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連冠」科大跌至第五「雙學制年」師生比惡化累評分插水

QS亞洲大學榜
星韓「爬頭」港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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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縴夫？縴夫就是指那些運

用自己的身體能力，全力把載重的

船逆流而上拉到目的地的人，他們就稱為縴夫。究竟今天的老師是

不是縴夫呢？是。除了我剛才所說，他們把事物、知識、人情作交流外，他們還每天逆流而上。

─小思，原名盧瑋鑾，1939年生，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原籍廣東番禺，出生香港。

「每一個年輕人都
應當乘着夢想的翅膀
出航」一翻開封面，
就可以看見這樣一句

氣派地躍在紙上。突然，我有種感覺：大概，這
就是青春了。
這本文集收錄了41篇本港大學生的作品，有
詩、散文、小說等，形式各樣，筆風各異。吸引
我買下這本書並一遍一遍重複閱讀的原因，在於
它滿載了同齡青少年的內心世界。在這41篇文
章中，我最喜歡《夜行》、《便條》、《十
五》、《美麗》和《教敲擊樂》，以下我將簡述
當中兩篇的內容和個人看法：
《夜行》講述男主角將赴海外留學，臨行前與

心儀的女孩約會。當中男女主角的個性塑造十分
鮮明。男主角來自破碎家庭，對愛情沒有太大把
握，怕失敗、怕傷害對方，因此與女孩見面後，
說：「要誰等太久都不好。」而女主角是個耐
心、堅強的人，認為感情不是用來計較的，因此
男孩受到鼓勵，在分別之際，男方終於向她告
白。
在這情節中，我最喜歡的是作者運用了暗喻的

手法：文首說：「……你襯衫上，粗幼一樣的黑
和白，在柔順的棉布上糾成僵硬的平行線。」文
尾：「你隨意捲起衣袖，突然黑黑白白的
線都糾纏在一起，分不開了。」這兩句暗
示了二人感情的進程，恰到好處。
此外，《便條》這個故事是超現實的。

在第一段裡，那個家庭的孩子分明還是個幼
兒，到第二段吃早飯時，已懂得看爸爸遞給
他的雜誌，又會讀便條了，到最後「小孩」
已是一個拖着沉重身體回家的上班族。通
篇都是用「小孩」兩字來表達自己的身
份，但在段與段之間，「小孩」的「轉
變」和「成長」是無聲無息的，表達「樹
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兒而親不在」的無
奈、惆悵感情，讓人不禁嘆息。
《四十一雙眼睛》由作者們用一種

「香港風格」的文
字，描述這個時代的
香港。想知道同齡青
少年的內心想法，
就讀讀這本書吧！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成長，就必定會經歷甜蜜與痛苦、平順
與挫折。年輕人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內心，就必須省視自己的迷惘、憂
愁與疼痛。唯有如此，才能找到生命的方向，才能理解自己與同伴生活
的意義。

學生：陳凱榮
學校：福建中學（小西灣）從《四十一雙眼睛》看青春

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

學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

作品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

得一稿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

贈送50元書券乙張，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

com。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

列明學生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

聯絡電話和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徵稿啟事

《縴夫的腳步》

「App世代」手機沒在手不自在
「老師很有趣，上堂不停沒收我們的手

機，我們唯有去買些平價二手舊機給他沒
收。」
「一家人平日各有各忙，難得一起吃
飯，大家都會自覺地收起手機，盡量多找
話題分享。」

以往媽媽打電話給我，我都會因為怕嘮叨而不接聽。現在她
WhatsApp我，我通常都會回應，一來因為我有選擇、二來她打
字沒有說話般囉嗦。」
這些都是年輕人談及使用智能手機的心聲。

慣玩手機邊交談「一心多用」
年輕這一代可謂「App世代」，沒有智能手機在手，用不了
「App」，就是渾身不自在。所以無論身在何地，家庭中特別
是年輕一輩總低頭把玩手機：一邊用App與不同朋友傾談，一
邊用指頭轉動畫面上的方塊為遊戲升級，更可一邊留意身邊人
的對話，遇上有趣的話題能即時加入，可真是「一心多用」。
也難怪經常收到家長致電熱線求助，擔心智能手機會影響子
女的健康、學業，甚至影響一家人的關係。有青年人回應指：
「我和家人食飯，大家各拿手機，否則不是沒有話題，就是吵
吵鬧鬧」，「其實與親戚朋友外出用餐，都會觀察對方的分享
內容是否『啱傾』。唔啱的話當然玩手機啦，以免尷尬。」原
來年輕人用手機不一定有礙溝通，只是用來自處和增取個人空
間的方法，至於乘車候車時使用智能手機，也是為要隨時隨地
和友好保持聯繫。
其實「App世代」習慣使用手機來滿足心理需要，如獨立自
主、歸屬感、社群支援，以及樂趣。家長想要家庭和睦，除了
應避免孩子過早（初小或以前）習慣使用智能手機，亦要多加
留意子女上述的需要是否獲得滿足。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經理(青少年服務)註冊社工吳浩希

查詢電話：2549 5106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
&�
��
&�

科
大
水
底
機
械
人
賽
亞
洲
奪
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參加比賽是學生活學
活用、展示實力的良機，擁有十年參賽經驗的科大機
械人團隊，最近在「IET / MATE 香港水底機械人挑
戰賽2014」大學組別擊敗多支本地及亞洲隊伍，勇奪
全場總冠軍。科大生也積極推動社會共融，向心光學
校的視障學生傳授自製水底機械人的技巧，助他們於
初級組賽事與視力正常的學生競賽，成功奪取亞軍和
特別嘉許獎。
科大工學院環球社會中心總監胡錦添，去年到心光

學校主持機械人分享講座，令不少視障學生萌生參加
挑戰賽的念頭。在科大團隊的指導下，心光派出12名
視障學生分成2支隊伍挑戰初級組賽事。

心得授心光生助奪亞軍
有份參賽的中四生謝潤亨為低視能學生，熱愛科學的

他稱，參賽機會難得，在模糊的視力下，要動手製作及
裝嵌機械人組件，毫不簡單。他舉例指，最困難的是駁
線，因電線需左右對準，往往需要重複三四次才可完
成，另簡單如擰螺絲，「要對準十字孔，擰得緊，也不
容易，是一個新嘗試。」對於在比賽中勇奪亞軍，他笑
言：「感覺很不真實，起初還以為自己發夢！」

6月代表香港赴美迎戰列強
至於參賽經驗豐富的科大機械人團隊，電子及計算

機工程學系二年級生張浩偕表示，今年的機械人作
品，體積較去年更小、重量輕僅30公斤，他們又研發
出嶄新的推進器，能夠通過20米水壓測試，這有助他
們在國際賽中發揮得更好。
科大機械人團隊在上述挑戰賽的大學組別中，囊括所

有單項冠軍，包括最佳任務表現、最佳技術表現、最佳
學術報告等，及全場總冠軍。他們將代表香港，於6月
中旬遠赴美國參加國際水底機械人比賽，爭奪冠軍。

小學通識賽頒獎 200人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將軍澳香島中
學主辦，香島教育基金
贊助的小學通識菁英大
比拚邀請賽（觀塘及將
軍澳區）日前假泓志堂

舉行決賽暨頒獎典禮，參賽小學師生、家
長連嘉賓約200人出席，場面熱鬧。今年
比賽已踏入第四屆，旨在鼓勵小學生關心
社會時事、對通識議題有初步的接觸。
決賽以抽籤決定出場次序及參賽題目，

雖然面對全場觀眾壓力大增，但參賽者均
能發揮應有水準，就社會關心的時事作即
席演講，競爭激烈。最後由東華三院王余
家潔紀念小學柯勛耀同學獲冠軍、保良局
黃永樹小學彭芷瑜同學獲亞軍、浸信宣道

會呂明才小學李敏華同學獲季軍。

首設團體賽獎盃
今年首次設團體賽獎盃，將軍澳香島中

學十周年校慶盃團體賽冠軍由浸信宣道會
呂明才小學奪得，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
小學獲亞軍，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獲季
軍。
是次決賽的三位評判為香港中文大學數

學系教授溫有恒、香港經濟教育協會主席
馮漢賢、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吳容輝，他
們均對各參賽者的表現大為讚賞。吳容輝
致辭時表示，希望藉此活動讓學生對通識
有初步的了解，訓練小學生的通識思維、
即場演講的組織表達能力，為新高中做好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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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機械
人團隊及心
光學校的學
生分別在大
學組別、初
級 組 賽 事
中，勇奪佳
績。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伊莎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今日公布
的2014年「QS亞洲大學排名榜」顯示，香港
院校地位不保，被星韓院校「爬頭」！連續3
年「亞洲第一」的香港科技大學今年大跌4位
至亞洲第五。連同該校在內，6所登上亞洲50
強的香港院校中，除了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城
市大學排名稍進一位之外，其他都同告退步。
研究指，香港院校因為「雙學制年」令師生比
例惡化累評分下跌，星韓院校則受惠於政府對
研究的投資而加分。

高等教育研究機構 QS （Quacquarelli Sy-
monds）的「亞洲大學排名榜」根據學術聲

譽、僱主聲譽、師生比例、平均教師發表論文數、
單篇論文引用、國際化程度、外國交換學生比率、
本國學生出國交換比率這些指標作出評分，2014
年的排名榜取得了逾4.3萬位學者及逾8,000位僱主
的意見。
今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排名第一，韓國科學技術院

排名第二，雙雙擠下港校名次，令去年排名第二的
香港大學下跌1位成為第三，科大則更「慘烈」，
排在首爾國立大學之後，由第一變成第五。雖然今
年中大和城大都各自進步1位至第六位及第十一
位，但理大和浸大各自下跌2位，而嶺大更下跌13
位，可謂「得不償失」（見表）。

報告指港校只屬短暫下跌
QS研究機構的負責人Ben Sowter解釋，港校大退

步是受「雙學制年」影響，「2012年是香港新舊學
制重疊的一年，香港2所頂尖大學排名的下滑部分和
此相關，『雙學制年』降低了港校在學生教員比例這
一因素中的得分。同時，他們排名的下滑也反映了香
港各大學之間的激烈競爭，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韓國科
學技術院近年來的發展確實非常迅猛」。不過，報告
亦指，這可能只屬短暫的下跌情況。
對比港校今年和去年的得分細節，港、中、科「三

大」在師生比例的得分下降了0.5分至4.1分不等，在
交流項目方面亦比去年下降了0.2分至7分不等。雖
然分差不算很大，但由於名列前茅的院校彼此間分差
也不過1分以內，故對排名造成顯著影響。

星韓教育急追 削弱港日「壟斷」
至於星韓院校的形勢，Ben Sowter分析指，在排

名的9個指標中，新加坡國立大學在其中8個都取
得了前20的佳績，優勢難以匹敵；韓國科學技術
院的提升則來源於他們在研究指標中的好成績，以
及多了國際交流項目。他表示，排名顯示了新加坡
和韓國教育在亞洲地區不斷上升的地位，正在削弱
香港和日本教育的「壟斷性優勢」。

星韓校受惠政府投資利「升呢」
此外，Ben Sowter指，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

大學獲得了政府約1,250億元的資助，用於發展科學、
技術和創新方面的研究。韓國政府也將GDP中的3.6%
用於研發，這個數據在經合組織（OECD）的國家中
也屬最高水準的行列，「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韓國科學
技術院都從國家政府對研究的投資中受益，尤其是這
些研究都用英語展開，這也讓他們的研究在國際參與
中提升到一個新的水準」。
內地院校則被形容為逐漸進步，20所院校中有

13所都提升了排名，排最前的北京大學下跌3位至

第八位。其次則是清華大學，維持在第十四名。
港大和科大發言人回應指，排名榜有參考價值，

有助院校作出改善。港大認為排名榜的衡量指標不
時有修改，須小心分析；科大則指「三改四」對院
校有一定影響，排名有變並非意料之外；中大表
示，不同的排行榜各有不同的評分準則，因此產生
不同的排名結果，該校將繼續追求教研卓越。

大學 學術聲譽 僱主聲譽 師生比例 人均論文數 論文引用數 教師國際化 學生國際化 到訪交流 出外交流 總分
新加坡國立大學 100 100 98.8 66.5 99.8 100 100 99.8 99.3 100
韓國科學技術院 99.3 97.9 97.4 96.7 91.3 64.9 57.4 92 62.8 99.5
香港大學 100 100 97.8 65.9 99.1 100 100 97.4 89.5 99.3
首爾國立大學 100 99.9 96.5 89.8 96.4 80.8 98.3 47.7 23.6 98.7
香港科技大學 99.9 99.9 92.4 69.1 96.6 100 100 96.4 97.8 98.4
香港中文大學 99.9 98.1 86.1 71.9 96.4 100 98.4 99.9 99.8 97.4
南洋理工大學 99.9 100 95.4 60.2 94.4 100 100 96.5 100 97.3
北京大學 100 100 94.7 72.1 89.3 70.7 65.3 86.7 98.4 96.3
浦項理工大學 87.5 90.3 100 96.6 99.6 88.5 35.9 74.9 50.6 96.1
東京大學 100 100 98.5 91 98.2 26.5 68.6 7.6 4.8 95.9
資料來源：QS Quacquarelli Symonds（www.topuniversities.com）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QS亞洲大學排名
2014 2013 國家 名次
排名 排名 大學 /地區 變化
1 2 新加坡國立大學 新加坡 ↑1
2 6 韓國科學技術院 韓國 ↑4
3 2 香港大學 香港 ↓1
4 4 首爾國立大學 韓國 -
5 1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4
6 7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 ↑1
7 10 南洋理工大學 新加坡 ↑3
8 5 北京大學 中國 ↓3
9 7 浦項理工大學 韓國 ↓2
10 9 東京大學 日本 ↓1
11 12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 ↑1
27 25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 ↓2
45 43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 ↓2
128 115 嶺南大學 香港 ↓13

資料來源：QS Quacquarelli Symonds
（www.topuniversities.com）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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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昨舉行第十三屆榮譽院士頒授典禮，頒贈榮
譽院士銜予中大前財務長陳鎮榮，中大前圖書館館長王冀，
工業家朱恩餘，企業家顧鐵華、林榮德、梁鳳儀，及投資銀
行家黃桂林。大學校董會主席鄭海泉、校長沈祖堯等亦有出
席典禮，與一眾榮譽院士合照。

中大頒榮譽院士

■■新加坡國立大學在其新加坡國立大學在其
中中88個指標取得好成績個指標取得好成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連續連續33年年「「亞洲第一亞洲第一」」的香港科技大的香港科技大
學今年大跌學今年大跌44位至亞洲第五位至亞洲第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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