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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科大超越失「龍頭」寶座 學界批捲政爭影響學術致退步

QS發言人則回應本報指，暫時難分析
排名是否受政治因素影響，但強調

若大學教員在某段時期沒進行研究，會令生
產力下降，影響大學未來數年表現，故大學
的領導非常重要。
QS世界大學排名榜今年訪問全球逾7.6萬
名學者及4.4萬名僱主，透過同行評議、僱
主評分、師生比例、教員被引用數等指標評
分，首10名主要由英美名校包辦。

星兩校入20強 拋離港校
至於香港方面，港大今年再跌兩級至第三
十位，被升至第二十八位的科大超越，而中
文大學則下降5級至第五十一位。其餘多所
港校表現則大有進步，分別升逾30名至逾50
名，當中城大便由去年第一百零八位，躍升
至今年第五十七位（見表）。
相反，被視為香港「競爭對手」的新加
坡，當地新加坡國立及南洋理工近年排名節
節上升，今年更雙雙跳升，成為亞洲僅有打
入20強的大學，明顯將港校全面拋離。

QS：教員無做研究會影響排名
QS調研總監Ben Sowter指出，與過往比
較，今年的排名榜更注重平衡各跨學科研究
領域的比重，如調整生命科學及文學院的比
例，減少排名時偏差，結果可望更公平。QS
發言人回覆本報進一步查詢時指，科大排名
上升源於在新評估法下，該校每名教員研究
成果被引用情況及研究表現突出；而問及大
學排名會否受政治因素影響，發言人指暫時
難以分析，但強調若大學教員在某段時期沒

有進行研究，會令生產力下降，將影響大學
未來數年的表現，故大學的領導非常重要。
科大發言人指，該校致力追求教研卓越、
提升國際化水平，會以此排名成績作鼓勵，
繼續力求完善，推動優質教育及創新科研。
港大發言人則稱，不同大學排名榜的資料搜
集法、指標和比重亦不同，讀者應小心分析
和了解細節，不能只看排名。

張民炳：學者參「佔」港大退步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科大較
專注教學及科研，在RAE表現突出，摘星率
為八大之首，亦沒有教授參與組織違法「佔
中」等政治活動，獲佳績可以理解。相反港
大部分學者近年政治活動頻繁、副校長人事
任命糾紛不斷，「這些鬥爭無可能沒有影
響，學術表現難免退步。」
張又指，港大原是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大
學，卻被成立僅20多年的科大後來居上，令

人失望，校長馬斐森應撥亂反正，推動港大
進步。
嶺南大學副校長兼比較政策講座教授莫家

豪則分析指，新加坡近年專注投資大學及研
究發展，如新加坡國立特別成立東亞研究中
心，邀請學者及研究生聚焦研究，增加研究
的出產量，此消彼長下，港校表現相對遜
色。他認為本港大學應從中得到啟示，加強
跨院校研究及與國際大學的聯繫。

QS大學榜 港大「四連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QS）今日公佈「QS世界大學排名榜2015」，過去一直屬本港

「龍頭」的香港大學，在排名「四連跌」下，今年只排名第三十位，被於該

排名榜中首次躍升12級至第二十八位的科技大學取代其香港第一的位置。

另一方面，在鄰近的新加坡，包括新加坡國立大學及南洋理工大學雙雙「跳

級」升至全球第十二位及第十三位，傲視全亞洲，為區內僅有打入首二十名

的大學。有學界人士認為，港大部分學者政治活動頻繁，大學又遭牽扯至政

治鬥爭中，影響其學術工作，因而持續退步。

有
師
生﹁重
政
輕
學﹂
憂
昔﹁亞
洲
一
哥﹂沉
淪

��>9
���1�
24� 
���

3���R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5)&H� 
���

����&��
��!���

<�%���
<���

�2��5)&<����"���	�R5�:��+R"��!(����
�����R:�	��������(����

3���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S世界十大大學及港校排名
2015年排名 2014年排名 大學

1 1 麻省理工學院
2 4 哈佛大學
3 2 劍橋大學
3 7 史丹福大學
5 8 加州理工學院
6 5 牛津大學
7 5 倫敦大學學院
8 2 倫敦帝國學院
9 12 瑞士聯邦理工學院
10 11 芝加哥大學

港校表現

28 40 科技大學
30 28 香港大學
51 46 中文大學
57 108 城市大學
116 162 理工大學
281 318 浸會大學

601-650 601-650 嶺南大學
資料來源：QS 製表：鄭伊莎

電騙轉扮醫局
訛稱蒐捐器官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相信絕大部分人

都有接聽促銷電話的經驗，更往往視之為不必要
的滋擾。民建聯一項調查發現，逾90%受訪港人
認為真人促銷電話滋擾；逾33%受訪者更近乎每
天都接獲有關來電，令人煩厭。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形容情況嚴重，建議當局擴大《拒收訊
息登記冊》適用範圍至真人促銷電話。
民建聯在8月至9月期間，以電話隨機抽樣形

式訪問675名市民，葛珮帆昨日聯同該黨沙田區
議員招文亮公佈調查結果。調查發現，近乎全部
受訪者俱認為真人促銷電話滋擾；逾33%受訪者
近乎每天都接聽真人促銷電話；41%受訪者表示
曾在使用漫遊服務時接聽到類似電話。
葛珮帆表示，是次調查充分反映市民對真人促
銷電話的不滿，惟有機構「踩界」，就算市民已
在《拒收訊息登記冊》登記，現階段亦難做到
「零滋擾」，「只要扮成隨機致電而非事先擁有
受訪者個人資料，按現時法例根本難以入罪。」

她又說，不少受訪市民表示曾身處境外，以漫
遊形式接聽真人促銷電話，令他們需支付漫遊費
用，帶來金錢損失，「身處海外的市民多擔憂錯
過重要電話，無可避免地接聽到不想聽的促銷電
話。」

民建聯倡真人「促電」納拒收冊
針對促銷電話氾濫，甚至有受訪者因聽信此類

電話而被害受騙的情況，葛珮帆提醒市民接到有
關電話時，應提高警覺，避免透露任何個人敏感
資料，「若懷疑致電者身份，可直接索取對方姓
名等資料，或將對話錄音，以便日後追究之
用。」
她指出，市民對滋擾性的促銷電話已到達忍無

可忍的地步，當局應盡快解決有關問題，建議政
府擴大《拒收訊息登記冊》適用範圍至真人促銷
電話，並禁止商業機構向已登記市民隨機發出真
人或錄音促銷電話。

真人促銷電話擾民 逾33%人日日中招

■葛珮帆（右）稱，市民對滋擾性的真人促銷電話已忍無可忍，促請政府擴大
《拒收訊息登記冊》適用範圍至真人促銷電話。 趙虹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全港首個
最大型的「空中樹林」於前年落成，種植
多達80棵32種本地原生樹木，有助為建築
物降溫，亦令建築物防水層更耐用。香港
大學地理系教授詹志勇昨日指出， 香港土
地不足，但具備世界級技術，可考慮在建
築物天台設立「空中樹林」，估計每平方
米的成本，連一年保養只需1,000元。
中電於前年起在翠嶺路變電站大樓天台

設立全港首個最大型「空中樹林」，共種
植80棵32種本地原生樹木。樹林面積達
520平方米，連同500平方米垂直綠化外
牆，泥土層厚約1米，林內種植的以土沉香
及洋紫荊等中小型樹木為主，成長後高度
約10米。

平方米成本連一年保養僅千元
香港大學地理系教授詹志勇表示，不少

香港樓宇天台空洞，浪費資源，「空中樹
林」有助美化城市，亦可阻隔陽光直接照
射建築物，為建築物降溫。此外，「空中
樹林」亦可減少電力的使用，改善空氣污
染物排放，以及延長建築物防水層10年至
20年的使用年期。他指出，香港土地不
足，可仿傚日本大阪在運動場上蓋建立綠
化公園。
詹志勇續說，香港已具備建造「空中樹

林」的技術，並達世界級水平，但香港一

般已興建的樓宇天台未必能負荷1米厚的泥
土重量，只可以種植草本及灌木，並曾試
過3厘米厚的泥土亦可種出草皮，「大部分
樓宇都可以負荷到。」而套用德國標準及
使用最優質的材料，每平方米的成本連一
年保養只需1,000元。
中電副總監（中西區）張寶中補充，建
造成本的關鍵在於在規劃時有否仔細考
慮，因為最大成本在於樹木及泥土，若有
考慮清楚，選擇合適樹木品種及日後的保
養工作才設立「空中樹林」，總成本投放
不會太高。

34%交易App缺加密 少用公眾Wifi保私隱 「空中樹林」降樓溫 港缺地宜「造林」

■詹志勇（右）稱，香港不少樓宇天台空洞，
「空中樹林」可美化城市。 鮑旻珊 攝

■有調查發現，市民常用的130個網上交易流動應用程式中，
逾三分之一通訊加密保安不足。 莊禮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科技為生活帶來
便利，但不慎使用也可因
而受害。有調查發現，本
港市民常用的130個網上
交易流動應用程式當中，
34%通訊加密保安不足，
令黑客有機會乘虛而入，
盜取用戶個人及交易資
料。有資訊科技界人士呼
籲市民使用涉及敏感資料
的網上服務時，避免選用
公眾無線網絡（Wifi），
程式開發商亦應提高產品
安全性。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屬下的香港電腦保安事

故協調中心，與專業資訊保安協會在今年4
月至7月，測試了市民常用的130個可從官
方網站下載，且具網上交易功能的流動應用
程式，結果顯示當中44個程式沒有對用戶資
料進行加密或正確認證，它們多數是提供網
上團購、旅遊訂位、外賣落單及金融證券的
程式。
協會會長范健文昨日指出，一個安全的網
上交易應該是端到端（End-to-End），如手
機用戶與網上銀行直接聯繫，雙方的通訊要
加密，亦要認證數碼證書，該44個程式便缺
乏了以上功夫，令黑客有機會盜取到用戶使

用程式時輸入的資料，如身份證號碼及信用
卡密碼等。
他補充指出，瀏覽器會提示用戶所瀏覽的

網站是否安全，如在網址旁出現綠色鎖的圖
案為安全；紅色為危險，而用戶不能從流動
應用程式得到提示，因此建議用戶盡量透過
瀏覽器使用網上服務，「當瀏覽器彈出提示
的時候亦要細閱，並盡量使用手機上網服務
（如3G及4G）而避免選用公眾Wifi。」
生產力促進局總經理黃家偉提示程式開發

商使用通訊加密技術（SSL）增強程式保安
性，推出程式前要全面測試，亦可參考協調
中心及協會編制的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電話騙案層出不窮，繼假扮中聯辦
及內地公安後，再有人假扮醫管局
收集市民對器官捐贈的意見。醫管
局昨晚發表聲明指出，近日收到市
民查詢稱收到匿名電話，內容涉及
醫管局進行器官捐贈的數據，藉此
收集有關市民的捐贈意向。醫管局
表示，局方未曾就器官捐贈事宜進
行任何電話調查，呼籲市民如接獲
類似匿名來電時應提高警覺，提防
受騙。醫管局接獲有關查詢後已通
知警方，並會協助警方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互聯網觸及全球，恐防有詐，市
民瀏覽網站時要小心為上。香港
金管局呼籲市民提高警覺，留意
一 個 域 名 為 ： 「http://www.
kowloonglobal.com/」的懷疑欺詐
網站。金管局昨日表示，該網站
由 聲 稱 的 「KOWLOON
GLOBAL」運作，並謂其受金管
局監管。
金管局證實，上述域名未有根據
《銀行業條例》獲認可於香港經營
銀行業務或接受存款業務，亦未獲
批准設立本地代表辦事處。
金管局發言人稱，已將事件轉
交警方作進一步調查，並稱任何
人曾向該網站提供個人資料，或
曾透過該網站進行任何交易，應
向任何一間警署或警方商業罪案
調 查 科 聯 絡 ， 電 話 號 碼 為
28605012。
發言人提醒市民應核實任何利用
互聯網邀請公眾人士存款的機構的
認可狀況。金管局網站（www.
hkma.gov.hk）載有認可機構名單供
市民查閱，市民亦可致電金管局公
眾查詢熱線28788222查詢，以保安
全。

金管局籲市民
慎防懷疑欺詐網

曾經位居學
術界「亞洲一
哥」的香港大
學，近年是非

不斷，校園政治化事件頻生，
在部分師生「重政治，輕學
術」下，該校於本地及國際不
同的指標中，表現都明顯持續
退步，「沉淪」走勢相當一
致。

港大在「QS世界大學排名
榜」中「四連跌」，首次被科
大取代香港最高排名位置。事
實上有關情況並非個別例子，
於另一受國際關注的泰晤士高
等教育（THE）世界大學排名
榜，港大同樣出現近似的「沉
淪」走勢，過去5年間表現每
況愈下，由全球排第二十一位
跌至本年度的第四十三位。

至於科大在上述兩個排名
榜的表現相對平穩，除因
2011/12年度THE排名榜推出
第二年，參與院校大增致下降
較明顯外，該校整體走勢屬有
升有跌，波動向好。

而若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及
南洋理工大學的「四連升」比
較，本港院校，尤其是港大的
情況更是明顯遜色。水平較高
的前者近年排名穩步上升，已

足夠與英美等地的世界頂級名校並
列；後者走勢凌厲，5年間在兩個排名
榜分別上升45名及113名打進前列位
置，進步之快令人嘩然。

港大僅51%研究達「卓越」級
除國際間的大學排名外，於本港的

「研究評審工作（RAE）2014」中，
港大表現也欠理想，該校整體研究項目
只有51%獲評三星至四星（即達到「卓
越」或以上），遠遜於科大的70%，
RAE報告更明言兩校有「顯著差距」
（Notable gap）。 ■記者 周子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