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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3 日
報道：美國薩拉．勞倫斯學院以每年超過
6.1萬美元（約合港幣47.3萬元）的學費連
續第5年成為美國最貴大學。

一家名為 Campus Grotto 的網站每年
都會評選出美國最貴的100所學校，今年是
第六次舉辦這樣的活動。薩拉．勞倫斯學
院繼續保持領先位置，紐約大學以 5.9837
萬美元的學費位居第二，哈維．馬德學院
緊隨其後，哥倫比亞大學位居第四。

上榜的學校中沒有一家學校的學費是
低於5萬美元的，排名最末的凱斯西保留地
大學的學費也在5.2926萬美元。

這份榜單的排行綜合了各大學的學費
以及食宿費。但是真正就讀這些學校的費
用可能要比榜單上的數據還要高，因為榜
單中的數字沒有包含書費、生活用品費用
、交通費以及個人開支。

薩拉．勞倫斯學院位於紐約的韋斯特
切斯特縣，是一所私人的自由主義藝術學
院，擁有 1200 名本科生。該學院擁有全美
最古老的女性歷史研究生課程，也是全美
首家開設人類遺傳學和健康學碩士課程的
學院。

薩拉．勞倫斯學院是美國唯一一家學
費破6萬美元的學校，但是專家表示，隨着
學費的繼續上升，這種情況會逐漸增多。
專家表示，如果學費上漲的速度繼續快過
通貨膨脹的話，到 2030 年的時候全美的平
均學費將達到每年13萬美元。

2010 年的時候還只有一所學校的學費
超過每年5.5萬美元，2011年這個數字就飆
升到了19家，而今年這個數字已經升到了
74家。

高昂的學費使得學生們苦苦掙扎，今
年聯邦學生貸款的違約率已經達到了13.4%
。這是14年來最高的違約率，學生所擔負
的債務預計已經達到10億美元。

都說有什麼樣的
主人就有什麼樣的寵
物。於是，英國《每
日郵報》用一些名人
的寵物頭像代替了這些名人本身的面孔，你
能猜出來這些名人是誰嗎？

（英國《每日郵報》）

【本報訊】據美國《福布斯》雜誌報道：並非所有大學學位都
是無差別的。根據美國喬治敦大學教育與勞動力中心一份報告說，
你在大學選擇主修什麼科目，會大大影響你的就業前景和收入。

那麼在大學主修什麼科目，無論在事業前景和預期薪金都是最
遜色呢？透過使用由教育與勞動力中心提供的2009年及2010年美
國社區調查數據，再以高最初失業率和低最初薪金中位數為基礎，
《福布斯》找到10個最差的大學主修科目。結果如何？藝術或者
對心靈有益，但藝術科目也許對銀行戶口最無益。

從經濟角度來看，在最差的大學主修科目是人類學及考古學。
年齡介乎22歲至26歲、近年主修這科並畢業的大學生，可以預期
失業率高達10.5%，比起全國平均水平還要高。即使他們找到工作

，他們的薪金中位數也只有2.8萬美元，比起一名機械工程師最初
的收入5.8萬美元低超過一半。

在低需求和低收入的情況下，藝術及人文科目也不被看好。排
名第 2 的是電影、錄像和攝影藝術，其近年畢業生的失業率高達
12.9%。排名第3的是藝術，失業率報12.6%。排名第4的是哲學及
宗教研究，失業率報10.8%。近年畢業並主修這些科目的大學生，
其薪金中位數全都在3萬美元或以下。

10大就業率低人工又少的學位分別為：1.人類學及考古學；2.
電影、錄像和攝影藝術；3.藝術；4.哲學及宗教；5.人文科學；6.音
樂；7.體育；8.商業藝術及平面設計；9.歷史；10.英國語文及文學
。

【本報訊】據中新社 12 日消息：美國得克薩斯州達
拉斯一 「魔鬼」母親，用強力膠將2歲女兒雙手黏在牆上
並毆打致孩子生命垂危，法庭經過持續一周的審理後於12
日宣判這名女子99年監禁。

23歲的伊麗莎白．埃斯卡洛納承認，去年9月因訓練
2歲的女兒喬斯琳．塞迪略如廁等瑣事毆打了幼兒。埃斯
卡洛納的其他孩子們告訴警方，他們的母親當時用腳踢喬
斯琳的肚子，用牛奶罐打她，還使用強力膠卡住她的手並
黏到了公寓牆壁上。

根據醫生記錄和檢察官出示的照片，喬斯琳大腦出血
，肋骨骨折，身體有嚴重的瘀傷和其他由毆打造成的出血
，手部部分皮膚撕裂。喬斯琳在醫院住了大約一個星期。

達拉斯兒童醫學中心兒科醫生艾米．巴頓在聽證會上
哽咽着說： 「我看過很多孩子，但這是我所見過最令人震

驚的案例之一。」
警方一段錄像顯示，喬斯琳家的公寓牆上有小手印和

強力膠痕跡。
達拉斯縣檢察官艾瑞．普萊斯表示： 「作為5個孩子

的母親，伊麗莎白沒有為她的行為負起責任。只有怪物才
會用強力膠把女兒的手黏到牆上！」

檢方描繪埃斯卡洛納不適合當母親時，提供了其犯罪
暴力記錄。記錄顯示，埃斯卡洛納 11 歲時開始吸食大麻
，曾是一名幫派成員，十幾歲便威脅要殺死自己的母親。

包括喬斯琳在內的5個孩子，現在都由外祖母照顧。
此前，埃斯卡洛納曾被得州兒童保護服務中心調查，但從
來沒有被逮捕或起訴。

檢察官普萊斯強調說： 「埃斯卡洛納 30 年之後才能
申請假釋。幾十年的監禁可以保護喬斯琳和她的兄弟姐們
，當感恩節與家人圍坐在飯桌上時，他們至少不用擔心邪
惡的母親會走到門口。」

宣判後，律師表示埃斯卡洛納打算上訴，她的姐姐和
母親仍希望法官寬大處理。諮詢輔導員戴維斯作證說，
「埃斯卡洛納已知悔改，並希望孩子們能早日回到她的身

邊。」

【本報訊】據美聯社13日消息：美國
蘋果公司定於本月23日（香港時間24日凌
晨）舉行一項公開活動，外界預期該公司
到時會公布傳聞已久的迷你版平板電腦
iPad Mini的發售詳情。

傳聞 iPad Mini 體積較細，配備 7.85
吋芒，售價可能由 299 美元（約 2300 港元
）起，與競爭對手韓國三星集團生產的
Galaxy Note、亞馬遜集團的 Kindle Fire
和Google的Nexus 7硬拚，希望進一步鞏
固蘋果在平板電腦市場內的領導地位。

美國彭博通訊社、路透社和專門報道
科技新聞的 AllThingsD 網誌，均引述不願
公開姓名的消息靈通人士，指蘋果公司會
在23日舉行公開活動，可能與推出迷你平
板電腦有關。

華爾街Topeka資本公司的分析員懷特
透露，他早前去過亞洲一間科技配件生產
商的廠房參觀，真的見過 iPad Mini，還
有機會試玩。

蘋果公司沒有透露有關迷你 iPad 的任
何消息，但是公司觀察家幾個月前就已經
假設，迷你iPad將在聖誕節前推出。

此外，在蘋果23日發布會後三天，微
軟將發布最新的Windows 8操作系統以及
Surface平板電腦。

傳蘋果23日推迷你iPad

牛津入學申請人數屢創新高，收生最低要
求都定得極高，GCSE 和 A-Level 都要全科 A，但
為了評估申請人的才能和推理能力，校方還要求
大部分申請人面試兩次、接受能力測驗、寫文章

並要有推薦人。

百怪問題考起學生
牛津的本科生入學主管尼科爾森說，面試題讓有意

入讀該校的學生，有機會展現自己的能力，並且能進行
獨立思考而不是背誦一些已知的東西。尼克爾森表示：
「這只是牛津入學程序的一個部分，但是卻是讓學生們

最為苦惱的部分。」
想要修讀生物科學的年輕人，有可能要面對 「為什

麼很多動物身上都有斑紋？」這個問題。聖安妮學院的
面試官斯佩特說，這道題的目的在於讓申請人思考
一些生物學的課題，讓他們在動物適應地球的學識

背景下細想這些題目。
想修讀英語的學生，可能被要求討論小說

《哈利波特》作者羅琳轉寫成人小說的舉動。
而想修讀歷史的學生，則有可能被問到，如
果唯一存在的歷史紀錄和體育運動有關，
那麼過去有多少東西可以被發現。屬彭布

羅克學院的歷史科目面試官蒂克說：
「如果有考生在其自傳中提到自

己對體育運動有興趣，我
就會這樣問他。但這種問

法同樣適用於對其他東

西─例如電影、戲劇或音樂的興趣。我想知
道的是，考生如何可以運用自己的想像力，以他
們所知道的東西為基礎，來應付歷史研究方面的
問題。」

布雷齊諾斯學院的面試官波普爾韋爾說，想修
讀實驗心理學的學生，可能會被問到 「為什麼人有
兩隻眼？」他解釋： 「這個問題可能源自有關人類感官
的一般討論，而且可以發展成多個不同方向。」

想修讀現代語言的學生可能被問到詩詞是否應該難
懂。

訓練獨立思考能力
尼科爾森說： 「我們知道大多數學生以往都未曾體

驗過這種學術面試。因此我們盡可能要向學生展示
他們真實的樣子，好讓他們不會受到他們也許曾經
聽過的東西的窒礙。

「面試的用意在於給考生機會，展現他們的實
際能力和潛能─這意味着他們會透過既挑
戰他們又讓他們發光發亮的方法，去運用他
們自己的知識，和用他們的思考去應付
新的問題。

「面試將是導師和考生之間在某個
科目領域的一次學術對話，和本科生上
的導修課差不多。但和導修課一樣，
這些面試設計成推動學生思考，
而不是背誦具體的事實或答
案。」

人為何有兩隻眼 詩詞是否應難懂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
12日消息：為什麼人有兩隻眼？為什麼

很多動物身上有斑紋？詩是否應難懂？各位想入讀英國
牛津大學的學生，有可能會在面試時遇上這些問題。這

家頂尖學府在下學年入學申請期限（10月15日）之前數天，公開了一
份由導師提出的面試題樣本，嘗試讓外界了解其選拔過程。

美最貴大學年費47萬
債務屢創新高 學生苦苦掙扎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2
日消息：佳士得拍賣行將於 11 月 13 日
拍賣一顆有 400 年歷史、無色的 「約瑟
夫大公」鑽石，這顆巨鑽重 76.02 卡，
有半吋厚，預計到時它可以拍賣超過
1500萬美元（約合港幣1.2億）。

佳士得珠寶部門負責人卡達基亞形
容這件星級拍賣品時說： 「很難用視覺
形容一枚 76.02 卡鑽石究竟有多大。它
就像一隻鵪鶉蛋那麼大吧，不但完全純
潔，而且顏色光亮。」

這顆鑽石13日開始在紐約展出，然
後下月在瑞士一個珠寶拍賣會上拍賣。

雖然這顆鑽石估計可以賣得1500萬
美元，但專家相信成交價將會更高，吸
引中東、亞洲和俄羅斯的買家競投。

卡達基亞還說： 「1500萬美元是一
個十分合理的估計。我們真的希望價格
錄得新高。」

這顆鑽石以其原來的主人 「約瑟夫
．奧古斯特大公」命名。他是19世紀匈
牙利王國的最高層官員。

它源自印度如今不再存在的戈爾康
達礦，和世上部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鑽石屬同一
來源，包括在英國王家珍藏之列的 「光明之山」
鑽石，還有法國皇冠珠寶中的 「攝政王」鑽石。

相信約瑟夫．奧古斯特大公1933年將這枚鑽
石傳給他的兒子約瑟夫．弗朗西斯大公。當時的
紀錄顯示他把它存放在匈牙利一家銀行的地下室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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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膠黏雙手上牆 毆打至生命垂危

美惡婦施虐2歲女判囚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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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Lady Gaga碧咸嫂

十大最無錢途專業出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