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表示，排名榜在去年4月至5月期間，以問卷
訪問了來自全球137個國家，合共17,554名學

者。問卷設有9種語言方便填寫，參與學者有44%來自美
國，其次28%來自歐洲，其餘有25%為東南亞、中東學
者，涉及物理科學、生命科學、工程科技、社會科學及
人文藝術等不同範疇，為全球最大的學術意見調查。他
們需要按本身經驗及知識，在其專科中選出不多於15所

「最佳」院校，從而獲得各大學在學術界的聲譽排名。

哈佛麻省理工劍橋列三甲
今年共有19個國家的院校打入排名榜百強，其中美國

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及英國劍橋大學依次位列三
甲，排名與去年一樣，另打入頭10位的尚有英國牛津及
5所美國名牌大學。而「亞洲最有名」的位置則由日本
東京大學蟬聯，排全球第八穩保10強之位。

港大今年於全球聲譽雖上升3位至第三十九名，但卻遜
於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亦不及新加坡國立大學與
內地名校清華、北大。另外，科大名氣則快速飆升，由去
年的第九十一名至一百名，升至第六十一名至七十名；而去
年未有上榜的中大今年則排第八十一名至九十名。

排名反映港高教提升
THE編輯Phil Baty指，今年排名顯示香港整體高等教

育明顯提升，而香港與內地及西方具緊密聯繫，使之成
為具影響力的全球商業及教育中心，是當中關鍵。

港大、中大均回應指，不同排行榜有不同評分準則，
有不同參考之處，大學會繼續務求在教學，研究等各方
面，力求卓越。科大則對今年排名攀升感欣喜，認為這
反映該校教研成果獲國際廣泛認同，大學亦會通過排名
自我檢討，力求完善，並推動社會及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今年的
全球大學聲譽榜，除香港院校排名有所提
升外，負責的THE亦特別提到，東亞各地
區的大學亦表現超卓。THE編輯Phil Paty
直言，現時全球都聚焦於東方的高等教
育，「今屆排名清晰反映出，高等教育的
重心已開始由西方轉移至東方社會」。

連同3所香港院校，亞洲區今年共有15
所著名學府打入大學聲譽榜百強，分別
來自日本、中國大陸、新加坡、韓國、
台灣等，其中以日本最多，共佔5席。

料內地C9陸續「金榜題名」
THE充分表揚今年內地大學表現超

卓，其中清華大學（30位）和北京大學
（38位）一同打入40強之內，均較去年上
升5位。Phil Paty指，這正反映全球學術界
均注視內地高等教育系統的急速發展，特
別是投放大量資源以建構世界級大學，在
此背景下，他預期除清華和北大外，內地

「九校聯盟（C9）」其餘7所研究型高校於
不久將來必定會在不同的世界大學排名中

「金榜題名」。

日本5校入百強亞洲最威
從亞洲整體看，日本高等學府在當中

脫穎而出，其中東京大學列入10強內，
排名第八。另外，京都大學亦排名第二
十。東京大學校長濱田純一於排名榜刊
物中表示，該校一直致力發展教學和研
究，在排名榜中獲得全球認可是極大的
榮譽。他又指，東大的學術自由和自主
性，將推動師生的創造力。

新加坡院校今年的國際名氣亦顯著上
升，其中新加坡國立大學由去年的第二

十七名升至第二十三名，南洋理工大學則上升10
位，至今年排第八十一名至九十名。另外韓國亦有
兩所院校入選100強，分別是排第五十一名至六十名
的首爾國立大學及排第八十一名至九十名的韓國科
學技術院。另台灣大學亦比去年上升20位，至排第
六十一名至七十名。

63所內地院校免試錄取計劃的網上預先報名程序
於本月5日截止，6,200多名網上報名考生中，有高達
500人填報中山大學，數據顯示該校深受考生歡迎，
但同時亦反映港生對內地高校了解不多，選校時集
中選擇少數幾所到十幾所比較熟悉的院校。

今年9月是大學雙軌年，中六和中七學生同時升讀內地大學，加上教育局的推
廣，內地升學需求大增，若學生過度集中報考少數內地院校，肯定會造成供求錯
配，影響升學機會。

本月1日開始，港澳台聯招試報名期開始，共有214所大陸高等院校通過此考試
對香港、台灣和華僑學生招生，在我們舉辦的講座和報名輔導活動中，均發現學
生較集中查詢暨南大學、中山大學、深圳大學、華僑大學、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
等港人較熟悉的大學，不少優質院校無人問津。另一方面，上述熱門院校對港招
生額並無顯著增加，當報名人數大幅上升，錄取標準自然會水漲船高。其實大部
分對港招生院校名額充裕，卻因港生認知不足，報考人數少，錄取標準自然就會
寬鬆，只要考生多做功課，靈活選擇志願，機會就會大大增加。

近百重點大學對港招生
港生選校時可參考關於重點大學的概念：「985工程大學」和「211工程大

學」，這些學校都是學術水平突出的院校，211工程大學全國有119所，是重點大
學的意思。國家在211工程院校中，更選出39所985工程大學，985工程大學就是
重點中的重點。

今次985工程大學對港招生的有37所，此外有近50所211工程大學對港招生，這
些學校無論在設施和師資方面均相當優秀。另有數十所水平甚高的中醫藥大學、
醫科大學、政法大學、農業大學和藝術類大學，都是內地的熱門大學，只要大家
花點心思，即可以找到質素高，而錄取分數不高的院校報考。

南京大學 天文第一
在214所招收港澳台生的大學中，有不少985工程大學是港生不太熟悉的，如南

京大學，理科排名全國前三，天文學全國第一，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更是舉世知
名，但其錄取分數遠低於復旦和上海交大。

至於吉林大學、四川大學、中南大學、南開大學等都是內地名校，但以往報考
的港生不多，其錄取分數只是400多分，而且考入熱門專業的機會較大，如南開
大學的經濟、會計、數學都非常出名，幾何大師陳省身就是南開校友並曾長期任
教該校。

政法大學 法律首選
不少港生選擇到內地修讀法律和西醫，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的相關專業都非常

突出，但錄取分數高達500多600分，而中國政法大學、四川大學、首都醫科大
學，中國醫科大學、南方醫科大學的錄取分數只是400多分。

考上300多分的港生，其實也有很多優質選擇，如西南政法大學、南昌大學、
揚州大學、華僑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和浙江中醫藥大學等。

至於學業成績稍遜而有體藝天分或興趣者，可考慮報考體藝類大學，其錄取分
數只是200分，如北京體育大學、北京服裝學院、雲南師範大學，四川師範大學
和韶關學院等更豁免港生專業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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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全球大學聲譽榜十大
2012年排名 2011年排名 院校 國家／地區

1 1 哈佛大學 美國

2 2 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

3 3 劍橋大學 英國

4 5 史丹福大學 美國

5 4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美國

6 6 牛津大學 英國

7 7 普林斯頓大學 美國

8 8 東京大學 日本

9 12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美國

10 9 耶魯大學 美國

資料來源︰THE、湯森路透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2012全球大學聲譽榜(亞洲區大學)
2012年排名 2011年排名 院校 國家／地區

8 8 東京大學 日本

20 18 京都大學 日本

23 27 新加坡國立大學 新加坡

30 35 清華大學 中國大陸

38 43 北京大學 中國大陸

39 42 香港大學 香港

51-60 50 大阪大學 日本

51-60 51-60 首爾國立大學 韓國

51-60 51-60 東北大學 日本

51-60 51-60 東京工業大學 日本

61-70 91-100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61-70 81-90 台灣大學 台灣

81-90 N/A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

81-90 91-100 韓國科學技術院 韓國

81-90 91-100 南洋理工大學 新加坡

資料來源︰THE、湯森路透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

港女劍橋修犯罪學 盼助苦主「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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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英國泰晤士高

等教育（THE）與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今 日 公 布 2 0 1 2 全 球 大 學 聲 譽 榜 （ W o r l d

Reputation Rankings 2012）。該榜由全球逾1.7

萬名學者評分，選出於教學、研究表現優秀的

大學。其中香港大學、科技大學及中文大學共3

間本地大學打入全球最具名氣的100強，3校的

表現均比去年更佳，其中港大由第四十二名上

升3位至第三十九名，科大更大升30位至第六十

一至七十名，而中大則首次上榜。不過，以全

亞洲來說港大只名列第六，次於日本、新加坡

及內地多所名校，排名未算突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本港
大學的學術水平雖然高，但礙於部分學
科發展未夠成熟，不少學生都會到外國
修讀心儀的冷門科目。其中，去年畢業
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盧韻媚，遠
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犯罪學，研究尚未
在 華 人 社 會 普 及 的 修 復 式 司 法

（Restorative Justice），希望協助受害人透
過與罪犯會面解開心結，並減少罪犯重
犯。她決心要在學成後回流香港，幫助
推動本地的司法以及相關研究。

保社會安定 法律非全部
被問到為何走上犯罪學的研究之路，

盧韻媚指，全因一次對性工作者的訪問
和考察，令她重新調整了自己對「邊緣
群體」的看法，「他們其實也是普通
人，他們也想成為一個社會所認同的

『正常人』、『好人』，但是他們每個人都
有自己要面對的問題和苦衷，還可能牽
涉到社會不公或社會政策不完善的問
題」。

結果，在整個犯罪學領域中，她選擇
了研究修復式司法，主張從社會「人際
關係間的衝突」立場來審視並解決犯罪
問題，強調「社會關係」的修復，「香
港人大多數都會覺得要伸張正義，最好
的途徑應該是讀法律，做律師，但讀了
犯罪學後，我發現要真正維持正義，維
繫社會的安定，法律條文只起到其中一
部分的作用。罪案發生了，如何修復、
如何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如何防止下一
次罪案的發生等，均是每個社會所需要
處理的大課題」。

論學術氣氛 劍橋勝中大
不過，這個概念在華人社會尚未普

及，在英美則發展蓬勃，為了更全面了
解這學科，她報讀了劍橋大學的犯罪學
系。相比兩地的學習環境，盧韻媚認為
劍橋的學術氣氛比香港濃厚得多：「我
本來覺得中大的學術氣氛已經不錯，有6
個圖書館，但劍橋卻有100多個圖書館，
自己學院的圖書館更是全天候開放。」

港設備優秀 惟缺研究員

撇開圖書館不說，盧韻媚認為香港高
校在研究設備和硬件方面與世界名校相
比，幾乎是不相伯仲，可惜的是沒有多
少香港人在做研究。雖然如此，但她對
香港未來的研究發展依然抱有期望，故
已計劃學成後回港繼續研究工作，希望
盡一己之力，推動香港的研究發展。這
其實也是她對香港的情意結，「畢竟華
人社會才是我們的根之所在，從事社會
科學研究，最能引起我們關注、最能觸
動我們神經、我最希望改變或解決的，
都是那些在我們出生成長地方的社會問
題」。

另一位中大數學及信息工程學畢業生
林嘉傑，也為了汲取更多知識，選擇到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電機工程，研
究資訊壓縮。他表示，自己一直都很想
做研究，「一來可以知道別人不知道的
東西，二來對社會有貢獻」。

對他來說，兩地的研究環境，無疑是
柏克萊更勝一籌，「這裡研究資金較
多，又近矽谷，整個學術環境都很好，
研究生也相當國際化」。至於未來在哪裡
發展，林嘉傑則顯得隨遇而安：「看機
會在哪裡吧！」

■平日除了學習外，盧韻媚（右）最享受與同學在

校園內享受陽光與下午茶。 受訪者供圖

■科大的名氣攀升30位，由去年的第九十一名至一百

名，升至第六十一名至七十名。 資料圖片 ■中大今年新上榜，排第八十一名至九十名。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為本港排名最高的學府，較去年上升3位至第

三十九名。 資料圖片

■最令盧韻媚(右)深刻的是劍橋大學Formal Hall傳統，學生和老師披上學院的大袍子，在各自學

院的飯廳一起吃飯，恍如《哈利波特》裡面的場景。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