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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6校殺入50強 內地21校列百強壓倒日本

港展景教文物 部分首次曝光

泰晤士亞洲大學榜
港大保三科大第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英國高等教育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昨日公布「2015年亞

洲大學榜」（見表）。今年上榜的港校中以香港大學表現最優秀，力保第三位置，但仍落後於日本東京大學及新加坡國立大學；而

科技大學及中文大學也排於區內前列，前者比去年升兩位至第七，後者微跌一位至第十三。連同城大、理大及浸大，香港共有6所

大學打入亞洲50強，屬區內表現優秀地區。而綜觀整個排名，今年內地有多達21所大學晉身百強，較去年增加3所，首次力壓有

19所大學上榜的日本，奪得「亞洲一哥」位置。

未來之星訪鄭大 聽政制課觀機器人

QS排名4港校入亞洲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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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穎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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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高等教育》根據院校的教
學、大學研究、知識轉移及國

際視野等13項指標得出「2015年亞洲大
學榜」。今年首三名亞洲最強大學排名跟
去年一樣，分別是東京大學、新加坡國立
以及港大；而內地名校北大及清華各較去
年微升一級，分列第四及第五。

THE編輯：港成績具鼓勵性
其他港校方面，科大由第九位升至第七
位、理大跳升六級至第二十九位。而中大
及城大各微跌一位，分別排第十三及第二
十三，另浸大跌三名至第四十二。
負責排名榜的THE編輯Phil Baty認為
今年香港的成績具鼓勵性，而近3年來港
大都穩佔亞洲三甲，且共有4所大學能躋
身世界大學排名二百強，證明香港各校
質素很高。他亦指出，排名榜也反映在
創新知識及發明層面上，新加坡及日本
都是香港的勁敵。

顯內地高教投資國際化
另綜觀亞洲整體趨勢，內地合共有21所
大學榜上有名，成為最多入圍院校的國家
或地區，首次超越區內傳統高等教育強
國、今年有19所院校打入百大的日本；韓
國則有13所院校上榜。Phil Baty表示，排
名榜說明亞洲的大學學術潛質優厚，而內

地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及國際化走向，也值
得亞洲其他院校跟隨。
港大發言人指不同大學排名榜，在採納
數據及分析方法上均有所不同，讀者宜小
心留意，再分析和了解其細節。科大則指
對排名感到鼓舞，會繼續力求完美，以提
供優質教育及創新科研為己任。
研究高等教育發展的香港教育學院副校

長（研究與發展）莫家豪認為，香港各間
大學都沒有針對性「搞好排名」，但成績
仍然不俗，反映出香港院校的實力及地
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
宜）除THE外，另一高等教育
研究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
（QS）近日亦公布其亞洲大學
排行榜。該榜以新加坡國立大學
居首位，而港校整體表現較
THE 的排名榜更佳，香港大
學、科技大學及中文大學分列第
二、第五及第六位，而城市大學
更首次打入十大排第九，較清華
大學（第十一）及東京大學（第
十二）等名校更高。

九指標比THE評分簡單
學界人士認為，QS的「亞洲

大學排名榜」相比THE較為簡
單，主要涉及學術及僱主聲譽、
師生比、論文發表及單篇引用、
國際化程度等九個指標作評分。
除採用指標不同影響大學名

次外，兩個排名榜的實質分數
的計算公式也存在較大差異。
例如在QS中排首位的新加坡國
立獲 100 分滿分，而該校於
THE 榜雖列亞洲第二但只得

73.3分，THE首位的東大則為
76.1 分；另港大分別在QS及
THE名次相若分別列第二及第
三，但前者分數99.3分後者只
得67.5分，相差超過30分。

教界：注重院校間合作
教育學院副校長（研究與發

展）莫家豪指，學界基本上都理
解不同排名榜評核指標及分數差
別可以很大，所以只會視之為參
考。他亦提到，香港的大學體系
較小，認為在全球化大勢下，更
應鼓勵注重與院校間的合作，加
強學生的國際視野，有助日後教
研工作發展。
在QS上升兩級打入亞洲十大

但在THE排名下降的城大，發
言人強調香港高等教育整體實力
於兩個排名榜都獲得認同，又指
該校一直以來努力提升教研質
素，並堅信追求卓越重要的不在
於院校歷史長短、校園大小、被
稱為大學或理工學院，當中確保
科研、教育質素才是最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
宇、高攀，實習記者 申曉 鄭
州報道）未來之星中原之旅交

流團昨日來到了河南省唯一一所211高校——鄭州大
學。來自香港的同學不僅參加了法律法制體系、國家基
本政治制度、一國兩制政策解讀等課程，還欣賞了學校
工科實驗樓的機器人表演，並參觀了該校的圖書館及中
藥展覽館。通過一天的交流，同學初步了解到目前內地
的國情、制度及河南教育的現狀。

雙胞胎姐弟：了解更多政治制度
昨天負責授課的兩位博士，聲情並茂地全面講解課題，
讓港生對一些從未涉獵過的內地社會現況有了一定的認識。
就讀於皇仁書院的須之衡和嘉諾撒書院的須之悅是對龍鳳
胎，此行他們希望通過交流了解更多國家的政治制度，「香
港的課程對於『一國兩制』的解釋不夠清楚，比如香港的
司法權和高度自治雖然是香港享有的，但其實是中央政府
給予香港的，但這在香港的教育課程上很少提到，所以對
於政治取向就需要依靠自己的價值觀來判斷。我們知道這
次交流團會有政治課程，也很有興趣學。」
在晚上舉行的學習分享會上，港生大讚鄭州大學的學
生很熱情，學習很努力，是他們的榜樣。讓他們印象深
刻的是鄭州大學機器人實驗室的同學會自製機器人，它
會下棋、跳舞，甚至與人對話。

港中醫生：有機會盼來鄭大學習

來自香港大學中醫全科的鍾浩佳在分享時談到，上課
後對很多情況都有更多元化的領會，「開闊了眼界，對
國家制度有了初步認識，獲益良多，明白國家在進步和
發展，會越來越好，也對『一國兩制』有了新認識。」
參觀完中藥館以後，他對自己的專業也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也欣賞到很多在港看不到的植物藥物標本，「感覺
這裡的設備很完備、很先進。」故他指若有機會，未來
會來鄭州大學學習中醫。
分享會上，鄭州大學的學生除了特意為港生表演武

術、古箏、書法等傳統文化節目外，還不忘教香港的朋
友學習河南話，讓來自香港的「未來之星」也過了一把
河南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港大昨
舉行長期服務獎頒獎典禮，向60多名
工作15年或以上的資深員工表示謝
意，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的校園生活總
監鄧喜添是其中一員。他本身是港大畢
業生，也在此服務逾35年，見證過不
同年代大學生的青葱歲月。他笑言，當
年他的同學比現時的年青人更加激進，
「只要政見不同就不會做朋友，雙方不
瞅不睬，關係決裂。而現在的大學生就
算政治立場各異，表態都較為温和，最
多只是在社交平台unfriend對方一陣
子，往後很快又重修舊好。」

喜見非本地生增加
鄧喜添於 1978 年畢業於港大文學

院，翌年加入母校工作。他先後在教務
處和學生事務處任職，現在已改名為學
生發展及資源中心。在鄧喜添眼中，港
大校園最大的變遷，莫過於宿舍的數
目，由於他其中一項的工作正是和同事
商議興建宿舍事宜，三十多年來，他有
份籌劃興建的宿舍已有十多幢，「我的
學生時代，宿生約有五千個，隨着宿舍
增加，現時港大有近 27,000 個宿生
了。」他亦喜見港大近年非本地生學生
比例有所增加，校園亦增設了清真食店
和素食店，多元化的菜色顯示校園更加
國際化。
自2000年起加入港大的建築學系副教

授李浩然，現時亦是港大建築文物保護課程的學部
主任，在港大服務了15年。他分享時指，以往港人
不知何謂保育，有人更笑言「哪有人會讀這個（文
物保護）學系？」不過自從2006年及2007年天星
碼頭和皇后碼頭先後被拆卸，令港人愈來愈重視保
育，亦喚醒八九十後年輕人的文物保育意識，令他
倍感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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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景教傳入中國已有1,380年
歷史，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由即日起舉辦亞洲首個景教文
物展覽，並在近千件元代景教銅十字珍藏中，篩選出700
多件展出，數量屬世界之最，且大部分展品從未曝光。每
個銅十字都有獨特的圖形風格，可繫於衣服、腰帶上，作
為個人、家族或群體的標誌，也可用作私人印鑒；其中多
個銅十字混合了基督教圖案與佛教的萬字符，專家指這種
基督教混合佛教的風格，反映了景教在中國演化的特點。
上述「元代景教銅牌展」籌備近一年，港大建築學院院
長龍炳頤指出，有關展品最初由聶克遜自1930年代起在北
京出任英國郵政理事時，從北平和內蒙古等地收集，並在
山東的報刊發表過有關景教藏品的文章。1955年曾於港大
展出，後來再由利希慎基金會收藏，直到1961年基金會將
近千個銅十字贈予港大，時至今日才再有公開展覽。

信物混基督佛教風格
據了解，有關展出品是元朝時蒙古草原活躍的景教徒信
物，於中國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鑄造，周邊大小約三至八
厘米。部分為動物造型，有鳥雀、兔子和魚，也有太陽、
星星及幾何圖形。十字四臂由中心伸延，猶如陽光放射，
有光明宗教的意義。龍炳頤指，該次展出的銅十字部分混
合基督教圖案與佛教的萬字符，是基督教混合佛教的風
格，呈現出景教在中國的演化過程。
景教即是早期的聶斯脫理派，五世紀時由聶斯脫理創
立；由於教義與當時的主流基督教不同而被視為異端，故
追隨者遷移到波斯，漸而向東方發展，最早於唐太宗貞觀
九年（西元635年）傳入中國，當時宗教政策開放，大秦

國（波斯）的傳教士阿羅本，經由絲綢之路帶同經書來到
長安，獲宰相房玄齡及唐太宗接見，准許他在中國傳教。
聶斯脫理派來華後被稱為景教，傳教士叫「景僧」、教堂
則是有佛教外觀的寺廟。

僅在上層人士間流傳
港大中文學院副教授馮錦榮指出，武則天主政時期，佛
教徒在洛陽攻擊景教，當時有一名景教徒建「大周頌德天
樞」取悅武則天，令景教逃過迫害。此外，景教未能在中
國廣泛流傳，其中一個原因是景教只在上流人士之間流
傳，未能深入民間。
為整理景教在中國的發展，港大昨日起舉行為期三天的
國際學術會議，世界各地的專家將在港大及中大探討有關
景教對文字、美術、科學、語言及宗教等方面的影響。

銅十字上附有與
佛教「萬字符」相
似的符號，港大文
學院副教授馮錦榮
指出，這是當時常
見 的 「 宗 教 混

合」，由於當時許多蒙古
人認為眾多宗教都是殊歸
途同，所以經常會將不同
宗教的象徵元素共冶一
爐，希望不同「門派」神
靈均眷顧自己。專門研究
摩尼教的澳洲麥考瑞大學
教授劉南強補充指，昔日
蒙古軍隊會配戴銅十字，
背後正有這個想法。

望銘記基督教來華傳播
此外，原來中大崇基學院的校徽（見

圖），亦是取材自景教碑的圖案。崇基創
辦人之一的何明華會督在一次演講時提
到，希望學生設計的崇基校徽圖案要以景
教圖案作設計基礎，而崇基學院為基督教

學府，是想藉校徽中景教碑的象徵，令後人銘記基
督教來華傳教的開始。
崇基校徽的圖案是帶火焰的十字架被蓮花和白

雲承托。火焰象徵光明、雲朵象徵天道、蓮花象
徵純潔與完美，十字架則象徵基督犧牲。目前在
崇基牟路思怡圖書館大堂的牆上仍掛有景教碑的
拓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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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豪認為不同的排名榜有不同指標，
各有參考的價值。 資料圖片

■城大今年於QS亞洲大學排行榜排行第九。 資料圖片

■■《《泰晤士高等教育泰晤士高等教育》》
公布公布「「20152015年亞洲大學年亞洲大學
榜榜」。」。港大排名第三港大排名第三
位位，，同去年一樣同去年一樣。。圖為圖為
港大校園港大校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生與鄭州大學學生交流。 本報河南傳真

■■學員們觀看機器人跳舞學員們觀看機器人跳舞。。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 雙胞胎
姐弟一同前
來交流。
本報河南

傳真

■港大頒長期服務獎予資深教職員。 黎忞 攝

■鄧喜添從校長馬斐森手上接過獎狀。 黎忞 攝

■港大展示景教珍藏品。 曾慶威 攝 ■景教銅十字
港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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