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考察」識「帶路」助學生覓「新跑道」

科大EMBA課程全球排名「三連冠」
前後12屆9奪第一 畢業生年薪達4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本港大學再於世界排名取得彪炳成績。英國《金融時報》昨日發佈2018年全

球EMBA（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排名，香港科技大學與凱洛格商學院合辦的Kellogg-科大EMBA連續

3年位列榜首，其畢業生年薪更高近400萬港元。而自2007年以來前後十二屆排名中，該課程更是九度榮膺世

界第一，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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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的文匯普通話專欄，定
名為「普通話自由談」，很有意
思，是鼓勵大家多些討論。

9月11日，譚志明的文章題為《口音唔怕普通
敢講已經成功》，重點是講「先普及，後提高」，
他說各種語言，如英語，都有口音，英語不怕口
音，才能在全世界普及。
10月3日，簡弘毅的《普通話重溝通 有口音不

在意》文章，響應了譚志明的論點。簡弘毅的文章
特別提到了國際文憑組織（IBO）在明年的國際預
科文憑課程（DP）語言B（即第二語言課程）中
將加入聆聽考核部分。其中文考綱上寫明：聆聽材
料會刻意放入不同華語地區的口音和用字，考生必
須掌握。這樣的中文考綱，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值
得大家重視。
讀了譚、簡兩位的文章後，記起我在1998年曾
在香港科技大學的一次研討會上，發表過一篇題為
《規範普通話和大眾普通話》的文章。文章其中一
個論點是，除「口才」之外，也應該同時重視「耳
才」，也就是說要學會聽不同方音的普通話。現在
應該加上：要學會聽地球村裡不同村民不同口音的
普通話。
明年「DP語言B」將增加「耳才」考核部分，
確有創意。但不知會出哪些聆聽考核材料。這是創
舉，也是試驗，相信會引起眾多學者、眾多學生的
興趣。大家不妨拭「耳」以待。
說起「大眾普通話」，其實也是老話題，不免
要談些歷史。「普通話」本來就是「普普通通的普

通話」；於100年前的民國初年，有「國語」之
議；到了1930年代有文化界之間的「標準國語」
和「大眾語」的激烈爭辯；而在1950年代，兩派
融合，產生了有關「普通話」的較嚴格的定義，也
就是我說的規範普通話。
於是原則上大家有了共識，但具體細節上仍有

紛爭，例如輕聲兒化等，該如何處理，又有多次
「審音」，褒貶不一。
到了新世紀，各地學者有了共識，對一些問題
和分歧，認為應該持開放態度。於是產生了一些新
詞典，如2010年的《全球華語詞典》、2016年的
《全球華語大詞典》和2012年的《兩岸常用詞
典》。這些詞典兼收並蓄，求同存異。

「打的」「買單」漸融港
新世紀前後，也出現了一些有趣的新現象，例
如香港的「的士」，到了內地可簡化為「的」，又
衍生了「打的」、「的哥」等詞語。這些用語，當
年香港本地反而不常用，但到了現在香港人卻又慢
慢地習慣了。
又如粵語的「埋單」，到了北方變成「買單」，

甚至進入了詞典。對此香港人也逐漸習慣了。
有趣的問題是：未來的「IBO—DP—語言B—中
文聆聽考核」部分，如果考材上說的是「買單」，
考生是照寫「買單」呢還是可以
寫回正確的「埋單」？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姚德懷

普語試考「耳才」不妨拭「耳」以待
上月超級颱風
襲港，風雨過後
多處塌樹，道路

滿佈泥濘、碎片。風球落下復工的時
候，交通癱瘓，市民上班歷盡艱辛，
更有部分地區停水停電，居民苦不堪
言，這段時間大家就如英文短語所說
的 從 磨 坊 磨 出 來 ‘through the
mill’。
英文‘mill’解「磨坊」，即是把穀

物糧食，例如米、麥、粟米、咖啡等
等磨成粉的地方，之後‘mill’亦用來
指「工廠」，是把原材料加工生產的
地方，例如棉紗廠、礦石廠等等。
所謂‘go through the mill’從磨坊
出來，是以粟米穀物等經過研磨機磨
成粉作比喻，過程很不好受，比喻經
歷了一段困難重重、問題多多的時
間，或是經歷了一連串艱辛的試煉。
The area was severely affected by
the typhoon. People there have just
gone through the mill.
這地區受到颱風嚴重影響，這裡的
人恍如百劫重生。
She has been through the mill re-
cently with one illness after another.
最近她病了一場又一場，受了很大
折磨。

It's a difficult time, but let's go
through the mill together.
這是艱難時刻，讓我們一起渡過難

關。
衍生開來，如果令某人陷入困境，

或為某人帶來麻煩，可以說‘put
someone through the mill’（令人受
苦受難）。有時候這可以是令人為難
或難堪，例如提出很多問題，或要求
一些難做到的事，令人難以招架。
The typhoon really put many peo-

ple through the mill.
這個颱風令很多人飽受折磨。
The senator was put through the

mill by the reporters in the confer-
ence.
會議上，記者們令到那個參議員難

以招架。
The new tax policy will surely put

many companies in the mill.
新的稅務政策肯定令很多公司感到

難捱。
換一個角度看，粟米穀物等物料其

實是磨坊最需要的原材料，所以亦用
來比喻有用的東西，適合放進磨粉機
的良好穀物叫‘grist’，‘grist to the
mill’/‘all grist to the mill’（合用
的材料），就是對某種情況有用的、

有利用價值的東西。
Being good at English is grist to

the mill. It is an advantage in find-
ing a job.
英文好是一個專長，有利於求職。
Publicity is all grist to the mill for

artists interested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對有志於演藝事業的藝人來說，曝

光率是很有用的東西。
另一個與‘mill’有關的習慣用語
是形容詞run-of-the-mill，即是由磨坊
或工廠大量出產的產品，大概未經檢
測包裝，水準一般，形容一些人或事
只是十分普通，不突出，沒有什麼特
別或驚喜之處。
The fans aren't satisfied with her

run-of-the-mill performance.
對於她敷衍一般的演出，歌迷感到

不滿意。
They are wealthy but they live in

a run-of-the-mill apartment.
他們很富有，卻住在一般的公寓裡。
磨坊‘mill’是工業廠房，加點想

像就可以作為日常用語的比喻，
through the mill 說的是經歷困難，
‘grist to the mill’是指有利用價值
的東西，而‘run-of-the-mill’則形容
水準一般、平凡。 ■Lina CHU

[ linachu88@gmail.com ]

風雨歷劫 磨坊「試煉」

英國《金融時報》依照全球EMBA課程
事業發展、多元性及科研水平等準則

為各校評分，其中畢業生薪金、收入增長是
決定排名的主要因素，合共佔總分四成。除
事業發展範疇，學校女性學員比例、學生的
國籍是否多元、師資等亦是評選準則。
總排名持續位於頂峰之餘，Kellogg—科大

EMBA在多個分項範疇亦表現出色，其中學
員畢業3年後平均年薪達396萬港元，高出
薪金排第二的華盛頓大學奧林商學院38%，
並較入學前高66%。而在「工作經驗」分項
中，課程亦位列全球第四。
Kellogg-科大EMBA課程主任區敏儀介紹
指，收生多元化為課程賣點，學員中約28%
為中國人，其餘則來自美國、菲律賓、伊拉
克等地；各人所屬公司亦遍佈世界各地，有

40%設於香港，其餘包括菲律賓、上海、新
加坡等地。
2019年度課程學費為137.7萬港元，較本

年度增加8.9萬港元，全期18個月，其間學
員除於香港上課外，亦需於美國邁阿密、三
藩市、德國法蘭克福、以色列特拉維夫等9
個城市，選擇至少一個地點進行境外學習交
流。

學生：課程結合實戰裨益大
「快的打車」聯合創始人趙東是該課程現

屆學生，他2005年畢業於浙江大學信電系。
雖然之前沒有讀過與商業相關課程，為了培
養自己的國際視野，可以看到「由中國人到
世界人的轉變」，他決定於科大學習，從不
同國籍同學身上吸取養分。
此外，他認為金融、經濟等根基課程可結
合自己的實戰經驗，對商業生涯將有莫大裨
益。
區敏儀提到，現時課程學員平均約40歲，

除要求有10年行政工作經驗外，更重要的是
他能否給同學帶來正面影響。

她透露，曾有一名來自電訊企業的學員，
表示自己已掌握餘下課題，接下來因公務需
要而打算請假缺課，但校方嚴厲拒絕其申
請，因為「課程知識百分之五十來自教授，
另外百分之五十來自同學互動」。
科大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譚嘉因對Kellogg-

科大EMBA出色的排名感到鼓舞，並推出與
金融科技及大數據分析相關的新內容，協助
高級行政人員掌握未來機遇。

港大EMBA課程列第四
除上述課程外，多個香港相關EMBA亦榜

上有名，其中香港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商學
院、倫敦商學院合辦的EMBA-Global Asia
列全球第四位，不過較去年下跌兩位，三甲
不入。
在港增設校園的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

以及中文大學的EMBA，則分別排第二十四
位及第二十九位。
至於港大與復旦大學合辦、於上海上課的
HKU-Fudan MBA（International），則全
球排第三十五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
港大學太空研究實驗室宣佈投資1,000
萬元，於浙江杭州臨安區的港大浙江
科研創新研究所設立新實驗室，推動
港大有更多機會參與大型及重要的太
空科學項目，包括已經開展建設、並
計劃於2019年中期發射的「香港大學
一號」 衛星。該衛星將使用嶄新的
「龍蝦眼」X射線技術來尋找神秘暗
物質的證據、研究富星系團中的熱氣
體、觀測太陽系中的彗星，以及探索
太陽風和地球磁層的相互作用。
港大指，當今全球尤其是中國的太

空科學正蓬勃發展，中國對探月工
程、火星探測項目、未來中國太空站
等大型太空計劃進行了龐大的資源投
放，為香港相關基礎科學的發展提供
了重大機遇。

全球首台「龍蝦眼」望遠鏡
設立新的太空研究實驗室，將讓港

大有更多機會參與大型及重要的太空
科學項目，包括已經開展建設、並計
劃於2019年中期發射的「香港大學一
號」衛星。它是內地第一台軟X射線

天文望遠鏡，也是全球第一台採用
「龍蝦眼」聚焦X射線技術的望遠
鏡。其任務範圍既廣泛亦高度跨學
科，結合了天文學、地球科學和行星
科學等領域知識，從而令太空研究實
驗室的研究更趨完善和全面，其潛在
科學價值、研究結果和影響將具有全
球意義。
港大最近亦跟北京大學的科維理天

文與天體物理研究所和南京大學的天
文與空間科學學院展開合作，共同招
聘兩位博士後研究員。
港大太空研究實驗室署理總監

Quentin Parker形容，此項合作叫人
振奮，合資招聘人才將可大力推進港
大科學家和內地太空與天體物理相關
單位的研究合作，創造大量機會及發
展可能性。
港大太空研究實驗室將加強港大和

3所內地頂尖大學於天體物理、太空
科學和衛星技術等方面的聯繫，Park-
er表示實驗室人員已作好準備，對港
大太空研究發展甚表樂觀，「期望不
久將來會成為本港、內地以至全球太
空和行星科學領域的先行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由「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發起，李文俊慈善
基金贊助的「香港青年新跑道計劃」昨日
舉行分享會，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外
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等主禮，多所學校師
生代表超過300人出席。中心並宣佈推出
全新的校長考察計劃，透過讓更多校長、
老師深入了解「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幫
助年輕學生認識及探索當中的發展機遇。
昨日分享會主禮嘉賓尚包括中聯辦協調
部部長沈沖、李文俊慈善基金主席李文俊
等。

梁振英盼學生抓機遇
身兼「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主
席的梁振英致辭說，年輕人不是只能在
「傳統跑道」等着飛向更高的天空，希望
通過計劃，讓學生知道人生有很多條「跑
道」。在「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
家，經濟增長速度高，求才若渴，為香港
的年輕人提供更多發展機遇。
謝鋒則表示，「一帶一路」是香港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的大機遇，新時代國家發

展包括香港，需要香港，也將進一步成就
香港。

謝鋒冀港生胸懷祖國
他續說，「一帶一路」是香港青年成長

成才、實現理想的大舞台，中央政府和特
區政府高度重視青年發展，希望香港青年
學生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志存高遠、發
奮圖強，把握時代機遇，到「一帶一路」
的廣闊天地去，將實現個人夢想融入中國
夢、民族夢之中，在服務國家和香港的同
時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參與分享會的主要是新跑道計劃第二批
共37個團的學生，他們早前分別赴哈薩克
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蒙古、匈牙利等18
個「一帶一路」國家參觀學習。
其中到南非參訪的香港正覺蓮社佛教正

覺中學學生蘇同學說，此行更新了她對南
非落後的誤解，並堅定了自己要走出香港
往「一帶一路」發展的想法。
梁振英昨日亦正式公佈將增設「一帶一

路」校長考察計劃，預計280名學校校
長、通識科和生涯規劃老師將受惠，可從
20個國家中選擇希望考察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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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與「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民心相通，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
港中心與哈薩克斯坦駐港總領事館共同邀
請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兒童之家的17
位孤兒於上周六來港參觀，為期7天。

促成此次活動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昨日與相關兒童會面交流。在場兒童

主動以普通話說：「你好！」並分享自己
在香港的難忘見聞，氣氛愉快。

首次訪港的 Alkhova Natalya 熱情地表
示，自己很喜歡中文，亦對中國文化深感
興趣，正就讀九年級（中三）的她認為，這
次參訪很難得，讓自己更堅定未來來港讀
書的願望，更有動力積極讀書及學好中
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梁振英與訪港哈薩克孤兒交流
�&

■■科大與凱洛格商學院合辦的科大與凱洛格商學院合辦的EMBAEMBA
課程課程，，連續連續33年位列全球榜首年位列全球榜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攝

■「香港青年新跑道計劃」舉行分享會，賓主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香港大學太空研究實驗室署理總監Quentin Parker（左）及副總監蘇萌
（右）。 港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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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與一眾訪港的哈薩克斯坦孤兒自拍
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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