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教授普通話的過程
中，我發現有相當多的學
生把「那(nà）」和「哪
(nǎ )」的發音對調了，這
樣就產生一些不必要的誤

會和尷尬。例如：
甲：請問衛生間在哪兒？
乙：衛生間在那兒？
甲問在「哪兒」，乙回答在「那

兒」，這是很普通的對話，但如果甲乙
的「那」和「哪」的發音發錯的話，誤
會就產生了。如果甲把「哪(nǎ )」讀成
第四聲，乙就誤會甲是不是腦袋有問
題，知道了還問；如果是乙把「那
(nà）」讀成第三聲，甲就會誤會乙是不
是耳朵有問題，都告訴他了怎麼還一直
問……所以一定要讀對「那」和「哪」
的聲調。
下面是「那」和「哪」的用法供大家
參考（摘自《現代漢語詞典》），希望
大家讀準聲調，也要了解「那」和
「哪」還有哪些不同的發音。
「那(nà)」【指示代詞】。
1.指示比較遠的人和物。
a）後面跟量詞、數詞加量詞或直接跟
名詞：
那老頭兒

那棵樹
那兩棵樹
那地方
那時候
b）單用：
那是誰？
那是鄰居的
那是我的兩個朋友
那是1937年
注意：在口語裡，「那」單用或者

後面直接跟名詞說「nà」或「nè」；
「那」後面跟量詞或數詞加量詞常常
說「nèi」或「nè」，比如，常常說
「nèi」或「nè」的有：那個、那會
兒、那樣；常常說「nè」的有：那
麼、那麼點兒、那麼些、那麼着。
2.跟「這」對舉，表示眾多事物，不
確指某人或某事物：
說這道那的。
看看這，看看那，真有說不出的高

興。
「哪(nǎ)」是【疑問代詞】。
1.後面跟量詞或數詞加量詞，表示要
求在幾個人或事物中確定其中的一部
分：
我們這裡有兩位張先生，您要見的是

哪位？

這些詩裡頭哪兩首是你寫的？
2. 單用，跟「什麼」相同，常和「什
麼」交互着用：
什麼叫吃虧，哪叫上算，全都談不上？
3.虛指，表示不能確定其中的一個：
哪天有空你來我家坐坐。
4. 任指，表示任何一個，常跟

「都」、「也」等呼應：
你哪天來都可以。
注意：在口語裡，「哪」後面跟量詞

或數詞加量詞的時候常常說「něi」或
「nǎi」，單用的「哪」在口語裡只說
「nǎ」，但是「哪個」、「哪會兒」、
「哪門子」、「哪些」、「哪樣」在口
語 裡 的 詞 語 ， 都 常 常 說 「něi」 或
「nǎi」。
5. 表示反問：
哪能那麼十全十美呢？這就不錯！
掌握以上的用法，相信同學們不會混

淆「那」和「哪」了吧！
■黃科雲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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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為編者所加）

仁大擬辦金融科技課程育才
計劃斥2000萬翻新日人初中舊校舍 建文康中心與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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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為進一步提升校園面積和教學質

素，樹仁大學昨日公佈多項新的發

展方向，包括計劃申請使用現時處

於空置狀態的香港日本人學校初中

部舊校舍，斥資2,000萬元翻新為

運動及文康設施中心，開放予學生

及社區人士使用，並擬在明年開設

金融科技學士課程。學術副校長孫

天倫指本港數碼市場發展迅速，新

課程可配合市場所需，冀提升學生

的就業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中文大學
醫學院院長陳家亮，獲有近140年歷史的
日本大阪市立大學頒授名譽博士銜，以表
揚他於消化系統臨床研究，以及對該校國
際性教育科研活動的貢獻。大阪市立大學
至今只曾頒授了12個名譽博士學位，而陳
家亮為首名日本以外的學者獲此殊榮。
成立於1880年的大阪市立大學，曾出

產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
幹細胞研究權威山中伸彌，因而聲名大
噪。該校在昨日畢業典禮上向陳家亮頒授
名譽博士銜，校方在學位授予者概覽中讚
場他是國際社會知名的臨床學者，其主要
研究領域包括消化管出血、幽門螺桿菌病
等，至今於多份國際頂尖醫學期刊發表過

500 部以上
的 科 學 論
文。
該校又提

到，陳家亮
還促成設立
了「國際消
化管研究中
心」等跨地
域 科 研 機
構，推動中
大及大阪市
立醫學院設雙學位課程，對該校的國際性
教育科研活動及學術地位提升有突出貢
獻。

陳家亮膺日大學名譽博士

■陳家亮獲頒授名譽博
士。 中大醫學院fb圖片

■張雲正提醒港青，投考海關前應仔細了
解海關的工作範疇。 港專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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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中學文憑
試（DSE）筆試臨近，考評局在網誌發
表DSE「應急小錦囊」，提醒考生若因
病留院，而又獲得主診醫生同意下，可
申請在醫院應考；考試中途感不適者可
選擇到醫療室稍作休息，再繼續應考，
但沒有補時安排，其他複雜情況亦有不
同方法處理。
由於DSE筆試不設補考，考評局表示

若考生因病留院，而又獲得主診醫生同
意，考生可申請在醫院應考，考生或其
家人應在有關科目開考前最少24小時，
攜同由考生簽署的授權書及相關證明文
件到考評局申請。

中途入院可申成績評估
若在考試中途感不適，考生可到醫療

室稍作休息，再繼續應考；如果病情嚴

重而不能應考，須於考試前致電考評局
備案，立即求醫並取得「醫生紙」證明
其病況；若在考試中途需送院治理，試
場主任會提供協助，並聯絡考評局和提
交報告。
這類考生可於考試日後 21 曆日內，

以書面申請「成績評估」或「科目評審
成績」，申請時須提交醫生證明書正
本，學校考生並要附有校長支持其申請
的函件等資料。成績評估只適用於已應
考有關科目至少一卷筆試的考生申請，
「科目評審成績」只適用於學校考生申
請。
至於遇上被困升降機、交通意外、家

中發生不幸事件、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比
賽等情況而未能出席考試，亦應盡早向
考評局提交證明文件，作特別處理。若
有疑問可致電3628 8860查詢。

DSE生若入院 可申留院應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紀律部隊
是其中一項深受大專學生歡迎的工作，為
好好裝備相關知識，讓他們對紀律部隊有
更多了解，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紀律部隊
首長親身分享系列」早前邀來曾任海關關
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張雲正，與逾百
名學生及教職員分享海關的工作經驗。
曾任海關關長4年的張雲正形容，海關

工作不僅工作範疇大，而且極具挑戰性，
為打擊犯罪活動，更要與不法分子「鬥智
鬥力」，容不得半點鬆懈。
他分享指，海關有各種「放蛇」行動，

經常會喬裝成旅客、小販、私煙賣家，進
行緝私緝毒的工作；同時也會假裝藥房買
家，打擊商戶不良營銷手法。

張勉港青投考前鍛煉體能
他表示，海關除了執法，也需要配合多

種策略，向公眾、商戶進行宣傳教育，並
推出《2012 年商品說明 (不良營商手法)
(修訂) 條例》執法指引及相關案例，讓商

戶們「知法、守法」。
去年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相繼開

通，加上蓮塘香園圍等新口岸即將落成，
張雲正提醒，海關將進行大規模招募，呼
籲有意投考海關的學生多了解海關工作及
時事，並鍛煉體能，好好裝備自己。
港專「紀律部隊首長親身分享系列」由

各紀律部隊的現任、前任局長或處長作主
講嘉賓。第四場將在2019年3月30日舉
行，由前保安局局長及前入境處處長黎棟
國擔任主講嘉賓。

港專邀張雲正分享海關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上月出台，當
中提到將大灣區打造成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其中將學術理論轉化為產業運用，
是打造科創中心的一大關鍵。香港科技
大學昨日與上海智臻智能網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簡稱「小i機器人」）簽署合
作框架協議，共同成立「香港科技大
學－小i機器人機器學習及認知推理聯
合實驗室」，致力研究人工智能，提升
大灣區整體科研發展水平。

副校：助推動知識轉移
在科大副校長（研究及發展）葉玉如
及小i機器人創始人朱頻頻的見證下，雙
方代表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共同成立聯
合實驗室。葉玉如致辭時表示，人工智
能是全球發展的大趨勢，為各個範疇帶
來不同機遇，而科大重視跨學科交流，

兩個機構合作將有助推動知識轉移，相
信能推進前沿創新與應用，為大灣區發
展作出貢獻。

合辦實驗室深研機器人
朱頻頻表示，該項目是小i機器人首個

與本港大學共同開展的科研項目，聯合
實驗室的合作研究為期三年，小i機器人
將提供研究經費，而該實驗室將集中於
人工智能在語言理解、知識推理等範疇
的研究，未來甚至會讓機器人具備情感
交流的能力。
科大工學院院長鄭光廷指出，若大學與

企業合作，教授在研究時可從商業角度了
解具體研究方向，提升基礎研究的水平，
長遠將有利於知識與產業的結合。他續
指，實驗室每年會提出四個到五個研究方
案，每項研究均會聘請教授及研究生參與
研究，未來實驗室也會按這個模式運作，

而雙方也有長遠合作的意願。
對於實驗室的未來研究項目，小i機器人

首席財務官鍾創新舉例，實驗室會集中研
究提升機器人的語言學習能力，如建構龐
大資料庫，嵌入嶄新算法，提升聊天機器
人（Chatbot）對話系統的精準度，未來甚
至可以分辨粵語中「中英夾雜」的情況。

科大夥滬科企共研AI助力灣區

辨語境讀聲調 識別「那」和「哪」

樹仁大學常務副校監胡懷中昨聯同多位
大學管理層出席傳媒午宴，分享大學

最新發展和動向。他表示，大學一方面會持
續翻新和改善校園設施外，未來亦將重點發
展商科，鼓勵學生投身初創。

長遠研拓運動科學課程
就有關擴展校舍計劃，行政副校長梁鏡威
表示，仁大有意循空置校舍分配計劃申請使

用寶馬山道校園徑9號的香港日本人學校初
中部舊校舍。該校舍樓高9層，面積達6萬
呎，仁大上周已去信教育局表達意願，若成
功獲分配校舍，預算會投入2,000萬元翻新
校舍作為運動及文康設施中心，「設施將提
供予學生及區內居民使用，不會對區內交通
及環境構成額外負擔」，長遠或考慮以此拓
展運動科學相關課程。
另一方面，梁鏡威亦指校方有意進一步提

供更多宿位，包括考慮申請該校圖書館綜合
大樓旁邊的斜坡位置，用作興建新大樓，有
關計劃仍在構思階段。
他表示，目前仁大錄取內地生約佔整體學

生人數7%，擴展與否的一大考慮在於校園
能否提供足夠配套，現時以照顧本地生為
主，若未來能提供更多宿位，在招收非本地
生方面或更有彈性。
孫天倫則介紹仁大的課程安排，校方期望

在2020年推出金融科技學士學位課程，預
計招生最多50人，亦正籌備應用數據科學
課程以及結合心理學人力資源管理學課程。
研究院方面，仁大未來擬新增3個碩士課

程，涵蓋遊戲治療、社會工作、實用數據科
學，以及考慮增加兩個博士課程，分別為工
商管理及社會工作。
她指，商學院將新增以「仁商精神」為宗

旨的通識教育科目，讓學生對仁商的商業及

經濟倫理價值觀有更深入理解。

擬開展Pot@hksyu勉生創業
此外，仁大將開展「Pot@hksyu」計劃以

鼓勵學生或新畢業生創業，項目將提供辦
公室、會議室及相關支援配套，並由導師
及專家提供顧問指導，預計7月開始投入運
作，申請者需遞交商業計劃書予校方以供
審批。

■雙方代表簽署合作框架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仁大將開展「Pot@hksyu」計劃鼓勵學生或新畢業生創業，將提供辦公室、會議室及
相關支援配套。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胡懷中（左三）昨聯同管理層出席傳媒午宴，分享大學最新發展和動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英基學
校協會昨日宣佈，擬於2019/20學年調整
學費，旗下14所中小學及賽馬會善樂學
校各級平均加幅4.5%，以小一計學費由
現時111,200元增至115,800元，中一則
由128,400元增至133,800元。而英基兩
所私立獨立學校啓新書院與智新書院，
以及5所幼稚園，學費增幅則由5%至

7.5%不等。
英基表示，以每月金額計，各類型學

校學費增加420元至960元不等，而加費
後以智新書院12班及13班學費最高，每
年175,400元。而隨政府逐步撤銷資助，
2019/20學年起英基小四級亦將不獲資
助，該級學費由現時獲資助下的93,900
元增至115,800元，幅度為23.3%。而各

加費情況仍尚待教育局審批。
英基行政總裁Belinda Greer表示，學

校在過去四年一直改善學校設施，並聘
請一流教職員，未來需要繼續在學生及
家庭、學校及教師各個方面持續投資。
她強調在加學費的情況下，學校亦會

全力控制成本，不會將過多的財政負擔
轉嫁家長。

英基中小學擬平均加學費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