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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列THE年輕大學榜第二
城大理大躋身二十強 2013年以來港校最佳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國際高等教育

機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昨日公佈

2017年全球年輕大學排名榜，香港有3所大學

躋身首20位，創近年最佳成績。其中科技大

學上升1級至第二位，而城市大學更由去年第

二十位躍升13級至第七，另理工大學亦上升7

級至第二十位。THE指，3所上榜港校教學、

研究、國際化等方面都取得較好成績，而今次

排名亞洲區大學表現突出，香港在其中起重要

作用，並預計未來幾年，香港在50強榜單上

仍會有突出表現。

THE年輕大學排名榜
2017年 2016年 大學 國家/地區 成立年度
1 1 洛桑聯邦理工學院 瑞士 1969

2 3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1991

3 2 南洋理工大學 新加坡 1991

4 5 浦項工科大學 韓國 1986

5 6 韓國科學技術院（KAIST） 韓國 1971

6 4 馬斯垂克大學 荷蘭 1976

7 20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 1984

8 13 烏爾姆大學 德國 1967

9- 8 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 德國 2009

9- 10 Sant'Anna高等學院 意大利 1987

20 27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 1994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 整理：柴婧

你好，我
叫紅茶，網
名來的，真
名 有 緣 再
說，21歲。

自中四離校以後，玩網遊是我最大
的興趣，由始至終只喜歡玩一款遊
戲，說是「粉絲」也不為過。喜歡它
什麼呢？大概是喜歡與志同道合的
「戰友」共同「作戰」，一起歡笑，
互相鼓勵與支持，也相信登入這世
界是對開發公司的一種支持。
我一直堅守到最後一刻，直到遊
戲落幕，公司倒閉，我明白我這粉
絲的責任已經完成，至今，也沒有
再接觸其他的新遊戲。
後來一次，參加了一個生涯規劃
的小組活動，認識了女青的社
工。她說我予人文靜、內向的感
覺，似乎對前路未有太大方向。
她安排我作了一個性格測驗，結
果說我是屬於「藝術型」的人。
的確，打機之餘，我還挺喜歡
畫畫的，愛以網遊或動漫主角為
主題用電腦繪圖作二次創作，不
過都是個人練習與收藏罷了。

興趣變工作 才發現不足
原以為社工會着我減少上網

時間、思考前景什麼的，但意外沒有這
些老掉牙的論調。她只是邀請我幫忙設
計中心的會員卡式樣，由創作概念、落
手設計到繪圖全由我一人包辦，這可是
我從未有過的體驗：當繪畫從個人與趣
變成實際工作時，才發現自己的能力不
濟，也明白必須面對不同人的要求。
雖然未臻完美，但我明白自己的角色

和責任，所以堅持盡力完成這份工作。
我慢慢開始認識到自己不熟悉的一

面，也開始學習去欣賞自己，就連人家
眼中很「宅」的興趣，也可以成為賞心
悅目的藝術作品，得與失，原來只是一
線之隔。

做忠實粉絲 原來是優點
社工後來說，我的網遊生涯與畫畫興

趣其實已呈現了我的優點：作為遊戲與
公司的「粉絲」，我會堅守到尾，這是
一種難得的執着與堅毅，正如我自己的
畫作即使從未公開，也沒有人欣賞，我
仍然努力每日練習，這是一種對自我的
要求與控制。
而我其實根本沒有想到這麼多，只是

知道這種堅持讓我很快樂。而現在的繪
畫工作，同樣令我很快樂。我計劃今年
會參加不同的電腦繪圖或漫畫課程，希
望日後有機會，成為一位能教導兒童或

長者畫畫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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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島及離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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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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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羅大眾眼中，「郵
輪」代表舒適甚至豪華，
並帶點浪漫色彩，但對鄧
康婷（Connie）來說，
「郵輪」已是她生活的一

部分。回想14年前，她修畢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服務及會議展覽高級文憑課程，便隨即到
美國迪士尼實習一年，往後更加入美國迪士尼郵
輪，從事顧客服務，曾接待過不少權貴和知名人
士，如前美國總統老布什、沙特阿拉伯皇室成員
和NBA球星等。

性格開朗有優勢
Connie認為，性格開朗主動又有耐性，在擔
任郵輪款待工作時會較有優勢；而當中最重要
的還是「識執生」，懂得靈活變通，彈性處理

旅客不同的需求。
Connie入職時擔任零售部客戶助理，短短兩年內

晉升至客戶經理，及後又擔任財務部經理。工作方
面，她曾為旅客安排船上慶祝活動、辦理登船及退
房手續、提供有關船上房間及設施的資訊等。
經常接觸不同種族的人，令Connie眼界大開之

餘，亦認識到尊重客人不同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更
因此留下不少難忘回憶，她憶述：「印象最深刻是
接待沙特阿拉伯皇后。當時要配合她要求，服務時
全程不能直視她的雙眼。」

需處理意外事故
天有不測之風雲，郵輪離開港口，每名船員便肩

負起處理意外事故的責任。Connie便曾於凌晨時分
因船上發生小火導致全船停電，郵輪停在大海中
心，全體職員馬上戒備。在漆黑中，她需冷靜籌謀

如何安全疏散旅客至救生艇，幸好停電片刻後供電
回復正常。
航程期間工作繁忙，壓力亦大，一個船期可達六
七個月，每天工作十多小時；不過，在船上工作可
遇到來自不同國家的旅客，且有機會到訪不同國
家，增廣見聞。
Connie十多年的郵輪生涯中，曾到訪芬蘭、西班

牙、意大利、法國、巴拿馬、加勒比海、俄羅斯、
阿拉斯加等，足跡幾近踏遍全球。
IVE旅遊及會議展覽高級文憑課程旨在為有志投

身旅遊行業的學生作準備。透過多元化的旅遊科
目、模擬旅行社設施及相
關行業的實習培訓，令學
生掌握旅遊業的專門知
識，建立實務技能並汲取
工作經驗。

學生到海外升學時，家庭
因素的影響確實很大。家庭
經濟支援不足自然難以在海
外升學。相反，家庭富裕，
又或有很多親友在海外定居
時，要到海外升學，自然水到
渠成。但其實除了經濟原因之
外，還有其他家庭因素影響學
生的抉擇。
曾經有學生對我說，他絕不

會去海外升學，即使是工作假
期也不會。問其原因，才知是因
為家裡「好食好住」，父母照顧
周到，總之「飯來張口，衣來伸
手」。想買時尚衣飾，父母立刻
付錢；想買潮流玩意，父母也大
力支持。若到外地升學，反而
「無啖好食」，故寧可長駐香
港。所以當父母為子女提供豐足的
生活時，某程度上也可能會令子女
欠缺努力向外闖的動力。
有些同學的抉擇則受制於其他親
屬。有學生說怎樣也不會申請去海
外升學，因家族中所有表兄弟姊妹
在讀書方面都是尖子，分別就讀於美
加澳紐著名大學，若他去一些普通大
學升學，豈不是在整個家族面前蒙
羞？讓所有人都能清晰知道他是低人

一等？明明白白把自己的弱項展露人前？
所以，他寧可做駝鳥，一於留港，無論讀什麼

課程也好，總之不想與人比較，更不想面對自己
學習能力不如人的殘酷現實。

照顧母親無法離港
至於個別單親家庭，則會出現另一些問題。曾推
介學生到內地、台灣等地升學。怎料學生說他絕不
會離港的。細問原因，才知父母因家暴問題而離
異，而母親更因此而患上抑鬱症，要長期服藥，他
作為家裡惟一的兒子，必須扛起照顧母親的責任，
無論如何也不能離港。
看見學生如此成熟有責任感，作為老師當然欣慰，
但也為他未來幾十年要背負的重擔而憂心。
另有一位同學，也是單親家庭，由於姊姊已在台升

學，如她也去，母親便要單獨留港，非常寂寞。為免
母親未來幾年要孤零零地在香港度過，所以縱使台灣
已有大學取錄她，也只好留港升讀高級文憑。這又是
另一個叫人既喜且悲的故事。
總的來說，家庭因素可以有利，也可以有
礙學生作出到海外升學的抉擇。所以協助學
生作生涯規劃時，除了要了解學生的興趣與
能力，還須了解學生的家庭背景因素，這樣
才能正本清源，對症下藥。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蔡愛玲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郵輪接待客人 尊重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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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機堅持到底「宅」興趣變藝術品

■■紅茶的設計作品紅茶的設計作品。。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科學家再獲國際認可，浸會大學數學
系系主任及講座教授吳國寶（見
圖），當選2017年度美國工業與應用

數學學會（SIAM）院士，是今年唯一
來自亞洲的院士，以表彰他對結構化
線性系統和圖像處理算法的重要貢
獻。

SIAM是國際性的學術組織，現有
來自85個國家、超過1.4萬名個人、
學術及企業會員。
該會自 2009 年開始頒發院士榮

譽，以肯定相關領域的學者在研究和
服務上的傑出表現，以及他們在推動

應用數學和計算機科學上的貢獻，連
同吳國寶在內，至今只有15位亞洲
學者當選。
吳國寶為出色的應用數學家，其研

究領域包括生物資訊學、數據挖掘及
科學計算等。

他積極參與國際應用數學學術活
動，曾擔任《SIAM科學計算國際期
刊》副編輯、為逾50本學術期刊當評
審，並曾擔任SIAM多場數學會議的
聯會主席，他將於今年7月的SIAM年
會上獲授殊榮。

浸大吳國寶膺美SIAM院士

今年的THE年輕大學排名榜從全球48個
國家或地區選出200所建校50年以下

的優秀大學，較往屆多50所；排名榜根據
研究、教學、國際化、業界創新收入等13
個指標作評估，其中來自瑞士的洛桑聯邦理
工學院連續三年列第一，而去年排名第二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則被科大超越，降至第
三位，後者則上升1級至全球第二。

十強歐亞平分秋色
此次10強席位中，歐亞平分秋色，各佔5

所。亞洲入圍的大學，除南洋理工和科大

外，還有韓國浦項工科大學及韓國科學技術
院，分別位列第四位和第五位，而城大的進
步最為突出，由去年的第二十位，一躍升至
第七位。
綜觀整個排行榜，200所上榜的年輕大學

中，英國共27所大學上榜，緊隨其後的是
澳洲23所，法國、西班牙、德國和意大利
分別是16所、15所、11所和10所。

港拉高亞洲整體排名
THE排名榜編輯Phil Baty稱讚香港學校

表現極佳，為2013年以來最佳水平（此前

中文大學建校仍少於50年，所以亦有上
榜），而3所入圍大學在教學、研究、引用
和國際化方面都表現不俗，對於亞洲大學的
排名此次迅速提高，香港發揮重要作用。
他又預計，香港在未來幾年排名榜上仍會

有好表現，更特別形容科大是世界最好的
「Y時代」大學（成立於 1986 年至 1999
年）。
對於是次排名榜的成績，科大發言人表示
十分欣喜，他指該校矢志發展成為一所國際
研究型大學，並着力推廣跨學科教育、創業
精神及創新知識，而畢業生就業能力亦獲廣

泛認同，致令該校在建校26年間，國際知
名度一直攀升；該校又指會視排名為參考，
了解本身表現並掌握需要完善的地方。
城大回應時則指此次排名肯定了校方所

作的努力，校長郭位亦提到，城大於最近
的兩個五年策略性發展計劃中，致力落實

教研合一及轉化科研成果，認為是次佳績
說明了有關工作的優良成效。理大則表示
高興得知校方於教研工作的努力得到認
同，該校會繼續致力於專業教育、應用研
究及夥伴協作方面表現卓越，為香港、國
家及世界作貢獻。

■■科大在科大在THETHE年輕大學排名榜中名列第二年輕大學排名榜中名列第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