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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6科列QS前十 牙醫最強
理大酒店管理排第三 港校共76科入全球50強

QS榜港校學科排名
院校 表現較佳學科（全球排名）

港大 牙醫（1）、教育（7）、土木及結構工程（9）、語

言學（10）、社會政策及行政（10）、建築／建造

環境（10）、運動相關學科（11）、現代語言（13）

理大 酒店和休閒管理（3）、土木及結構工程（10）、建

築／建造環境（15）、藝術與設計（27）、護理（30）

教大 教育（13）

科大 會計及財務（17）、計算機科學及資訊系統

（19）、商業與管理研究（20）、材料科學

（23）、機械、航空及製造工程（23）

中大 傳播和媒體研究（20）、會計及財務（23）、語言

學（25）、運動相關學科（26）、護理（27）

城大 語言學（26）、傳播和媒體研究（27）、土木

及結構工程（46）、數學（46）、社會政策及

行政（47）

資料來源：QS 整理：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城市大學昨日
起一連三日舉行「探索創新節」展覽，展出
30組師生的創新研發作品，當中包括多個致
力提升弱勢社群生活質素的項目，例如有學
生因應輪椅使用者截的士時難以自行登車，
甚至可能因而遭拒載，遂研發座位可移動及
升降、由現有輪椅改裝而成的廉價變形輪
椅，方便輪椅人士。亦有學生結合3D打印技
術，製作新型的穿戴式機械手，好讓殘疾人
士能以低廉價格購買及使用輕便的機械手。

自動變形輪椅 登車易App可控
城大「探索創新節」昨日舉行開幕禮，由

校長郭位及港鐵公司主席兼城大榮譽社會科
學博士馬時亨等主禮，並表揚多組實踐創意
的學生。其中研發自動變形輪椅的機械及生
物醫學工程學系三年級生林華盛介紹指，曾

在街上看到有坐輪椅的女士，因無法自行登
上的士而被司機拒載，從而構思到研發可方
便輪椅人士上車的變形輪椅。經團隊改良的
輪椅，可利用附設的微型電腦或手機應用程
式操作，配合增設如辦公室座椅下的小輪，
令殘疾人士可控制輪椅升高、向前、向後及
轉動，方便他們上車。現有的電動輪椅動輒
數萬至10多萬元，但一般輪椅只需2,000、
3,000元，加上部分非牟利機構更可供借用或
租用輪椅，故林華盛期望可先與非牟利機構
合作，為輪椅改裝，為殘疾人士提供多一項
選擇。

機械手促復康 智能導航幫視障
來自同一學系的陳百均則與同學研發出復
康機械手，為因意外折斷手臂或中風人士使
用。機械手透過感應器接收前臂肌肉的實時

肌電圖信號驅動，以控制手部活動，而機械
手採用3D打印技術製作，令機械手更為輕
巧，而製作成本亦只需約700元。
另外，由城大跨學科學生及畢業生製作、
供視障人士使用的智能導航輔助系統「乘
伴」亦有於創新節展出，該系統包括手機應
用程式及手杖，使用者只需輸入資料，便提
供最近的巴士站位置和巴士到達時間。負責
測試手機程式的博士生梁穎祺表示，視障人
士可向系統說出需要乘搭的巴士路線，當巴
士即將抵達，已連結系統的盲人手杖會發出
聲響，提醒其上車；而當巴士即將到達目的
地，手杖亦會發聲提醒下車。
有份設計系統的商學院四年生顏家俊表
示，他們早前已邀請20名視障人士試用，反
應正面，他們亦已聯絡巴士公司，期望可引
進這套系統。

城大展師生發明 產品助弱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有見全

港性系統評估（TSA）近月被「妖魔
化」，中大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侯
傑泰為了釐清社會的誤解，昨日經教育
局上載有關TSA的「問與答」，當中提
到現時大部分國家及地區，甚至太平洋
島國斐濟及亞努亞圖都有TSA。在澳
洲、英國，家長可在網上得知所有學校
歷年TSA表現；日本及韓國，公眾亦可
查閱成績，反觀香港根本不會公開學校
成績，故不會為學校增添壓力。
侯傑泰昨日經教育局上載題為「TSA、
國際調查：目的及方法」的懶人包，以
問答方式解答有關TSA及與學童相關的
國際調查疑問。
文中提到香港與大部分國家及地區一

樣，進行有關調查時，都不派發學生個
人成績表，故TSA對學生基本上並不構
成壓力，而另一方面，學校可依據TSA
報告，改善教學和專業地調整某類內容
的練習，最終獲益是學生。
他強調，TSA非香港獨有，美國在

1960年已開始建立這類調查，現在世界
上差不多所有國家、地區都進行TSA，
小如太平洋島國斐濟、亞努亞圖。至於

先進國家澳洲和
英國等地，家長
在網上可得知所
有學校歷年 TSA
成績。在亞洲，
韓國及日本部分
地區，公眾亦可
知學校成績。美
國一些學校可以
因表現欠佳而被迫關閉，以負責任。至
於香港，自TSA實施以來，從不公開個
別學校成績，現在教育局已將學校TSA
成績從視學項目中剔除。

若不提供「體檢」是否負責任？
侯傑泰提到，若取消TSA，政府可獲

得掌聲，但他反問公眾，若教育部門不
向每所學校提供「體檢」(TSA)，是負責
還是不負責？他要求公眾可自行判斷。
他指學校因為TSA而有一些壓力，是自
然的事，正如因為體檢發現問題，而去
找方法增強體魄一樣。
他認為若只是因為當局、學校及家長

欠缺互信，令TSA寸步難移，「苦了的
是香港的教育。」

中大學者解畫：TSA如體檢

今年為QS第七度推出世界大學學科排名，全球之
中以哈佛大學成績最優秀，有15個學科位列第

一，緊隨其後的是麻省理工學院，有12個學科排名
第一。針對香港的表現，港大共有37個學科排名全球
首百強，屬香港各大學之冠。
其後依次序為中文大學（30科）、城市大學（18
科），而科技大學及理大均有16科殺入百強。排名
榜年新增3門學科，包括解剖生理學、神學和宗教
研究、以及酒店與休閒管理，其中理大於後者躋身
世界第三，加上該校於土木工程亦排名第十，成績
相當不俗。

教大「教育學」科大「會財」出色
至於其他港校優秀學科方面，去年剛正名的教育大
學於「教育學」排第十三，而科大的「會計及財務」
排第十七；另中大以「傳播和媒體研究」排名最高，
位列第二十；城大排最高的則是「語言學」的第二十

六名。另外，香港演藝學院的「表演藝術」學科也進
入世界前列，排名第三十五。
QS亦將各學科表現綜合成五大類範疇包括藝術人
文、工程科技、生命科學和醫藥、自然科學、社會和
管理科學作評估排名。港大於社會和管理科學及藝術
人文範疇表現出色，分列世界第十一及第十三位，而
科大則於工程科技成績較佳排名第十五位。

港大：繼續力求卓越
回應學科排名的表現，港大發言人表示該校在教
學、研究及知識交流等多方面都會力求卓越。而連
續兩年獲評世界第一的港大牙醫學院，院長傅立明
對排名感興奮，認為這是對學院的努力和學術貢獻
的認同，亦證明了團隊在教研的卓越表現。
港大文學院院長孔德立亦表示，高興其努力獲得
認可，相信文學院在亞洲地區的優勢將會逐漸獲得
世界關注。

理大發言人則指，會繼續在教研方面精益求精，致
力成為一所在專業教育、應用研究及夥伴協作方面表
現卓越的大學，為香港、國家及世界作出貢獻。

張民炳冀增資源優化強科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昨日接受本報查詢
時指，是次排名反映本港大學各有不同的優秀領域，
不少學科能殺入全球首50強是難能可貴的，建議大學
及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繼續優化這些傑出領域，並應
發掘有潛力發展為卓越領域的學科，令大學更具國際
競爭力。他又認為，大學教員專注教研工作，避免政
治化，有助提升大學整體水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國際高等教育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QS）的世界

大學學科排名今日出爐，公佈共46門學科的世界大學排名數據。香港各大學共有76個科

次位列全球50強，並有8個科次位列前十。其中港大包攬了6個，成為港校「大贏家」，

當中以牙醫成績最佳，今年再次評為「世界一哥」；理工大學亦在今年新增的酒店和休閒

管理學科中，躋身世界第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根據河南省招生辦公室最新發佈的「香
港、澳門特區高校2017年招生說明」顯
示，共有18間香港、澳門特區高校今年繼
續在該省招生，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12間港校，澳門大
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等6間澳
門高校。
在河南招生的港校共計12所，分別為港

大、中大、科大、理工大學、浸會大學、
城市大學、嶺南大學、教育大學、公開大
學、演藝學院、樹仁大學、珠海學院，而
招生模式分兩種。
其中中大、城大會按照內地高校統一招
生，即由省招辦統一公佈招生計劃、安排
考生填報志願、實行網上錄取，兩校參加
提前批次錄取。中大今日於鄭州一中舉辦
本科招生說明會，將介紹學校情況和招生

辦法。
至於其餘 10所港校，由院校單獨招
生，招生計劃不分到省，考生報名和諮
詢事宜由招生學校負責。考生須參加普
通高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按院校要求
報名、參加校方單獨組織的筆試和面
試，由學校根據考生高考成績和校方對
考生的單考成績錄取新生，7月7日前結
束錄取工作。
凡被香港10所單獨招生院校錄取的考
生，不再參加內地高校網上統一錄取，各
校的具體招生事宜可瀏覽相關高校網站。
此外，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
理工學院、旅遊學院、澳門鏡湖護理學
院、澳門城市大學等6校的招生模式均為院
校單獨招生。
有意報考者可於6月10日至6月30日登
入澳門高校網站直接報名。

18港澳高校今年赴豫招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柴婧）嶺南
大學於本月6日至
17日舉辦第三屆
「 平 等 機 會 運
動」，並於昨日在
天幕廣場舉辦啟動
禮。
活 動 主 題 為

「尊重多元、實踐
共融」，該校鼓勵
教職員和學生欣賞
及尊重多元，以提
高教職員及學生的
平等機會及社會共融意識。
啟動禮包括不同團體的舞蹈、手語歌

曲和iPad樂隊等表演，並設多個展覽攤
位。

未來幾周將有一系列的活動，包括一
名使用輪椅的少數族裔學生的畫展、工
作坊和講座、論壇分享會及社區服務活
動。

嶺大平機運動 鼓勵尊重多元

■嶺大校長鄭國漢教授（後排左五）、嶺大平等機會委員會主
席梁旭明教授（後排左四）及一眾嘉賓出席啟動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一帶一
路」交流資助計劃以配對方式資助註冊非牟
利機構、法定團體或慈善團體舉辦供香港青
年參加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活動，
2017-18年度計劃現正接受申請。為了讓有
意申請團體及公眾認識去年的交流成果，公
民教育委員會前日舉行簡報會，邀請上年度
的計劃優秀團體代表分享見聞與心得。

其中未來之星同學會分享「『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交流團」赴巴爾幹三國交流訪
問的成功經驗，由5名分別來自港大、理大
及城大學生透過簡報講解參加此次交流活動
的體會與收穫，包括認識各國風土人情及與
當地青年交流，並有機會參觀大使館及考察
當地「一帶一路」重要建設，見證「一帶一
路」倡議的實質貢獻。

未來之星分享「帶路」交流見聞

這一集嘉
賓何文匯繼
續與主持討
論《論語》
中的「君
子」。
何：《論
語》裡有一

段頗有趣，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
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一個人過於
質樸而文采不足，就會像村野之夫；文采
過多而不夠質樸，就會像史官。史官即文
官，文官重視禮制，所以容易拘泥於形
式。只有既質樸又有文采，才足以成為君
子。文質彬彬即是文質俱盛，即是文質相
半。
問：我明白了，何教授，即是要中庸之

道，各方面要恰到好處，即是孔子所謂的君
子。剛才你提到文質彬彬，要讀書才行。
《論語》裡有說君子儒、小人儒。小人都讀
書啊，應如何解讀呢？

君子以文明道 小人矜誇才名
何：孔子跟子夏說：「女為君子儒，無為

小人儒。」在孔子時代，儒是指有學識的
人，君子為儒，則能以文明道；小人為儒，
只會矜誇才名。所以孔子叫子夏要做一個以
文明道的讀書人。
西漢時，儒學受到朝廷的尊崇，所以
「儒」又特別指有道德的孔學學者。《漢書
．藝文志》說儒家「於道最為高」。所以東
漢許慎《說文解字》說：「儒，柔也，術士
之偁。」「柔」即是謙柔不爭，「術」即是
大道，術士即有大道之士，對儒家可謂尊崇

備至了。
《論語．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
《論語．雍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

儒。」（卜商字子夏）
《說文解字》
「儒，柔也，術士之偁。」
「復興新生系列．世說論語」專欄節錄自

同名電視特輯，特輯由超藝理想文化學會製
作、中外友協和平發展基金會創會會長陳復
生監製及主持。本欄
旨在通過學者、名人
的訪談，暢說《論
語》對他們為人處世
的啟發。讀者可在其
facebook專頁瀏覽短
片。（標題及小題為
編輯所加）

文質俱盛 方為君子

逢星期三見報

■由商學院學生顏家俊及同學設計
的「乘伴」系統，可助視障人士乘
搭交通工具。 黎忞 攝

■林華盛和同學設計的自動變形
輪椅，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及微
型電腦控制輪椅升降及座位移
動。 黎忞 攝

■陳百均則與同學研發出復
康機械手，為因意外折斷手
臂或中風人士使用。

黎忞 攝

■未來之星同學會於簡報會上分享赴巴爾幹
三國交流訪問的成功經驗。

■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出爐，港大牙醫學排名第
一。圖為港大牙醫學院學生利用假人練習。資料圖片

■■侯傑泰侯傑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