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星動杭州·未來之星——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
」 日前在杭州啟動，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11所香
港高校的25名大學生將在14家企業開展為期一個月的實習。值得
關注的是，九龍倉、嘉里置業等港企也首次向香港大學生們開放了

實習的崗位，同學們紛紛表示，期待
此次實習將為今後的工作發展積累經
驗，發現更多機遇。

機遇之旅傳遞好聲音
累積工作經驗 助港青擴闊視野

四地學生齊聚創新科技研討會

全球百強大學港佔五席 排名齊升

【大公報訊】統計處在最新一期統計
月刊發表專題文章，顯示教育局在2012/
13學年全面實行新高中學制（大學啟動四
年學制）後，修讀受資助大學學士學位課
程學生人數，在2011/12學年至2017/18學
年間顯著增加47%，平均每年上升6.6%。
其間以醫科、牙科和護理科的學生人數，
錄得最高的平均每年升幅，達6.8%，其次
為社會科學科（5.9%）及理學科（5.8%）。

本港自2012/13學年開始，受資助學
士學位課程落實四年制，大學一年級生人
數輕微按年上升，於2017/18學年達到
18096人，7年累計升近11%，平均每年上
升1.7%。在大學四年制下，每年修讀資助
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則由2011/12
學年的57311人，顯著增加至2012/13學年
的75267人，隨後逐漸增至2017/18學年的
84285人，七年累計增幅47%，平均每年上

升6.6%。
按主要學科類別分析，2017/18學年

學生人數最多的主要學科類別，為工程科
和科技科（20.5%）、商科和管理科（
18.5%）及理學科（17.0%）。在2011/12
學年至2017/18學年間，醫科、牙科和護
理科的學生人數錄得最高的平均每年升幅
，達6.8%。其次為社會科學科（5.9%）及
理學科（5.8%）。

本港資助大學生人數 七年增47%

【大公報訊】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昨公布2020
年世界大學排名，本港五間大學躋身全球
100強，較去年多一間，原因是理工大學
表現標青，排名由106位躍升至91位。排
名最高是香港大學，排名維持全球第25位
。除港大外，其餘六間參與排名的本港大
學排名全線上升，科技大學排名則由去年
的37位上升至32位，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
均上升3級，分別排第46及52位。

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共有1000
間大學上榜，排名是根據六項指標評分，
包括學術聲譽、僱主評價、師生比例、論
文被引用次數、國際教員比例及國際學生
比例。全球三甲與去年相同，依次為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及哈佛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更是連續八年被評為世界第
一。

亞洲地區方面，新加坡國立大學排名
不變，穩守第11位，仍力保 「亞洲第一」
地位，今年與微升1級至11位的南洋理工
大學並列 「亞洲第一」，清華大學則上升
一級至17位。

理大躍升至91位
本港院校方面，共有七間大學上榜，

當中五間躋身全球100強，較去年多一間
。香港大學排名維持25位不變，排名仍是
本地大學最高。科技大學排名則由去年的
37位上升至32位，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均
上升3級，分別排第46及52位。理工大學
排名由106位躍升至91位，成為第五所打
入全球百大的本地大學。

QS表示，香港及海外學者都對香港
的大學表達了積極的看法，六間大學在
QS學術聲譽指標方面的表現有所進步。

不過，QS指出，隨着其他國家積極尋求
國際化，香港必須確保繼續吸引國際學生
的優勢。此外，香港的大學在就業能力指
標上也有警號，其中三所大學排名下降，
本港大學須確保畢業生具備分析和解決問
題能力、工作態度和人際交往能力。

港大發言人表示，港大致力成為亞洲
的世界級大學，將進一步提升港大在國際
間聲譽。科大表示，一向視排名為參考，
以助了解自己表現，並掌握需要完善的地
方，將一如既往，不斷求進，以提供優質
教育及創新科研為己任。

理大發言人稱，排名上升至91位，可
見理大在教學與研究工作上的努力得到認
同。理大將繼續以「啟迪思維 成就未來」
作為教研的承諾，致力成為一所在專業教
育、應用研究及知識轉移方面均表現卓越
的大學，為香港、國家及世界作出貢獻。

【大公報訊】職業訓練局（VTC）聯同
新加坡工藝教育局（ITE），由6月17日起一
連四日舉行 「VTC-ITE國際學生研討會
2019」。約600名來自新加坡、英國、深圳
及香港學生參與以 「A Smarter Generation
for 2020+」為主題的研討會，探討新世代如
何運用創新科技建設智慧城市。

研討會於昨日（6月17日）舉行開幕典
禮，VTC主席鍾志平博士致歡迎辭時說： 「
發展智慧城市是兩地政府的重點政策。今年
研討會正好提供一個平台，探討如何透過運

用智慧科技和培育人才提升生活質素。」研
討會今年特別鼓勵兩地學生透過不同協作，
展示共創能力，同時培養應用數碼技術、設
計思維及協作的技巧。

率領新加坡代表團訪港的ITE主席陳明
海致辭時鼓勵師生，於今次國際學生研討會
積極交流和建立友誼，並透過不同的研習項
目，學習團隊合作，培養堅毅的精神。

研討共建智慧城市
四地學生就智慧生活、智慧環境，以及

智慧經濟三方面，探討如何以科技融入生活
，並於研討會上發表和展示研習成果，當中
包括VTC與ITE學生首個合作研習項目。項
目意念來自長者旅遊體驗，兩地學生以混合
實境（MixedReality）技術，創作互動遊戲
，讓長者可在虛擬空間中，感受現代化機場
的智能設施及嶄新服務。研討會亦設置展覽
攤位，展示學生的創意方案。

VTC與ITE自2007年起於兩地輪流舉辦
兩年一度的 「國際學生研討會」，至今逾
3500名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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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之 星
大公報記者俞晝杭州報道（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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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杭州發現未來
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三

年級學生林裕博已非首次
來杭州了，去年12月，他
參加了未來之星同學會 「
冬聚浙江」的活動，透過

豐富精彩的交流和參訪，讓他在短短幾天
內從不同方面認識了杭州各個領域的發展
。 「因此，我決定參加這次的實習團，利
用這一個月的時間，更全面地了解和尋求
埋藏在杭州的機遇。」

修讀中醫專業的林裕博告訴記者，無
論在學習還是未來工作，都會有不少跟內
地接觸的機會，因此他一直希望可以爭取

更多機會來到內地，體驗當地的工作與社
會環境，為將來的工作發展累積經驗。 「
我相信，透過這次的實習，我對於自身就
讀的專業及未來的工作方向會有更全面的
認識以及更清晰的規劃。」

「我相信藉着這一個月實習，香港大
學生們對國家經濟發展和文化的認知會有
進一步的加強。我們不僅可深入認識到自
身的優勢和弱點，更可以探索到香港在中
國政治經濟發展下的機遇和挑戰，從而為
香港尋找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在提升
自身競爭力的同時，也不忘反饋社會。」
林裕博說。

科技大學科技大學 3232位位

麻省理工麻省理工 11位位

教 育 專 線

毅進資訊日6.29舉行
【大公報訊】中學文憑試下月

放榜，應屆考生都需要為升學前途
做好部署。教育局昨宣布，今年度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將於6月29日（
星期六），早上十一時起在教育局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3樓W301
室，舉行毅進文憑資訊日，向學
生、家長及老師介紹毅進課程特
色，及解答與課程有關的問題，
同日下午二至三時設學生分享時
段，有興趣報讀的人士可即場報

名。
有興趣參加毅進文憑資訊日，

可登入毅進網頁查看資訊日的最新
詳情及登記參加詳情。如有查詢，
可聯絡自資高等教育聯盟（電話：
2573 0809）。

此外，聯盟亦在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2019放榜日，即7月10日（星
期三）早上八時半起在同一地點舉
行毅進文憑課程諮詢會，各開辦課
程的院校均會有代表在場。

同學
心聲

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
（本港院校）

排名

25(25)

32(37)

46(49)

52(55)

91(106)

261(277)

591-600
(601-650)

*()內為2019年排名

資料來源：QS

院校

香港大學

科技大學

中文大學

城市大學

理工大學

浸會大學

嶺南大學

2020年QS世界大學排名*
排名
1(1)

2(2)

3(3)

4(5)

5(4)

6(7)

7(6)

8(10)

9(8)

10(9)

*()內為2019年排名

資料來源：QS

院校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史丹福大學

美國哈佛大學

英國牛津大學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
學院

英國劍橋大學

倫敦大學學院

帝國理工學院

芝加哥大學

香港九龍倉集團杭州公司總經理翟凱傑在香
港土生土長，他在杭州八年工作，以親身經歷，
鼓勵同學們善用這一個月時間，多了解杭州的活
力，並能在未來積極投身兩地經濟文化交流，尋
求更多發展機會，實現自我價值。

鼓勵親眼看看 親身走走
共青團浙江省委副書記、浙江省青聯主席王

慧琳在啟動儀式上表示，浙江省青聯與未來之星
同學會合辦的香港大學生暑期浙江實習活動，已
經踏入第九年，共有270多名港生到來實習。 「今
年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運
動100周年，在這樣時間節點上同學們參與本次活
動顯得更加有意義。」

王慧琳說，改革開放以來祖國取得了巨大的
發展成就，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
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近年浙江在經濟社會
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希望
同學們能夠利用這不短的時間在浙江多走走看看
，回去後把浙江和內地真實的情況，反饋給親朋
好友、老師同學，努力成為傳遞 『好聲音』和 『
正能量』的青年使者，讓更多的香港青年正確認
識內地、了解國情。」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未來之星
同學會副主席姜增和表示，青年興則國家興，青
年強則國家強。 「多年來，數不清的年輕人從浙

江出發，在香港社會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作為香港的年輕人，要珍惜這次來浙江實習
的機會，將其變成學習之旅、體驗之旅、合作之
旅、交流之旅、友誼之旅。」

友誼之樹在年輕人中傳遞
「如果說，能通過這次實習，掀起更多香港

年輕人在內地創業創新的念頭，或者通過交流合
作促進更多的浙江青年去香港學習體驗，都將會
是額外的收穫。」姜增和說，希望浙港友誼之樹
能通過我們的活動，在年輕人中傳遞下去，地久
天長。

「香港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青年人的發展，青
年工作是我們工作的重點之一。在特區政府民政
事務局和青年發展委員會的支持下，通過不同的
資助計劃，推動社會組織和團體在內地以至世界
各地舉辦不同的交流和實習活動。」香港特區政
府駐浙江聯絡處主任廖鳳嫻表示，希望透過實習
交流，讓香港青年擴闊國際視野、培養國家觀念
，擁有香港情懷；培育他們成為對社會有承擔、
具領導才能、願意為香港服務的未來棟樑。

「星動杭州」實習計劃得到香港特區政府資
助，以及年度資助機構同心俱樂部和莊紫祥慈
善基金會的鼎力支持。同時，也得到浙江省青年
聯合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等機構的全力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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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中醫學院三年級 林裕博

透過這次的實習，我對
未來的工作方向會有更
全面的認識以及更清晰
的規劃。

理工大學理工大學 9191位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