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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S前晚公

布2020/21年度亞洲大學排名，香

港院校整體表現欠佳，被新加坡以

至內地名校比下去。在八所上榜港

校中，今年有四所名次比去年低，

其中香港大學排名更跌出三甲排第

四，中文大學十大不入，下跌三位

排第十三。QS表示，今年結果反映

現時亞洲高等教育激烈競爭。有教

育界人士分析，新加坡及內地近年

專心發展高等教育，說明「多少耕

耘，多少收穫」，惟不少本港大學

師生只顧「政治抗爭」，甚至去年

更出現黑暴侵入大學事件，都嚴重

影響香港的聲譽及表現，希望大學

教育界能有所反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黃師」網教畫「Pepe 蛙」圖向學生播「獨」

沉迷政治抗爭 四大學排名跌
QS港大跌出三甲 中大十大不入 僱主評價多校退步

QS亞洲大學排名
大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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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樹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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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QS亞洲大學排名榜比較18個地區
共 650 所區內大學，就包括學術地

位、畢業生就業能力、研究質素、網絡存
在、校園國際化，及國際合作多元化等11
個標準進行評分。

清華升兩級排第二
本年度亞洲「一哥」由新加坡國立大學蟬
聯，內地的清華大學則上升兩級排第二，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列第三。隨着上海交通大
學今年首次打入十大，亞洲十強之中內地名
校已佔去一半。相較之下，香港明顯失色，
港大跌出三甲僅列第四，上年度排第十的中
大跌至第十三，而香港科技大學則與上年度
一樣，排名第八。
以分項表現計，在僱主評價的聲譽評分
中，香港多所前列大學亦一致退步。其中，
港大由上年度的98分（14名）跌至本年度
的96分（19名），科大由94.8分（20名）

跌至 90.8 分（26 名），中大則由 90.5 分
（27名）降至84.8分（35名）。

仁大「明顯進步」升至第301-350位
其他港校方面，浸大及嶺大分別下跌六位

及七位，理大與去年度一樣排第二十五，城
大則微升一級排第十八。至於去年度首次上
榜的香港樹仁大學，則由第401-450位，升
至本年度第301-350位，算是「明顯進步」。
QS研究主任Ben Sowter表示，今年的結

果再次證明亞洲高等教育的激烈競爭的本
色，並在分析總體趨勢時表示，內地最好的

大學繼續進步，相比之下，日本的高等教育
停滯不前，而馬來西亞則仍在上升。
港大發言人表示，港大一直致力為學生提

供優質教育，在教學、研究及知識交流等多
方面力求卓越。
校方確信透過實踐港大勾畫的未來願景藍

圖，致力成為亞洲的世界級大學，將更提升
港大在國際間的聲譽。
樹仁大學常務副校監胡懷中對排名躍升感

到欣喜，認為證明了該校期望透過辦學推行
「仁者教育」的道路正確，該校將繼續提升
教學，及會開展更多有意義及具影響力的研

究項目，以貢獻社會。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學府整體表現欠
佳下降並非偶然，而是有內在因素影響，是
部分大學師生醉心於所謂「政治抗爭」的結
果。
他強調，在學術發展上「多少耕耘，多少

收穫」，新加坡及內地的大學，教職員與學
生不會公然上街煽動違法遊行或執意作政治
對抗，而是上下一心，一心專注於教學與研
究。
張民炳舉例說，新加坡的大學會邀請香港

的學者擔任學校高層，包容開放世界各地的
學者，但港大任命清華大學及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學者作副校長一事，卻不斷被政治炒
作。事實上，若大學分心於政治，排名下跌
是理所當然的，香港應多加反思。

黑暴活動中時常現身的「Pepe the
Frog」，在「黃圈」被視為代表暴力的
「卡通形象」，惡毒「黃師」竟以此包
裝，公然在學校課堂對年幼小學生洗腦。
有家長群組昨日於fb報料，指有老師在小
五學生的視覺藝術堂網課播放一條學習如
何畫「Pepe 蛙」的片段，引起大量網友
批評，認為要加強監察老師，同時要向教
育局，以至警方國安處投訴。
有家長群組昨日於fb報料，有家長發
現，在「修例風波」後，帶有特殊意義
的「Pepe 蛙」公然出現在小五學生的視
藝堂網課。該家長直呼，「阿X小5，

上 zoom視藝堂播條咁既（嘅）片想
點？老師仲要係主任級，我可以點做？
應該想告都告唔入？」
該家長深感投訴無門，唯恐「黃師」
藉「Pepe 蛙」的「卡通形象」趁機播
「獨」，洗腦明辨能力薄弱的子女，更
擔心此等欠職業道德的老師，還隱藏在
很多角落，慨嘆道：「網課都如此放
肆，回校上課會如何？」

網民籲「罷課」向國安處投訴
不少網民對此表示憤慨，並紛紛提出

建議。「Wan Li」說：「建議課室裝
CCTV， 監 察 老 師 防 止 播 毒
（『獨』）。」「Angela Woo」說：
「影低佢，馬上吾（唔）上嗰堂，並同
學校，教育局同（警方）國安署（處）
投訴。」「Maggie Wong」說：「用暴
力青蛙測試教育局低（底）線？投訴
佢。」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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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近日推出感染風險
通知嘅「安心出行」App
（流動應用程式），不
過，就被別有用心嘅「黃
絲」抹黑為「全民監控」

「限制自由出入」，仲有「黃媒」引述
「IT專家」稱，政府或可藉程式提取市民
嘅敏感相片喎。fb專頁「政治大嬸判」近
日就對比咗「安心出行」同「蘋果動新
聞」兩個手機App要求嘅存取權限，結果
發現「蘋果動新聞」App原來「更勝一
籌」，唔止有「IT專家」所講嗰種可提取
用戶手機相片嘅功能，仲可以讀取埋用戶
嘅通訊錄、位置及手機狀態，唔知咁驚資
料被外洩嘅「黃絲」知道咗會有咩感受
呢？
《立場新聞》早前搵咗華爾基利信息安
全研究組織嘅電腦安全研究人員分析「安
心出行」，承認「安心出行」個App索取
嘅權限唔多，不過，當中有讀取、修改或
刪除SD卡嘅內容嘅要求，所以「如果市
民相片有敏感內容則『要好小心』，因為
喺程式權限下政府仍可取得照片」云云。

質疑「睇新聞都拎咁多權限」
「政治大嬸判」就發現，原來「蘋果動
新聞」一樣有呢項權限要求，甚至索取較
「安心出行」更多嘅權限，包括手機通訊
錄、位置、手機狀態及識別碼：「IT磚
（專）家話『安心出行』個App好危險！
咁我想問吓IT磚（專）家《蘋果》個App

危唔危險？點解睇個新聞都拎咁多權
限？」
網民「Bill Ip」就揶揄：「『安心出

行』都話擺明車馬要知道你去過咩場所，
你睇下（吓）某報既（嘅）Apps？唔知道
我以為入咗 FBI 探員專用 Apps 呀。」
「Phoenix Leung」就建議：「取咁多權
限，不如比（畀）埋部手機《蘋果日報》
啦！」

「William Sze」就好似想為「黃絲」護
航：「咁驚就唔好用智能電話啦傻仔。」
「李小男」亦試圖合理化件事：「有邊個
App係唔需要呢d（啲）權限？」「Kitty
Mok」即刻反問：「咁點解要話『安心出
行』有問題？」「Michael Chen」就回應
話：「yc（『黃絲』）一向雙標，畀晒啲
資料《蘋果》都仲得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浸會大學昨日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捐出4.52億元，是該校歷來最大
額的單一捐款，用以支持該校興建新
校園，讓學生宿位數目增加一倍，並
增設最先進的創意中心。
浸大昨舉行新校園命名典禮。這個

名為「賽馬會創意校園」鄰近浸大中
醫藥學院，佔地7,430平方米，其中4
座學生宿舍將可提供1,726個宿位及
一個佔地約1,900平方米的學生活動
中心。
至於樓高5層的創意中心—「賽馬

會點子坊」將設有標準音樂配音室、
白盒實驗空間及24小時開放給宿生使
用的開放式研究室，以激發學生的創
意。
命名典禮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

嫦、香港賽馬會主席陳南祿、浸大校
董會暨諮議會主席陳鎮仁及浸大校長
錢大康主禮。
錢大康表示，新校園為浸大歷史揭

開新一頁，將來宿位數量得以倍增，
對浸大學生的全人發展極為重要，而
賽馬會點子坊可以創造一個充滿活力
的環境，讓住宿的師生彼此交流互
動，促進不同學科的學生和學者之間
的思想交流。

「毒果」App搞監控？ 網民譏「以為畀FBI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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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昨日宣布，「優秀
人才入境計劃」的配額由每年1,000名增
加至2,000名。政府發言人表示，此舉旨
在擴充香港的人才庫，加強香港作為亞洲
國際都會的地位。
政府發言人表示，「優才計劃」是吸引

世界各地高技術人才或優才來港定居，以

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渠道。自計劃
於2006年6月推出以來，每年的配額一直
維持不變。政府於2018年8月公布首份
「人才清單」後，「優才計劃」的申請顯
著上升。獲推薦分配名額的申請人由2017
年的 411名，顯著增加至 2019年的 874
名。

香港文匯報訊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昨日下午啟程前往深圳，出席今日（27
日）上午與最高人民法院簽署《關於內

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
的補充安排》的儀式，並將於同日下午
返港。

鄭若驊赴深簽兩地仲裁補充安排

「優才計劃」配額增至每年2000

■浸大昨日舉行「賽馬會創意校園」命名典禮。 浸大供圖

■有家長群組報料，有老師於視藝堂教學生畫
「Pepe the Frog」，擔憂老師借機宣「獨」。

網上截圖

■「賽馬會創意校園」預計於2024
年完工。 浸大供圖

■網民發現
「蘋果動新
聞」App對用
戶手機索取
嘅權限仲多
過「安心出
行」App。
「政治大嬸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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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最新公布亞洲大學排名，香港中文大學本年度跌出十大至第十三位。圖為去年黑
暴侵佔中大校園，黑衣魔於中大二號橋上向吐露港公路投擲磚頭。 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於本年度QS亞洲大學排名跌至第四
位。 資料圖片

■去年曾受黑暴破壞的香港理工大學，本年度
QS亞洲大學排名第二十五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