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暴校」說不 北上升學查詢增
小中大副學位都有人問 專家：暴衝令家長對港校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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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中的「我」在英文中是
「I」也是「me」—詞形變化在作
怪（作者原題供參考）
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士在剛開始
學習英語的時候，遇見的第一個

問題或許就是最基本的人稱代詞「我」，作主語
時是「I」，作賓語時卻成了「me」。雖然很多
時候我們牢記了這些詞形變化，但背後的原因往
往卻是不求甚解了。
在世界現存的6,000多種語言中，我們可以根
據詞的形態（morphology）將之粗略分為兩大
類—分析語（analytic language）及綜合語（syn-
thetic language）。分析語基本無詞形變化，主
要依靠詞序及虛詞等特徵來表達文法關係（如漢
語）；而綜合語的詞序相對自由，藉助詞形變化
傳達意義（如英語、日語等）。通過詞形變化表
現不同語法類別—「屈折」（inflection），是
綜合語的一項重要特徵。
2018年香港語奧的捷克語一題中，仔細對比捷

英對譯，不難發現捷克語比英語更為「屈折」。
例如，當專有名稱出現在句中不同位置時，詞的
形態也隨之變化，如下表所示：

捷克語比英語更「屈折」
編按：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樑，不同語言或有着差天共地的文字、符號、發

音元素，但背後其實亦藏有類似的邏輯規律。作為現時全球12項供青少年參加奥林
匹克科學競賽之一的語言學奧林匹克（語奧），便是以世界各地語言片段為材料，透
過提供相關語言編碼方式的差異性，以及一些例子與已知訊息，讓參加者即使面對未
知的語言，亦能以邏輯思維和綜合解難能力，拆解其規則結構，並作靈活的歸納與推
理，被形容為「數理邏輯與人文知識的完美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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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將於下題中發現，捷克語擁有豐富的構詞系統及自
由的詞序。請觀察捷克語與其相對應的英文翻譯：

捷克語

Na hory Jana jela s Petrem.

Jakub letěl s Maruškou k moři.

Maruška nechce jet na hory s
Jakubem.

Do Prahy Anna se mnou
neletěla.
Rudolf letěl do Prahy aby tam
potkal Janu.

Nejela jsem s Janou na hory.

Jakub nechce letět se mnou k
moři.

S Janou v Praze žil Jakub.

Nejel jsem s ním do kina.
Anna potkala Petra v Praze.

Petr nechce abych žil s Janou v
Praze.

英語

Jana went to the mountains
with Petr.

Jakub flew with Maruška to the
sea.

Maruška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untains with Jakub.

Anna didn't fly to Prague with
me.

Rudolf went to Prague to meet
Jana.

I didn't go to the mountains
with Jana

Jakub doesn't want to fly with
me to the sea.

Jakub lived with Jana in
Prague.

I didn't go to the cinema with
him.

Anna met Petr in Prague.

Petr doesn't want me to live
with Jana in Prague.

（1） 請將下列英文句子翻譯成捷克語。
（註：因詞序不受限，翻譯無唯一答案，
但您也可使用英文中的詞序進行翻譯。）
1. Petr wants to fly with Jana.
2. Maruška lived in Prague with Filip.
3. I didn't live with Jakub.
4. Jakub went with Anna to the cinema.

（2）請將下列捷克語的句子翻譯成英
文。
5. Neletě la jsem s Petrem k moři.
6. Rudolf nechce abych letela do Prahy.
7. Anna chce aby Petr žil v Praze s Ja-
nou.
8. Potkal jsem Janu.

答案：（此部分請倒轉排）
1.PetrchceletětsJanou.
2.MaruškažilasFilipemvPraze.
3.NežiljsemsJakubem.
4.JakubjelsAnnoudokina.
5.Ididn'tflytotheseawithPetr.
6.Rudolfdoesn'twantmetoflyto

Prague.
7.AnnawantsPetrtolivewithJana

inPrague.
8.ImetJana.
（註：詞序無嚴格要求，但一些介詞如

with,to,in等後應緊接名詞。）

2020年計劃新增11所招收文憑試生的內地院校，包括中國科學技
術大學、華中科技大學、電子科技大學等
985名校，亦有北京體育大學、北京電影學
院、中國民航大學等，提供的課程各具特
色。各文憑試生可於明年3月預先報名及現
場確認，隨後院校會安排面試，並在7月底
文憑試放榜後公佈錄取名單。
教育局等編制的《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學生計劃指南》，則載列內地升學
的全面資訊，將會透過各中學向全港中六學
生派發，稍後亦可在收生計劃網頁（edb.
gov.hk/admissionscheme20）下載。

文憑試生續減 北上升學反增
近年文憑試考生持續減少，不過報讀內地
大學的學生卻逆市增加，2019年計劃有

3,511人報名，1,784人獲錄取，分別較2018
年上升9.2%及15%，均創近年新高。
不過，近月香港學校政治化問題嚴重，大

學校園更被暴徒霸佔成為「基地」，部分人
肆意煽動敵視內地，會否對有關趨勢造成影
響？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羅永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固然有部分學
生或因此抗拒到內地升學，「但（局勢）也
令為數不少的家長更擔心本地升學情況，部
分人對留港讀書的想法愈見負面。」
他解釋，本港多所大學近月先後受到嚴重

衝擊，部分至今仍然復課無期，導致不少非
本地生無奈避走，這類衝擊難免令家長對子
女升學有「另一番思考」。
「近月我們收到的查詢遠較去年同期多，

部分查詢種類更是前所未有」，羅永祥表

示，以往查詢都是圍繞文憑試生到內地升
學，今年卻收到本地在學大學生查詢如何轉
讀內地學府、副學位生查詢怎樣銜接內地學
位，亦有家長為子女查詢內地升小及升中等
不同資料，均說明時局帶來的轉變和影響。
羅永祥又分享他今年到中學舉辦內地升學

講座情況，「其實去之前都有擔心過學生的
反應如何，但普遍都很正面，問資料人數亦
有明顯增加。」
他笑言，部分家長甚至比自己更緊貼消

息，一見國家教育部發出新資料即致電查詢，
種種跡象讓他確信，今年內地升學報名人數至
少會是平穩，「畢竟需求始終喺度。」
不過，他亦表示，以往「內地高等教育

展」一般在12月初舉行，惟今年至11月底
仍未有舉辦的消息，不排除是因近期局勢所
致，期望盡快會有相關消息公佈。

專家：北體大對收港生較寬鬆
就今年計劃的新增院校，羅永祥特別提

到，北京體育大學對港生收生要求度相對寬
鬆，而它過往盛產奧運名將，相信不少同學

會感興趣。至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他表示
這所學府在科技上非常優秀，但也正因如
此，它對學生的要求極高，「除非學生自問
相當出眾，打算在科技路上創一番作為，否
則未必適合報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國家教育部公佈2020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文憑試學生計劃的具體安排，參與

計劃院校較本年大幅增加11所至122所，當中包括多所「985工程」的內地名校。有內地升學專家表示，近月

收到內地升學的查詢及求助，較去年同期明顯增加，查詢個案從內地升小、升中、副學位銜接以至本地大學轉

校都一應俱全，某程度反映香港家長和學生或受近月局勢影響，對本地學府漸失信心，紛紛尋求其他升學出

路。

QS亞洲大學排名

大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

南洋理工大學

香港大學

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

浙江大學

復旦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韓國科學技術院

香港中文大學

其他本地大學情況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嶺南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

■資料來源：QS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2020排名
（2019排名）

1（1）

2（3）

3（2）

4（3）

5（5）

6（13）

7（6）

8（7）

9（8）

10（9）

19（21）

25（31）

58（65）

113（123）

401-450（不適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國際高
等教育研究機構QS昨日公佈2020年亞
洲大學排名，新加坡國立大學蟬聯榜
首，而香港前列大學則表現遜色，港
大、科大及中大各下跌一位，只排亞洲
區的第三、第八及第十。QS又特別提
到，縱使香港現時為卓越的學術樞紐，
但持續的社會動盪，對香港的大學造成
的長遠影響或會變得明顯。
是次排名榜羅列550所亞洲各地大
學，就包括學術聲譽、論文引用次數、
學生國際化程度等11個標準進行評分。
新加坡進一步鞏固其區內高等教育龍頭
位置，除新加坡國立蟬聯第一外，南洋
理工大學亦進佔第二；香港雖然仍有3
校位列十大，但港大、科大及中大的排
名均較去年下跌一位。

仁大首上榜 未入四百強
其他港校方面，城大、理大、浸大及
嶺大排名則有輕微上升，依次列區內第
十九、第二十五、第五十八及第一百一
十三，另樹仁大學則首次上榜，位列
401名至450名。
至於內地表現則顯著進步，共有118

所大學上榜，清華、北大、浙大及復旦
4所名校更打入首10位，為最多亞洲十
強大學地區。

政治侵校園 須加倍警惕
QS分析指，香港多所大學的學術聲

譽指標仍處亞洲前列位置，而教師及學
生國際化程度等指標亦有好表現，可見
香港是卓越學術的樞紐，大學於地區乃

至全球層面，均具競爭力。惟QS特別
提到，香港持續的社會動盪，對本地大
學造成的長遠影響或會變得明顯。事實
上早前已有多名教育界人士提醒，近月
香港政治入侵大學校園情況嚴峻，破壞
校園、禁錮教職員等種種劣行勢必會令
大學排名持續下滑，香港必須加倍警
惕。
對排名下跌，港大回覆指一直致力提
供優質教育，期望成為亞洲的世界級大
學，提升國際聲譽。
科大則說，排名升跌受不同因素影

響，大學會視之為參考，以了解自己及
其他大學的表現，並掌握需要完善的地
方。中大表示該校矢志培育優秀且對社
會有承擔的人才，將繼續追求教研卓
越，貢獻香港、內地及鄰近地區。

另外，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日前
亦公佈「2019 年全球大學就業力排
名」，科大、港大及中大躋進首100
名，分別位列第十、第三十五及第八十
七。

三大QS排名跌 續暴衝恐再下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嶺南大學管
理學系早前舉行題為「員工主動性：過去、
現在和未來」的研討會，邀請多名國際及本
地著名學者，就企業員工主動型人格和行為
方面的研究及實踐成果作分享與討論，從而
促進管理效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員工主動性一直是組織行為領域的主要研

究方向之一，學術界普遍認為，由於當前工
作和組織呈現出越來越強的動態性，主動性
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而具有前瞻性
的工作方法亦能提升員工的創造力、績效。
是次研討會在11月8日舉行，由主動型人格
量表開發者、於國際上領軍主動性研究的美
國聖母大學終身教授Mike Crant做主題演
講，亦有來自嶺大、科大、中大及港大的多
名本地知名學者分享當前研究項目的最新發
現。
參會人士除了包括港澳兩地學者，還有來
自本地和來自大灣區的業界領袖，涉及了製
造業、金融服務、金融科技、通訊、科技創
新、保險、商務貿易等行業。研討會促進管
理理論與實際環境聯繫，推動業界將討論交
流所獲得的啟發納入企業實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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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早前舉行「員工主動性：過去、現在和未來」
研討會。

■有內地升學專家表示，近月收到內地升學的查詢及求助，較去年同期明顯增加。圖為去
年在港舉行內地高等教育展，不少本港學生、家長到場了解內地大學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中文大學於QS公佈2020年亞洲大學排名中，跌
一級至第十位。 資料圖片

■國際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S公佈2020年亞洲大學排名，香港大
學下跌一級，排名第三位。圖為香港大學本部大樓。 資料圖片

專有人名

Jana（女性名）

Petr（男性名）

專有地名

Prague

主語

Jana

Petr

主語

Prague

賓語

Janu

Petra

in + ___

Praze

with + ___

Janou

Petrem

to + ___

Prahy

事實上，名詞在捷克語中有七種不同的「語法
格*（case）」，還可根據單複數、陰陽性等不同
發生變化。也正因如此豐富的屈折變化，詞序在
如捷克語這樣的綜合語中就顯得無關緊要了。

■鍾隱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博士生
*不同格具有不同語法功能，如主格（nomina-
tive）、賓格（accusative）、所有格（geni-
tive）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