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

國際教育機構泰晤士高等教育

（THE）昨日公佈最新的全球大學

排名榜，香港多所大學排名比去年

更進一步，其中三校躋身首百名

次，當中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

分別上升4位及3位，分別排名第

三十六及第五十五；至於國際化程

度，城巿大學則與卡塔爾大學齊

名，同列首位。THE分析指，香港

的大學憑教育與科研的創新與高

效，仍能在世界洪流中穩住腳步；

報告同時讚揚內地多所大學，顯示

亞洲地區的大學正逐漸逼近歐美澳

的強校。

THE大學排名 港大中大升呢
3校躋百名 城大國際化程度列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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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諾
貝爾獎得主「光纖之父」高錕本月
23日辭世，他生前與太太黃美芸創
辦、致力推動公眾關注腦退化症的
高錕慈善基金，將於9月29日起於
溫莎公爵大廈設置弔唁區，而高錕
母校聖若瑟書院今日起亦將於校內
設置弔唁區，讓公眾一起悼念。
基金主席黃美芸呼籲參與者可以

現金捐款代替鮮花，捐款到「高錕
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或「香港中文
大學」支持高錕獎學基金，讓大眾
亦能受惠。
另外，教資會主席唐家成昨日

亦對高錕的離世深表哀悼，並向
其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他讚揚高錕是香港人的驕傲，

「他對科研發展的貢獻不但改變世
界，更啟發了新一代學生和全球社
群。」
兩個弔唁區開放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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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前十大學排名

大學

牛津大學

劍橋大學

史丹福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

加州理工大學

哈佛大學

普林斯頓大學

耶魯大學

倫敦帝國學院

芝加哥大學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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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部分大學排名
大學

清華大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

北京大學

香港大學

東京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南洋理工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京都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國家或地區

內地

新加坡

內地

香港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香港

日本

內地

香港

香港

香港

2019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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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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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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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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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

能躋身世界前列的院校仍以英美大學為
主，首三名排名不變，英國的牛津大

學獨領風騷，緊接着是英國的劍橋大學及
美國的史丹福大學。THE特意提到，日本
超越英國，緊隨美國，成為第二多大學上
榜的國家。

科創進步 帶動名次升
香港六所大學榜上有名，其中三校躋
身首百名次，而且普遍名次前移。港大
在教學方面的評分大幅提升，整體上升4
位至第三十六位；中大升3位排第五十
五位；科大雖然總體分數稍微提升，但
國際競爭激烈，導致其稍跌2位至第四
十六位。
至於城大，於教學及論文引用率提升，
其國際化程度更與卡塔爾大學同列首位，
是助城大躍至全球110位的關鍵。理大除
了行業收入稍微下跌，總分有所提升，助
其跳升9位至第一百七十三位。浸大則不
變，維持全球首五百名的位置。
THE編輯主任Phil Baty分析指，香港的
大學憑着高等教育與科研方面的創新與高

效，即使面對着地域乃至於全球的激烈競
爭，仍能取得佳績。
Phil Baty建議，若香港的大學想更上一

層樓，需要加強工業連繫與科研能力，並
繼續吸引世界頂尖專才及國際合作夥伴，
以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

清華超星國大膺亞洲第一
在內地大學方面，清華大學首次超越北

京大學，躍升8名至全球第二十二位，力
壓排名第三十一位的北大，並取代新加坡
國立大學成為「亞洲第一」。Phil Baty讚
揚在內地的南方科技大學，創校僅有七年
就置身世界首350名，是一項卓越的成
就，而浙江大學亦取得大躍進，攀升76位

至第一百零一位。
Phil Baty續指，內地大學成功的「公
式」在於持續投放資源，使大學更趨國際
化，吸引並且留住全球專才，吸引不少新
興國家爭相仿效。
相較之下，歐美及澳洲等地的傳統強校

優勢正逐漸失去，面對東南亞地區大學的
崛起，必須加強投資及優化政策以吸引世
界精英。
就是次排名，港大發言人表示，該校

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在教學、研
究及知識交流等方面力求卓越，並透過
實踐港大勾劃的未來願景藍圖，成為亞
洲的世界級大學，提升港大在國際間的
聲譽。

城大則表示，該校致力培育具良好國際
視野的人才，推動科研創新，實力獲得國
際認可。
配合大學發展策略，城大積極延攬來自

全球優秀學者、推動國際研究合作及學生
交流，並強調會努力不懈，推展教研合
一，追求卓越，貢獻社會。
科大回應指，該校是次排行第四十六

位，全港排行第二，作為一所只有27年歷
史的年輕大學，科大對於能持續被不同排
名榜評為全球首100間大學之一感到欣
喜。
此外，排名升跌受不同因素影響，大學

會視之為參考，以了解自己及其他大學的
表現，並掌握需要完善的地方。

成年人的生涯規劃教會了
你什麼？
對很多人來說，改變很

難，因為改變等於要否定部
分的自己，這顯然十分痛
苦。但不嘗試去改，又怎可
能會有變化，有突破？
像李巧蘭，本身為內地資

深護士，具備專業技術及資
歷，但當她移居香港以後，
其資歷並不獲本地承認，只
得轉當酒樓服務員、家務助
理工作。她當然可以堅持己
見，拿着內地資歷告訴別人
自己是當護士的料，但她明
白這根本是自欺欺人的想
法，於是選擇改變，將自己
多年資歷歸零，重新上路。

多年資歷歸零 仍堅守護士夢
回望最初，李巧蘭身邊盡

是嘲諷之聲，「要在港通過
考核難過登天！」、「兩地
文化根本不同」、「你以前
唸的是中文，現在再學英文
太晚了吧！」，人家口中的
不可能沒有澆熄她心中的熱
情，反而成為了她向前行的
動力。
她報讀了一項「醫護支援

人員(臨床病人助理)」的基礎
證書課程，重新了解香港的
醫院工作程序、常用語及工
作文化，雖說過去的經驗讓
她在學習技術時事半功倍，
但英文要求又將她的學習速
度打回原形，但她奮戰不
懈，用比其他學員更多的時
間換取知識，求知慾可能較
年輕學員還要旺盛，加上不
服輸的精神，讓她順利獲得
醫管局認可證書，並入職病

房服務助理。
通過了夢想的第一關卡，

她又馬不停蹄，朝自己的護
士路進發：經過一段時間熟
習本地院舍文化及程序後，
她決定全力自修溫習一年，
準備挑戰人稱「死亡考核」
的護士執業試。
「自己英文底子不好，只
能到公立圖書館不停溫習，
一鼓作氣，有時也只能囫圇
吞棗，將醫護生字『死
記』！」努力並沒有白費，
她一口氣通過執業試中的理
論及實習試，再次穿上南丁
格爾留下的白袍，成為本港
其中一名普通科註冊護士。

強韌精神值得年輕人學習
生涯規劃並非年輕人專

利，時代更迭，成年人因着
種種原因，亦有可能要重新
適應職場及社會要求，他們
也許不具備年輕人的技能與
彈性，但成年人的擇善固
執、堅持與專心致志，卻很
值得年輕一代學習，畢竟強
韌的精神與心理，也是生涯
規劃漫長路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如果各位青年人想對「職
趣組合」更加認識，可與女
青生涯規劃服務隊（香港島
及離島）聯絡，詳情將於
facebook （https://www.
face-book.com/hkywcaclap）
內刊登，大家快點報名參與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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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日子過得很快，不經不覺
暑假已經過去，轉眼間新學

年又開始了。說時間很快過去或者事情瞬間發
生，會說轉眼間或眨眼間，英文亦有in the twin-
kling of an eye的說法，也是「一眨眼之間」的意
思。
短語中的twinkling來自動詞twinkle，意思是閃
爍，光點閃動，很多人都熟悉的兒歌twinkle, twin-
kle, little star就是描寫小星星一閃一閃的景致。除
了作為動詞，twinkle亦可以是名詞。
At night, the moon shines and the stars twinkle
in the clear sky.
晚上，晴朗的天空中，月兒明亮，星星閃耀。
We can see the twinkles of lights from the city
on both sides of the harbour.
我們可以看到海港兩岸來自城中的閃閃燈光。
美國五十年代著名影星瑪麗蓮夢露有一名句，以

星光閃爍比喻每個人都可以發光發亮，新學年不妨
借來勉勵自己一下。
“Everyone is a star and deserves the right to
twinkle.”
「每個人都是明星，有閃耀的權利。」

說一個人的雙眼閃亮eyes twinkle，一雙眼閃閃發
亮，是說這人十分高興，眼神表現了開心和興奮。
On hearing the plan, her eyes twinkled with

amusement.
聽到那個計劃後，她的眼睛閃出很陶醉的光芒。
Her eyes twinkled when her name was an-

nounced.
聽到公佈自己的名字時，她的一雙眼睛閃閃發

亮。
不過，有時閃爍的眼神也可表達不同的感覺，可

以是愉快，也可以是自信、疑惑、淘氣等等。
There was a twinkle of excitement in his eyes

when he knew that he was elected the representa-
tive.
當他知道自己當選代表後，雙眼閃耀興奮的光

芒。
The children stood there with a twinkle of mis-

chief in their eyes.
一群小孩站在那裡，流露出愛鬧事的眼光。
Everyone showed a twinkle of disbelief on hear-

ing his resignation.
聽到他辭職的消息，人人都流露難以置信的眼
神。

眨眼需時非常少，一瞬即逝，所以twinkling也可
用作名詞，指十分短暫的時間、瞬間。
Don't worry. I will be there within a twinkling.
不用擔心。我瞬間就會到達那裡。
Worries will not disappear in a twinkling.
這些憂慮不會一瞬間消失。
文首提到的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指一眨眼之

間，意思亦一樣，形容很迅速，在很短時間內，或
者時光飛逝，轉瞬即至。
The concert tickets sold out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那個音樂會的門票轉眼就賣光了。
You can't expect a person to change in the twin-

kling of an eye.
你不可能期望別人在一瞬間就會改變。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the new term has

started.
只不過一瞬間，新學期又開始了。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一個學年轉眼即逝，故此一
定要好好把握時間，發亮發光，寸陰是惜。

■Lina CHU
[linachu88@gmail.co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踏入9月
底，高中生選報明年大學入學的流程亦準備
開始。
其中科技大學將率先於本周六（29日）
舉辦本科入學資訊日，STEM（科學、技
術、工程、數學）教育為其中重點之一，除
設有相關工作坊和攤位外，當日亦會展示由
該校工學院學生開發的智慧校園系統，透過
實時監測校內不同地方人數，助訪客能更好
計劃當天的行程。
資訊日當天亦安排科大傑出教師的教學分

享、新課程講座，以及遊覽學生宿舍、創業
中心、機械人研究所等的導賞團，讓學生及
家長認識科大的多元面貌。活動詳情可參閱
https://infoday.ust.h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超強颱風「山竹」襲港，威力史
無前例，不少學校設施被破壞。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透露，教
育局除了加緊進行校舍緊急維
修工程外，亦將於日內推出
「風災特別津貼」，以簡便程
序，為有實際需要的中小學及
幼稚園分別提供上限15萬元及
5萬元津貼，用於清理、維修、
更換損壞的標準設施等項目，
如有特殊個案的實際開支超出
上限，當局會按個別情況審慎
考慮，並提供協助。
本港絕大部分學校都已於上周
三復課，楊潤雄昨早到石蔭邨探
訪最後一間於中秋假期後復課的
幼稚園主蔭幼稚園，感謝校方及
房屋署的努力，克服搶修公共電

梯、水電及其他設備的複雜問
題，讓學童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
開心復課。
他指過去一個多星期，由暫
時停課、準備復課到正式復
課，他訪校時都見到學校同工
盡心盡力為同學做到最好，他
衷心向他們致謝。

上限分別15萬及5萬
此外，楊潤雄又提到教育局將

於日內推出「風災特別津貼」，
以簡便程序，為有實際需要的中
小學及幼稚園分別提供上限15萬
元及5萬元津貼，用於清理、維
修、更換損壞的標準設施等項
目，如有特殊個案的實際開支超
出上限，局方會按個別情況審慎
考慮。

眨眼之間源自剎那星閃

生涯規劃重啟航
新來港者再圓夢

科大資訊日 主打STEM

2018/2019年世界大學排名

教局推「災津」助中小學幼園

■楊潤雄提到教育局將於日內推出「風災特別津貼」，以簡便程序，為有實際需要的中
小學及幼稚園分別提供上限15萬元及5萬元津貼。 楊潤雄fb圖片

高錕慈善基金
日期：2018年9月29日至10月2日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15號溫莎公爵社
會服務大樓2樓203室

聖若瑟書院
日期：2018年9月27日至10月4日

時間：上午8時至下午7時

地點：中環堅尼地道7號聖若瑟書院
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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