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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亞洲大學排名榜今年總上榜大學增至417所，並根據學習環
境、研究影響、國際化、行業收入等不同
指標進行評分。
今年亞洲區「一哥」大學由清華榮膺，
取代連續三年佔據榜首的新加坡國立大
學，亦是首次有內地大學於THE亞洲大
學排名奪冠。清華的優秀表現主要歸功於
學習環境、引文影響和國際化得分的大幅
上升，THE首席知識官Phil Baty指，內
地多年來對教育持續的大量投資，已成為
亞洲大學排名的主要成功案例。
整體來說內地共有26所大學打入亞洲
百強，除清華外另一頂尖名校北京大學亦
位列第五，比去年略降兩級，而中國科技
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及南京大學亦
在前列位置排第十二至十八。

科大超越港大 膺「亞洲三哥」
香港方面，與去年一樣有6所大學打入

頭100名，科大超越港大成為亞洲第三；
港大及中大排名不變，分別維持第四與第
七名的位置；而城大及理大同樣較去年下
跌一位，分別位列第十五名及二十名。而
浸大則大跌15名至第七十位。
Phil Baty分析指，由於行業收入和國際

化得分的提升，科大超過了港大並攀升至
亞洲第三。而事實上，據教資會知識轉移
年報最新數據，科大上學年的知識轉移及
業界相關收入達7.9億元，較之前一年上
升1.4倍，為香港八大之冠。

浸大排名跌 整體分數升
Phil Baty又提到，今年港大、中大、
城大及理大表現相對穩定，而浸大排名
雖然下跌，但該校整體分數其實較去年
上升，反映亞洲區內大學間的競爭加
劇。
對於排名上升，科大發言人表示感到

欣喜，認為是對該校多年來就知識轉

移，驅動與政府、業界及學術界等持份
者合作的肯定，校方將繼續致力推動創
新與知識轉移，為同學提供高質素的教
學。
港大回應指，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教

育，在教學、研究及知識交流等多方面力
求卓越。中大認為，不同排行榜因評分準
則不同而產生不同結果，但校方會繼續追
求教研卓越，以提供優質教育為己任，貢

獻香港、內地及鄰近地區。
城大發言人則表示該校以教研合一的

理念，推動科研創新，培育人才，貢獻
社會，實力獲得國際肯定，希望香港各
界給予支持。
理大強調會繼續努力不懈，精益求

精，致力成為一所在專業教育、應用研
究及夥伴協作方面表現卓越的大學，為
香港、國家及世界作出貢獻。

完成文憑試
後，考生們很
快又要面對另
一挑戰－大

學學科面試。如何在面試這短短時間
內，向面試官展現自己的能力或特質
是適合入讀心儀的學科？
筆者相信大部分學生都經歷過學校
所安排之「模擬升學面試工作坊」，
並明白做好面試前準備工夫的重要
性，但是筆者從負責入學面試的大專
院校講師中得知，不是每位考生都有
系統及策略地準備面試，故筆者想在
此分享一點心得。
面試衣着主要分為正裝（formal
dressing) 或休閒服裝（smart casu-
al)，而所讀學科會決定面試時衣着款
式，如工商管理、旅遊款待、會計法
律等科目，穿正裝會較合適，至於與
設計相關學科就較適合休閒服裝，以
表達個人美學觀感。
當然，若同學有選擇困難，應以穿

正裝為優先，有道是「禮多人不怪」，
正裝能反映你對面試官的尊重。
另外，女同學們留意別擦香水，因

為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妳的「香氣」，
在狹小的面試房中面試官未必會感舒
適。至於男同學方面，由於香港夏天

炎熱潮濕，若你容易出汗，建議帶後
備恤衫，到達會場後再更換，免得引
起尷尬。當然最好能在面試前二十分
鐘前到達，令自己有時間再整裝。
衣着以外，同學們應在面試前再次

翻閱自己早前在聯招遞交的「比賽／
活動的經驗及成就」（OEA)及「學
生學習概覽」(SLP)，避免被面試官問
及時忘記內容或回應與內容不符。
同學們多數會準備約一至兩分鐘

的英文、廣東話及普通話的自我介
紹，但大家若只是如數家珍地講出
自己的優點、得過什麼獎項，這些
千篇一律的介紹，難以讓面試官留
下印象。

專屬「小故事」凸顯與學科關係
筆者建議同學發掘自己專屬的「小

故事」，凸顯你與面試學科之關係。
有考生於社工系面試時說自己中三才
從內地移居本港，當時「人生路不
熟」，與同學關係欠佳，對方取笑他
既是「富二代」還要榨取香港資源，
導致他拒絕參加任何學校活動，自我
隔離。學校社工透過個人面談令該考
生打開心扉，嘗試接受他人的鼓勵，
又透過board game令他與其他同學有
交集的機會，改善彼此關係。

該考生透過自己的故事，希望成為
社工去幫助與他有相同遭遇的學生，
無論是新來港或少數族裔學生，都會
透過不同的手法或媒介去協助他們，
締造一個共融的學習環境，減少學校
欺凌事件。
在個人面試當中，同學宜開放自

己，坦誠與面試官對談，遇到不理解
的面試問題時，可有禮貌地請面試官
重複問題，切忌過分吹噓，否則在追
問下不能圓場。
筆者相信面試是經驗累積，考生們

面試表現會一次比一次好，但事前的
準備工夫不可馬虎，因為「機會是留
給有準備的人」。
如果各位年輕人希望對工作世界及

對自我有多些認識，可參與女青生涯
規劃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的工作
體驗及實習計劃，詳情將上載於face-
book （https://www.facebook.com/
hkywcaclap），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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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次家長日，筆者正與家
長傾談時，聽到身旁有家長
怪責中四同學成績不理想
時，忽然指着走廊的展板
說：「你再不努力讀書，難

道要讀那些課程嗎？」展板上正是介紹應用學習
課程(ApL)的資料。家長的想法仍然停留在ApL是
成績差的學生才修讀，真的是這樣嗎？
筆者校內修讀ApL的同學中，每年均有獲得

「應用學習獎學金」的「特別嘉許獎」，在提名
同學前，筆者會了解同學修讀的情況，以下分享
兩位同學的經歷。
第一位同學理科成績不錯，我問她為何選擇

「健康護理實務」課程？她的一句「要成為一位
帶給別人希望的護士」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講述：「我想成為護士緣於我的親人一次交

通意外進了醫院，我到醫院時，見到親人昏迷不
醒躺在病床上，這時心急如焚卻無能為力，令我
非常沮喪，我不想再經歷第二次。在醫院期間，
看見每位醫護人員盡心盡力地搶救陌生的人，而
家屬的希望都寄託在他們身上，他們的盡職令我
看見希望的光芒，就是這樣我立志成為帶給別人
希望的護士，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護理相關的課
程。」
在筆者接觸的學生中，選擇ApL的同學都有他

們背後的故事，這些故事令他們產生對學科的興
趣，並不是成績差用來「墊底」。第二位同學的
成績稍遜，本身是新來港學生。筆者認識她時她
正讀中三，為人內向，較自卑，認為自己做什麼

都不會成功，所以對自己沒有信心，參加了ApL
的「西式食品製作」課程後讓她有了正面的改
變。
筆者：修讀ApL有什麼印象深刻的經歷？
同學：在甜品製作中，雖然每次都不是做得最
好的那個，但是每次看到自己做出來的製成品，
心裡還是不由自主地有一份自豪感、成就感。
筆者：課程中你有何體會？
同學：我體會到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必須完美才
叫成功，而是在過程中，盡自己的能力把每一件
事都認真對待，盡量把它完成，那樣就已經成功
了一大半。雖然未必是最好，但是至少讓我在心
裡對自己認可。
筆者：ApL有沒有改變你對自己未來的看法？
同學：製做甜品的過程中，真的讓我感到很快
樂，做事的信心有所提升，對自己的未來也充滿
了嚮往。
筆者見到中六的她變得主動，性格亦較從前開

朗，思想亦成熟了，或許就是來自她於甜品課中
的滿足感。總結同學的學習歷程，ApL 能給予學
生機會認識一班對某學科同樣有熱誠、衝勁的同
輩，在課程中都找到了一些屬於自己獨有的魅力
和優點，最後，他們都在課程中成長了。因此修
讀ApL不只是學術知識的傳授，還是一個讓學生
追尋理想的成長歷程。
趙韻文老師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附屬幹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只要提起畫
筆，她就能在牆上變出一扇窗，讓人感受窗外
的鳥語花香；她能在地面鑿開大洞，讓人一窺
地下世界的神秘面貌。街頭的一堵牆、一塊地
板、一條樓梯，對教育大學女生王麗童（Tere-
na）來說，都是可以創作立體畫的地方。Tere-
na對藝術的天分與熱情，讓她獲得國際獎項、
獎學金，但熱衷教學的她更希望用自己的經
歷，鼓勵年輕人要敢於追尋夢想。
正就讀教大視覺藝術教育榮譽學士五年級的
王麗童，小學3年級起已經開始作畫，高中也
有修讀視覺藝術科。「高中時不知道未來會做
什麼，但我知道自己非常喜歡畫畫。」家人對
她的支持更讓她感到溫暖，「家人經常問我
『畫成點』，而非問我『考成點』。」由於對
藝術的熱情及家人的支持，Terena去年獲得第
四十六屆國際街頭繪畫比賽優異獎，又獲特區
政府才藝發展獎學金，藝術水平備受肯定。
中六畢業後，Terena選擇到演藝學院修讀一
年舞台設計，當時首次接觸壁畫就愛上這門藝
術。「街頭壁畫可以吸引路人的注意力，大家
欣賞藝術不一定需要走進藝術館。」她當時開
始教畫畫，並思考「怎樣才能教好一點？怎樣
將抽象的藝術變得具體易學？」

向藝術家自薦 隨大師學習

對藝術與教學的熱
愛， Terena 透 過非聯
招，於2014年考入教大
視覺藝術教育課程。其
間她堅持教學，並透過
社區藝術活動創作壁
畫。大三時的她更在社
交平台給喜歡的藝術家
發訊息，自薦成為他們
的無償個人助理，最終
獲美國著名3D立體畫藝
術家Tracy Lee Stum 答
應，於2017年暑假前往
美國，隨大師的藝術團
隊學習兩個月。
美國之行，令她感受

到美國對藝術的熱情，
「那裡的街頭文化藝術
節場面震撼，就像香港的馬拉松比賽，大家都
踴躍參與！」她又有機會跟隨藝術團隊參與美
國巨星Katy Perry 創作 3D畫作，「能見到
Katy Perry，簡直就是年輕人的夢想！」
至今Terena已在多所中小學教授壁畫工作

坊，但她認為壁畫帶給學生的不僅是作畫技
巧，還有做人應有的態度。她憶述有一名較
為孤僻的中三女生不愛與人合作，覺得別人

沒自己畫得好，「我當時告訴她，創作壁畫
其實是團體合作的過程。」最終，女生告訴
Terena，「Miss，原來一起畫的畫都可以這麼
漂亮！」
正因為創作與教學帶給Terena源源不絕的滿

足感，她計劃到海外修讀藝術相關的碩士課
程，希望日後能將知識、創作經驗及教學融
合，讓更多的人感受藝術的樂趣。

匯知中學
近 日 舉 辦
「匯知文化
祭暨學校開
放日」，為

學校所在將軍澳地區的市民
提供有益身心的文娛康樂活
動，同時提供機會予學生服
務社會及發揮才藝潛能。
今年的匯知文化祭包括綜

合匯演，邀請區內多所中小
學及機構參與才藝表演，例
如香港神託會培真幼稚園的
學生表演、港澳信義會明道
小學的花式表演等，而匯知
學生的步操管樂團、無伴奏
合唱團、現代舞及手鈴表演
亦有粉墨登場。而運動方
面，當日也舉行全港小學男

子足球賽，讓小學生們一展
身手，另亦設有攀石牆、彈
床等活動，並安排專業導師
指導。
除了以多元文化作主

題，開放日亦特別加入匯
知師生自行研發的 STEM
科創攤位，並設置「i-Pad
至激賞體驗互動學習」專
區，讓來賓於中文、英文
及數學主題課室以 i-Pad作
學習體驗及比賽，同時又
開 放 「 成 真 館 （Dream
Lab）」，讓來賓認識最新
的 AR/VR 系 統 、 航 拍
MBOT機械人操作等，體
驗科技如何令教學變得更
方便，更有果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英國高等教育刊物《泰晤士高等教

育》（THE）今日公佈最新的「2019亞洲大學排名榜」，清華大學與

新加坡國立大學互換位置成為亞洲第一，是首次有內地大學於排名中

奪冠。香港方面則有三所大學打入亞洲十強，為各地區中最多，表現

令人鼓舞。其中科技大學於行業收入及國際化得分有所進步，總排名

上升兩級列第三；香港大學維持第四；中文大學就位居第七。

2019年THE亞洲大學排名
大學 排名（去年排名） 國家/地區

清華大學 1（2） 內地

新加坡國立大學 2（1） 新加坡

香港科技大學 3（5） 香港

香港大學 4（4） 香港

北京大學 5（3） 內地

南洋理工大學 6（5） 新加坡

香港中文大學 7（7） 香港

東京大學 8（8） 日本

首爾國立大學 9（9） 韓國

成均館大學 10（13） 韓國

香港城市大學 15（14）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學 20（19） 香港

香港浸會大學 70（55） 香港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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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入心儀學科？ 面試準備要足 ApL不只知識傳授 讓學生追尋理想

■■匯知中學近日舉辦文化祭暨開放日匯知中學近日舉辦文化祭暨開放日。。
學校供圖學校供圖

■科大超越港大成為亞洲第三。圖為科大校園。 資料圖片

■教大校園內也有Terena的3D畫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