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僅港大土木工程入十強 星奪18個「亞洲第一」

QS全球學科榜
星橫掃 港剩「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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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培育優秀國際廚藝
人才，職業訓練局（VTC）成立的國際廚藝學院昨
舉行動土儀式，並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禮，見
證香港廚藝餐飲培訓邁向新里程。國際廚藝學院於
2014/15學年招生，包括新開設供中六或以上程度
學生報讀的廚藝高級文憑課程，而新大樓預期將於
2016年落成，學院全面運作後，預計每年提供
2,000個不同程度的職前及在職培訓學額。

新大樓料2016年落成
國際廚藝學院由2011/12年度施政報告提出讓VTC
設立，VTC主席陳鎮仁昨指，憑藉政府及餐飲及旅遊
款接業界的支持，期望於2016年落成的國際廚藝學
院，能與現有的中華廚藝學院及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
中心發揮協同效應，「成為區域餐飲及旅遊業培訓卓
越中心，鞏固香港美食天堂的地位」。林鄭月娥致辭
時亦指，相信學院落成後可為學生提供更先進完善的
培訓，並於國際化的餐飲行業發展作好準備。
根據計劃，學院將提供包括歐洲、地中海、南美

洲、中東及亞洲等不同地區菜式的廚藝培訓，及有
關葡萄、會議展覽和娛樂業相關的課程，鞏固香港

美食之都及教育樞紐的地位。至於新的大樓則以百味之王
「鹽」的晶體為設計主題，樓高6層並設2層地庫的校舍，淨
作業樓面面積約6,600平方米，除一般課室及電腦室外，亦提
供訓練廚房、訓練餐廳、餐飲及會議培訓工作室、食物科學
實驗室、研發廚房、品酒室等設施。

港大13「明德教授席」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香港大學第八屆「明德教授
席」就職典禮日前舉行，今年有9個明德教授及4個繼任明德
教授就職。上述安排要遵照大學規章、經顧問委員會核定委
任。每位「明德教授席」由1,000萬港元或以上的捐款加上大
學的等額配對成立，相關基金的投資收益將用作支持該明德
教授的研究經費。
「明德教授席」乃該校授予傑出學者的崇高榮譽，透過成立

永久基金，使該教授所帶領之學術領域，獲得長遠支持，從而
對社會作出恆久而卓越的貢獻。「明德教授席」自2005年由
港大校長徐立之提出成立，至今港大成立了共80個「明德教授
席」，包括3個傑出客座教授席。

浸大持續教院辦系列講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加強家長及學生對升學資訊

的了解，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將於3月舉行一系列的
活動、講座，頭炮是3月1日（星期六）舉辦的「浸大自資學
士學位課程資訊日」，時間由下午1時至5時半，地點位於九
龍塘聯福道34號浸大思齊樓4樓。有興趣人士可登入網址
http://www.cie.hkbu.edu.hk/admission/2014-15/sfup/admis-
sion_schedule.php了解詳情，查詢電話：34113044。
另該校亦將於3月15日及29日（星期六）舉辦兩場家長講

座，主題分別為「高中生升學選擇——困境與出路」、「高
中生升學抉擇——選科與就業：商業機構的觀點」，時間為
下午2時至4時半，前者在沙田石門安睦街8號浸大國際學院
石門校園舉行，後者則假座九龍塘浸會大學道15號教學及行
政大樓2樓進行，相關網址為http://www.cie.hkbu.edu.hk，
查詢電話3411388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香港科技大學昨舉行第五
屆教職員長期服務獎頒獎典禮，以表揚服務該校滿20年
的資深教職員，今年共240名於1994年入職的成員獲頒
發獎項。校長陳繁昌與一眾高層及部門主管一同出席頒
獎典禮，大學更邀請了得獎者家人及親友前來一起分享
喜悅。陳繁昌致辭時表示，衷心感謝教職員多年來努力
不懈，為科大提供教研及行政支援，助該校在短短23年
躋身成為國際級研究型大學，取得現時卓越的成就。

240科大員工獲獎

■VTC廚藝課程學員昨與林鄭月娥（左二）製作西式甜品，
裝飾小蛋糕。 職訓局圖片

■港大舉行第八屆「明德教授席」就職典禮。 港大提供圖片

QS香港院校最強學科
學科 院校世界排名
土木及結構工程 港 大 (10)、 科 大 (12)、 理 大

(15)、城大(31)
計算機科學 科 大 (11)、 港 大 (14)、 中 大

(18)、理大(50)
電機工程 科大(11)、港大(27)、中大(38)
現代語言 中大(11)、港大(17)、科大(41)
統計及運籌學 科 大 (15)、 港 大 (19)、 理 大

(39)、中大(43)
教育 港大(16)、中大(25)
政治及國際關係 港大(16)、城大(38)、中大(39)
會計及金融 港大(18)、科大(19)、中大(27)
法律 港大(18)
語言學 港 大 (18)、 理 大 (23)、 城 大

(24)、中大(48)
化學 科大(19)、港大(35)
傳播與媒體 中大(19)、城大(30)、港大(50)

資料來源：Quacquarelli Symonds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各院校「亞洲第一」學科數目
院校 總數 學科

新加坡國立大學 18 化學工程、計算機科學及
資訊系統、電機工程、材
料科學、地理、政治及國
際關係等

東京大學 6 土木及結構工程、物理及
天文、化學、藥劑及藥理
學等

香港大學 2 法律、心理學
南洋理工大學 2 傳播與媒體、教育
京都大學 2 生物科學、歷史
復旦大學 1 哲學

資料來源：Quacquarelli Symonds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逾9萬名學者及畢業生僱主參與是次評選，評
核全球共2,809所大學在不同學科的表現，

涵蓋藝術與人文、工程與科技、生命科學及醫
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管理中多個學科，最
終於30個學科各自排列出200強院校。

哈佛11學科全球第一
整體而言，哈佛大學表現最優秀，有11個學科
排名全球第一，比「勁敵」麻省理工學院的9個要
多，牛津大學則有3個第一。同時，倫敦大學教育
研究院、紐約大學、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劍橋大學及威斯
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各有1個世界第一。
亞洲方面則以新加坡國立大學表現最佳，該校
在30個學科中，有8個學科打入全球10大，有18
個位列「亞洲第一」，其次為東京大學，有6個學
科為亞洲之首。此外，香港大學、南洋理工大
學、京都大學各有2科於亞洲地區取得第一。

港大「亞洲第一」 3個變2個
總結香港院校今年在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
榜」的表現，去年港大的土木及結構工程學、計
算機科學及資訊系統，以及科技大學的商業統計
及營運學均躋身全球10大，今年則只剩港大的土
木及結構工程學排名世界第十。此外，港大去年
有3個「亞洲第一」，今年亦減至2個。
不過，以本地院校而言，港大仍是領頭羊，共
有17個學科於本地排名第一，包括醫學、哲學、

法律等；科大則有9個學科排名本地第一，包括電
機工程、化學等；中大則有4個本地第一，其中以
現代語言及傳播與媒體表現最為突出（見表）。

港8大並進 星集中谷2大
QS研究部主管Ben Sowter分析，港大在科學、
科技、工程及數學等方面的學科表現優異，在土
木工程及計算機科學方面都有3所院校躋身全球20
名之內，與國際間學術實力「東移」的情況脗
合。而就香港及新加坡比較，他表示兩地很多方
面優勢相似，不同的是新加坡主要將資源集中於
發展2所世界級大學，但香港則是8大同時發展，
而以兩地的「龍頭院校」而言，港大非常英式，
而且傾向於保持現有實力；新加坡國立則較為美
式，更為現代和傾向改革向前。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則認為，近年

新加坡於高等教育方面的投資十分「落本」，更
在全球爭奪學者人才，令偏向維持現狀的香港越
來越落後，「我想政府和商界對高教的支持都有
待改善」。
他又指，現時香港的科研教學發展空間有限、人

才流失、師生比例欠佳，這都是令人憂慮之處。
對於是次排名，科大表示該校有10多個工程科

技、生物科學及醫藥、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及
管理方面的學科排名持續攀升，對此感到鼓舞。
港大及中大則表示，不同排名有不同的評分準
則，而大學則以追求教研卓越，以提供優質教
育、貢獻社會為己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

（QS）今日公布「2014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榜」。去年有3科打入全球10大的香港院

校，今年只有香港大學的土木及結構工程仍然位列世界第十，「亞洲第一」學科亦由

3個減至2個。另一方面，港校主要競爭對手之一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則有多達8個學

科打入全球10大，取得18個「亞洲第一」學科，可謂「橫掃全場」。有高教人士表

示，近年新加坡大力投資高教發展，令維持現狀的香港越來越落後。

蒙特梭利分校未續約 家長立會申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蒙特梭利國際學校
（IMS）天后分校將於今年7月租約期滿，但校方
與校址業權人香港建造商會仍未就續租達成協議。
由該校家長組成的關注組昨到立法會申訴，指政府
一直讓他們有合理期望，相信學校能在現址繼續營
運，要求當局承擔責任協助解決續租問題，以免現
在校的350名學童7月後無法就學，與4位議員謝偉
銓、謝偉俊、葉建源及陳家洛會面。
關注組昨日稱，學校於2010年由教育局安排租用
天后現址辦學，局方亦多次表示，校址的教育土地
用途不變，加上政府政策承諾會增加國際學校學
位，認為促成了家長的合理期望學校可原址續辦，
又聲言政府對教育用地的運用及選擇租戶有決定權
及審批權，但對家長的要求一直袖手旁觀，只強調
校方與業權人的協議屬「私人合約」，質疑教育局
未有承擔責任。

關注組早前發起簽名行
動，至今已獲4,000人支持，
發言人葉敬思強調，若政府
不行動協助續租而令學校關
門，勢讓計劃來港的國際人
才卻步，甚至令已在港的人
才考慮離開。

吳克儉指政府無權迫簽約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早前表

示，非常關注事件對學生可
能造成的影響，但政府無權
強迫校方或業權人任何一方
簽約，如有需要局方會盡力
向校方提供協助尋找臨時校舍，確保學生可繼續上
課。建造商會早前的聲明則指，於前年7月31日已

書面通知學校租約屆滿後將會終止，至上月底商會
收到學校正式通知要求續約，現正在考慮中。

做個好義工 勿忘初衷
It's not how good you are. It's
how good you want to be.
這句話來自一本同名的英文書
籍，同時亦是筆者自高中時期開始
在義工生活上的座右銘。自小學開
始，筆者加入成為童軍，開展義工

生涯，同時亦在校外校內參加了不少的義工服務，
慢慢地累積經驗。
去到初中末段，筆者開始接觸統籌義工活動的工
作，由一位義工幫手去到成為籌備成員之一，所花時
間固然比之前多，同時亦要面對不同的問題，如：學
業與義工生活之平衡、時間管理等問題，這一一都在
籌備不同的義工活動時遇到；慶幸有一班志同道合的
夥伴一同互勵互勉，難關才得以一一渡過。
然而，人大了，時間長了，特別是舉辦多了義工
活動後，開始忘記了做義工的本質。究竟為何而
做？究竟為達到甚麼目標而做？筆者有一段時間開
始感到迷失，覺得有一些義工活動是「為做而

做」，忽略了做義工本身的目的。

為有需要人士帶來溫暖
其實，做義工是很簡單的，就是看到社會上有一
些有需要的人要我們的幫助，需要我們的支持，哪
怕是小小的一分力，都足以為有需要人士帶來溫暖
和祝福。筆者自身有定時捐血的習慣，3年前，一次
機緣巧合情況下，在本身參加的童軍舉辦的捐血活
動日擔任了工作人員，及後開始成為了籌備成員之
一，開始協助舉辦這個大型活動。
過程中，讓筆者記憶猶新的事莫過於參加者的肯
定與支持，記得有一位參加者與筆者說：「謝謝你
們所舉辦的活動，令到不同的人提升捐血意識。」
一句小小的說話，卻令筆者感到溫暖；做義工，本
身就是不求回報的工作。

「取之、用之」社會添色彩
筆者現在是一名童軍領袖，負責帶領一個團

的幼童軍。成為領袖的原因是希望可以培育下一
代，讓他們成為良好公民；兒時在領袖身上所學到
的，希望可以授予下一代，得以薪火相傳同時，亦
希望可以「取之、用之」，為社會的未來添上一點
美麗的色彩。哪怕只有一點綿力，亦希望可以回饋
社會。對於部分家長而言，童軍集會猶如周末托兒
所一樣，我們只需好好照顧他們就可以了；然而，
對我而言，這兒並非一個托兒所，而是一個利用童
軍知識及技能去促使他們學好的地方，免在少年時
期誤入歧途。因此，我常提醒自己，將自己所見、
所學的事都帶回他們身上，希望他們有所得益，大
家一同成長。
作為一個義工，略盡綿力去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

人，就是這樣簡單。有很多事情，並不是做了之後
讓你自己有多好，而是要想整件事會變得有多好，
所以各位，竭盡所能吧！

■李海權 香港傑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出版秘書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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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有8個學科打入全球10大，取得18個「亞洲第
一」學科，稱霸亞洲。 資料圖片

■去年有3科打入全球10大的香港，今年只有香港大學的土木及
結構工程仍然位列世界第十。 資料圖片

■張民炳表示，近年新加
坡於高等教育方面的加大
投入，令偏向維持現狀的
香 港 越 來 越 落 後 。

資料圖片

■蒙特梭利天后分校家長關注組昨到立法會申訴，指教育局令家長有合理期
望學校可原址續辦，要求當局介入續租事宜。 關注組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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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訊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