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尼赴港交流 言語絕非障礙
外表似港人惹煩惱 一句「我唔識講」解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民心相通是國家推動「一

帶一路」倡議其中一個重要指

標，在青年交流層面，香港於

上學年起率先推出「一帶一

路」印尼獎學金，資助當地

10名傑出學生來港升學。首

批獲獎學金的學生至今已升讀

二年級課程，其中，來自雅加

達的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學生

Sonia Huberta 讚賞計劃不僅

讓印尼學生有機會來港接受優

質教育，亦有助本港進一步成

為國際升學熱點，於國際化路

上邁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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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
北京大學香港校友會發起的首屆
「燕集香江科創論壇」早前於城
大舉行，論壇以「過去與未來
科學與創新」為主題，並邀請了
港大土木工程系教授岳中琦和香
港應科院智能軟體和系統技術部
研發總監雷志斌分別以《汶川大
地震的現象與預測》、 《加密
貨幣和區塊鏈金融科技創新》為
題演講，吸引了約150名觀眾到
場。
岳中琦在講座中分享自己有別
於傳統地震理論的新觀點，認為
產生地震的主要原因就是位於地
殼深部極高壓、極高密度的甲烷
天然氣的體積膨脹造成，並從該
角度解釋了汶川大地震中的多種
自然現象。
至於雷志斌，其團隊完成了多
項國家區塊鏈技術、平台和系統

的前沿開發以及應用工作。雷志斌的演講
從基本概念入手，闡述加密貨幣的性質、
數學原理以及社會意義，又介紹加密貨幣
的交易、記賬及賬簿鏈的原理和邏輯，解
釋了區塊鏈分佈式賬本系統的特點，當中
涉及「挖礦」、「礦工驗證」等概念，解
答了區塊鏈如何做到去中心化、點對點直
供和精準溯源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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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了解首批「一帶
一路」獎學金得主在港的生活情況，2016年底，時
任特首梁振英便曾邀請包括Sonia在內的10名印尼學
生往禮賓府作客。Sonia憶述，那是她首次有機會前
往政府首長的官邸，「那天是一個非常輕鬆的星期
天，特首跟我們閒話家常，亦關心我們是否適應校園
生活、喜歡香港哪些食物等」，坦言這是難忘的經
驗。那天也是他們10名獎學金得主首次聚頭，至今
仍有保持聯絡。
被問到來港至今有否難以適應的地方，Sonia思考

了一會後回答是食物，正當記者想要追問是否不合口
味時，她卻指出分量才是問題所在，「香港食物比印
尼大份很多，對我而言一個人難以吃光，所以我多會
和朋友分享一份食物，以免浪費。」她又笑言香港人
的確是行得很快，做事很有效率，急促節奏名不虛
傳。

香港勝在夠安全
每逢佳節倍思親，Sonia笑言，來港後的聖誕及新

年等節日，父母亦曾特意來陪伴，「我們去了尖沙咀

欣賞煙火及作除夕倒
數，感覺非常熱鬧。」
她表示，香港跟印尼

的慶祝情況大有不同，
「部分印尼人慶祝時比
較忘形，假如在新年時
節前往地標慶祝，其實
有一定危險，過往甚至
曾有音樂會或拳賽發生
過人踩人事件……」相
比之下，「香港勝在夠
安全，即使深夜回家也不會害怕，交通也很方便。」
談及跟香港同學相處，Sonia指同學們對她很是好

奇，當中也存有不少誤解，「大家以為印尼很落後，
也不太清楚印尼華人的狀況，覺得所有印尼人都是
『黑黑的』。」事實上Sonia不僅是印尼華人，也會
說普通話，目前正努力學習廣東話，笑言自己算是
「識少少」，也會講「叉燒飯」、「燒鴨」等點餐常
用字句，未來期望於畢業後繼續在港發展，從事金融
工作。

老師常說，讀建築的
學生要出外走走，多看
世界。去年7月，我和

十多名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園
境建築（榮譽）文學士和其他學科的同學
坐言起行，參加了由學院舉辦的荷蘭海外
交流團。行程中，我感受到荷蘭充滿文化
色彩、歷史情懷，與現代建築糅合的一
面，對修讀園境建築的我有很大啟發。
整個交流團為期約5個星期，同學可選
擇「歷史行程」，遊覽荷蘭和德國富歷史
價值的景點，認識當地的歷史和政治背
景；亦可選擇「商業行程」，到訪不同博
物館和商業機構，了解當地的經濟和商業
運作情況。我對經濟和社會發展較有興
趣，所以選擇了「商業行程」。
旅程的首站，我們來到荷蘭海牙的莫瑞

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在洋溢
荷蘭古典主義風格的博物館中，我們有機

會欣賞到荷蘭不少藝術家的作品，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幅舉世知名的畫作—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這幅真跡面積比
我想像中小，但荷蘭畫家楊．維梅爾（Jan
Vermeer）筆下那栩栩如生的畫像，其視覺
效果卻讓人感到非常震撼。我們平時在香
港鮮有機會欣賞世界名畫，今次機會實屬
難得。

巴西朋友也曾苦學英文
旅程中，校方為我們安排了很多團體活

動，讓同學有機會與外國的新朋友建立友
誼。其間我認識了一名來自巴西的女孩Bi-
ar。我還記得與Biar是在烏特勒支的一個
城市定向活動中相識。當時我被安排到一
個沒有香港學生的小組，而Biar是其中一
名隊員。
Biar是一名巴西女孩，經常面帶微笑，

熱情開朗。她主動與我傾談，了解我的背

景、國籍和喜好，還相約我到超級市場購
物。Biar透露巴西的家長和香港一樣着緊
子女的成績，他們同樣會送小朋友去補習
班或聘請私人補習老師，而我們亦同樣經
歷過苦學英語的辛酸。
這些相似的經歷，頓時讓我感到雙方的

距離一下子被拉近。經過與Biar一個月來
的相處，不但擴闊我的眼界，亦解開我對
西方教育的部分迷思。
交流團其中一個行程是參觀荷蘭阿姆斯

特丹的虛擬實境（VR）製作公司。我們每
人獲發一副VR眼鏡，嘗試在旋轉椅上觀
看電影。公司負責人向我們解釋了其營商
模式理念，以及發展計劃等。這一站行
程，讓我對外國商業機構的營運模式及新
興行業有更深入的了解。
荷蘭是一個環保國家，其風力發電聞名

於世。行程的尾聲，我們當然要到處於海
邊的著名風車村走一趟。現時的風車村，

除風車外，更增添了水力發電的堤壩和設
施。雖然現時尚在運作的風車已為數不
多，但有幸了解荷蘭的城市規劃和建築藍
本。今次到荷蘭一遊，讓我對園境建築有
另一番體會。

林冰靈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

園境建築（榮譽）文學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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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商場，還是大街、餐廳，能聽到普通
話的機會不多。偶爾聽到一些香港人用普
通話交流，還得看着對方，不時停頓幾秒
想想，轉一轉眼球，再加上自創手語，不
連貫地表達溝通。聽者要猜一下，思考後
才能明白內容，最多只能勉強溝通。
《論語．述而》載：「子所雅言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子講話時用雅言，誦《詩》、讀
《書》、執行禮事時，都用雅言。）孔子
當時講學時用是我國最早的民族共同語：
雅言，這大大方便了當時的社交活動，使
得溝通順暢。
如今，我們置身於網絡資源十分發達的

社會，不妨充分利用互聯網，從中嘗試找
一找適合自己學習方法，讓自己普通話更
加進步。聽普通話歌曲或新聞，看普通話
綜藝節目及電影、電視劇等都是接觸普通
話的好途徑。當然，如果有條件能與老師
面對面學習普通話，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不過，對於天天忙於工作的在職人士來
說，則要克服不少困難才行。這樣一來，
最能充分利用這種條件的，當屬學生們
了。

堂上鴉雀無聲 同學還在思考
每次給新生講課時，都會發現一個普遍

現象：當我講話時，課堂上鴉雀無聲，每
個同學都認真地看着我；當我講完一段話
之後提出問題時，沒有收到任何同學的應
答。

我有點不解，問其原因，有同學告訴
我：「老師，你講話聲音有上有下像唱歌
一樣，語調優雅，很好聽，言語中還夾雜
了的很多兒化音及翹舌音，所以我們一邊
留心聽，一邊回味着什麼意思，沒聽到你
問什麼問題。」接着，他想學一兩句，開
口卻又學得不像，大家都笑了。
意識到同學可能在中小學時期及生活中

接觸標準普通話的機會不多，於是我在第
一個月上課時，會特意放慢語速，有必要
時，我會對重點詞彙作解釋，等待大家的
點頭示意後，才繼續講下去。

老師現場指導 說錯不需介意
有了老師在現場指導，同學可以充分利

用普通話的口語表達機會，在課上的互動
口語表達訓練，以提高表達水平。如遇到
不解問題，可以及時舉手提問，便很容易
得到及時的回覆，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課上的學習不會是單一式的講解，而是

充滿趣味性的多種方法練習，例如看圖片
講故事，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排除語言障
礙，不怕麻煩，即使說錯了也不要介意，
對一些發音不準的語音，跟着老師的口型
重複多讀幾次，及時糾正自己的錯音，直
到說正確為止，這樣才能有助於提高普通
話水平。
在輕鬆的氣氛下學習知識，有利於語言

的吸收理解。通過學習，說一口流利的普
通話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只要能激發學習
熱情，找到學習動力，再花上一點時間，
學習者便會自信加倍地說普通話了。

■劉健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

語文學會創辦於
1979年，宗旨是通
過研究、出版、教
學、交流、合作等
方式促進中國語文
工作的發展。

跟着老師口型 糾正錯誤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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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來港升學的決定，Sonia表示教育質素是其首要
考慮，「印尼的本地教育較香港而言始終有所不

及，當時雖然有想過到澳洲或加拿大升學，但仔細考慮
過後，始終覺得香港是最佳選擇。」她解釋香港擁有多
所國際級排名的大學，加上過往曾與家人來港旅遊，印
象很好，得知獲得香港特區政府獎學金後，更讓她下定
決心來港升學，展開人生新一頁。

競爭程度超預期
回想來港開學之初，Sonia笑言香港的學習競爭程度
遠遠超出預期，每日都要努力讀書追上進度，但她又不
想大學生活只得讀書那麽單調，故積極參與課外活動，
包括加入攝影學會及環保組織，擴闊社交圈子，又加入
學生大使計劃，期望回到印尼把自身經歷與當地學生分
享，鼓勵學生申請獎學金。
特區政府與大專院校經常強調要加強校園國際化，
Sonia坦言這亦是她千里迢迢到香港的原因之一，「高
校時期，身邊絕大部分學生都跟我一樣是印尼華人，文
化比較單一；科大則擁有多元文化校園，每日都能遇見
世界各地的交流生，認識不同種族、觀念與信仰的人，
是非常珍貴的全新體驗。」
由於Sonia是印尼華人，外表看來跟港人一樣，這有
助她融入校園生活，卻有時亦會有一點小煩惱，「校園
內經常都有學生宣傳活動，我每次經過，同學們都會對

我講廣東話，每次我都蠻不好意思地解釋一番，更因此
學會了一句廣東話－『我唔識講』去解圍。」

學語言涉獵文化
話雖如此，Sonia不認為語言是障礙，反而覺得是同

學間打開話匣子、互相交流的好方法，「透過學習彼此
語言，對話期間自然涉獵大家的文化與知識」，每次都
有所得着。
在香港商界及社會人士鼎力支持下，「一帶一路」獎

學金先後擴展至馬來西亞及泰國，Sonia對此表示歡
迎，相信將有助香港進一步成為升學熱點，她亦笑言家
鄉有不少學弟學妹都對獎學金很感興趣，母親也常被親
朋好友問及申請細節，「有些同學可能誤以為獎學金競
爭很大而卻步，但在我看來，申請條件不算困難，只要
提交一些個人資料與文章便可，既然如此，何不放手一
試？」
家人都支持Sonia的升學決定，「在我初來甫到時，

父母亦有陪同到來參觀，他們都很喜歡香港及科大的環
境」，她亦會鼓勵妹妹申請來港升學。
不過，本港大學宿位不足問題長期為人詬病，Sonia

認同這是非本地生非常關注的問題，「學校一旦沒有宿
位，同學要自行在新界找房間、找室友分擔房租及其他
開支，這肯定是非常不便。」她希望可以增加非本地生
在校住宿比例，相信這對提升校園國際化很有幫助。

食物最難適應 全因分量太大

■林冰靈（右一）到訪荷蘭的風車村，了
解當地風力發電的技術。 作者供圖

■Sonia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Sonia（後排右一）及其餘獎學金得獎學生獲時任特首梁振英邀請到禮
賓府作客，坦言是難忘經歷。 受訪者供圖

▲Sonia（後排左一）在港積極參與不同課外活動，笑言每次跟朋友都有
所得着。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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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志斌雷志斌
主辦方供圖主辦方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