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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亞太排名 港大科大膺十強
港校「知識轉移」遜兩岸 教界盼商會牽頭撐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今日

公佈首個亞太區大學排名，香港共有6所大學打入100強，成績不俗，

當中香港大學及科技大學打入十大分列第六及第七名。是次排名特別加

重大學「知識轉移」部分評分比重，令部分注重業界合作的理工科大學

表現較佳，例如在全球大學排名較港大科大低的南洋理工大學，今次便

一舉反超前兩校進佔亞太區第五位。THE特別提到，今次沒有港校於

「知識轉移」指標中打入首50位，遠遜於鄰近的內地、台灣及韓國，

反映香港於有關方面尚待改進。

THE「亞太區大學排行榜」以13個指標作全面比較及評分，涉及教
學、研究、研究影響、國際視野及業界收
入（知識轉移）等5個範疇，列出區內首
100所大學，其中新加坡國立大學佔首位，
北京大學及澳洲墨爾本大學緊隨其後排第
二及第三，而清華大學及南洋理工大學分
別排第四及第五位。
港校方面以第六名的港大最高，而科大則
列第七，另外4所上榜大學分別是第十七位的
中文大學、第十八的城市大學，第二十七的
理工大學及第六十七的浸會大學。
THE排名編輯Phil Baty指，香港有6所

大學能夠進入上述排名是個好消息，其中
更有5所排於30名內；當中以港大領先其
他大學，該校於「國際視野」一項中獲得
最高分數，可見校方有不少國際學生、教
職員及出版。

「業界收入」港校不入首50位
是次排名特別注重「知識轉移」因素，

當中有關的「業界收入」指標，佔總比重
達7.5%，較以往同類排名的2.5%大增，故
理工科大學在此排名中稍為佔優。
Phil Baty則指，「知識轉移」是區內大

學的主要發展範疇，當中內地、韓國及台

灣的大學均在排名中「業界收入」一項獲
得較高分數，即有較多商業機構願意資助
大學研究，以及大學有能力向工商業市場
獲得資金，然而香港的大學中卻沒有任何
一所於「業界收入」一項中排在首50位，
反映有關方面的不足。

科研項目缺長期資助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

比較鄰近地區，香港於「知識轉移」方面
確仍有滯後，現時工商界對於捐助獎學金
及硬件等方面雖然較為開放，但甚少會長
期資助科研項目，這種想法仍有待改變。

他認為，個別企業或因公司規模問題，
未必能投放經費資助大學科研項目，故認
為商會可以牽頭「多走一步」，如成立基
金以支持大學發展，而由大學成立的公司
或「知識轉移」部門，亦可積極與工商界
洽談合作，同時政府亦可委託大學進行研
究或調查，以促進大學多元研究經費來
源，並善用大學資源。
港大回應排名時指，該校一直致力為學生

提供優質教育，在教學、研究及知識交流等
多方面力求卓越，該校確信透過實踐港大最
新勾畫未來願景的藍圖，致力成為亞洲的世
界級大學，將更提升港大在國際間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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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星動
杭州．未來之
星」香港大學

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日前在杭州啟動，
來自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科技大學、
浸會大學等8所香港高校的大學生獲安
排在螞蟻金服、浙江中南卡通集團、中
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
企業實習一個月。有港生對杭州的創新
發展氛圍印象深刻，希望能透過是次實
習更深入了解內地行業發展，增強個人
競爭力，更會考慮於畢業後到內地創
業。

奧運乒冠盼同學傳播正能量
「星動杭州．未來之星」實習計劃由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未來之星同學
會、浙江省青聯等聯合主辦，也獲得香
港中聯辦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
浙江省青聯副主席、浙江省體育局副
局長、奧運乒乓球冠軍呂林在啟動儀式
上表示，7年來，近二百名香港大學生
通過在杭州的實習交流，與內地的小夥
伴們結下了深厚友情，「希望同學們能
夠利用這個好機會在浙江多走走看看，
回去以後和自己的親朋好友傳遞內地真
實的情況，反饋積極訊息，傳播兩地正
能量和好聲音，努力將香港同胞愛國愛
港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青少年交流中
心主任、未來之星同學會專職副主席李
華敏說，杭州是中國東南地區交通樞
紐，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圈——「長江經
濟帶」的重要發展地區，也是「一帶一
路」建設的重要節點城市，是港生們所
需要深入了解的重點所在，「近幾年，
國家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和『長江經
濟帶』建設，當中的無限機遇引起世界

各國普遍關注。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
政區，與全國人民共享內地經濟騰飛帶
來的機遇，同學們也應該把握這個機
會，走出香港，尋找更開闊的道路。」
當天同學們還參觀了G20杭州峰會會

場，並獲邀參觀了香港上市公司——達
利國際集團在杭州的絲綢女裝基地。看
到這家港企在內地的快速發展，港生們
也頗有感觸。
香港科大三年級學生莫啟朗告訴記

者，原以為達利（中國）集團總經理林
典譽會是個老頭子，沒想到竟然是80後
的年輕人，而他肯吃苦、勤學習，幾乎
從零開始在內地創業，值得香港大學生
學習，「多年前，我父親看好內地發展
前景，選擇在東莞創業。如今我所就讀
的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專業與內地的互聯
網發展趨勢也很吻合，所以我也在考慮
跟隨父親的腳步，畢業後來內地創
業。」

港生：識國情助開闊眼界
香港浸大二年級學生梁映暉則表示，

香港大學生優勢在於適應能力強、具國
際視野，懂得在交流過程跟別人分享，
但他亦指，對祖國認識不深是許多香港
年輕人的不足之處，認為在內地與香港
合作日漸頻繁的時代，港生更應加深對
國家發展的了解，這樣不僅能增強競爭
力，同時也能開闊自己的眼界。
他表示，杭州是創業創新的熱土，很
多年輕人都有一顆想要創業的心，「杭
州城西科創大走廊的阿里巴巴和夢想小
鎮，都展現了濃厚的創新發展氛圍」，
認為是次正好可以透過在杭州實習，與
公司同事交流和學習相關知識，也可以
對內地創新行業發展有進一步的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杭州報道

港生赴杭實習 增個人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中文大學醫學院新成立的「蔡永業腦
神經科學中心」，近日成功透過尖端
神經生理學技術，記錄由實驗大鼠神
經細胞發出的信息，以拆解動作記憶
於大腦內形成的複雜過程，從而解釋
高等動物如何學習新的動作技能。研
究結果有助加深認識柏金遜症及中風
等可造成肢體動作障礙的腦科疾病，
結果已刊載於國際科學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人類每學習一種新動作技能，往往要重複
練習，但生物醫學界一直未能了解重複練習
如何影響大腦的運動神經系統。
中大醫學院蔡永業腦神經科學中心與生物

醫學學院教授容永豪和副教授柯亞共同率領
的研究，就應用了尖端神經生理學技術，記
錄實驗大鼠在學習新動作時，其大腦運動皮
質內神經細胞所發出的活動信息。
柯亞指，研究的難度是要在實驗大鼠學習

動作的過程中，準確記錄由多個神經細胞同時
發出每分鐘數以千計的神經信號，而記錄的時
間為期逾一周，要分析的信息量非常龐大。
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腦神經科

臨床講師高浩指，「研究發現當大腦運動皮
質缺乏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運動技能
的記憶便難以形成。」這情況可見於部分柏
金遜症患者，相關的研究發現有助解釋為何
此症患者病發後會失去學習動作的能力。
研究團隊期望未來可協助醫學界了解大腦

學習動作原理，幫助運動神經系統出現障礙
患者，發展更有效的治療，緩解患者病情。

你有聽過天水圍這個地方
嗎？我就住在這個地方。有
人叫這個地方做「悲情城
市」，但我在天水圍生活了
9年，看着城市發展、人們

安居樂業，就讓我為你介紹這個地靈人傑的
社區吧。
天水圍的面積不算很大，交通十分方便。

我每天上學只要步行10分鐘就到學校，就
算放學要到同區其他地方，只要乘坐輕鐵也
很快就可到達。
放假期間，我會和弟弟到附近的公園或遊

樂場玩耍。天水圍的公園風景很優美，遊樂
設施也很多，我到現在也還沒有走完整個公
園呢！天水圍的食肆很多，例如：日本菜、
中菜、泰國菜、印尼菜……世界各地的美食
應有盡有。
天水圍的生活和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良

好，晚飯後會有很多人聚集在公園跳舞、乘
涼、談天和踏單車。生活在天水圍，令我可
享受到香港這個大城市的寧靜。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5C 劉家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中學
文憑試即將在下周三放榜，考生宜作多
手準備，計劃不同的升學出路。其中將
在本周六起一連兩天舉行的香港國際教
育展，今年便有150多所來自14個國家
及地區的院校和教育機構參展，部分機
構更是首次來港，包括韓國高麗大學，
而來自加勒比海聖基茨及黑海東岸格魯
吉亞教育機構，亦有來港設攤位，部分
參展院校更安排即場面試，方便考生。
第二十三屆「香港國際教育展」將在

本月8日和9日一連兩天舉行。
是次展覽並吸引包括香港、內地、英

國、澳洲、韓國、聖基茨及格魯吉亞等
地教育機構參加，涵蓋本地及海外中小
學、大學、寄宿學校、副學位及短期進
修等課程，部分院校設即場面試及招
生，大會亦設有10多場升學講座，供家
長及學生參與。

愛爾蘭校組團介紹升學
展覽主辦單位立新國際展覽總經理王

秉耀提到，今年愛爾蘭駐港澳總領事館

特別組團，由愛爾蘭國際教育中心帶領
當地多所理工大學及學院參展，讓港生
了解當地升學情況。
而包括韓國高麗大學、牛津皇家學院

夏季課程，以及加拿大安省網上中學On-
tario eSchool等則是首次參展。Ontario
eSchool亞洲區營運總監陳智良介紹指，
該網上中學已獲加拿大教育局認可，課
程針對香港中五及中六生。
該校課程以即時視像教學進行，由加

拿大當地教師授課，學生可選擇一對一
或一對四的師生比例上課，每個學分涉
及20個小時的課節及約50小時的功課，
並需完成考試，學費則由1.52萬至2.4萬
港元不等，完成30個學分後可獲加拿大
安省高中文憑（OSSD），可以非聯招報
讀本港大學或海外升學。
他又提到，如港生通過英語評估測

驗，並經最近3年的校內成績表核實成績
後，則可轉移最多24個學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東華學院昨日宣佈，其職
業治療學理學士（榮譽）學位
課程最近通過香港輔助醫療管
理局專業認證，應屆畢業生可
直接註冊成為職業治療師，在
公、私營醫院、特殊學校、非
牟利復康及社福等機構工作。
校長呂汝漢表示，校方已將上
述課程申請「指定專業/界別課
程資助計劃」（SSSDP），有
信心可加入計劃。
學院昨日在校舉辦祝捷會，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及食衛局局
長陳肇始出席主禮。
呂汝漢指，該校職業治療課
程收生一年50人，平均20人爭
1學額，由於課程最近再獲專業
認證，相信能為學生家長帶來
更大信心，截至目前為止，報
名人數已較去年高出五成，預

計本年的入學競爭將更競烈，收生分數
亦將相應提高。
呂汝漢又指，校方正籌辦物理治療課

程，相信有助應對社會對於醫療服務的
殷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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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敏向呂林（左）贈送紀念牌。
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未來之星同學代表向呂林（中）贈
送團服。 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香港大學打入英國
《泰晤士高等教育》
（THE）亞太區大學
排名第六名。

資料圖片

■■((左起左起)) 柯亞柯亞、、容永豪容永豪、、高浩及相關高浩及相關
團隊團隊，，成功拆解動作記憶於大腦內形成功拆解動作記憶於大腦內形
成的複雜過程成的複雜過程。。 中大供圖中大供圖

■未來之星同學們參觀G20峰會會場。
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港生參觀達利國際集團絲綢女裝基地。
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星動杭州·未來之星」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開幕啟動合影。 香港文匯報杭州傳真

■國際教育展將在本周六起一連兩天舉行。圖為歷屆展覽情況。 大會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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