯招選科排序
時，主動提及父母：「填選科表時，我都有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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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央圖書館）在未來數個月也會舉行多
場升學講座，大家可按需要搜尋資訊。
不過，若子女覺得父母的「不明白」是屬
於心態上的不接受，我建議家長冷靜下來，
回想平時跟子女的對話是否經常出現懷疑和
否 定 的 用 語 ， 例 如 ： 「 讀 ×× 不 會 有 前
途」、「你看人家入了××大學多厲害」、
「你一定要讀××」，其實家長可以嘗試改
為「爸爸覺得讀××會是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說明原因，讓孩子明白你的關懷與期望
背後也有理性的分析，而非單向的指令，也
不要拿孩子與親友的子女比較。
開放的心態是溝通的關
鍵，加上足夠的升學資訊，
父母定必能成為子女生涯規
劃路上的同行者。
曾志滔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

幕

一連 3 天舉行的「學與教博覽 2018」昨日於會展開幕，今年度博
覽主題為「攜手共創教育未來」，會場共有 350 個教育展位展示全
球各地教育機構的成果心得，大會亦舉辦逾 240 場主題演講、研討
會等環節，助參與的本港及各地教育界人士掌握世界教育趨勢。

兜路磨練心志 打穩尋夢根基
很多人以
為，追尋夢
想最快捷的
途徑，就是
直衝目標，一蹴而就。筆者同意人生有
限，能夠用最短時間達成目標當然是美
事，不過，有時候尋夢需要的能力及經
驗往往需要時間浸潤，有時兜遠路、拐
個彎，好好磨練心志與能力，反而能為
尋夢旅程打下最穩實的根基。
像我的個案 BEN，早有成為空中服
務員的夢想，完成中學文憑試後，到
台灣修讀航空服務管理學位課程。可
惜在修學途中家庭發生巨變：父母決
定離婚之餘，父親在工作上亦惹上官
非而被迫停工。身為家中長子，他唯
有停學回港處理家事，更突然要成為
家中經濟支柱。
從家庭的變故到申請停學回港，前後
還不到一個月，BEN的心情起伏有如過
山車。他最初接受輔導時向筆者表示，
學業半途而廢，空服夢也已經完結，唯
有面對現實盡快找工作。筆者提醒他雖
然未能完成學位，但只要作出合適選擇，
夢想之路其實並未終結。
BEN 決定先尋找大型連鎖服飾店的
兼職售貨員職位，因此類職位長期有
空缺，可於短期內入職，只要主動要
求增加工時，工資可媲美全職工作，
能應付家中開支。 而且只要表現良
好，轉為全職的機會很大；但最重要
的是可累積客戶服務經驗，有助他未
來應徵空中服務員職位。
結果他於兩星期內已覓得工作，三
個月後更成功轉為全職員工，有更穩
定的收入。他經常與筆者分享工作點
滴，笑言自己每日向經理「偷師」，
學習如何處理難纏的客人及投訴個
案，他深信這些經驗定會成為他未

來的財富。

豐富客服經驗 終成追夢助力
半年後，有航空公司進行招聘，在
筆者鼓勵下，BEN 決定再次追夢，但
他認為自己力有不逮，對成為空中服
務員一事沒有信心，遂先嘗試地勤人
員的職位，希望循序漸進一步步走上
空中。
小組面試時，BEN 發現大部分應徵
者均具有大專程度以上學歷，自己是
極少數的中學畢業生。他說自己當時
內心怯懦，深信自己已在出局邊緣。
不過，他憑着豐富的客服經驗，在情
境處理題目上有所發揮，表現更勝其
他高學歷應徵者。
經過大約三個月的漫長面試，BEN最
終成功獲聘，接受一個月培訓後已正式
投身工作，但他未有自滿，仍努力為下
一階段作好準備，報讀了航空業培訓課
程，踏實地朝着自己的夢想前進。
只要不放棄，並在限制下尋找最大
的可能性，每個人都可以把危機轉化
為機會，走出一條屬看似不可能的夢
想職涯路。
如果各位年輕人希望對工作世界及
對自我有多些認識，可參與女青生涯
規劃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的工作
體驗及實習計劃，詳情將上載於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
hkywcaclap），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生涯規劃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

生涯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