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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獲「3322」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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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中大科大理大浸大入圍前200名

全球最國際化大學
港大澳門大列「十大」

全球最國際化大學排名
名次 院校 國家/城市 排名
1 卡塔爾大學 卡塔爾 601-800
2 盧森堡大學 盧森堡 193
3 香港大學 香港 44
4 洛桑聯邦理工學院 瑞士 31
5 日內瓦大學 瑞士 131
6 澳門大學 澳門 401-500
9 新加坡國立大學 新加坡 26
17 南洋理工大學 新加坡 55
106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 201-250
108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 138
112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59
120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 201-250
149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 351-400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 製表：記者歐陽文倩

大學遊蹤大學遊蹤

校園放大鏡校園放大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黎忞） 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昨日發表2015年文憑試考試統計資料，去年共
有約4,000名文憑試重考生應考最少5科，其中逾
1,100名為日校重考生。不少再戰文憑試的日校考
生，其考試成績表現均較首次應考的學生略有優
勢，近37%重考生在核心科目取得「3322」或更
佳成績，並於一個選修科目取得3級或以上成
績，較整體日校生的36%高出1個百分點。
2015年為第四屆中學文憑試，而去年有逾7.4
萬名考生報考。為再次取得好成績，整體報考學
生中有16%、即近1.2萬名為重考生。去年共有
3,964名重考生應考最少5科，當中1,105人為日
校生。
在日校重考生中，有近37%考生取得「3322」
或更佳成績，並於一個選修科目取得3級或以上
成績；在五科取得2級或以上成績的，亦有近
83%人。
部分文憑試考生對成績有疑問時，會選擇在放

榜後向考評局申請覆核或重閱答卷。去年有逾1.5
萬名考生申請覆核或重閱答卷，涉及的科目科數
逾3.1萬項，其中約1.8%的科目等級獲得提升，
較2014年上升0.4個百分點。
而自修生方面則有逾1,300人申請覆核或重閱

答卷，涉及的科目科數逾2,300項，有1.7%的
科目等級獲得提升，較2014年下跌0.3個百分
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伊
莎） 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
二中學家長教師會早前舉行家
長校董及第二十二屆常委會家
長常委選舉，逾200名家長出
席。多名家長角逐家長校董及
家教會家長常委，經過一輪投

票及點票程序後，最終由吳瑞玲當選為新一屆家
長校董及家教會主席，陳寶蓮則當選為家教會副
主席。

逾200家長出席
該校早前舉行「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校

董及第二十二屆常委會家長常委選舉」，當晚率
先由現任家教會主席陳寶蓮發表去年會務報告，
再由司庫黃鶴樓匯報去年財政報告。隨後進入選
舉環節，多名角逐家長校董及家教會家長常委的
候選人，向在場逾200名家長、老師及學生介紹
其參選目的及個人履歷。

吳瑞玲當選主席
經過一輪投票及點票程序後，最後由家長吳瑞

玲成功當選為新一屆家長校董及第二十二屆家教
會主席；陳寶蓮則當選為家教會副主席。其後，
校方亦向家長派發其子女上學期中期評核的成績
表，家長亦與班主任面談，以了解子女在校的表
現。

圓玄二中家教會換屆

■圓玄學院第二中學家長教師會早前舉行家長校
董及家長常委選舉。 校方供圖

是次排名以THE世界大學排名為基礎，以其中5項
評核指標之一的「國際化」進行排名，院校於「國

際化」的評分越高，排名就越前。其「國際化」主要看
3個範疇，包括國際學生比例、國際教職員比例及與其
他國家合作發表的研究論文比例，於世界大學排名中位
列前800名的院校都會納入是次排名。

卡塔爾大學以99.9分排榜首
由於「國際化」原本在世界大學排名中的計分比重只
佔7.5%，因此是次以此為唯一標準時，排行榜的結果亦
「大洗牌」。卡塔爾大學以99.9分的「國際化」評分取
得第一名，但該校於世界大學排名其實只屬第六百零一
位至八百位之間；第二名的盧森堡大學，在世界大學排
名亦只得第一百九十三位。

雖然THE公佈排名時表示，世上最好的大學是真正國
際化的大學，但有關排名卻顯示出另一狀況。於THE最
新的世界大學排名中，排名第一的加州理工學院及第三
名的史丹福大學，均於「全球最國際化大學排名」中絕
跡，而排名第二的牛津大學則勉強列入首20位中。

內地台灣日本院校榜上無名
以經常與香港作對比的鄰近地區而言，內地、台灣和

日本一間院校都沒有上榜，新加坡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及
南洋理工大學則分別排名第九位和第十七位。近年在排
行榜上屢次失意的港大，今次則高踞第三位，與排名第
六位的澳門大學一同打入十大。其他入圍的香港院校還
包括第一百零六位的城大、第一百零八位的中大、第一
百一十二位的科大、第一百二十位的理大和第一百四十

九位的浸大。
整體而言，是次「全球最國際化大學排名」中，英國

院校取得最多席位，共有64間上榜，但首10名中有4間
為瑞士的院校，分別為洛桑聯邦理工學院、日內瓦大
學、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和聖加倫大學。
對於是次的成績，港大發言人表示，對於不同的排名
榜將該校列為亞洲領先感到欣慰，並表示「全球最國際
化大學」排名的分析數據，對該校有參考價值。發言人
指，港大逾百年一直面向國際，並以此為基礎與時並
進，該校最新的「2025願景」策略發展計劃，亦提出以
國際化、創新和跨學科教研為核心，讓大學在國際間發
揮最大的影響力。發言人又表示，該校致力培育具備國
際視野、有能力應對世界迅速發展過程中種種重大挑戰
的未來領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

倩） 近年國際間的大學排名榜如雨

後春筍般冒起，國際高等教育權威

機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又新成立了「全球最國際化大學排

名」，並於昨日公佈2016年的結

果。排名首位的是鮮有躋身排名榜

前列的卡塔爾大學，其次則為盧森

堡大學。香港大學和澳門大學均打

入「十大」，分別排第三位及第六

位。其他入圍首200名的香港院校

還包括城市大學、中文大學、科技

大學、理工大學和浸會大學。

柬埔寨義教 體會港童幸福
在剛過去的聖誕假期，我和18名來
自不同年級與主修專業的同學揹起大
背囊，從香港出發經越南河內到柬埔
寨暹粒參與為期兩星期的海外領袖訓
練體驗計劃。各團友很多素未謀面，
又各有自己的性格、習慣和處事方
式，要在異地生活，以最真實的一面

朝夕相處並不簡單。可幸的是，正因為團隊有不同個性
的成員，我們可以互補長短，完成一個又一個任務。
我們在暹粒鄉郊一間高中義教，以英文為主。在翻譯
的輔助下教當地學生有關世界節日、英文成語、衛生常
識、健康生活、旅遊和環保的知識。透過特別設計的活
動和遊戲，希望學生可以學習到課本上不會接觸到的課
題；我們利用簡陋的工具如鎚子、斧頭、釘和鋸把學校
裡廢棄多時，早已成為大小昆蟲安樂窩的舊木製書桌重
新組合成回收桶，讓學生掌握環保知識。
旅程當中，我以眼睛和耳朵認識這個連發展中國家都
稱不上的國度。聽着當地人訴說貪污如何影響日常生活
的憤慨；聽着師範學生對柬埔寨教育問題的無奈，才發
現有些鄉村地區的家長會認為教育並不重要，因為孩子
上學要繳交各樣雜費，倒不如留在農地幫忙種田收割，
多賺點錢幫補家計，結果很多小孩被迫輟學。看着觀光

區裡老弱婦孺追着遊客伸手拿錢，看着混亂的交通、惡
劣的衛生環境；看着博物館裡每個生銹的炮彈殼、每張
歷史圖片，讓我想起在中學時代歷史書上讀到有關柬埔
寨的種種，這些戰爭遺物代表着無數人的生命在炮彈落
下的一刻灰飛煙滅。
有過這些體會，我深深感受到生活在香港的自己是多

麼幸福。或許香港依舊有很多社會問題未解決，但至少
香港的小孩擁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不用小小年紀就被趕
到街上向遊客兜售紀念品甚至出賣身體；至少我們去醫
院會得到平等的待遇，而不是表面免費暗裡要向醫生塞
錢才能獲得救治。

活在富足城市擁有不懂珍惜
有人會問：為什麼要把自己跟落後地區比較？因為這

樣才能夠認清自己的幸運。活在富足的城市，對物質的
追求沒有盡頭，每樣東西都想要最好、最快、最新。習
慣了幸福，就沒有了幸福的感覺，就不珍惜所擁有的一
切。雖然柬埔寨的生活水平比不上香港，但我遇到的柬
埔寨人都知足，他們沒有最新款的手機，沒有時髦的衣
裳，但他們有最美麗最真摯的笑容。
言語不通，但彼此臉上的笑容傳達善意簡單的問好。

向在上學途上的學生揮手說「哈囉」，在香港大概會被

當成怪人，在柬埔寨則會得到熱烈的回應，他們甚至跑
到你面前來一個熱情的擊掌。

即使再困難也要笑着過日子
旅程中有兩天我們走到附近的村落探訪不同的家庭，

每個家訪的尾聲，我們都會問同一個問題：如果可以選
擇，你想生活在柬埔寨嗎？每次我們都聽到相同的答
案：會！即使生活很艱難，我還是想做柬埔寨人。在這
些柬埔寨朋友心中，這是他們最愛的家園，即使千瘡百
孔也要守住吳哥的微笑；這也令我明白，即使再困難，
也要笑着過日子。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三年級生何幸融

■筆者與教院的同學到柬埔寨參與為期筆者與教院的同學到柬埔寨參與為期22星星
期的海外領袖訓練體驗計劃期的海外領袖訓練體驗計劃。。 筆者供圖筆者供圖

■■港大於全球最國際化大學中排名第三港大於全球最國際化大學中排名第三，，僅次僅次
於卡塔爾大學和盧森堡大學於卡塔爾大學和盧森堡大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中山僑商會向家鄉多個學校及組織捐贈共計
107萬元。

■責任編輯：王藝霖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擁有155年歷史的香港中山僑商會一直以造福桑
梓為己任，積極參與家鄉的各項建設，歷年來秉承
傳統斥巨資支持家鄉的教育、醫療、安老及文化等
事業的發展。日前，該會再次向家鄉的五間學校、
一個村小組及一間大宗祠捐款共計107萬元，以扶
持家鄉的教育事業，支援家鄉建設。
在該會總務主任黃華國的主持下，會長謝偉森、

副會長蔡越山等代表香港中山僑商會分別向中山市
小欖鎮盛豐小學、南朗鎮翠亨小學、板芙鎮板芙小
學、西區昌平小學、中山市華僑中學及中山市沙溪
鎮濠涌行政村大同村小組和該鎮申明亭大宗祠贈送
了支票，其中小欖鎮盛豐小學和板芙鎮板芙小學各
獲贈20萬元捐款。

捐贈當日，各鎮政府及學校紛紛派代表參加了捐贈
儀式。儀式上，代表們紛紛對該會多年來的支持表示
衷心的感謝，感謝商會對家鄉教育及文化事業的支
持，同時歡迎商會的各位鄉賢回家鄉參觀指導。

當日上午吉時，在歐振成代表上香、獻花之後，儀式正
式開始。全體出席成員首先行三上香禮，隨後由葉滿

棠獻水果、鄧海橋獻清齋，黃俊文帶領大家祝願、獻寶
帛。

青年演員齊拍禁毒短劇 傳遞正能量
《重生》是由蓬瀛仙館主辦的「道通天地」拍攝的迷途
知返戲劇系列短劇，此劇特別邀請到跳舞組合EO2成員洪
智傑（Osman）以及青年演員 Allister、Calvin、CK、
Cherry、April參與《重生》的演出。這些擁有不同演出經
驗的青年演員，志同道合地匯在一起，希望通過本短劇提
醒青少年認識毒品禍害，遠離毒品，同時亦呼籲社會大眾
在預防吸毒、及早介入和援助方面擔當積極角色，齊來傳

遞正能量。

蓬瀛仙館致力社會公益 服務不同階層
此劇由蓬瀛仙館全力贊助，蓬瀛仙館創立於1929年，是
道教全真龍門派道觀，尊奉太上道祖、純陽呂祖師和長春
邱祖師。蓬瀛仙館同人抱着「弘道立德．濟世度人」的信
念，致力於闡揚道教信仰和文化，興辦教育、醫療、社會
服務等公益事業，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會員。
由蓬瀛仙館主辦的「道通天地」，為全球首個24小時道

教電視頻道。節目類型多元化，藉着兼具生活化及道教文
化內涵的資訊性節目，帶大眾從一個新的角度面對人生。
現時播放平台包括香港寬頻電視BBTV 718台及網上平
台，並將於1月28日起在nowTV 550台播放。

安永香港及澳門地區主管合伙人陳瑞娟於本月12
日獲頒由中國傑出女企業家聯誼會主辦的「2015中
國十大傑出女企業家」獎。該聯誼會為全國婦聯指
導下的非官方機構，陳瑞娟於同日被委任為中國傑
出女企業家聯誼會名譽副會長，為期三年。之前陳
瑞娟於2011年摘下「中國百名傑出女企業家獎」，

2012年她以首位來自
內地以外地區的女性
領導人身份榮登中國
婦女報社頒發的「中
國經濟女性年度人物
榜」。
陳瑞娟說：「很榮

幸獲頒中國傑出女企
業家的殊榮。作為女

性，在職場上必須持續充實和提升自己。女性專業
人員只有通過不斷學習，堅持自己的目標，才能把
握時代脈搏，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贏得一席位。」
她還表示，她不斷以安永的座右銘「問題越好，答
案越好，商業世界越美好」鼓勵同事勇於發問、提
出建議和敢於創新，隨之而達到「建設更美好的商
業世界」這機構宗旨。
陳瑞娟自2009年起出任安永香港及澳門地區的主

管合伙人，是安永在大中華區的唯一女性區域主
管。她以出色的專業水準和傑出的管理才能領導着
2,400人的團隊，為在香港、中國大陸和跨國企業提
供專業服務。在陳瑞娟的帶領下，安永的發展及品
牌形像廣被各界認同和肯定。除業務拓展上取得重
大成功外，陳瑞娟亦致力於回饋社會，並在政府及
行業團體擔任多項重要職務。

蓬瀛仙館全力贊助
《重生》開鏡儀式隆重舉行

安永陳瑞娟榮膺「2015中國十大傑出女企業家」

香港中山僑商會向家鄉捐贈逾百萬

以禁毒為主題的短劇《重生》

日前適逢吉日在粉嶺舉行開鏡拜

神儀式，蓬瀛仙館理事會司理歐

振成，財務主任葉滿棠，宣傳傳

播部主任黃俊文、副主任鄧海橋

等理事會成員，連同劇組人員，

齊齊現身祈求拍攝過程一切順

利。
■安永陳瑞娟榮膺「2015
中國十大傑出女企業家」。

■蓬瀛仙館各理事連同劇組人員齊齊出席《重生》的開鏡拜神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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