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內地商學院近年來實力神速提升，是
次《金融時報》全球MBA排名中，上海
有三家商學院穩居全球百強之內，除中歐
國際工商學院上升6級排第十一，復旦大
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則並列第五十五，分別
比去年跳升28位及22位。復旦大學管理
學院院長陸雄文昨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
是次上海成為除紐約、波士頓、香港等以
外，有3所或以上商學院入圍的城市，代
表了管理教育在新興國家崛起。
是次排名中，復旦管院於薪酬增長率以

148%排名全球第二、女性學生比例全球
第一。陸雄文昨表示，復旦管理學院從3
年前首次參加《金融時報》全球MBA排
名便躋身全球百強，至今年升至第五十五
位、亞洲前十位，證明學院達到了世界先
進水準，亦反映了內地MBA教育綜合實
力的提升。

復旦管理學院望比肩哈佛沃頓
陸雄文又透露，未來復旦管理學院在

MBA規模上將有顯著增長，生源數量由
2014年的640人，於兩三年內將增長至
800人，待新校區落成後更將破1000人，
希望能與全球最佳的商學院沃頓、哈佛等
比肩，「哈佛、沃頓做多大，我們就做多
大，哈佛、沃頓做多強，我們就做多
強。」另復旦管院還將新增與海外合作項
目，並啟動電子商務的創業創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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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歐力壓港科大膺「亞洲一哥」港3大學上榜

澳門浸信中學訪理工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澳門浸信中學李焯堅校

長早前帶同主任、科組長及高三級班主任一行23人，參
訪澳門理工學院及拜會院長李向玉教授。李向玉首先介
紹了理工的情況，討論到未來的合作方向，分享育人抱
負，又安排師生參訪，介紹生物醫學技術課程、藝術音
樂課程、貝爾英語課程等學系。

李焯堅表示，早於2004年起，澳門浸信中學與澳門理
工學院締結合作協議，成為理工學院在體育和藝術方面
的高校實驗基地。
十年間，雙方在課程發展、師資培訓、學生升學、學

術交流等方面攜手拓展有利於澳門發展的教育計劃，並
取得豐碩成果。

全球MBA百強
港無驚喜滬崛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英國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2015

年工商管理碩士（MBA）全球院校100

大排名榜昨日出爐。香港整體表現未見

驚喜，有3間大學上榜，其中科技大學

商學院排名不變，位列第十四位；香港

大學微升一位，排名第二十八；而去年

缺席評級的中文大學再次上榜，排名第

三十。值得關注的是，上海各間院校成

績優秀，由上海市政府以及歐盟委員會

合辦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排名第十

一，力壓科大成為「亞洲一哥」。

徐立之訪珠海學院 教路助正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前香港大學校長

徐立之日前以珠海學院校董及學術發展委員會主席
的身份到訪珠海學院，與教職員交流。其間他談及
香港私立大學的發展時，指出珠海學院可以因應社
會需要和院校特色，在課程設計、資源運用上靈活
變陣；而他亦樂意在學院申請正名時，獻出一分
力，分享個人經驗，使申請更順利。
徐立之日前到訪珠海學院，與文、理、商三個學
院的院長、系主任、教授和各教職員交流。席間徐
立之提到，香港私立大學的發展優勢在於自主靈
活。他以船隻遇上冰山作比喻，「公立大學受制於
許多既定規條，如大船一樣，冰山在前，要改變航
道所費力氣要很大，而規模細的私立院校便靈活得
多。」他認為，珠海學院可以因應社會需要及院校
特色，在課程設計及資源運用上靈活變陣。

倡校外學習紓空間不足
徐立之又認為，本港大學生的社會接觸面需要擴

闊，而規模細的私立院校更面對空間不足的問題，
故建議珠海學院與工商界合作，安排學生在校舍外
學習，不但有助解決資源不足，而且學生又能掌握
相關行業的實況，讓理論與實務相配合。
徐立之最後以他在香港大學的「三方」概念，與

珠海學院教職員分享，他指的三方包括學生、職員
及校方，「各方應該不分彼此、有商有量、各盡所
能，一起為學校發展而努力。」而對於珠海學院現
正申請正名成為大學，徐立之坦言申請過程中有大
量沉重的行政工作，他樂意在未來日子，獻出一分
力，分享個人經驗，讓該校減卻走「冤枉路」，使
申請更加順利。

讀錯前鼻韻母
「天堂大佛」惹笑話

粵語和普通話差別最大的是語
音，可以說，學好語音是學好普通
話的基礎。對於香港人來說，最主
要的缺陷包括：經常混淆第一、四

聲，如把「杯子
bēi zi

」說成「被子
bèi zi

」，

又把「出嫁
chū jià

」說成「出家
chū jiā

」；聲母

n / l有缺陷，如把「無奈
wú nài

」說成「無賴
wú lài

」；翹舌音、

平舌音、舌面音三組音分辨不清，例如「師生
shī shēnɡ

」、

「私生
sī shēnɡ

」和「犧牲
xī shēnɡ

」。韻母方面，則主要是前後鼻韻
母混淆，另外還有開口度大小的問題，如ɑ o /ou /u
韻母的音節。以上的這些問題，其實和香港人說普通
話時受粵音影響有很大的關係，有時候聽起來叫人啼
笑皆非。
有一次上會話課，內容是大家互相介紹香港的景
點，有一位同學說：「我想介紹的是香港的大嶼山，
那裡有天堂……」說到這兒，這位同學停頓了一下，
我剛要開口，這位同學又不緊不慢地把後面的兩個字
說了出來：「大佛」，我這才鬆了一口氣，我明白他
要介紹的是「天壇大佛」，但對於不懂粵語的北方人
來說，一定以為香港真有個「天堂大佛」呢。
其實這位同學犯的錯誤是把前鼻韻母讀成了後鼻韻

母：「壇
tán

」的拼音是前鼻韻母音節，而「堂
tánɡ

」的拼音
則是後鼻韻母音節。這一類錯誤是香港學生經常犯
的，還有一些把後鼻韻母說成前鼻韻母的錯誤也比較

多，例如把「人生
rénshēnɡ

」讀成「人參
rén shēn

」，「網上
wǎnɡshànɡ

」讀成

「晚上
wǎnshɑnɡ

」。

粵普前後鼻音多對應
香港學生說廣東話時也常常被批評後鼻音不到位，
有「懶音」問題，比如把粵語「恒生銀行（hang4
saang1 ngan4 hong4）」說成「痕身銀行（han4 san1
ngan4 hong4）」，「等等（dang2 dang2）」說成「躉躉
（dan2 dan2）」。其實粵語和普通話在前後鼻音字方
面，大部分都是對應的，就是說，粵語是前鼻音，在
普通話中絕大部分都是前鼻音；粵語是後鼻音，在普
通話中也絕大部分是後鼻音。所以先把自己的母
語——粵語說標準了，那麼再通過對應的規律，學普
通話的時候，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了。
註：粵語拼音參考http://humanum.arts.cuhk.edu.
hk/Lexis/Canton/

■李曉京
簡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年，是香港地

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的民間團體，並致力提供各類
型的普通話課程。

網站：www.mandarin.edu.hk
電郵：pth@mandari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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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MBA排名十大院校
2015年排名
（2014年）

1（1）

2（3）

3（4）

4（2）

4（5）

6（5）

7（7）

8（8）

9（9）

10（11）

資料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

院校

哈佛商學院

倫敦商學院

賓夕法尼亞大學
沃頓商學院

史丹福大學商學院

INSEAD商學院

哥倫比亞商學院

IESE商學院

麻省理工大學斯隆商學院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HAAS商學院

國家/
地區

美國

英國

美國

美國

法國/
新加坡

美國

西班牙

美國

美國

美國

■科技大學商學院今年度排名第14，與去年相同。
資料圖片

港滬MBA排名
2015年排名
（2014年）

11（17）

14（14）

28（29）

30（—）

55（77）

55（83）

資料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穎宜、任智鵬

院校

中歐國際工商學
院

科技大學商學院

香港大學商學院

中文大學商學院

上海交通大學安
泰經濟與管理學
院

復旦大學管理學
院

地區

上海

香港

香港

香港

上海

上海

畢業3年後年薪
(港元)

約109.7萬元

約103.8萬元

約92.3萬元

約96萬元

約73.1萬

約70.8萬元

薪酬
增幅

147%

117%

108%

125%

160%

148% ■由上海市政府與歐洲聯盟共同創辦的中歐國際
工商學院（CEIBS）力壓科大，排名第11位，成
為「亞洲一哥」。 資料圖片

■徐立之（右）上世紀70年代初曾在珠海書院任教，其手持
的是當年的聘書。旁為珠海學院監督江可伯。珠海學院供圖

統一派位選校
教局籲家長留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教育局提醒
家長，凡已參加2015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而
未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兒童，均可參加統一派
位，並須於本月31日（星期六）或2月1日
（星期日）進行選校。教育局發言人強調，家
長必須在上述兩天內把填妥的表格交回同一個
統一派位中心。
教育局發言人昨表示，學位分配組已發信有

關家長，請他們在本月31日或2月1日，上午9
時半至下午12時半、下午1時半至4時半，前往
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辦理選校手續。家長必須
在上述兩天內，把填妥的表格交回同一個統一
派位中心，若家長仍未接獲教育局的通知書，
須盡快致電：2832 7700，向學位分配組查詢。

虛報住址 學位將作廢
發言人提醒，若家長最近曾遷居或快將搬

遷，應盡快通知教育局學位分配組，以便家長
按他們的新住址來填選住址所屬學校網內的學
校。家長在填報住址時，必須填寫真確的居住
地址，否則一旦被發現向當局提供虛假住址以
獲取學位，其子女的小一入學申請將會作廢，
獲派的學位亦會被取消。
另教育局設有查核機制，確認申請兒童是否

屬於所填報的校網，並已加強有關的抽查工
作。教育局鼓勵市民利用學位分配組的熱線電
話舉報懷疑的個案。教育局設有24小時自動電
話查詢熱線2891 0088，供家長聽取有關統一
派位程序的資料，而統一派位的結果暫定於6
月6日公布。

■■浸信中學教學團隊與澳門理工學院領導層合照留念浸信中學教學團隊與澳門理工學院領導層合照留念。。 校方供圖校方供圖

英國《金融時報》最新MBA全球排名中，英美名校
包辦首4名，哈佛商學院繼續蟬聯，排名第一成為

「百強之首」，第二位的倫敦商學院由去年的第三位晉
升一級，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位列第三，史丹福
大學商學院以及INSEAD商學院則一同排第四。

科大不入十大 中大再度上榜
至於香港院校，今年的表現無甚驚喜，其中科大商學
院排名第十四，無法殺入十大，但仍是香港三間上榜院
校中排名最佳的一間。至於各分項的排名，畢業生薪
金、學費開支等的金錢價值（Value for Money
Rank），科大MBA課程排行全球第二位，躍升36位；
至於該校MBA畢業生於修畢課程3年後之平均年薪高達
133,023美元，折合港幣逾100萬元，較他們修讀課程前
平均躍升117%，排全球第八，顯示出課程的成效顯
著。
再度上榜的中大MBA，整體排名第三十，其在畢業生
事業進展的分項排名上，全球第十九位、大中華區第二
位，校方指這反映該課程能有效提升其全日制畢業生的
就業能力，並促進他們的事業發展。至於該校畢業生於
修畢課程三年後之平均年薪為123,035萬美元，折合港

幣959,673元，較修讀前平均上升125%，其薪酬增長率
排名全球第六、香港第一。
港大MBA課程則排名第二十八，微升一級，該校課

程執行總監Sachin Tipnis表示，喜見每年港大MBA的
排名有所上升。他指出，課程的重點在於為學生提供優
質的教育，讓他們更了解市場的發展；未來亦會繼續優
化課程，為學生提供更多自選課程的選擇。

科大：排名僅供參考
科大發言人回應指，排名可為院校提供參考指標，有
助評估及比較表現，然而排名每年會受如各地區經濟表
現差異等不同因素影響。
中大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職業管理中心主任蔣靜瑋表

示，該校有相當比例的畢業生成功投身私募基金、電子
商貿以及數碼市場發展事業，而截至去年9月為止，約
96%全日制MBA畢業生在世界各地獲得聘用，93%畢業
生則成功轉職或到不同國家或地區就業。
另一方面，今年度上海的院校成績躍升，表現優秀。

由上海市政府以及歐盟委員會合辦的中歐國際工商學
院，排名第十一，力壓科大成為「亞洲一哥」。上海交
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亦同列

第五十五（見另稿）。

張民炳：港應學上海優勢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對於香港來

說，上海的「強勢」是一大挑戰。他認為上海院校的課
程更見國際化，配合當地商貿金融發展，兩者相輔相
成，從而建立出優勢，他建議港校不應再故步自封，應
該學習上海的優勢，建立濃厚的學習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