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校QS排名
院校 2023 2022

香港大學 21 22

香港中文大學 38 39

香港科技大學 40 34

香港城市大學 54 53

香港理工大學 65 66

香港浸會大學 281 287

嶺南大學 601-650 581-590

資源來源：

2023 QS世界大學排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北上升學熱八大原因
1.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景有信心
◆港生選擇到內地升學，反映其把握新時
代國家發展脈搏、謀劃自身未來發展上
擁有良好機遇。中央推出的多項惠港政
策和國家大灣區建設布局，為港生在兩
地交流、生活、實習就業及未來發展提
供了廣闊空間。特區政府及本港機構，
特別是中資企業對內地畢業港生愈加青
睞，各行各業出現不少內地畢業的港生
成功案例。

2. 入讀高水平學府
◆內地高等院校治學嚴謹，校園環境友
善，教學科研水平迅速提高，對港招生
院校規模不斷擴大。文憑試招生高校由
2012年最初的63所發展到2022年的
129所，為文憑試考生提供了廣泛選擇
基礎，其中一些高校的國際排名不斷上
升，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對港生吸引
力愈來愈大。

3. 有助個人成長成才
◆內地高等院校的學科專業門類齊全，擁
有一大批優勢學科。近年來內地高等教
育更加注重學科專業、課程、教材、教
師等人才培養環節和要素的質量提升，
也為港生提供了全面的學科專業選擇和
成長成才機會。

4. 多種多樣的獎助學金
◆為確保學生不會因為經濟困難而無法獲
得大學教育的機會，國家教育部、香港
教育局及社會團體為港生內地升學保駕
護航，提供了多種類型的獎助學金計劃
和豐厚的獎助學金數額。

5. 學習及生活費用合理
◆與內地學生同等學費，生活成本相對親
民，生活服務設施便利，讓來自不同經
濟能力家庭的學生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6. 手續便利
◆持有效香港身份證、「港澳居民來往內
地通行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的港
生到內地升學，不用額外辦理簽證；而
「文憑試招生計劃」讓港生直接以文憑
試成績申請入讀參與計劃高校，不用另
行應考入學考試。

7. 深層次行知國家
◆現時很多港生視野不再局限於香港，而
是放眼大中華。隨着中國國力及國際影
響力的日益增強，港生到內地升學一方
面能學到知識，同時又能體驗內地文化
與生活，成為深入了解國情、體驗中華
文化、建立內地人脈的重要渠道。

8. 有效舉措支援申請
◆國家教育部和香港教育局持續投入，建
立了提供內地升學資訊、獎助學金支持
以及實習就業支援等一系列配套服務體
系。2022年「文憑試招生計劃」報名期
間正值香港第五波疫情高峰，計劃遂採
取了網上一條龍的報名申請、審核、確
認及錄取的方式，為學生帶來便利並減
低傳播風險。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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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生申北上升學 4890人創新高
對國家發展前景有信心 佔文憑試生總數一成

香港學生內地升學熱持

續升溫。雖然近年本港適

齡中學畢業生有所減少，但參與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試

學生計劃（文憑試招生計劃）」

的人數就「逆市」增加，昨日公

布的2022年最新數據顯示，共有

4,890 名學生透過計劃報讀內地

120多所大學，佔今年文憑試生總

數一成，申請人數及比率均創歷

屆文憑試的新高。按學科計，以

經管、醫學及工程類最受港生歡

迎。負責執行招生計劃的中國教

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指，內

地升學熱說明更多港生對國家經

濟社會發展前景有信心，而內地

大學教研水平提升，也對港生愈

見吸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
衞生署署長昨日公布第二批、涉及23個獲特別
註冊委員會認可醫學資格的名單，其中上海復
旦大學是首次有內地大學獲納入名單，連同早
前公布的第一批大學，目前有50間內地及外國
大學的指定醫學課程獲認可，使有關畢業生能
豁免執業試來港行醫。根據昨日的公布，上海
復旦大學獲批的相關醫學資格，是內外全科醫
學士的6年制課程。正在復旦修讀醫科的陳同
學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該認可課程只供海外學
生報讀，來自港澳台的學生只能報讀另一個5
年制醫學課程，換言之今次向復旦大學「開綠
燈」，卻未能惠及在復旦讀醫的香港人。
昨日公布的第二批名單，內地大學只佔一
間，其餘22間院校則分別為，英國及美國的院
校各佔7間，5間來自澳洲的院校、2間加拿大
及一間南非院校。該名單將於明天刊憲，同日
生效，下周三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

程序，連同4月底公布的首批27個名單，至今
合共承認50項醫學資格。
獲取以上認可醫學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

即合資格申請特別註冊於香港公營醫療機構工
作，服務一定年期並取得專科資格及通過評核
後，就可以正式註冊在港執業。食物及衞生局
表示，正積極推進其他非本地醫學院課程的評
審工作，過程中不會剔除任何合乎既定條件的
醫學資格。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有
信心委員會能在本年內完成訂定認可醫學資格
名單的工作。
醫委會委員林志釉透露，自首份名單公布

後，至今最少收到一名非本地培訓醫生申請免
試來港執業。他說：「至於全部有幾多宗申
請？醫委會先知，究竟這個計劃有無成效？其
他準備透過這制度來港的海外醫生或內地醫生
都想知，如果其他人都很踴躍，都可能增強他
們來港執業機會。」

議員冀納更多內地高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指出，有內地院校首
次被納入名單之內是好開始，但內地有很多醫
學院條件優秀，世界排名亦比現時名單上的院
校高，卻未有被納入認可名單。而4月公布首
批名單時，他已關注到沒有內地院校，希望衞
生署加快審批餘下名單，掃除政策上的障礙，
紓緩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
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對名單內只有

一間內地大學感到失望，期望將來更多內地高
校會名列其中。他表示，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
都是內地出色的高校，不解為何是次未名列其
中。
他認為，對以中文授課為理由拒絕的解釋並

不充分，他指使用母語學習過程反而會更加順
利、認識更加深入，並且相關人士學習英文專
有醫學名詞並不困難。

次批認可「外援醫」內地僅復旦上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國際高等教育
機構QS今日發布最新2023年度世界大學排
名，香港7所上榜大學中有4所的名次上升，
其中香港大學較去年上升一級排第二十一，
為全港最高，以亞洲區計則維持區內第五。連
同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及城市大學，
香港共5所大學位列全球百大，表現不俗。內
地名校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雙雙打入世界十
五強，分別排第十二名及第十四名，各自創
下歷來最高名次。
是次QS世界大學排名採用了學術聲譽、僱主

聲譽、單位教員論文引文數、師生比例、國際
教師及國際學生比例等6個指標。排名計算了
2016年至2020年期間世界各地1,400所大學發
表的1,640萬篇學術論文，這些論文獲得1.178
億次引用，並收集了超過15萬名學術界人士和
超過9.9萬名僱主的意見。總體來說，美國麻省
理工學院連續11年獲世界排名第一，英國劍橋
大學及美國史丹福大學分別位列第二及第三。

北大清華創最佳表現
以亞洲區來說，今屆「亞洲一哥」仍然是

新加坡國立大學，排名維持在第十一位；緊

接是北京大學，較去年上升6名排第十二
位，清華大學亦上升3名排第十四位，雙雙
創下參與排名以來最佳表現。新加坡的南洋
理工大學則下降7名排第十九位。
在香港方面，港大上升一級排第二十一

位，其餘上榜的6所香港院校，中大升一級
排第三十八，科大跌6位排第四十，城大跌
一級排第五十四，理大升一級排第六十五，
浸大由去年第二百八十七名升至二百八十一
名，嶺大由第五百八十一位至五百九十位跌
至六百零一至六百五十位。
QS分析指，今年港校整體而言表現正面，

7所上榜大學中4所名次較去年提高，顯示香
港仍然是世上最強大的高等教育系統之一。
其中，有5所大學進入世界前百名，其優勢
是教師和學生的國際化程度高，且研究影響
力有所提高，但在僱主和學術界的國際聲
譽、教學能力上有所下降，需要關注。
QS高級副總裁Ben Sowter表示，香港作為
全球高等教育領導者的地位毋庸置疑，培養
了國際人才，更在推動醫學、技術和科學方
面處於領先地位。現在的重點是香港要推動
協作式研究及維護其國際聲譽。

港五大學列QS全球百大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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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昨日
發布2022年「文憑試招生計劃」資

訊，今年共有4,890名考生報名直接以文
憑試成績申請入讀內地大學，人數創
2012年文憑試以來的新高。另一方面，
本港適齡文憑試考生近年持續減少，今年
跌至50,064人報考，也讓申請內地升學的
比率明顯增加至歷來最高的9.8%。
隨着港生對內地高校了解加深，今年計
劃中的129所內地大學都有學生選報，依
地理分布，港生對廣東省、北京市、上海
市、福建省及湖北省的大學最感興趣。以
報名人數及第一志願計，最受港生歡迎的
10所大學為中山大學、暨南大學、深圳
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
以及上海交通大學。
至於今年港生報名排前十位的熱門專業，
主要集中在經管類、醫學類、工程類、新
聞傳播類、藝術體育類、語言類、法學類、
理學類、歷史類，以及心理學。

逾1.3萬港生申內地高校
除「文憑試招生計劃」外，港生亦可透
過港澳台僑聯招試，以及北大、清華、復
旦、暨大、華僑大學與深圳大學6校的自
主招生申請內地升學。今年三者總申請人
數超過1.3萬人，其中港澳台僑聯招試共
3,152人報考比去年多約800人，6校自主
招生報名人數則為5,148人，較去年的逾
7,000人少。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分
析，內地升學熱涉及港生對國家經濟社
會發展前景有信心、內地高等教育提升
等八大原因（見表）。中心又提到，文
憑試招生的大部分內地高校收生分數和
香港本地大學類同，亦說明他們認同內
地學習可帶來更大參與平台，有更多機
會拓寬視野。
中心提醒，在7月20日文憑試放榜後，
計劃的錄取工作將於7月下旬開始，而各
內地大學亦將為已錄取港生進行在線諮詢
輔導，詳情可於放榜後留意www.hkceec.
hk網站。

◆上海復旦大學獲批的相關醫學資格，是內外全科醫學士的6年制課程。圖為
復旦大學。 資料圖片

◆今年共有 4,890
名DSE生直接以文
憑試成績申讀內地
大學。圖為考生進
行文憑試。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