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冠深蔡關穎琴5000萬元捐中大聯合書院

THE電腦科榜 科大膺亞洲「探花」
工程科技排名跌5位 學者：港科研有實力惜欠宣傳

港星大學排名
電腦科學

大學 2019年 2018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 15 13

香港科技大學 28 28

南洋理工大學 29 31

香港中文大學 37 38

香港大學 46 55

理工大學 74 88

城市大學 93 74

浸會大學 176–200 201–250

工程科技

大學 2019年 2018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 8 8

南洋理工大學 15 16

香港科技大學 23 18

香港大學 40 30

城市大學 61 60

中文大學 63 59

理工大學 70 67

資料來源：THE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英

國 《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 》 (Times

Higher Education)公佈最新的世界

大學工程科技和電腦科學兩項學科

排名。兩榜均有5所本港大學打入

百大，香港科技大學繼續領先本港

其他學府，電腦科學排名維持第二

十八名，為亞洲第三；工程科技則

下跌5位至第二十三名。機構分析

指，本港各入選學府強於國際視野

及引文影響力，但在教研方面仍有

提升空間。不過，有大學教授則認

為，本港科研具有實力，但要在宣

傳上多下工夫，讓更多人知道香港

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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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文大學聯
合書院昨日舉行「蔡繼有教育及慈善信託」
與「蔡冠深教育基金會」支票捐贈儀式，以
銘謝捐款人蔡冠深及蔡關穎琴捐贈5,000萬港
元支持書院發展。蔡冠深表示，捐款將用作
落成學生宿舍，提供逾200個宿位，並設有文
化中心，為學生提供多元文化校園生活，豐
富學習體驗。

林鄭月娥梁乃鵬段崇智等主禮
支票捐贈儀式主禮嘉賓包括特首林鄭月
娥、中大校董會主席梁乃鵬、中大校長段崇
智、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殷巧兒、聯合書院
院長余濟美、蔡繼有教育及慈善信託與蔡冠

深教育基金會代表蔡冠深及蔡關穎琴，逾百
位嘉賓出席。
蔡冠深在致辭時表示，國家提出「一帶一

路」倡議，香港作為全外向型經濟體，作為
東西方多元文化的匯聚之所，理所當然要在
「一帶一路」發揮積極作用，為香港學子經
濟，開拓出更廣闊天地。
他指出，蔡冠深教育基金多年來致力推動香

港、內地與世界各地的教育、文化、藝術交流
活動，支持舉辦了多項具影響力的活動，又與
多所海外知名大學，建立多個不同主題的創意
文化中心，促進中華文化在當地的傳播，增進
中外教育文化等多方向的交流與合作。
他期盼這次捐贈有助中大的持續發展，有

助師生更好地開拓視野，與時並進。
在儀式後，蔡冠深向記者介紹，該筆捐款

將用作建設「蔡繼有宿舍」，裡面還設有
「蔡冠深文化中心」，「大學生活並不只有
讀書，校園生活亦相當重要，宿位不足卻是
一大問題。」

捐款建宿舍 料提供200宿位
他指出，是次捐款期望緩解問題，預計將能提

供逾200個宿位，有助建立更完善學生社區，豐
富校園生活。同時，文化中心將有助加強中大學
生與海外師生學者交流，宏揚中國文化。
目前，項目尚待政府批准，他相信在獲得批
准後，該宿舍可以在兩三年內落成。

上周我們談到有
關大五因子性格特
質（Big Five Per-
sonality Traits）的
性格評估，並仔細

談到當中的細心特質（Conscientiousness）、
外向特質（Extraversion），今日我們再來談
談餘下的三項性格與工作選擇之關係。

開放富好奇 同意滿關懷
開放特質（Openness to experience）指一
個人對新事物的喜歡程度及反應。譬如有新
的電子產品推出，你會第一時間購買？還是
會等待熱潮過後才入手？「開放特質」較強
者一般富好奇心及想像力，較願意嘗試新事
物；相反，「開放特質」較弱者則傾向接受
傳統，對新事物抱懷疑態度。
是故，從事藝術、設計等想像類工作，如

廣告設計、市場推廣等，就傾向選用「開放
特質」較強員工，去想出具創意的點子及設
計；相反，普遍被視作要符合常規與規矩的
工作如文書處理，則不太適合「開放特質」
強的人擔任。
同意特質（Agreeableness）指一個人能否

站在別人立場思考與觀察，當你與朋友就一
件事有不同看法時，特質弱者會習慣堅持己
見，較少接受別人意見；而特質強者則具同
理心，能易地而處思考並妥協。
所以，同意特質強者較適合從事社交性強

工作，如輔導、顧客服務等。

泰然宜當差 多變有魅力
情緒穩定特質（Neuroticism）顧名思義，

是指一個人面對突發的情況或困難時的情緒
狀態。假設，公司突然停電，你會緊張失
措？還是冷靜面對？「情緒穩定特質」強的

人遇事處變不驚、能冷靜思考現狀；相反弱
者情緒會較容易受外界事物牽動，遇到突發
的事情會容易表現得手足無措。
紀律部隊、醫護人員等工作，一般需要情

緒較穩定的職業；而藝術性工作，如演員、
歌手，則不一定需要穩定情緒，有時豐富多
變甚至有點失控的情緒，反而成為他們獨有
的演藝魅力！
總括而言，性格並無好壞之分，青年若能

在找尋工作前了解自己的性格特質，掌握可
能對工作造成的限制，避免從事與性格有很
大衝突的職業，自然可減少錯配情況。不
過，正如前述，年輕人也可以嘗試克服性格
對工作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憑個人努力，成
為自己夢想中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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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即將踏
入12月，聖誕及新年是莘莘學子期待已
久的長假期，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表
示，老師家長們都會希望學生的假期過
得充實有意義，然而充實並不等於要用
功課填滿，假期也不是什麼都不做。她
建議大家好好規劃，讓學生結合休息與
整理、好「玩」的家課、「讀」以致用
及「精」學，過一個既能「回氣」又有
長進的「智慧假期」。

應用書中知識 動手發明解難
蔡若蓮昨日在《局中人語》網上專欄
以《智慧假期 再談家課》為題撰文，
分享如何可於假期及學習取得平衡。她
指同學最怕重複的「罐頭」補充練習、
過量的機械抄寫和操練，若給予他們自
主學習的空間，沒有競爭比較的壓力
下，課業又能連繫生活日常，這最受同

學歡迎。
她建議師長從旁引導和鼓勵，讓同學

發掘自己有興趣的事，例如找一位喜歡
的作家或圍繞一個主題，流連書海。至
於喜歡天馬行空的同學，還可以「讀」
以致用，應用從書中所得科普知識，進
行STEM專題研習，發現問題、尋求方
法，創意解難、改善生活環境；設計模
型、進行實驗、調查、發明，通過書
本，讓不同專家伴着同學一起探險，能
有所發現，自然樂在其中。
蔡若蓮認為，長假期是讓同學學以致
用的好機會，學習設定目標、構思規
劃、有實際行動、好好管理時間與情
緒，一步一步完成任務，鍛煉堅忍與毅
力。研究什麼並不重要，關鍵是同學有
興趣。假期過後，讓各人分享、展示研
究所得，那種滿足、自豪和成功感，正
是學習動力的來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樹仁大
學昨天舉行第四十四屆畢業典禮，學務副校
監胡耀蘇主持典禮並頒授榮譽博士學位。香
港著名舞台劇演員及導演、戲劇教育者鍾景
輝獲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前律政司司
長、資深大律師、大紫荊得主袁國強獲頒授
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表彰二人在其專業領
域中的傑出建樹以及對香港社會的貢獻。
鍾景輝一生醉心戲劇，自美國耶魯大學戲

劇學院藝術碩士畢業返港後，出演無數，導
演《夢斷城西》、《蝦碌戲班》、《劍雪浮
生》等作品，七度榮獲香港舞台劇獎的最佳
男主角獎、四度榮獲最佳導演獎。
幕後，鍾景輝博士亦投身不同教育崗位，

透過言傳身教，為香港戲劇界和影視界培育
人才。他曾創辦無綫藝員培訓班、於浸會學
院全職及兼職任教達23年，隨後擔任演藝學
院戲劇創院院長，任職長達18年。
袁國強於2003年被委任為資深大律師，曾
擔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廉政公署貪污問
題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
問、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委員、香港教育學
院校董會成員等多項公職。自2012年7月至

今年1月袁國強擔任律政司司長，其間亦以
政府首席法律顧問的身份，代表政府處理法
律政策及法律改革事宜。
胡耀蘇致辭時表示，仁大多年來透過頒授

榮譽博士學位表彰對社會、教育、科研、藝
術文化貢獻良多的個人，同時寄望全校師生
傳承校訓「敦仁博物」精神，造福香港社
會。

東華三院郭一葦
中學學生近日積極
參加多個香港及澳

門的滑浪風帆及跳水賽事，3名中一生
連番奪魁，共獲得6項冠軍及1項亞軍的
佳績。
郭一葦中學中一生郭誦軒於本月舉行

的「香港滑浪風帆公開賽2018」奪得男
子青年組冠軍，並於2018年的「海通國
際香港滑浪風帆巡迴賽」分別奪得「長

洲錦標賽」男子兒童組冠軍及「石澳錦
標賽」男子兒童組亞軍。
同校的中一生徐浚賢則於「香港分

齡跳水錦標賽2018」奪得男子丙組三
米板、男子丙組一米板及男子丙組跳
台共3項冠軍；他與同學陳曉道亦雙
雙獲邀參與「2018澳門國際跳水邀請
賽」，並於比賽勇奪男子三米板雙人
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認清性格特質 工作更易上手

郭一葦中學跳水風帆賽奪6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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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倡「智慧假期」玩學平衡兼回氣鍾景輝袁國強獲頒樹仁榮譽博士

就電腦科學排行方面，英國牛津大學位
居榜首，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及

美國史丹福大學分列第二及第三。
本港學府中，以科大排名最佳，維持去年

的28名成績，亦為繼新加坡國立大學及清
華大學後的亞洲第三；中大排名第三十七
位，較去年上升一位；港大上升9名排名第
四十六位；理大急升14名排第七十四位；
城大為該榜唯一錄得排名下跌的本港學府，
由去年第七十四位跌至今年第九十三位，但
在國際視野方面取得明顯進步。
至於工程科技排行中，牛津大學同樣摘

冠，第二及第三名分別為史丹福大學及哈佛
大學。科大雖然排名下跌，由去年第十八名
跌至今年的第二十三名，但仍領先本港其他
學府；港大排名由去年第三十名跌至今年的
第四十名；城大較去年跌一位至第六十一
名；中大跌4位變第六十三名；理大亦跌3
位成第七十名。

港校電腦科學均有進步
《泰晤士高等教育》分析指，入圍電腦科
學排行百大的港校，大部分均較去年進步，
以國際視野及引文影響力方面表現優異；相
反在工程科技排行榜，全部港校均排名下
跌，或源於該排名競爭更見激烈。綜合兩榜

數據，港校在相關學科的教研部分仍有改進
空間。

星國立大學奪兩榜「亞洲一哥」
值得留意的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本年包辦

兩榜「亞洲一哥」地位。同時，內地也有6
校在電腦科學排行榜打入百大，當中4校排
名五十強之內；工程技術排名中，則有9校
打入百大，6校排名五十強之內。
就港校在相關學科的發展現況，中大工程

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表示，早前有統
計指出，本港大學有關人工智能的論文在全
球被引用的次數及影響力排名全球第三，足
見本港具備出色學術實力。同時，港校近年
積極配合社會發展，中大亦積極開辦人工智
能、金融科技等相關學科，相信這是本港發
展趨勢，有助培育未來人才。
就本港與新加坡的排名差距，黃錦輝認為

學術上，兩者不相伯仲，但本港在宣傳方面
也許不足，「宣傳即是指向媒體或學術界分
享工作成果，而召開國際會議是其中一種途
徑，新加坡在這方面投入不少資源。」
相比之下，香港無針對性資金舉辦會議，

教授評核制度不會將「組織會議」的工作納

入表現評分，導致他們更傾向於埋頭苦幹，
較少爭取「表現」機會。
科大發言人表示，作為只有27年歷史的

年輕大學，對於該兩學科持續被全球主要排

名榜評為全球首三十位感到欣喜，但排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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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一葦中學學生獲邀參加「2018澳門國際跳水邀請賽」。 學校供圖

■■中大聯合書院昨中大聯合書院昨
日舉行支票捐贈儀日舉行支票捐贈儀
式式。。 中大供圖中大供圖

■香港樹仁大學向袁國強（前排右三）及鍾景輝（前排右四）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樹仁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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