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院語言資訊科學研究
中心日前公布了「2011年
LIVAC泛華語地區中文新
詞榜」，這是本中心自2004
年以來第八次公布「新詞

榜」。LIVAC新詞榜是依據本中心創立的「LIVAC泛
華語地區語料庫」收集統計的資料，經科學甄選得
出的結果。LIVAC新詞不同其他的一些流行詞、銳
詞，主要有以下3個特點。

LIVAC統計３特點
一是時間性，入選的新詞絕大部分是2011年最新產

生的，個別產生於2010年底，而主要流行於2011年
的，也酌情入選。二是地域性，所有新詞源自港台
京滬泛華語地區，可以觀察到詞語在各地同時產
生，或先後產生，或是轉移，為新詞的地域演變提
供有力的依據。三是認受性，由於所有新詞都是來
自各地主流中文平面媒體，出現頻率較高，廣大讀
者較為熟悉，具有一定代表性。

涵蓋政經生活文體
2011年可謂多事之秋，世界及泛華語地區發生了諸

多重要事件，入圍的新詞也緊貼2011年各項重要新聞
事件，涵蓋政治、經濟、生活、文體等方面，既有
普遍性又各具地方色彩，這再一次說明，新詞語的
湧現，總是緊貼社會人文，反映各地區的文化生
態，說明了語言源於生活、源於社會的道理。

以下介紹數個世界範圍且較具代表性的新詞：
1.「希債危機」(台灣稱為「義債」)：希臘加入歐

元後，隨 全球金融危機出現巨額赤字，經濟下
滑，終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接 蔓延到意大利的

「意債危機」乃至整個歐元區，「蝴蝶效應」影響下
的歐債危機，引發歐洲金融市場大動盪，成為2012年
全球經濟面臨最大的隱憂。

2.「茉莉花革命」，北非國家突尼斯一名年輕無牌
流動小販被取締，事後自焚抗議死亡，事件引發連
串示威，最終導致總統阿里下台。革命浪潮蔓延至
非洲多個國家。由於突尼斯的國花是茉莉花，這場
革命被稱為「茉莉花革命」。

3.「巴菲特稅」：美國總統奧巴馬向國會提出減赤
計劃，建議向年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富人徵收「巴
菲特稅」，希望實現未來10年內減赤3萬億美元的目
標。「巴菲特稅」能否拯救美國經濟不妨拭目以
待。

4.「卡恩案」：前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史特
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被控強姦紐約索
菲特酒店女服務員，經拘留、聽證、軟禁、出庭等
一番折騰之後，終以美國檢方撤銷檢控收場。涉及
政治、法律與道德交鋒的「卡恩案」，充滿戲劇性。

5.「裙裝令」：世界羽聯為吸引觀眾，強令推行
「裙裝令」，要求羽球女將們穿上裙子比賽，但由於
被指有性別歧視，各方反對強烈，該項強制令被迫
推遲。

此外，有關新詞還有：反霸凌的「粉紅T恤日」、
從遊戲變到真人版的「憤怒鳥」，以及向容易致肥食
物徵收的「肥胖稅」等。有興趣的讀者，可登入本
中心網站http://livac.org/newword，瀏覽進一步詳情。

■教院語言資訊科研中心
蔣震（語言科學）講座教授鄒嘉彥主持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
位昨獲北京理工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是繼前中文
大學校長馬臨後，歷來第二位獲內地大學頒授名譽博
士銜的本港大學校長。

另外，他又應邀在該校進行題為「福島事故的反
思：核能及未來能源」的專題演講，及代表城大與北

京理大校長胡海岩簽署一份學術合作協議備忘錄，將
開展多方面的協作項目。

在學位頒授儀式上，身兼北京理大學位評定委員會
主席胡海岩致辭時指，名譽博士學位須經國務院學位
委員會批准，是國家頒授的榮譽稱號。他表示，郭位
是核可靠度研究的國際著名專家，來港為城大執掌校

政後， 力引入先進制度，提倡專業行事規範，為高
教界樹立新風。

郭位則指，對獲授北京理大名譽博士學位感高興，
希望自己能繼續推動大學教育建設，追求卓越表現，
並與內地大學緊密合作，為社會進步與民生福祉作貢
獻。

自國家教育部公布
2012年63所內地高校免
試錄取港生安排，香
港社會對如何通過免
試途徑，以更便捷方

法考取內地高校高度關注。在去年底的「2011內地
高等教育展」中，不少學生卻發現，內地頂級名校
免試錄取標準高，再加上文憑試還沒開考，學生對
能獲取佳績，獲得香港及內地院校錄取實在未有把
握。

63高校免試錄取
筆者非常鼓勵有志到內地升學的港生，報名參加

免試錄取，不過同時，由於文憑試和高考成績有不
確定性，從保險角度出發，港生還可考慮其他途徑
報考內地200多所高校。根據最新資料，2012年港生
可循以下3個考試，報考內地高等院校。

港澳台聯招試
第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

華僑、港澳地區及台灣省學生入學考試（一般簡稱
為港澳台聯招試）。此考試類似香港高考或文憑
試，可以一個考試成績報考多所院校，2012年考生
便可藉以報考212所內地高校，考生需要在3月1日至
15日於網上填報個人資料及選校志願報名，並於3月
16日至31日到報名點交費確認，考試費用為港幣550
元，考試日期則為5月26日及27日。

內地中學較 重基礎學科學習，所以考試科目也
較傳統，在港澳台聯招試中，考生可選文科或理科
應考。文科科目為：中文、英文、數學、歷史、地

理；理科則為：中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
每科總分為150分，5科總分為750分。有關考試大
綱、往年試題連評分標準等均可於香港考評局購
買，基本上考生獲300分以上便可獲大學錄取資格，
而藝術類院校對文化科要求並不高，錄取分數只是
200分，但須加考專業考試。

但請注意，如欲報考中央美術學院、中央音樂學
院和北京電影學院等藝術類院校的學生，須於2月
份到各校參加專業試，有關報名日期、考試日期和
考試科目，可在各校網頁內找到。

暨大華大聯招試
第二個考試是暨南大學、華僑大學聯合招生考

試，考生須具中六或以上或同等學歷，可於3月1日
至3月30日網上報名、確認及交費，費用為620元，
考試會於5月12日及13日舉行。暨大華大又設有港澳
台預科班，新高中中五生雖不能直接報考兩校本科
課程，但亦可報考預科班。

有關考試採取「3＋×」模式，包括中英數3必修
科，並按考生報考專業的要求，從歷史、地理、物
理、化學、生物中任選一門學科應考，每科總分150
分。

中山大獨立招生試
第三個考試是中山大學單獨招生考試，具有中六

或以上程度，在港修讀高中的學生都符合報考資
格，報名期是2月至5月，6月2日考試，考試科目為
中英數3科，考試費為400元。

■羅永祥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著名社
會學家及東亞研究專家傅高義花了10年
寫成《鄧小平傳》，此書的中文版將於今
年5月出版。香港中文大學於本月18日

（星期三）邀請了社會科學榮休講座教授
暨中大榮譽博士傅高義親臨校園以「鄧
小平與中國外交」為題作公開演講，歡
迎有興趣人士參與。

傅將在講座中剖析鄧小平早年在法
國、蘇聯的留學經歷，如何影響他往後
的政治生涯；他亦會回顧鄧小平外交生
涯中幾個關鍵的時期，特別會探討鄧小
平在1978年醞釀對外開放政策時，如何
處理與日本、美國和東南亞錯綜複雜的
外交關係。同時，講座將就鄧小平於
1978年後與多位重要外國領導人的會談
提供精彩的解讀。

講座將於本月18日下午4時半假座中大
行政樓地下祖堯堂舉行，有興趣參加人
士 可 於 網 上 預 先 登 記 ， 網 址 為
http://www.cpr.cuhk.edu.hk/tc/events_det

ail.php?id=2570，若有疑問可致電3943-

8893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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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內地升學4大途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踏入

新一年，香港8大院校密鑼緊鼓籌備下學

年內地招生工作。隨 2012/13學年香港

學制「雙軌年」並行，新舊高中兩批學

生同時畢業，港校招生總人數倍增，內

地生學額亦相應上調。除香港科技大學

外，其餘7所資助院校確定將會增收內地

生，總人數約增加1成半，其中以香港大

學學額數增幅最高，達109個，香港嶺南

大學則會招收40名至50名內地生，較今

年的26人增加逾9成。

內地生額整體增近15%
根據8大院校就有關問題回覆香港文匯報的查

詢：除了香港科技大學來年內地生學額維持150
個外，其餘7校都會上調內地生學額，升幅由3%
至92%不等（見表）。總體來說，8大本學年共錄
取1,410名內地生，至新學年將提供約1,600個學
額，增加近15%。

其中，港大內地招生數目增加為8大之冠，預
計來年將會增加最多達109個，招收350名至400
名內地生，與本學年的291名內地新生相比，學
額最多增加109個；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浸會大
學亦表示會將內地生學額分別上調40個及20多
個，升幅逾1成；嶺大表示，預計下學年會招收
40名至50名內地生，較今年的26人增加逾9成。

宿位緊張 港大設租金津貼
面對下學年有2批本地生入學，再加上內地及

非本地生增加，院校在資源運用上也有不同安
排。據了解，一向宿位緊張的浸大，繼由早年保
證內地生4年全宿，減至只保證2年住宿後，面對
宿位需求進一步上升，下學年或要將2年校內住
宿改為1年校內及1年校外住宿，以紓緩宿位不足
問題，但詳細情況仍需再作商議。

招收最多內地生的港大則表示，在住宿方
面，校方保證非本地生來港就讀第一年都會獲
宿位安排，假如內地生選擇在外租屋，校方亦
會提供租金津貼，每人每年最多26,000元，去年

就有逾400人獲資助。此外，港大表示，由於發
現不少在內地讀國際學校的學生不知道可以報
讀港大，今年港大到內地招生，將會增加向國
際學校的推廣，吸納應考內地高考以外其他學
制的學生。

取消1年基礎適應課
在課程方面，以往內地生來港讀大學，在修讀

3年本科課程前，基本需要修讀1年基礎課程，讓
他們無論對廣東話、香港教學方式或香港社會環
境都有一定認識，但下學年起，港校錄取的內地
生將與港生一同修讀4年制本科課程，毋須再讀

基礎年。對此香港浸大教務長蘇國生指，多數內
地生對直接與本地生一起上課表示歡迎，而校方
依然會安排不同適應課程如廣東話課，供內地生
選讀。

就讀東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內地生徐偉智表
示，自己比較心儀香港理大，希望可以讀與建築
相關的學科。他認為8大提高內地生學額令他對
來港讀書更有信心，但他擔心沒有基礎年後，較
難適應香港教育。

另外，在學費方面，除嶺大未定學費之外，其
餘院校均表示來年將凍結學費，幅度由每年8.5
萬元至11.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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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院校內地生學費及學額對比
院校 2011/12年學額 2012/13年學額 學額變化 2012/13年學費(同比)

香港大學 291 350至400 +37% 119,000元(不變)

香港中文大學 292 300 +3% 100,000元(不變)

香港科技大學 150 150 0% 100,000元(不變)

香港浸會大學 158 180 +14% 100,000元(不變)

香港理工大學 240 280 +17% 100,000元(不變)

香港城市大學 198 206 +4% 100,000元(不變)

嶺南大學 26 40至50 +92% 未定(－)

香港教育學院 55 輕微上升 － 85,000元(不變)

資料來源︰各大院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港大加收109人最多 嶺大增逾9成幅度最大
7大加碼 科大不變
「雙軌年」內地生額

■郭位與胡海岩(前左及右)分別代表城大及北京理大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城大提供 ■北京理大校長胡海岩(右)向郭位頒授名譽博士學位。 城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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