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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

新加坡交响乐团
线上音乐会SSOPlayOn!：
2016年巴洛克音乐节
（19时30分－20时30分，SSO 
YouTube频道，免费）回顾2016
年乐团与英国小提琴家贝兹诺修
（Pavlo Beznosiuk）联合呈献维瓦
尔第、洛克及雷贝尔的作品。网
址：www.sso.org.sg/playon

讲座

深夜好聊
（21时30分，《联合早报》面
簿，免费）Zaobao.sg生活娱乐主
办，飞跃社区服务副执行主任林
孔怀及资深辅导员张济暇，针对
两性、亲子、职场等课题分享建
议和经验。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
心高级记者刘永健主持。网址：
www.facebook.com/zaobaosg/

其他

疫起过生活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
人民协会和通讯及新闻部合作推
出的线上直播节目，邀请人协
导师通过网络授课。公众可通
过zaobao.sg网站、智能手机与平
板电脑应用和YouTube频道，或
《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

明日报》和96.3好FM面簿观看。
●7时：疫起来晨运——今天：
体理会活跃健康教练陈名彤指导
观众进行心肺训练与核心训练，
改善走路气喘的问题，并提升平
衡能力，降低跌倒的可能性。星
期四、五：ActiveSG健身教练沈
韦德专注于肌肉训练，教大家如
何强化肌肉、提升肌耐力。
●10时30分：疫起来做饭——人
协烹饪导师刘振强教大家如何在
家中烹制多道餐馆经典菜肴，包
括蚝油焖鸡、咕噜肉、港式炸鱼
片、豆豉爆鸡丁和虾仁扒豆腐。
●15时：疫起来唱歌——人民
协会歌唱导师周家顺为大家系统
讲解各种歌唱技巧，以及如何在
演唱民歌、慢速情歌和高亢激昂

歌曲时，能更好地拉音、转音和
换气。网址：www.zaobao.com.sg/
video-series/come-n-live

2020端午粽香溢晚晴：
“游戏竞赛：抓粽子”
（至30日，晚晴园面簿，免费）
记得在粽子掉下来之前抓住它，
并截屏这个成功的画面。这个游
戏看似简单其实不容易，一定要
专注挑战并把游戏结果截屏，然
后在留言中分享，便可赢取晚晴
园限量周边商品。网址：www.
facebook.com/sysnmh/

今日触点

活动消息可寄交“今日触点”
负责人或传真至6 319 - 8121 
或电邮：zblocal@sph.com.sg

联系方式
电邮：zblocal@sph.com.sg
传送照片：9720-1182
网站：www.zaobao.sg
面簿：facebook.com/zaobaosg

数码

（根据zaobao.sg昨晚6时
单日排行）

五大热门新闻

● 七个新地点曾有冠病病患到访 
包括IMM商场和裕华村巴刹

● 冠病病患曾到访
　芽笼士乃巴刹、淡滨尼广场 
　和慕斯达法购物中心
● 我国新增386起冠病病例 

其中两起是社区病例
● 客工群涌入超市视频流传 

人力部：已确认身份将采行动
● 我国新增一客工宿舍感染群 

社区新病例包括87岁老妇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一项全球
大学排行榜中保持“亚洲第一”
的位置，全球排名第11。南洋理
工大学则下滑两个名次，全球排
名第13。
　 　 国 际 教 育 市 场 咨 询 公 司
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QS）
今天公布2021年全球大学排行
榜。该排行榜2004年推出，共有
六个评分指标，包括大学在学术
界的名声、雇主评价、师生比
例、平均教员论文引用数量、国
际教员比率和国际学生比率。

中国清华大学列第15
　　根据QS的文告，在上一轮
排行榜列第11的国大名次维持不
变，与国大同列第11的南大这次
下滑两个名次至第13。南大在亚
洲大学中表现第二佳。
　　中国的清华大学是另一所跻
身全球20大的亚洲学府，晋升一
个名次，名列第15。
　　全球大学排行榜的前三所大
学仍然是美国大学，依次为麻省
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以及哈佛
大学，与上一轮相同。
　　QS指出，国大与南大在平均

教员论文引用数量指标的表现方
面皆比上一轮进步，这个指标旨
在反映研究的影响力。南大在这
个指标的表现较强，排行全球第
25，国大则排行第70。
　　两所大学在学术界名声、雇
主的评价两个指标的名次都下
滑。国大在学术界名声指标的名
次下滑一个位置至第12，在雇主
评价指标的名次则下滑四个位
置，名列第18。南大在学术界名
声指标的名次下滑七个位置至第
44，在雇主评价指标的名次下滑
17个位置至第52。
　　但整体而言，QS信息部研究
主管索特（Ben Sowter）对新加坡
大学给予高评价。索特指出，新
加坡的大学在促进国家的创新能
力，以及劳动队伍的教育方面都
做出贡献。国大在新加坡与区域
保持领先位置。南大紧随在后，
并且在反映研究影响力的指标取
得佳绩。　　
　　国大发言人针对排名受询时
指出，疫情为大专教育按下重启
键，也可能改变未来大学排名的
定义。
　　这段时期也加速许多大学，
包括国大的数码工作进程，发
掘新的教学与学习方式。校方目

前的首要工作是为毕业生、师生
等提供支援，安全地恢复学校运
作。
　　南大在文告中指出，排名结
果肯定了南大为工程、科学、商
业、社会科学等领域开创新点子
并培育人才的强项，这要归功于
教员的教导以及研究，提升大学
的国际名声。

在亚洲排第一第二

QS全球大学排行榜
国大排第11南大第13
全球大学排行榜的前三所大学仍然是美国大学，依次为麻
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以及哈佛大学，与上一轮相同。

杨涵净　报道
yanghj@sph.com.sg

　　本地青年创办起步公司，推
出新烹饪教学模式和安排虚拟聚
会，让居家国人可以生活得更充
实。
　　Cooki烹饪配套包括把食材寄
到顾客家中，并提供简易视频教
程，让顾客在家中学习和改良传
统食谱。
　　数据分析师林家儿（29岁）
今年4月创办公司，专门为繁忙的
都市人提供简易视频烹饪课程，
并把所需材料寄到顾客家里，让
他们跟着视频学习烹煮传统美
食，并改良和设计自己的食谱。
　　林家儿目前是新跃社科大学
兼职学生，今年3月修读由阿里
巴巴旗下科技公司阿里云与新跃
社科大学合办的创业课程。她透
露，毕业标准是必须为公司争取
投资资金或赚取25万元盈利，满
足其中一项便可。她也在导师的
指导下学习如何将公司推荐给投
资者。
　　她在电访中说：“现在的年
轻人多数不会烹饪，也没时间或
耐心参加传统烹饪课程。像我这
个年龄的人，多数会在网上搜寻

资料，希望快速找到答案。所以
我的烹饪配套是根据他们的习惯
而设计的，通过数码平台和简单
易懂的教程传授烹饪技巧。”
　　Cooki食谱是林家儿的外婆所
创，包括橘子鸡、生菜云吞和油
炸虾，菜色融合广东和福建美食
特色。每一道食谱有三种变化，
教程也会指导客户如何以不同食
材来取代其中一些材料。
　　林家儿透露，每个配套价格
介于12元至18元。她认为，如今
人们习惯已有所改变，更多人在
居家期间进行各种消遣娱乐活
动，这正是她推出居家烹饪配套
的好时机。

推出虚拟聚会配套 
为客户安排线上聚会
　 　 另 外 一 家 起 步 公 司
RecomXperience则在病毒阻断措
施期间推出虚拟聚会配套，为客
户安排线上聚会。除了协调一系
列互动节目和线上表演，公司还
会将餐食、蛋糕、礼物等送到每
一名参与者家中，让他们在线上
一同庆祝。
　　在新跃社科大学修读商业分
析的部分时间学生蓝悦铭（25岁）

今年三月中创立RecomXperience，
为客户举办庆典活动，包括纪念
日、生日和约会等。
　　在阻断措施实施期间，公司
也推出虚拟聚会，让居住在不同
地方的国人能在数码平台齐聚庆
祝重要日子。蓝悦铭说，公司还
有一款线上聊天机器人，可以根
据客户输入的答案推荐不同事
项，例如根据客户性别和约会阶
段，介绍合适的活动等。
　　蓝悦铭说：“公司的主要服
务对象是在职青年，他们一般工
作繁忙，没有时间约会或安排休
闲活动。”

疫情带来商机
青年创办公司食谱食材送上门

2021年QS全球大学排名

资料来源／Quacquarelli Symonds (QS)

大学 国家

1  1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2  2 斯坦福大学 美国
3  3 哈佛大学 美国
4  5 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
5  4 牛津大学 英国
6  6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瑞士
7  7 剑桥大学 英国
8  9 伦敦帝国学院 英国
9 10 芝加哥大学 美国
10  8 伦敦大学学院 英国
11 11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12 13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13 11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
14 18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瑞士
15 16 清华大学 中国
16 15 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
18 14 康奈尔大学 美国
17 17 耶鲁大学 美国
19 18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20 20 爱丁堡大学 英国

排名
2021 2020

　　为实现理想与朋友创办了游
戏公司，年轻的游戏策划师庞宇
轩在五年内推出三款电子游戏，
他如今开始新的工作，之前的创
业经验正好派上用场。
　　庞宇轩（30岁）去年结束与
朋友一同创办的游戏公司，今年
初加入在本地设立分公司的英国
游戏开发商Electric Square，开始
职业生涯的新一页。
　　他在2014年加入游戏公司万
代南宫梦（Bandai Namco），约
五年前则与友人一同创办Gattai 
Games。
　　公司在五年内设计了两款第
一人称射击游戏FPS，以及一款
坦克战争模拟游戏，当中名为

“Stifled”的恐怖游戏在多个亚
洲游戏展上获奖，其特点在于利
用回声定位追踪、击败敌人，并
推出虚拟现实版。
　　很多玩家都会通过网络游戏
平台，如Steam购买电子游戏，销
售渠道不受市场限制，但最大的

问题是营销。他说：“没有足够
的营销预算去推销我们的游戏，
就很难在这个市场生存，而且每
个游戏从制作到面市大概需要一
到三年，推出后是否会成功也是
个未知数。”
　　他认为玩家对游戏的反应，
就是最好的反馈。庞宇轩还记得
当初设立公司时，必须负责一切
事务，从设计、策划到营销，如
今在跨国企业上班须与不同部门
的同事合作，包括图形设计师和
编程师等，还有在欧洲各国远程
办公的同事。他说：“这两种体
验我都喜欢，创立公司让我了解
这个行业不同部门的运作，是非
常难得的经验。”

街访街坊 “游戏”人生
30岁的庞宇轩去年结束与朋友一同创办的游戏公司，今年初加入在本地设立分公司的英国游戏开发商

Electric Square，开始职业生涯的新一页。

杨涵净　报道
yanghj@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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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每一道食谱有三种变化，教程也会指导客户如何以不同食材来取代其中一些材料。（受访者提供）

现在的年轻人多数不会烹

饪，也没时间或耐心参加

传统烹饪课程。像我这个

年龄的人，多数会在网上

搜寻资料，希望快速找到

答案。所以我的烹饪配套

是根据他们的习惯而设计

的，通过数码平台和简单

易 懂 的 教 程 传 授 烹 饪 技

巧。

——Cooki创办人林家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