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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5 學科全球前十
港大牙醫第二最威
優秀科數量排名再遜星國大 教界坦言響警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今日公布「2015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榜」，包括香港大

QS全球學科榜 香港院校排名較佳學科
院校（世界排名）

牙醫

港大（2）

教育

港大（6）
、教院（15）
、中大（20）

科範疇表現出色，包括電腦科學及資訊系統學、土木及結構工程學以及

計算機科學及資訊系統

科大（8）
、港大（12）
、中大（18）

教育學科，各有三間院校位列於全球二十位之內，可見其實力雄厚。不

土木及結構工程學

港大（9）
、理大（11）
、科大（17）
、城大（35）

語言學

港大（9）
、城大（18）
、中大（21）
、理大（35）

現代語言

港大（15）
、中大（30）

數學

港大（20）
、城大（29）
、科大（33）
、中大（42）

會計及金融

科大（17）
、港大（23）
、中大（35）

化學

港大（23）
、科大（25）

商業及管理

科大（18）
、港大（24）
、中大（28）

以位列第二的港大牙醫表現最為彪炳！另外以香港整體計，亦有三個學

過若以優秀學科數量及排名計，港大於亞洲只列第三，遜於新加坡國立
大學及東京大學。有香港教育界人士坦言，港校再次不敵新加坡院校
「實屬警號」，對此表示擔心。

資料來源：Quacquarelli Symonds
製表人：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穎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今年文憑試筆試已接近尾聲，
剩餘的「壓軸」部分是在勞動節假期後開始舉行的英國語文科
口試。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昨日於最新一期網誌《文憑試快線》
提醒考生，考試時毋須留意主考員的的神情，因這並不代表其
評分取態，而有關投訴主考員的態度或表情影響口試表現之個
案，將不獲處理。
考評局特別提醒考生除了小組討論時，在考試完畢前，不可
在報到室、備試室、考室內、走廊和洗手間與其他考生交談，
亦不可使用手機、平板電腦或智能手錶上網、Whatsapp 或收發
電郵和訊息，否則會被扣分、降級，甚至取消全部考試成績。
網誌中亦提到英國語文科口試的程序，指出會先進行小組討
論，完成討論後，主考員會隨即向考生發問，待考生逐一回應
後，考試便告完成。而英文科口試一般以 4 人為一組，小組討
論時間為8分鐘；若考生3人，討論時間則會調整至6分鐘。
考評局強調主考員是經驗豐富的教師，他們會專業地按考生
的實際表現及評核要求評分；考生於考試時毋須留意主考員的
的神情，因這並不代表其評分取態，而有關投訴主考員的態度
或表情影響口試表現之個案，將不獲處理。考評局亦會錄影口
試過程作日後覆核成績或處理考試異常事件之用，提醒考生只
需按指示坐在指定位置，說話時提高聲量，口試錄影系統便能
清楚記錄表現。
對於考生應考當日若有身體不適的情況，考評局建議考生於
報到室及備試室內戴上口罩；但進入考室後，為配合口試錄
影，建議考生除下口罩，直至口試完結。此外，考生如因病未
能出席口試，可於原定口試日期後 3 個工作天內申請改期，並
須提供醫生證明文件。

﹁

義教 趨普及 質素待提升

學科

學及科技大學在內共有五個學科打入全球十大，前者更獨佔四科，當中

英文口試教路 勿看考官「臉色」

﹂

■港大依然不敵新加坡國立大學及東
京大學，
京大學
，只位列亞洲第三
只位列亞洲第三。
。 資料圖片
五十一至一百位，對於打入全球二十強，教
院校長張仁良接受本報訪問時大表鼓舞，對 ■科大的計算機科學及資訊系統位列全球第八位。
排名急升，他表示相信與校內部分學者進行
多時的重要研究在過去一年發表，引起國際
注意有關，認為今年成績對該校來說是一大
強心針，「得到權威國際機構的認同，並非
一朝一夕的事，全賴全校師生與學界的支
持。」

麻省理工 11 科全球第一
「2015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榜」由超過 8.5
萬名學者以及 4.1 萬名僱主參與評選，評核
全球超過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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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及管理等範疇。
整體而言，麻省理工學院今年成績最好，合
共有 11 科排全球最佳，包括天文物理學、化
學及土木工程等。緊隨其後的哈佛大學，亦
有10科得到世界第一。
總結香港院校表現，以港大表現繼續領先，
有四科位列全球十大，包括首次作為獨立學科
評審的牙醫（第二）、教育（第六）、土木
及結構工程學（第九）以及語言學（第
九）；而科大的計算機科學與資訊系統也打
入全球十大位列第八位。港大牙醫學院院長
傅立明直言能夠獲此驕人成績，深感興奮；
科大發言人就表示一向視排名為參考，以助大
學了解其表現並掌握需要完善的地方，強調排
名並不影響科大的目標及理念。

資料圖片

亞洲多校崛起 科學工程數理勁
QS 研究部主管 Ben Sowter 認為，大學學
制轉為四年制後，近年對香港的院校帶來一
定衝擊，但香港院校現已成功鞏固地位，今
年各校均得到不錯成績，成功將力量轉移至
國際層面，得到平衡的發展。他又指出，多
所亞洲大學以優秀姿態冒起，是英美大學不
容忽視的競爭者，特別是在科學、工程以及
數理等學科範疇上。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雖
然香港院校成績不俗，但相比新加坡國立大
學仍有不足，仍有一定隱憂，「新加坡始終
是香港最大的對手，在經濟條件及人才爭奪
上都存有競爭及挑戰」。他指出，近年已有
不少香港的優秀學者，會被「挖角」至新加
坡的大學進行教研工作，對此感到擔心。不
過，對於香港院校的教育學科於排名榜位列
領先地位，他強調是「好事」，「香港的教
育發展一直為區域重心和國際焦點，相信今
次排名結果會令教育專業範疇之未來發展變
得更舉足輕重。」

教院教育排 15 首次超越中大
如以學科計，電腦科學與資訊系統、土木
及結構工程學，以及教育都是香港具雄厚實
力的範疇，各有三所院校打入全球二十強，
其中教育表現值得關注，尤以正爭取正名大
學的教育學院的表現甚見驚喜，排名高見全
球第十五位，並首次超越中大。
在去年排行榜中，教院的教育學科只列第

■教院表現優秀，教育學科排名首次超越中大。

■張仁良表示排名成績對於教院 ■張民炳坦言香港再次不敵新加
正名發展打下一支強心針，感謝 坡院校「實屬警號」。
師生的努力和支持。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公投」，投票將於下周五結束。

投票過程疑誤導 行動組指無實據
浸會大學上周四完成「退聯公投」，贊成「退
聯」的票數較反對的多出逾300票，但卻因為有人投
訴，而令學生會退聯的議案出現波折。該投訴指，
退聯一方的拉票行為影響學生投票，又指拉票者

「義教」一詞，相信對眾多八九
十後年輕人來說絕不陌生。在大學
'
多姿多采的活動中，不少同學會選
344
擇到內地或外國一些較貧困的地區
進行義務教育，並與當地學生互相
交流、作家訪，甚至於當地家庭的
居所借宿一宵。這類義教活動近年越趨普及，參與及
舉辦類似活動的組織和同學亦越來越多。這本該是一
件讓人高興的事，但奈何部分義教活動的質素參差，
成效亦受到質疑，並開始引起社福界和教育界對義教
利弊的熱議。
有民間團體發起的義教團於短短七天走訪多間山區
中小學校，於每所學校停留不多於一天，進行遊戲和
活動教學，又派發小禮物和物資，為求在有限時間內
帶給服務對象最大的歡樂和傳達自己的心意。我亦曾
經參與過這類義教團。每次才剛認識幾位學生，花了
些時間和努力打破隔膜，初步建立了友誼；但沒多久
後，又要跟他們道別，離別時彼此臉上偶爾會流露失
落和不捨的表情。
那次是我第一次義教，對我的影響很深，亦體會了
很多。回港後我不斷反思，其實短短七天的旅程可以
為當地的學生帶來什麼？透過遊戲和數小時的教學，
真的有助他們學習嗎？或許我可以教曉他們幾個英文
生字和用法，但對他們日後長遠發展看來還是微不足道。

「發放虛假資料」，指「經過初步點票後發現兩邊
票數相若」，認為有關消息「誤導選民」。浸大學
生會退出學聯行動組召集人湯偉圓否認有人曾說過
「初步點票」，認為有關投訴並無真憑實據。
評議會遂於昨日召開非常會議，討論是否受理
有關投訴，結果以 0 票贊成、12 票反對及 1 票棄
權，否決處理有關投訴。不過，該會議亦同時通
過一項議案，讓會員可於評議會主席作出公告後
15 日內向評議會作出書面上訴，意味有關事件尚
未有定案。

參與社會服務近五年，透過舉辦各項義工活動、與志同道合
的朋友和社會人士交流和分享，經驗告訴我一項服務要成功基
於兩大因素，一是設身處地了解對象的真正需要，二是活動本
身的可持續性。如果活動內容流於表面，只着重帶歡樂給服務
對象，義教的目的便變得模糊和失去本來的意義，服務對象未
必能受惠。
幾年前，一篇在網絡廣泛流傳的文章講述一個偏鄉小孩的心
聲，帶來了很大的迴響。文中小孩指，不希望大家再來義教，
短短幾天的教學，帶不了他們太多知識，卻破壞了當地老師在
他們心中那不可動搖的形象，打擾了他們平靜的生活。看過這
篇文章的朋友，相信亦跟我一樣感覺很心酸、很難過。其實要
扭轉這情況，增強活動的意義，可以多參考其他組織的活動和
組織者的意見，例如事前與當地學校緊密溝通，了解當地教學
進度、學生情況和學校需要，考慮與特定學校長期合作、定期
到訪並增長逗留時間，或者改變一向只針對學生教學的活動模
式，改為針對當地教師的培訓和意見交流，提供新的教學方
法，長遠改善當地的教學質素、引入多元化的教育。

《圖說香港昔日風情》緬港百年建築史
本書為作者張志義近兩年來
走遍本港各地、深入大街小巷
搜集掌故並親自拍攝照片而
成。書中內容豐富，例如古老
當舖、高街鬼屋、九龍城寨、神秘的砵蘭街、香港百年
老校等，這些人事變遷，印證香港的成長與進步。
作為新來港人士，香港對我來說是個陌生的地方，僅
僅知道旺角、銅鑼灣等鬧市，還有香港大學、中文大學
及科技大學等著名的高等學府，至於商業中心區是中
環、尖沙咀，也是在地理課上學到的。
讀完本書後，不由地驚訝──沒想到香港這個彈丸之
地竟有如此悠久的歷史！香港從古至今的變遷也可在圖

《有情枝》

中一一展現出來，真是大開眼界了！其中，我最感興趣
的建築莫過於香港醫學博物館和終審法院了。
香港醫學博物館的前身為細菌檢驗所，後來易名為病
理檢驗所。直至 1996 年正式開放為本港第一間也是唯一
的醫學博物館。對我來說，無疑是非常想去看的。
終審法院的前身為高官官邸（看到這裡時微覺詫
異），後來改建為銀行家宿舍，1915 年修葺為法國傳道
會大樓。日軍侵佔香港時，一度被佔用。日軍投降後，
作為政府總部辦公大樓。1949 年
後，又改為教育署總部、地方法院
等。至 1995 年，再次修葺大樓成
終審法院──最高的司法機關。沒

收錄詩人廖偉棠 40 篇優秀散文：有懷念一
代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的風采，有對作家三

毛、商禽等的深切悼念，還有初為人父的無限喜悅；他又以細膩的
文字，帶領讀者雲遊四方。廖偉棠是得獎最多的香港作家之一，本書亦收進他多篇獲獎作品。他現
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筆者供圖

宜與學校長期合作 優化教學內容形式

浸大
「退聯」餘波 投訴被否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浸會大學上周四
完成學生會退出學聯的「公投」，最終有 1,678 人投
票，當中 934 票贊成「退聯」、613 票反對，議案理
應獲得通過，但卻因有人作出投訴而懸而未決。浸
大學生會評議會昨日就有關投訴舉行第二次非常會
議，最終以 0 票贊成、12 票反對及 1 票棄權，否決處
理有關投訴。另外，城市大學昨日亦展開了「退聯

資料圖片

■筆者（左）和受義教學生合照
和受義教學生合照。
。

想到終審法院的確立經過如此重大的變遷，而且還是百
年古蹟呢！
本書所簡介的建築，我大
多聞所未聞，這次讀完後，
真是大開眼界。對香港歷史
建築有興趣的，快去借來看
看吧！
（張志義生於上世紀 60
年代初的香港，在此完
成小、中、大學及研究
院課程。現從事教育工
作，並於香港大學中
文系攻讀哲學博士課
程。）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陳樂瑤 香港傑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得獎者
學生：周雍婷
學校：聖士提反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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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編輯經理于克凌點評：人若抹去自己的成長軌跡，他將不能
坦然正確地走未來的路，城巿亦然。所以建築物既是城巿景觀，有自身
的建築之美，同時也是城巿的歷史沉澱，是一座座沉默的坐標。請了解
它們，愛護它們，尊重它們，讓它們優雅地老去，成為城巿的體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