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大4女橫渡大西洋 誠哥讚「好酷」

政爭拖後腿 港大再插水
繼「失民心」後學界綜合排名俱跌「百年老校」風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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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佳大學」2017主要排名
大學 民意排名 學界排名 畢業生排名 綜合排名

中學校長

科技大學 1（1） 2（3） 1（3） 3（2）

中文大學 2（2） 1（2） 2（1） 1（3）

香港大學 3（3） 3（1） 4（4） 2（1）

*括號內為上屆排名

資料來源：香港專業教育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
李嘉誠基金會支持下，來自汕頭大學
的 4名女生孟亞潔、陳鈺麗、黎曉
冰、梁敏甜，組隊名為「功夫茶茶」
於上月中出征，成為中國甚至亞洲首
支橫渡大西洋的划艇隊，更是史上最
年輕的隊伍。身為汕頭大學校董會名
譽主席的李嘉誠，日前更拍攝視頻送
給4女將，大讚她們「Cool」，為她
們打氣，晚上更與4女將通過衛星通
話，表示為她們感到自豪，更叮囑她
們在努力衝線的同時，必須注意安
全。

「超人」做啦啦隊舉牌打氣
「功夫茶茶」已在大西洋上日以繼

夜划行二十多天，預計於下周抵達終
點安提瓜及巴布達，有望成為首名衝
線的女子隊。
李嘉誠昨日在基金會發放的視頻中

舉着寫上 4 人名字的「啦啦隊紙
牌」，為 4名女將打氣。他在片中
說：「妳們太Cool（酷）啦！真佩服
妳們的勇氣和毅力！」
李嘉誠說：「妳們在大風大浪中搏

鬥，我好擔心。教練說妳們有心力、

有判斷力，有能力，面對挑戰；妳們
承載的，是汕頭大學『有志，有識，
有恒，有為』的改革精神，我為妳們
自豪！汕頭大學以妳們為榮。終點在
望，要繼續加油呀！祝妳們打破世界
紀錄。 我在香港等着妳們平安回
家。」
同日晚，李嘉誠更與4女將通過衛

星通話，視頻上載至基金的微博。李
嘉誠在片段中問道4名女生是否快到
終點，並多次表示他和很多人都對4
女將的毅力感到高興、自豪，「很興
奮，大家都等着歡迎你們回家」，

「衝線要盡量加油」，不過，他也不
忘叮囑她們在盡全力的時候，不要忘
了注意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中學畢業生人數
近年持續下跌，自資院校收生數字隨之下滑，不
少院校出現赤字。其中，明德學院、宏恩基督教
書院、能仁專上學院、香港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
有限公司等均在2016財政年度錄得逾千萬元赤

字。有院校指會調整學校定位以改善財政狀況。
有媒體翻查多所自資院校2015/16年度財務報

表，其中明德學院錄得2,305萬元虧蝕，涉及的
開支包括提早離任的前任校長麥培思的薪金及津
貼：該年度他共獲約847.2萬元薪津，包括一筆

等同其年薪逾兩倍的補償。
能仁專上學院該年則錄得約2,021萬元赤字。

校長黃景波回覆傳媒查詢時指，校方正籌備開辦
社工及護理學學士課程，內容更為專業及職業導
向，有信心可藉此改善收生及財政狀況。
校齡較短的宏恩基督教書院和香港薩凡納藝

術設計大學，在該年度就分別錄得約1,881萬和
約3,865萬元赤字。

自資院校收生跌 多所赤字超千萬

有意參加
立法會新東補
選嘅學聯前常

委張秀賢，成日都話自己有邊個邊
個支持，俾人澄清完仲死撐，日前
又喺訪問度話自己同「中箭」（香
港眾志）羅冠聰同前民主黨成員區
諾軒係「親密戰友」，點知即刻俾
羅冠聰喺facebook度出文割席，話
「奇怪地在初選論壇中的報導
（道）看到自己的名字」，覺得可
能有啲誤會，仲話「親密戰友」係
有「挺嚴謹的門檻」，要「雙方認
可」，其實一句講晒，咪就係「我
冇話過係你親密戰友喎！」
張秀賢日前接受網媒訪問，話自

己前年立法會選舉曾經幫羅冠聰站
台，又幫區諾軒拉票，覺得大家有
共同目標，係「親密戰友」，仲話自
己同「本土派」都有溝通，覺得所有
人都要結交咁話。
點知個訪問前日出街，羅冠聰同

日就喺fb出文，聲稱自己一直都唔
想多講「初選」，「但我奇怪地在
『初選』論壇中的報導（道）看到
自己的名字，當中可能會有些誤
會。」
佢話，好多謝幫過佢嘅人，但要

稱對方做「親密戰友」，有「挺嚴

謹的門檻」，即係要雙方認可、高
度互信，「合作過、擺過街站、甚
至助選（遠離核心地助選），單單
這樣，我覺得距離『親密戰友』還
有一段非常非常遠的距離。高度互
信，顯然地，是沒有的。」
羅冠聰仲講到人哋先撩者賤咁

話︰「很多時候我都不願談個人的
事，但主動把我的名字提出來，好
像言中有義，我就不得不回應了。
選舉期希望各位小心措辭，避免讓
人覺得抽水來抽水去。」

「戰友」齊恥笑 補刀又互捅
咁大袋花生周街派，當然都有好

多人畀like，包括學聯前副秘書長
岑敖暉、羅冠聰女友袁嘉蔚，而被
視為「被幫過忙」嘅區諾軒，就畀
咗哈哈，兩個「親密戰友」都插返
佢一刀，唔知張秀賢點諗呢？
多次話自己唔係「青症Plan B」

嘅袁健恩亦轉載咗羅冠聰篇文，暗
諷張秀賢︰「其實與其話識呢個個
（嗰）個，呢個支持個（嗰）個支
持，不如認真建立自己。」然後再
一腳踩埋「中箭」話︰「呢樣嘢連
『眾志』自己都要諗下，係咪下下出
哂（晒）其他議員支持就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張秀賢「四圍揩」羅三七即割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中醫藥於市民
醫療保健方面擔當重要角色，確認藥材真偽及
品質尤為重要，不過，傳統鑑定方法要面對過
程繁複及費時等問題。理工大學用約8年時間
研發「直接電離質譜方法（DI-MS）」，在一
小片藥材樣本加上溶劑，再施加高壓電，即可
於10分鐘內取得藥材的「指紋」質譜圖，能分
辨包括稀有的靈芝和天麻等中藥的真偽，甚至
還能區分野生或人工培植以及產地來源等，而
成本更只需要傳統方法約十分之一。

電離驗成分 辨假貨次貨
「直接電離質譜方法」由理大食物安全及科
技研究中心研發，當一小片藥材樣本加上溶劑
並施加高壓電下，即可誘發其產生噴霧電離，
在10分鐘之內得到該藥材的「指紋」質譜圖，
利用儀器檢測是否有活性成分，以辨真偽。
同時，檢測人員亦可將DI-MS結合數據分析
工具，區分該樣本屬天然或人工培植，以至產
地等。以有抗抑鬱功效的天麻為例，野生和人
工培植價格可相差超過10倍，而市面亦常有以
外觀相似但欠缺功效的羊角天麻和芭蕉芋假冒
正品天麻。

花費十分一 輕鬆「查家宅」
領導此次研發的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
系副教授姚鍾平解釋說，對正品天麻來說，可

以DI-MS快速得出其質譜圖作分析，能直接檢
測到多種天麻主要活性成分，相反假冒天麻則
不會檢測到對應的質譜峰，藉以分辨真偽；而
野生天麻中3種活性成分的總信號強度，也會
比人工培植的天麻高數倍，結合相關的成分數
據分析，更可進一步檢測出天麻的產地與品
質。
他續指，傳統檢測技術需經多個步驟如研

磨、提取等，需花數小時才能完成分析，加上
人工及化學溶劑等，花費較多，預計採用新技
術成本只需要原有約十分之一。
他透露，新技術亦可分析有毒中藥成分，同

樣只需要就樣本加入溶劑及高壓電以噴霧電

離，10分鐘內可得出結果。
有關檢測技術於2010年開始研究，2012年曾

將應用於五味子及何首烏等藥材，今次則搜集
大量靈芝及天麻樣本，期望能更有系統地應用
於名貴藥材上。
不過，姚鍾平強調此技術未必適用於所有中

藥材，因檢驗時的噴霧電離會一次過將所有成
分噴出，不同藥材的成分或會出現競爭情況，
以致未能分析較少的成分。
團隊至今已檢驗逾十種藥材，希望未來能測
試更多品種及設立數據庫，以便分析。姚鍾平
說，希望新方法可與傳統互相補足，正考慮與
政府化驗所商討合作。

「驗指紋」快測藥材 10分鑑靈芝真偽

百 年 學 府 港
大在香港的大學
向來首屈一指，

不過近年評價每況愈下。最新香港
最佳大學民意排名榜，科大蟬聯榜
首，其次是中大及港大。大學校長
民意排名，排首位的是剛卸任的中
大前校長沈祖堯、其次是科大校長
陳繁昌，第三才輪到港大校長馬斐
森。至於本港僱主最願意聘請的大
學畢業生，港大更是跌落第四，落
後於科大、中大及理大。

學校表現如何，校長當然是第一
責任人，港大淪落至此，馬斐森絕
對難辭其咎。正所謂大眾的眼睛是
雪亮的，港大教師及職員會近日就
其任內表現進行問卷調查，逾八成
人坦言不認同其任內表現，批評他
未能了解教職員及學生需要，也未
能有效溝通。有教職員評價馬斐森
任內毫無建樹，甚至是最差的港大
校長。

馬斐森最大的問題首推不務正
業，他不好好研究如何發展港大，
而是是非不分，糾纏政治。比如專
搞政治的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
敏，居然獲馬斐森支持出任副校
長，這不就是等於鼓勵教師不務正

業嗎？這大概就叫臭味相投吧。
馬斐森臨走之前，還不忘向中聯辦潑髒水，

暗示中聯辦經常插手港大事務向其施壓。但實
情是，港大在深圳設有校區、研究院和醫院，
這些均需要通過中聯辦與深圳協商，中聯辦與
港大校長保持聯繫，完全是正常且必要，馬斐
森不可能不知道，在任多時都相安無事，為何
臨走前突然爆料，有何居心，路人皆見。

近年在各項排名不斷倒退的同時，港大師生
卻頻頻現身違法犯罪活動，不少人被起訴甚至
入獄，這顯然是上樑不正下樑歪的結果，大概
也是馬斐森最大的「功勞」。大學師生關心政
治理所當然，但是凡事政治化，只會阻礙大學
的發展和進步，奉勸港大摒棄近年來的這股歪
風，其他大學也需要警惕，避免步港大的後
塵。希望在新校長張翔的帶領下，港大能重回
正軌，重現昔日的光輝。 ■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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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教育網與港大民研昨日公
佈第十九屆「香港最佳大學排名

榜2017」結果，排名榜分為多個部分，
其中「民意排名」由港大民研在去年中
訪問逾1,200名香港市民，就8大所資助
大學、公開大學和樹仁大學按聲譽、學
術研究表現、學生成績及品行質素等作
評分，首三名依次為科大、中大及港
大，以0分至10分計分別獲7.5分、7.41

分及7.4分，均比去年略升。

「老闆心水」亦跌出三甲
不過，過往曾經連續十多年佔據榜首
的「百年老校」港大，因政治化問題已
於去年在「民意榜」跌落第三，分數亦
由高峰期逾8.2分跌至略高於7分。今
年，該校仍未能收復失地，在其餘分項
排名更相繼崩盤。
港大民研針對性地訪問了七十多名中

學校長，就大學進行專業的「學界排
名」，港大由去年的第一跌至第三，榜
首位置被中大取代。
同時，港大於受訪僱主心中「最願意
聘請的畢業生」排名上也連續兩年跌出
三甲只列第四。
港大近年紛爭不斷，部分師生頻繁鼓

動違法、播「獨」、煽暴等政治風波，
明顯影響大學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

「硬件」無問題 政爭毀形象
港大民研總監鍾庭耀稱，大眾對各校

的觀感會受到整體政治氣候背景及院校
管治影響，而自違法「佔中」後，大學
領導層及學生會一直在風眼中間，媒體
及市民的心情容易受到影響。
是次排名榜還包括評核大學資源與收

生的硬件資料，當中港大仍然排第一，
是該校唯一能堅守的部分。
香港專業教育網總編輯時美真指，結

果顯示港大的客觀硬件並無受影響，但
如果連同民意、畢業生等的「綜合排
名」，港大亦首次跌落第二，她相信與
港大近年較多牽涉政治事件，以及內部
管治影響公眾觀感有關。

教界嘆教員煽違法「獨」生搞事
就港大接連於「民意排名」及「學界

排名」失利，本身為中學校長的教評會
主席何漢權坦言，港大遭頻頻捲入政治
及違法事件，如法律學院教師帶頭違
法、學生會代表衝擊校委會、部分學生
的「港獨」囂張言論都影響公眾對大學
的印象，導致排名下降。
中學校長、教聯會理事鄧飛亦表

示，港大排名下跌，主因是政治化太
嚴重。
是次「排名榜」同時邀請受訪者評價

「最佳大學校長」，剛卸任的中大前校
長沈祖堯蟬聯第一，其次是科大校長陳
繁昌及港大校長馬斐森。
調查方亦有問及對本港大學畢業生的

看法，其中中學校長認為，工作態度如
認真、熱誠、勤奮、有責任感、上進等
是大學畢業生最缺乏的能力，而一般市
民則認為大學畢業生最缺乏的是待人接
物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

瑤）近年部分大學師生肆意將校

園政治化，變成自己搞政治的

「舞台」，持續影響社會對大學

的觀感。其中多次出現鼓吹違

法、播「獨」煽暴的香港大學更

是首當其衝，百年累積下來的威

名幾近消耗殆盡：曾經連續十多

年於「香港最佳大學排名榜」獨

佔鰲頭的港大，繼去年於「民意

排名」跌落第三後，今年於收集

中學校長專業意見的「學界排

名」及整體表現的「綜合排名」

都分別失去榜首地位，可謂風光

不再。負責排名榜的機構坦言，

港大收生及教研資源情況未有大

變化，惟近年頻繁牽涉政治事件

及校園管治問題影響公眾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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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得知
「被親密戰
友」後，馬
上發文劃清
界線。

fb截圖

■港大於「民意排名」、「學界排名」及「綜合排名」均失落
第一。左起：時美真、鍾庭耀。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姚鍾平示範用直接電離質譜方法鑑定靈
芝和天麻。 理大供圖

■理大團隊研發了快速鑑別中藥材真偽的
新方法。 理大供圖

■■李嘉誠李嘉誠「「舉舉
牌牌」」為汕大為汕大44
女將打氣女將打氣。。

■李嘉誠與4女將直聯，囑她們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