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院表演科QS榜排名大躍升
去年列全球51名至100名 今年變「黑馬」膺第十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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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大學與北京大學將合作開辦法學雙學
士學位課程。
課程將開展全球招生，首批預計

10多名學生將於2019至2020學年入
學，他們須在兩校各完成兩年半的課
程，詳情稍後公佈。
港大校長張翔與北大校長郝平於2

月20日簽署合作協議書。
港大、 北大雙學士學位課程結合

香港和內地兩所頂尖法學院的優勢，
學生在完成五年制課程後，將同時獲
得由北大及港大分別頒發的學士學位
證書。

首次本科雙學位課程合作
北大法學院與港大法學院有長期

緊密的夥伴合作關係，兩校法學院早
於2010年已合作開辦法學碩士雙學
位課程，今次是雙方首次在本科雙學
位課程上合作，也是北大首個與香港
的大學合辦的本科雙學位課程。
港大表示，由於香港和中國大陸

的法制不同，課程能讓學生深入了解
兩地的法律制度，畢業生在法律知識
上擁有穩固的基礎，具備能因應不同
文化、社會和政治背景，在專業上作
出精準判斷的分析能力。

港大北大合辦法學雙學士

QS2019年世界大學學科排行榜，對全球各大學5個領域的48個學科進行排名。根
據QS網站資料，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榜根據相關
學系的學術聲譽、僱主聲譽、每篇論文引用數
量和研究成果影響力計算得分。

港大牙科冧莊失敗排第四
本港共有9所大學的165個學科參與了本次排

名，其中有65個在今年排名較去年下跌，有38
個學科的排名提高。香港的大學位於世界前50
的學科數量從去年的87個減少到77個。
亞洲僅有4所大學擁有逾30個學科躋身世界

前五十名，港大位列其中。該校牙科全球排名
第四，惟遜色於去年的第一名，而教育學則由
去年的第七名微升至今年的第六名。
此外，除地理是由去年第二十三名升至第十

二名外，港大的建築/建設環境、土木和結構工
程、法律、語言學、政治與國際研究、社會政
策與行政、運動學仍維持在全球前20名。

中大上榜學科如傳播和傳媒研究以及地理都
有不同程度上升，前者由去年第二十名升至第
十五名，而地理則由去年第三十八名升至第二
十名。

科大三科殺入20強
科大商業與管理研究、土木與結構工程、會

計與金融躋身全球前二十。理大酒店與休閒管
理排名全球第五名，較去年微跌兩名，建築/建
設環境、土木與結構工程排名分別下跌至第二
十名及第十五名，藝術與設計則由去年並列二
十四名，升至第十六名。教大唯一位列全球前
二十的學科教育學，由第九名跌至第二十名。
本港各大學所有躋身全球20名的學科中，香

港演藝學院表演藝術上升最快，成為「黑
馬」，由去年的51名至100名，躍升至全球第
十三名。演藝學院表示對排名結果表示歡迎，
該校會繼續專注表演藝術教學及肩負推動文化
藝術使命，為培育新一代表演藝術家而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大學排名機構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日前出爐，

港大有32個不同學科排名世界前50名，不過該校蟬聯三年全球第一名的牙醫學今年則跌至第四名。去年

首次躋身全球十強的教大教育學，今年亦跌至第二十名。惟之前僅排名全球50名至100名的香港演藝學

院表演藝術成為「黑馬」，今年躍升至全球第十三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教資會轄下的質
素保證局昨日發
表《香港大學副
學位課程質素核
證報告》。該局
評審小組發現港
大就其轄下的港
大專業進修學院
（HKU SPACE）
並未設有監察機
制，以定期確保
所有活動均達到
與世界級院校相
稱的最高水平，
建議港大定期對
學院進行全面檢
討；加強國際基
準參照工作；考
慮檢討聘任校外
考 試 主 任 的 指
引。港大認同報
告有助學院優化
及 提 升 教 學 質
素，同意在18個
月內提交報告，
匯報跟進工作進度。
質素核證報告指出，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矢志
成為一所領導國際的教

育機構，學院規模宏大、經驗豐富
而歷史悠久，其管治和管理亦行之
有效。惟在管治和管理當中的兩個
範疇，該校可採取更嚴格的方針從
而得益。
評審小組指出，學院上一次校內

檢討是由港大校務委員會於2002年
進行，至於期間至今所進行的檢討
及核證工作，都屬校外性質。
報告強調，定期校內檢討對所有

相關者都有利，有助實施良好管
治，建議港大應定期為之。
另一方面，評審小組認為學院現

時未有採用具策略性和目標明確的
方針，以爭取機會與相類的世界級
院校進行基準參照。報告指學院矢
志成為領導國際的教育機構，此等
方針不可或缺，鼓勵學院可加強有
關工作，與世界級院校進行有系統
的國際基準參照。
報告亦提到，學院所委聘的校外

考試主任之中，部分有參與其院校
甄選學院學生升讀學位課程的工
作，亦有部分海外的校外考試主任
來自提供銜接機會的大學。評審小
組認為，這會產生潛在利益衝突，

建議學院考慮檢討聘任校外考試主
任的指引，適當處理有關問題。
就評審小組提出的多項建議，港

大表示深表認同，校務委員會已成
立檢討港大與學院關係的工作小
組。有關定期檢討，港大持續專業
教育及終生學習委員會建議將學院
納入港大學術檢討機制，與各學院
同步按此機制就學術管治及表現進
行定期檢討。

港大：正與英質保局合作評審
港大又指，學院將致力推行國際

基準參照，及就學院提供眾多而廣
泛的副學位課程確立參考基準。
除了與策略夥伴建立更有系統的

交流、進行互訪及會議，學院亦考
慮邀請校外機構進行與海外院校的
基準參照。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李經文回

應報告指，學院正計劃與英國質素
保證局合作，進行國際性的質素評
審，以獲取符合國際標準的基準參
照。
港大校長張翔表示，注意到評審

小組提出的建議，大學與學院均認
為預備是次質素核證的過程具啓發
性，可幫助學院優化及提升教學質
素，期待今年5月向教資會遞交行動
計劃，及於明年8月遞交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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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理工大學
與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CA）昨日簽署諒解
備忘錄，並正向政府申請「AIR@InnoHK」
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項目，共同
成立「理大 | RCA人工智能設計實驗室」，
兩校期望能於智能時裝設計、人體工學設計
等範疇創造新知識，並將其轉換為便利人們
生活、甚至是提高醫療水平的新產品。
理大暫任校長、常務及學務副校長陳正豪
及皇家藝術學院校長Paul Thompson，在特
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見證下簽署諒解備
忘錄。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健全的法律制
度、知識產權的保護及繁盛金融業，均有利
將科研成果商品化，她期望兩校的合作能進
一步為人工智能領域作出貢獻。
陳正豪致辭時表示，實驗室將結合兩所院
校的專長，為香港、乃至大灣區的創科發展
作出貢獻。
Paul Thompson則表示，作為全球頂尖的
藝術及設計大學，非常高興能與理大合作，
相信該實驗室能發揮雙方的長處。

AI+設計 申6億元項目
理大副校長（科研發展）衞炳江表示，兩
校專長均在設計及應用，期望能建立全球首
創及領先的研究設施，促進人工智能與產品
設計的融合。他透露，兩校正向政府申請
「AIR@InnoHK」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
新平台項目，整個計劃為期5年，申請款項
為6億元，待政府完成審批工作，預計最快

於今年第三季於科學園內成立人工智能設計
實驗室。
理大紡織及服裝學系鄭翼雄時裝教授黃偉

強表示，實驗室將聘請約20名研究人員，就
社交機器人、人體建模、智能紡織品等範疇
進行研發工作。他表示，人工智能在生活中
已不可或缺，特別在醫療行業，社交機器人
若能準確地識別病人的情緒與狀況，則能增
加人機的互動，提升醫療服務水平。
此外，在人體工學設計及人體建模方面，

實驗室將會利用大數據，設計適合人體應用
的嶄新醫療工具，例如糾正脊柱異常彎曲的
用具。
該實驗室也將專注於智能紡織品和服裝設

計的研究，黃偉強強調，人工智能雖然無法
取代時裝設計師，卻能帶給設計師新的靈
感，加快各個領域的發展速度。
同時，實驗室會投放資源研發未來材料，

例如設計嶄新布料，可以隨時監控人體體
溫，提供醫療方面的數據。

理大夥皇家藝院合建AI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互聯網通訊
技術日漸發達，搵工亦現新方法。浸大推出
的首個學界網上職業博覽昨日正式開幕，截
至昨日中午為止，有超過620名學生有機會
透過電子版簡歷、視像履歷等形式，與超過
30間廣告、傳媒、公關公司「見面」，雙方
可於平台即時線上交流、面試，校方希望此
舉可簡化招聘程序，使學生在面試前提供更
立體完備的個人資訊。
由浸大學生事務處事業策劃中心主辦的浸
大網上職業博覽於昨日起至明日舉行。此次
新嘗試，浸大邀請了廣告、公關、媒體類行
業為主，浸大學生輔導長鄧裕南認為，相關
行業或對彈性的招聘方式應有較佳的反
應。校方共向約百間公司發出邀請，最終
有約三分一公司加入是次網上職業博覽，

包括 Bloomberg LP、CTgoodjobs、香港經
濟日報等，共提供超過80個職位供學生申
請。

即時線上面試 簡化招聘程序
參與的學生除需上傳傳統履歷外，更可上

載45秒的視像履歷，為支援缺乏拍攝視頻經
驗的學生，校方特別設置Career Studio，為
學生搭建簡易的拍攝環境，包括燈光、幕
布，並準備數件適合拍攝的衣服供學生需要
時選用，而學校IT技術部門亦會在24小時
內幫助學生解決視頻上載等技術問題。
學生事務處助理輔導長及事業策劃中心主

管鄧藹儀透露，新平台共花費數萬元搭建，
支持即時文字、聲音及視像交流、網上招聘
講座、網上應徵等功能。為提高使用者體

驗，平台更以虛擬的浸大校園為場景，設有
虛擬展覽攤位及演講廳，畫面逼真生動。博
覽特別設置逾十場網上招聘講座，其中兩場
為直播講座。
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平台應徵，校方特設

獎項，由參展公司分別選出最受關注和最佳
視像履歷排名，最終兩位排名首位的同學將
分別得到2,000元的電器公司現金券。
參與活動的浸大傳理學院公關及廣告主修

三年級生梁詠舜認為，這種應徵方法新穎，
視像履歷更能展示個性特點，自己曾有拍攝
和剪片經驗，故一日內便完成應徵資料，十
分方便。
鄧裕南表示，此次網上職業博覽結束後會

進行檢討，希望未來能為學生爭取更多內地
或其他國家的工作職位。

浸大網上職博 拍片應徵立體

■浸大學界首個網上職業博覽昨日正式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李經文表示學院正計劃與英國質素保證
局合作，進行國際性的質素評審，以獲取
符合國際標準的基準參照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圖片

■理大及皇家藝術學院代表，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後排正中間）見證下簽署諒解備忘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演藝學院表演香港演藝學院表演
藝術成為藝術成為「「黑馬黑馬」。」。
圖為學院網頁圖為學院網頁。。

■事業策劃中心特別設置Career Studio，為學生搭建了簡易的
拍攝環境。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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