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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4大躋身150強 亞洲院校佔20%席位

香島「獎勵計劃」嘉許300優秀小學生

大學就業能力排名
科大躍升全球16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香港院校又在全球性的排

行榜上取得突破。由外國顧問

機構進行的2014年「全球大

學就業能力調查及排名」

（Global Employability Uni-

versity Survey and Ranking）

顯示，隨着香港城市大學的加

入，香港今年共有4所學校躋

身全球首150名，當中以香港

科技大學成績最好，上升2名

至排行全球第十六、亞洲第二

位。研究機構指出，近年亞洲

院校的表現不斷進步，佔了排

行榜20%的席位，比2010年

的10%大幅上升，並表示國際

化的大學模式將會是高教界的

趨勢。

資歷架構夥伴 140機構獲嘉許

港
專
升
格
學
院
專
注
社
會
科
研

全球大學就業能力排名
大學 今年名次 去年名次 國家或地區
劍橋大學 1 3 英國
哈佛大學 2 2 美國
耶魯大學 3 8 美國
牛津大學 4 1 英國
加州理工學院 5 9 美國
東京大學 10 10 日本
香港科技大學 16 18 香港
北京大學 20 26 中國
東京工業大學 26 25 日本
復旦大學 36 43 中國
清華大學 56 64 中國
香港中文大學 57 71 香港
上海交通大學 58 56 中國
香港大學 107 115 香港
南京大學 125 - 中國
浙江大學 126 147 中國
香港城市大學 146 - 香港
哈爾濱工業大學 147 - 中國
資料來源：法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Emerging及德

國就業顧問公司Trendence
製表 : 香港文匯報 記者歐陽文倩 ■科大於最新的全球大學就業能力調查及排名上升至全球第十六

位，位列亞洲第二。 資料圖片

上述調查由法國的人力資源顧問公司Emerging及
歐洲的招聘研究機構Trendence合作進行，今年

訪問了全球20個國家及地區，包括英美德法、內地及
香港等4,500名招聘與行政人員，當中超過一半受訪
者來自1,000間全球領先的公司。受訪者根據其招聘
經驗，投選他們認為可培養出最優秀畢業生的150所
大學。

劍橋哈佛耶魯依次排首三位
綜觀全球院校畢業生的就業實力，榜單前沿依然由

傳統名校「換櫈仔」，英國的劍橋大學、美國的哈佛
大學和耶魯大學依次排名第一至第三位，最能打破國
際界限受僱主所欣賞。首十位主要由英國和美國院校
佔據，只有德國的慕尼黑工業大學及日本的東京大學
能分別躋身第六和第十位。

內地勢如破竹平均躍進5位

調查指出，亞洲院校近年表現優秀，今年有20%上
榜院校均來自亞洲，比2010年的10%大幅上升，其中
內地更是勢如破竹，每所院校平均向前躍進5位，並且
有2校新上榜。香港今年除了有科大、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繼續向前邁進2位至14位，順序位列全球第
十六、第五十七和第一百零七外，還有城大躋身排行
榜之中，成為全球第一百四十六位。
在評選大學畢業生的過程中，37.5%受訪者認為，

「能訓練出隨時可投身職場的院校」是首要考慮，其
次則是在相關範疇的專精程度。大部分受訪者認為，
國際化的大學模式將會是大勢所趨，各院校應提供學
習就業理論和實踐並重的環境，以準備學生投身社
會。報告亦指出，着重發展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
學科（STEM）的院校排名相對較佳。

陳繁昌︰印證全人教育成果
科大校長陳繁昌對大學排名上升表示欣喜：「對於

世界各地的僱主樂於聘用科大畢業生，我感到十分鼓
舞。調查結果亦印證了我們全人教育的成果，致力培
育全才，以國際視野應對問題。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
大學之一，科大的多元學習環境開拓學生的視野，提
升能力，讓他們身處不同環境與情況都能應對自
如。」
至於亞洲漸成世界高教發展的熱點，科大副校長
（大學拓展）翁以登坦言，難以避免區域內的競爭，
但科大會做好自己，為學生開拓更多到不到地方交流
的機會，例如把交流名額由四成推高至五成。
中文發言人表示，大學一向注重全人教育，期望畢

業生有學識和常識外，亦精通中英語文，具獨立思考
和判斷能力，善於溝通等素質，不少僱主均對中大畢
業生的表現有極高評價。港大發言人則指上述排名有
參考價值，但不同的大學排名榜，在採納參考資料數
據及分析方法上均有所不同，認為大家須小心的分析
和了解其細節，不能只看排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
宜）為答謝一直大力支持香港特
區政府發展和推動資歷架構的合
作夥伴，教育局昨日舉行「資歷
架構夥伴嘉許典禮」，並由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向超過140個機構
頒發嘉許狀，以表揚他們的貢
獻。吳克儉致辭時表示，教育局
正推行先導計劃，協助制訂應用
「學分累積及轉移」指引，促進
資歷銜接，以便學員在不同機構
進修。
吳克儉表示，香港資歷架構由
2008年開始推行，現時已有20
個行業成立了行業培訓諮詢委員
會，涵蓋香港近5成的勞動人
口。他又指，現時有超過8,000
個資歷名冊認可的進修課程，10
個行業已推行「過往資歷認可」
機制。機制下，取得資歷證明書的從業員接近12,000
人，頒發超過20,000張證明書，成效顯著。

吳克儉：今年起資助高中提升生涯規劃
吳克儉又提到，教育局於2014至2015學年起，提供

經常性津貼給開設高中課程的中學，用作提升生涯規劃
服務，透過講座及工作坊等協助中學生了解不同行業；
今年9月起已動用十億元成立資歷架構基金，協助機構
設計課程，進行課程評審。
典禮上，大會舉行了資歷架構學習體驗獎勵計劃薪火相

傳儀式，由各個行業的主席及代表「交棒」給一眾後輩，
表揚後輩出色的表現。獎勵計劃其中一名得主，是來自珠
寶業的列嘉玲，她表示透過學習體驗，認識到整個珠寶行
業，包括採購、定價及拍賣等流程，獲益良多。她鼓勵在
職人士不限年齡及階層，均要不斷提升自己，擴闊視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教育局昨日向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遞交文件，講及2014/15學
年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的津貼額調
整。隨着小一至中六的全額學生
的定額津貼均由2013/14學年的
1,094元上調至2,142元，本學年
各級學生的書簿津貼額都大幅上
升，由2,050元至4,194元，上升
至3,138元至5,046元。
教育局表示，上述調整是根據
消費者委員會所進行的2014年度
教科書購書費調查而定，津貼差
額主要反映了2個學年的教科書
平均價格差額。至於定額津貼的
提升，主要是因為早前關愛基金
的「加強學生資助計劃下『學校
書簿津貼計劃』的定額津貼額」
被納入恒常資助計劃，故2014/
15學年全額學生的定額津貼為
2,142 元，半額學生則為 1,07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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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由香島教育機構主辦、香
島教育基金贊助的「2014第六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頒獎典禮於本月六日假座九龍塘香島中學眾志堂舉行。本
屆共有320多間學校參加，300名優秀小學生獲得嘉許，

其中10人更獲大會遴選委員評為傑出學生。
香島教育機構主辦的「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已舉

辦六年，參與的學校及參選的學生亦逐年增加。直到
今屆為止，共有1,544名小學生獲得大會嘉許。是次頒
獎典禮有逾600位同學、家長及教師出席，會場座無
虛席。
立法會議員黃定光擔任主禮嘉賓，九龍地域校長會主席
莫仲輝、新界校長會會長朱景玄、將軍澳香島中學校董會
主席袁武、香島中學校董殷浩然則擔任頒獎嘉賓。黃定光
致辭時強調，優秀學生必須具備德、智、群、美、善的品
德，並且要熱愛社群，關心祖國。黃勉勵獲獎同學在面對
全球激烈競爭，求才若渴的社會，要先裝備好自己，要有
所作為，更要讓興趣多元、視野廣闊、端正人生觀和確立
高尚的人格情操。

葉燕平讚獲獎學生立志高遠
香島教育基金主席葉燕平則讚揚獲獎學生立志高遠，從

他們的短文《我心目中的優秀學生》中，可以窺見同學們
追求學藝均衡、高尚人格及貢獻社群的決心。

■「2014第六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頒獎典禮於本月六
日假座九龍塘香島中學眾志堂舉行。 校方供圖

■學習體驗獎勵計劃得主之一、來
自珠寶業的列嘉玲表示透過學習體
驗，能更全面認識行業的發展與流
程。 李穎宜攝■吳克儉(中)與一眾嘉賓主持資歷架構夥伴嘉許典禮揭幕儀式。 李穎宜攝

■港專學院成立典禮。 港專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香港專業
進修學校昨日舉行「港專學院成立典禮暨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週年聚餐2014」。典禮
上，身兼港專學院校董會主席及香港專業
進修學校校董會副主席黃友嘉致辭時表
示，學院的成立標誌着港專的教育事業登
上了一個新台階，該校將專注發展社會科
學研究，首個學位課程「社會發展研究
(榮譽) 社會科學學士課程」已於今年十月
推出，期望為社會培育出人才。另為配合
港專升格，學院推出新校徽及全新網頁，
向社會展示全新形象。
上述活動由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港專校

董會榮譽主席譚耀宗、港專機構主席黃景
強、港專校董會主席劉佩瓊、港專學院校
董會主席兼港專校董會副主席黃友嘉、港
專校長陳卓禧共同主禮。

袁國強黃友嘉致辭
袁國強致辭時指，港專是有抱負的民辦

專上院校，在有限資源下，仍能跨越重重
挑戰，積極投入香港的教育事業及配合政府政策，
因應社會變遷，不斷擴展服務範疇，致力為不同人
士提供各類進修課程。
黃友嘉表示，推出新校徽代表一種傳承精神，期

望學生能配合「敬業日新，成就夢想」的辦學理
念。他亦提到位於馬鞍山的校園將於明年9月正式
啟用，距離現有位於馬鞍山耀安邨的獨立校園，只
需數分鐘的路程，兩所校舍造就出港專的「雙子校
園」，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浸大聘校長 50人交顧問公司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文倩）隨着香港浸會大

學校長陳新滋表示不再續任，該校近月已開始進行
新校長的聘任工作。有關聘任委員會至今已舉行了
6次正式會議，審視了約150名可能被考慮的候選
者，最終決定委託人事顧問公司跟進其中三分之一
可能被考慮的候選者。
聘任委員會已和一些可能被考慮的本地和海外候

選者舉行多次會議和視像會議，邀請他們回應一些
問題，例如為何會對浸大校長一職感興趣、為何自
己是合適的候選者，以及獲委任為校長後，首12個
月會有何大計等。
該校表示，聘任委員會在未來一至兩個月內，將
繼續與這些可能被考慮的候選者保持溝通，並同時
物色其他人選，以期邀請到最合適的候選者與遴選
面見委員會正式面見。遴選面見委員會新增的成員
包括浸大學生會和浸大校友會代表。

台學士班「個人申請」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台灣各大學院校
2015年秋季入學之學士班招生「個人申請」，將於
本月24日下午5時截止。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表
示，截至目前為止，已有逾6,300人於網上登錄預
約報名，創下歷史新高。為避免現場繳件人潮過於
集中，辦事處特別開設「預約繳件系統」，申請人
可以先於網上預約現場繳件時間，再於指定時間前
往海華服務基金繳件。
根據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最新統計，2015年台灣
各大學院校秋季入學之學士班招生，計有146所院
校提供2,725個系組、20,276個名額，較本年度
18,597名額數增加1,679名；在「個人申請」部
分，增加了407個系組，名額共9,135個，增加
2,372名。
學士班「個人申請」辦法規定，申請人於報名期

間需先到海外聯招會網站登錄個人資料後，列印各
項申請表格並備齊應繳交文件，於報名截止日前前
往海華服務基金繳交表件及報名費用，即可完成報
名程序。台北辦事處表示，除「個人申請」外，學
士班「聯合分發」申請亦將於明年2月初開始接受
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教育局昨宣布，參加
2013/2015派位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應屆小六
學生家長，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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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家長欲
為子女申請官立、資助、按位津貼、參加派位的直
資中學之自行分配學位，即須填妥申請表，連同學
校所需文件，在下月2日至21日學校辦公時間內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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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切勿向多於兩校遞交申請表，否
則申請作廢，另若學生同時獲兩校取錄，將會按
學生的選校次序分配學位。家長若有疑問，可致
電2832 7740查詢。
為配合家長選校，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將

於今日發布《中學概覽2014-2015》中文及英文版的
網上版，中文版的印刷本將會由小學派發給小六家
長。概覽輯錄全港四百多所中學的基本資料，並以
今年9月的狀況為準。公眾人士可瀏覽網上版www.
chsc.hk/secondary 或流動版m.chsc.hk/secondary，
若有疑問可致電3698 4376查詢。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今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