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位於大埔林村的香港城市大學
動物醫學教學農場昨日正式啟
用並舉行開幕禮。農場上月由
澳洲運抵24隻乳牛，讓獸醫系
學生學習畜牧、農場管理以及
照顧乳牛的方法，包括行為、
生理及營養學。校方相信農場
可為學生提供獨特平台，讓畢
業生有能力診治各類常見動
物，提升競爭力。
農場佔地約1公頃，獸醫學生
每年都會到農場學習，一年級起

先學習基本牛隻知識，例如如何
照顧牠們、營養學等；4、5年級
學習牛隻疫病、臨床治療等。農
場內設可擠出牛奶的裝置供學生
使用，還有冷凍裝置及用作儲存
的「奶缸」，學生可學習如何生
產牛乳產品及相關食物安全知
識。
農場經理、獸醫Eryl Done表

示，由於農場衞生要求高，難以
開放給市民參觀，但期望未來與
教育團體合作，讓其他學生了解
照顧乳牛的知識。 校方又預計
農場開始運作後，每日可生產
500公升的牛奶，到明年農曆新
年左右，可在校內出售新鮮的牛
奶和雪糕。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在開幕禮致

辭表示，香港見證了獸醫教育的
變革式發展，相信在「健康一體
化」的理念下，城大農場將致力
推廣動物醫學，守護人類、動物
和環境健康，為可能發生的傳染
病威脅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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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大農場正式開幕，蔡若蓮嘗試以
草餵飼農場的乳牛。 蔡若蓮Fb圖片

新 聞 透 視 眼A21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1717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

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霍柏宇

THE大學聲譽榜 5港校入圍
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昨日公布

2022年世界大學聲譽排名榜，香港共

有5所大學上榜，其中3所位列全球聲譽百

強。香港大學由去年第48位跌出首50位，今

年排第五十一至六十位，香港中文大學由一

百零一至一百二十五位上升至九十一至一百

位，香港科技大學則維持於九十一至一百位

的層級。另一方面，內地大學聲譽繼續提

高，清華大學上升一級至全球第九位，北京

大學亦上升兩級至全球第十三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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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香港青少年教育工作，服務校園讀
者，培養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國情懷，一
直都是香港文匯報的職責和使命。香港
文匯報在報慶74周年，特地於早前舉
行了文匯校園讀者視頻分享會，邀請來
自不同學校的校長、老師、學生代表從
國情知識、國民教育、正向思維等方面
分享心得體會，並對香港文匯報的報道
工作提出寶貴建議。教育版特別以專欄
形式，摘錄各參與同學的分享內容，讓
廣大讀者了解本報與教育界互動交流，
以及未來繼續支援青少年教育的工作方
向。

何樂裘錦秋中學（屯門）中四學生

身為學生，我認為加深對祖國的認知非常
重要，尤以粵港澳大灣區的議題最引起我的
注意，這可謂是近年香港社會焦點所在，包
括學校生涯規劃課上也有提到。香港與內地
在教育、學生交流、科研上近年合作愈見緊
密，特區政府支持香港專上院校在大灣區內
地城市辦學，銳意讓大灣區打造成國際化教
育基地，例如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已分別於深圳和廣州設立分校，為兩地學生
開拓更多協同創新的機遇，也為有志升學內
地的莘莘學子提供更多接受優質教育的機
會。
我知道不少朋友也有計劃回內地升學呢。

國家教育部2017年推出的簽發就業報到證
政策，為在內地高校畢業並有志在內地工作
的香港學生提供更大便利，讓他們計劃畢業
後就業安排時有更多選擇。青年人作為香港
的未來棟樑，更要了解我們的國家，積極裝
備自己，才能好好把握未來的機遇，貢獻社
會。

陳子青裘錦秋中學（屯門）中四學生

我非常認同香港學生有需要了解中華民
族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因為這是青少年對
祖國產生認知和歸屬感的重要基礎。我認
為香港新一代身處在一個淡忘歷史的時
代，但事實上中史是一本學生必讀的「教
科書」，只因中史直接增加我們對國家以
及地區的認識，也認識國家從古到今的發
展趨勢。
現今香港教育界致力推展國民教育，強化

中史課程，此舉能彌補青少年對國家歷史的
認知不足。作為學生，我對各類中史講座與
參觀活動等都好有興趣，例如前段時間，我
校組織多次前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參
觀，可以加深同學們對
中史的認知，令我受益
匪淺。只有勿忘國史，
方可竿頭日進，希望可
見將來香港可再加強
中史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年
施政報告提出普及STEAM（即科
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學）學
習，在高小強化編程教育及在初中加
入人工智能等創科元素，目的是配合
課程發展。教育局表示，考慮到小學
對STEAM教育相關專科培訓的人才
需求殷切，局方於今年8月推出先導
計劃，為資助小學提供彈性聘用具
STEAM 相 關 專 科 資 歷 人 士 為
STEAM教師，學校可按校情靈活彈
性處理教師聘用事宜，以協助學校推
行相關教育。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在基礎

教育階段，教育局規劃中小學
STEAM教育，亦配合國家重視科技
創新和科學普及的大方向。在課程
方面，會加入更多創科學習元素，
包括發展「高小增潤編程教育課程
單元」和「初中人工智能課程單
元」，在高小推行增潤編程教育、

在初中加入人工智能外，又會於本
學年推出「加強高小科學與科技學
習」先導計劃，強化學生科學思維
和「動手動腦」的能力，從小打好
科學與科技基礎。
在強化教師專業培訓方面，由本學
年起，所有公帑資助的學校需委派統
籌人員，加強整體規劃課堂內外的
STEAM教育。學校需要有序地安排
教師參與創新科技範疇的專業培訓，
目標是在2023/24學年前至少有四分
之三的公帑資助中小學參與。為此，
教育局會與不同創科機構，例如數碼
港、專上院校和專業團體等合作，為
STEAM統籌人員和教師舉辦具創新
科技元素的培訓課程，例如綠色科
技、樂齡科技和物聯網應用等，亦會
於STEAM相關科目的培訓加入創科
學習元素，例如生物工程、新興物料
科學和能源科技等，讓教師緊貼創科
的最新發展。

教育局：資助小學彈性聘STEAM教師

THE世界大學聲譽排名榜2022依據來自世界各地的逾2.9萬名經驗豐富、有
發表學術論文的學者，就其所屬學科及所熟悉
院校的卓越研究及教學發表意見，一共投出逾
42萬張選票，描繪出世界前200所享有最佳聲
譽的大學。今年，美國哈佛大學再次居第一，
是連續第十二年蟬聯榜首，而麻省理工學院繼
續排第二，第三及第四位分別是史丹福大學及
英國牛津大學，兩者位置與去年互換，劍橋大
學維持第五位。

港大中大科大列百強
香港方面，今年上榜的大學增加至5所，其
中港大由去年的48位，回落至與2020年一樣
的五十一至六十位。中大則微升，與科大同樣

處於九十一至一百位的水平。香港理工大學續
排一百二十六至一百五十位。香港城市大學今
年首次進入排名榜，位列第一百五十一至一百
七十五位。

清華第九名 亞洲第一
THE提到，亞洲大學在聲譽排名中全球認

可度不斷提高，今年更是首次有兩所亞洲大學
同時進入全球前十名。其中，內地大學的崛起
令人矚目，今年共有9校進入了世界前100
名，比去年的7所增加。其中，清華從去年的
第十名上升至第九名，穩佔亞洲第一，北大也
上升至第十三名。在前50名中，上海交通大
學從第五十位躍升至第二十八位，復旦大學也
從第五十一至六十位上升至第三十九位。

在亞洲其他地區，日本東京大學的排名自去
年降至13名後，今年回升至第十名，新加坡
國立大學則從去年的第二十四名提升至今年的
第十九名。
THE首席知識官菲爾．巴蒂表示，聲譽雖

然是主觀印象，且並不必然公平，但它具有切
實影響。事實上，在高等教育界聲譽非常重
要，有助於吸引外來投資，吸引優質合作夥伴
進行戰略推進，最關鍵的是能為其吸引人才，
包括學者以及數以百萬計正在擇校的潛在學
生。
他表示，儘管聲譽榜前列大學多年以來一直

非常穩定，但其他大學的成長趨勢亦「非常有
趣」，由排名中可以看到了不少「後起之秀」
正在全球學術界中穩步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要推動
社會發展，留住人才十分重要。據教育
局資料顯示，過去三年，受疫情影響，
根據「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或回港就業安
排（IANG）」下，留港12個月後獲批
首次延期逗留申請獲批的數字呈下跌趨
勢，由前年的4,704人減至去年的3,216
人，跌幅近32%。不過，非本地畢業生
透過IANG留港而最終取得居留權的數
字則有所上升，由同期的3,117人增至
3,449人，升幅逾一成。教育局局長蔡若

蓮表示，特區政府會持續檢視各項措施
的成效，並在有需要時考慮優化相關安
排，以吸引非本地畢業生留港發展。
特區政府於2008年推出IANG，讓非
本地學生在本港專上院校學士或以上資
歷課程畢業後申請無條件留港12個月，
以提升本港人力資源質素及紓緩人力需
求，有關非本地畢業生其後可以2-2-3年
的模式申請續期，在居港滿7年便可申
請居留權。今年施政報告進一步提出放
寬逗留期限，由現時的12個月延長至24

個月，以方便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或回港
工作，並以試行形式將IANG擴展至本
港大學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校園
的畢業生。

蔡若蓮：致力發展區域教育樞紐
蔡若蓮昨日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

示，由2019年至2021年間，非本地畢
業生首次延期逗留申請獲批人數分別是
4,992人、4,704人及3,216人，同期取得
居留權人數則為3,223人、3,117人及

3,449人。
她強調，特區政府致力發展香港作為

區域教育樞紐，並推出不同措施推動高
等教育國際化，包括設立獎學金以吸引
傑出的非本地學生來港升學，雖然政府
沒有備存獲獎學生在修畢課程後根據
IANG申請留港或延長在港逗留期限的
統計數字，但以「『一帶一路』獎學
金」為例，獲獎學生在申請獎學金時，
普遍表示有意在修畢課程後留港工作或
發展。

非本地生IANG獲居留權升逾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恒
生大學昨日宣布，將於深圳前海和廣
州南沙首設「香港恒生大學中心」，
標誌該校積極投入大灣區的發展。校
方表示，是次獲得深圳市人工智能產
業協會及愛永星辰生命健康集團贊助
支持，分別無償借出前海的深港青年
夢工場及南沙生態產業園的部分場
地，作大學教學和研究活動，相信有
助師生於大灣區內地城巿的發展。
恒大前日與深圳市人工智能產業協
會和愛永星辰生命健康集團進行合作

協議的網上簽訂儀式。恒大校長何順
文致辭表示，是次合作是恒大進駐大
灣區內地城巿的第一步，並成為該校
於內地的重要基地，具標誌性意義，
亦同時體現兩間贊助機構對恒大教研
工作的肯定。恒大將利用這兩個中心
作各種教學研究與服務社群的用途，
並積極探討多方面的交流合作機會，
幫助學生及畢業生於大灣區發展。
深圳市人工智能產業協會學術委員

會主席趙克鋒表示，歡迎香港恒生大
學落戶前海，「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就是要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
展、提升粵港澳合作水平、構建對外
開放新格局的重要舉措，對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
色先行示範區，具有重要意義。」
愛永星辰生命健康集團粵港澳灣區

總部執行總裁田昆表示，集團一直致
力打造完善的生命健康產業閉環，在
這個閉環上，教育與研究是必不可少
的關鍵，與該校的深度合作也正基於
此。雙方在短時間內形成了合作框架
和未來發展的共識。

恒大將於南沙前海設大學中心

◆ 恒大昨日與深圳市人工智能產業協會及愛永
星辰生命健康集團透過網絡簽署協議，分別於深
圳前海和廣州南沙設立「香港恒生大學中心」。

恒大供圖

香港大學

五十一至六十位
微跌

香港中文大學

九十一至一百位
微升

香港科技大學

九十一至一百位
維持

香港理工大學

一百二十六至一百五十位

維持

香港城市大學

一百五十一至一百七十五位

首次進榜

港大跌中大升 科大理大不變 城大首次入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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