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非重心 進步方為真
城大校長談「教育經」郭位：歡迎全世界有能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

世界大學排名榜令大學界又愛又

恨，既不想受其牽制，但又不得

不在榜單裡力爭上游。香港城市

大學近年成為大學排名榜「黑

馬」，校長郭位認為培養學生、

教研合一始終是大學的重心，該

校無意以追求排名為目標；但認

為若刻意說排名不重要只是「酸

葡萄的行為」，並反問「說不重

要，可有沒有人故意排不好？」

至於部分人質疑香港各大學本地

研究生比率偏低，在美國高教界

工作學習數十年的郭位則直言，

當地研究院絕大部分亦非美國

人，「沒有人來讀才應該擔心，

別人來，就說明重視你，我們歡

迎全世界有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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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
嘉軒）香港大學本年度有兩
名博士研究生及一名學者獲
得「研資局－富布萊特（香
港）青年學人計劃」資助，
每人每月將獲得1,600美元
（約12,480港元）資助前往
美國進行學術研究及交流。
其中一位得獎學生將以「香
港劏房租務市場的供應」為
研究題目，到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進行有關「非正式、
低收入、可負擔房屋，以及
房屋制度分析」的研究。

分研劏房老人健康藝術
本港的劏房問題普遍，港

大房地產及建設系博士研究
生梁嘉敏，現正與社福機構
和民間團體合作進行一項劏
房社區研究計劃，探討劏房
的安全、租住權以及市場的

自我執行機制。她同時亦是
「太古獎學金」得獎者，發
表了一篇有關劏房租金因子
的學術文章。她即將前往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從事劏房
研究，希望可藉此次交流機
會，深入探討非正式房屋、
住屋負擔問題以及扶貧措施
的成效。
另一位博士研究生劉惠穎

來自港大社會工作與社會行
政學系，致力研究哪些社會
因素影響社區成年人的心理
健康。其研究項目「積極的
生活參與如何影響身心健
康：一項針對中美兩國老年
人的研究」旨在探討兩地老
年人在不同的日常情境下如
何參與社會活動，每個長者
將攜帶裝載有特別應用程式
的智能手機和便捷式心電圖
儀，並定時透過手機程式記
錄日常參與體驗，同時進行
即時的心電圖測量，從而測
試不同的參與模式會否影響
他們長期的健康水平和生活
質量。
至於港大學藝術系副教授

官綺雲，在紐約大學獲得了
中國和日本藝術和建築學博
士學位，其研究主要集中在
明朝及清朝的畫作，亦對當
代藝術有興趣，其研究範圍
包括廣東繪畫、出口藝術及
「於19世紀中國人眼中的
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
路透社昨日發佈「TOP 75亞洲
最具創新力大學」排名，香港
有三所學校上榜，較去年少一
所，上榜的分別是中大、科
大、港大，分別排第二十二
名、三十八名及第四十七名。
「路透社TOP 75亞洲最具創

新力大學」榜單於2016年首次
發佈，與全球專業資訊服務提
供商科睿唯安合作發佈。今年
的榜單按其專有數據和多指標
分析，其中包括來自德溫特創
新平台（Derwent Innovation）
的專利申請數量和來自Web of
Science 的學術論文引文數據
等，排名旨在確定和評估該地
區在推動科學發展、發明新技
術和帶動新市場和行業等方面
貢獻最大的教育機構。

韓國科學技術院連續第三年
位列亞太地區最具創新力的大
學榜首。至於日本東京大學及
韓國的浦項工科大學分別排第
二及第三，兩校均較去年前進
了一位。
至於香港院校，共有三校上

榜，較去年少一所，上榜的分
別是較去年提升5位、位列第二
十二名的中大，較去年退後3
位、位列第三十八名的科大，
和今年下滑17位至第四十七名
的港大。至於清華大學，是內
地排名最高的大學，位列第
五，較去年提高一位。
今年只有三家新教育機構入

榜，各機構均來自中國，包括
位列第五十六名的中國礦業大
學、第六十七名的山東大學和
第七十四名的廈門大學。

10年前郭位剛剛上任城大校長時，就
被稱讚作風親民。那時起，他常常光顧校
園附近的「平民餐廳」麥當勞，希望藉此

了解年輕學生的日常生活。10年過去，郭位得意地說：
「我在麥當勞認識了很多學生哦！」並打趣道，「還在那
裡佔了一個小便宜！」
城大位於九龍塘又一城旁邊，該處的麥當勞是不少城

大學生喜歡光顧的熱點，但由於座位很少，郭位幾乎不
會找到座位，「我買完東西，沒有位子時，學生就會說
『校長過來坐我們旁邊』，他們會擠出一個位置給
我。」
不過，郭位說不敢稱自己「和學生打成一片」，但他

沒事就喜歡在校園走走，是不少學生眼中「沒有什麼神
秘感的校長」，不時會有人主動走上前和他聊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父母皆失聰，健聽的朱寶玲
從小已是爸媽的「專用翻譯」
及小助手，料理他們生活瑣

事。由於外界無法理解這個「手語家庭」，有時
難免會投以奇異的目光，讓小女孩頗感難受，再
加上學業壓力，她一度與家人陷入冷戰，甚至
「離家出走」。後來通過義工活動，她才逐漸學
會正視自己的成長經歷，本身修讀IVE幼兒教育
高級文憑的她，現正擔任導師幫助其他聽障家庭
的子女，未來又擬升讀特殊教育學位課程，希望
讓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健康成長，其傑出表現獲
「伍達倫博士紀念傑出學生獎勵計劃」嘉許。
「伍達倫博士紀念傑出學生獎勵計劃」於2006
年成立，旨在嘉許在學業、社會公益服務及校
內、校外活動有傑出表現，兼具溝通、表達能力
的學生，他們要經由學系推薦及通過面試。今年
共有9名職業訓練局（VTC）學生獲頒獎學金，
每人獲發1萬元。
其中一名獎學金得主朱寶玲，是VTC轄下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IVE）的學生。由於父母是聽障
人士，故寶玲出生後接觸的第一語言就是手語，
一家人的溝通都盡在不言中。

語法大不同 糾正需苦功
對手語十分純熟的寶玲雖然聽力正常，但由於
手語語法的阻礙，令她在學習中文上困難重重。
她解釋道，「廣東話和手語的語法完全不同，例
如生日快樂在手語中會成為『快樂生日』」，結
果她要下苦功，大量閱讀和糾正語法以提升中文

的表達能力。
不過，相比學習的困難，小妮子面對的

生活和精神壓力更大。失聰的父母無法與
其他家長交流，所以寶玲從小就很獨立，
會安排自己的生活，既當學生又當家長，
要肩負照顧父母的責任，「例如幫爸媽打
電話、做翻譯」，正因為他們是手語一
族，寶玲還遭受過陌生人的歧視，「我聽
到他們講『他們做什麼啊，這麼奇
怪！』他們還會一直盯着我們。」
這些不愉快的經歷，一度令她對用手語

溝通有點抗拒；另一方面，望女成鳳的雙
親對寶玲學業尤為着緊，這些無以名狀的
壓力慢慢累積下來，讓她與父母的關係緊
張起來，「當時覺得父母好煩，甚至試過
不理對方，離家一段時間冷靜。」

編手語歌舞 築健聽橋樑
中學時期，寶玲開始積極參與義工活
動，結識了一些背景相似的朋友，讓她覺
得自己終於被人理解，也開始接受自己的成長經
歷。其後她協助其他失聰家庭的子女在遊戲中學
習手語及與父母溝通，亦在IVE設計融合手語的
兒歌歌舞表演，推廣手語。
自身心態的改變，令她和父母和好，對於家庭
並不寬裕的父母支持自己繼續讀書的決定，她十分
感激。目前她於香港聾人子女協會擔任兼職學前及
幼兒教育導師，希望積累幾年經驗後能修讀教大特
殊教育學士學位課程或其他語言治療課程。

另一位獲得獎學金的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演藝造
型設計高級文憑學生黃嘉琪亦積極組織各類活
動，希望通過藝術服務社群，她兼修「青少年社
區藝術輔引師培訓計劃」課程，透過音樂、舞蹈
等不同形式，改善巿民大眾的心靈健康，並協助
輕度智障和傷健人士群體溝通。目前她已獲香港
演藝學院取錄，將修讀舞台及製作藝術學士課
程，向夢想進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至上月14日，郭位出任城大校長已
整整10年，帶領城大從世界排名

百名開外躍升至全球前50名，早前獲
續約的他將繼續擔任校長至2023年，
為城大發展掌舵。他在接受香港大公文
匯全媒體新聞中心記者訪問時分享自己
的「教育管理經」，他以「考試」類比
「大學排名」，「很多人唱高調說考試

成績不重要，說這話是酸葡萄行為，說
考試不重要，有沒有人考試故意考不
好？沒有。說排名不重要，有沒有人故
意排不好？也沒有。」他認為如果平常
好好讀書，考試應能獲好成績，至少會
進步，對城大而言，排名是其次，最重
要是「按照規矩去做。」

教研合一 學生為本
郭位口中的「規矩」是「找好的老

師，教研合一」。他認為，傳統的中國
大學將教學和研究分開，而這並不是最
佳做法。
他指美國一流大學的大一課程就會由

講座教授，甚至諾貝爾獎學者負責教學。
他不認為這是「大材小用」，「大師教課
會更有深度，對學生影響深遠。」

他又提到，大學除了要有大師、硬
件、軟件外，還要確立中心思想，
「排名不是中心思想，學生才是。」
所以大學應想方設法培養學生，包括
為他們提供更多交流實踐機會，亦要
時常反思大學內一些習以為常的現
象，「例如翹課，即使學生不上課亦
可以成績不錯、順利畢業，這說明這
門課沒有用，這樣的現象存在於全
球，包括頂尖大學。」

交流擴眼界 珍惜學習時
和香港許多高校一樣，城大亦落力增

加學生出外交流的機會，郭位指，現時
港生普遍在學習上主動性較弱，也未見
對知識感到渴求，透過讓他們離港交
流，可培育世界觀，認識各地的人和

事，「有助於他們學習珍惜。」
至於有人認為非本地研究生在香港

高校佔比太多，郭位則表示，「這個
有什麼不好？我在美國讀的研究所、
大學，絕大部分都不是美國人。」
他續指，「很多人都沒有想過，如

果有一天沒有人來讀才應該擔心了，
人家來讀書，說明重視你，我們歡迎
全世界有能力的人來，然後大家一起
努力。」
郭位表示，城大計劃要成立數據學

院，學院內設跨學科研究項目，包括社
會心理學研究。此外，城大已向教資會
提交建議書，希望在2019年起的新一
輪「優配學額」計劃中取得資源，成立
「數據科學」（Data Science）本科課
程，預計首屆招收約30名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科技大學昨日向4位傑出人士頒授榮譽
大學院士榮銜，他們分別為夏利里拉酒店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兼行政總裁夏雅
朗、創投基金公司MizMaa Ventures共同創辦人梁嘉彰、科大經濟學系榮休教
授及兼任教授雷鼎鳴、美心集團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伍偉國。頒授典禮由大學校
董會主席廖長城及署任校長史維主持。

4賢獲頒科大榮譽大學院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東華三院屬

下多所小學上周五舉行
聯校畢業典禮，今年共
有 1,090 名 小 學畢業
生，校方邀得公民教育
委員會主席彭韻僖主禮
及頒發畢業證書。該院
主席兼名譽校監王賢誌
致辭時介紹了東華三院
的小學教育服務最新進
展，強調院方近年銳意
建設新型校舍，提升及
完善現有學校設施，以
配合教育發展需要。
王賢誌強調，東華三院一直
秉持「全人教育」辦學理念，
本年度已資助屬下小學進行專
業武術訓練，並派代表參加
「粵港澳大灣區少年武狀元大
賽」，鼓勵學生透過習武鍛煉
身體、修身明志；該院小學聯

校「有品足球大使」計劃亦將
於下月安排學生出發往越南進
行比賽及文化交流；屬下小學
也會組成聯校合唱團，讓學生
可接受更多音樂訓練，讓學生
在體能、音樂藝術及團隊合作
等方面均得到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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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最創新大學」港3校上榜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畢業禮

「手語一族」良師 憑「家學」助聽障生

親民歎麥記 與學生併桌

■掃描即看訪
問正式視頻

■■左起左起：：廖長城廖長城、、夏雅朗夏雅朗、、梁嘉彰梁嘉彰、、雷鼎鳴雷鼎鳴、、伍偉國伍偉國、、史維史維。。 科大供圖科大供圖■王賢誌(右一)陪同彭韻僖(左一)頒發畢
業證書予畢業學生代表。 東華三院供圖

■梁嘉敏(左)研究劏房安全問題；劉
惠穎(右)則研究老人的身心健康。

港大圖片

■朱寶玲（左）與黃嘉琪（右）展示如何協助其他失聰
人士子女在遊戲中學習手語。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郭位認為，
若刻意說排名不
重要其實只是
「酸葡萄的行
為」。

視頻截圖 ■郭位不敢稱自己「和學生打成一片」，但沒事就喜歡在校園走走。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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