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青暢遊灣區 分五路感受同
讚祖國發展迅速 萌北上創業雄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章蘿蘭）英國《金融時
報》公佈最新全球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百強排名
榜，2019年共有14所亞洲院校上榜，包括香港3所大學，
其中科技大學排名最高列第十八名，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
則分列第四十一名及第五十七名，不過3校排名分別較去
年下跌4位至14位。
另外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MBA由去年第八

位升至全球第五位，成為迄今為止排名最高的中國院校。
是次《金融時報》MBA排名準則包括2015年當屆學員畢
業後3年的收入、增薪情況、全職教師發表研究等多個細
項，亦會就學生性別、國籍等多樣性等進行比較。
排名之冠仍是美國史丹福大學商學院，學生畢業後3年
平均年薪為228,074美元（約179萬港元），而哈佛商學
院則由去年的第五位躍居今年第二位，去年排名第二的
Insead歐洲工商管理學院，今年則列第三位。

科大排十八 排名冠全港
香港方面繼續有3間大學躋身全球MBA百強，其中科

大MBA微跌4名至今年排第十八；而港大則由去年第三
十三名下降至第四十一名；中大則由去年第四十三名跌14
名至第五十七名。
科大商學院表示，排名可為院校提供參考指標，有助評估

表現，而該校MBA課程的主要目的是為同學創優增值，提
升他們國際視野，並確保他們能掌握與時並進的知識。
今年內地MBA課程排名也表現出色，其中中歐國際工商

學院升至全球第五位，屬歷來最佳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專業進修學校今學年舉辨「紀律
部隊首長親身分享系列」，日前的
講座邀請前消防處處長黎文軒，闡
述其逾37年的前線救援行動及行政
策劃的經驗。
他又深入分享了包括花園街及淘
大迷你倉四級火等多宗深刻事故，
讓該校師生了解消防人員「救災扶
危 為民解困」的使命。
在2011年11月最終導致9人死亡

的花園街四級火警中，由於涉及舊
式商住樓宇，不少單位改建為「劏
房」，火勢極速蔓延到梯間，滅火
救援工作難度高。
當時為副處長的黎Sir憶述，相
信自己經驗能幫得上忙，並希望
進一步加強前線同袍士氣，便決
定親身帶隊進入火場。
其間他與同袍沿後樓梯而上，
成功帶領20多名居民到達天台，
以雲梯離開。

迷你倉四級火最難救
而最令黎文軒感心痛的，是在

2016年 6月他退休前的淘大工業
村迷你倉四級大火，該次火災導
致兩名消防員殉職，當時他向公
眾交代事件時亦一度在鏡頭前哽
咽。

他憶述，那次是開埠以來最難救
的火警，當時亦有很多虛假消息及
流言經通訊軟件發放，讓消防工作
更加困難，而他最擔心前線同事的
士氣，「我做消防咁耐，第一次有
同事家屬來到現場探班，給我的感
覺就是生離死別。」
所以當時他自己親身上場給予同

事更大信心，並要求在場指揮每天
最少向傳媒發放3次正確信息，予
消防員家屬及市民得知最新情況，
讓他們安心。
黎Sir又指，在5天行動期間有不

少市民自發送食物、飲品給消防
員，又有演藝界唱作歌曲等以示支
持，讓他們非常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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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消防一哥：最心痛同袍殉職

▲黎文軒與師生分享37年消防處工作
的點滴。 港專供圖

▶2016年6月香港牛頭角淘大工業村
的迷你倉四級火，焚燒多日才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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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語言都離不開聽、
說、讀、寫，這是老生常談。
當然，不同年齡段，其側重點
又不同，對於中學生來說，如
果主動去創造練習普通話的語

言環境，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向各
位同學介紹幾個方法，僅供參考。

多聽新聞學用字
我曾經教授過3歲左右的小朋友學普通話，
通過讓他們觀看喜歡的動畫片，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進步相當快。而中學生的普通話已有了
一定基礎，也積累了一定的詞彙量，就可以選
擇觀看自己感興趣的普通話版電影、電視劇等
類型的作品，從劇情中感受普通話的魅力，同
學之間還可互相交流，用普通話暢談對情節的
理解和看法。
另外，每天建議用30分鐘時間觀看普通話
新聞，盡量不要看字幕，多聽可以加深記憶。
如果基礎較弱的同學，可以先聽粵語新聞，然
後再收聽普通話新聞，從中對比兩種語言在表
達同一內容時的異同，大大增加詞彙量。堅持
一段時間一定會對提高普通話水平有幫助。

多交朋友齊交流
我們身邊不乏有講普通話的同學，甚至母
語就是講普通話的。多跟他們交流，和他們一

起進行文體活動，比如：打羽毛球、游泳、唱
K等。學校組織去內地交流就是鍛煉普通話的
大好時機，同學們要盡量參加。放假時，也可
以和家長去內地旅行，甚至台灣都行，可以從
生活中學習。雖然台灣與內地用語上會有一些
分別，不過不影響交流。

多玩朗誦練膽量
參加普通話的朗誦、講故事、演講等比
賽，不僅鍛煉膽量，培養自信心，還可以加強
和提高普通話水平，讓自己沉浸其中，培養對
普通話的熟悉感。
最後，忠告大家：克服恐懼心理，保持趣
味性也很重要。不要死記硬背，特別是令人厭
煩的詞或句子。之所以讓大家多看普通話版的
電影和電視劇，就是要多吸收口語化的普通話
詞語，因為口語化的詞語要比書面語更易入
手。
以上是我在教學中的一些經驗和體會，希
望上面幾點建議可以幫助想學好普通話的同學
們。 ■徐冬
簡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年，

是香港地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的民間團體，
並致力提供各類型的普通話課程。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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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人工
智能（AI）發展一日千里，已經成為
世界科技的大趨勢。百仁基金與「一
國兩制研究中心」昨日聯合主辦「AI
時代：職場．人才．教育」論壇，吸
引近千名政、商、教界人士出席，一
同探討人工智能在職場、人才及教育
等方面的角色，及帶給人類的機遇。
「AI時代：職場．人才．教育」論

壇吸引近千位政、商、教界人士出
席，並邀得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作主禮嘉賓。張建宗致辭時表示，
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等
發展一日千里，正顛覆傳統的商業模
式，同時也會創造很多新興的行業與
職位。政府在推廣STEM教育及科研
方面均不遺餘力，包括推動大學增辦
人工智能及金融科技跨學科課程、撥
款推出傑出學者計劃，及鼓勵合作為
大學開拓更多研究經費來源等。

李家傑：助掌握「數字技能」
百仁基金創會主席李家傑表示， 人

類正面對前所未有的來自人工智能的
挑戰，目前世界上的大數據與算法掌
握在少數人手上，為了跨越這條「數
碼鴻溝」，大家都有責任通過善用科

技，真正提升人類的
幸福感。
他表示，基金會將

來會積極推廣編程與
基層兒童發展的教
育，讓新一代掌握
「數字技能」。
人工智能顛覆傳統

商業模式，甚至有人
擔心一些低技術的工
作會被機器取代。
負責其中一個主講

環節的前Google首席技術官、科技公
司ExaLeap首席執行官江朝暉表示，人
工智能的基礎是訊息的採集，想要組
成物聯網，將現實物件與虛擬數據連
接，需要大量人力去安裝傳感器，而
這個過程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唯有
收集了數據，人類才能與機器人合
作，進行相關分析工作。

自有新創工種 不怕「無工做」
另一名主題演講者、美國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統計系與電腦系教授朱松
純表示，若人類能夠善用人工智能，
自然能騰出更多人力至只有人類才能
勝任的工作。

他舉例，機器可以追蹤、了解學生
的學習進度，讓教師教學可以更有效
率，騰出時間與心力進行「傳道、授
業、解惑」的工作，而不只是訓練學
生的應試技巧和學科知識。
在台上論壇環節，中文大學工程學

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認為，香港
的STEM教育與其他地區相比仍有不
足。
他提到，目前大學內的編程教育，

不少學習模塊可以通過「Drag and
Drop（以滑鼠拖放）」的方式進行，
但對學生來說，更重要的是學會背後
的推理及思維步驟，以創造出屬於自
己的成品。

探討AI育才 跨越「數碼鴻溝」

■一眾嘉賓於台上分享對AI的真知灼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

基）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年輕

一代的未來發展帶來莫大便利

與機遇，新家園協會近日舉行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

年交流活動，組織逾千名香港

各界青年乘高鐵前往大灣區多

個城市，親身感受世界級灣區

的魅力。有帶隊的中學教師表

示，此行有助加深學生對國家

的認識，讓他們跳出課本，見

證國家的發展，也有中學生表

示，未來有意北上，進軍大灣

區創業發展。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
年交流活動逾千名團員首

先體驗廣深港高鐵的便利，從西九
龍站出發到廣州暨南大學大禮堂參
與啟動禮，隨後團員分頭行事，循
五條路線前往包括廣州、珠海、佛
山、中山及江門等灣區城市，進行
兩日一夜的深入探索。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團赴廣州，與

逾200名香港青年一同體會大灣區
的魅力。
廣州線團員首日參觀了廣州市的

第二少年宮、花城廣場及海心沙；
翌日參觀廣州市城市規劃展覽中心
後，經港珠澳大橋返回香港。
多名年輕團員異口同聲表示，廣

州市的發展比想像中更繁榮、迅
速，未來有意北上大灣區發展事
業。

笑言遊客多 開餐廳最賺
團員之一的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

紀念中學中五生林嘉銘認為，大灣
區潛力無限，在金融方面的發展更
是一日千里，國家為創業者提供了
相當大的支持與機遇。他舉例，有
包括騰訊分公司等創科企業駐紮其
中的廣州T.I.T創意園，便是創業與
創意結合的證明。
他續指，參觀花城廣場及海心沙

後，對於廣州的好感更是有增無
減，笑言：「遊客那麼多，開個餐
廳肯定盆滿缽滿！」

夢想開咖啡廳賣自製衣
就讀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

學的中一女生郭麗明則說，大灣區
提供了不少機會予年輕人，政府與

新家園協會等機構對年輕創業者的
支持，將會吸引更多的香港人北上
大灣區城市發展。
雖然她年紀輕輕，對未來已有自

己的想法，酷愛畫畫的她希望在大
灣區經營店舖，賣自己設計的衣
服，並在旁邊開家小小的咖啡廳。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帶

隊教師曾瑞榮表示，他已經是第三
次帶領學生參加內地交流團，認為
類似活動均能提高學生對於祖國的
認識與歸屬感。
他認為，是次交流團能夠與學生深

入大灣區城市，「來了廣州市城市規
劃展覽中心，學生就能明白城市是如
何規劃和發展。書本上經常提到的
『人均生產總值』、『發展』等字詞
不再是紙上談兵，親身體驗總比硬知
識來得具體和深刻。」

特區政府提
出「三創」理
念，於支持青
年人創業、創
新及創科發展

投放資源及推出相應措施。然
而，創業路上總是困難重重，
香港青年想要到大灣區創業更
會遇到不少挑戰，過來人的經
驗及幫助顯得尤其重要。
「四海一家．感知大灣區」青
年交流活動啟動禮上，大會邀請
了在廣州成功創業的香港青年與
大家分享。現為廣州市天河區港
澳青年之家副主任的陳賢翰於
2012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

成為建築設計師。

人生路不熟 幸得貴人助
他分享指，去年選擇到廣州

成立自己的設計團隊。由於
「人生路不熟」，對於內地工
商註冊、稅務、居住，乃至於
生活圈子都遇上了不少問題，
幸得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的幫
助，為他解答了不少疑難，最
終成功創業。
為了將自己的經驗告訴未來

有意北上創業的年輕人，於是
加入了港澳青年之家，協助其
他香港青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過來人分享創業史
 &

■郭麗明希望在大灣區經營店舖，
賣自己設計的衣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中山線團員於古鎮華藝燈飾廣場合影。 大會供圖

■陳賢翰分享在廣州成立設計團隊
的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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