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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校全殺入THE年輕大學榜25強
香江被譽為「全球排名之星」 韓奪二三位膺「亞洲一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國際高等教育權威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在全球
選出100所建校50年以下的大學，並於昨日公布2015年全球年輕大學排名。香港3所「年輕大
學」全部躋身首25位之內，科技大學穩佔第四名，力壓第五位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另香港
城市大學和理工大學亦分別佔據第十四位及第二十三位，較去年躍升 3 位及 7 位。THE 指，韓
■科大今年繼續位列第四
科大今年繼續位列第四，
，成為本

樞紐地位，但香港今年的表現不俗，實屬好消息。

《泰

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年輕大學榜根據大學
在研究、教學、國際化、知識轉移等 13 個
指標，評估有潛力成為「新一代牛津、哈佛」的年輕
大學，並推算未來最有可能取代英美的高教力量。結
果顯示，來自瑞士的洛桑聯邦理工學院首次登上第一
位，力壓向來強勢的韓國浦項科技大學，而韓國科學
技術院則排行第三。

澳洲大贏家 最多院校上榜
綜觀整個排行榜，今年 28 個國家或地區的大學上
榜，十強院校則來自8個國家或地區，其中亞洲院校佔
了 4 位（見表）。此外，今年澳洲以一校之差擊敗英
國，成為最多院校上榜的國家，在 100 所中佔了 16
所，其排名最佳的院校為身處第二十一位的悉尼科技
大學。
港校今年的整體表現優秀，全港 3 所不足 50 歲的大
學均榜上有名，當中以科大表現最理想，排名第四，
與去年一樣。城大排名則由去年的第十七名升至第十
四名；理大更由第三十名躍升至第二十三名，令香港
年輕院校全部躋身 25 強。不過，THE 亦指出，在榜上
佔據了第二三位、另有一所新院校上榜的韓國才算是
「亞洲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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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高等教育》（THE）編輯Phil Baty讚揚香港
是「全球排名之星」。他指出，香港的3所上榜大學不止
穩坐首25名之內，而且也是眾多院校中最年輕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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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位列第四名，反映環球社會認同科大追求教研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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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及國際化的成績，大學對此感到欣喜。理大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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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一所大學成功與否因素眾多，並非單憑排名來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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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該校肩負獨特的使命，並與業界保持緊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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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關係。
城大對最新的排名表示歡迎，這是教職員努力的成 同。該校表示，會繼續提升學術及研究實力，促進社
果，也反映國際排名機構對城大推動教研合一的認 會乃至全球的發展。

THE 世界年輕大學排名

城大首建
「3D 藏經閣」
防功夫失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城市大學與中
華國術總會合作，利用獨特的 360 度立體動作擷取技
術，建立全球首創的香港武術活態資料庫，以紀錄及
保存功夫這一文化遺產。
城大互動媒體與電算應用中心所研發的先進立體動
作擷取技術，從 2013 年起用於採集林家洪拳、詠春
拳、福建永春白鶴拳等各門派功夫的特色和招式，現
已取得大量資料。武術中的不同風格流派，各有其肢
■中華國術總會創辦人趙式慶（左）與城大創意媒體學院 體力學模式，迄今多憑口授傳承，所用詞語通常僅圈
院長邵志飛。
城大提供圖片 內人能懂，但如今某些門派的習武之人日漸稀少，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晨）公
益電視台之「美國總統終生成就
獎」頒獎典禮 4 月 28 日假山光道賽
馬會會所舉行，該獎項是頒給在社
會上有卓越貢獻，尤其是公益方面
有終生成就的成功人士，以表彰其
多年來服務社會，出錢出力出心致
力善業的義舉。慈善舞后、徐美琪

關知識已有失傳的風險，故校方相信上述資料庫將是
紀錄保存這方面文化遺產的可靠途徑。
資料庫包含多種媒體類型，並根據香港功夫詞語總
彙而獲取相關信息。資料將按照一個關鍵字總表－香
港武術詞庫，以及具體條目的解說來輸入。
中華國術總會在集資網站 FringeBacker 為資料庫
發起集資，並獲得「劉家良導演慈善基金」支持，
使資料庫得以建成，交接支票儀式昨在城大舉行，
並邀得多位功夫大師現場示範立體動作擷取技術的
應用。

■ 在中大服務滿 35 年的葉光明（左）及滿
25年的甯雄斌獲中大頒發長期服務獎。
中大提供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中文
大學日前舉行 2014 年度長期服務獎頒授典
禮，表揚 105 名任職滿 25 年和 35 年的員工，
校長沈祖堯主禮。其中物業管理處一級監工
葉光明加入中大已經 35 年，現時日常工作包
括一般室內及傢具維修等，他笑言以前的學
生宿舍由鐵皮屋改建而成，沒有冷氣，夏天
溫度可達攝氏 40 度。他曾在裡面工作半小時
就熱得受不了，「很佩服當年的學生的耐
力」，現在宿舍環境已「脫胎換骨」，同學
就可以好好學習了。
葉光明形容，平日的工作就像打游擊，自
己的足跡遍布校園各辦公室、課室和宿舍，
故與不同部門的同事都有深厚交情，「趕工
時，尤其是使用率甚高的課室，只可趁課堂
間的空檔才動工，全靠一班好同事合作無間
才可及時完成任務。」回想 35 年來在中大的
工作經歷，他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份人情
味。
他又憶述其入職初期，主要負責木器維修及典禮場
地布置，當年畢業典禮使用角鐵和帆布搭建禮台和巨
型帳篷，耗時最少個多月，且要各部門通力合作才可
完成挑戰，令他印象難忘。他還記得 2012 年的畢業禮
遇上大雨，物理管理處要總動員全程監察設施安全及
處理積水，典禮終於順利進行，他亦舒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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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臣 讚中大生忍得

國勇奪第二三位，另有一所新院校上榜，是「亞洲一哥」。新加坡則在挑戰香港的知識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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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 LED 照明 減文物損害
另一名得獎員工甯雄斌，是香港第一代文物修護工
作者，1989 年應中大文物館前館長林業強之邀加入文
物館負責主管展覽技術和文物修護。早於 5 年前，他
率先引入 LED 展覽照明系統，減輕照明溫度對文物的
損害和耗電量；又首創利用 MP3 播放器作為展覽導賞
器材，實行以較低成本提供與大型博物館一樣的導賞
服務。
甯雄斌是修復漆器及油畫的專家，除中大文物館館
藏外，經常協助大學其他部門修理其藏品，包括懸掛
在大學祖堯堂的幾幅前校長畫像。甯表示，相較一般
博物館，在中大文物館工作有較多機會參與出土文物
的研究，及各地專家合作，令他獲益良多；他曾邀得
湖北省博物館脫水專家陳中行來港共同研究古代飽水
竹簡的脫水方案，效果良好。

徐美琪奪美國總統成就獎
邊陳之娟陳曦齡黃永成同獲殊榮 公益電視台創辦人黎拿嘉致辭

中港台一心慈善基金主席徐美琪，
方方樂趣教育機構主席邊陳之娟，
維特健靈董事長陳曦齡，龐蓓控股
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黃永成獲頒殊
榮。

公益電視台創辦人黎拿嘉介紹說，慈善
舞后徐美琪，經常亮相電視幫助公益

金同其他慈善機構籌款，不遺餘力地幫助兩
岸三地弱勢群體，她最近大力發展 IPC，用
高科技幫人，得獎實至名歸。
徐美琪在發表獲獎感言時稱，該獎項是對
其多年來以慈善藝術家為己任，服務社會的
一種肯定，鞭策自己繼續努力用藝術帶動更
多人參與慈善。「我一直認為心、身、靈的
健康非常重要，照顧好自己，才能有足夠力
量幫到其他人。」
徐美琪表示，身為香港社會一分子，但凡
對社會有益的事情，都會積極參與其中，
「希望我的點點善意，能讓社會更加和諧、
美好！」她呼籲大家盡己之力，參與慈善，
將中華民族大愛無疆的精神延伸至全世界，

■公益電視台美國總統終生成就獎慶祝會。
同時號召大家重視藝術發展，增強中華文化
軟實力。

黎拿嘉祝賀得獎者

劉國權 攝
黎拿嘉向得獎人士表示祝賀。他說，美
國總統終生成就獎是頒給對社會有卓越貢
獻、在公益方面有終生成就，同時支持美
國大學社會服務人士。「本次得獎賢達都

是終生貢獻社會、照顧有需要人士的大善
人，他們每位的服務故事，可以寫好幾本
書。」
另外 3 位得獎人士，包括邊陳之娟、陳曦

■邊陳之娟頒獎予徐美琪（右）。 劉國權 攝
齡和黃永成都不約而同表示，是次獲獎，對
他們是莫大鼓勵，未來將繼續致力慈善公益
事業，希望自己的善舉能感染更多市民關心
弱勢，大家攜手打造美好家園。

廠商會四地聯交委宴中聯辦台務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香
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兩岸四地聯誼交
流委員會日前宴請由中聯辦台務部
部長唐怡源率領的一行 5 人代表
團，雙方就促進港台經貿發展以及
深化港台關係等事宜交換意見。

唐怡源：冀進一步合推港台關係
唐怡源表示，台務部一直與廠商
會緊密聯繫，為加強兩岸四地的發
展共同努力。他亦冀望日後能夠與
廠商會有進一步合作，利用廠商會
人際網絡，推動港台關係發展，實
現兩地優勢互補。
廠商會會長李秀恒感謝台務部對
該會一直的支持，亦對代表團今次
的蒞臨表示熱烈歡迎。他表示，廠
商會一向對於推動兩岸四地文化及

黃永光訪本報

■廠商會與中聯辦台務部部長唐怡源一行合照。
經貿發展不遺餘力，如聯同多個商
會輪流在北京、台北及香港舉辦有
關經貿合作的研討會；於2008年成
立「兩岸四地聯誼交流委員會」，

促進更多兩岸四地的合作；於 2013
年組織56人代表團赴台灣訪問，以
深化港台的聯繫和交流。
代表團團員還包括：中聯辦台務

部副部長胡相國、李堅怡，出席會
見的廠商會首長尚包括第二副會長
吳永嘉，副會長徐炳光、吳清煥、
吳宏斌、戴澤良等。

4 月 29 日，信和置業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黃
永光（左三）、信和置業有限公司項目助理黃永耀（右二）一行到訪香
港文匯報，獲本報社長王樹成（左四）、副總經理姜亞兵（左二）等熱
情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