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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的製作期，說長不長，說短亦不短。期間多次感到沮喪失望，
心灰意冷，有時是因為評議會中人對振翅出版的行政問題諸多阻撓，

有時卻因科大同學對他們的學生報漠不關心。

科大同學究竟關心什麼呢？學業成績、兼職還是柏拖呢？

大學生，難道眼中就只有這些？

不是每個人也有做大學生的機會，為何不好好珍惜，不好好利用這三

年的光陰，多投入關心大學內的事務，多利用你們的校園傳媒來表達
意見，抒發感想呢？

振翅的門戶經常大閱，以迎接有志以文字見證科大成長，記錄科大同

學心聲的新振翅者。
記住，振翅不是我們（振翅莊員），而是全科大同學的。

徐凱敏



後，叉怎能食呢？

（三） 取冰機經常沒有冰，餐廳叉只有免費

熱水卻沒有凍水供應，在夏天時，同學叉怎麼

飲那些接近一百度的熱水呢？

（四） 大家樂最便宜的飯價錢是十一元五

角，而「 LGl 餐廳、」最平的則要十五元。但

有時這種飯的菜館竟然只是豆腐或芽菜而已。

試問芽菜及豆腐這些價錢便宜的食物，何需以

這樣昂貴的價錢售賣？

（五） 西式飯方面，侷飯或侷意粉絕對不足

以令一位食量較大的同學吃飽，因為其份量著

經常沒有鐵匙羹供應，同學買了膳食（二）自
己
已
γ

實太少了。記得有一次我要求那位負責售賣西

飯的叔叔多給我一些飯及汁。可惜結果他只給

我多「一點點」飯及多「一點點」汁而已。我

仍然吃不飽。

（六） 日式牛肉麵雖然好吃，但往往需要用

很長的時間排隊取麵，令很多怕麻煩的同學卻

步。此外，每天晚上約八時多，很多種類的食

物如麵或河粉都已賈清，使很多較遲用膳的同

學白白失去了不少選擇。

一個關心 LGl 餐廳的同學上

振翅編輯：

早陣子經過巴士站，看見你們張貼的海報提及

若對校務有意見或批評，都可投稿到振翅。我

知道振翅乃一全校性的大專刊物，相信必會樂

於刊登一些與同學利益息息相關的意見。盼能

藉此機會反映現存有欠妥善的膳食服務。

自「 LGl餐廳、」開業後，也許因為它所處的位

置較方便，很多同學都喜歡到這餐廳、用膳。可

是，同學在付出較昂貴的價錢在 LGl 享用午

膳或晚膳時，有沒有想過付出的是否與得到的

服務成正比呢？

以下是我建議 LGl 餐廳應改善的地方：

（一） 在午飯時間，用以盛食物的托盤非常

缺乏，試問同學叉怎能取食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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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 LGl 餐廳的同學：

多謝你指出 LGl 餐廳存在的漏弊，我們會

努力改善來答謝你對餐廳的關心。

以下是我們對你的建議的答覆：

（一）（二）曾經有些日子，在午飯最繁忙

時間托盤及鐵匙等食具不敷應用，這實是我

們的錯誤。雖然，我們己於七月廿六日補充

了 360隻鋼匙，但因食具不足大引致大家不

便實在十分抱歉。

（三）由於很多顧客都會用大量的冰粒為熱

水滅溫，以致冰粒經常不敷應用。餐廳已經

和大學商討供應凍水的可能性， LGl餐廳很

快就有凍水供應。

（四）餐廳製造、出售以豆腐、芽菜作為主

要材料的菜館數量並不多，且這些菜館通常

都是由一些素食者或喜歡食物清淡無肉的顧

客選購。

（五）我們會檢討西餐的份量是否足夠。食

量較大的顧客可隨便向當值員工提出多取一

些的要求。

（六）為確保湯麵的品質餐廳、採用較費時的

即叫即造方法，以致買湯麵時需較長時間。

若要在收市前半小時仍確保各種粉麵都還沒

有缺貨，餐廳便要準備更大量各式各樣的粉

麵，以致很多顧客都要吃隔夜的粉麵了。

香港飲食 一
區奕輝 鞠

10/8/95 

外文進修課程（年齡 17歲以上）

此課程可提升外語能力及促進文化交

流。學生可揖擇英、美、加、澳修讀英語

或其他歐洲國家修讀當地語言。課程最短

2遇最長可連→年，每隔 1星期開班。

ii EF Education Limited 
香港中環德己立街

一至十三懿世紀廣場

主縷501室

電話 ： 2525 1663 
圖文傳真： 2536 4351 

Ii 眾取課程簡介 請郵寄或傳真個人資料
j盟國國瞌睡幽幽回國幽國且可

j Name: 

11 ddress: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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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制留學課程

（年齡 17至 28歲）

此課程可多方面加強學生

的外語能力，內容辛辛重竊、講、

寫、讀，學生可選擇英、美、

加、澳及歐洲國家。課程建~

月及九月份開班，為期九個月。

EF 933課程
（年齡 17歲以上）

此課程提供3種不同的語言

訓練。學生可在英、法、德、

意大利及西班牙任何3國停留三

個月，修讀當地語盲，學生更

會被安排住宿及課餘活動，整

個課程為期九個月，每兩星期

間班。

Call us 2525 1663 OR Fax us 2536 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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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醫

科大的大字報，相信同學必定巳看過了。但其他院校的大字報，不知

你又有否看過現？今期，我們就走訪了其他院校用來貼大字報的地方，為

大家介紹一下它們的特別之處。

城市大學

城大的民主牆設於大學入口轉右，近圖書館的一條窄巷。它是由

幾塊活動壁報板組成，所以十分「化學」。而大字報的張貼手續

是所有大專院校中最簡單的，只需在大字報上寫上中文或英文全

名即可，無需附上其他個人資料（如學生編號）。

浸會大學

理工大學

理大的民主牆設於大學入口的位置，版位大小和城大差不多，但

木板的堅固程度就較城大高得多了。它最獨特之處是在於其管理

組織是學生會出版部。（其餘五間大學都是由學生會管理的。）

浸大的民主牆位於校園的廣場上。學校在大字報的保養工作方面

做得非常充足，在每塊民主牆上都裝上玻璃，保証大字報不會被

風吹走或是被雨淋濕。但版位方面仍略嫌少了一些。



﹔讀園版

香港大學

港大「大字報欄」設於黃克競平台。但為何不直接稱為大字報牆

呢？只因港大的大字報是貼在地上，而並非在牆上的。大字報欄

的面積雖然很大，但是張貼期限卻十分短，只得三個工作天。致

於張貼手續方面，每張大字報在發表前，必須先經學生會蓋印及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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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

中大的大字報是貼在一塊吽告示板的東西上，而四間書院都設有

這類告示板。在張貼手續方面，中大是最繁複的。在大字報張貼

前的一天，必須先把大字報投入收集箱，由學生會的職員處理及

張貼。致於大字報的內容規限方面，就比較寬鬆得多了，就連含

商業性質的東西也可貼上。

科技大學

科大的大字報牆設於 L G I 飯堂附近，論面積雖不及港大，但已

算不少了。而且環境十分優美，是向海的呢！可是該位置非常受

天氣影響，每當天氣潮濕時，牆身滲水，很難貼上大字報﹔刮起

大風時，大字報很容易被吹落。

V振姐盟第三卷第一期



在棋國賽，曾有傳書稱

校聽聽聽聽歡聽有意取消
大寧報髓。鸝臨消息，我

們便決種探訪棋鷹，可是

校最公務聽忙，不能翱聽

們直接對話，只能韓國智

體我們的問腫。當收到擴

展的四種時，儷種帶入聾

嚼，聞單富校長在國當我們

的問題時是非常聽車，並

本是我們頭料的一般當體

筆法。

相﹛重大哥設置罷以下棋蠱的

訪問後，！曲定有所得蠱，

希盤大觀寫大寧報前浦體

自己寫的目的翱轟轟，攔

不會只聽一時種動。

校長吳家E章教授

一一一吳家瑋教授專訪

問：可否對我們一遮你對

科大民主牆的了解？

答：首先，科大有一面“大

字報牆”，沒有“民主

牆”。這話怎麼說？

看看“大字報牆”的歷史：

的確有過那麼一個時代，有

過一些地點，貼出來的大字

報熱衷於討論民主。但是這

四年來，在科大貼出來的大

字報，並沒有多少篇討論民

主的文章。因此，把這面牆

叫做“民主牆”，實在是張

冠李戴。〔以內容來說，叫

它為“宿舍分配牆”或“罵

學生會牆’，，或許還比較適

合。 一笑！〕

有人說：即使內容不著重民

主，貼大字報這件事本身就

是一種民主方式，所以還是

可以叫它做“民主牆”。不

然。民主是一種制度：在民

主社會捏，大眾選出代表來

共識政策，互相監督。可

是，寫大字報的人，並沒有

由大眾依照任何方式選舉出

來﹔他祇能代表自己。不像

學生會的代表，是由幾千位

同學依照憲章選舉出來的。

把大字報看成民主的象徵’

是對民主的誤解。

既然達百牆是用來貼大字報

的，為什麼不就實事求是她

稱它為“大字報牆，’？

問：當初舉校為何設立民

主牆（大字報牆）？

答：校舍剛剛建成，我就在

必經之地遲了一片很大的牆

壁，名之為“大字報牆”，

讓同學們和教職員們可以塊

自由發表意見的圈她。

當時，甚至後來，有人表示

反對。或許很多位同學不太

清楚：大字報是“文化大革

命”時代極左份子的寵物。

至少在西方民主社會裡，包

括大學校園，幾乎完全看不

到大字報的蹤跡。不過，我

個人認為：但求善用，多一

條表達意見的渠道沒有壞

處。



﹔讀圈版

問：當初預期它的功用是

怎樣？

答：當時科大還沒有學生

會。有了學生會，同學們可

以實施民主制度，退出自己

的代表來為他們發言和服

務﹔這是最有效的渠道。

但是，有時侯少數人的意

見，甚至祇屬一個人的意

見，還是很寶貴，值得公開

發表給大家參考。所以“大

字報牆’，還是有用的。

再說，任何一個機會，總會

有些工作做得不好。機構一

大，溝通可能會更困難。科

大創校至今雖然還祇有四

年，卻已變成一個八千多人

的“社會”了。學校的學術

或行政部門，工作勤奮，但

V擴翅盟第三卷第一期

是有時侯遭難免對同學們的

困難不夠了解，或做事不夠

透明﹔這些並不奇怪。所

以，若有人願意用大字報方

式提出問題，建設性地提醒

有關部門，應該是件好事。

問：你對現在民主牆（大

字報牆）有什麼看

法？

答：不瞞你說，我相當失

望。

我看是因為校園文化還沒有

建立起來﹔說得難聽些，就

是很多寫大字報的同學們，

個人風格和科學修養都與大

學生應有的水平相去甚遠。

寫好一張大字報，與作好一

篇文章，沒有多大分別。著

者必須先下一番功夫把事實

調查清楚，跟著以科學頭腦

把自己的看法分析透澈，把

自己的建議的可行性和後果

想通﹔然後用誠懇的態度和

文明的字句表達出來。誇張

的、一網打盡的、無限上綱

的、不明事理而自以為是

的、人身攻擊的、說罵式

的、威脅式的大字報，往往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其實

貼這一類大字報的人，思想

很幻稚一一祇要想一想：對

象給你亂罵一通以後，還會

有熱情幫助你解決問題嗎？

歸根結底：要問問：貼大字

報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出口

氣？標榜自己的英雄氣概？

為自己爭取一些需從別人手

裡奪過來的利益？建立一個

又一個的對立局面？還是要

為全體同學若想，以科大的

大家庭為出發點來改善各方

面的工作表現？

還有一點我想問一問：如果

學生會、學衛部門，做了點

什麼好事，是否也會有人寫

張大字報讚一讚？如果同學

們覺得社會為他們提怯了不

少，是否也會有人寫張大字

報提倡怎麼回報社會？大字

報祇能批評和罵呢？還是也



能講一些正面的、積極的

話？

問：傳聞校方想取消民主

牆（大字報牆），是

否屬實？

答：從來沒有考慮過取消

“大字報牆”。

當初我認為要有這麼一塊園

地，可以讓同學們和教職員

們自由發表個人意見。現在

還是這麼想。

最近聽說有些大專脫校裡，

有人寫大字報寫得過了頭，

引來了法律訴訟，可能連學

校也會為了提供園地要質上

法律責任，拖進去吃官司。

希望在科大不會出現這種情

況。

祇要法律上站得住腳，“大

字報牆”一定會繼續存在。

有人會問“一些破壞性強於

建設性的大字報該不該

點？” 我的回答是：“自由

發表’，就是“自由發表”

個人意見的法律責任，著者

自己擔當。看大字報的人大

多數有大學水平，應該具有

判斷力。對辱人自辱的大字

報，會一笑置之﹔對辱人自

辱的貼報者，我相信不會看

得起。

對學衛和行政部門的同事

們，我想說以下的話。不文

明的大字報，不值得理會。

文明的大字報，我們應當細

讀、分析、消化、回應，並

藉以改善自己的工作。

其實我在這兒說的，不單是

指“大字報”。學校各部

門，包括我自己，經常收到

信件或電子郵件﹔有具名

的，也有匿名的。〔後者一

般會迅速地被投進字紙

賽。〕啦有人在報章上用筆

名或假名寫方塊文章。有時

侯很明顯，寫的人對事情一

知半解，也不先尋求真相﹔

可憐得很。我對大字報的看

法，也適用於這些信件及文

章。希望科大人會尊重他

人，尊重自己，不染上寫來

“過鷹”的低級市井風氣。

我回答了你們的問題，非常

坦率地說了自己的看法。不

妨請同學們、教職員們，也

各自說一下個人的看法，甚

至公開討論和辯論。我等著

聽。國

啟示：現誠意徵稿，歡迎各位就以上校長的看法作出自應。來稿請投於學生會郵箱

2號（ Mail Box 2 ），字數以 400 字為限。

截稿日期： 1 9 9 5 年 1 0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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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一般同學來說，能否知道大字報的

作者也許並不重要，可是﹒

名大字報的概念亦因然而衍

生了。但匿名的大字報究竟

是保護了其作者，還是剝奪

了被批評者的知情權呢？

當匿名大字報提供了錯誤資

料時，被批評者當然會立刻

挺身而出，呈上資料正確的

大字報以正視聽，（旦原先錯

記得讀中學時，每朝都要安
誤的指責是否已經構成了排

謗之罪呢？現時，要查詢匿

坐課室內，聆聽老師或間學 名大字作者的資料，必須學
透過中央廣播系統報告校內 生會幹事們開會決定。眾所

事務或官傳活動。 周知，他們向來公務繁忙，

結果也許需要了、五、七日

入讀大學後，發現中央廣播 後才得知，那樣？冤情何時

系統沒有了，取而代之的則 才得以清說呢？

是電子佈告板及民主牆。

其實對一般同學來說，能否

民主牆上一張張顏色各異的 知道大字報的作者也許並不

大字報，並非只停留在報告 重要，可是，匿名若被濫

的層面上，而是更進一步地 用，只會給予同學在沒有真

進入了批評、研討的範疇， 憑實據、只單憑一己的主觀

在高等教育的學府內提供一 意見或道聽途說的情況下亂

處供同學思考，批判周遭事 作批評的機會。言論自由故

物的園地，而可貴的言論自
然可貴，但在一所高等教育

由亦因此得以彰顯。言論雖 學府內，絕對不能容許那些

然自由，報復或「秋後算 只為私怨或私慾，而作出草

脹」的行為亦同樣自由，匿 率無理批評的匿名者有胡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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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因此，希望有關幹

事能謹重考慮、匿名的申請，

改變以往只要作者要求便可

隱藏個人資料的方式，以避

免這種暗箭傷人的方法被發

揚光大。

若匿名大字報的批評確是事

實，匿名實是保護作者的最

佳方法。但要判斷大字報上

的批評是否真確，也許只有

讓相方繼續筆戰下去。因

此，幹事們可以依據匿名的

需要性作為批准的指標，改

變以往有求必應的方式。這

樣，一方面認真有理的批評

者故然能免被具勢力或財力

人仕的報復，另一方面那臨

’僅為私怨而亂寫批評，作出

排謗的人都不會再有隱藏身

份或掙j寧面目的庇護站。

期望著匿名不再成為排謗者

盾牌，更期望批評者都依理

論事，被批評者都能痛改前

非，努力改善。民主牆萬

歲！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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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並不太鍾情於寫大字
報，因為它給我一貫的感覺

是很嚴肅的，而且許多時候

都充滿了火藥味，但更多的

時候是小人物自傾不滿，前

大機關依舊官僚，在幾乎是

沒有可能的機制下，理應是

沒有人寫大字報的，可是功

課壓力繁重的科大人卻一反

常態，君不見考試期間大字

報地域「琳環滿目」？不但

篇數多，類別也不少呢！筆

者在此略將他們分一分類。

鱗鱗鱗鱗潑戀錢機潑潑鱗鱗鱗鱗鱗

一 共鳴篇：

這一類的大字報多是投訴科

大的功課繁重，大吐苦水，

所述之事種種催人淚下，只

差沒附上一張容似枯摘，瘦

瘖不堪的近照。這一種的文

章最容易有回應，因為幾乎

每一個科大人都有岡感，特

別是期中考和期終考期間，

看到此類文章簡直就是道其

肺』府，說出了他們心坎的那

旬，欲哭無淚之餘，只有將

之化為力量在回應那張紙上

揮上他們的芳名。

鶴立雞群篇：

此類大字報的筆者實非一般

俗類，他們有觀四面的眼，

聽八方的耳，先知先覺，上

至學校行政的最新消息，下

至小道八掛新聞，好像校方

是否應改變評分標準，是否

在中七學生考試之前打電話

聯絡各中學襄成績彪炳的學

生聯絡感情﹔好像第幾棟的

宿舍出了色魔，校方對他的

懲罰如何，等等。他們都會

為你在大字報中擺擺道來，

毫不失色於親歷其中的你所

知。這類文章的「收視 J 最

高，但回應力卻遜於共鳴

篇。

三．，澄清篇：

這類大字報通常是官方機構

的專利，例如 S AO,EM 

O等，雖然他們沒有想過在

同學投訴後在工作上作出改

變，又或者鑑於某些客觀的

因素，他們實不能立即有何

大的變更，澄清篇是他們有

工作的最好引証。除了澄清

同學們對他們工作的「誤

解」，最高招的當然是再次

重申他們往績的超卓，以分

散大家的注意力。噯！差點

忘了，各大學生組織也少不

了要寫澄清篇，但到此時為

止，上榜最多的相信非學生

會莫屬了。

此時，筆者看大字報的日子

雖已有兩年，﹛且更期待各自

各精彩的新一年。團軍

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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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作嘉賓，難怪同學們也願 籌辦這個「五四論壇」其費

常有人說科大學生缺乏政治
意犧牲他們寶貴的午膳時間 力不少，，但是仍然覺得所獲

湧至參與。 得的比付出的為多，從這次

意識，對社會時事漠不關 籌辦過程中學到的，是不容

心，對政治不聞不悶。本人 論壇一開始，主持人黃毓民 易從書本上學到的。籌辦這

覺得這種說法著實有點偏 先生便讚許我們舉辦這個 個活動後，人生經驗豐富

激。也許大家還記得本會 「五四論壇」的動機和意 了，感觸亦多了，一時之間

（科大振超編輯委員會）在 義，並表揚這是今年唯一一 心情亦難以平伏。

本年五月四日所舉辦的「五 間大專學院在五月四日舉辦

四論壇」，該論壇的主題是 這類型的活動，來－紀念五四 「我有一個希望，希望科大

談中國政治路向與香港未 運動。接若他便闡述他個人 學生能夠多些關心社會和政

來，單看當日同學們參與的 對香港未來政治路向的一些 治。」

熱烈程度，便可看出他們對 看法，其後由其他請者就題

社會政治的點點關心’並非 目作出個人短講。除此之 「我有一個希望，希望科大

無藥可救。 外，亦設有觀眾的發言時 舉辦多些這類啟發個人思考

間。眼見台下的觀眾這麼湧 的大型活動。 J

「五四論壇」成功之處除了 躍和投入，台上的嘉賓便討

因為它的題目和內容吸引 輸得更加激恕，氣氛非常熱 「我有一個希望，希望科大

外，更在於它那陣容鼎盛的 鬧。 能夠提供多些空問作大型活

嘉賓。這次我們很榮幸邀得 動之用。」

著名時事評論員黃毓民先生 是次論壇能夠順利完成，而

作嘉賓主持，更有其他嘉賓 且辦得有聲有色，實在令人 「我有一個希望，希望科

～二三章 請者，包括立法局議員李鵬 滿意，甚至覺得有點驕傲。 大. . . . J 鹽

飛先生、司徒華先生、譚耀 可是當日美中不足的是不能

宗先生和陸恭蕙小姐，以及 提供足夠的坐位，讓觀眾安 雙草

香港大學教授陳耀南博士和 坐參與，而要令他們站立近

科大助理教授盧兆興博士。 兩小時之多，真是十分遺

有了這幾位明星級的政要人 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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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寶
在一九九五年四月四日，科

杜家磊教授認為，提交最後

報告的時間並不存在緊迫

大的化學實驗室發生一宗罕 性﹔而意外事件的責任問題

有的意外。化學系研究生梁 是一個法律問題，既不屬小

偉卓同學在該事件中不幸逝 組的職權範圍，也非成員能

世，令科大頓時成為各大傳 力所及。他指出那l蛤以為盡

媒的焦點。在筆者寫這一篇 快提交報告便可助解決有關

稿時已離發生意外的日子有 責任問題的人，實在是誤解

三個月之多，究竟現在還有 了專責小組的角色及其報告

多少人仍關注這宗意外的事 的宗旨。

後處理呢？

同時，該項聲明亦指出，校

由科大校長吳家瑋教授委任 方並不是坐待報告發表後才

究竟現在還
的化學實驗室意外調查專責

採取行動，各有關部門在意

小組巴於四月二十一日發表 外發生後，便馬上進行檢討

有多少人仍 了第一期報告，該份報告搜 現行的安全程序。化學系與

關注糧曲直
其單刀之恩、

集了四月四日晚上意外有關 安全及環保處檢查了所有實

的事實。而第二期報告在筆 驗室，並就改善措施提出建
外的事後處 者執筆時仍未發表。該專責

議。

理呢？ 小組於九五年六月九日發表

了一項聲明，解釋為何仍未 意外，尤其是一些罕有的意

提交第二期報告及交代他們 外，大都是當事人低估了事

的進展。 件的嚴重性，而導至不必要

的傷害。就舉說數年前的蘭

該聲明指出，由於尚有問題 桂芳事件，事前又有誰會料

必須仔細研究，加上其中一 到慶祝節日也會發生踩死人

名小組成員抱巷，影響了工 的慘劇呢？意外既然發生

作的進度，專責小組因而未 了，最急切的不是追究責

能在預計時間內完成最後報 任，而是立即檢討意外的成

告。專責小組重申，他們的 因及作出改善措施。正所謂

職責涉及研究意外的成因，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查明事實，並就改善安全措 如果我們不作好補救措施的

施提出建議。專責小組主席 話，再會有多少的寶貴性命

V攝姐盟第三卷第一期



枉送呢？另外，大家平時的

警覺性也是不容忽視的。希

望大家吸取這次意外的教

訓，在做實驗或其他有存在

危險性的工作時加倍小心。國

常佩蓮

校方進行了下列的改善工作：

（一）已檢查所有實驗室內的化學品儲存樞，固定其位置，確保不會傾側。

（二）重新將緊急通風系統的警鐘接駁到保安控制中心﹔校方正研究設置一套內部警報響號系

統。

（三）已張貼告示，清楚地指示緊急抽風系統閉關按鈕的位置。

（四）已撿查所有實驗室，確你不會存放過量化學品。所有屬於危險品的多餘化學品經已搬往

危險品倉庫存放。

（五）調查發現，空調系統運作的時候，空氣處理系統的操作最為有效。因此，現時所有設有

抽風罩的實驗室，均會二十四小時啟動空調系統，確你安全。校方也正檢討教研人員和

學生的工作規律，以定出一個較為可取的工作時間表。一且有所決定，校方將知會所有

教研人員和學生，在空調系統停止運作時，不得繼續在實驗室工作。

（六）化學系在意外後即檢討學生和教研人員的緊急應變程序，色括緊急逃生路線及緊急抽風

系統按鈕等。

（七）在現行的安全訓練課程以外，加設專門的在職訓練。現時，安全及環保處每年共開辦二

十三個不同的安全課程，誦蓋各方面的安全事項。學生須視乎學習需要修讀有關課程。

舉例說，化學系內所有要做實驗的人員（包括學生、職員和教研人員），均須參加由r安

全及環保處提供的兩個訓練課程：實驗室的化學安全及險廢物處理。此外，校方也鼓勵

他們參加一個有關使用滅火器的實用課程。但刑的研究則需要特別的安全訓練，例如激

光安全。此外，化學系的監督導師也會在實驗室通過個索與實習，訓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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蠱，書壘苦奮A黨鱷會

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份，多謝崇德會獎學金的

資助，我可以獲得去美國讀書一年的機會。我

在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大學的華頓商學院就讀，

在美一年，我的英文水平提高了﹔我對美國

人，以至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都有更深的認

識。

店，臨別前還叮囑我們一路小心。－頓美昧的
晚餐，一個這麼友善的司機，都令我留下深刻

印象。

美國學生控重工作經驗，有創業精神，這將對

我有很大的啟發。我看到有些學生，與三五同

學，憑著自己對電腦網絡的認識自組公司，為

細小企業在電腦網絡上賣廣告。有很多學生都

有兼職，這些兼職也是切合他們所學的科目。

我也做過兩份兼職，第一份是打電話籌款，目

的是學講英語和賺些零用錢﹔後來幫助一位機

械工程教授，為他的模型做個圖像，這不單使

我賺了少少的零用錢，還使我有學以至用的感

覺。﹒

末去美國茄，我在香港的英文水平是還可以

的，也曾在英文期誦／演講比賽中獲獎。但到

了美國後，我發覺自己與當地學生的英語程度

有距離，形成一種自卑感，在同學閱或課堂討

論上都不大敢發言。直至我將近離開的時候，

我才感到有明顯的進步，在討論問題的時候，

我已經可以無拘無束地暢所欲言了。

以往，我對美國人的認識多是從傳媒中得知，

只覺美闊的治安很差﹔但是這一年，我在校內

和校外所接觸的人都很友善，就如當我想找一

份暑期工時，一位美國朋友不單把他看到的廣

告給我，當他在德薩斯州找到工作後，還致電

給我，熱心的替我申請工作和安排住宿，這份

真摯的友惰，令我永遠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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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賓夕凡尼亞州大學是一所擁有很多國際學

生的院校，通過和這些學生接觸，我對世界其

它地方的文化有了感性的認識。從書本上我知

道法國人很熱愛藝術’現在我可以說這是真

的，因為我認識的一班來自法國的學生，他們

每週都去跳舞，休憩室常常傳來悅耳的琴聲，

你便可以請想大多是他們在演奏。和我一起旅

在校外，我也遇到不少友善的美國人。在水牛

城旅行時，我們走得很疲倦，當時天色已晚，

又遇著下雨，惟有衝上一輛巴士。我們人生路

不熟，便請巴士司機推薦一間又便宜又好的飯

店，傾談間，她知道我們飯後要憑地圖找火車

站，她怕我們有危險，便先載我們從飯店到火

車站，讓我們先認路，然後又直接送我們到飯

河，振姐盟第三卷第一期



行的其中有一位是法國人，我們在睡覺或吃

東西的時候，他就忙著畫畫或映相。

如沒有留美一年，或許我就沒有這些感性的

認識！

攝於華頓商學院

總之，在美一年，我學到不少，眼界也擴闊

了很多，而且樂趣無窮，帶給我很多美麗的

回憶。 盟

賴海燕－九四／九五年度電腦系畢業生﹔

九五／九六年度電腦系研究生

賴海燕和她的一班朋友

* 九五／九六年度祟德會獎學金（ Zonta Club of Hong Kong East Scholarship ）共港幣八萬

元，旨在資助一位一或二年級、來自工程或科學院的女同學到海外供讀一年，獎學金現已接受申

請，詳情請聯絡學生事務處，電話： 23586663或6697 0 



﹔週園版

之十三）及教育（百份之十

二）的行列。
．深造

13草

間尋覓工

作中

為了了解九四年科大畢業生
的就業狀況，科大學生事務

處向九三至九四年度畢業的

iill

--

ii 

在基本月薪方面，中位數為

一萬元，其中以教師的月入

中位數最商，達一萬六千

7巳。

口兼職或
做臨時

工

間就業
85告

五百七十六名本科生發出了

就業問卷以進行調查。這次

問卷調查共收回五百六十士

份完成的問卷，回應率高達

百份之九十八。

：
﹔

2
3
：
一

b
3
L
r
←
i
f
t

在現今香港的失業率高企之

下，九三至九四年度科大的

畢業生的就業情況仍能保持

理想的成績，藉此亦可為本

屆畢業生打下了一枝強心

針。國

（以上的統計資料由科大公

共事務處提供）

間商界 64%

九四科大畢業生就業狀況

職業類別

在工作性質方面，大多數的

畢業生均投身於資訊：年統分

析及電腦程式的工作（百份

之二十一），其次為工程

（百份之十四），亦有些加

入了市場推廣和銷售（百份

業生則多執教鞭，佔其畢業

生的百份之三十九。

因其他 6%

調查結果顯示八成半的被訪

者成功地覓得工作，當中大

部份投身商界，其次就是教

育界。

口製造及工業界

14% 

曰教育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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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身商界的同學以工商管理

朱居多，共佔商學蹺畢業生

百份之八十四﹔工學說亦佔

百份之六十士。而理學耽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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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我較為天真，又或是我
一向的想法是錯的。我總認

為大學生應是一個有學識、

有責任感、具分析能力、具

批判性及思考獨立的人。可

是，我卻看到許多科大學生

連做人最基本的公德心也沒

有，其說以上的種種了。

以筆者所見，最明顯的缺德

例子，便是上堂時的霸位情

況。記得在上Malh006 課的

時候，就有同學於八日寄半開

始霸頭住了，但據筆者所

知，上課的時間應是十時正

的。主1J 九時半的時候，幾乎

每一個座位都巴被放上了書

本、文具或書包等東西，而

物主卻消失得無影無蹤。一

些有「經驗」的同學，便立

即從別的課室搬來椅子，令

整個課室擠迫得連一條通道

也沒有。這時，我不禁想：

課室這麼擠迫，門口又只有

兩個，萬一警鐘響起時，要

從這兩個樽頸地帶逃生，豈

不是會十分混亂，是要蘭桂

芳的人疊人慘劇重演嗎？

轉 會 串串

最令筆者不滿的，便是當講

師開始授課時，很多放上了

物件的座位仍沒有人坐，莫

非那些座位只是用來放物件

的嗎？還是幫人霸位的同學

實在太「好心」，仍然默默

地等候著那些遲到的同學

呢？而那些沒有人幫手霸位

的同學就遭透了，他們只有

眼巴巴地看著「無人座」的

位子而「罰企」上課。最可

憐的，還是那些被霸著的座

位們呢，到下課時，仍等不

到它們的主人回來。

其實，筆者並不是完全反對

霸位的。幫同學霸位仍有一

個好處，就是可和要好的同

學坐在一起，一同並肩作

戰，增進友誼。可是，人無

論做任何事，都應適可而

止。當講師開始授課時，如

自己的同學仍未到，理應把

座位讓給其他同學，否則，

這只會荒廢資源。我相信每

一個有公德心及有責任感的

大學生，都不會只顧自己的

利益，還會顧及他人。否

則，連人的基本操守也做不

到，還怎算是一個大學生

呢？

說到底，造成「霸位」現象

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來

上課的人數遠超於課室座位

的數目。所以，同學才會因

怕沒有座位坐而霸位。人多

位少的情況理應是沒有可能

發生的，但為何會出現呢？

這全因為有「外來生」的出

現。那又為何在同一個課程

里，某些講師的課特別多人

上，而有些講師的課則只有

小貓三四隻呢？莫非是講師

的質素參差，以致同學都只

上較好的講師的課？這是我

最後想提出的一個疑問。臨

石









什／最告已是什廬身Z甸

在A當 最做事也體講義喔，

備將臨時／常重li僅

五tJ又是 體思亂流書度改告

脅性武可吋這樣喝

單一陣子，公仔箱內出現了
一段黑白短片。當中那個垂

死的愛滋病患者，毫無保留

地向大眾公開了他的身份。

有日他勇敢是因為他承受了

世俗眼光的壓力，對並未完

全接受他的社會表白一切﹔

亦因為他身處香港，一個在

東西文化衝激下，依然活在

傳統思想框框中的大都會，

對性這一類敏感問題，仍心

存芥蒂，迴避再三。

今天，性的神秘面紗未能被

完全揭開，在邁入二十一世

紀的明天，它的前路將何去

何從？是故步自封抑或是昂

然闊步！

大專生一一群身價在下降，

但仍受人類吹捧愛戴、被呼

作未來社會主人翁的知識份

子。背負著推動週遭前進的

使命，他們腦海中的性態度

與取向，將是未來社會發展

的模式、基礎及指標。是次

專題，我們嘗試從多個角度

探討時下大專生的內心深

處，那對性的感受與實踐。

試看你可會是當中的一份

見﹔可會尋覓到自己或朋友

的影子﹔又可會思量思量誰

是誰非、誰對誰錯，然後敢

於站出來，步 JJ 後塵，說

幾旬你深信是正確的真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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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題版

家庭性教育亦是失敗的一

環。思相保守的父母們對性

總是避而不談，就算是較開

放的那一群年青父母輩也因

缺乏正確知識及傳授技巧而

力不從心。另一方面，大專

生覺得主動向師長詢間實屬

尷尬，容易引起誤會之餘更

得不到真正的答案，所以他

們絕少會自找麻煩的。其實

他們主要是透過閱讀書本及

朋友間的閒談去攝取性知

識，而書籍方面較著重於街

方流行的雜誌報刊。當遇上

疑問或困難時，他們會主動

從書刊及朋友中尋求答案，

卻甚少徵詢醫生或輔導員等

專業人士的意見。對此被訪

者採取較保守的態度，除了

向親密而信任的友儕傾吐

外，他們祇會儘量自想辦法

以避免事情公開。 盟

查

開放並非等問於內心的開

放，對內與對外的分歧正好

反影了真正的渴求被周遭困

素抑制而無法得著。大專生

們，你的心／身又是否協調

H呢？

接下來我們看一看對性知識

認知的問題。近半數的被訪

者表示在學期間並沒參與過

任何有關性教育的課程，剩

下的一半則認為會接受。過

的性教育課程中有多點不足

及未完善之處。他們批評那

些課程流於膚淺表面、淡然

泛昧，堂數少與及內容貧乏

亦是幣病之一。除此之外，

受訪者還指責一般同學所持

的態度不正確，未能培養課

堂學習氣氛。再加上講授老

師對此知識不足，可見受香

港教育多年的大專生實鮮從

學校中獲得正確的性知識。

為了探討同學們的性態度，

我們走訪了各間大專院校，

以問卷形式收集了一百二十

多位現職大專生的意見。從

是次問卷數據中，我們得知

了一個有醋的現象，就是覺

得自己對性是開放與避忌者

的人數相約且佔大多數。究

竟為何如此？仔細一看會發

現前者多為男性所選，後者

為女性所悅，這男女分歧正

好反影出傳統文化的影子猶

存。

另外，他們在接受婚前性行

為之餘卻並不太贊同一夜

情。雖然只有低於一成受訪

者曾嘗試進行婚前性行為，

但大部份皆不否定它發生的

可能性﹔相反，一夜情卻不

被大多數所接納，這可能與

他們反對將愛與性分開，不

接受同時擁有多於有一個性

伴侶有關吧！從上述推敲，大

專生們用情尚算專一，然對

性／愛和婚姻的傳統鎖鰱關係

已拇棄。較令人關心的一點

該是性態度的開放與避忌。

態度可分內在與外在，對外

V攝鱷盟第三卷第一期



當大專生們遇到有關性的困

擾時，他們會向那方面求助

呢？朋友？家庭？雜誌信箱？

電台性熱線？還是輔導中心

呢？

每所大專院校都附設了一個

「學生輔導中心」，它設立的

理念是替每一個遇到任何問題

的學生，提供心理輔導以至積

極幫助。但究竟，又有多少大

專生在面對性困擾時，會向校

內的輔導中心尋求協助？他們

所涉及的問題又有那幾方面？

學生輔導中心的人員對大專生

又有什麼看法？就著這些問

題，我們電話訪問了七間大專

院校的輔導人員。

有關需要尋求性輔導的大專生

人數，雖然我們未能得到實際

的數據，但卻可以得到一個一

致答案﹒：「人數並不多。」被

訪的香港大學輔導人員對我們

表示，大專生尋求輔導的問題

大致可分為學業、個人、大學

行政、健康等幾方面，當中

「個人」佔了大部份，而性困

擾亦被歸納為「個人」這一

類。

這些有性困擾而需尋求輔導的大專生

中，一般可分為自願或是醫生轉介。

當醫生認為病人並非有生理問題間是

有心理困擾時，便會提議學生轉向轉

導中心求助。據輔導人員說，大專生

在性方面的困擾包括有性識別、性取

向、感情煩惱和未婚懷孕等等。

在電話訪問中，部份被訪的輔導人員

認為大專生縱使對性心存疑問，但實

際上會主動向學生輔導中心尋求協助

的即少之又少。理工大學的陳先生對

這種情況作出以下的分析，他認為主

要是因為香港始終是一個傳統的華人

社會，大家不習慣將性的問題作公開

談論﹔相反，在比較開放的西方國家

中，大專生向輔導中心尋求輔助是頗

普遍的。

總括幾位輔導人員的意見，他們皆認

為本港大專生甚少向他們尋求有關性

的輔導，所以很難將這些問題歸類。

另一方面，他們表示大專生的性知識

應該隨著年紀而有所增加，而不應只

停留在初中階段。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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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這麼久才覆機？」

「我一踏進家門，連鞋亦未脫就打

給你啦！」

「唔．．．．．．算您啦！」

「我很掛住您。」

「我也是。」

沐浴在愛海中的情侶，總是這般

牽腸掛肚、甜蜜溫馨。阿文，同

樣地選擇了這條路，深情而專一

地愛著他的女朋友，縱使問眸一

望時，可能會發現失卻了不少感

情以外的人和物。

環看身邊的大專生，不少在兼顧

學業、做外快賺錢之餘，還選擇

為感情生活圖上喜歡的顏料，找

一個伴侶攜手前行。有人認為大

專同學間的感情流於表面虛假，

所以只好找一個親密的朋友分享

心事﹔亦有人認為大學是一個尋

覓對象、為婚姻舖路的好地方。

但阿文對這一切並沒有刻意追

求，他認為這全是命運的安排。

「在 Fall Sememster的時侯，

我和她的時間表剛巧一樣。」身

為去年度商學院一年級學生，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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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和阿儀雖然來自不罔的

departments , 仍被命運安排下

走在一起。經朋友介紹而認識後

大約個多月，他們就開始拖手仔

了。旁人少不免會覺得快了點，

但阿文卻深信「愛情這由事很難

說吧！ J 

相處之道：

認識阿文和阿儀的人，都會發現

他們經常走在一起，情侶形象甚

濃。「可能是因為我們兩個sem.

都一起上堂、一起吃飯、一起在

圖書館讀書吧！」利用 add/drop

將時間表編成一樣還不夠，阿文

的第二步就是轉系行動。「其實

並不是刻意轉入她讀的學系，主

要是因為自己在這個學科的成績

較好而已。」阿文把握每一個機

會與女友見面，就算在暑假亦會

一星期約會三、四次。



經常見面少不免會產生磨擦，甚

而萌生厭惡感。不過阿文強調他

們相處甚好，很少吵架：「大概是

大家的性格很夾吧！其實只要互相

遷就、互相認真對待，自然會融

洽起來。 J

內心深處：

究竟愛情、婚娟和感情對阿文來

說有什麼分別？「我想拍拖的階

段就是愛情﹔用當我想一生一世

地照顧一個女仔就是婚姻﹔最後

當愛情昇華時就是感情了。」然

後，我問阿文和阿儀之間有沒有

長遠的計劃，他說：「有想過結

婚，但是『 No Money No 

Talk 』’所以我想大約要等到三

十歲才會考慮結婚。」由此看

來，阿文在感情方面是頗有計劃

而態度認真的。他又表示自己從

未試過「一腳踏兩船」，因為他

認為這樣不是太好，而且做人應

該決斷些！好一個專一的男孩，

教天下女子所惜。

社交圈子：

始終各人有各人的生活圈子、朋

友班底，阿文坦承有時亦很難融

入對方的生活圈子裡。「當朋友

約我去玩時，只要她喜歡，我都

樂意帶她同往。但一班男孩子總

喜歡約了一齊去踢足球，少不免

令她覺得有點悶。」他本身亦甚

少參與女朋友的活動。「我和她

的朋友不太熟絡嗎！」所謂有得

必有失，拍拖之後阿文發覺他與

從前的朋友疏遠了。平日，他倆

在科大都是雙雙對對，自成一

格。所以他說他們在科大並沒有

太多熟絡的朋友。

開學之初，阿文曾積極參與校內

社團活動，幫忙籌辦活動。但如

今，他的生活除了讀書、愛情之

外，究竟尚有什麼？世事那有完

美之事？又有多少個阿助，可以

堂皇地說「事業、愛情、朋友、

金錢，我全部都要，全部都

有！」眼見阿文與阿儀生活得如

此溫馨快樂，又有誰敢說他們的

失卻、放棄是不值得呢？闢



國題版

- 吉色的

地點：尖沙咀文化中心海傍

時辰：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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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乎天長地久，
又在乎曾經擁有。」

對他來說，談情說愛只是人生的一種謂劑

品。自一個戀人封另一個戀人，少說已站

了六、七次拖。當他侃侃而談他的戀愛史

詩，不難發現他對感情事抱著白大、自我

但又自卑的矛盾。這種換畫拍拖法，又是

否能為大部份人所接受呢？姑勿論如何，

且讓我們組味一下一餾拍拖狂的心聲吧！



飽說他在小學四年級開始拍

拖。第一次拖著女孩子的手

時，他感到異常興奮，那時

還會想像著將來會怎樣，說

著孩子氣的情話，但現在回

想起來卻不禁慨嘆地說：

「雖然可笑，但那郤是最純

真的。」他的那份滄桑感，

令人懷疑他是否仍然是一個

入世未深的大專生。

他也曾認真地和一個女孩子

拍拖。﹛旦事與願違，最終是

分手收場。問他為何如此，

他只是淡淡地答著：「她舉

家移民了。」就再也不顧多

提。

在現實生活裡，他覺得許多

人，包括他自己，是為了拍

拖而拍拖，在人際關係疏離

的校園裡，只想找一個暫時

能寄托感情的女朋友，誰又

在乎能天長地久！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

次......’一次又一次，對象大

部份都是同學或其他大專的

學生，維持最久的大概有一

年多，而最短的就只有一個

月 0 分手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失去拍拖時那種心悸的感

覺。兩個人一起，不過是規

定性的行街、瞬戲、食飯，

沒有驚喜和新鮮感，只有沉

悶。結果唯有「儷脫」地說

聲再見。

其實他也曾經渴望有一個穩

定的女朋友，渴望能與她一

起分享快樂、秘密和分擔憂

愁。「許多問性朋友都羨慕

我怎麼可以那麼瀟i麗，女朋

友轉個不停，但現在漸漸覺

得拍拖好像是在做Show （表

演）。當一個人靜下來時，

竟然越來越討厭自己，不知

道自己在追求什麼。以前認

為為了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

林是十分愚蠢的行為，但人

大了，撫心自間，這無非是

缺乏安全感，害怕受傷的藉

口罷了！」

他越說越激動，此時我覺得

他開始毫不偽裝地說出他的

心聲：「自私、怕承擔責任

是唯一的解釋吧。從前認真

過，最終亦不過換來無奈的

分手。」那次打擊，的確影

響了他日後對感情的看法。

曾經認為在浪漫的愛情世界

裡，兩個人是生命對生命的

直接照面。但愉快的相知相

惜背後，卻也可能是更為慘

烈的傷害。

他真的非常矛盾和無奈。在

現今什麼都講求即食、直接

的大都市襄，他亦緊貼潮流

去追求短暫的感情﹔但另一

方面，在他的潛意識中，畢

竟感覺到這種方式的不妥。

一段感情的結束，總會帶來

或多或少的失落、徬徨，甚

至內疚。但在情場中不斷的

易手又可否安頓那害怕受傷

的心靈？

樹與森林難捨難棄。或許，

就在明天他會知道情歸何

處。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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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大專生對愛情都抱有憧憬，我們亦不難

看到一對對的戀人在校園中出現，然而仍有不

少人喜歡獨來獨往，不熱衷於追求異性或被異

性追求。我們訪悶了幾位抱獨身主義的大專

生，試分析綜合一下他們嚮往獨生活的原因，

並將他們分為以下幾類：



輸備會塑

大部份「獨身型」的大專生覺得要建立和維繫

一段感情是十分困難的。有些會自受過傷害，

而不敢再擱情關，寧可獨來獨往﹔有些眼見身

邊的朋友、同學一個個被情所傷，情侶經常困

小事而爭吵，結果往往是無疾而終，因此引致

他們還是選擇「一個人在途上」。

體濟掛牌塑

這類型男性佔多數。他們認為如果沒有雄厚的

經濟來源，倒不如不要拍拖，免致吃力不討

好，拖泥帶水。因此還是等有了經濟基礎，才

考慮放棄獨身。

聽聽抽驢塑

在被訪者中，發現許多「獨身型」人士都有一

個共通點：對拍拖甚或婚姻持有恐懼。其中一

位被訪者自小父母離異，生活於不快樂的單親

家庭中。他承認父母離婚是導致他對感情事不

抱希望的主要原因。他說兩個人結婚後，有了

下一代，亦可分手，一紙婚書不能代表什麼，

更何況普通的相識拍拖，更加沒有安全感可言

了。

學業第一鹽

除此之外，部份獨身主義者覺得拍拖會令讀書

分心。他們最大的願望是學業出眾，從而可以

實現未來的事業理想。例如，有一位講述他拍

拖時因為無時無刻牽掛著對方，雖覺浪漫，但

現在回心一想，在那段時光裡，學業成績明顯

退步。對於一個把學業放在第一位的人來說，

寧願選擇獨身生活。

蘊諾醫塑

他們喜歡自由自在，不受束縛，我行我素的生

活。其中一位被訪者覺得拍拖對個人有束縛，

做每件事之前，都要考慮對另一半的影響，有

時勉強遷就，反而帶給他們無形的壓力和負

擔。因此獨身較為適合他們。 盟

總括來說，被訪的獨身者通常比較理智、自我，戀愛對他們是一樣可有可無的東西。

記得一位被訪者很認真地說：「事實上，戀愛即是生活的一部份，只是身邊多了一個

人，而把生活變得更複雜罷了。沒有戀愛時，我們要工作、唸書、吃飯睡覺﹔有了戀

愛，我們仍然要如此。」從他的角度來看，戀愛變得平淡無奇而毫無吸引力，事實是

如此嗎？他們好像忽略了戀愛把生活點綴得更充實、更美好。當然，被愛的幸福、戀

愛時在情感方面的體驗和感受，都是生活至高的享受！



我們透過基恩之家（一個以同志為主的宗教團體）的職員，接

觸到兩位讀大專的問志。一位是在理大讀設計的阿偉，他外表

斯文，為人平和，更具有藝術家氣質。另一位則是來自城大的

阿志。他架起一個鐵框眼鏡，帶點祖豪感，絕不是傳媒一向塑

造的那種嬌聲嬌氣的男同志！

自己是同志

阿偉中學時就讀男校，初中

起對男同學產生好感。在十

九歲時，與異性拍拖失敗

後，確認自己的同志身份。

他坦白承認：「我與女仔拍

拖完全不 OK ，我不能投入

這份感情。」阿志則在去年

遇到第一個 Lover 後，才認

定自己是同志。

自己看自己

發覺自己的性取向與別人不

同後，阿偉和阿志有著不同

的觀感。阿偉最初無法認同

自己的另類身份。「我把自

己放到很低，覺得自己與人

的不同，好似做錯了。可

是，後來參加了基恩之家，

發覺身邊原來有很多問道中

人，便慢慢地接受了。」初

時沒有任何恐懼的阿志，在

Lover 離開後，卻漸漸萌生

自己是「另類」的感覺。



由「擎」蠻「 i車」！？

雖然阿志依然感到不安，但他並無意改

變自己的性取向。「這是我的私穩

阿偉亦贊同。他認為同

樣，有

傲。 j ·' 

「一直以來社會給同志的包袱太重了，

我相信同志們要得到別人認筒，首先要

認定自己的身份才對。」

社會不公平對符

仍在求學階段的阿偉和阿志，間儕相處

比較和諧，因而並未連遇不公平的對

待。不過，阿偉則對紅十字會那旬「闊

性戀者，請勿捐血」的字旬非常反感。

社會的蔑視只有他倆默默地無奈抗議。

同性戀＝性濫交？

究竟同志們是否真正如傳媒所描述如此

濫交呢？阿偉及阿志解釋。一個人的濫

交行為，是由於自我控制不足，與性取

向並無關係。當然，間志界襄有喜歡性

濫交的人，可是這只屬少數。相反，異

性戀中喜愛一夜情，包二奶及召技等的

大有人在。為什麼我們不提異，l生戀者濫
交，而單單把帽子拍到何患身上呢？

，再性戀的感情發展比較短

暫。這是由為社會普遍都不接受同性

戀，令他們缺乏活動空間，形成自信心

低落，對成功的愛情欠缺信心。不過，

阿偉強調，只要有正確及積極的態度，

真愛是不難找到的。

同志是否仍蠱娘親？

若你說向性戀者在「攪基」，你已經是

在i搜棍他們。事實上，他們是「間
？志。示，不是「基佬 J O 筆者認為一個人
可抗拒、厭惡及不接納悶性戀行為，但

正如被訪者所言，討厭的背後，在這講

、求人權人人平等的社會裡’每人都有選

己性取向的權利。況且，一個人的

向，與他人又有什麼驕係呢？我們



直到淵明F志參換＝與
陣子七手，卜＼~、性

同性戀是對是錯並非是次專題核心。透過探討、思考、爭辯，我們希望大家能
了解和關心多一些。
擱筆前提供一條同志熱線贈與有緣人：
Horizon: 2815 9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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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難從報章、雜誌、電視、電影或其他傳蝶，

獲得有關「性」的知識，但你知道所得的資料正

確嗎？我們預備7一個小小的測驗，考考你基本

性知識的準確性，看看自己能夠答對多少 1

（一）處女膜是：

a. 一層圍繞著于宮頭的薄膜

b. 一層閏繞著陰道口的薄膜

c. 一層園繞著小陰唇的薄膜

（二）胎兒的性別在哪時決定？

a. 受孕兩日後

b. 受孕兩個月後

c. 受精的一刻

（三）腔胎在受孕多久，使日具備身體主要
器官？

約一個月後

b. 約二個月後

約三個月後

（四）形狀酷似倒轉梨子的女性生殖器官是
甚麼？

a. 于宮

b. 陰道

卵巢

（五）懷孕後，丹經會：

a. 繼續每月來臨

b. 不定期來臨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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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溫常在畫畫磨時候檢驗，才可確知女子
日經有孕？

月經不來，立即可以驗孕

b. 月經遲來一個月後

c. 月經遲來約十四日之後

（八）下列那一種避孕方法的溫孕效率較
低？
a. 口服避孕丸

b. 于宮環

c. 安全期

（九）下列晦一撞撞孕方法不是鐘過抑制卵
巢排卵來達到溫孕果呢？

a. 避孕注射針

h. 口服避孕丸

c. 于宮帽

（十）位於闢片小陰唇接口廳的短闢柱形組
織是：

a. 陰核

h. 陰牟

c. 恥骨

（十一）閹割的意思是：

a. 是割掉前列線

b. 是割掉辛丸或陰莖

c. 是割掉輸精管

作答完畢，請在本欖尋找答案

V攝妞醋霸王舉第一期

間：經期行躊也可能受孕嗎？
答：有些人月經期長達七、入天，假如週期又只
有三週左右，那就極可能在月經中行房懷孕

了。

問： Ill交容易得靈通量購嗎？

答：並非月工交能引起愛滋病，只是肛交因為容易
磨破肛門，直腸黏膜，傳學愛滋病，所以被
誤認為罪魁禍首，事實土，如果雙方都沒有

病毒，如何會羅患愛滋病呢？

間：香下精液安全嗎？
答：其實只要性器沒有被細菌感祟，則口交對身
體健康是沒有妨害的。精液的主要成份是蛋
白質，還有呆糖、前列線索等，吞下去人體
無害。



書名：〈金賽性學報告〉

作者： 瓊﹒瑞妮絲 ( June M.Re in istr. 
Ph. D.) 

譯者：王瑞琪﹒莊雅旭

出版社：台北張老師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書名：〈性教育行動綱領〉上下篇

出版：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一九九三年

書名：〈什麼叫做愛》上、下加

作者：北澤杏子

出版社：育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錄影帶：禁果（性本善第二輯）

製作：香港電台教育電視部

錄影帶：生命的喜悅（ The Joy Of Life) 

製作： A Fokm 

過
一．一九九五婦女健康講座

日期：八月二十四日及三十一日

十月十九日及二十六日

十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八日

查詢電話： 25754477內線34教育組

二．性與婚姻講座

日期：九月十一日及十八日

十月十六日及二十三日

查詢電話： 25754 是 77內線34教育組

贈者語：

現時市區上充斥了不少所謂性教育的書本，

但很多都倉促制作，缺乏教育意義或達不到

原有教育的目的。

有見及此，本版精心為大家挑選了一批有關

性學的書藉、影帶及活動，希望大家對性有

進一步和正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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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作人員： 聽觀鸝 毒草鸝體 醫學秀玲

李鶴立 楊曉華語 簡體興



今天與他／她分手了。
不知多少次，

月復月、年復年 7
離離合合已成習慣。

誰會擁有向我一樣的心境﹔

誰會贊同我的所思所想﹔

誰的立場又與我不諜而合？

、＜
• ., .. ~.; 

為何，總找不到一個尊重我的人！

是偏離大眾行為的我錯了嗎？

難道大多數就代表對？

究竟何時才停止那飄泊生涯？

找到真正屬於我的他／她？









詩咐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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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投票年齡也二十一歲降至十八歲，

今年九月十七日的立法局選舉將會是第

一次所有大專生都有機會投票的立法局

選舉。

．這次的選舉是歷屆以來最民主？最具爭

議姓及競爭最'81／｝烈的。、試想想，立法局
的委任議席愈少，直選議席愈多，就愈

是走向民主街道路。今年九月無產生的
立法局，將會取消所有委任議席，增加

直選議席至二十，再加上有新增的九個

功能起別議席（變相霞選）、，香港的民

主步伐真可算是跨進了「一大步.J O 

但是這「一大步j 跨得這麼： ，引起中

方的強哀！反對。中方表示這「一大步J

是「三違反J 一一違反〈基本法＞·＜
中英聯合聲明〉及違反中英達成九四／

九五選舉安排的協議，故要把先五年九
月產生的立法局在九七年撞倒重來，成
立臨時立法會。這使香港的前景檬上一

片烏紗，誰也看不清未來。

縱使沒有直通車，前景不淆，我們作為

選民，應該積極參與，在當天投票。

V’攝姐盟第三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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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的政黨發展漸趨成熟，相信這次九五立

法局直選必會是各大政黨之爭。而民主黨、民建

聯，自由黨及民協應該會在這次選舉全力以赴，

務求爭取更多的立法局議席。為了給科大同學對

各政黨更瞭解，所以這期振翅特別訪問了四大政

黨的代表。

民主黨

間：你對九五立法局直還有何看法？

答：這可能是香港最後一次公開、公平的選舉。現在中國政府想提

出改變，將會對某一方有利，另一方有害，例如：比例代表

制，多議席單票制。

V擴體體盟第三卷第一期



問：遣次選舉中，將有四大政黨吾吾湛，可否分析各黨形勢？

答：暫時，民主黨和民協盡量協調，不互相競爭。至於自由黨

和民建聯因新華社的影嚮，也會盡量協調，例如曾鈺成不

在大埔區與李鵬飛爭一席位。

詢：各黨有何優點及缺點？

答：中派最大的包袱是只要新華社拍板，就不敢爭取，像以往

的委任議員，當香港政府拍板，就會表示中立。無疑自由

黨是想親中，可惜共產黨不大重視他們。至於民主黨的缺

點是沒有金錢，最驕傲的是有原則，不怕壓力，得到市民

的支持，而且敢宮。民主黨黨員應該脫離壓力團體的做事

方法。身為一個政黨，不應只在港督府門前遞交請願信。

問：你覺得自已的民意基礎是否足夠？怎樣建立自已的基礎？

答：我對於出戰港島東，很有信心。我以堅定、敢言鮮明形象

來建立自己的民意基礎。

問：民主黨將會對中方採取怎樣的態度和立場？

答：民主黨希望與中方有溝通，但並不代表投降叩頭，其實可

一齊合作，那會對香港有利，例如當年我是基本法草委一

樣。因為中國政府沒有信心，所以現在預委成員並沒有民
侈巍鑽蟲鰻挖鶴腦血臨一晶晶 心傷務

主派人士。 國

民主黨成立於九四年十月二日，是由匯點和香港民主同

盟組成。有十五名立法局議員是民主黨成員，叉有二十

五席市政局或區域市政局議員是民主黨成員，區議員則

有六十九名是民主黨成員。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先生，將

會在港島東區競選立法局直選議席。



盟會妝

聯E聽

厲車連灣聯盟（島建聯）是一鱷被聽聽親中的政油組緒。

自一九九工年成立以來，不顧攝聽黨務，現已有接i在一千
名會麗，而副車席譚體哥哥車撞車燼局議軍費。現在厲種聯有

瞳議興四十一人，關個市聽聞議實共十一人。蓋於在本眉

立法層選舉中，島建聯將以「 ZJS'.聽過灑，繁榮創富，聽唐

樂業J 為口號。以下是本報訪問厲建聯章庸的節錯。

V擴姐盟第三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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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的競選對手是民協的磨成利。有一個「豐埔故事」，大約

是「留港城J （指磨成利）及「太空蠅」共爭一席位，你對道有

何意見？

：這要由選民自己選擇。如有人把「太空」作為負面

攻擊，我想會得罪很多選民。香港人自九七問題而申

請移民外國，我們不應歧視這批人。但我想指出，我

是持 C.I. 的，是留港的。我犧牲了和家人共聚的時刻，又

有何值得攻擊呢？

闊：你對民建聯被社評為親中團體，有何審法？

：這是有理由相信人們會亨見我們為親中團體。因為我

們大部份核心成員，他們的工作背景及過往經歷都和

中方有密切關係。我們對「親中」的理解是：民建聯是立足

於香港的政治團體，我們是利用和中方溝通途徑，為香港人

做事。我們無意壟斷和中方溝通的領域。

問：我們知道你將在九龍中華書湛，有社評指你在九龍中的地區事

務做得不鉤，你有何意見？

：這是肯定的。我們現在是選立法局，以分區形式進

行，行的是英國式制度，候選人不需要是該區的選民。

正如九一年立法局地區選舉中，李柱銘不是港島東的，

劉慧卿亦不是新界東的。今決是立法局選舉，我們要的，主要

不是地區工作經驗。作為立法局競選的候選人，我們要針對

全局性及中央性的問題。如選民選你，是他們對你做中央工作

候，有人叫我的補習益，有信心。

學生支持民主黨副主一一
e盟 問：你認為政黨主席應否蓮香選？

席楊森。當那人離開仁最

後，我問我的學生智 禽：如一黨主席因參選而入到立法局內，可把自己政黨

支持「民建聯」，原

因是民建聯有免費大

的意見鮮明地提出來。在民建聯內，如陳婉捕、譚耀

宗，他們的工聯會形象較明。另外在新界參選的三個

候選人，他們則較善長地區性的工作。如他們當選，評論界

會認為他們不是因為民建聯支持而當選的。如我曾鈺成參

選，別人投我的票，便是投民建聯的票，所以政黨主席參

選，是有象徵意義的。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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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1, 
體輯關由黨是會給人的聞聽懂禮它的黨員重量會是專業

人士互支書室佳麗喜鵲 F 輩輩草書是中 ..t.階層人士的歡澀，

捕獲最體對餾們可說撞一項挽戰。現在曲曲黨有臣

鸝聽十回國人，爾吉聽聞轎車費一人。單於他們寵的「經

濟言聲響會關罐鸝盤 j 路線＇ i:軍否為他們帶來聾箏

的藍龍崗鸝醋？聽們一種聾鵲閣制縛。臥下是訪

關黨員盟關擎鸝飛的會誼會罷。

間：你對道次立法周直濯有何意見？各政黨的形

勢如何？

：雖然大家都知道這次選出來的立法局

不能直通九七，個作為一政黨，我們要

積極參選。至於形勢方面，我認為地區

直選對民主黨有利，二十一個舊功能組別則對

自由黨有利，新增設的九個功能組別則不知對

那方有利。而選舉委員會則對民建聯及民主黨

有利。但我認為九五直選頗為混亂，現在是很

難預測各黨將得到的議席數目。

攝鱷龍頭館主轉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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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自由黨有何優點？有什膺地方要

改善？

：自由黨在功能組別很有優

勢，因很多參選者已是立法

局議員，及有很多專業人

士。至於地區直選，對我們來說是

新的挑戰，而且我們在區的實力是

不夠，所以除了我，只源多一位成

員參選。我希望在明年立法局中，

最少有十位成員選中。至於有批評

指我們在建立選民基地上的工作做

得不足，我們承認我們是不夠時間

做地區性工作。其實自由黨提出的

政綱是很多人都認同的，但我們沒

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在地區上發展我

們的政黨。而且我們的強項是在功

能組別上，所以我們需要時間來建

立地區的民意基地。

問：李議員與大埔區的晨運客溝通是 LIBERAL PARTY 

否藉l能建立選民基地？

：：是啊！其實在自由黨內，

我在建立民意基地上的工作

做得最多。因為選民雖認識

你，但投不投你一票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要與不同地區的居民溝通，

建立彼此之間的關係。雖然我是社

會的知名人士，但我要知道我能幫

居民做些什麼，關注他們什麼，才

是實際及重要的工作。這些工作，對

自由黨來說是一個嘗試。如黨主席不

嘗試，我想會令很多自由黨成員失

望。而且我並非和晨運客傾偈便算，你
要知道他對你有什麼意見﹔如他們有

什麼不明白的地方，你便要向他們解

釋清楚。

間：你在大埔區的宣傳策略會怎樣？

：我在這兩年為大埔區做了多

事務，我要宣傳我為他們做過

什麼。例如，向教育署爭取在

大埔區成立更多中學，改善吐露港污

染問題及爭取興建大會堂等。我幫大

埔區做了多方面的事，所以要向他們

宣傳我到底可以幫他們做些什麼。身

為立法局議員，除了地區工作，亦要

關注一些整體問題，如失業率高漲，

我都要提出改善的辦法。總而言之，

我要向大埔區居民宣傳這兩點。

問：對這次選舉有沒有信心？怎樣打敗

自已的對手？

：贏不贏倒很難講。我覺得這次

選舉我要做好自己的功夫，對于

做什麼，就由他去做。我的態度

是要憑自己的努力。關於別人做什

麼，我都不太執著。我的競選策略主

要宣傳我在大埔區的貢獻。 串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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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港民盡島生協進會會簡稱 f！露協 J ＇鱷臨一草草

活躍於t十年代壓力聞體中的λ：t p 於八六年十

月成囂。鷗協車席馮機重重$96盤撞盡燼聞鸝軍軍費體

有九位厲協成麗是市買賣聞單自m蟻市政聞轎車費？鼻

青二十九位置議會議廳。厲協撞一個溫翱鷗盡澈

的故油闇體 9 轎車張與中措溝單單 9 讀1蠶豆R！語言藍。

餌，鷗協都是一個蓋層黨員會 E藍聽聽串串廳主盤。會

期擺翅訪問了厲協眉目盡聞單實鵰翱先盤 P 拉i下握其
中一部份的訪間內寄：

問：有人批評民協掛羊頭鷹狗肉，一方面說是民主源，另一面又與中方溝通，你

對連說法有什麼意見？

：這評論很膚淺，所有民主黨？！民也嘗試與中方溝通，民主黨也不例外。

民協過往所做的事並沒有連反民主原則，由成立至今九年中對民主索求

的事件，都是站在民主前線，包括支持六十席直選。民協雖有成員是軍

事顧問、港事顧問或政協委員，但民主黨也有兩名成員是區事顧問。這

是程度的問題，並不是本質上的問題．。

Y’振糧國第主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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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你對九五立法局直撞有何看法？

：這是九七前最後一次立法局

選舉。第一個意義是從這次選

舉中，可以觀察香港人的投票

意向，在這中英氣候下，港人可透過政

黨來代表他們的意見。第二個意義是政

黨政治的一場角力。政黨在上一屆立法

局選舉時還不成熟，但這一屆將有四個

政黨參與直選，可體現政黨效應，及港

人對政黨支持的程度。

問：你認為民協有什麼優點、缺點及應改

善之處？

：民協的優點是有一群人支持

我們的路線，既要與中方溝

通，又要民主。而民協的缺點

是勢力較弱，只是一個小黨，不能像大

黨般在傳謀方面做勢，而且議會力量亦

不大。另一個弱點是有人不清楚我們既

要與中方溝通，又要民主的路線是否可

行，但我們可以從每一次選舉作為推動

綱領的一個重要機會。

聞：還次民協蓮香湛的政網是什麼？

：民協的口號是「民主基層

路，民生更美好」。主要強調

民主、基層、民生。民主方面

是希望能進一步加快香港民主的步伐。

民生方面則有一套民生政策是以中下層

利益為大前提，所以說民協是一個基層

黨。

間：與曾缸成在同一區競選，有什麼特別

的宣傳黨略？

：現在初部說是「雙城記」

自己阱「留港成」’別人說他

是「太空城」，他的情形我不

會刻意說，我只會推銷自己，我不會移

民，真正留港建港。

間：你能否預計民協在立法局選舉中佔聽

席位？

：最差的情況是得到一個直選

議席，兩個問選議席。最好的

情況是四個直選議席，兩個閣

選議席。我們希望能佔一成的議席，成

為有影響力的小數課。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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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吉大家都知道這次立法局選舉中 F 譯出來的立法眉不能直
通過漲到九七。選出來的議員 F 任期將只有關年。為何各候
選人仍這廳努力拉票？學章里又有何意義呢？

：李鵬飛：我們自由黨一向都提倡平穩過渡及直通車，可惜
i直通車沒有了。我相信九五年退出來的立法局議員，是香

i港政治改革歷史的一部份。所以雖然還中了只做廿個月

L~笠、苦兩年），對一個選舉也要積極參與。

九，，振姐盟第三卷第一期



有報導括這次立法局選舉中，「愛國愛港」人士如取得半
數或以上的議席，所有立法局議員將可被推選委員會推薦

提名入臨時立法會。你對這有何意見？

李鵬飛：這是很正常的。因為始終想參政的人的數量是一定的。如果你把所

有九五年立法局直選選出來的議員都推落車，那麼還有那些人出來參政？就

算在九七時中方「查飛」，看看你有沒有資格做下屆立法局議員，我想現階

段我們不需考慮，因為到時的控制權不在我們的手，什麼形式的選舉我們也

不知，這有待中方自己考慮。

曾鈺成：我不覺得得這是一個合適的看法。如真是有臨時立法會的

話，應把臨時立法會的任期儘量縮短及儘量提早籌備九七後第一屆

的立法選舉。如可以的話，我希望各九五立法機關的成員，都能成

為臨時立法會成員。

L－－－－白白固且－－－－－－－－－－－－－－圓圓且．．．．．．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

李柱銘：這是完全沒有民主意識的人才會說的。說了這些話後，將

會令選舉更不公平。正如政府現在想加稅，但如﹔李柱銘當選做議

員，全部市民都不需交多些稅一樣．這樣，人們恐怕加稅，自然會投

李柱銘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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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年頭，香港其中一
個政黨「蟻聯」控告政府有

關九五年立法局的功能組別

議席產生辦法違反「人權

法」。經過一番的聆訊，最

後「蟻聯」都是敗訴。究竟

法庭對這事的判決是否正

確？功能組別是否違反人權

法？功能組別若果真是違反

人權法，這次選舉是否不可

行？

法庭判「蟻聯」敗訴的解釋

在於「英車制詰」地位高於

「人權法」’縱使違反「人

權法」亦可以。從法律的角

度來看，法庭的判決是完全

正確的。「英皇制詰」是英

女皇給予香港總督管治香港

的憲制性文件，是香港地位

最高的法律。凡香港自己制

訂的法律與「英皇制詰」有

所祇觸或矛盾時，一切以

V擴姐醋第三卷第一期

「英皇制詰」為準。既然

「英皇制詰」內，容許有功

能組別的立法局議席，所以

便不必理會「人權法」了。

雖然從法律的觀點看不需理

會「人權法」，但事實功能

組別有否違返「人權法」？

筆者不敢回答，因為自知自

己不是法律專家，叉沒有熟

讀「人權法」。憑自己的知

識只可說功能組別違反人

權。人與生俱來就應有公平

的待遇，包括享有平等的投

票權。功能組別的出現使

「在職人士多一票」’對一

些非就業人口如學生、婦女

及退休人士則不公平。

在一方面功能組別違反人權

法，是不公平的，但在另一

方面卻有它的存在價值。因

為以前有很多立法局議員都

4蟬鹽盟國悔

是官守或委任議員，他們雖

然欠缺民意基礎，但對香港

的建制相當熟悉。要是今年

的立法局全面直選，相信他

們大部份都不能被選中入立

法局，對立法局的平穩發展

會造成不利的影響。但有了

功能組別的出現就不同了。

因為他們在功能組別的勝數

較大，較易入局。

功能組別有它存在的價值，

只是一個暫時性。長遠而

言，香港要步向民主必須在

將來取消功能組別，面向六

十席全面直選。以前被委任

的立法局議員若想連任下

去，現在必須在有功能組別

的時期做多一些地區事務，

使自己可在未來面對六十席

直選！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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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為了爭取選票，往 果的正確程度實在非常疑 此援助的老人亦不能保障生

往會就著一些社會摺題
惑，以香港這個流動性高、 j舌。

表達自己的立場。而我
瞬息萬變的社會，是否真的

那麼輕易使能正確地推測 民協一磨成利

們亦可透過他們的立場 二、二十年後的就業人數或 民協支持中央公積金及老年

更加瞭解他們。所以， 退休人數呢！ 退休金計劃同時推行。老人

我們特地選擇了極其爭 況且，老人退休保障制度並
退休金方面，受聘者供款

議性的老年退休保﹛章計 非一直一成不變，就以外國
2 路，中央公積金供刊，即

劃，看看各政黨的立場 的做法為例，退休保障言十劃
共7 見。相信在現時的經濟情

如﹛可。
必會因應社會經濟發展而作 況下，港人是有能力承擔

調整，不會真是「五十年不
的。

語間你在老年還做金、中央公 變 J
積金、私人公讀金、混合含金

民主算是一寧柱銘

金等老人還f本保障計翻中，較 自由黨一華鵬飛 民主黨在老年退休保障計劃

支持彈種？ 其實中央公積金是最好的，
的問題上，對現存的三值建

民建聯－輯錯成
可惜政府不肯承擔此責任，

議都不支持，原因是這三個

那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強
建議都有很多漏洞。其實港

民建聯支持的是一種同時具
制性私人公積金。此種退休

府司耳其日私營公積金弊處多

備中央公積金與老人退休金
保障計劃對社會大眾很有好

多，卻仍堅持將之遞交立法

特色的變層退休保障計顫。
處，因這能強迫市民儲蓄，

局要求通過，充分表現港府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老年退休 年老時便有保障了。問現持
缺乏信心，在明知私營公積

金長遠來說並不可靠，可是 的老人則可靠政府提供的公
金缺乏公眾人士支持的情況

我卻認為經濟學家的意見普 共援助金，當然我們要提倡
下，只有透過現時不民主的

遍都是建基於長遠的預測。 提高公援金，否則現時依靠
立法議會，強行通過有關草

但我對於此類畏遠預測的結 案。體

！站在；；；；；；·；；；士·；；... :;;:;·~ra~·1 r；·；：﹔；；；士謊言2月~；；；~﹔！；·；~古
i蓄的問l ，中央和私人的分別在於中央公積 i j個百份比的工資，當作稅收，然後分發給所有年
i金是政府替你儲蓄的錢進行投資，而私人公 i i滿六十五歲的香港居民。

i積金則由一些私人投資公司替你投資。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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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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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各政黨都存在著一個

隱憂，這就是人材凋零的問

題，原因是普羅大眾甚至專

業人仕，也不太熱衷於政

治，致使各政黨處於青黃不

接的情況，例如民主黨剛剛

能動員參選，其他小闡體如

民協的情況更壞，它只能源

幾個黨員參選，香梅共有二

十個選區，（旦自由黨只能源

李鵬飛和周潔i＊參選，要找

二十個黨員在直選中參選也

不能，可見人材凋零的情況

多嚴重。

各政黨候選人的海報、傳
單、橫額相信隨處可見，因

為各政治團體正展開一場激

烈的競爭，為了在新一屆立

法局佔一席位。究竟各政黨

形勢如何？有什麼優點？缺

點？賽果如何？振翅記者特

地訪問了對香港政治甚瞭解

的李鵬廣先生，他是領南學

院社會科學系的講師，來為

讀者分析各黨形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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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選方面，民主派以民主

黨及民協較有代表性，而左

源則以民建聯為代表，這兩

股力量可二分天下。

民主黨的優點是建立了一個

為中下階層請命的形象，民

主黨前身港詞盟有很多成員

是社工，故當時已建立起這

形象。所以，在直選中，較

容易得到選民的支持，憑以

往選舉中能超越其它政黨便

可知道。可是，民主黨正面

對著一個嚴重的考驗，困部

份民主黨員是支聯會成員，

而支聯會被中國政府認為是

一個顛覆組織，九七年後，
中國政府會否封殺民主黨，

還是接受它呢？與中國政府

的關係，實是民主黨的一個

大考驗。民主黨要面對的另

一個隱憂是欠缺商界支持，

財政上可能出現困難。

而民建聯也同樣能建立為草

根階層及勞苦大眾謀福利，

並能得到中資財團的支持，

而且，民建聯能與中國政府

有溝通，其他政黨難與之競

爭。但是，六四事件後，這

可能變成負債，而不是資

產，因為如果與中國政府有

李鵬廣講師

良好溝通，但不能堅持港人

的利益，也不會得到選民的

支持。民建聯在一些重要的

事情並不會與中圓持相反意

見，如民建聯不會主動對六

四事件表態，故此反而集中

注意力在民生方面。

至於自由黨親政府的形象，

加上政策取向偏中上階層及

財團利益，造成對直選致命

的困素。在九五立法局直

選，只保兩人參選，現階段

可說是差不多放棄直選。

李鵬廣講師更為九五選舉預

測賽果，直選的二十席，民

主黨大約佔一半，民建聯可

得三或四席，其餘的議席是

鄉事或無黨抓人仕。而功能

組別方面，建制保守採能佔

優。因現沒有名單，所以不

能猜測那一黨能佔多少席。串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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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七日是立法局直選的
大日子，各個區域都湧現了

不同的候選人，街道上亦不

難看到候選人各式各類的宣

傳物品，氣氛十分熱！誦。在

熱鬧氣氛的背後，身為知識

份子的大學生又會如何對待

這次一一可能沒有下決的全

面直選呢？

根據以往選舉的情況所現，

選民通常都會在明星效應或

社區效應下決定投誰一票。

所謂明星效應就是選民會很

直覺地投那些在政治舞台上

擁有很高知名度的人，而社

區效應則是投票者會依著候

選人在區內服務的多少而決

》伊擴祖國第五舉第一期

定投票的結果。但以上的兩

種效應又是否真真正正能選

出一群代表我們發言的議員

呢？

事實上，民選議員是代表市

民的發言人，選民應該用心

選出一個與自己擁有共同理

念的議員去代表自己。例如

當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有衝

突時，你又會怎樣面對呢？

是與中方抗衡抑或是妥協

呢？是站在香港的利益立場

抑或是服從命令的方式？假

若你只選出一個有名氣的議

員，他所持的理念與你截然

不間，他又是否能代表你？

我們又怎樣能夠了解候選人

的理念呢？在某一個層面來

說，政黨似乎能給予我們某

方面的保證。至於一些獨立

候選人，我們則需留意他平

日對事物的態度。

站在年青一代的立場，我紹

對想不出任何理由不去支持

是決的選舉，但是支持的背

後，你又是否真的盡心盡力

去選出一個代表你發言的議

員呢？各位，記緊切勿讓這

個有意義的選舉變為對香港

人的「損舉」！ 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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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 a 1 k 是個有趣非常的程式，是它讓你﹒

Freshmen 病，你好！離進

科大，有否發現四處佈滿

電腦工作站，不論在

Computer Barn 、園書館、

學會辦工室甚至宿舍，而

這些電腦更絕大部份接上

電腦縮絡。可告訴你的，

它們將會成為你生活的部

份，尤是工學院的同學。

它們助你做功諜，交功

課，還消息甚至提棋娛

樂。

Unix 是廣被採用的網路

作業系統，它提供實用工

具程式如電子郵件

( e mai 1 ） 和網路新聞

( tin ） 及一些有趣的程

式如網路交談 （ talk)

、，搧翅國第三卷第一期

等。學會 Unix 對各

Freshmen 適應科大生活非

常實用。

Login/L。”u t進入
Unix 

進入 Unix 者必讀有私人戶

口（ account ) , CCST 發

給各新同學一戶口，戶口名

稱是學系簡稱及戶主英文名

字的縮寫，以底線字符相

隔。例如數學系陳志強則

ma cc k O 而某些名字因重覆

會加上的或 ab 以之分

辨。

進入 Unix 須在PC工作站的

menu 上選取 Host 

Connection ，然後選 Unix

Server (Undergrad），接著

跟隨指示輸入戶口名及密碼

因

為

便可進入系統。新

戶口密碼是戶主身

份證號碼（部份使

用出生日期），請

盡快使用 passwd

指令更改密碼。離開 Unix

系統只須鍵logout O 

E-mail 電子郵件

E mai i 電子郵件，是個非常

方便且十分流行的通訊程

式，只須你經常保持檢閱郵

件的習慣，它將是一流的工

具。它既容易使用，叉省

時，囡不須等侍即時回應。

傳送郵件，只須鍵入 mai 1 

[ receiver ’ s account 



name〕即可進入 mai l 編寫

信件，完成編寫後隔數行鍵

入一點，信件便順利送到收

信人戶口。而檢覽信件則只

需單鍵入 mai l 程式。 h 指

令列出信件編號﹔郵件號碼

表示閱讀該信件﹔ more 可使

信件逐頁列出﹔？印出提

示﹔ q 則離開 mai 1 

除了 mai l 以外 pine 是個

更方便的 E-mai l程式，他提

供的 address-book 功能讓

你簡單地送信給多個戶口。

不過使用前須用 user-setup

設定。

n e m e Gu a 
m
理

m

管
e

案
刊
檔

I 

i) ls ：列出檔案及子目錄
名稱

ii) cd ：更改目前目錄

iii)mkdir ：增加新目錄

iv) cp ：檔案複製

v) chmod：更改檔案的
讀、寫及執行權。

在這里一提， Unix 系統的檔

案及目錄都分 Superuser , 

group 及 user 三層次的

讀、寫執行的權，若不想私

人檔案無故被盜用，筆者建



案無故被盜用，筆者建議你

使用 chmod 700 ＊指令。

ntalk 網路交談

i)ntalk 是個有趣非常的程

式，它讓你即時與達方已

login 的朋友透過營幕及鍵盤

交談。有趣的是，你看不

到、也聽不到他，這讓大家

保持莫大的神秘感。除此，

當你工作累得半死，若能找

到人「 talk 」能使你輕鬆非

常，而在科大保証你三更也

能找同伴「 talk 」。

接上 talk ，只須輸入 ntalk

[ account name〕，待對方回

應後便可接上。回應talk 也

是相同的指令。最後提醒玩

talk 新手，最好還是先練下

打字，因為這襄「神槍手」

多的是。

ii) Finger 

Finger 列出誰在 login ，而

finger I sort·I more 則順序

逐頁列出名單。

V’擴翅國第三卷第一期

另外 finger [ account

name〕印出刻戶口戶主的詳

細資料。

Editor 文件編輯

i)vi 

vi 是多終端適用的文件編輯

程式，但筆者不建議初學者

使用，因比較難學。

ii)pico 

pico 是個易學易用的編輯程

式，但同學樣也順覆製到個

人戶口才可使用。

Internet世界網

i)Newsgroup 

Newsgro叩網路新聞是某些

組織和一些興趣小組透過

Internet 發表意見和討論的

謀介。校內某些組織，如

CCST 、學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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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ftp 

ftp ( file transfer 

protocol ）助你透過

internet 拿取世界各地的資

料、程式、相片及遊戲。 ftp

受歡迎之處，是因為你可拿

到很多「出乎意料的相

片」 以下是進入 ust

sunsite 的步驟：

1. ftp sunsite 

2. name 可用 anonymous

3. password 可隨意鍵入，

但尾碼鍵定要＠。

進入後，可用 dir 、 ls 及 cd等

commando 
因
向車



阿熙

’， Internet’，這個名詞相信大家都耳熟

能長了。無論在報章、雜誌等都可以見到這個

字。而在廣大的 internet 內的 WWW 更風摩全

世界，無論是軍事、政府才商業及學術都廣泛地

應用這個包羅萬有的資料庫，身為擁有一個完善

電腦綱絡系統的科大的一份子，我們怎能不對它

有一定的認識。

首先，讓筆者簡介一下 WWW 。 WWW (World 

Wide Web）又稱 W3 或 The Web 。發源於座

落在法國與瑞士交界的歐洲量子實驗室（ Cern ) 

，當初建立 WWW 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替CERN的

電腦使用者提供一個存取共通資訊的簡易方法，

WWW基本結構原則是使用以 hypertext 為主的

分散式資訊系統。由於它的成功，使它成為

internet 上的超級明星。

近兩年 WWW 異軍突起，在短短的時間巳佔了

Internet上 16%的傳輸量，回溯到 1989年，一位物

理學家希望在線上發表他的研究結果，因而自行

發展出 WWW ，它以 Internet 為基礎，再加上

超文件（ Hypertext ）和超媒體（ Hypermedia ) 

等技術，建立這資訊系統。後來一群程式師設計

出一些可以瀏覽 WWW 的程式，例如 Mosaic 、

Cello 或 Netscape 等免費提供多媒體形式的任

何資料，舉凡圖片、動畫、多種字型變化的文

字、甚至聲音，都可以在WWW的畫面上輕按，便

可取來使用，現在全球約有近 30 000 個 Web

Sit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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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家知道了一些 WWW
的背景後，就讓筆者介紹給

大家如何安裝一個常用來瀏

覽 WWW 的軟件一

Netscape o 

（一）如果大家用

Sun 的工作站

時，你只需開啟

X-Window ，然後

在 X-term unix 

prompt 的環境下

鍵入nets cape& 

就行了。

（二）如果你是用

Computer B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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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s／）中取得nl612b2.exe

檔案回來，然後在Dos下鍵

入 nl612b2 ，它就會自動拆

解成一連串的檔案，而其中

一個是setup.exe 。

（筆者建議大家在拆解

nl612b2.exe 之前，最好將

它放在一個自設的目錄內，

步驟如下：

1 ) C: \>md net temp 

2) C:\>move nl612b2.exe 
nettemp 

當setup完之後，

C:\netter叩內的檔案已是沒

有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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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裝Netscape

這時你需要在 Main Menu 

中進入 Windows ，然後在

Main 中的 File Manager 

上按一下，再在

C:\nettemp內尋找

setup.exe ，最後在

setup.exe 上面連續按兩

下， setup 就

會自動執行，

安裝完畢後，

你的

Windows上便

會多了一個

Netscape的

Program 

Group 和當中

的 Netscape

Icon及Readme 

Icon ，這樣你

就可以遊覽聲色俱備的

WWW了。

倘若大家未能成功地安上

Netscape ，你的Windows可

能未安上Win32 ，這時你便

可以到sunsite

(ftp://publ/simtel/win3/w 

in32／）取得pwlll8.z旬，然

後安上Win32

Application ，就應該可以成

功安上Netscape 。

（三）如果你是用數據機

( modem ）接駁到學校的

server的話，又想在

Windows中執？于

Netscape ，怎辦？除了安裝

Netscape 之外，你要多安

裝一個名叫 Twinsock 的軟

件。你可以到

ftp://sunsite.ust.hk/pub7 I 

cica/ win 3/ winsock／中取得

twnsck 12 .zip ，之後當然是

unzip這個檔案，又是一連串

的檔案被拆解了出來，你要

將其中的 Winsock.dll和

Twinsock.exe移動到

Windows的目錄內，再將

build.sh 、 commands.c 、

mem.c 、 p acket.c 、

p acket.h 、 term.c 、

tshost.c 、 twinsock.h 、 tx.h

及 wserror.h 等一千檔案移

到自己戶口中白設的

Twin sock 日錄內，然後在

Twinsock 的目錄下鍵入sh

build.sh a 這就算是將

Twinsock 安裝完畢。

Twin sock 的用法亦不難，

首先在Windows下執行

twinsock.exe ，打電話回校

( 23582014 、 23584937 ）及

login 完之後，在戶口中

Twin sock 的目錄下鍵入

ts host ，整個 twin sock 晝

面就會縮變成一個twinsock

的圖案，這時你就可以運用

安裝好的Netscape了。

註：據筆者的經驗，

Twinsock 不能支持新版的

Netscape ，但舊版Netscape

就一定沒有問題。（舊版

Netscape NS16 ” 100.EXE 

可到～ sa_wings/science複

製）



開啟了 Netscape 之

後，你只需到 Open 的

圖案上按下，就可以自

己輸入地址去到你想去

的地方。筆者亦會用小

小的篇幅來介紹一些較

為有趣和出名的網上旅

遊勝地。若果你想自己

發掘一些旅遊地點，亦

可以利用 Netscape 內

的Net Search 或 Net

Directory 。而筆者忠告

各位玩 WWW 的讀

者，小心迷路。

香港電台

首先要介紹的地點就是位於中

大的香港電台，地址是

http://www.cuhk.hk/rthk/ind 

ex.html 這個站可算是聲色俱

備，若你的電腦佩有音效卡，

就不可不停留在這個站上。此

站有兩大特色，第一，如果你

今日忙了一整天而沒有空看報

章的話，又不碰巧新聞報導時

間，正好利用得著這個站，它

輯錄了近一個月內香港電台的

新聞報導，你可選擇今天或以

前早上九時、午間一時、黃昏

五時或晚上十一時的新聞收

聽。它運用了常用的幾種音響

模式儲存，例如 .au 檔案就要

用 WPLANY或WHAM 等檢視

器去播放，而它亦有提供

WPLANY或WHAM給我們提取

( download ) 

第二大特色就是提供了數部香

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影片給我

們欣賞，影片包括獅子山下、

性本善、五稜鏡、頭條新聞、

鐸鏘集、人間有情、驕陽歲月

等，應有盡有，不防一試用電

腦來看電視的滋味。



敏是唱，手
趕著宇主演
扭是：J／嘶叫趕往Sun口
！？何川kι ～t中旬智者噶舟，加

〈宇內的品：﹔：1～句lr0一 也

又丈離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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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到達的地點太多了，筆者不可能盡錄，讀者可以隨意避覽，定能會發現更多意想不到的好

去處。以下提供部份旅遊點，供讀者參考。

URL 地址

http://susis.ust.hk/ 

http://www.ust.hk/ 

http://www.cuhk.hk/ 

http://www. in tel. com/ 

http://www.microsoft.com/ 

http://www.adobe.com/ 

http://www.ziff.com/ 

http://www.sony.com/ 

http://www.het.brown.edu/news/index.html 

http://www.odic.gov/ 

http://www.whitehouse.gov/ 

http://www.netgen.com/sis/sports.html 

http://www.cernet.edu.cn 

http://www.tsinghua.edu.cn 

http://www.pku.edu.cn 

http://www.hkstar.com/ 

http://www.batmanforever.com/ 

http://www.mandarin.films.com.hk 

http://www.rahul.net/resource 

http://www.stsci.edu/EPA/Recent.html 

http://newproducts.jpl.nasa.gov/s19/sl9.html 

描述

科大學生會學生網絡學會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中丈大學

Intel (CPU生產商）

Microsoft （微軟軟件生產商）

Photoshop的生產商

PC Magazine 

日本新力公司

NASA Information Services 

CIA （美國中央情報局）

美國總統府

Sport Information Server 

中國網絡中J心

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

星光國際網絡

BATMAN FOREVER 

夜半歌聲

ASTRONET 

最新哈勃望遠鏡影像

SL9 的影像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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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是在一九七六年

被發現，其名取自非洲的

「伊波拉河」。而伊波拉病

毒其實是屬於其中的一種過

濾性病毒，在數千倍的電子

顯微鏡下旦長絲或長線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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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病毒的歷史

史上有三次大規模的伊波拉

病毒事件，第一次和第二次

的病毒事件發生於一九七六

年，發生地點分別位於非洲

的扎伊爾和蘇丹西部。這兩

次疫症是較大的事件，一共

導致超過 550人受感染以及

V振翅國第三卷第一期

340 人死亡 。第三次事件發生

於蘇丹，只有 34 人受感染和

22 人死亡 。這些病 例大多發

生於環境惡劣的醫院，而這

些醫院由於沒有足夠的醫療

設備和經常重複使用針筒的

緣田，導致發生大規模的疫

症。但事後都能迅速受到控

制 。

※伊波拉病毒的起源、

到目前為止，調查人員還未

研究出伊波拉病毒的起源，

從槍查疫區附近的動物來

看，最有可能傳染途徑便是

人猿和猴子 。



調查和開始防止病毒進一步 需要培殖大量的病毒，所以

蔓延。 實驗人員通常都在商度密封

的環境下進行檢驗，以免感

※伊波拉病毒的病徵 染病毒。

感染了伊波拉病毒的人，在

感染病毒之後 4 至 16 日， ※攻倒可控制病毒蔓延？

便會出現發燒、發寒、 E頁 以往的病毒蔓延能有效地阻

痛、肌肉痛和食欲不振的病 止，是因為採取隔離病人政

狀。跟著便會有嘔吐、腹 策和與護理人員回己戴有效的
醫護人員在檢伊波拉病毒。

i寫、腹痛、喉痛和胸口痛發 保護衣料有關，另外，針筒

生。血液不凝固而導至腸 的消毒或正確的祖棄醫療癢

胃、皮膚和內臟出血，在短 物亦相當重要。

短五六天內導致死亡。

※我們會受感染嗎？
※伊波拉病毒的傳染方法 相信大家最關心的，便是這

伊波拉病毒的傳染方法主要 種病毒是否會真正擴散至全

是透過血液或親密的接觸， 世界和我們是否有機會感染

常見於醫院病人和護理人員 到病毒。

和探病的家屬。共用針筒亦

顯微鏡下的伊波拉病毒。 是一種常見的傳染方法，落 其實，扎伊爾政府巴對疫區

後國家由於財政問題，醫院 內的人口進出作嚴格的檢

※最近一次的伊波拉 共用針筒是常見的事。 驗，所以大家飽對可以放

瘖毒疫症 心，除非你認識和接觸過一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日，在位
另外，伊波拉病毒亦可經由 些扎伊爾的人，而他又患有

於非洲中郁的扎伊爾的基奎
性接觸傳染。但受感染而不 這種病，否則你是相當的安

特市，一隊手衛人員發生類
病發或病癒的人傳染其他人 全。但像在〈極度驚慌〉裹

似出血熱的病徵，其中一名
的機會率相當微。 出現病毒疫苗的情節在現實

比利時藉的醫生向扎伊爾政
世界里卻還未找到。因

府報告，在扎伊爾衛生組織 ※怎樣檢驗出伊波拉病

要求下，聯合國衛生組織的 毒？
生化金時

一隊來自比利玲、法國和南 我們可從抽查伊波拉的抗

非的醫療隊集合一起在這人 體，抗元或基因來檢驗出伊

口達 40 萬的城市中，展開 波拉病毒，由於檢驗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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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八斗

－一連四五個雨天使心境都開始 我從7.K注襄持起那條黑線，它的 處，本來我是一向閒時才來渡

發霉。還算天公也全壞不了，弄 其餘兩頭還埋在泥襄。仔細看一 假。只是來得多了，反而比住在

了一個艷陽天來讓人曬一曬心 看線上的印刷小字，發現原來這 家裹的時間還晨，現在幾乎連工
惰。 是電腦網絡用線。只是這電線鋪 作也在這兒做了。」

得如此淺，應該是臨時的。現在

小娟今天看來心情開朗，眺望遠 的電腦網絡真是發展得無孔不
繼續攀談之下，得知她姓李，原

景時不時傻笑。她就是這麼一個 入，連這樣的小島都真接連上 來也是專幹電腦這一行的，專長

可愛的女孩子，甚磨時候她心情 了。我順著線的方向瞄過去，一 是研究人工智能。無怪乎為了工
不好，只要帶她出來海闊天空一 頭向海另一頭則對著一間在小山 作，還特地鋪上電腦聯網。我也

番，就可以將所有憂愁都忘得一 坡上不大不小的屋子。有著幹電 還沒有弄好家中的網絡，便順口

乾二淨。要是跟她一起到海灘嬉 腦這行人的本能，我隨即想像著 交換了電子郵碼，請她將相熟的

水，她更會樂不可支，全世界都 那間屋子襄究竟會有一位甚麼樣 網絡承造商資料電郵給我。小娟

非得向她微笑不可。 子的電腦設備呢？
看來也和她相處得相當開心。

看著她，漫步在這個小島的海邊 這時，小娟搖了搖我的手，指著 回到家中才二時許，太太正為我

高原草地上，即使沒有她那樣容 屋子那邊。只見一個穿著白衣的 們忙著弄午餐。她也是很感性的
易受天氣影響，也多少感染了快 人遠連地從屋子那邊跑過來。待 人，只要有她喜歡做的事便可以

樂。 那人來得近了，才看清楚是修了 不亦樂乎地幹整天。而弄吃的正
短髮的二十來歲女子。 是她的嗜好之一。小娟的性格或

小娟脫下鞋子和襪，向前走去。 多或少從她母親那兒遺傳得來不

嗨，這小妮子，真拿她沒辦法， 她怒氣沖沖地對我說：「喂！先 少。

竟在雨後的水淫襄玩！一陣小雨 生，請你不要弄我的線路好不

後，海上出現了一道彩虹，就像 好？」也奇怪，她怎會知道我弄
「咦？小娟不是和你一起回來了

一個大國環子浸了一半在海中一 了她電線呢？莫非她一直監視著 嗎？」太太問道。「我想她叉回

樣。「嘩，真的有七種顏色呀！ 和小娟？「真對不起，是我女兒 房間真去弄電腦了吧！」我答

你能數出來嗎？」她問道。真頑 無意聞發現的。」說罷連忙將于 道。「你天天和小娟在家，知道

皮，明知道我色盲還開玩笑，我 中的電線放回已被小娟弄得變成 她這些天來幹嘛不開心嗎？」太

只能看到那是彩色的，要仔細分 了黃泥色的水注。那位小姐看了 太示意我給她遞過叉燒醫：「她

辨則不行了。人就是這樣不濟， 小娟一眼，大概也感染了小娟的 呀？自從放暑假以來一直都和電

所有的身體功能一生下來就改不 快樂，臉上的烏雲消散了不少。 腦打交道，我看她在網路上交了

了。 不少朋友，一直都提開心的。只

「小妹妹很可愛呀！叫甚麼名字 是最近的情緒好像比較波動。你

走得累了，便找了張長椅子坐 啊？」「叫小捐，對了，小姐， 有空時多些帶她出去散散心也

下。小娟還在水注襄踢著水玩。 請問你一個人住這襄嗎？我跟太 好」「你認為會不會這麼巧，小

突然她大叫一聲：「嗨，過來看 太剛剛才搬來這個小島半個多 娟在網路上交了男朋友？嘻

看，有一條電線在這襄！」頂著 月，對這襄不太熟悉。我們就住 嘻！」我猜道。「可能吧！現在

一萬個不願意，我挪著雙腳走過 山下近海邊的那間屋子。」那位 1 的女孩子都很早熟。喂！幫我清

去看一看。 小姐友善了不少：「原來都算是 理一下桌面好嗎？就快閑飯了」

近鄰啊！這襄是我外公外婆的住

V振姐國第三卷第一期



唔，網路上的感情問題？這可得

認真地對待，我曾有朋友在網路

上國討論問題而鬧翻。等會兒讓

我查一查也好。

吃過飯回到書房進入電腦系統。

查看過幾天前聞始執行的程式，

一切都如預期般順利。這是我工

餘的小娛樂，一個懂得自動根據

使用者輸入的出生日期和脾性到

各個電腦聯網上收集並整理資料

的程式。昨天的收獲是為太太弄

來了一大堆咕嚕肉的菜譜。原來

太太正想買這類書呢！倒真不知

是神還是巧了。其實模擬智能也

不是太難的事，最要緊的是捉住

智能的基本要素然後讓程式自我

發展就行了。比如說人對事物的

智能反應往往就有一定方式可

循。要是像編寫傳統電腦程式般

考慮所有的事件可能性可真會煩

死人的。

查過小娟那部電腦的使用情況。

啊啊，原來她迷上了透過電腦和

Dear Mr.Lin, 

其它人交談，用的還是最古老的

打字式交談程式 talk 。根

據電腦的記錄，小娟一談就是四

五個小時，真不得不佩服她。想

必她的打字連度一定磨練得很快

了。她的交談對象大多數時候都

是同一個網路使用者 hel 

loworld ，從這代號並看不出

使用者是男是女。即使知道那個

使用者是誰也沒多大意義。我看

要好好的和小娟討論一下她的情

緒困擾了。

有趣的是那個 helloworl d 的

代號，相信每一個學電腦的人都

會對這個代號感到親切，因為我

們所學的第一個程式就是在瑩幕

上印出：「 hello, world ！」

這大概是象徵電腦程式向人類世

界問好吧！

剛收到李小姐的電子郵件，她提

供了不少網路承造商的資料，有

機會非得當面向她道謝不可。相

信是近鄰的關係’她還特地在她

的私人網域內提供了一個電腦帳

戶給我。感激之餘，我馬上進入

她的網域試一試新戶口。登入以

後用 f inger 指令一看，哇！

這兒可真熱鬧，三百多個使用者

同時登入，好厲害的電腦系統！

細看之下，真是無巧不成書，原

來 helloworld 也是這個網域

的使用者，用 w 指令一看，

helloworld 這傢伙叉在和小娟

在交談了。

擔心小娟之餘便給李小姐電郵了

一個信息，請她看看她的用戶

helloworld ，如果她認識

helloworl d 的話就請她和

hel loworld 談一談。畢竟小娟

才十來歲而已。

三天後，我收到李小姐的回郵。

內容如下：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Actually,”helloworld" is my eldest ”son”. He is one of my running pro
grams which simulates a 15-year old boy. ”he" will talk to whoever he want to talk freely. ”he”,s still "grow
ing”, actually, I didn’t impose any control on the program and let the program grow and expand freely. Though 
this time the victim is your daughter, seems that the ”helloworld” is doing a gr巳at job, right? :) 

See you, 

Lee. 

哈哈！那我應如何跟小娟閉口解釋呢？因



兩位親家

兩位親家，一個性急，一個性慢，一天

相遇，作揖施禮後便攀談起來。

慢性子親家，躬著身子，吶吶說著感謝

對方的深情厚意：正月里承蒙他如何如

何，二月里叉承蒙他如何如何，一直

「承蒙」到十二月，說完，抬頭一望急

性子親家早已沒影兒子。

他驚奇地說：「親家幾時走的？」

路人笑著說：「正、二月間就走了。」

家中無飯

孩子大哭，爸爸問他為啥，孩子說：

「餓了。」

爸爸說：「兒呀，你要吃什麼，儘管

說，哪怕龍肝鳳髓，爸爸都會拿來。 J

孩子說：「我只要飯吃。」

孩子說：「唉！刁孩子，單揀家中沒有

的東西要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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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陰陽人
兩人同坐一條船，忽見水上漂來一其

浮屍。

一人問：「不知是男屍，還是女

屍？」

另一人答道：「僻睡的是男屍，仰躺

的是女屍。」

近前一看，那屍體卻是側睡漂流而

下，那人說：「哦！這是陰陽人的屍

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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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懲罰

從前有位將軍平素最討厭吃肉和油酥。

苦寫「萬字」

汝州有個地主，非常富有，但幾代人都不識

字。

一年，他請一位先生教兒子認字。先生教他

兒子握筆臨帖，寫了一劃，說：「這是

『一』字。」寫兩劃’說：「這是「二』

字。」寫三劃，文說：「這是『三』字。」

那孩子便喜歡地甩下筆，告訴父親說：「孩

兒全會了，孩兒全會了，不要再麻煩先生，

多花學費了，請把他辭退吧。」地主高興地

照辦。

不久，地主打算宴請一位姓萬的朋友，就讓

兒子寫請束。可是過了好長時間，也不見他

寫完，便去催促。誰知孩子氣憤地叫道：

「天下的姓那麼多，為啥要姓萬！苦得我從

早晨寫到現在，才寫完五百劃！」

一天，見隨從的兩個士兵忽然打起架來，大

怒，叫人趕快到廚房襄拿來了肉和餅，罰打

架的人立著對吃。還警告說：「下次再打

架，要用肉裹加油酥的東西懲罰你們！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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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藝版

從前，大家都相信食在廣州，今時今

日，也許大家都認為食在香港了。可是

就在大家發現香港食的文化開始發達的

時候，很多富有中國特色的食品卻已隨

著時間的流逝而被人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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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藝版

其豆腐
輯螃票子

傳說清康熙年間，北京前門
栗子為中國特產，向有「乾

外延壽街有個開且腐坊的
果之王」的稱譽。

人。有一次，他作的豆腐太

多，沒有賣完，發了霉，文
栗的吃法很多，但最體現中

捨不得扔掉，就在上面撒了
國甜栗風姿特色的，還得數

些鹽，放在缸裡。過了一段
糖炒栗子。當金風楓爽時，

時間，取出一嚐，
果品店在街頭路

咪嘲笑出售後，主 旁支起大鍋，邊
很受歡迎。這就是 j活五錯

炒邊叫賣，那悅

現在的臭且腐了。 吧YA申. 1賀！當
~~‘ r一（＼＿／、

止千口1

陣幽香，不由你
臭旦腐為什甚麼叉

\t.!l ~~ .. 不慷慨解囊，以
臭文香呢？這是微

一嚐為快了。
生物的功勞。豆腐

塊上繁殖了一種能
糖妙栗子，是將

產生蛋白的霉菌，
栗子放在自白糖拌

分解了蛋白質，形成了極為
和的沙粒中翻炒而成。時至

豐富的氯基酸，吃起來非常
遼代，皇室不僅闢有專門的

鮮美。
栗園，而且還設有專人負責

糖炒栗子一事。據《遼史》
臭豆腐不只味道鮮，營養價

載，有一次，皇帝和城掌管
值也很晶。兩塊臭旦腐中含

γ 栗園的官兒閒談，問他有甚

的蛋白質含量與一個雞蛋的
麼見聞，這位官兒答道：啟

含量不相上下。臭豆腐由於
稟聖上，卑職只有炒栗子的

經過微生物發酵，其營養成
經驗，別的甚麼也不懂。可

分更易被人體消化和吸收。
想而知當時皇帝是如何重視

栗子的了。

～,I'擴姐盟盟第三卷第一期



中國值子

包子是一種包飽的精製食

中國有關包子記載最早見於

五代和北宋的史料中。南末

時，北方的包子傳入江南，

包子的種也漸多起來。

今天汝川一些地方，人們還

傳說著武則天和包子的故

事。女皇武則天在位時，有

一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飢

民呼天搶地。富豪之家，仍

花天酒地，終日作樂。武則

天為了江山社程，明令官坤

富商不得殺豬宰羊，不得食

肉。這時，有位高官請賓

客，明言吃素席，只吃蘿

蔔，白菜和饅頭。待饅頭上

席後，賓客把饅頭咬闊，發

現裡面居然是肉夾餾。這事

很快被人告密，武則天龍顏

大怒，決心「殺一做百」

就無情地處死了那高宮。可

是，自那以後，饅頭的兄弟

品種一一包子，反而在民間

普及了。這大概是武則天所

料不到的。

年聽

吃年糕昀風俗是從春秋時開

始的。吳王命大將恆子胥葉

城。城垣建成後吳王大喜，

以為有，了堅固的高牆就可以

高枕無憂了，整天沉醉於酒

色歌舞之中。大將伍子胥多

次進諦，吳王只當「耳邊

風」

一天，伍子胥獨坐城垣’眼

淚不停地住下落。隨從們走

來問何故，伍子胥痛心地對

他們說：「吳玉如此昏輯，

亡國之日近矣，彼時必飢餓

無食。可在城門下掘三尺，

自會找到食物。」後來子胥

遭誣陷身亡，越國乘機攻打

吳國，戰事連綿餓拜遍野。

危難中，有人記起了伍于胥

的話，於是拆牆挖地，發現

了作牆墓的磚不少是用精米

漿製成的，人們它取出泡軟

煮熟後全家食之，年年如此

流傳至今。國



韻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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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旺角和油麻地之間的一條行人隧

道的盡頭梯級處，每逢星期六，你

都可以看到一個老人，帶著一個破

舊的鐵皮箱在擺賣。有時你可能不

經意的經過他身旁，甚至不知道他

賣的是什麼。但是，只要你細心一

看他的箱子， j牛便不難發現，他賣

的是在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小食

飛機欖了。

郭鑑基 71歲

售賣飛機欖已經56年

郭 ：我從十四歲起就在港島賈欖

的了。飛機欖是我拉頭纜（帶

頭）售賣的。之後才有其他人陸

續跟從。

編者：那麼你一定試過拋飛機欖

到顧客的屋內吧！

郭 ：當然囉！那時的屋才不過四

層高，露台文沒有窗阻隔，哪兒

有人買，我便從街上拋到屋中。

後來還有人學我用這種方式送報

紙呢！

編者：據你所知，現在還有其他

人在賣飛機欖嗎？

郭 ：沒有了，只有我這兒的了！

雖然已年屆七十，郭伯伯給編者

的感覺卻一點兒也不老，他爽朗

的笑聲和響亮的嗓子都給人充滿

生氣和活力的感覺。

可可司，



郭 ：這份工作可不易做，一

定要有強健的體魄，囡為每

天都得抬著這個盛載飛機欖

的鐵箱子到處去！有時還要

到一些較偏遠的新界地方去

呢！

編者：這個欖型的箱子是56

年前的那一個嗎？

郭 ：是呀！這還是我自己做

的呢！為了方便分開已包好

的欖子和未包的，我還特地

加了一個小蓋子上去呢！

編者偷偷的用于抨了抨那箱

子，哇！果然是十分沉重

呀。

訪問其間，突然有一位中年

的男途人經過，他見編者正

和伯伯做訪問更停下來對編

者說郭伯伯是老字號，他從

小就吃伯伯的飛機欖長大

呢！

郭 ：就是啦！他還是小孩子

時便在廟街買我飛機欖吃，

現在長大了，還已經做了爸
爸啦！

看來郭伯伯和顧客的感情還

真不錯，有那位途λ做證’

相信他是如假包換的老字號

了。

但到臨飛機欖和其他欖有什

甚不同呢？

郭 ：我的飛機欖是用特別的

材料祕製過的，可以除峻，

淵肺，不是別的地方可以買

到的。

編者：可以告訢我你的飛機

槽和「和順欖」或甘草欖叉

什麼不同呢？

郭 ：現在已經沒有「和順
欖」賣的了。現在有的也是
一些只有甜味的欖而非正宗

的「和順欖」了。我的飛機
欖有祕製過，當然不同啦！

編者：可以透露一下你的祕

方當中的一些材料嗎？

郭 ：當然不可以，無線電視

曾經出錢希望我透露這祕方

我都不願意呢！不可以！

到底多人吃飛機欖嗎？答案

是十分之多。在編者和郭伯
伯做訪問的短短數十分鐘

內，就不斷有人停下來買飛

機欖。顧客當中包括了婆

婆、公公，但也有不少年輕

人，看來飛機欖還是受到很

多香港人歡迎的。

到底郭伯伯營業狀況樣呢？

郭 ：這份工作的收入也不錯

呀！我平均每一天工作四小
時，一個月下來，也有接近

二萬元的收入呢！

編者：你有否考慮徒呢？

郭 ：沒有，這份工作不是人

人可以勝任的，首先要有氣

力抬這箱子到處去，再者還

要懂得唱些戲曲之類以招練

客人。何況現在的後生（年
輕人）怎會有興趣呢！

編者：那家族方面呢？

郭 ：我的兒子沒有興趣，這

不是可以勉強的。

那飛機欖豈不是會失存了

嗎？

想知道飛機欖是什麼味道的

嗎？編者自郭伯伯處買來一

包飛機欖與另一同伴分食。

初時我們兩人望著那鮮黃色

的小果子，真有些手足無
措。終於，編者以威嚴迫同

伴先吃，原來飛機欖涼涼

的，很是好吃的呀！

如果你想親自試一試的話，

逢星期六到那隊道的盡頭處

去找郭伯伯買一包來試試

吧！盟



esides being α “Shoppers ’ Parα 

dise,'’ Hong Kong αlso owes its 

popul1αrity as αphenomenon tour-

ist α'ttrαction to the various types of cuisines 

仰αiilαblefrom α'ii over the world. Hong Kong 

hαs its sh卸的 ofculinary delights from Asian 

countries such αs Kore帆 Vietnam, Thαii/and事

Mαlαysiα and Singαrpore. European, Amert.國

cα院Mα:ic棚， Indian, Mon oU伽 αndLeba

nesefoods αre αlso served in countless res

tαurαnts. No one cαn deny, however, thαtα 

visit to Hong Kong will definitely be incom·國

plete without 純sting some of the territory ’s 

local culinαry delights - Chinese cui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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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being a foreigner, I am not 

alien to the fact there are countless 

types of Chinese delicacies from all 

over China and each province tends to 

have its own distinctive taste in its cu

linary arts. Chinese cuisine consists of 

countless d~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delicacie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such as the Shanghainese, the Canton

ese and the Sze Chuan dishes. All of 

them may have slightly, if not very, diι 

ferent tastes but if asked to decide what 

the origins of a certain dish may be, I 

am sure I will be at a loss. I do have a 

vague idea, nevertheless, that the Sze 

Chuan specialties may be most pre

ferred by those used to more spicy food. 

Chinese food, as I have frequently ob

served, does tend to be on the bland side 

compared to other types of food such 

as Mexican, Thai or Indian. Of course, 

th叫 can be easily remedied with the de

licious mixture of red hot chillis found 

in all Chinese restaurants. 

Living in Hong Kong for most of my 

life, I am in no way a strar單位 to Chi

nese delicacies however I have noticed 

a change of late. This change is in the 



form of an addition to the already large menus 

in Chinese restaurants. Being a vegetarian, I 

definitely appreciate the large variety of veg圖

etarian meats recently introduced to Chinese 

cuisine. This certainly makes things much 

easier for us vegetarians in this territory where 

finding a variety of meatless dishes did used to 

pose a major problem. Now, however, not only 

do most normal Chinese restaurants have their 

specially prepared meatless dishes to offer, but 

a number of special vegetarian Chinese restau

rants have also opened up. These restaurants 

offer a variety of dishes including dim sum, 

己輔聽聽關關瞬

革F闡麗君

beancurd, chicken, ham, pork and fish among 

others, prepared in a number of ways 團 all veg

etarian, of course. Chinese cuisine, of late, has 

thereby become not only delicious, but healthy 

as well. 

Now that I have given my views on local 

Chinese cuisine’s attractions for foreigners, I 

would like to add something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local Chinese. Have any of you ever 

heard of “chop suey" or “mongoli妞”？ These

are Chinese dishes found in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and America. They are a perfect ex

ample of Chinese cuisine adapted to suit lo

cal tastes and after eating in Hong Kong, you 

will certainly not find them even remotely 

near the kind of food you eat at home 司 ifyou 

ever t可 them, that is. 

And now, to all those reading this piece, 

Bon appe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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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語：

今天的霧很大，使人覺得心不在焉，心

中的模糊更看不清，只知道的，我的一

天又看不見了。

燈過強，

眼也瞪不開 1

莫明莫明。

四方

四方

頭雖大，前路雖看不清，但人有

理想，就讓理想變成導航燈，帶

烈到遠遠方的目標 F 陪伴你在變

幻不圓的人生中成長和舉習！

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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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渴求靜，

非塵世中無聲之靜﹔

乃自身的思緒平靜。

黑白

只要妳擁有潔靜的心，

無求的理想，

便能接近靜了。

靜叉如何？靜後可能更看透塵世潤之

醜’使人更覺厭世，到時可能會自殺都

唔奇，所以，千祈唔好完全的靜呀！

四方

靜思

觀



于嗯，－一一

我喜愛廳偽的人，在我沈醉的時候，不會吵

醒我。

我喜愛老實的人，他們是我的好朋友，在我

愚眛時把我恨恨的打醒。

我喜愛碰撞，爭吵，好讓我看清自己，看清

身邊的我喜愛單獨，好讓我反省自己所為，

享受清靜的感覺。 靜思

他媽的！怎可以這麼容易妥協，這全是

騙自己說話，死後會後悔的。若然要不

假叉不真，倒不如終日廟癥狂狂，哈哈

傻笑，出世吧了！（這也許是另一個騙

人的傻話。） 四方

為什麼虛假不好，猜猜想想真真假假，永如霧中

看不清﹔

為什麼坦白好，人與人的凌互相碰撞，彷彿一槍

一劍刺得血肉模糊。

我不太喜歡虛俑，奈何人與人之間衝突太多，有

時加多…點點虛偽去點綴一下，去沖淡那劍拔弩

張的氣勢 J 蠻好呀！

所以有時我會縱害自己虛媽一下，妥協一下，堅

持，太累入了！

星火

我同意人越大，便越成熟，開始發覺身邊很多人

虛偽的面孔，於是使自我保護起來，於是，每個

人都穿上了防彈衣。

但我信人問有愛，其實有很多人並不虛假，亦很

願意關心他人甚至很多自我保護的人。

車
1

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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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吉是一翩翩，牠一
年前被抱回家的時候只有兩

合掌般大，胖嘟嘟的，就像

一個小絨球。用手點一點牠

炭黑的小鼻子，牠只怯生生

地用一對眸子偷看你一眼，

然後立即把眼皮膏拉下去：

牠怕人怕得緊，我把牠放在

沙發上轉身再回來，牠己沒

有蹤影了。最初，心焦得很，

因為擔心牠那麼小的身子輕

易就從露台的鐵柵縫襄擠出

去，來個「空中飛狗」。以

後摸清楚了，一不見這小1家

伙我就會蹲下身往沙發下

轍，牠準在那兒，之後我會

將牠拖出來再置在沙發上，

這種「貓和老鼠 J 之間的追

逐遊戲只維持了一個短暫的

時間，因為媽說牠果真是膽

子小，接近牠還要慢慢來，

從那時起，我們便只好由得

牠了．．．．．．！

漸漸牠和家人熟唸起來了，

開始在屋子襄亂竄，一會兒

神氣十足地在客廳襄腰步，

會兒又探小腦袋入廚房看媽

在做什麼，一會又伏在洗手

問門口聽花酒聲．．．．．．我們一

拍手，牠使蹦蹦跳跳地來到

你面前並將前爪搭在你手臂

上，央你和牠一起玩！而牠

的膽子也越來越大了！自從

l 



甚麼好處，不敢說牠到底是

受這樣的恩養好些，還是自

由地活著好，也不敢說。倒

是盡力去痛牠便覺夠了！國

上把你的鞋扯下來，之後便

咬著它「遊家示眾」。但牠

也有乖的時候，爸要出去倒

垃圾前會像教小孩般對牠

說：「吉吉乖，倒垃圾臭

臭，你不要去了啊？！」牠

便聽話地坐在門口等爸，真的

一次發現怎樣蹦上我書桌的

捷徑，牠便一決又一次地浸

入我的領域了。最初只是坐

在書桌的一角，不時地

臉來瞧瞧我的反應

輾然，依舊「站」

「
h
u

沒養過狗，對狗的脾

在行，某一

情緒會被

定試一試。

房襄，佯作哭起來

感情一到，心一酸倒

真的哭起來了。吉吉先焦

地聞著我圓圓轉，見我哭

傷心，便縱身上了大腿，用

舌心不住舔我的手，喉嚨襄

發出尖而刺耳的哀鳴，大眼

睛也水汪汪的，我心襄一緊

將牠擁入懷中，內咎地在牠

耳邊絮語著：「不是真的傻

吉吉，沒事．．．．．．沒事！」在

此之後，我便不忍心再做這

類測試了！

地方，

爪來刮我的

弄得暸暸響，而

麼似的不停左右

巴，眼睛也興奮地

了。我不動聲色地看著

默默享受這小東西的情

這樣牠卻放肆起來了，

引起我的注意，牠索性

扒在我正溫習的書

上｝，~＇.我假作怒沖沖地

牠，可站台。裝傻地1%！頭組到
一邊，一對黑牌乎滴溜擋地

轉，真拿牠沒辨法。每﹔次都

是我投降，要安闊地用撫一

撫牠細絨毛的小腦袋，跟牠

柔細地述說幾旬不相關的

話，牠便一對大眼睛望著

你，彷彿在聽你說話！

我很愛情小吉吉，我

「愛」不只是我自己才

得，因為我已

邊，融入生

有一點溺，

有時牠很調皮，一個勁兒地

想往外跑，每每有人出門牠

都會不停地握著你，你要是

不理牠，牠便開始耍賴皮，

等你一走牠便狡黯地從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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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煙雨，一種亦真亦蝦的感覺 c

暗暗的天空，薄薄的雪層告訢世人春雨降臨人

間。在天神的指示下渺渺細雨歡欣地，靜靜地

如細沙般飄到凡間，如柳絮般不經意，柔柔的

墜落。小雨點慢慢散落，漸漸漂離原本的跡，

寂靜含羞地四處探著。在此時此刻片白茫茫

中，面前的路正是約隱約現，迷糊一片，摸不

清，捉不到。這大概是雨絲榔柳所幹的好事

罷！在纏綿朦朦的組雨中，我如常踏過校門歸

途。但今天不間的是，奇怪地，我發現了你一

一像一隻濕水鴨在門外呆立著，猶如等著一場

邂逅的上演。然而你傻楞楞的樣子，卻叫我記

住。

~擴

濟沱大雨，一剎上天恩賜的驚喜。

天上陰霾密佈，雲層厚厚的積壓著，是埋藏了

很多心事嗎？風兒不肯出來，怒怕是給懊惱的

厚璽壓著罷！在一片昏暗下，雲層終於抵受不

住心中的抑壓，任大雨嘩啦嘩啦的瀉下來了。

如豆豆般大的雨點，它們不像細雨害羞（’ l它們大＂，

膽地、有秩序地直線向下俯街，可有神風敢死

隊的風範！它們只管痛快地大踏步走著，用勁
：士也去清洗大地上的一切濁氣污穢1,1.＇遺正是它們
真情真j生的流露！可情這種真情真性的豪邁卻

為我帶來一身的濕氣和霉氣，渾身濕透的我只
好賊一口大氣直衝到對面的避雨處，就是豪雨

的鞭打、雨豆的冒犯也不理了。突然間一傘子
進入了我的領域為我驅散一切風雨，原來是你
這個傻楞子，永邊都記得你那時清脆粗糙的聲

音：「讓毛遮一遞你，好嗎？ J 



丸之

狂嚎暴雨

我還是存著一線希望地站在校門後的涼亭處

等你，伴著孤獨的天空，由風雨前的一片沉

寂，到為大地蓋上了黑帳塊塊像煤岸的黑

雪，至洪雨激烈地從它身上滾滾的瀉下來，

如困獸得到解放般在狂吼、在狂E玲、在狂

奔！我身開始抽搞起來渾身的抖顫絕非是i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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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
此，便實在有些麻煩。剩下的，無非

是一些漫淡罷了。

最愛寫下－｛固無題，於是可以漫談。

其實，今人的文字，想不朽的，怕己

沒了吧！不只沒有動機，而且沒有希

或許這不是件壞事，肥皂膜里的繽紛

消失在理性的陽光下，這乃是智者的

悲哀。戮破別人的夢，即使無意而為

之，也還是破壞。、大仁不仁，的道

理，怕也在乎如此。但我們最難忍受

的，仍是、患不人知也，。

望。作為藝術的文字，實在不是匆匆

忙忙掙錢，匆匆忙忙花錢的現代人所

可以真正接受的。作者與讀者都是如

病後

很久沒有寫字，除了情緒的因素，

更是懶惰與累。便從這累與懶惰說

起吧，常常不知哪一個是因，哪一

個是果，能夠說的，痛快點兒，是

懶，含蓄點兒，是累。既沒有豪

情，又缺乏優雅如此刻之我者，

‘與，字可謂恰中癢處。

世上的人，可以誇口說沒有懶惰

的，不是狂妄，就是虛偽。懶惰，

其實並不象通常想象的那麼壞。至

少，這於己是一種休息，於人是一

種大度。今天學生的書包之重，實

在因了前輩們缺乏這麼一種大度。

把自己做過的，沒做過的，一骨腦

兒扔在別人的肩上，實在算不得仁

人。但這正是今天的事實。聰明的

＂＂擴姐盟盟第三卷霸一期

但我們依舊在這襄說些不明所以的

話，做些不明所以的夢，無奈，這是

人生。

沒甚麼說了，擱筆。

學生，被這書包壓垮了，或至少壓

笨了的，的確不在少數。所以真正

聰明的，當是能夠漠視一切舊的知

識，而從切身的體驗中得來簡單明

了的法則。即更簡樸，至少不會不

明所以的人云亦云﹔即使不確，也

還有挽救之機，因他（她）尚未迷

失本有的判斷力。非子曰詩云便搖

頭的現代妝，以科學來威儲後來

者，則是迷失的証據。

趁了吃蔚的後勁給與的勇氣，吐出

積久的感受，病也可以好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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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一一夏日

盤了腿，靜靜坐在石凳上。

眼前是星光下的海灣和拱擁著它的一溜島山。

偶爾曳過的小輪把燈光浮上海面，發覺這海面

竟有些闊呢！

夏季己到，又兼連日的快睛，南國不免一份

熱。即便寧誼於心，又是緩緩地體來，額上還

是站出些許汗珠。無風的晚上，海上卻回旋了

一股微微的氣流一一、蕩漾，是最恰不過的了

一一額上，身上因此微微有的有海的氣息，滲

透開來。

水不算遴淘，卻也聽得不時腳下堤岸被撲著的

動靜，似乎一只嫩極細極童稚的手。對面的

山，蕪黑地蹲著，竟似不為所動。於是憶起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句子。其實縱恩頑

鈍根，只要能片刻的寧靜，細細的品味，樂山

樂水並非難得，譬如此刻遠非大賢大智的我。

移望西邊的來處，有些茫然。一片燦爛水晶宮

似的校園，擲肩並腫的高樓，仿彿另一個世

界。不經意找著自己有一斗空的樓宇，不刻知

此的我為真耶？幻耶？

若能時時回到自然的懷抱，或許人類不至有今

日的發達，可人性卻也不至有如今日的可悲

吧！

算了，不去說它， 由著無量沙數的仁者去爭

辯吧，園為此刻的我，已為高樓上那一公釣清

清的新丹所吸引，細細修長如十三四歲的少男

少女。、青春就是美麗。，真是恨煞人，羨煞

人的至理呀！可那份晶螢剔透，又惹得你愛

煞，疼煞，哪襄願得及妒羨呢！青春己不屬於

我們，我們心襄有太多海的澀山的糙，但時時

印照一下，卻也煥起點昔往的回憶，如寂夜襄

的星星。

恍的發覺腿有點麻，想是坐得久了，起身，又

重跟在來時的路上。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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葷的騙鸝 自時轉畢露， 晶體轉閱當權轟



在振翅里，我們找到了興趣、理想、朋友與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