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大學排名 港5校躍進
港大全球升一級亞洲排名跌 中大城大勁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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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國際高等教育權

威機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今日公佈

2016/17年度世界大學排名。香港今年排名大躍

進，共有5所大學躋身首200名，全部較去年進

步！其中香港大學及科技大學雙雙躋身50強，排

名第四十三名及第四十九名；中文大學及城市大

學更各「勁升」60多名及逾80名，位列第七十六

名及第一百一十九名。是次排名榜中，多所亞洲

前列大學表現持續進步，令港大雖然於總排名略

升1級，但就由亞洲第四降至第五，反映區內高等

教育的激烈競爭。教育界分析指，香港近年積極

撥款推動大學知識轉移，又增設「院校中游研發

計劃」，有助整體港校的研究相關指標加分。

有天，我們終將老去，你
有沒有想過，自己會擁有一
個怎樣的晚年？
新聞說：未來20年，香港

每10個人當中，就有3位長者；而隨着全球人口持續
老化，銀髮市場各種配套，需求有增無減。但於我而
言，這些都是資料與數字。
許是自己年紀小，對暮年還未有深刻體會，畢竟人
生如像一具望遠鏡，年輕時順着看，一切看起來都近
在眼前，放眼都是未來。及至老了倒過來看，近的彷
彿都那麼遙遠，才感概全都過去。
直至一次於長者中心的實習體驗，親身感受過長
者生活以後，才開始認識到長者的實際需要，也開
始慢慢的明白，年老以後，人生需要的其實是什
麼。
我是馮子鉻，一名仍在學習何謂同理心的學生。

到長者中心實習
我跟3名年紀相若的年輕人，一同參加到長者中
心實習的計劃，彼此最初都帶着對長者工作的第
一印象，或曰偏見：老人家很難溝通、時常抱
怨，他們的需要我根本幫不上忙，安老服務工作
又好像不太適合我；但當我們看過實習導師播放
的紀錄片段後，心中不禁一凜。
片段記錄了一名年輕人在老人院舍住了三日
兩夜的點滴，為了切實感受長者的「日常」，
他穿上特製的重量衣，去掣肘自己的一舉一
動：最初吃力的梳洗、散步，到後來「加磅」
後完全失去自理能力，事事都需依賴別人，生
活完全就成了另一個模樣。好不容易三日過
去，他回復「自由」了，但他回頭看看

院舍內一位位白髮蒼蒼的長者，每天，他們都這樣被
制限着活下去，直至生命最後一刻。

為老人找回尊嚴
「或者，我真的可以為他們做點什麼。」同行學員

如是說。「安老服務業中，護理是必要而最迫切性的
服務，但其實有沒有人問過用家們的真正需要？人老
了，就連刷牙、洗澡這些私人起居生活，都得依靠別
人幫助，活得有尊嚴似乎離他們很遠。如果我們為他
們做一些輕巧又便宜的生活小設計，也許能向『安老
在家』這個目標邁向一大步？」
於是我們帶着這同理心，展開實習工作。
我們與長者聊天，了解他們的起居需要，嘗試以

「長者自理」去研究各種可能。從最初天馬行空、東
拉西扯的討論，慢慢成了一個概念，各人分工去購買
材料、着手製作，再親身體驗試用，經過多次修正，
我們成功研製了一支「自助沖涼棍」。

發明小設計幫忙
這設計能照顧關節不靈活的長者，透過調節棍的弧

度，長者們就算坐着也能用沖涼棍自行洗澡、刷背，
也可因應需要更換配件，如從海綿轉成乾毛巾。我們
又不斷檢視其不足之處，像海綿吸水後會變重、夾子
承托力不足等再加以改善；這個作品雖然仍不成熟，
但能透過這小東西幫助長者重過尊嚴生活，實在教我
們感到十分滿足。
短短的實習期間，讓我意識到當今社會面對
長者增加必須面對的宭

境：護理人手嚴重短缺的同時、長者的需求卻日多，
若有更多肯用心感受長者需要的年輕人，配上無限創
意敢於探究，有天定能創造具香港特色的銀髮市場，
及至自己年老，便能享受「安老在家」的美好。
所謂老吾老，其實就在於能否理解長者們的苦處，

在這意義上，我們與年老其實相距並不遠。
如果各位年輕人希望對工作世界有多些認識，可參與

女青生涯規劃服務隊（港島及離島）的工作體驗及實習
計劃， 詳情將於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
com/hkywcaclap）內刊登，大家快點報名參與啦。

上一輩經常說「行
船跑馬三分險」，不
少人均視「行船」為
苦差，既要體力勞

動，更需長時間漂洋過海，故大多父母不鼓勵子
女從事航海業工作。
VTC機構成員海事訓練學院（MSTI）畢業生劉
孟德正正為這種觀念平反，他藉着「行船」幹出一
番事業：「從事航海事業，一入行便有明確的晉升
階梯，又有穩定收入；只要有正確的求學態度及上
進心，可以考取船長資格，又豈會是苦差？」
現為高速客輪船長的劉孟德，於2004年畢業
於MSTI「海事科技文憑」（現改制為「海事
科技高級文憑」）課程，翌年隨即加入內河船
運公司，以短短7年時間，在27歲之齡已考獲
船長資格，現為本港最年輕船長之一。劉孟德

現時每天專門駕駛往來香港、澳門及珠江三角洲的
高速客輪，平均月薪約4萬至6萬元，收入比不少
同齡的年輕人好。

晉升試九成答對才合格
從甲板部實習員、夜航員、大副攀升為船長，劉

孟德笑言秘訣是「決心」。「考晉升試十分難，大
概需要九成準確才算合格。一次失敗再等下一次，
屢敗屢戰，定可成功。」他說。
由於愈來愈少青年入行，加上不少遠洋船及內河

船船長均踏入退休之齡，行業面對人手不足及人力
老化的情況，急需一班年青有為的人才接棒，努力
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早前MSTI便舉行
課程啟動禮，落實開辦「工程專才進修資助計劃」
下的海事行業相關兼讀制專業進修課程，並與歷史
悠久的英國南安普頓索倫特大學瓦薩希海事學院

（Warsash Maritime Academy of Southampton So-
lent University“WMA”）合辦的首個海事銜接學
位課程，更邀得英國倫敦金融城市長茅傑飛勳爵
（Alderman the Lord Mountevans）見證兩所院校
的合作，為本地海事人才提供國際化的升學階梯。
VTC「工程專才進修資助計劃」下的海事行業
相關兼讀制專業進修課程，包括海事運作專業文
憑、海事運作專業證書及船舶運作專業證書課程。
課程內容教授船舶保養、船隻安全、海事法、商貿
及船運運作等行業專門知識，達資歷架構第4級，
適合在職的業內人士修讀。修畢課程的學生有機會
升讀銜接學士學位課程，進一步豐富個人履歷，提
升在行內發展的機會。以上3
個課程均被納入資助計劃內，
符合相關條件的人士，有機會
獲退還6成學費。

「我最怕老師說『生涯規
劃』……為何要求我們十多歲
時就要確定將來要選的路？」
這是我在一個電視論壇裡聽到
學生主動就生涯規劃教育提出
的見解。年輕人說的話不無道
理—如果「生涯規劃」就是要
選科和選職業！
讓我與大家分享個人的生涯經
歷。
教了廿多年書，一直以教學工
作為事業和使命，我喜愛課堂教
學，也感恩與年輕人同行的機
會。在學校工作的同時，十多年
來在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工作擔任義
務幹事，又兼職在大專從事升學及
就業輔導老師培訓、參與家長教
育，都是與其他有心人一起推動香
港生涯規劃教育的工作。

協助成就夢想
有人問為什麼我這麼關注生涯規劃

教育？多年以來，我見到一個又一個年輕人，在
認識自己、探索未來和在不同的可能性中作抉擇
的過程裡，因為資訊不足或偏頗、家庭背景或經
濟資源的缺乏、個人及社會對升學和職業選擇的
迷思，面對大大小小的困難；不過，因為身邊輔
導老師的工作，從提供機會拓闊眼界以至就個別需
要和特質適時給予輔導支援，令他們能多一點信心
和勇氣踏上人生事業探索之路、把握機會，甚至超
越了成長背景的限制，成就他們原以為遙不可及的
理想。當中的滿足感，相信就是我和一班升學就業
輔導老師「愛上」生涯規劃教育的原因。
前年，我放下教師工作，全職投入一大型教育計

劃，支援本港中學發展生涯規劃教育。對人到中年
的我而言，這可說是一次重大的生涯決定，朋友都
以為這取捨極不容易；但對個人而言，這是我夢想
的工作，也很可能是我努力到退休的職份。於是，我
的生涯開展了新的一章。
原以為會是很長的一章書，翻了好幾頁就結束了；
已盡全力將要做的付諸實行，與一班同工全力拚搏
過，也覺心安理得。這一章生涯歷程雖然比想像中要
短暫，卻非常豐富精彩，也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
友，所學的相信是為下一章作準備吧。
這學年，再回到學校崗位—新的環境、新的合作夥
伴，還有未知的挑戰和想像以外的可能性。
所以，生涯規劃不可能是「必達的」、「預算之內而
不變的」；生涯規劃是對未來生活和事業各種可能性的
探索，是冒險的旅程；不一定做到世俗
眼中的成功，但努力走下去，每一章都
有得着。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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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自沖神棍」照顧「老友」

■撰文：賽馬會「鼓掌．創
你程計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生涯規
劃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

■何玉芬博士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榮譽顧問

THE今年繼續按5大類共13個指標為全球
大學排名，包括研究、教學、大學聲

譽、國際化程度等，並首次將過去5年逾50萬份
研究論文、刊物等加入分析作評分。今年前列排
名繼續由英美名校包辦，而過去連續5年奪榜首
的加州理工學院，卻不敵牛津大學排第二，亦是
美國12年來首次失去冠軍寶座。

亞洲大學普遍進步
亞洲區大學排名普遍有進步，其中新加坡國立
大學上升2位至第二十四名，榮登亞洲第一；隨
後則為第二十九名及第三十五名的北京大學及清
華大學，兩者分別躍進13位及12位，而日本東
京大學亦攀升4位至第三十九名。
香港方面，港大雖然較去年上升1位至第四十

三名，但於亞洲卻降至第五，另科大則上升10位
打入50強；而中大及城大更「勁升」，前者由去
年排一百三十八名躍升62位至第七十六名，後者
列第一百一十九名，上升82位至131位。至於理

大亦由去年的201名至250名水平，上升至今年
的第一百九十二名。

北大清華入頭40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編輯Phil Baty表示，本港僅

700萬人口，但各大學近年表現愈來愈優秀，令
人嘖嘖稱奇，相信很大程度是因研究收入和研究
生產力均有大增幅。
他又表示，北大及清華同時躋身首40名，反映
中國高等教育的崛起，連同新加坡等地區的進
步，反映亞洲頂尖大學與全球最佳大學有競爭。
回應最新的世界大學排名，科大發言人對該校

的進步感鼓舞，並強調該校以國際研究型大學為
目標，着力推廣跨學科教育、創業精神及創新知
識，將參考排名繼續力臻完善。
中大及理大發言人均指，會力求教研卓越，提

供優質教育，貢獻香港、國家及世界。港大則
指，會透過實踐港大未來願景藍圖，成為亞洲的
世界級大學，進一步提升該校在國際間的聲譽。

莫家豪︰受惠港府資助研究
熟悉高等教育研究的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分

析指，香港政府今年注資20億元成立為大學而設
的「院校中游研發計劃」，鼓勵跨學科及應用研
究工作，加上教資會積極推動院校的知識轉移，
令本港大學在排名榜中的研究及技術轉移評分方
面，加分不少。
他又提到，教資會去年發表「研究評審工作

（RAE）2014」，大學研究獲得3星至 4星的
「國際卓越」或以上評價達三成，「這個成績獲
國際認可，亦反映香港有競爭力的，相信亦對排
名有正面影響」。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則提到，港大排名

「全球升、亞洲跌」的情況值得深思，認為以港
大本身實力，有能力更進一步，「過去幾年（港
大排名）一直下降，現在止跌是好事，希望該校
搞少啲政治，專注教研，令其排名在競爭激烈中
亦能有突破。」

2016/2017年世界大學排名
亞洲部分大學排名

國家/地區 院校 今年 去年 升跌

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 24 26 ↑2

內地 北京大學 29 42 ↑13

內地 清華大學 35 47 ↑12

日本 東京大學 39 43 ↑4

香港 香港大學 43 44 ↑1

香港 科技大學 49 59 ↑10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 54 55 ↑1

香港 中文大學 76 138 ↑62

香港 城市大學 119 201-250↑82-131

香港 理工大學 192 201-250 ↑9-58

香港 浸會大學 351-400 351-400 -

世界前十強排名

英國 牛津大學 1 2 ↑1

美國 加州理工學院 2 1 ↓1

美國 史丹福大學 3 3 -

英國 劍橋大學 4 4 -

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 5 5 -

美國 哈佛大學 6 6 -

美國 普林斯頓大學 7 7 -

英國 倫敦帝國學院 8 8 -

瑞士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 9 9 -

美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10 13 ↑3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 整理：鄭伊莎

■■年輕人發明自助沖涼棍年輕人發明自助沖涼棍，，方便老方便老
人家日常生活人家日常生活。。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港大在THE世界大學排名上升1名至第四十三名，但亞洲排名跌一位。
鄭伊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