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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先導吸尖子 中學生雙修課程

逾半家長盼撤全港系統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
陽文倩）香港科技大學近日
與21間中學合作，推出全港
首個有系統的「中學/大學雙
修課程先導計劃」，以吸納本
港的資優生，這批中學生可
以提早體驗大學生活，於中
學時期修讀大學課程。科大
資優教育發展中心總監吳大
琪表示，參與計劃的學生與
其他人一樣，均要循公開考
試的途徑升讀大學，但假如

學生將來升讀科大，於上述計劃中修讀的學分會被計
算在大學課程內，有望提早畢業。

對象中二至中四學生
先導計劃提供生物、化學、物理及數學4大學習領域

予學生選擇，並分為3個階段。首階段將於今年10月至
明年1月間進行。9月開始接受學校提名，對象為中二至
中四學生，預計會取錄200名學生。參與學生將要在3個

月內，透過共50個課時以掌握高中3年的課程。第2階段
將會在暑假進行，學生可以讀1科大學本科一年級程
度、約2或3學分的科目，課時由28至42小時不等。

完成第2階段後，學生可以在第3階段按個人志願，修
讀大學的常規課程，與科大本科生一起上課，並有機
會與大學教授一起進行研究。首階段學費為2,500元，
第2階段學費為每學分1,500元，第3階段則不收學費，
科大表示會對有經濟困難的學生作出補助。

考慮到參與計劃的尖子於第3階段要到大學上課，可
能會與中學上課時間相衝突，學生須與中學和大學兩
方磋商，協調上課時間。對於第3階段可能會令學生缺
席中學的課堂，吳大琪強調，他並不鼓勵所有學生都
這樣做，「根據其他地方的經驗，估計能到達第3階段
的學生應該只有5名左右。」

仍須參與公開試升學
吳大琪指，先導計劃旨在讓資優生及早掌握個人志

願，並接觸興趣領域的最新知識，「參與計劃的學生並
不會被優先取錄，他們也要跟其他學生一起參與公開考
試，去考取升學資格。」不過，他也不排除參加過計劃

的學生，會在「其他學習經驗」方面顯得更有優勢。
先導計劃由科大主動與21間中學合作，包括喇沙書

院、聖母玫瑰書院、真道書院、協和書院、康樂會神
召中學及福建中學等。吳大琪指，合作中學都是對資
優教育有一定經驗的學校，對計劃的反應都非常正
面，期望將來計劃可以擴展至全港中學。

上述排名主要以學術表現、僱主評價、師生國際化
程度、論文引用情況等作為全球大學排名準則，為大
學界頗具權威性的參考資料。今年的排名榜中，十大
被美國大學佔了6間，英國佔了4間。全球首三位分別
為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據資料顯
示，劍橋大學已連續兩年力壓哈佛大學榮登榜首，麻
省理工學院則取代耶魯大學位列第3，後者退居第4
位。

北大清華分列46及47
至於亞洲區院校，香港高等院校的表現十分突出，

首次有6間大學打入全球300位，包括港大、中大、科
大、城大、理大及浸大。港大今年微升1位排第22，保
持「亞洲第一」，其競爭對手東京大學排第25。另中大
今年反超前科大，由42名攀升至37名，科大排名與去
年同樣位列40。城大及理大力保在200名內，前者跳升
19名至110位，後者則下跌11名至177位。至於首次殺
入300強的浸大，排名大幅躍升99名至243位，成績斐
然。至於內地名校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則位列46及
47名。

港大發言人表示，不同的大學排名榜，採納參考資
料數據及分析方法上各異，所得的結果亦不相同。不
過，港大在QS世界大學排名中以相同方法衡量，從去
年第23位上升至今年第22位，可算是對大學在教學及
研究上力求卓越的肯定，而有關報告對港大的發展，
有參考意義。

中大則指，會繼續追求教學和研究卓越，以提供優
質教育為己任。科大發言人表示，科大作為一所只有
短短20年歷史的大學，能於全球排名40位實在難得，
又稱對香港有3間大學位列全球50名內感高興。

浸大：港高教界獲國際肯定
就今次排名成績有明顯進步，浸大發言人回應指，

校方對此感到鼓舞，顯示教職員為教育的努力得到外
界更好的認同，但浸大強調，排名並非教育的目標，
但運用得宜會有一定參考作用。校方為本港有6所大學
在QS世界大學排名榜中排行首300位表示高興，認為
本港高教界的努力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肯定。

排名稍跌11名的理大強調，該校提供的獨特課程例
如設計學、紡織學、酒店管理等備受推崇，另理大積
極參與應用科研項目不在QS排行榜的評審範圍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QS世界大
學排名參考不同因素計分，本港三大，港
大、中大及科大在整體排名上雖然拋離內
地名校北大及清華，但原來在僱主眼中，
內地頂尖名校的排位，卻又遠超港校。QS
研究部主管Ben Sowter解釋，北大和清華畢
業生，是中國10多億人口中的尖子，學生
整體質素較一般香港的大學生高，加上全
球望向中國市場，對中國畢業生特別青
睞。

QS世界大學排名包涵了僱主對院校的評
分，首3位分別是同獲「爆燈」100分的哈
佛、牛津及劍橋。至於港大、中大及科
大，分別只有59.4分、55.9分及47.5分，在
僱主評分部分位列51、100及156位；反之
內地著名大學如北京清華及北京大學，整
體排名雖不及本港三大高，但在僱主眼
中，卻獲得更高評價，分別位列32及33。

中原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周綺萍表示，公司招聘時會參考大學排
名，但「不會跟足」，她指排名中的學術部
分與僱主要求不同，「我們會主要看應徵
者的整體表現及職位需要」。她透露不同僱
主標準有異，有人認為本港大學畢業生較
國際化，認受性容易與其他地方接軌；相
反亦有老闆愛請內地大學生「如清華、北
大，始終是國家的最高學府，是十幾億人
中之精英，而香港大學生不過是幾百萬人
中的精英」。

周綺萍坦言，現時的職場趨勢，是持非
單一地區學位的學生更具優勢，「若求職
者能涉獵不同地方的文化，並有深入了
解，自然會較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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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通識教育科越來越受到本港社會關注和重
視，為滿足學界的需要，本報教育版會從今天起
於「通識博客」版面推出全新《一周時事聚焦》
專欄，逢周一刊登，總結過往一星期發生的重大
新聞，並列出持份者觀點及設計多層次思考問
題，為師生提供最全面、最方便、最新鮮的學習
教材。

另教育版亦已新設逢周一刊登的《通識把脈》
專欄，廣邀全港通識教育科前線教師就課程制
度、教學心得及閱卷經驗等範疇作出評論和分
享，讓學界互動交流，敬希各位讀者垂注。

教育版今起推全新專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今年共
錄取了約3,500名本科新生，為協助他們適應大學生活
及建立歸屬感，校方每年都會舉辦一連串迎新活動，
中大校長沈祖堯昨特別抽空參與多個不同的迎新活
動，與同學打成一片。

沈祖堯在出席崇基學生會新生輔導營時，為參加競
技的同學打氣，並與他們聊天及拍照；又參加和聲書
院的「貧富宴」，一同體驗貧窮滋味。他在內地生的迎
新晚會上，向同學送上月餅，勉勵內地新生積極融入
香港的校園生活。

沈祖堯迎新生
體驗「貧富宴」

QS全球大學排名2011
2011排名 2010排名 大學 國家/地區

全球十大排名

1 1 劍橋大學 英國

2 2 哈佛大學 美國

3 5 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

4 3 耶魯大學 美國

5 6 牛津大學 英國

6 7 倫敦帝國學院 英國

7 4 倫敦大學學院 英國

8 8 芝加哥大學 美國

9 12 賓夕法尼亞大學 美國

10 11 哥倫比亞大學 美國

兩岸三地大學排名

22 23 香港大學 香港

37 42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

40 40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46 47 北京大學 中國內地

47 54 清華大學 中國內地

87 94 台灣大學 台灣

110 129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

177 166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

213 196 台灣清華大學 台灣

243 342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

285 283 台灣成功大學 台灣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勞雅文

港大蟬聯亞洲第一大學
浸大躍升百位 港首有6校躋身全球300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現時小六生要在
六年級下學期先後參加畢業試、呈分試、全港性系統
評估（TSA）和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考試頻密令學
生大叫怕怕。一項大型調查發現，逾5成半小學家長要
求教育局於2012年取消TSA，為學生減壓，令學校也
可節省為學生作應試準備的時間，以提供優質教育。

小六生考試頻密壓力大
香港小學教育領導學會、津貼小學議會、香港初等

教育研究學會、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及教育評議會於
今年6月至7月期間，透過問卷成功訪問了11,097位小
五、小六學生的家長，以了解小六生面對公開試的壓
力。另外，五會也發起了「全港小學教師聯署︰請求
減輕小六生考試壓力」活動，收到90間小學共2,786教
學人員的簽名。

調查顯示，5成4家長認為子女因為要面對2個TSA和

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而產生壓力，另有3成5家長表示
子女因此有很大壓力。此外，有逾4成家長認為，子女
要同時應考不同的公開考試，令他們因做了過多練
習，而產生厭學情況。另外，有逾3成家長認為子女因
此被迫接受補課操練，減少了課外活動。整體而言，
56%的家長要求教育局於2012年取消小六生的TSA。

五會代表表示，由教育局成立的專責委員會曾研究
是否取消部分考試為學生減壓，五會亦有代表為專責
委員會成員，但至今委員會只開了2次會議，部分委員
提出了不同方案，包括取消TSA、取消中一入學前學
科測驗、合併2卷、抽樣考試、隔年考試等，但當局一
直沒有回音。

09年豬流感時曾取消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副主席王雲珠表示，TSA於09

年豬流感時也曾被取消，但升中派位仍能順利進行，

反映取消TSA對小學生升學並沒有影響。津貼小學議
會主席張勇邦指，普遍學校歷年TSA的成績變動，都
在3%以內，促請教育局於2012年取消TSA。

教育局回應指，除了為學生及教師減壓，也要審視
TSA原有的核心功能。工作小組將於9月中再次召開會
議，期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檢討，並將建議方案提交
局長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國際高等

教育資訊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今日公

布「QS世界大學排名2011」，其中香港大

學、香港中文大學及科技大學分別位居22、

37及40位，今年港大排名微升1位，再次力

壓東京大學蟬聯「亞洲第一」。至於浸會大

學則進步神速，由去年342名大躍進近百名

至243位，令本港首次同時有6間大學晉身世

界大學首300位，證明本港高等

教育進一步獲世界認同。

香港科技大學 40位 保持不變

香港理工大學 177位 11位

香港中文大學 37位 5位香港大學 22位 1位

香港城市大學 110位 19位

香港浸會大學 243位 99位

■五會代表促請教育局取消明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減輕學生壓力。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科大與21間中學合作，推出全港首個有系統的「中
學/大學雙修課程先導計劃 ，以吸納本港的資優生。

■中大校長沈祖堯(第二排右三)與本年度海外交換生
合照。　 中大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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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琪。 香港文匯報
記者歐陽文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