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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M大會論技術轉移 一字多音很普遍
詞意詞性助分辨

港生赴泰交流 掌握「帶路」國策
體驗生活文化通民心 啟發思考跨國經濟大藍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柴婧）

「一帶一路」是

國家的發展戰略，影響深遠，但要加

深年輕人對「一帶一路」的認識，到

相關的國家或地區參觀就最直接奏

效。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透過交流

資助計劃，安排30名同學到「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泰國參觀，更學習泰

拳及泰國舞等。與當地人接觸過後，

港生覺得他們對人尊重，做事認真，

扭轉了過往對泰國的誤解。此行完結

後，啓發了同學們思考這跨國經濟大

藍圖對香港的意義。

公民教育委員會早前推出「『一帶一
路』交流資助計劃」，資助註冊非

牟利機構、法定團體或慈善機構舉辦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青年交流活
動，達至「民心相通」的目標，對象是
介乎15歲至29歲的本港青年人。

認真打拳 觸動港生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是其中一個成
功申請到資助的機構，校方去年底安排
學生到泰國進行5天的生活體驗及文化
學習，並特意避開娛樂和旅遊項目。考
慮到泰拳和泰國舞是當地人引以為傲的
文化標誌，交流團安排學生到當地學校
學習。
在泰拳學校，校方向同學介紹泰拳的
打法，並讓學生小試牛刀，而早就學習
過泰拳的交流團學生李希維覺得這些招

式和在香港學習的差不多，「但他們打
泰拳時的認真，和對泰拳的尊重深深觸
動了我。」
與當地中學生交流時，港生教泰國同

學書法和摺紙，泰國同學亦表演跳舞歡
迎遠道而來的客人。
李希維指在短短幾小時的相處後，大

家發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原來
他們的普通話這麼好。」
另一團友陳摯聰更笑言︰「我覺得

自己要更認真學普通話了。」這次交
流全程英文導遊，部分同學有些吃
力，大家紛紛表示回港後要學好兩文
三語。

特別愛笑 傳播開心
談到泰國與香港的一大分別，有學生
首先提到泰國服務員態度極佳。學生曾

兆贊表示，「泰國人的服務態度真的太
好了，這點和香港真的很不同。」他更
即場模仿香港店員的惡劣態度，在一片
應和聲中，另一名同學張舒凌笑着補充
指：「不止是店員，很多泰國人都特別
愛笑，我看到他們整個人都開心了，回
到香港後，我亦會經常笑。」
此外，習慣了香港食物味道的港生，

初到泰國並不習慣，卻也發現了當中的
商機。張舒凌指：「隨着『一帶一路』
發展，泰國的華人一定愈來愈多，商家
可以考慮在當地開中餐館，找一些會講
中文的服務員做侍應。」
不過，曾兆贊卻有不同意見，「既然

到了泰國，就要喜歡和保護當地的文
化。」

尊敬泰王 印象難忘

泰國人民對泰王的尊敬，亦令港生印
象難忘。
交流團造訪泰國時，泰王拉瑪九世剛
剛過世，交流團學生張舒凌表示，「泰
國人民願意花幾小時甚至是十幾小時在
大皇宮排隊悼念泰王，雖然只有5分鐘
時間瞻仰泰王遺體，但都毫無怨言，泰
國人民對泰王的尊重、愛戴讓我震
撼。」
交流團負責老師韓文暄認為，「一帶

一路」是這批中學生十幾年後會面對的
巨大機遇，讓他們在中學時代認識相關
國家的同齡人，或許會影響他們的生涯
規劃。
在泰國深受同學喜愛的「人氣王」曾
兆贊回到香港後，與泰國的新朋友通過
網絡保持聯絡，希望可以透過聊天，開
闊自己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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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剛探訪完澳洲悉
尼地區的大學，加上去
年年底亦走訪過約十間
英國及澳洲的大學，親
身了解不同大學之強項

及發展的同時，亦特別留意到在教學方
式上，不同大學之間都朝着一些相同的
方向發展。
首先，運用科技作為教學工具變化最
大。傳統大學教育中，數百人以至過千
人上堂的方式，在著名大學間十分普
遍，師生間交流十分有限。科技的運用
正好為此提供解決方法。

即時問答 交流容易
早幾年，大學多以科技把各課堂錄

影，以便學生重溫，但仍沒法增加師生
互動。現時在不同的大學課堂中，設有
即時答問系統，多媒體的應用處處可
見，師生間的課堂即時交流變得容易。
例如教授現時可以在上千人的課程問

問題，各學生只要用手機答題，教授即
時便有同學的答題統計數字，了解學生
是否能掌握該知識概念。
不少理科科目均需要做實驗，基於設

施數量的限制，校方以往不能錄取太多
學生，不然會有學生沒法做實驗的情
況，現時不少大學發展出能讓學生通過
電腦、平板電腦甚至手機也能控制複雜
儀器的系統，同學不用到實驗室排隊做
實驗，亦可隨時隨地應用不同的設施。
現時不少儀器本身已由電腦控制，控

制介面與儀器分離，也使教學的可能性
變得無限大。

多個主科 應付職場
另外，新世代只掌握一種知識技能，

並不足以在現今社會謀生，大學學位教
育的發展亦愈來愈傾向讓學生修讀一個
以上的主科，以便畢業生有更多的技能
應付日後的職場需要，而專精人才的培
訓則更集中於研究院內。
美、加在學制上現時較配合這種情

況，而澳洲的墨爾本大學及西澳大學亦
已經在數年前全面採用這種教學模式，
悉尼大學等數間重點大學則已在重點學
科中開始採用這種教學模式，英國的大
學在這方面則仍未見有多大改動。
由於知識周期更新加快，大學教育雖

然仍以傳授知識為重點，但更加強調學
生的自學及終身學習能力，畢竟一名畢

業生在大學學到的知識，可能在畢業後
數年間便被新知識所取代，這方面的培
訓變得更重要。未來世界的走向如何，
大學間亦在不斷探索，大學既是未來社
會的縮影，走訪不同的大學的確讓人思
考更多未來的可能性。筆者祝願應屆文
憑試學生能獲得理想成績，向各自的大
學夢進發。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理

作者簡介：22年經驗協助學生到海外
升學，定期探訪各國中學、大專及大
學，十分樂意分享協助同學到海外升學
的心得。

科技改變學習 強調自學能力

�52�+�

在這裡想問大家一個問題︰「方興
未艾」的普通話發音是什麼？對，是

「方興未艾
fānɡxīnɡ wèi ài

」，意指事物正在興起、
發展。例：物流的概念傳入我國的時
間並不長，其研究在我國方興未艾。

那麼「自怨自艾」這個詞，意指「悔恨」，普通話

的發音又是什麼呢？看來很多人會讀成「自怨自
zì yuàn zì

艾
ài

」，不但你這樣讀，連大腕兒的歌星也這麼讀呢。
這位歌星2007年為北京殘奧會演唱的主題曲中有一
句這樣的歌詞：「不需要自怨自艾的惶恐」，剛開始

的時候，「自怨自艾」唱成了「自怨自艾
zì yuàn zì ài

」，MV推
出後在電視上播映了，才知道原來「自怨自艾」的發

音錯了，應為「自怨自艾
zì yuàn zì yì

」。這位歌星對這個錯誤很
重視，立即改正重唱，並以最快的速度將最新的版本
發給媒體。

和字多達五個音

同樣的一個「艾」字會有兩個音，一個讀「艾
ài

」，

一個讀「艾
yì

」，這在普通話中是再平常不過的現象，
這些字叫多音字，在普通話中有一字兩音、三音，最
多的一字五音，如「和」這個字，我們最常說的音是

「和
hé

」，另外四個音是「和
hè

」，如「和詩」、「一唱

一和」；「和
huó

」，如「和麵」；「和
huò

」，如「和

藥」、「衣服洗了三和」；「和
hú

」，如「打麻將和
了」。
是不是有點糊塗了？不過大家也不用擔心，這種一

字五音的現象不多，但一字二音、一字三音的現象還
是挺多的，只要大家掌握一下分辨的技巧就不難了。
有的可以從詞意上去分辨，比如「曲」，只要記住和

音樂、戲曲有關的讀「曲
qǔ

」，其他的都讀「曲
qū

」就行
了。「載人飛船」的「載」應讀第四聲，因與「裝
載」有關，而「記載」的「載」就讀第三聲了。另
外，也可以從詞性來分析，如「鑽」，動詞一般讀第
一聲，如「鑽探」、「鑽研」；名詞的話一般讀第四
聲，如「17鑽的手錶」。
多音字是普通話學習中的難點，需要多花些工夫練

習，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普通話水平更上一層樓。
■李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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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來自本港
14間中學的30名學生以「絲路行者」學
生大使身份，早前參加為期8天的「中
華文化．新世界」新疆考察活動。學生
從香港出發往烏魯木齊和吐魯番地區，
途經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北庭故城等
地，考察絲綢之路的歷史遺蹟。
「絲路行者」學生大使計劃由饒宗頤文
化館主辦，全面涵蓋沙漠絲路、海上絲路
及草原絲路。計劃以「絲路行者─歐亞大
陸的前世今生」為主題，期望通過一系列
文化活動，讓本港學界和廣大市民能深入

了解歐亞大陸，印證絲綢之路從古至今
的發展對多個國家和地區帶來的巨大貢
獻。
此次考察地點由中國、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遺的絲路世界文化遺
產，幫助學生認識古絲綢之路多民族的歷
史特點，及中國和中亞鄰國關係發展的現
代國情。
有同學表示，一路上新疆人的熱情照

料令他們十分難忘。有份參加計劃活動的
同學稍後將把考察過程、學習成果一一整
理並出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透過
「技術轉移」將大學及科研機構的創新
研究成果融入生活，可說是近年的全球
焦點。由香港多所大學擔任籌委會成員
的 「 全 球 高 校 技 術 經 理 人 協 會
（AUTM）」亞洲大會，昨日起一連兩
天於香港科學園舉行，匯集逾500名來
自世界各地技術轉移領域的專家學者，
共同探討推動技術轉移以及相關知識產
權的挑戰。
AUTM為全球最大的同類型非牟利組

織，其3,200多名成員來自300多所大
學、研究機構和教學醫院，亦包括眾多

商業和政府組織的知識產權經理。而今
年的AUTM亞洲大會於香港舉行，並由
城市大學任籌委會主席、浸會大學任副
主席，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科技大
學、香港大學，加上香港科技園及澳門
大學均為籌委會成員。
緊接昨日開幕禮大會舉行了「校長論

壇」，由各所港澳區大學校長或副校
長，暢談在創造和普及創新發明過程
中，大學所面對的境況和挑戰。
除了兩天的會議外，大會亦將於明天

安排與會者到深圳參觀，實地認識有關
技術生態系統。

學生大使尋絲路遺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交流團同學此行參
觀了茶飲料在泰國市場佔有率第一的泰國壹集團
（Ichitan Group）的包裝飲品廠房。此前一直以為
泰國廠房會殘舊落後的同學，不僅看到了先進的生
產線和乾淨的廠房，還了解到公司為貫徹環保理念
連員工衣服都是環保物料，不禁對此大表歎服。
參觀的廠房與同學們所想大為不同，那裡不僅非
常乾淨，還有先進的生產線。最讓同學驚訝的是他
們的環保理念，由於考慮到塑料無法分解，所以公
司把員工所穿得衣服都用塑料瓶循環再用，以支持
環保。
在參觀過程中，講解員向港生推廣環保的重要、

介紹瀕臨滅絕的動物等，對港生有不少啓發。
廠房之外的泰國，亦讓同學們見識到了當地對環

保的堅持和文明的習慣。同學表示，當地街道上的
垃圾桶比香港少，但路面卻和香港一樣乾淨。

參觀飲品廠 驚歎重環保

■■國際會議匯集技術轉移領域頂尖學者和專家國際會議匯集技術轉移領域頂尖學者和專家。。 城大供圖城大供圖

■■考察團在新疆考考察團在新疆考
古研究所考察館藏古研究所考察館藏
文物文物。。
饒宗頤文化館供圖饒宗頤文化館供圖

■■交流團成員投入交交流團成員投入交
流活動樂此不疲流活動樂此不疲。。

校方供圖校方供圖

■■交流團老師和學生表演泰拳與泰國舞交流團老師和學生表演泰拳與泰國舞。。左起左起：：韓文暄韓文暄、、曾兆贊曾兆贊、、李希維李希維、、
陳摯聰陳摯聰、、張舒凌張舒凌、、卜嘉琪卜嘉琪。。 柴婧柴婧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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