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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今期為大
家介紹一所位於
新西蘭南島第一
大城市基督城的

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坎特伯雷大
學）。該市位於坎特伯雷平原東海岸，依山傍
海、風景優美，擁有極優良的海灘，以及多座公
園與高爾夫球場，是露營、釣魚與滑雪等戶外活
動的好地方。基督城亦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現代城
市，於「Lonely Planet Travel Guide's Top 10 Cities
for 2013」的評選中獲得全球十大最佳城市的第
六位。

教學研究 蜚聲海外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由牛津和劍橋的學者於

1873年創立，是新西蘭第二所歷史最悠久的大
學，被「Performance-Based Research Fund Report」
評為新西蘭其中一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於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2/13」中名列
世界第二百二十一位。該校多個有關商業及法律
等的學科，在世界大學排名中位處前列，其會計
與金融學和法律，排首一百位內；電腦科學與資
訊系統、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和統計與運籌學，
亦是首一百五十位內。過往畢業生包括諾貝爾獎
得主、新西蘭總理、新西蘭聞名世界的欖球隊
ALL Blacks前教練、Google工程總監等。

該校是一所國際認可的大學，無論在教學或研
究方面，都享有優越的學術聲譽，與其他國際著
名的大學有緊密的合作和聯繫，如教師及學生交
換計劃，研究合作及銜接協議等。大學提供的學
位課程包括文科（人文及社會科學）、商科（商

業與經濟）、教育、工程、藝術、法律、音樂、社會工作
以及教導與學習（教師課程）等。

說到特別學科，則不得不提該校的天文學（Astronomy）
課程，該校是新西蘭唯一開辦各級天文學課程的大學，
更營運了多個野外基地以作教研之用。另大學亦擁有尖
端研究設施，包括新西蘭領先的納米技術實驗室；新西
蘭語言、大腦和行為研究所等。

■尚學堂（Ada Ta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港大「升呢」亞軍 北大取代中大首入5強
科大三連冠
QS亞洲大學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香

港高等教育國際地位高企，今日公

布的2013年「QS亞洲大學排名

榜」，香港科技大學連續3年榮登

「亞洲第一」寶座，香港大學則較去

年上升一名，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並

列第二。不過，中文大學則由去年

第五位跌至今年第七位，其原有位

置被首次打入5強的北京大學取代。

而其餘香港院校方面，城市大學穩

佔第十二名，比內地名校清華大學

更高，而理工大學及浸會大學排名

都有上升，總計香港有多達6所大學

打入亞洲50強。

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S（Quacquarelli
Symonds）自2009年首次推出「亞洲

大學排名榜」，今日公布2013年最新排名。
其中港科大榮獲三連冠，連續3年登榜首；
去年被新加坡國立大學趕過的港大，今年
排名回升，與前者並列第二位。「亞洲十
強」競爭激烈除香港的3大外，韓國也同樣
佔有3席，包括排名第四的首爾國立大學，
而隨南洋理工大學勁升7位列亞洲第十，新
加坡亦佔有兩席，另傳統高等教育強國的
日本則有東京大學及京都大學分佔第九及
第十，但前者排名已連續多年下跌。

6港校列50強 國際化最強

其他港校今年整體表現亦優秀，城大列
亞洲第十二位，理大則微升1級至第二十五
位，浸大更上升5級至第四十三位，總計香
港共有6所大學打入亞洲50強。而兩年前打
入排名榜的嶺大，今年排名躍升6級至第一
百一十五位。根據QS報告，香港院校的最
大優勢是國際化，科大、港大、中大、城
大、理大及嶺大6校，在教員國際化中均獲
得100分滿分；浸大也獲得99.6分。另科
大、中大、城大及嶺大在到訪交流生方面
亦獲滿分。

內地院校也表現不俗，除北大首進亞洲
五強外，清華大學亦由去年第十五位微升1
級至第十四位，其餘復旦、中科大、上海
交大、浙大等，也持續進佔頭30名內。

陳繁昌：續追求教研卓越發展

科大校長陳繁昌稱，對能連續3年排名亞
洲第一獲國際廣泛肯定感到振奮。他指科
大的目標不在爭取排名，而是全面實踐在
教育與研究方面的使命，讓學生得到全人
發展，成為具環球視野的領袖人才，為社
會作出貢獻；而大學會參考排名以掌握需
要進一步完善之處，並將繼續追求教研卓
越，以協助促進香港、內地乃至世界向前
發展。

港大發言人指，不同排名榜在採納參考
資料數據及分析方法上均有所不同，結果亦
不盡相同，校方將參考有關分析。中大則表
示會繼續追求教研卓越，以提供優質教育為
己任，貢獻香港、內地及鄰近地區。而城大
也對其排名表現感鼓舞。校長郭位指該校歷
史相對尚淺，但憑 對高等教育的努力進
取，近年發展取得飛躍進步。

香港院校各細項評分分數
大學 學術 僱主 師生 人均 論文 教師 學生 到訪 出外 總分

聲譽 聲譽 比例 論文數 引用數 國際化 國際化 交流生 交流

科大 99.9 99.7 96.6 76.8 97.6 100 100 100 100 100

港大 100 99.8 99.3 69 99.3 100 100 99.8 96.5 99.6

中大 99.9 92.9 85.6 75.6 94.8 100 98.6 100 100 96.3

城大 95.3 74.5 89 89.8 87.2 100 99.9 100 100 94.7

理大 91.9 72.5 60 81 81.1 100 100 79.5 65 83.6

浸大 57.3 24.6 90.3 40.9 93.6 99.6 99.8 99.1 73.6 70.4

嶺大 33.9 24.9 62.3 24.4 33.6 100 95.1 100 100 45.8

資料來源：QS（www.topuniversities.com）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QS亞洲大學排名
2013年 2012年 院校 國家/地區

排名 排名

1 1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2 2 新加坡國立大學 新加坡

2 3 香港大學 香港

4 4 首爾國立大學 韓國

5 6 北京大學 中國內地

6 7 韓國科學技術院（KAIST） 韓國

7 9 浦項科技大學（POSTECH） 韓國

7 5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

9 8 東京大學 日本

10 10 京都大學 日本

10 17 南洋理工大學 新加坡

12 12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

14 15 清華大學 中國內地

22 20 台灣大學 台灣

23 19 復旦大學 中國內地

25 26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

26 27 中國科技大學 中國內地

27 29 上海交通大學 中國內地

28 25 浙江大學 中國內地

29 28 南京大學 中國內地

30 49 台灣交通大學 台灣

43 48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

115 121 嶺南大學 香港

資料來源：QS（www.topuniversities.com）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龐嘉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有見近年全球
多所「年輕大學」表現突出，QS自去年起增設

「年輕大學排名榜」，從全球排名榜中選出50所
建校歷史少於50年的世界級學府予以表揚。今
年的「年輕大學榜」，香港院校表現卓越，建校
僅22年的科技大學成為「世界一哥」，而城市大
學及理工大學也分佔第五及第九位。連同3所港
校，亞洲共有6所院校打入「年輕大學」10強，
印證亞洲高等教育的強勁「新興勢力」。

3港校殺入10強

去年於年輕大學榜排第一的中文大學，因於
1963年成立，今年剛好踏入50周年，故「功成

新退」被排除於榜外。但同樣來自香港的科大
及城大仍實力雄厚，穩佔五強，至於QS「年輕
大學榜」排第二至第四位的，依次為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學、英國華威大學及韓國科學技術
院。

QS排名榜總負責人Ben Sowter表示，亞洲區
內大學正進行快速變革，尤其新加坡、香港、
中國內地及韓國的院校，已成為挑戰世界級知
名學府的新興力量；另自從經濟蕭條以來，全
球大學排名首200位中，上榜的亞洲大學比以往
增加約17%，預計未來20年內，亞洲高等院校
有望取代傳統歐美學府的地位。Sowter又指，北
美、英國等地院校的生活成本持續上升，而且
教育資源緊縮，相反亞洲區內大學則不斷透過
增加獎學金，吸引西方優秀學生前往就讀，故
能延續發展後勁。

「年輕王者」中大退科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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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談了北大的
校園和「節日」，
這期我談談北大的
學習環境。

北大的學術氣氛
濃郁，不同類型的講座和名人訪談充實了我們的課
餘生活，吸收到最直接的理論知識，獲得最佳的學
術效果。每天晚上，不少學子背 書包，匆忙地奔
向各個教室參加這些學者、名人的講座，如諾貝爾
文學獎得主莫言、奧運金牌得主林丹、著名球星碧
咸、各個國際法庭的法官、各大學科的著名學者
等，讓我深深感受到北大同學奮發向上的好學精
神。

直言無隱 追求法治進步

內地的法治發展相較香港及其他已發展國家緩
慢，但是北大的學者和學生們有我非常敬佩的心

態。首任校長蔡元培先生為北大構思的辦學理念是
「相容並包，思想自由」，這精神在北大教授和學子
中顯示得淋漓盡致。法學院的教授在授課時毫不掩
飾地批判內地現存的司法、立法、執法等問題，對
事物作出新穎獨到的見解。教授們對內地的法治發
展追求執 ，認認真真地鼓勵我們勇敢地面對未來
的挑戰，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他們抱 滿腔熱誠
指導我們為國家的法治進步作出貢獻。

參戰國際 證明自己實力

北大也為學生提供了各種發現自我、挖掘潛能的
機會。作為一名一年級學生，接觸法律的時間尚
短，法律功底和技巧並不扎實。但是，北大卻給予
我一個發展自我的寶貴機會。最近，北大派出了一
隊由大一、大二組成的學生團隊，遠赴荷蘭參加國
際模擬法庭比賽。這個比賽中，參賽的亞洲國家和
地區佔少數，大部分是歐美選手，在語言方面我們

處於劣勢。另一方面，大部分參賽者是碩士生，法
律知識和技巧都比我們豐富，以及所學習的判例法
法律系統都讓我們充滿壓力。但是在教授和各位前
輩不遺餘力的指導和隊員精心準備的努力下，我們
能夠自信地在國際舞台上與不同國家的選手對壘，
獲得滿意的成果。雖然我們未有奪得獎項，但得到
的是與世界各國法學院同學及國際法庭法官親身交
流、學習的機會，我們跨越了自己，證明了我們中
國選手的能力。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奮
鬥目標和夢想。

雖然我來自香港，但跟內地同學一樣也是一個中
國人。在這裡，內地學生並不單以出生地去給我們
下評價，同時會以最真摯的心去了解、接受和包容
我們。基於各種社會及人為的原因，近年香港跟內
地的矛盾日漸加深，我們缺乏的是真誠的交流機
會，願我們能以包容、客觀的心給大家一個互相了
解的機會，摒棄偏見，共融共長。

■林詠茵

北京大學法學院一年級港生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神州求學記
我看 二之二北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本港教育體系競爭
風氣熾熱，家長早於學前時期就開始努力「裝備」
幼童，包括報讀各種訓練班。家長希望幼童可及早
啟發潛能，「贏在起跑線」；長期追蹤研究幼兒學
習議題的英國牛津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心理學教授
Kathy Sylva指，正規教育和自由發展對幼兒同樣重
要，家長應在兩者間取得平衡，同時應用更多時間
陪伴幼童，以培養其學習興趣和好奇心，而非盲目
認定「三歲定八十」、「0歲至6歲是人生學習關鍵」
等陳規。

倡增德育 助全面成長

Kathy Sylva近日獲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邀請來港，
並於今日舉行公開講座。她昨與傳媒分享指，英國
的學前教育更重視幼童的自由發展，課程設計多元
化，例如教導幼童珍惜食水，教師會從中引導學童

自我學習，包括記錄家庭成員的用水習慣、甚至鼓
勵學童在校園中以循環再用的食水澆花，從而在輕
鬆的環境下灌輸生活化學習議題。她建議家長應在
正規教育和個人自由發展中取平衡，同時可加入群
體及小組學習形式，鼓勵幼童互相觀摩；她更分享
曾到上海某幼稚園考察，看見幼童對一位坐輪椅的
同學照顧有加，氣氛融洽，因此亦建議在課程中增
加道德教育，以助幼童全面成長。

勉自律勿盲谷 多陪子女最佳

對於香港家長習慣「揠苗助長」，為幼童報讀各種
訓練班，為求啟發各種潛能的發揮，Kathy認為雖然
香港教育環境競爭風氣熾熱，但家長應用更多時間
陪伴子女，培養其學習興趣和好奇心，鼓勵自律，
而非盲目催谷學業成績。她分享指，自己出生於擁
有5名兄弟姊妹的大家庭，但父母從小給予她自由發

揮的空間，讓她學會獨立和自律，順利考上大學
後，為答謝父母養育之恩，她給父母寫了一封感謝
信。Kathy總結道，培育幼童是循序漸進而漫長的過
程，並無靈丹妙藥，鼓勵家長多付出。

接受包容 共融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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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y Sylva鼓勵家長用更多時間陪伴幼童，並培

養幼童的學習興趣和好奇心。 龐嘉儀 攝

■中大表示會繼續追求教研卓越，以提供優質教育為己

任。 資料圖片

■港大指不同排名榜在採納參考資料數據及分析方法上

均有所不同。 資料圖片

■科大連續3年登上「亞洲第一」寶座，同時榮膺「年輕大學排名榜」首

位。 資料圖片

■科大連續3年排名亞洲第一，校長

陳繁昌深感振奮。 科大供圖

牛津教授：三歲未定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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