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大生以色列學創新創業
擬夥各地大學建聯盟 助累積經驗建人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協助學生實現創

業夢想，香港理工大學推出一系列支援學生創業計

劃，包括今年1月與北京東升園合作成立「學生創

業實習基地」，另本月也將安排同學往「創新之

國」以色列取經，並計劃連結世界各地大學合組

「全球學生創業聯盟」，計劃有望在2016/17學年

出爐。理大表示，有關創業支援將能構建完整創業

生態鏈，讓大學生在學時期就能累積創業經驗及相

關人際網絡，為未來打好基礎。有理大學生認為計

劃有助認識志同道合的創業夥伴，激發創新思維，

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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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聽到同學們說，普通話很
難學，特別是字音方面，跟粵語
有很大的差別，常見的一些街道
如「界限街」、「漆咸道」等，
粵 語 的 拼 音 是 「gaai3 haan6
gaai1」和「cat1 haam4 dou6」，

但我們普通話則讀成「界限
jiè xiàn

街
jiē

」、「漆咸道
qī xián dào

」。又看香港的商店：「屈臣氏」、
「百佳」，粵語是：「wat1 san4 si6」、 「baak3

gaai1」，而普通話是「屈臣氏
qū chén shì

」和「百佳
bǎi jiā

」，大家是
不是覺得很難讀呢？
有一次我到一位老師的課堂上觀課，這位老師說了

一句話，然後問同學們知道是什麼意思嗎？「奚小姐
希望到無錫的小溪邊看夕陽西下。」這句話，同學們
聽完都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原來是裡面有6個字同音

（奚
xī

、希
xī

、錫
xī

、溪
xī

、夕
xī

、西
xī

），但這6個字粵語的發
音全部都不一樣，「hai4、hei1、sek3、kai1、zik6、
sai1」，這也就更讓學生覺得普通話難學了。
但如果你利用「同音字記憶法」的話，相信問題一

定很快就會解決。比方上面的 「界限街（借線
街）」、「漆咸道（七閒到）」、「屈臣氏（區陳
是）」、「百佳（擺家）」大家看看旁邊括號裡常用
的這些同音字，相信同學們能夠讀出來了吧！
最近有學生問我，他的一個老朋友自己出來創業，

他想祝這位朋友「鴻圖永啟，百世宏基」，但又不會
說，於是我就在白板上寫了以下的同音字，並把它們
配上詞語：

鴻
hónɡ

：宏（宏觀
hónɡɡuān

） 洪（洪水
hónɡshuǐ

） 紅（紅色
hónɡ sè

）

圖
tú

：徒（徒弟
tú di

） 塗（塗改
tú ɡǎi

） 途（旅途
lǚ tú

）

永
yǒnɡ

：勇（勇氣
yǒnɡ qì

） 泳（游泳
yóu yǒnɡ

） 詠（歌詠
ɡē yǒnɡ

）

啟
qǐ

：起（起飛
qǐ fēi

） 企（企求
qǐ qiú

） 乞（乞丐
qǐ ɡài

）

百
bǎi

：擺（擺動
bǎi dònɡ

） 柏（柏樹
bǎi shù

） 襬（衣襬
yī bǎi

）

世
shì

：是（是非
shì fēi

） 式（款式
kuǎn shì

） 室（教室
jiào shì

）

宏
hónɡ

：紅（紅色
hónɡ sè

） 洪（洪水
hónɡshuǐ

） 虹（彩虹
cǎi hónɡ

）

基
jī

：機（手機
shǒu jī

） 擊（出擊
chū jī

） 雞（雞蛋
jī dàn

）
這位同學一看，就發現 「鴻」與「宏」 原來是同
音的，於是他挑出「紅、途、勇、起、擺、是、紅、
機」這幾個同音字（每位同學都是根據自己常接觸的
字來挑，所以有可能是不一樣的），很快就會說「鴻
圖永啟，百世宏基」這8個字了。
同學們，你們有沒有不會讀的字呢？不妨查查字

典，找找同音字，很快你就可以積累大量的普通話字
音了。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吳良媛
簡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年，是香港地

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的民間團體，並致力提供各類
型的普通話課程。
網站：www.mandarin.edu.hk
電郵：pth@mandarin.edu.hk

記同音字 學普通話

普通話教與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嶺
南大學藝術節2016」將於明日（3月
2日）至本月30日舉行，主辦單位
會將一系列豐富的本地以至國際的
音樂及文化節目帶到嶺大校園，讓
嶺大師生和公眾人士親身體驗嶺大
博雅薈萃的氣息。
一年一度的嶺大藝術節由嶺大文
學院主辦，其中在3月3日舉行的開
幕節目為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演出的
莎士比亞舞台劇《泰特斯2.0》。該
舞台劇於2009年首演時，被譽為香
港當代劇場最重要事件之一，其後

更於歐亞6個城市巡演。鄧樹榮運用
嶄新大膽的劇場手法，以形體劇場
的說書形式，加入現場音樂及形體
語彙，展現羅馬大將泰特斯以眼還
眼的復仇經典。
嶺大藝術節尚包括其他節目《舞

台與生活》電影系列、「弦．笙」
RTHK四重奏、香港巴赫室內合唱
團美式合唱之旅、京崑藝術欣賞、
創意英語寫作工作坊及電影剪接講
座等。
簡介資料及報名可瀏覽網頁www.

ln.edu.hk/arts/af2016/。

嶺大藝節演莎翁舞台劇

義教旅程，隨着山巒的高低起伏
開始，雲海幻化成雨滴，濕潤了泥
土中的芬芳。小巴風馳電掣，開始
在盤山公路上飛馳，無視山間土路
崎嶇坑窪，一個個「馬賽迴旋」描
繪出我們到屏南的軌跡。
山間景色宜人，天雖然仍陰着

臉，卻抵擋不住鋪天蓋地的綠色主色調。令人驚奇的
是山間竟然有一條碧綠的河流，水勢之大不同尋常。
湍急的水流穿山而過，幾十米高的橋飛架河兩岸。山
嵐環繞群峰，霧氣就像調皮的孩子，一會兒包裹整個
山巒，一會兒又消失得無影無蹤。微微睡意，蕩漾在
無規律的顛簸中。屏南縣就分佈在這個山坳及周圍的
山坡上。在這迷濛煙雨中，棠口中學顯露出她的身
影。
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廣闊無垠」的操場。校長聽說
我們來了頗激動的，所以我們立刻就在教導處開了第
一次會。
短時間的義教很難使學生的成績有實質性的提高，
但卻可以讓同學們心懷夢想，有前進的動力。因此我

們的課程內容基本是以開闊眼界、培養學習興趣為
主。課程內容是「超級英雄英語」，從超級英雄電影
中選取一些英語知識、學習英語的方法來教授孩子
們。

信箱收小朋友密信
這個課程設計的初衷是通過超級英雄來吸引孩子們

重視英語，培養學習興趣。興趣是學習的先行者和最
好的老師，有了興趣，積極主動就變得容易多了。我
們還設有專門接收小朋友來信的信箱，稍有繪畫功底
的我被委以製作信箱的重任。
開始的時候，孩子們比較羞澀，每每有人往信箱裡
投信都會被人圍觀，所以信也就那幾封。可後來大家
逐漸熟絡，信件也就愈來愈多。最後甚至多到回不完
的地步。各種各樣的問題，學術的、感情的、日常生
活的，我們簡直成了百科全書及通天曉。
回信的過程雖然很累，但卻很幸福。這是一種被

信任的感覺，那些小秘密、悄悄話通通對你講，透
過歪歪扭扭的字，我看到一個個等待回信的期待眼
神……

當今日變成往事，雨意雖仍空疏，其中卻夾雜了淚
眼婆娑。臨走，照張合影留念。

臨別高歌傳熱誠
很早就想好在走這天給班裡的孩子們唱一首歌—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一來是我覺得每個
孩子都像未經雕琢的璞玉，自然、純真、美麗，就像
歌詞裡說的那樣「你不知道你的美麗，但這樣的你才
是最美麗的。」二來還符合我的「英語主題」。合照
之前，大家都安靜坐好，然後我滿含深情地唱了這首
One Direction的傳世之作。
我知道很多孩子會聽不懂歌詞，但他們還是認真地

在聽。英語興趣班的初衷，正如我唱英語歌的目的，
是培養一種語感，一種對英語的熱愛，這對於一生的
學習過程都意義深遠。
幾張照片，幾許回憶，幾份悠長，幾多歡樂，幾滴
淚水，幾多收穫，然而一切的一切都凝聚成一句話：
下一站，去哪？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物理學系學生高經緯

理大畢業生近年創業氣氛良好，
成功率亦不斷提高，該校副校

長（學生及環球事務）阮曾媛琪昨受
訪時指，校方經考慮後認為可進一步
拓展學生創業支援，讓他們在學時就
能接受創業基礎教育。因此在去年暑
假安排學生往北京東升園實習，今年
1月更與東升園合作成立「學生創業
實習基地」，為京港兩地學生提供一
個國際化的創業教育平台。她又表
示，歡迎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大力支援
初創企業，相信此舉能進一步提升本
港創業氛圍，並能帶來更多資源。

14生赴以色列觀初創企業發展
理大學生發展處處長劉國偉進一步
講解支援學生創業的發展細節，他透
露，校方將於本月初安排14名學生前
往以色列，一連7日觀摩當地政府部
門及成功初創企業的發展，學習成功
秘訣。另外，校方目前已跟內地、台
灣、以色列及新加坡的大學洽談合
作，並正積極尋求北美洲及歐洲擅長

創意教育的大學，目標在下學年組建
「全球學生創業聯盟」，以助各地學
生打破地域疆界，培養國際創業意
識。
理大工程及工商管理雙學位四年級

生陳俊，去年隨校方辦團到東升園實
習，了解當地創業交化。他坦言自己
過去對內地創業環境認知有限，去過
才發現當地科技園及大學為初創企業
家提供一站式支援，從工作空間，到
法律、會計等專業知識，以至尋找投
資者都有協助。此行同時也讓他認識
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平日在學
校識朋友，甚少會談到自己的創業志
趣，但隨團一行30人都是創業『有心
人』，加上來自不同學系，各有所長
互補不足，更能激發創新思維。」
他特別提到，參觀過北京中關村的
創業大街，大讚該處配套完善，幾乎
一切設施都是為了協助創業人士而
建，「例如有一個專門為投資者服務
的中心，就連書局，都會集中售賣林
林總總有關投資及創業相關的書

籍。」他指香港個別地方可能散落着
類似的設施，但不論從規模還是便利
角度而言，始終不如創業大街般共冶
一爐。

研智能手環集無家者資訊
此行讓陳俊結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

好友，更加深自己的創業興趣。未來
4月他將前往美國三藩市參與國際會
議，屆時需要提交一個跟社會議題相
關產品的計劃書。適逢他過去曾親身
體驗無家者的生活，發現他們居無定
所的特性令非牟利機構難以提供適切

服務，加上最近發生歐洲難民潮，感
嘆不少難民無辜遭標籤成「影響治安
及經濟」的一群，於是構思出智能手
環，「在徵得難民或無家者同意的情
況下，讓他們佩帶智能手環之類的飾
品，搜集其位置或生活模式等資
訊。」目標是透過客觀數據，消除公
眾對難民的誤解，同時也能改善非牟
利機構的服務，讓難民及無家者受
惠。目前陳俊為理大「創業學會」幹
事，該會定期邀請青年創業家分享心
得，凝聚有志創業的學生共同構思創
新意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理大即將安排14名
同學前往「創新之國」以色列取經，其中傳意設計系
四年級女生周翃宇原來大有來頭，曾先後跟朋友創辦
「逃出香港」及「聚．焦點」兩間初創公司，創辦至
今深受年輕人喜愛。她分享創業心得時表示，「輸得
起」是年輕人的最大本錢，加上學校提供完善平台支
援，勉勵有好意念及夥伴的年輕人應放下顧慮，多勇
敢嘗試。
別看翃宇年紀輕輕，她在2012年大學一年級時已有

份創辦全港首個真人密室逃脫遊戲「逃出香港」，至
今在港已有6所分店，其後更衝往國際，在內地、新
加坡、英國及台灣亦設有特許經營店。翌年她再參與
設計及創辦全港首間自拍照相館「聚．焦點」，創業
成功的經驗在同齡界別絕對「爆燈」。
回顧創業動機，翃宇形容兩間都是「新型體驗公
司」，風格有異但目的相同，都是希望為客人帶來歡
樂，「當時覺得香港人不外乎行街睇戲食飯，娛樂活
動少之又少，亦鮮有跟親友聯誼的機會，於是有此念
頭。」話雖如此，兩間公司都是前所未有，是吉是凶
當時無人知曉，周翃宇認為很多人創業前難免會有這
種顧慮，但她深信「年輕就是本錢」，只要有好的意
念，而又遇上一班合適的創業夥伴，不妨放膽一試。

問題天天都多 創業就是解難
兩間公司至今已上軌道，但她坦言創業初期絕不好

過，尤其年輕人在管理及商業等經驗尚淺，困難自然
接踵而來，「從法律、會計等專業問題、『年輕老闆
聘用長輩員工』的人事管理問題、公司技術問題、以

至如何應對及照顧客人需要等，每個範疇都要兼顧。」即使處
理好內部問題，甚至打出名堂，並不代表可以一勞永逸，因為
競爭者會隨着名氣而出現，於是又要為了守業而打拚。對此翃
宇深感創業其實就是一個不斷處理難題的過程，成功與否都能
累積寶貴經驗，至於賺不賺錢其實不太重要。
當過兩次成功老闆，翃宇並未因此自滿，反認為創業過程中

發現自己尚有很多不足，最後決定急流勇退，去年4月退出公
司專心應付最後一年學業，3月將會參加理大的以色列交流，相
信此行能擴闊眼界。面對未來她亦早有準備，計劃先到加拿大
實習，畢業後將會前往內地投身設計工作，期望能在不同地方
累積更多經驗，準備充足後再考慮更多創業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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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遊蹤大學遊蹤

■■理大今年開始推出一系列支援學生創業計劃理大今年開始推出一系列支援學生創業計劃，，左左
起劉國偉起劉國偉、、周翃宇周翃宇、、陳俊陳俊、、阮曾媛琪阮曾媛琪。。 姜嘉軒姜嘉軒 攝攝

■■今年的嶺大藝術節今年的嶺大藝術節，，將由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演出的莎士比亞舞台劇將由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演出的莎士比亞舞台劇
《《泰特斯泰特斯22..00》》作開幕節目作開幕節目。。圖為該劇劇照圖為該劇劇照。。 鄧樹榮戲劇工作室網頁圖片鄧樹榮戲劇工作室網頁圖片

■筆者（左一）到屏南縣義教，當地孩子的純真，令他感受深刻。上圖為義教的學校。
筆者供圖

超級英雄教英語 培養興趣拓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