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大EMBA重做全球「一哥」
10年7度奪冠 畢業生入職3年平均年薪365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英國《金融時報》昨公佈2016年全球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EMBA）排名榜，過去兩

年屈居亞軍、由香港科技大學與美國西北大學Kellogg管理學院合辦的EMBA課程，今年終於收復失地，過去10年間第七年獲

全球「一哥」寶座。有關課程畢業生畢業後3年的平均年薪高達365萬港元，亦屬全球EMBA課程之最。至於由北京清華大學

與法國Insead學院合辦的EMBA則緊隨科大，由去年第一名跌至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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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2016年全球EMBA排名榜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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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42
*為畢業後三年平均薪酬，以港元計。 資料來源：《金融時報》 製表：鄭伊莎

2015
排名

2

1

3

7

6

31
58

主辦院校名稱

Kellogg/香港科大商學院

清華大學/Insead商學院

巴黎HEC商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
院/紐約大學STERN商學院

INSEAD商學院

華盛頓大學Olin商學院/復旦
大學管理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
香港大學/復旦大學

課程上課地點

中國

中國/新加坡/阿聯酋/
法國

法國/英國/美國

法國/新加坡/阿聯酋

中國

中國
中國

畢業生年薪*

365萬元

255萬元

256萬元

199萬元

272萬元

196萬元
123萬元

《金融時報》EMBA排名以各課程2013年度畢
業生於畢業後3年的事業發展，作為評分標

準之一。昨日公佈的2016年排名中，整體而言，本
年共有15個於內地或香港、開辦或合辦的課程打入
排名榜，其中四個打入十大。除了首兩位的Kel-
logg/科大EMBA及清華/Insead EMBA，華盛頓大學
Olin商學院與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合辦的EMBA亦由
第六名升至第五名，而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
理學院的EMBA課程，亦由去年排名第十名升至第
七名。

平均年薪較報讀前升55%
香港其他大學方面，中文大學獨辦的EMBA亦打入
五十強，但排名卻由去年的第三十一位跌至第三十七
位；而香港大學與復旦大學合辦的IMBA課程則由去

年第五十八名升16級至第四十二名。至於分項評分，
畢業生年薪屬香港院校強項，高踞榜首的Kellogg/科
大平均年薪達365萬港元，較報讀課程前上升55%；中
大EMBA平均年薪約196萬港元較報讀前增加45%；
港大與復旦的IMBA平均年薪則約123萬港元，較報讀
前增加達92%。

下學年學費增至126.9萬
對於今年收復失地重奪全球第一，Kellogg/科大EM-

BA課程學術主任Christopher Doran認為，該校EMBA
課程學生國際化、支援網絡強、成功吸引環球高級商
業行政人員報讀等都是優勢，使其在「薪酬水平」、
「工作經驗」等分項中均位列前茅。而有關課程今年
亦會繼續加價，學費由本學年約125萬港元升至下學年
的126.9萬港元，升幅約1.5%。

另為減輕學生經濟負擔，Kellogg/科大EMBA課程
設有專為企業家、新興市場領導、女性組別及非牟利
機構領袖而設的獎學金，金額約學費25%。其中獲非
牟利機構領袖獎學金的Ron Lo，現為聯合國難民事務
高級專員署副行政及項目官員。他認為課程助其擴闊
國際視野，而同學間的支援網絡更是非常有效，「例
如當我工作上遇到銀行方面的問題，只要打一個電話
予相關背景同學就可以了。」
Kellogg/科大EMBA課程於2005年起一直在《金融
時報》EMBA榜中位列全球三甲，並自2007年至今的
10年間7度排第一。科大校長陳繁昌表示，那有賴科
大與Kellogg管理學院的共同理念，為環球商界領袖提
供優秀的行政人員教育；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則
指，科大與Kellogg糅合東西方特色，兩校出色的國際
教學團隊，為學生提供豐富學習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局
最近就修訂初中中史課程進行諮詢，民建
聯在本月訪問了逾500名香港市民，了解
他們對中史科看法，當中七成人直言初中
生對中史了解不足，亦有超過六成人贊成
應透過中史課程加深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
同。民建聯又指，近年分離思想滋生，部
分激進年輕人提出所謂「建國」、「自
決」主張，甚至粗言侮辱自己國家和民
族，與青年人對歷史、國情缺乏認識有
關，認為應重新檢視及加強現時中史教育
策略。
民建聯在本月5日至15日，以電話隨機
抽樣形式訪問530名15歲或以上市民，立
法會議員張國鈞及劉國勳昨日公佈有關調
查結果。整體而言，調查顯示七成人認為
初中生的中史知識不足，接近八成贊成在
初中階段加強中史教育，近七成受訪者贊
成初中中史課程要獨立成科，逾六成表示
應將其列作必修科，亦有超過六成人指
明，應該透過初中中史課程加深學生的國
民身份認同。
就中史課程推行方面，調查中七成人認同

要增加香港史，六成人贊成增加香港與內地
互動內容，另有約六成人建議可增加考察活
動，另一方面，亦有近半人反對減少古代史
篇幅。

民建聯籲設獨立必修中史科
民建聯呼籲，教育局應重新檢視及加強現

時的中史教育策略，並在全港中學初中階段
開設獨立和必修中史科，授課內容也要改
革，包括涵蓋更多香港史及香港與內地的互
動關係，以及增加教授近代國情，讓學生從
不同角度更客觀和理性地認識中華民族的發
展歷程，以及中國內地近年的發展。另一方
面學校亦宜多舉辦課外活動，例如，組織學
生參觀香港和內地的歷史博物館等，以增加
學生對中史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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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科大EMBAEMBA負責人員祝捷分享負責人員祝捷分享。。 鄭伊莎鄭伊莎 攝攝

■■民建聯議員張國鈞民建聯議員張國鈞（（左左））及劉國勳及劉國勳（（右右）。）。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1. 從明朝萬曆元年（1573年）起，香港屬於以下哪一個縣管轄？
A. 番禺縣 B. 東莞縣 C. 新安縣

2. 宋末明初時期，中原戰亂不斷。漢人為逃避戰亂，不少人南遷香港新界，開村
立業，人口繁衍，成為大族。其中，被稱為新界五大族的是文氏、廖氏、侯
氏、彭氏以及╴╴╴╴╴╴？
A. 李氏 B. 張氏 C. 鄧氏

3. 自開埠以來，港英政府設立立法局（舊稱定例局）制定法律。早期的立法局成
員均有政府官員身份，後在英商的強烈要求下，於╴╴╴╴年委任首位非官守
議員。
A. 1845 B. 1850 C. 1855

4. ╴╴╴年，港英政府設立「保甲制」，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對本地華
人採取以華制華的間接管制政策。
A. 1844 B. 1854 C. 1861

5. 關於1840年代香港開埠初期的華人社會特點，以下選項正確的是：
（1）華人新移民多是來自湖南各地 （2）男性人口比例比較低
（3）華洋社會缺乏溝通
（4）建立「街坊」組織和「寺廟委員會」，用以維持社會治安和解決華人糾紛
A. （1）（3） B. （2）（3）（4） C. （3）（4）

6. 1857年，接連發生「亞羅號」事件和「毒面包案」後，港府意識到了加強與華
人溝通的重要性，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下說法正確的是：
（1）鼓勵華人社會自行管理，自行處理華人之間的糾紛
（2）出版政府憲報中文版
（3）實施官學生制度，從英國本土挑選學生學習中文，學成後擔任港府通譯員
（4）重新設立總登記官，加上「撫華道」的稱謂，向華人社會宣傳港府政策
A. （2）（3）（4） B. （1）（3） C. （1）（2）（4）

7. 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銀行資本逐步滲入中國政經體制內，其中以英資銀行地
位最為重要。請問第一間在香港開業的銀行是什麼？
A. 東藩匯理銀行 B. 渣打銀行 C. 匯豐銀行

8. ╴╴╴年，伍廷芳成為首位立法局華人議員，立法局內必須設有華人議席的原
則從此確立。
A. 1860 B. 1870 C. 1880

9. 1844年，香港政府成立行政局，協助總督處理相關工作。以下關於行政局的說
法正確的是：
A. 行政局每週開會一次，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士可以旁聽
B. 行政局只能處理行政工作，不具有任何立法職能
C. 行政局會議一般由港督主持

10. 香港在殖民地時期，輔政司是港督的重要助手，也是文職人員的首腦。以下關
於輔政司的描述不正確的一項是：
A. 早期香港的輔政司素質極高，多由英政府委派的官員擔任
B. 19世紀60年代後香港實行官學生制度，此後各個政府部門工作均由輔政司

協調
C. 進入20世紀後，港督如離港或空缺，一般由輔政司代行職權

11. 以下關於香港金融業的發展，不正確的一項是：
A. 匯豐銀行是第一家總行設在香港的外國銀行
B. 19世紀40及50年代，為了吸納存款，香港銀行積極接納活期存款
C. 香港銀行對清政府貸款，多以中國海關關稅作保，加強對清政府的財政控制

23. 「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是新界居民自發成立的機構，成立於1924年，是
「新界鄉議局」的前身，請問其最初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A. 鼓勵新界居民遵守傳統的道德習慣
B. 抵制港府的建屋補價政策 C. 發展新界經濟

24. 抗戰爆發後，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相繼失陷，南方文化機構向香港轉移，內
地報刊相繼在港復刊。以下報刊中，不符合上述描述的報刊是：
A. 《申報》 B. 《國民日報》 C. 《華商報》

25. 二戰時期，面對日本可能入侵香港的局面，港府積極備戰，以下關於備戰活動
的描述，錯誤的是：
A. 將英籍婦孺撤回澳洲 B. 徵召在港英國人與華人服兵役
C. 進行防空演習，實施郵電檢查

26. 二戰結束後，國民黨政府放棄收回香港，其主要原因包括：
（1）避免同英國交 （2）美國不再支持蔣介石收回香港
（3）離國民黨統治中心較遠，恐無力管轄
A. （1）（3） B. （1）（2） C. （2）（3）

27. 二戰結束後，香港華人的地位有所提升，以下哪一個選項不是主要原因？
A. 香港華人生活較佳 B. 英國力量衰退，須重新制定殖民地方針
C. 亞洲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須採取措施爭取香港民心

28. 一直以來香港經濟以進出口貿易為支柱，一直到二戰結束後初期才開始轉型，
請問轉型的最大原因是什麼？
A. 國際經濟不景氣 B. 內地局勢變動,打擊香港轉口貿易
C. 轉口貿易利潤大幅下降

29. 20世紀60、70年代，「天星小輪騷亂」、「六七暴動」等一系列示威活動喚
醒了港英政府的危機意識，促使官員頒布政策改善民眾生活條件，以下選項不
屬於當時頒布的政策的是：
A. 縮短工人工作時間 B. 十年建屋計劃 C. 立法會選舉制度

30. 廉政公署透過3個部門三管齊下打擊貪腐，3個部門分別是執行處、防止貪污處
以及╴╴╴，分別負責調查貪污罪行、審查政府工作程序以及教導公民認識貪
污的危害。
A. 紀律處 B. 社區關係處 C. 聯絡處

31. 香港立法局首次「直接選舉」是在哪一年？
A. 1991 B. 1992 C. 1993

32. 1983年起，香港實施聯繫匯率制度，這屬於貨幣發行局制度的一種，港幣以
7.80：1的匯率與╴╴╴掛鉤，發鈔銀行在匯率偏離這一數值時對市場進行干預
以穩定匯率。
A. 英鎊 B. 人民幣 C. 美元

33.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簡稱「證監會」，是香港獨立於政府公務員
架構外的法定組織，負責監管香港證券及期貨交易市場運作，並對違規者進行
處分。請問證監會是於哪一年成立的？
A. 1987 B. 1989 C. 1991

34. 20世紀80年代起，香港的製造業工廠逐漸北移到珠三角地區（例如深圳、東莞
等地）。關於製造業北移的原因，以下選項不正確的是：
A. 港府大力支持製造業北移
B. 香港開設工廠人工及土地成本較高
C. 內地開始改革開放，對外資實施優惠政策

35 銀行的管理，請問它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A. 1990 B. 1993 C. 1997

12. 早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前，香港郵政就已經成立了，以下關於香港郵政的說
法不正確的是：
A. 自成立以來，經營權一直屬於香港郵政署
B. 香港第一所郵局設立於聖約翰座堂附近，當年被華人稱為「書信館」
C. 香港第一套郵票發行於1862年，此前只有駐港英軍使用英國郵票寄信

13. 香港開埠初期，近代工業開始加速發展，以下說法正確的是：
A. 香港經濟重心是轉口貿易，故與之相關的造船業發展迅速
B. 加工工業是一個重要部門，主要致力於金屬、橡膠等材料的加工
C. 開埠初期香港政府尤其重視製造業，大力扶持其發展

14. 香港開埠初期，政府財政入不敷出，經常需要英政府支援，當時港府的收入主
要有三項，分別是：牌照規費與包稅收入，差餉，以及╴╴╴╴╴╴。
A. 商業稅收 B. 土地交易收入 C. 發行債券收入

15. 香港賽馬會是香港最大的僱傭者之一，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以下關於賽
馬會的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
A. 香港賽馬會成立於1864年，成立之初即舉辦職業比賽
B. 賽馬會成立之初，通過主持賭博性質的比賽，為港府開闢了新的財源
C. 香港賽馬會從20世紀初開始參與慈善事業，至今成為香港最大的慈善機構

之一

16. 香港開埠以來，一些華人學者關心時事，學習西方文化，對於東西方文化交流
做出了重大貢獻。以下關於這些人物以及其事跡的說法正確的是：
A. 王韜發表《曾倫書後》、《新政論議》等文章，宣傳改革思想
B. 何啟創辦《循環日報》，發表大量政治文章
C. 容閎組織幼童出國留學，大規模向西方學習

17. 1895年，孫中山等人在香港召開會議，謀劃乙未廣州起義。以下關於該起義的
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
A. 起義計劃洩露，未打響第一槍便失敗
B. 起義準備完全由興中會負責，並未向外尋求幫助
C. 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陸皓東被捕，成為中國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人

18. 辛亥革命後，香港華人民族主義情緒升溫，排外現象日趨高漲。請問以下哪些
事件可以體現當時華人的排外行為？
（1）港督遇刺事件 （2）抵制電車運動 （3）毒面包案
A.（1）（2） B. （2）（3） C. （1）（2）（3）

19. 20世紀初期香港發生的數次罷工運動，動搖了港英政府的統治。為了穩定秩
序，港英政府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其中不正確的一項是：
A. 壓制工人運動
B. 推行保守的文化政策，維護傳統儒家思想
C. 仇視華人精英階級，取消其本有的優待

20. 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粵港關係出現明顯的改善，下列描述不正確的是：
A.自1928年廣東省主席與港督互訪以來，其後20年間雙方高層互訪成為定例
B. 為了鎮壓工人運動，廣東政府逮捕了共產黨員蔡和森並交由港府處理
C. 雙方關係改善後，大量港幣流入廣東省

21. 20世紀初，香港的華資銀行業高速發展，以下相關說法不正確的是：
A. 早期香港外資銀行歧視華人，同華商少有往來，因此華資銀行有極大的生存

空間
B. 華資銀行同外資銀行規模差距巨大，資本是後者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
C. 因為有大量華人的業務支持，華資銀行幾乎沒有倒閉情況發生

22. 20世紀30年代，香港工業蓬勃發展，其原因包括╴╴╴╴╴。
（1）香港是自由貿易港，資金產品進出方便
（2）內地時局混亂，不少工廠搬到香港
（3）內地政府為香港提供大量資金支持
A. （1）（2） B. （2）（3） C.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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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由1010月月1818日至日至1111月月44日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日刊登每日刊登「「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賽」」3535條參考題目條參考題目，，考考各位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認識考考各位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認識 ((答案在下方答案在下方))！！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
港市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港市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提供相互交流提供相互交流，，相互競賽的平台相互競賽的平台。。

答案：1-5CCBAC6-10AACCA11-15BAABA16-20CBACB21-25CABCB26-30BABCB31-35ACBAB 報名及比賽詳情請閱：http://cnc.wenweipo.com

本疊內容：教育新聞 社團新聞 國際新聞 地方視窗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