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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常言道：

隨著一九九九年的到來，振翅亦有一番新景象。新莊『墨洞』已

順利地通過學生會的大選，－－成為我們的接班人。
所謂「溫故知新」，在這一遍新人事、新作風中，作為「老

鬼」的我們亦想藉此機會去作出反思。

編委會努翅作為科犬的傳播媒介，和其他傳媒一樣都有其值得反

思的地方 7，在這資訊泛遞的年代，我們絕對不能低估傳媒的影嚮力和

感染力：誇眾取寵，誇夫事實似乎已和利益、收視率扯上了關係﹔反
觀那些擔起筆桿，為民請命的報章，銷量卻每況愈下。

有位朋友曾對我說：「像振翅這樣的學生報在六、七十年代，

同學們一定會搶著看，但今天的同學已沒有興趣去看這些八股文般的

文章了。」這到底是我們的問題，還是「社會的錯」呢？夾在多種取
向之間，有可閃努力嘗試在「引起向學注意」的同時，仍盡傳媒應有的

責任。我（111， 亦希望同學們在看過我們今期的專題後能給我們一個機
f .,. .. · 

會，去用心體會我知在委員的辛勞。

傳媒需要反思，我們個人亦然。在《一個人、在台北、在反

思》中，作者透過一次遊歷，對他的生活作出了反思。道出了香港人

那「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悲哀。

從小記者到副總編輯，一轉眼已經過了兩個寒暑﹔當中的得得失

失難以計較，恍惚曾經有淚、有笑，但因為時間太快，所以未能抓緊

便要放手了。唯有拜託『墨洞』去幫我們完成那未完的夢吧！

陳淑慧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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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見，l廉練成一言





說電視，

︱ 專題版Tbeme 6 

說電靚是現代傳媒的主流一點也沒錯 。 無論是小朋

友 、 青年學生 、 上班一族、家庭主婦及年老長者，電視均

佔7他們生活中的一大部分 。 除7佔用了他們的時間，更

價佔了他們的思想，他們腦海裡無時無刻都想著電靚劇的

劇惰，口中說著電視播放的熱門話題 。

但，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 看那什麼長篇溫情的連續

劇，當初還沒有什麼問題，只是一般的劇集，故事環繞著

大家的生活 。 可是隨著劇集集數的增加，我看到的不再是

生活化的劇集，而是科幻劇集，不知怎的，劇中克j益斥著

生活裡一切的不幸﹒．．．．．

返大陸遭劫匪害死......婆媳糾紛以至家無寧日......愛

侶變成植物人......被人勒索．．．．．．真的，每當劇中人像充滿
幸福之際，這些事卻往往降臨在他們身上，一﹔史 、 兩灰、

三﹔欠．．．．．．我也不清楚幾多﹔欠了，也記不起這是什麼類型的

劇集了 。

還有那個時事追擊的節目，每﹔欠觀看時，報導員會擺

出一副悲慘的臉，訴說著社會上的悲慘事 。 我想也沒大礙

吧！反正既司幫助到那些司憐的人，也可給我們知道社會

上的事，拓闊我們的眼光 。 但再看下去，鏡頭前總是那個

可憐人的淚水，喇叭播出的是：「不要哭了，不要那麼傷

,G···· ..」但接著又會聽到：「你先生死7你覺得怎麼樣？
你對你的不幸有什麼看法？」如此云云，就像是迫鏡中人

哭出來，你不哭的話就沒啥人會幫助你 。 雖說偶一為之未

嘗不司，但像我這樣不甚看電視的也時常看到：哭臉，又

是哭臉，變換的只是那個可憐人，留下的仍是那肝腸寸斷

悲傷的臉 。

他們的那種鎮而不捨的精神真叫我拍案叫絕，還記得

那「曾經健康過的人」的風流事，當初的確引起大眾的

關注，我也為他不悄，但播了十集！對！是連續＋天的晚

上也司看到他的報導，真的有這麼多東西值得大眾去關注

他嗎？還是只是為了有始有終，來個短篇無聊劇罷 。

究竟是我在蛋子裡挑骨頭，或是我偏激？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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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社會人士對性的態度是開放

了，它再不是社會的禁忌。但是把性作為

一種商品，又是否合適呢？什麼「一七

三」電話，有線成人台等已充斥著我們

的生活，若果連電視、報紙這些我們每天

都接觸的傳媒也只有性，那麼可以想像我

們的社會會成為什麼地方嗎？一個污穢的

地方。

續
著
是
著

打開某本便利雜誌，頓然覺得自己買

了一本沒有膠袋的色情書 ，無論圖片、文

字或明星訪問等，也會在有意無意之間與

性、污穢、醜陋、社會的黑暗等拉上關

係 。或者這叫做寫實，但不需要每一期、

每一篇都談論這些吧！不然，「蛇貓

狗」豈非是香港史上最寫實的書 ？這不

是某一兩本雜誌所為，而是大多數暢銷雜

誌的共同表達方法。當然，香港也有一

些冷門和正經的週刊，如「明報月

刊」等，但這些畢竟佔少數，而且它

們的銷量有限，對公眾影響也較少 。

愛
滿
、
的

還有報紙、「愉快坊」、「生

果女郎」等照片和文章也大行其

道。只要付出五元便能欣賞到各國佳

麗，燕瘦環肥，目不暇給 ！ 無論大

人、青年、小孩，只要打開報紙，便

能有最平宜的視覺享受 。 可能，閱報再

不是一個好習慣，如果你不認真「看」

的話 。 唉！我們的報業竟變成這樣子 ，真

可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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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報紙

今天翻開報紙，看到的是一個大正方框，內里再分四個小正方

框，分別是四個死者的生前相片 。 這是什麼一回事？

大家還記得一則有關「扯大纜」的報導嗎？那則報導是關於在

「扯大纜」的時候發生了意外，多人受傷，還有一個人的手臂給整

條撕裂出來，對這則報導有印象嗎？或是只記起那斷肢的圖片？

還有那些傷人的事件，那些跳樓自殺的報導，在這些報導的旁

邊總是付著那些不是血肉模糊，就是已死者的個人證件圖片 。 為甚

麼？

是大家也喜歡看那些死去的人的樣貌？或是愛看別人怎樣死

去、愛看那事發現埸遺留下來的血潰殘骸嗎？單單看了那些有關的

報導便經己令人神傷，為什麼還有那些圖片付上刊自不夠嚇人，希

望我們留下恐怖的印象嗎？

還有那些小說式的報導，什麼「晒馬」、「擺和頭酒」、「劈

友」等 。 看著這些連載，真不知自己是看正版新聞，或是副刊小

說，我也搞不清了．．

是如實的報導，或是娛樂大眾﹔是全面展露事實的真相，還是

想藉圖片煽動我們？

專題版 f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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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傳媒往往以嘩

眾取寵，偏離社會價值觀的方法來吸引觀

眾，而事實卻証明了它們的成功。他們的收

視率，銷量等指數的高企，使人感到這樣的

做法就是賺錢的要訣 。

所謂有供必有求，傳媒以低俗的方法去

報導，是為了迎合市場的需要，因為大多數

觀眾也接受這些。大部分的傳媒都是商業機

而觀眾為何又接受這些低俗的表達方式

呢？這是基於他們的無奈，或是他們的無

知？可能觀眾根本沒有選擇權，因為在他們

身邊的各類雜誌，電視節目都是以這樣低俗

的方式表達，他們唯有接受，況且看雜誌、

電視也是為了輕鬆一下，暫時放下工作的壓

力而已，何必去想那麼多傳媒的質素該如何

等煩擾的問題。他們不是無知，而是不想去

知。沒錯，觀眾的眼光是雪亮的，但是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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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責怪傳媒，真的不是。

不知大家有沒有忘了「狗仔隊」這個詞

語，當時大家均責備他們的跟縱行為，指他們

為了揭名人的瘡疤而表現出沒有新聞從業員的

道德操守。大家也是這樣說的。但事實確是如

此嗎？「狗仔隊」為何要得到名人的私隱？為

的只是我們！只因我們想看，使那些私隱情報

變得有價值！他們只是滿足我們罷了。

很簡單的供求定律，只要我們想看，便有

了市場，他們便製造出我們想要的東西去滿足

這市場。

若不是我們追看那長篇溫情劇，不是我們

常常討論劇中的人物、情節，我想那溫情劇也

不會加長，也不會出現那麼多「做」出來的不

幸事吧！

若不是我們喜歡看別人怎樣在鏡前痛哭，

不是想看他們的悲傷有多大，那些鏡頭便不會

再出現。

若不是大家偏好買那些「養眼」的雜誌，

不是愛看那些話其言詣，像小說般的報導，市



面上便不會有那麼多以女性身體來吸引購買者的

雜誌，也不會看到那麼多不沉寰的報導。

想不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吧！

看看現在本地的電影生產商和音樂製作室

吧！他們的業務每況愈下，說什麼本地大買東消費

意慾差，說什麼製作不好。然而最大的原因，是

你一一購買翻版！

是大家己失去了正確的道德觀吧！明明知道

購買翻版唱片影碟是侵犯版權，卻繼續購買。明

明知道這樣做會對社會做成不良影響，看美國把

香港列入什麼「一三七」或是「一三八」什麼什

麼名單內，大家卻繼續購買。這是正確嗎？你不

知道自己做的事有對香港有多壞的影響嗎？

我當然不知道什麼才算是「正確」，但我知

道香港的影視業日漸萎縮，知道大家喜歡購買翻

版﹔知道傳媒做出很多有問題的產品，也知道大

家喜歡看。

我責備的不是傳媒，你知道嗎？

11 wings6.3 



︱它有其實地作出客觀全面的報導嗎？

︱ 它有適時地引起社會大眾對峙亭的關住嗎？

（它有盡傳媒的責任嗎？ ’︱

︱你認為它有盡到傳媒的責任嗎？ ︱

E官宣讀罷區普1is~•a鑽回E：遺留國區.. 
111111!:品E'~調ff:.~讀~·團.. 
︱你有想過傳媒是甚麼嗎？ ︱

你有想過自己又是甚麼嗎？

傳媒所要做的 r 是要全面地作出其實客觀的報導及作

出中背的詳論 r 既要娛樂大眾 r 也需要適時地引起社會大

眾對時事的關位。同時也是、維持社會上正確的道德觀 F 不

平則鳴 F 糾正錯誤的行為與思想 F 這正是傳媒的責任。

我何需要傳媒 F 是因為我何人類是群體的動物，既然

一起生恬 r 使需要有共同話題 F 否則大家使缺少 7 構通的

渠道。我們為甚麼對世界大事有興趣？一是為了知道﹒台對

自己的影響 F 二是要和別人講i是 F 在一群人談論中不至於

啞。無言。裁i例和傳媒的關係就是這磨的一回事 r 很簡單

。巴 1

專題版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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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團軍，

傳媒是為我們而服務的 r 像七十至

八十年代的電車見節目 r 大部分是諷刺時

弊。這些節目的出現 F 原因是基於脅時

生 L舌上有多種不公平的情況﹔而現在大

部也許人都認為傳媒只是為了娛樂大眾，

因此，電視節目使趨向輕鬆化，多 7很

多綜令的節目 r 有些甚至是嘩眾取寵 r

不惜以別人的醜態來娛樂他人 r 不惜以

誇張的手品來吸引觀眾 r 為的只是服務

哉們 F 而我何也樂於接受服務。

這里所表達的 r 是傳媒其實地反映社會大

眾的生態 y 正如反映五、六十年代的不公平和

現在括於九十年代的無聊生悟。

但 y 由於現在的生括確是太無聊 7 ，以至

傳媒不惜製造新聞來報導 r 像甚麼甚麼少年

的 r 我雖然看到他倒在節目中表現由來的勇氣

和堅毅 r 但我卻更加感受到成側的空虛，使我

想到 F 我們需要的先竟是其麼？先竟現在的傳

媒能否像以往一種反映現實，或只是傳

媒有傳媒的存在，我倒有我何的生括 F

再也感受不到傳媒能真正融入我何的生

括 F 再也感受不到乳制的生括能在傳媒

中反映出來。他倒有他倒製作節目，我』

倒有成們生措。

大家也倦了 F 倒不如靜下來，

細想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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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傳媒，它有它的責任、使命和目標。

“Wings”是科大學生會編委會出版的刊物，每期印刷四千

本、派發給科大的同學。因此，“Wings’，也是傳媒之一，因

為它能廣泛地傳播訊息給全科大的學生以及其他人。我們也

有我們的方針、使命和目標，在反思一般傳媒的同時，亦應

該反思一下我們的角色←一“Wings”，究竟又做到幾多呢？

在新莊成立之時，會定下一年的方針，第六屆委員會

「筆耕」的方針包括以下兩方面：作為學生與校方溝通的

橋樑及提高校園的文學創作風氣。

“Wings”6.1 和6.2已經出版了，還有高飛報、新鮮人手

記等也完成了，在此看看「筆耕」能否做到它的方針以及

定下來的目標，也不足為過。

在“Wings’，即使能找到數個學生去發表對校方政策的

不滿、到報導校方新實行的措施等，是否就代表做到作為學

生與校方溝通的橋樑呢？很多時候，我們發表的文章，只是

十九個莊員在 Soc房的29 裡的個人創作，它有多大的代表

性？我們的角色，是否能做到成為學生發表意見的地方，還

是一個文學創作室呢？無疑，文學創作在“Wings’，是有存在

的價值，但不可能整本“Wings’，都是文學創作，這亦有達方

針所定的目標。我們是否缺乏宣傳、沒有鼓勵同學投稿？還

是科大根本就缺乏這種文化？科大沒有文學院、沒有中文

系，教學的重點也放在發展新科技上。若對比香港其他的大

1s -Wlng_S的一－



學，實在缺少了學生發表言論的風氣 。 再論科大校方的處事方

法，往往也忽視學生的意見 。 例如興建暖水泳池、宿舍二改三都

引起學生很大的反對聲音，但校方只是一意孤行，不理會同學的

意見 。 試問，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同學又怎樣提起發表文章評

論的熱誠和興趣呢？

「 筆耕」的另一個方針是提高校園的文學創作風氣，因

此， “Wings＂每年也會舉辦中文文學創作比賽 〔 文創 〕。 文創是

每年“Wings”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活動，花在籌備、宣傳等工作的

人力、物力也是十分多 。 但參加的作品，只是寥寥數篇，工作量

和成果絕不成正比 。 想要提高校園文學風氣，不但吃力不討好，

而且有點愚蠢，好像做著一些永遠也達不到目的的事 。

可能因為科大的功課量實在太大了，同學們把大部分的時

間放在讀書上，連看看電視、聽聽音樂的時間也沒有，更吉皇論把

時間花在寫作上，縱然有心亦無餘力 。

理想的“Wings＂是什麼呢？理想的校園傳媒又庭、該扮演什

麼角色呢？是否一開始就定下達不到目標的方針，就是一個錯

呢？這些問題在筆者心中盤旋著，卻找不到答案 。 在筆者心目

中，一本成功的校刊，必須能感染讀者，使讀者看到更廣闊的世

界 。讓讀者思考一些在生活中被忽略的、被遺忘的事情。我想，

如果能做到這些，比強要完成方針的目標來得重要 。

一 專題版 f 叫
Tl?e111e 'u 

傳媒，它給我們很大的丘克示 ， “Wings’，
科大的學生報 ， 亦給兩個專題版主很大的

教示 。 無論如何，已工作了一整年，我們亦是

時候退下來 。 主見記下我們一年來做過什麼 ，也

代表今年三期，現時是第六屆專題的完滿結

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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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貓

拉開窗簾’片片小黃葉翩翩落下，輕輕的，涼涼的，

秋天就這樣悄悄蕩來了。認識阿願已差不多一年了。他給

我的印象猶如季節轉換一樣，一直在轉變。只這短短一年

的光景，跟他兜兜轉轉，好像走過許久的路，到了現在，

也該是畫上句號的時候了。

那是大學二年級剛開課的秋天。在球隊里，我當上了

隊長，這件事情，到了現在我還是有點莫明。阿願那年還

是大學一年級，考進了球隊，就這麼一個平凡的相識了。

那時的我還很「自閉」’忽然當上了隊長，要面對那麼多

的新隊員（我連舊隊長也還不太熟落呢！），心里戰戰兢兢

的，當然也就無暇理會別的事情了。

大概是緣份的安排. . ....若然是真的話，我倒想問問它為

什麼編一齣這樣差勁的故事。

聖誕的時候，球隊到了星加坡旅行，那是我和男隊長

辛苦的傑作，但臨行前我卻是不願參加的，陌生人使我感

恐懼，我害怕得想躲在家里冬眠。

......隊長嘛，終於硬著頭皮，穿了件印著「勇」字的戰衣

上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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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長
我感

長

我們住在當地一所大學的校園里，分別和三間大學的球隊 ．

交戰，當然我的戰衣有勇無謀，結果......友誼第一嘛，真的，自

從那次旅衍後，我們球隊就很團結了，而他也在那次旅行中，

第一次浮現在我的眼前。

人在地鐵車廂里淡淡的微笑，那樣強而有力的把我從自我封

閉的世界里拉了出來。後來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大夥兒一起A

玩紙牌的時候，我倆的對望也觸動了他。從那天起，我放任的

隨意織夢，他拉走了我，我當然跟著他啦…．．．

他那樣親切，常常都要走在我身邊 。 卻是那一天，他走到

我面前，跟我說：「我要戀愛了 。 」不要啊！為什麼要告訴我

呢？眼淚都要決堤了，我卻聽見自己呢喃著：「那就好了 。 」

那樣自然而然地疏遠了 。 慢慢說服自己，以往的一切只是

幻覺，在自己角落里待久了，偶然出來逛逛 。 恰巧，我雲遊太

虛的一個不留神弄傷了手，不能打球，更加催促我要回去了 。

誰知道，夏季的熱力，把一切都溶化了 。

是考試，是那個圖書館，還是我的生日？我倆又走近了 。

19 wings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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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夜里，我和他到了碼頭看星星。那兒是我世界

的入口，第一次帶他來了。突然下起狂風大雨來，我躲在

他的傘下，兩個人，那樣長長久久的依偎著，我的世界不

再孤獨了。只是，我卻沒有留意，他來的時候，忘了帶他

的愛。

聽得見彼此的心跳聲，他的心卻從來不只我一個，很

傷心呀，只是捨不得他，捨不得他． ． ． ． ．．傻啊，明明在傷害

我，我卻認定他愛我。受不了，還是結束了啦。只是，一

切簡單的東西，在他手中都會變成複雜難解。

他說，他的心再沒別人了。他問我為什麼沒有反應。

難道這許多許多的日子里，還不夠證明我的心意嗎？好

吧！在一個瘋狂的夜里，讓一直在心底的思念隨風飄送給

他。只是這一切，在他眼中只是小孩子的把戲，得不到他

的欣賞和鼓勵。

在一個漫天星輝的秋夜里，往碼頭的路上，他沒有撐

傘子，手里卻執著另一個女孩子的手。

就讓愛念化成灰燼’飄進泥土里，開出的花兒叫我不

再傷心﹔走進他的眼眶里，或許就能擠出屬於愛情的眼

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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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班

蹟儀館內，一片死寂 。

弔客們似乎仍不能接受一個事實 ：胖子死了

一一 他們的好朋友，胖子死了 。

那是一個多麼令人難以接受的消息 。 更難令

人相信的是 ， 是胖子本人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 怎麼

可能l呢？胖子是多麼的熱愛生命、多麼的懂得去享

受生命 。 平時的他倒不愛說話，但他卻是一個很好

很好的傾訴對象 。 朋友們不開心、想不通，總會想

起他、總會找他傾訴．

胖子那副親切的笑容，那些鼓勵他們的說

話 ， 至令仍歷歷在目 一一 那個勸他們珍惜生命 、

樂觀享受人生的胖子，怎麼可能會死掉？

抱著這個疑問，弔客們一個叉一個的抵達蹟

儀館 。

禮堂的正中，慣例的擺放了胖子的遺照﹔菊

花綴成的花圈，一個復一個的送到，都給放置在一

旁﹔大堂的中央，公公整整的放置了胖子的遺體 －

他看起來是那麼的安祥，像是要告訴大家，他很享

受現在的狀況似的 。

生前認識胖子的人， 一個叉一個來看他：有

的喘噓、有的感慨﹔有的默不作聲、有的哭成淚

人 ﹔ 有的緊氓著嘴、有的瞪大雙眼． ．． 大家生前怎

樣對他，死後，還是一樣 。



4了

弔客坐著，在不斷的交談，都為失去了一位好友感到傷心、無奈。可是對話當

中，仍是不斷的環繞著一個話題：他這個快樂人，怎麼可能自殺？

正當各弔客在竊竊私語之時， 一個弔客，就是胖子生前最好的好朋友，神情嚴肅

地走到禮堂的中間，向胖子的遺體深深一揖 ， 然後轉個身來，開始了他的講話。

他的聲音，聽起來十分柔和，但語氣間卻不難聽得出他正努力抑壓內心的激動：

「他死了，我們的好朋友，就這樣離開了我們。怎麼可能呢？他是多麼的享受生命、多

麼的喜歡將自己的歡樂帶給大家，．．這樣的一個快樂人，怎麼可能死得那麼早？」

他的說話，聽得在場的弔客暗唷點頭，一些女孩子叉開始哭起來 。 講者清了清喉

推卻我們的要來告，色、

兌他活得開心？」

尸、f幟，在場的所有人俱

把他的說話聽得清清楚楚 。 ︱

講者愕了－·j導，忙朝聲音來源望去，只見說話者身穿黑袍，頭上戴上了一頂極大

的黑帽，像是故意不樣別人看到自己的容貌似的 。 在場的弔客申覺得十分奇怪，禮堂頃

刻間出現了異常的沉寂 。

為了打破這個不尋常的氣紛，講者連忙繼續他的講話--:.+-4陶器我說他是享曇生命

的專家，我相信一定沒有人反對 。 他對生命的那份熱誠，剖曾深深的感動過我們在坐的

令
、麼
Y吉

‘弓乙

lft于
「本目
，，三山、

！說

！、

：蹟

所有人 ． ． ． 」

菊 「熱誠？哈哈 」黑衣人的聲音叉再響起 。「不要是死人了 他這種人，早就
該死了！」 ︱

此話一出，在場所有弔客不禁嘩然，均向黑衣人投以怒視。講者再也按奈不住，

大聲喝到： 「你到底是誰？幹嗎在此撒野？大家都為他的死而傷心、大家都為他這個↑

樂人再不能享受人生而感到惋情 」

－
古
于

有
淚
怎

「你憑甚麼說他快樂？」黑衣人打斷了他的說話 。

生？他有告訴過你嗎？ 」



文藝反 『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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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呆了一呆，像是面對著一個前所未有的難題似的，只

有硬著頭皮道： 「他愛說笑、愛關心他人，愛把歡樂散發給別人，

足以証明他本身也是一個快樂的人．．．」

黑衣人仰天打了個「哈哈」’大聲笑道：「這就是你的解釋？

那麼讓我告訴你吧，他不但不快樂，更是天下第一大蠢人！」

胖子的父親霍地站起，大聲叫道﹒「胡說八道 ！ 你到底在說

甚麼？」

黑衣人叉笑了笑 ， 開始了他的說話 。 他的這番話，不但解開

了其他人心內的疑問 ， 更深深的打動了在場每一個人的心 ： 「我確
確實實地告訴你，他一點也不快樂 。 由小到大，不論在那一方面，

他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 ： 成績不佳、事業失敗 、 家人不理

解、愛情更是一敗塗地。

「他懂得享受人生？我說他只是逃避現實 1 就只有沉醉於吃

喝玩樂，把自己的痛苦深深的隱藏起來， 爵的是不想把痛苦帶給別

人一一 他自身已然痛苦，實在希望看到身邊的人開心快樂 ！ 可

是你們呢？你們有嘗試過關心他嗎？有嘗試過了解他嗎？在面具背

後的辛酸，你們叉怎會明暸？你們倒說說，這等蠢傢伙 ， 是否早就

該死了？死得好 ！ 哈哈 真是死得好！」

這幾句說話，令在場的弔客愕然得不知所措。胖子生前的一

位朋友忍無可忍，一個箭步便跳到黑衣人的跟前，一把抽起他的衣

領，然後大聲喝到：「你到底是誰？你有甚麼資格說這番話？」

黑衣人冷冷一笑 ， 聲音充滿了詭異： 「我是誰？哈哈哈． － －

問得好 我是誰．．．我究竟是誰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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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時，弔客間一名女子忽然低呼了一

聲 ，言語間充滿了不解和恐懼：「是你嗎 ．．真的是

你嗎．．．怎麼可能．．﹒」

「還是妳懂得我呢， 好朋友．． ．」 黑衣人冷冷

的道 ，接著把自己的帽子除下 ， 然後大聲叫道 ：

「你們倒說說我有沒有資格！ 」

一剎那，除了那女子外，禮堂中所有的人也

呆了 ！ 就連那個抽著他衣領的弔客也給l嚇得鬆了

手 ！

這個，不就是胖子嗎？怎麼可能？那麼躺在

那裡的叉是誰？

那女子首先叫道．「你怎麼 . . ﹒ 」話未說完 ，

卻發現胖子已在眾人的驚愕中慢慢地消失，只留下

他的笑聲，在靈堂裡盤旋不斷，久久不散 。

「死得好 ！ 」 那是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說話 。



第一灰離開香港，第一灰踏足

在台北這塊土地上﹔當我走出中正國

際機揚，呼吸第一口台北的空氣後，

我的路程便正式開始了。

由於資金並不充裕，我沒有入

住大酒店，只租住台北國立大學的廉

價旅舍。這倒也是 個舒適的地方，

至少它提供了即使是五星級大酒店也

沒有的書卷昧。抵達台灣的第一天，

我便急不及待地參觀了這所台灣的第

一學府。

走在大學前的椰林大道，兩旁

盡是排列整齊的椰樹（跟科大差不

多）﹔看到不少大學生在上課、 τ課，

還有不少坐在單車上的情侶們：男的

用力地踏單車，女的坐在後排，雙手

不是拿著書本，便是緊緊的摟著她的

司機。既溫馨，又浪漫，真教人羨慕

不已。

我偷偷的竄進其中一個課室，

扮作當地學生上課。這種感覺既緊

文藝躊erature 26 

胡1e,1~亭

張，又興奮。在課室襄環顧四周，盡

是破舊的桌椅，殘破的黑板，但是各

同學上課時的神情，卻是出奇的認

真。這時我在想，他們在這樣的環境

下，仍能保持這種對學習的執著和認

真，為什麼香港的學生在這富裕的條

件下，仍不懂珍惜？我想，很多同學

還不知道「幸福不是必然」這個道理

。巴！

離開了台灣大學後，我便走在

街上。第一站是以童年青人物品而出

名的西門前。最初聽到這個名稱，覺

得它很日本化。當我下了公車，第一

眼看到西門前時，不禁被它各類新鮮

的貨品所吸引。它跟香港的女人街差
不多，只是規模較大，貨品較多：唱

片店襄有世界各地的音樂，街上有吃

不完的小食，七、八元 串紅燒牛

肉，可謂價廉物美。我面吃，一面

買，弄得我在台北的五天也未曾吃過

餐正贅，皆因五元一杯珍珠奶茶和



司，盡

旦是各

奇的認

自環境

畫和認

谷自包 11茉

吾同學

回道理

更走在

已而出

高，覺

，第一

﹔買新鮮

人街差
多 ﹒ 。昌

仁有吃

工燒牛

，一面

雪吃過

自茶和

六元一串串燒，已足夠填飽肚子了。

有時走倦了，也不用擔心，因為停泊

在行人路旁的馬達車，早已成了我的

椅子。我最喜歡拿著食物，一邊吃，

邊觀看台北年青人跳動的活力，自

己彷彿也溶入在他們當中。

除了精美的小食外，台北的正
店也是很有名的。有一固，我走進

所規模是全台灣最大的連鎖書店，當＼
＼、＼

我看到它的規模後，才知香港真是太 ＼＼

缺乏學習的氣氛了。那連鎖書店，只

是舖面面積也大得可以跟香港的酒樓

相比，藏書量跟香港的書店相比，香

港的可謂望塵莫及。

這些書店更有咖啡店，提供廉

價咖啡，讓顧客安坐在店裡慢慢閱

讀。在這樓高五，六層的書店裡消磨一

整天的人，滿門盡是，難得店主不介

意客人把書店當作圖書館，客人亦不

亦樂乎地沈醉在文字間，在下午柔和

I : i iii I L_ 11 1. r;~<
等－~·｛：； ；

， ~rt·？；艾

／ 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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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陽光和店內播中著﹞蹲下，我
就坐在一張椅子上睡著了。睡醒時，

除了夕陽的餘暉消失了，各人仍悠然

自得地在看書。為什麼我在香港找不

到這些現象？為什麼香港人寧可花時間

在坊間各類教人投資，各類考試的模

擬試題上，也不願花少許時間去欣賞

小王子的故事或傲慢與偏見？我不明

白，也不想去明白，只想繼續在那首

約翰史特盧斯的藍色多路河下，讀完

我看了不到十頁便睡著了的簡愛。



老向來都不是一件美事，所以人多愛稱呼人「成熟」。

雜感很多，但時間從不容我們停下來

細意地消化一下，所謂的思想空間都

只不過是時間給你的思想黑洞，我們

都中了時間的計了！棲身在百多呎的

空間，自己立足在不夠半個平方米的

地平線上，彷彿週遭的地方全不夠

用 。 問一個問題，我們要住在一個干

多呎’月供數萬大洋的空殼之內。一

生忙匆 ， 全為支撐棲身軀殼 。 是我們

太大，還是我們委實太少？成語故事

說得多，或者要我們當一下筒中主角

才可過把癮 。

「因為人從來都不「老」’地方卻會「老」。」

「老掉了牙的思想傳統，卻仍令我們這群紅色的蟻

「對方暫時未能接聽你關電話，請遲 d 打過電話暸啦 ！ 」

文藝版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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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成語故事下孕育而成再經腐化之後

的葬身地 。

關係的圓規畫了一個四方形，人的關

係亦呈見四方形。我們的連繫本應樸

素罷，噢，對不起，應該是沒有應該

的，好久以前，筆者相信人是心連

心，關係親切，看得多了，感情仍

在，思緒卻亂，雜念仍多。天呀，可

否告訴我人與人之間是有怎樣的一條

頻道。

。」



而過

！過的

聽 J
﹔之後

．的關

、應樸

「應該

心連
情仍

：，可

j一條

向來渴望過著一些平淡的生活，甚或頹廢生

活，只是社會上倒了幾個模，予我們困在鳥籠

中爭取所謂有的生活 。 你是一個平凡人，請噢

A餐 ﹔ 你是一個好男人，請噢B餐﹔你是一個

無惡不作的壞蛋 ， 請噢C餐。有時候真的想問

問可否不要火腿雙蛋而給我一碗麥皮。

「我站在偏遠的半平方

以下是問題時間：

一，為何人要分老中青．．．． ．．二，為何人要有

過去．．．．．．三 ， 為何人要有回憶．．．．． ． 四 ， 為

何人要有居所． ． ． ． ．．五 ， 為何人要溝通．．．

六 ， 為何人要有傳統．． ．． ．．七，為何人要有情

緒．． ．
八 ， 為何人要有思想？是的，思想 。

問題太多 ， 沒法一下子解答，窮一世之氣力也

沒能找到真正的答案。既然太多問題都沒有答

案，我們問的問題就是多餘，就讓它們與我們

同在吧， 阿門 。

「空間的存在是因為英寶璽揮所以才能存在。」

「我很想擁有一個六百呎的洋樓 。 今年我甘一歲，請完碩士課程以後出去找份工做，假

設每個月平均收入為萬五塊罷，每個月儲起一萬多塊，早點技間大圍居屋去供，這才會

令我這個人安定下來 。 當然，最希望當時能找到一個穩定的女朋友，畢竟要和你握過－

P 日子的伴侶才是最值得珍惰的 。 我只希望儲多點錢，和有一間可以住得下兩口子的房
午，到了三十二歲時，便可以與另一半結婚了 。 結婚後，她有她的事業，我有我的工

作1 ，生小孩方面我不太計較，因為生小孩扭辛苦的，我不想她辛苦 ﹔ 但如果她想有，那

便生好了，只想希望她可以生活得很好，我可以給她的都全給她 。 」

回到了最基本的一個問題，究竟，甚麼才是愛呢？

~i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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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停了 ！ 」

筆者期待著自己成長 ，因為等待成長永遠給人－

I希望，到了四十來歲時，我們總不能說自己還

長。驀然回首，只覺自己身軀大小許多，行

蝠，怎想性格態度都與我們的小孩沒有兩樣，人類
開始不能在詞源中找得 「進化」這個詞。

老師們會說我終有一天出人頭地，家長愛說我高

于很多 ， 親友們會說我將來會很美麗 ， 阿伯們會

說我將來可以賺到很多錢 。 卻從來沒有一個人會

對我說：「終有一天你會失去靈魂。」成長與許

多表面證據都有一種親密叉疏離的關﹛菜，只是有

時你沉淪在這個紙醉金迷的大時代，每個人都一

樣，分別越來越少 。

「看似決絕， 卻始終不可灑脫 ， 偷偷收起當天老片段 。 」

文藝lfterature 30 

空間與人﹔人與人﹔回憶與過去﹔期望與將

來﹔問題與答案，根本就存在著許多的不協

調。願您能忠於自己，順心而行 ， 才會在這

個不協調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立足點。



i合人－

3己還

多，行
，人類

說我高

，自們會

回人會

長與許

只是有

人都一

今翩肉雷特寫

學攝電讀認知篇

相信現在不少人都有手提電話，在

「傾電話」的同時，你知不知甚

麼是GSM • PCS 和 CDMA ？它們又
各有甚麼優點和缺點？

ff數量子霍爾聽應

去年三位物理學家憑著

他們在量子物理學上的

研究獲頒諾貝爾獎，今

期以簡單的手法去為大

家介紹這項得獎研究。

固陳寫車站

3 

... 
2 

皇 .. 
,< 

自古以來，人類對地球以外的

世界都有無盡的興趣，一直抱

著一夥熱熾好奇的心去探索宇

宙。合共十六個國家正在合力

建造國際太空站，方便科學研

究，加深我們對外太空的認

識。

衛星軍隊官Iii畏縮
新巴在今年初開始試驗衛星車

隊管理系統，利用了全球衛星

定位系統，提供報站服務，方

便失聰及失明人士，更方便管

理車隊運作。

mm 
科攝服編宮的話

蕃草了﹒．．

完成這一期振翅後，我們終於可

以放下心頭大石了 。 但回想起那

些以soc 房為家，一起庇護的日

子，真有點不捨得 。

科技版每次都擔當著「包底」的

重任， Subcom 催促版主交文更

是史無前例。每篇文章都是在

「通頂」 ’「通頂」再「通頂」之

後誕生 。 為父的當然期望子女出

人頭地，外表和內裡都同樣地

好 。 努力是一定有付出的，成果

也只能夠由閣下去判斷 。

這一屆的科技版作出了很大的改

革，從版面設計到取材都跟以往

的有很大分別，使它更平民化，

更生活化和有趣。製作完每一期

後我們都會反思，改善。快要上

軌道了，卻叉是落莊的時候 。 相

信長江後浪推前浪，來屆的科技

版一定會做得更加好，科技版版

主， 努力吧！

在這年裡，有很多朋友都為科技

版付出了不少，在此向他們致

謝：

振翅 6. 1 的阿欣，阿軒，郭仔，

P a u 1 ，傳說中的貓，遠，

Kame you ’河童， Edi th ’心邪，

Meggy ; 

振翅6.2的Tony ’ Zoe ’ Jacky ’
的 th凹，阿申﹔

振翅6.3的Zo巴，阿↑宜，阿凹的，

John ’ Teddy ’ Kat旬，心邪， Paul

科攝聞聞車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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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A－時分多址

在GSM中，無線路徑上是採用TOMA 。每一頻率

（頻道）上可分成 8 個時槽（ time division 
channels ），每一時槽為一個信道 。 因此， 一

個頻道最多可有 8 個用戶同時使用 。

CDMA－碼分多址

CDMA是以不同的代碼序列（ digital code ）實現

通訊的 。其基本原理是使用一組虛假隨機噪聲

序列（簡稱虛擬碼）（ pseudo-random code ），通

過相關處理實現多客戶共享頻率資源和同時入

網接績的功能 。

GS M {G 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在固定頻率範圍內，可使用的通訊頻道是有限

的，也就是說系統容量是有限的，為了解偏重個

問題，蜂窩系統採用頻率重覆使用方式

( frequency reuse），也就是說發射台A與發射

台B使用相同頻率，只要他們發身精百圓的距離夠

遠，就不會互相影響，因而能提供不同發身措E圍

的流動電話用戶，但卻是使用同一個頻率 。

這種頻率重覆使用的方法，就可以使系統容量

大為增加 。

這支
fff,ll'部門｛ I II 

f ﹒吹 ，~L斗－＇:J-1''/ I 

~·~建立＇i~＇＇.｛（：t,J.ttl！品 11: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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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以上的頻率重覆使用的模式只是屬古奇理論

上的 。 事實品畫系統是溢血antenna sectorization 
使頻率自唾覆由7個重覆一次（留意上圖是由7種

顏色組成，代表著 7個不同的頻率）減少至3個

重覆一次 。其原理是每一小區自守站台有三個元線

系統，它們之間的方位角成120度，而每一天

線系統只接收相對應方向的電波，受平擾的亦只

有相對應方向的其他兩個最立的元智品 。 原科安

有 ant巴nna sectorization的那腳會同時受到6

面干擾 。

<B (8 0 
C3 ra~ e 

® Sectorization 

另類話題

PCS= GSA!? 

早期的 GSM頻率，大都為 450間z或 900間z ' 
而在 1 9 9 0 年，英國提出將頻率－ 1 8 0 0 

( 1800闊的納入 GSM標準頻段，而在 1991 年確

定了 DCS1800 規範 。

在其他地方如法國、德國、瑞士、英國、俄羅

斯等， GSM 1800 亦被稱為 DCS 1800 。 而 GSM

190 0 是唯一的頻道被用於美國、加拿大等
國，它的另一名稱為PCS 1900 ，因 PCS 這一

頻段包括了 1 800附z 及 1900MHz O 

但在香港，我們所稱的PCS實在是著誤導成份

的，它其實是指 GSM 1800 而非 GSM 1900! 

短消息服務（Short !11essage Service) 

何謂短消息服務？其簡單的例子就是傳呼機 。

一個幾十個字元（Words ）長度的信息，可以

被小螢幕終端來接收。 GSM的設計已支持這種

服務，移動台（手機）可以用於通話，叉可用於

傳呼 。

CDMA ﹛Codeυivi弓ion Multipl6 Acee"} 
CDMA是一頻譜分散（ spread sp巴ct rum）的技術 。

即是訊息中的資料被分散在比原本訊息寬很多

的頻寬（ bandwidth）當中 。 而段寬越大，則系

33 wings6 .3 



統的容量越大 。傳統的頻譜分散技術是應用於軍

事方面 ，由於頻寬大了，所以訊息較難被干擾及
較難分辨，而且敵方很難偵察寬帶頻譜分散的訊

息 ， 這就像平擾程度輕微增加了， 資料在傳送時

的保密性也相對地提高 。一般偷聽者不可能利用

簡單的收聽器在全部的頻率帶中竊聽對話。

由於CDMA 是使用一組虛擬碼來進行入網接續的

功能，所有用戶共享相同的無線信道，頻率重覆

使用模式變成以下一這樣：

雖然在同一小區內所有用戶都是使用同一頻率 ，

但由於每一個別用戶都有一組 pseudo random 

COC峙，所以當我們使用 CDMA 系統的手提電話的

時候，所受到的平擾（noi se int erference ）就像

只是背景噪音輕微增加 。事實上如果應用了 an

tenna sec tori za tion 的技術’所受到的干擾基

本上只有一個小區的三分之一用戶﹔而 CDMA 發

射站的覆蓋面都比PCS和 GSM為之大 ， 因此CDMA

所要的基站數目比較少 。 總括以上因素而言 ，

CDMA 系統的運作成本是較其他的廉宜的 。

GSM 與 CDMA誰較研勝

總括來說， CDMA 比 GSM 是較為優勝的。但

由於GSM的系統發展了好幾年，己步向成熟

的階段 。 而香港則是世界首個地方使用

CDMA 作為商業用途的電話網絡系統，故此

孰優孰劣仍有待觀察，不過相信最重要的流

動電話網絡供應商是否肯作出投資了 。

男額話題

基站數自

大家知不知道要覆蓋全香港的話，每個系統

所需要建的基站是多少呢？ PCS 所需要的基

站數目大約是 800 - 900 個左右，而 GSM 及
臼MA則需要一半數目，大約是 500-600個左

右 。為甚麼兩者有這麼大的分別呢？原因是

PCS所使用的頻道是 1800關泣 ， 而GSM及CDMA

則約是900冊泣， 當波的頻率愈高 ，則它的穿

透能力便愈低，所以它所服務的小區面積便

相對地小，而要覆蓋全港的基站數目自然愈

多了。

CDMA 比 GSM 、 PCS 收得好？

其實之前也說過，每個系統各有優點 ， 接收

好與壞很視乎提供電話服務的公司的質素。

但在科大， CDMA明顯收得比其他兩個系統的

電話好 ， 原因是在科大的建築物之上有一個

CDMA 的收發站。

︱ 參考資料：
http:/h叭叭，v.cdg.org



的。但

甸成熟

古使用

，故此

要的流

美細研家崔琦川

C. Tsui ）、美國學者勞克

林（Robert B. Langhlin）與德國學者

施特密（Horst L. Stamer ），三人在

量子物理學上有著驚人的突破性發

現－一一「分數量子霍爾效應」

個系統

要的基

3SM 及
)0個左

原因是

及CDMA

它的穿

面積便

自然愈

(Fractional Quantized Hall 

Effect) ， 三人並憑著此項發現同獲

一九九八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

究竟甚麼是「分數量子霍爾效應」

一九九八年度
學日爾物理學獎

'At 
7包

分數量子霍爾效應
Fractionat-Payf即：gt

y 
c::, 

呢？文： Choi 圖： Choi，偉

鳴謝及資料審定：科大物理學系副教授吳大琪博士

霍爾妓應（Hall E行ect) 們期後以霍爾命名這種現象，

在解釋何為「分數量子霍爾效稱為「霍爾效應」 （ H a 1 1 划

應」之前，必先追溯至一八七九 Effect ），而這種現象之所以形

年少年霍爾（ Edwin H . ）之重大發成 ， 是因為電子受磁場作用力

現 。少年霍爾發現若垂直擺放一 所影響而致 。

薄金片在磁場中（如圍所示） 。 而霍爾進行實驗之環境，乃

薄金片經通電後，在薄金片的其是在溫室中進行，應用的磁

中兩面會形成電位差（ potential 場只是一般磁鐵所產生之磁

differ ence ），而電位差、磁場場 ，所得的結果如右圍所

和電流的方向是互相垂直的 。 人 示 ：

，接收

質素。

系統的

有一個

磁場

1叭V cdg .org 

霍
爾
電

阻

斜度 t 一一_I_一一
電子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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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蜴
仆

a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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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電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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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霍爾鼓應

{Quantized Hall Effect) 

期後（一九八零年），德國一名科學家馮﹒克

利青（K l aus von K lit zing）將霍爾之實驗重

覆進行。但利用截然不同的實驗環境，實驗

環境改變如下 ：

(1 ）低溫 （絕對零度之上幾度）﹔

(2）強磁場（數百倍古令－姐姐草主義所產生之磁場）﹔

男外他更用特製半導體結構將電子之活動 ，

限制在兩層不同的材料中間，令電子只作二

維平面運動。

在這環境下，竟然有不同的發現，霍爾電阻

與磁場強度兩者已不再是直線關係，兩者之

間出現平台地帶（如圖所示） 。

馮﹒克利青更憑此項發現－ - － 「量子霍爾效

應」（ Quantized Hal I Effec t ）獲頒發一九八

五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

分數量子霍爾妓應

(Fractional Quantized Hall Effect) 

電子被局限在兩層半導體材料之間

~n ,- 2 

10 

8 

/ 
日

口

。 5 7 T 

幸好的是，同類之研究並沒有暫停下來 。正因如此，更突破的發現便出現了 ，這便是「分數量

子霍爾效應」。

一九八二年，科學家崔琦與學者施特密嘗試進行同類實驗，實驗環境比馮 ﹒ 克利青的更為極端 －

(1 ）更低溫度（少於絕對零度以上一度）﹔

(2 ）更強磁場（大約是馮﹒克利青所用的磁場強度之三倍）﹔

在這環境下，意料之外的現象竟然出現了 －．．更多的平台地帶 。

當時 ， 大部分物理學家也未能接受這種現象 ， 直至在一九八三年，由學者勞克林以理論

把該套實驗解釋出來，加上大量實驗驗證

後，這研究始被承認 。

「分數量子霍爾效應」這項新發現 ，其突

破性在於驗証出電子若是在「分數量子霍

爾效應 」 狀態下，如沒有電流的時候，眾

電子會形成一種與固態非常相似的液體狀

態 －－－ 「量子霍爾流體」（ Quantum Ha ll 

Fluid ） 。

科技版 叫
::icie11ce 】日

( 

” 

2.5 

2 

~ 1.5 
4之
) 

:z: 
II: 

’J 

’。
20 

Magnetic Ii剖d (T) 

30 



自

--- .. 
T 

分數量

惡極端－

以理論

30 

量子霍爾滴體﹛Quantum Hall Fluid} 

這種流體中之電子因互相排斥 ，故它們之間的距

離差不多 。

若把某些電子移走 ，便會形成空穴 ， 因為空穴移

動從而產生電流。

而「量子霍爾效應」與「分數量子霍爾效應」之

最大分別，便是後者出現之空穴面積比前者小，

若把空穴看作成粒子， 這些空穴就是具有分數電

荷的準粒子，而「分數量子霍爾效應」之命名也

是這個原因 。

但「分數量子霍爾效應」與人類文有何關係呢？

泉多專家認為 ， 「分數量子霍爾效應」這項發現

能大大促進人類對量子物理的了解與認識，對現

代物理學多個範疇上，尤以發展新理論新概念方

面，帶來新的動力及方向 。

專家指出，「分數量子霍爾效應」此項研究理論

有可能影響到電腦晶片的發展，如透過人工將半

導體晶片內之電子降溫至絕對零度，令導體導電

性有所增強，從而提高運作的速度 ，對發展更微

型的電子零件 、 改善通訊運輸等設備，以及改善

現時的電腦記憶體及其有關配件均起了異常重大

的作用 。

- ., ＝ 電子

軍咒移動

參考劃SJ-:

http ： ／／＼叭叭，v. nobel. se / announcemen t -98/ 

physics98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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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車隊管理系統

鳴謝：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科大電機及電子工程系助理教授

鄭樹坤博士

記者： （宜， John ’ Teddγ ’偉

圖文 ： 偉

/ 

r『E 一站是新城街」你有否想過. 這句看似是地鐵車箱內的廣
播，也可能在巴士上聽得到呢？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聯同中

國航天科技有限公司率先引入了衛星

車隊管理系統，用來追蹤巴士位置，

提供報站廣播並協助調配巴士，提高

成本效益，由於這個系統配備了雙重

視聽報站功能，的確給予患有兩見障或

失聰人士很大的方便 ，更加可以記錄

巴士行駛速度，確保巴士在安全情況

下行駛。今趟本報走訪了一架裝有衛

41 wings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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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t吹到O

是「＇I量半拍」’皆因洪的聲波需

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傳到琴那裡

（當然聲波不能在真空中傳播

吧！），兩段聲音在琴看來不是同

步（ Out of Sync ） 。而兩段聲音

之間的時間差（Time Delay）就是

由 A 傳送聲音到 D 所需的時間

了，只要知道聲波的速度， 便可

M曲，le Phone 
Modem & Computer System 
at Bus Stop 

車隊管理系統的簡圖，由於正在進行試驗，因此最後的成品會略有不同

系統~作照理

系統充份地利用了全球衛星定位

系統（ Global Po si tioning 
Syst帥， GPS）準確地探測到巴士

的位置 。系統的運作原理其實很

簡單，車上的天線會不斷地接收

由 GPS 衛星所發出的訊號，由車

上的電腦進行計算並推斷其位

置，之後在車廂內廣播和顯示下

一站的名稱並即時將其位置、車

隊編號 、路線 、車速和已服務行

程等資料經GSM900流動電話網絡

傳送到新巴位於柴灣的控制中

心 。 控制員便可以從電腦得知每

輛車的資料，方便調配巴士 。 控

制中心的電腦更會自動發放訊息

到各主要車站的電子顯示板，顯

示下一班車的到站時間。

GPS 星何方神~？

這個車隊管理系統最關鍵的部份

可算是GPS了。 GPS全名為Global

Position-

I 11 g 

System• 
即是全球

衛星定位

系統。它
源自美國

國防部

(DoD），起

D’ ··三·.’. 

初是為了軍事應用而開發，到後

來才發展為民用 ，用來準確地測

科技版． 的
且cience ﹒』

得位置和時間。究竟它是怎樣為以計算出A和 D的距離了 ！

我們效勞呢？。 當然 GPS 系統用不著他們兩人，

假設在地球的上空有三顆人造不用聲波 ，而用無線電波 ﹔不用
衛星（A ’ B和C）而D就是可以移流行曲，而是用 Pseudo Random 

動的接收器（Receiver ） 。 根據數 Code ’ PRC （虛擬亂碼） 。無線
學上的三角定位原理電波的速度？我們已知了。但是

(Tri angulation ） ，若果我們已要知到時間差（Time De l ay），就

知道三顆衛星的座標以及三顆衛要確定衛星和接收器的訊號同步

星與D的距離，便可以計算R巴， (In Sync ） 。豈不是衛星和接收

ceiver 的座標（在D點或者是D’器都要有很準確的原子鐘

點） 。 D’點在地球以外，似乎

可能性不大，我們便可以斷定 叫，I .

接收器是在 D 點，而其座標也 （智﹔可以知道了 。

衛星的位置當然不難測得，可

是衛星與接收器的距離叉是怎

樣計算出來的呢？

斷定距離

我們要先邀請兩位特別嘉賓協

助解釋，假設洪搖風和好命琴

分別站在A和D 。 叫他們準時在

(Atomic Clock）？這樣成本一定
會大幅度增加了，我們唯有靠第

四顆衛星來加強準確度！因此

GPS 最少需要四顆衛星來運作 。

可是國防部為免有人利用其系統

製造精密武器，於是便在PRC裡

1 2 ：加入雜訊（ Noise ），減低準確

OOn n 度。只有美國軍方才懂得怎樣解
開始一碼。民用方面為了提高準確度，

起唱著便引入 了差分 G p s 
《妳 的 (Differential GPS）來消除大部

名字我分的誤差。方法是在一個已知座

的姓標的地方設立參考點（Reference

氏》 ， St at ion ）， 參考點同樣是個接收

讓洪搖器（Rece iver ），但它接收訊號後

風瞌得聲嘶力竭，站地球 D 點並不是利用時間差來定自己的位

的好命琴一定會覺得洪搖風真置，由於參考點的準確座標已



共的聲波需

專到琴那裡

﹝空中傳播

雷來不是同

而兩段聲音

〕巳l ay ）就是

丹需的時間

速度，便可

雄了！

（也們兩人，

電波﹔不用

1do Random 

L碼） 。無線

知了 。 但是

〕elay ） ，就

的訊號同步

衛星和接收

的原子鐘

樣成本一定

們唯有靠第

在度！因此

星來運作 。

利用其系統

便在PRC裡

’減低準確

懂得怎樣解

高準確度，

J p s 
來消除大部

一個已知座

(Reference 

樣是個接收

接收訊號後

定自己的位

空確座標已

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座

標計算出時間誤差

(Timing Error ），並將這

個差值（Error factor)f專

送到大眾的接收器，用來

做錯誤更正（ E r r o r 

correction ） 。 在香港，

這個閃PS Receiver則設

在交椅訓‘卜

因

看過其運作原理，其實不

難發現衛星定位在香港使

用上有一定的困難 。 香港

高樓大廈林立，很多時衛

星訊號都要反射多次才到達接收

器，造成一定的誤差，何況巴士

是在高樓大廈之間穿插呢 ！在訪

問當日，巴士未到站時已經報了

下一站的名稱，可見行使上有一

定的難度 。 另外其造價亦不便

宜，預計整套系統將花費逾一千

萬港元，但新巴發言人表示不會

將成本轉嫁到乘客身上 。

總觀其好處，

衛星車隊

管理系統

確有研究

筆者按： 新巴發言人表示這套系

統只在試驗階段，並不代表最後

的方案。

用 LE﹝）顯示皈

來報站 ，方便

失聰人士

訪問當日，控制室內的電腦被

搬到車廂內，螢幕顯示7車的

位置

位於柴灣的控制室

參考資料：

GPS 和 D凹S接收器就是安裝在綠色的箱

子內，內裡還有報站系統的電路

http://www.trimble.com 

http://www.utexas.edu/depts/grg/gcraft/notes/gps/gps.html 

http ://info.gov .hk/mardep/chin巴se/portphoto/kycrada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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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嘩。寓儷

q羊令

寄至王東，曹棉車＇I／集開始喜歡以~x守的結律都隊作體材， i1／加看~1幸福嶄酹《如~雄

~＼》，草鞋蕾計《著，1孽債輯楷書E》·~＊雷鋒精阱賓夏警察的e常工作作數辜的主蟻。但

書，看－個~x守的信律都阱，豆豆智主背阱費夏警察的知客車、嗓§降雪害，但事實上，你們在數

＋個寒暑中，本斷為戰們畫至整會 E運作出貢獻。 1? ＊誰？？難＊~寄官樣－畏買要容全轍。

＠於f運會隊的工作繁多，阿以~名隊員都被、先聖侈<E' 建言Iii蟬，會1／如受教、嗽，t 、權會1/

λ群誓。

意義？曹守備~容官象研工作，筆者特縛在重

鶴前當e陪賢容~樣的隊寵幸當值。

當e s早上穴嘻三＋多示，栽種至I／導T他？在電

動的角驛站揮φ~＼ e 發將會陪你們ltφ的－小

隊從主墮E色的主連值勤。

.............................................................. 

啥是感imnent 44 

早上＋縛＋個多子，當你們－t勿瑋備就緒，發們軍事~

容~蒙社府軍騙性e的量管會發。豆告進－佇犬的看＋＝λ 。進

經荳童失梅、畫畫，您健車撞到？主遷。＠於主且堅屬於鞏

蓓，阿以發們葉輩的草書看鞏區組駒，由dt: of l汰『暢寄錢
官fl 』

據盟SIR 書囂。據看黨軍重要的草木毒手，而鞏

區組遵守以導穆－堂都軒~圓的黨區。

幸青們在精阱嘉軒T車，提f是謝 SIR 對商管值

前三篇阱電報剖，以渡？辭官糟的4審視。

道SIR 聶斯看 f運會陽最（啦？－個簡咐，您健步子殿三個小

阱。實φE育階砂i鈕，在主塑－帶~（＜喔，哥哥！齡－官蒙德宮在言自阱

屬做實榷。



?’? 

!11 ~tt 
緣。但

們在數

全阱。

、體制

里毫喪

L 。進

，亨是穹輩

革導能

﹒布擎

奇當值

三個小

甚至清阱

說f晨，所看防毒H＠暫車上－個－帽的錯襯下藥，府

裡哥穹何東縷提心~、~敕的工見。您健﹒．

在導4醫科研看雪韌的工 fH:晨，輯們相聖勞頭美學嚀。戰

階層句小F蒙哥哥華主連tlt 嘍 nrc哥佇。在那裙，山嚐酹數＠ 7;:

毒手。 1車道tSIR 僻釋，~！＆？官繁華蓄積在重鶴辭鞠閑在主塗

值勤，寄售宙應主2直至背阱眉苦句霉棠， f:I.頭輕三背阱貴的實

擔。在美學灌輸間，看堂小據說認輯們宰警察敕敕’苛宰殺金r愿ii／~！＆？官放 f±警察多？－

多于觀前壞。

............................................................. 

聽說賽今隙佇孽，但你們7;: 斷何對話機互相哥哥

訊。嘲間，乎乎 －，J、陳憑 ii／－｛~小賣外。~東男－小時

在~·種帶~到－ {tr莘莘碟制。？主憑莘莘對您寧E建受

教吉Iii憊的農電子隊員東說， c;ut －＜吽小事。你們重卸替

那位莘莘~葦，事4著河下普－~事。

上牛的美學書看7 ，發們（＠ir／－賄，1、J!o令牛飯。雖提你們的階級、每當哥哥刑，但

誓－庸飯間，鐘時7;:話，語言書裡，；Jrt語也－嚎λ的車flt勿聲響。

............................... ............................... 

牛飯憑籠，聞電 9.q安措輕鬆的那槽，導借τ牛的

工作。在－個簡短的樣對籠，你們交開始 ~（， 縷的工

作。荳ii／個哼卒， 7史罪＠＠；背阱屬集合。哥哥dt個縛，

言自阱屬收到－個~警告。數量，輯們看到精阱賢以老t蕾

7;:i主持耳的警度，立言借－ t沛， 7;:W三今鍾的帶間，主背

阱草e種遺書電器發們，聶華~警哥產生的現場哲學鞋。

............................... ............................... 

e落西仙，~！＆？官靠的工作兼營結葉，發們賽事那輛

iW:x守車輛聶華tc轄的措揮φ~＇舊體法。在經寧東講的哼

悟，輯們看寶山上菊豆農煙~~斃， ttfil看－ I.在喪！＆？官擊隊

寵幸斷在山上協助苦奮教。寞的~（｛ 茅店，作為－個誓寧

λ ’當艘軍想盡量菩提住在吾古身上，但需－背面，身為

－個設者，全r希當能在最前線搞得苦樣診寰的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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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阱，全名度軍等全服務阱，提－ tr xi ζ~跛
章，在四＋-t~ 間，霞客隙＠當韌－個借獸的R阱單

位，哥是東方賢妻尋－帽子建~λ桶齣殺1軍隊、＊宙活動的報烤

緯帶事。你們的工作節宙是多青仕的。

~容~黨的需tu監電管 128λ ’＠榜首宴級λ賓、佇E袋都

λ~M.夏訓練踅佇勤部λ 寰。霞客隊司下步？為殿λ隙~少年

宙，少~宙的年齡限制意義＋ζ至＋〈麓，荷馬貴λ隊的~齡草草

乘車車＋六麓以上。~容官放在館和！上看 3634 名蹟λ陳寶~

3232 名少年 \ii \ii 寰。

咒 ，．
可

~G但樣的工作艷圍很廈，在播牢倒壩、需構發事、仙;Jgff

瘖章，lφ都擔當搶救、寧可害。醫者的為~：在－堂哥E佇7史哲辭e

費λ嘲If集的啥n · i運會閱本會在楊重金幣雄厚。霄，~ .如海面
看劫持也蟬， RG~擊球會餐費譜畫畫的工作。還膏，

在開e夏~窩里假珊， RG~靠著會報也階賓在－堂都

野~®當值、導《喔，意義阱d;rn ~而警報劈諜。布R

G官數φ的華rnt急救轍，著書誓言fut－看t

喂喂擎仙拯救服務的事擊隊伍。在歡會

前齣〈仙績事件φ ，響di拯救險的施教

佇勤釋得布畏的吉思開夏嘉詐。

..,............................ ............................... 

’！、檔案
1. φ詰λ秘多賣會議＋大麓，加年齡在＋〈麓趴下， 4本錯種1t-sce費監謹λ

的書面開賽。

2.φ諾λ在種准畫蛇加入震G官放前步實攏哥堅 iI費贈揖育的體格雄轍。 ltt矗河下策

~翰韓噎蟻轍。如陳毫未能導幢幢格蟻轍，實壹~加入苛：；，II焚端。

往何防毒是在數2韓秀面的專業是t~~苦奮努方亨Vt六＋小疇的計︱緣。

3. RG官誰會議階寵喂喂饗緒，陳寶苦奮謹續偎管，在離開RG~掌聲.ft;可委書

疇， 4怒氣舉數篩選。~憲章質®a在忽布績毒、毀壞~禮樂樂惜，海幫會罰

~罰單費。

4. 在看需轟疇， RG官數虛襄 o1"動轟擊可tRG~樣~lt任何都今鞘勤。居疇，

時看F數最必需ill連站~'Jff!點值勤，鞘佇拉會聆聽。

............................... .’, ............................ 
惜在結i11me11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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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種

帶e

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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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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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t

俊生F

在教

.. .. 

I ,lllllliV 4呵‘、－＼ ：S i l，凶r/

E喝-I 圓圓圓包、軍rll~

. 
所謂「民以食為天 J ’食是人類生活的基本

需要，飲食的習，，嘖也成為社會及民族文化的一部

圖

. 
. 

份。中國人一向對烹飪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中 . 
團菜都以「用料之繁，烹飪之精」見稿。中國飲

食文化源進3夜長，多認識食物的淵源，不但冒了

解中國人的飲食智慧，也會令你的日常飲食增添

不少滋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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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鴨

板鴨又稱臘鴨、是臘月時的食品 。 在車主朝時，還莖查被叛軍豆豆皇大將堡量圍

困於星星盟（畫畫）。莖莖查死守星星，堡量一時玫佔不下，便在域的周圍築起土丘，

企圖以箭玫域。還莖查也築起土山以作防銜，同時戰爭持緒很久。司是，這卻說食

物運送方面帶來不便，有一次，百姓為了鼓勵士兵，便希望把肥美的鴨子運上山，

使士兵得到溫飽。司是鴨子肥大，難以運送，於是他們便把鴨子風乾，用板壓扁，

使鴨的體禱減少，以便運逞。於是「板鴨」便成了主要的軍糧 。 同時，由於板鴨

易於時存，因此平民百蛙也以板鴨作為冬天的糧食 。

臭豆腐

相傳北京城有一個窮漢名叫王志。他

每天替人做一些散工糊口 。 由於他太過窮

困，因此他經常以豆腐填飽肚子。有一

天，當他吃豆腐時，忽然有人來找他做

工。於是他便放下豆腐，出去做工了 。 不

料，他連篇在外做了五日工，回來時豆

腐已經發霉琵臭。主直不想浪費食物，

便用7K沖去霉毛，大著膽子吃了，怎料

昧道甚佳。於是他便和豆腐店是板合作

推出臭豆腐，深受北東城市民歡迎 。

鍋巴

鋪巴亦即是留在鋪庄的焦飯 。 相傳盡量末

年，吳郡（荊州、︱）有一名小兵叫陳遺 。 他說人淳

l盾，由於他知道母親愛吃焦飯，所以每天也帶一

布接到郡府把人家Oz剩的焦飯收集起來，主李敬母親 。

後來陳遺被徵入伍，當時他沒法將巴收集到的鍋巴帶回給母

親，便把鍋巴帶在身邊。怎料，戰爭維持很久，而糧齣亦漸漸不足，

餓死的士兵不計其數。幸好盤還隨身帶著鍋巴，所以不致餓死 。 後人認為這是意順母

的回報，更把這故事列入《意子傳》，而鍋巴亦得到世人的庸泛認識。



E西魏大將使最固

自周圍築起土丘，

3 司是，這卻為食

區的鴨子運上山，

正乾，用板壓扁，

﹞時，由於﹔板鴨

（人認為這是淳順母τ

日識 。

宮保難丁

「宮保」其實是清代的一個地方官職 。 晚清時，林則徐禱極樂腫 。 當時四川她方

官丁寶掉十旁欽佩林則徐，於是他在四川頭佈法令，凡煙販和吸鴉片煙造一律處決，

而告發造更有重費 。 百皓丁宮保有一個不務正業的兒子，後來更成了煙蝦，還被別

人告獎，丁宮保忍心地把兒子處決 。 處決後，丁宮保整夜坐在兒子的靈堂哀哭 。 廚

師們見狀，便把廚房襄剩下的辟雞肉，在生和辣椒等妙成香辣的小菜供丁宮保享用 。

他吃復停住了哭聲，並不停諸實那道菜美昧 。 這道菜式傳遍四川省，並命名為「宮

保難丁」

麻婆豆腐

麻婆其實是指一個住在四川的陳姓婆婆 。 因為她兒

時曾憲天在，而在面上留下麻癮，故此人們都稱 區

. 
她麻婆 。 不過麻婆是那一個時代的人，就無法 . 
垮究了 。 話說有一天，麻婆宿舍到訪，家中又

沒有小菜招待，而廚房又只剩下豆腐、在椒手。

一些醬油 。 麻婆只看把這些材料都炒作一蝶小

菜來招待客人 。 志料客人對紅白相映，既撤消

又麻辣的「麻婆豆腐」十至于滿意 。 從此這一道

「麻婆豆腐」便成了無人不知的名菜 。

東坡肉

蘇東坡嵩於杭州當地方會 。 由於他勤政愛

度，深得人民的愛戴 。 他更在任內於查過築

成了一道提霸，即現在的主坐單單 。 在重皇築

成的那一個新年，百姓都送上美酒和豬肉淳敬蘇

東坡，以表感激 。 結果，蘇東坡家中放滿巍肉 。 他

與廚子商量後，把葫肉連皮切成小瑰，用走薑、酒、紅

蔥和醬油混合，慢火紅蟻 。 並命人把紅燒肉卦送到建築蘇堤的

民工家裡去 。 民工oz:後，紛紛效做燒肉，並名為「東坡肉」

大家今天不妨到中國飯館去品嚐這些持色佳筒，又或港親自下廚，煮製一番 。 一邊

吃，一邊回昧這些掌故，必定另有一番風昧 。



~ 
相信東軍也曾組看過紅揖－時間捕時－ d賭里，、 4賭神論轉﹒時，常常u

showhand 攘攘建悶皇之間的時敗與重提﹒

其實，種自常生適之中，·－個人的感情與肉，r,層里雖姆像sh。whand之串的鹿胸

－穗，只有自皂，知道，別人是很難察覺的。但是，如果能夠洞聽別人的，u帽，當續

看 r眉頭臨翱』’這種ii許E能幫助個處理人臨闢僚的問姐﹒闊前申的賭神有撞撞特

異珀館，那膺，輯們翼有甚麼辦擅告看過別人的 r鹿闢』臨？

個個個在賭嘉主遇fJ».tτ這嚮種情i見，個帥，b情晃宮，官據？

對手 r也干』→慣錯~ IJI價？

對手「出乎』’當總＋爾頓蝕﹒間據自常重眉之申

宴”其攘的組趾哥軸心價，司能軍區最肉，un常重

竄，而且想跑草草人 oA瓢其他瞄乳燭動物個相

側，人類生氯時盟章。E懼，情況ii個動物翩。但據

劃謂男總－穗，目的噩噩售量單間贖罪富懂，E自皂的

也值﹒

甜甜程望~ 1111腫瘤唷．．趾哥訶懿？

暐珀程聾，但過覓劃響遍鐘，..，，，.油鹽御自已感情﹒原來臨子叮當也是－種區

御自E諾諾翱fi聾的費現﹒隘子訶懿曲曲作響，擅自於揖子處於－種壓詢服蟬，

而那種區拘﹒司能與據自伯被IUIIIJτ蜜的層單有關。

啥是結inment 50 

......................... 
無機回腸．．歸驚雷．，不停區眼？

國臘梅聾，當然害怕輸韓種主所有囂UI ﹒其

實程日常生活申軍由自韋伯區眼司能是不會

il•u盟軍到扇窗的車能鹿應﹒

Ub 



常常叫

1的鹿間

，懂借

這種特

σU 

賭揖緝意．．＊喻，聽 圈，訂贖瞳？

賭揖主文搬回寫. ,r,惜當總＋翁備幌﹒訶曬瞳UJi司

則借東愉懷感覺，國11t+n世組歐Htl ffll信自懼，輯

是想錯霄，與感﹒當遇到鼻頭閉而異幟，廳的事情時，

很多人也會訂曬瞳﹒

見－望人則緝捕睹的連續翱申是到戶’，時對陽錯的

ill暉產生喜儷﹒都會訶曬瞳﹒周擁有學人性囊繼單

是性當被挑起時也會訂曬幢﹒

曾幫τi畫．，吾回話語單

車諾．．眼輸？

值勤可言撞﹒組立即贖回囂

..軍司能的﹒目常之

. 

申，自am閥口語話，卻 : 
IIMi!I塾，b窟，吾臨時口 . 

*j普遍健曹揖書，但想觀

話時瘋曹R會訂間，圖llt

費總贖回語語麓，電口＊

蹄鐘頭皂，結果儷聽連聲

無能為指．．想逃過

．．釘呵欠？

明知自已無歸浩盲目輸了

臨蠍．．．．．． 圓 的錢，當然想聾闖闖續，. 想遞過啦 1 種日常重活
申 ·n間欠是睡覺前的擋

車動悔﹒而睡覺雖是邁過

也興的最信指續﹒所削訂

閱，：疆有司能是迪遜遍布

俑，廳的事情。

賭楊文敗... 5起望噩層 .. 

感冒？

賭攝主輸到甚麼都JI有，

當總是個無且寫的組舖﹒

聞聽－個人著盟軍種Z伸
厲倦翱害怕，富個書寫S

.tfi冒﹒這種自治而蠶的

居冒，適當自提筆、軍

署、揖個軍峰、擅拒絕、

軍繪畫親鼓不高興而到

數﹒

富了揖別人肉，r,的 r底艙』，其實並蒂固錯﹒畫畫畫蜜的價是多個

觀察別人的舉止，甜甜能看過 r眉頭臨頭』﹒洞聽別人心情﹒ r特

異油能』看東司能雖是撞車於這盟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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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上學、放學，大批同學都會站在巴

士站等巴士，但是大家有否留意巴士車身的

庸告呢？例如近日 9 1 M巴士的南豐庸埸新樓盤

庸告以及 9 1 巴士的電器庸告 。 但你們在欣賞這些

巴士廣告的同時又知否它背後的製作過程呢？以下筆

港便為你們介紹巴士車身庸告的製作及清變過程 。

程序一：廠商首先意慮商品是否適合使用巴士作站宣傳工

具，然後便自行選擇庸告台司構思和設計庸告 。

程序二：巴士合司的庸告部負實提供庸告套餐的資料，安排巴

士作宣傳之用以及按巴士的報型和路線收取費用 。 通常合的期最

程序三：當廠商注定頭型和路線後，巴士合司會選取刪檳驗及維

修完畢的巴士塗上廣告 。 巴士通常每十年進行一次大型的維修，

以雄保巴士性能良好。上油過程通常需要二至三天，所需脅用

說四萬元，包括落油及土油 。 這通常不計算在庸告會中 。 如圖

案不合用，要塗上另一款式的話，則要額外收取 $18000-

$20000 。 由於現在庸告的設計及圖案日漸複雜，塗油的方法

已被相片複印的方法取代，例如「好姨」’「阿助」的人像

便是用相片複印出來的 。

程序四：完成了所有工作後，那輛穿上了美麗斬衣的

巴士便古以出來行 catwalk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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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橫額廣告

廣告內容以及廣告圖案只局限

在上、下層之間的車身部分，通常

以手錶、品牌等廠商為主要客路 。

四．全身巴士廣告

廣告內容以及圖案

可以在全架巴士車身上

出現，包括車頂、車頭

及車尾，當然圖案不可

蓋過玻璃窗和車身上的

重要字眼，包括「上」、

「落」以及「太平門 」等 。

？如潮申乞主？手，·－＂： Tι 
）是J有堯~ej會

二．車尾廣告

廣告內容以及圖案只局限在車

尾部分，價錢較平 。 此種廣告不會

出現在冷氣巴士上，以免破壞空調

巴士的高貴形象，同時使用的物料

不可以是反光的 。 這種類型的廣告

已經逐漸被其他形式取代了。

’........... . 1三 T型位廣告 .• 

廣告內容以及圖案局 ，

限在巴士車身的 T 位部 ，

一直 區分，收費較橫額廣告高 。 ：

............. 
五．全身巴士廣告和玻璃通視法

現代科技一日千里，廣告內容及圖案除1

了可塗在巴士車身外，還可以用先進的透1視︱

法把圖案印在巴士玻璃窗上 。 這種方法曾經︱

一度使用，但由於運輸署規定下層玻璃不能

有任何東西遮擋視野，於是使中斷了 。 現祖

巴士公司正在與運輸處研究這種廣告是否可．

以再次使用 。 • 



車
會
調
料
告

仲
主
本
刊1

．它
已
加
州
叫
註
頁

-
EE

-- 

﹒

局
部

。. 

. 
案
位
高

圓

圓

圓

T

告. 

. 
及
司
廣

－

m︱骷
趴
咖︱懶︱
叫 . . 

. •••• (I ........ -

農輩
輩蠹

翼翼噩噩
自 1960 年初 ， 巴士車身開始出現

廣告，首先是車尾廣告 ， 產品介紹只

局限在車尾部分 。 後來發展至橫條廣

告，下位廣告 ， 最後是全身巴士廣

告 。 近五年來，才有玻璃透視法 。 這

種方法給人一種高科技的感覺，而且

這些廣告更加完美，更加有連貫性 。

巴士公司對於非牟利

團體的廣告有特別優惠，

例如大家經常見到的公益

金百萬行 、 防止

虐待兒童會等 。 巴士公司會考慮不收取

巴士租金費 。 另外，巴士公司不接納含

有政治性的廣告，哥屌旁以及不雅畫面的

廣告。

透過這篇介紹，我

們除了對巴士廣告有一定的認識外 ， 其實我們亦可從

中對巴士的發展有概括的認識 。 各位同學 ， 當你們發

覺等待巴士是一件苦事時，不如試試苦中作樂，細心

欣賞街上那些塗得五彩繽紛的巴士廣告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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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關間學﹒家晴圓圓﹒沒

有路交學胃、宿告圖﹒想「揖」

兼職。他曾經姐姐做補習老師、

做傭輯、個售貨圖﹒不過他田間

帥跨文聞方便上妞，於是巖後 j冉

定在學胺「扭」兼職。

．一．．．．．．． ．．．．．．．．．．．．．．

個案二：李同學，上課時間表甚

差，早上上完九時的課要到三時才

有課上。這麼多空閒時間做甚麼好

呢？「蒲」 b arn ？去卡拉 OK ？她

又不想浪費時間於玩樂無聊當中，

當她知道學校請 s tudent helper 
時，便去索取申請表了。

個寒三：可E個莓， CGA

書 A ’ 'nx.績偉寞。你的意

聽£ 'nx. 為 lecturer ，在

機績商合 τ 得知看－個

student assistant的
會錯。你想到 ,ti 苛以學多

堂蒙古，女育以和草鞋幫們

籠鶴，仰體莘莘另每月重重申應

徵諾言會蒹轍。

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 個案四：黃問學 對攝在華︱
︱南高 1車庫的興起﹒希望籠高︱

︱龍盾已已開置的機會。他看︱

I itl EN 口上看一 1® 聘請喝早在︱

︱酥的庸告﹒聞傳機不回 ':t. ﹒ ︱

︱阿以他~ i:E 應命。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叫一一似曾相識…？在學校
除了讀書以外，亦充滿了「扭錢」的機會。不論同學是為金錢去找兼

職或是有其他各種原因，以下對校內兼職的介紹一定會吸引到你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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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計旦旦璽詛哩血﹔
說起 C cs T 的兼職，同學們可能會想起那些穿紫色背心的

student consultan t 了 。 他們的工作是幫助同學解決在使用電

腦時所遇到的問題，工作時間分時段制，每時段二小時， 一星期

最少工作八小時，不過同學可選擇自己方便的時段 。

CCST 除了招聘在電腦室內 help 由此的 s tudent consult

an t 外，亦會聘請學生作Maintainanc 巳 Helper 去檢查並需要定

時去維持電腦的運作，所以制定了固定的工作時間 。

還有， CCST亦會招聘 hall hel p巳 r 去幫助在宿舍

使用電腦的同學並給予意見 。 工作時間則較彈性，會

因應工作性質而異 。 入職要求方面，申請人需具備基

本電腦硬體和設定的知識，亦必須樂於助人和有責任

每
Center) 訪宮中／fj ( Inf oFmation 

工作︱生質大致上是接聽電話查詢、執拾

貨品、及為顧客服務等 。 面試後會有簡介去

講解工作的內容 。

竺竺司1

這~

法池救生員： －－

工作性質是維持游泳人仕的安全，具有救生員證明

或拯溺章更佳，時薪每小時 $57 。

空空壘j
一＼

_.,/ 

華
商

1
吾
影

語吉自學中l己的 student helper : - -1 
H 巴 l per 的工作性質主要是幫助本有職員去管理

SAC ’例如坐 counter 、收拾書本等等 。 這項工作並沒

有特別的入職要求 。

、
A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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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l)rcha$lt1g-_ Off ice Helper －一

入職要求同學能懂得一般辦工室電腦軟件的操作及使用，

例如： \Vo r d 、 Exce l 等等 。工作性質則是一般的文職工作 。

一一一－ Center for the Arts: 

在Center for the Art s的展覽廳，常常都會舉辦一些表演和展覽，

需要同學們的幫忙。那裡有多類型的職位空缺﹒

攝影師 ：申請人必須懂攝影技巧，對攝影有濃厚興趣，以及

要自備攝影器材 。

一 錄影師 ：申請人必須懂得操作攝錄機，對錄影有興趣，器材

由 Center for the Art s 提供。
一 中文打字員：申請人打字速度每分鐘要達30-40字或

以上 。

四 翻譯員 ：申請人必須懂得多種語言，例如：

普通話、法文、德文．．．．．．因應需求而

月三 。

五 電腦設計員：必須懂得利用電腦軟件作海報設計 。

六 接待員 ． 工作性質主要是招待到展覽會的表演者

和來賓，不過沒有特別的入職要求 。

Lab Assistant 

在電腦實驗課只有一個助教是不足夠的，因為既要講解一般的

instruct i 凹，叉要個別指導同學做 assignme叭，所以要聘請 l ab as-
sistant協助同學解答問題。申請人必須是電腦學系的二年級或三年級學

生， CGA 要達 B或以上 。 工作範圍是輔助 TA 教導＂ 1 ”字頭電腦課程的實

驗 申請人必須修讀過那個課程而且表達能力好有責任心和興趣 ︱︱

校園~州

Research Assistant --. 
工作性質是協助教授收集資料，工作時間則由教授設定，在

限期前完成 。 時薪 $54 ，同學要自己記下工作了的時間，不過一

個星期的工作時間是不會多於十小時的 。 不過， R巴 search Assis 

tant 大多以研究生擔任居多，本科生則比較少 。



-the Arts 

是演和展覽，

i興趣，以及

f興趣，器材

蓮30-40字或

’例如：
因應需求而

海報設計 。

宮會的表演者

入職要求 。

部
蚣
，
心U
AY

;tant · 一一月

﹛授設定，在

？間，不過－

Heh Assis-

以上介紹了一些在眼內的兼職，另

外在眼內遇有固書館管理員、。ourse

re民istration的student helper ﹒學服各部

門的辦工室文昌、助理嘻嘻。間學們可

以留意 ENB 、 email 由學服各部門、 Barn
門外報告服上的招聘厲告，申請方法六

致上是透過email 古應衛戰遞交申請表。間學亦可向9AO載 Career Cer汁er直

詞。另外因為從事這些兼職的都是學生﹒所以學版（9AO）定了公價為時薪

$48 。

罔學可能存有接間﹒為什麼學服富有這麼多的兼職供罔學應街呢？真中

一個原因是學棘的部門，即： 9AO 、 Information Center的職員的工作時間六

都是輯11日見五的，這些部門為了延唇服務時間，於是便聘請student helper 。

除肚之外，學服各部門亦需喜聘請職員協助日常運作，即：文昌、攝影師、

固書館管理員箏，聘請外來的人士不即把腦雷給予在版的學生。還有，罔學

對學膜的環境問教學文化tt較熟窟，聘請他們當 lab assistant 、 research as” 

sistant tt較合適﹒這些都是學服聘請 student helper 的一些原因。不過，間

學們不喜認為在學妝是很容庸「揖工」﹒各顯 student helper 都有各自的入

職喜求，有些職位置需惡面韻，而且職位空倒不多，因為原me有職員，聘

請學生六甜言書中在星闢六、日、做間由暑假，數目方面酋因應財政預算闖入

手流失而定。阿以，這些腦會是需車間學自已把握的。

至於學生方面，對於這些兼職叉有甚麼看法呢？他們六多數認為在學服

做兼職很方便﹒不箔j白費時間在交通方面，對工作瑪揖叉熟蔥，容見適應，

而且叉可以賺取零用銬，很是眼目。他們叉認為做兼職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制rm ：當 lab assistant 、 student assistant 即可幫助間學宙歌喂，叉可叫學

到關於自2J5fifl蜜語學科的知趟，實在是一舉兩得。有些間學更認為在學服工

作有刺股知道學服新近發生的事晴昨日舉辦的活動、輯程害。

其實，做兼職工作，除了可自詩歌金器

以外﹒冊是一個得到工作經驗的臉霞。間

學們可以學到間人溝通皮合作的學間，對

自已將來在社會待人措物是很有用的。但

同學在做兼瞄時間i喜／J＼／位考慮自巴的學黨

反時間仿配﹔在不肪磁學囂的晴況下﹒不

論在眼內鼓服外1的兼職珊可以獲益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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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所大學都是由不同的部門及機構組成的 。 校方會有其行政管理機關、採購部

門、學術教育事務處、以及很多不同類別的對外、對內的部門 。 學生方面亦會有其代

表全體學生的學生會、各學系的系會 、運動學會以及數十個的獨立興趣學會。很多同

學都會樂意參予其中，成為會中的幹事或是會員 。

在很多校內政策上，同學有意見時當然可以透過學生會去反映，可是學生會要顧

及的事務實在太多，同學叉是否想過有其他方法去就校方個別事務提出意見呢？學生

會可以說是肩負了連接校內事務政策跟學生意見的角色，但除此以外，學校其實是有

一批學生代表 stud巴 nt r 巴 presentative”去反映學生意見的 。

當我們翻開由學生會派發的學生記事簿時，總會看到數頁印著一行叉一行的學生

代表的名字及其聯絡方法。但是有多少同學有留意到他們的存在？你叉知道他們的工

作性質嗎？ 叉或是．．．． ． ．你連學生代表是什麼也未曾清楚知道呢？



採購古巴

有其代

很多同

－會要顧

＼？學生

7實是有

f的學生

l們的工

學生代表的工作是代表學生在一些校

務會議上發言 。

一所學校，正如前文所述，是由不同

的部門組成 。 而這些部門為了不斷改進，

大都會設立一個委員會，邀請不同的人士

加入以發表意見，使意見能來自四面八

方，更全面及更富代表性 。 每個委員會的

開會次數及時間都會不同，這視乎該部門

的需要而定 。 與會者除了包括該部門的代

表以外 ，還會有不同的教授、教職員、行

政人員以及學生 。 同學比較熟悉及與同學

有較切身關係的委員會有： UGHallSe

lection Committee 、學生膳食委員會、

學生事務委員會等等 。 全校約有二十多個

委員會 。 簡單而言，所有有需要學生參與

意見的會議便會有學生代表的出現。

學生代表是透過學生會提名入委員會

的，但他們並不附屬於學生會 。

每一年，學生會都會替委員會招收學

生代表。他們會在招收前進行一些宣傳，

例如在電子佈告板上登廣告和舉行一個

briefing sessio n 向同學介紹。之後，

便會在 A trium 設立攤位供有興趣的同學

報名 。 此項程序主要由學生會的學術事務

秘書或大學事務秘書負責 。 他們會進行面

試，挑選有熱誠及適合的同學加入 。 去年

適逢學生會幹事會空莊’於是他們會挑選

一些特別重要的委員會 ， 為它們預先招收

學生代表，而整個程序則在他們 「落莊」

以前提早完成 。

每個學生代表的任期皆為一年，而不

同委員會的學生代表的任期開始時間都會

不同 。 另外每個委員會都有其不同的會議

規則、學生代表的人數、權力及工作性

質 。 例如學生膳食委員會，因該委員會的

主要對象為學生，所以學生的意見很重

要，而代表的數目也較一般的委員會為

多，共有五個 。 而這委員會的主席更是學

生所擔任 。 但某一些委員會的學生代表權

力則較弱，他們普遍只會向一些既定的政

策作適當的發言及投票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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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瞳知• • I • • • • 

＊ 你是否聽過學生代表？

「沒有啊 ！也不知是什麼來的 。 」

「有的！我是在『上莊』以後才知道的 。 」

「我的 0' camp 組長曾向我介紹吧！我也忘了。 」

................................ .. . .. 
＊你知他們有何作用嗎？

「 他們代表學生發言吧！但是實際情形也不太清

楚 。 」

「他們在會中只是聽多於說吧！我想怕他們只是

『傀儡』代表吧！ 」

......................................... 

＊你會否找他們替自己反映對學校的意見呢？

「就算我想也不知道可以在哪襄找他們啊 ！ 」

「 算吧 ！ 這些代表的代表性根本不足，他們都不是由學生選舉出來

的 。 」

「 有啊 ！ 曾有一位學生代表找過我問我對一些校務的意見 。 」

........................... 
＊ 如果有機會，你會否願意成為學生代表？

「我想不會了 ！ 這個似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罷！ 」

「也可能的！這份工作似是頗有挑戰性，但恐怕不是想像般容易 。 」

「會 ！因為我也想知什麼是 ’， 學生代表 ” ，看看他們的代表性究竟有多

大 。」

............................................. . . . 
* 對於現任的學生代表，你覺得他們是否能盡他們的責任

呢！

「我想會吧 ！ 會主動報名的同學該對校務有一定的興趣及熱誠 。 我想在會

中他們一定會主動發言的 。」

「這恐怕要取決於該學生代表所抱的心態吧 ！也許他們只是為了一己的私

利而做也說不定呢 ！ 」

「學校的勢力始終是強一點的 。 儘管這些代表會盡其職責，但我相信這個

制度也只是聊勝於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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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了 。 」

......... . . 

不太清

們只是

.... 

1 。」

竟有多

......... . . 

酬，結：

「不清楚！」「不知道！」「也許．．．是吧！」

很多同學都對學生代表一無所知，沒有太多同學對此制度抱有很

大的興趣。可是各同學都在抱怨校方經常「黑箱作業」的同時，為什

麼同學還不主動關心我們共同生活的校園呢？

抱有太多學生代表會真的本著『為民請命』的身份去成為學生代表

位學生代表答道 o

~ 
pring semester 自動報名而成為學生代表 。 其目的，有一半是

出於私心的 。

「我希望能增加入住宿舍的分數啊！以確保我能於下學年一嘗住宿的話昧，

因為學生代表是會被列入有『校園貢獻』的一份子的 。 」

而另一半目的．

「我也想藉此機會見識一下校內事務是如何運作的 。 校方政策一向欠缺透明

度，這實是一個好途徑去了解一下吧！」

她是數個不同性質的委員會的學生代表 ， 其中的分別令她感受很深 。蜘

說： 「在某些 user group 的委員會裹， 雖冬訓明學丈數不多，但我們都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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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學校的事務作出意見反映，而我們的意見也被接受 。 」可是在

另一個不方便透露的委員會裹，她卻感到有點兒失望 。 因為她們往往只

可以對一些「落實」了的政策作象徵式的「知會」 。 除了在會議中「通

過」議程以外，她們所提出的意見往往遭到忽視 。

守學生代表，我深深感受到我們是有用處的！」

聽過迎新營組長的介紹以後，她在大學一年級時已成為學生代表，

到了二年級，亦因為自己的興趣，她更成為了學生膳食委員會的主席 。

去年 LG 1 /LG5 及 LG7 的易手，她都有參與其中，負責招標、面試，並且

亦負責管理其開放時間及控制食物的價錢等 。

也許是身份上的不同以及該委員會的性質，她不但可以在校內事務

上發表意見及投票，她甚至可以去通過或否定一些政策，權力似乎比一

般學生代表大。但當然，負責該委員會的最高決策人始終還是校方的代

表，因為他們是受薪管理學生事務的 。

「無疑 ， 有些委員會的確形同虛設，學生代表的意見會被輕視。不

過，能夠成為學生代表，所得到的益處卻遠遠比想像中大啊！最簡單

的，就是可以訓練自己的英語表達能力呀！因為一般的委員會都會以英

語溝通的 。 」

成為了學生代表以後，她覺得除了自己對校務有更深的認識以外，

也學懂了如何去爭取一些事情，而且在做出一些決定以前，由於她們已

清楚自己的位置，反而會考慮得更清楚，徵詢更多同學的意見 。

「人一定會有個人立場，不過，在制定某些對大泉有重大影響的決策

時，我們總不能只聽取片面之詞吧！嘗試從不同角度去看一件事，然、後

f乍一個中肯的決定 ！ 這是作為一個學生代表該做的責任，亦是我在這兩

年間所學到的東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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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同學並不是不關心我們的校園， 只是不清楚有甚麼渠道可以

去接觸它﹔學生會有太多的事務要兼顧，民主牆叉好像未能直接表達意

見 ．． ．． ．．但是 ’” 學生代表 ” 這一途徑卻彷彿為同學所忽視，這是甚麼

原因呢 ？

科大的資歷尚淺，很多現有的制度都是從別的院校改變而成，而學

生代表亦為此類制度 。 因此，制度中的設計，例如參與人數的分配 ，時

間及發言重視程度等等，未必能完全適合科大的文化，令到他們的作用

未如理想而不為同學察覺 。 此外，科大叉缺少一些思想性的學系，例如

政治學系 、新聞學系等等，也缺少了一班具批判思想，關心社會時事及

校內事務運作的學生，去帶動身邊的同學去積極關心我們的校園 。 另一

方面，受到許多外圍因素的影響 ，如該學會的背景 ， 是保守還是開明﹔

會中其他代表的參與度及投入感， 亦會使學生代表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

最後 ， 就是學生代表本身的使命感及其背景 。一個敢主動發言 ，爭取機

會的代表所能產生的影響是難以估計的 。

且

自

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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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學都說科大並不是一所真正擁有民主的大學，可是在有限的

環境下 ，此制度也許是其中一個途徑供學生與學校互相溝通，互相聯

繫。也許此制度往往都會被人批評為假民主，無實際作用 . . . .. .但是，

既然有此好機會，雖然並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同學叉是否也該好好利用

一下呢？同學何不嘗試主動關心自己的校園多一些 ， 成為其中一位學生

代表，而不只是空口講白話，雙手交叉著什麼也不幹，只說學校封閉、

守舊而不公開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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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同學是否留意到 九在每個月初，各主要電梯旁都會放置一大疊的校園通訊供同學

取悶。不少同學都合爭相取閱一梅，了解一下學校的近況。但是同學在閱讀的同時，又有
否了解過它的由來呢？而這些名為《同創》iGenesis ）的刊物又是如何產生？為此，

我們訪問了《同定的編輯之一的曾小姐及公共t事務處（Public Affair Office）的江博士。

"CtflJ//Jg 

、．．．．．．．．．．．．

據曾小姐表示，《同創》是由公共

事務處（PAO ）負責出版的，主要有

三位同事專責編輯及製作。他們分別負

責中文版、英丈版及設計的工作，至於

分發及印刷等工序則由其他只意專潰。

他們亦會邀請同于覽串們拍攝照片及撰

稿。 PAQ亦繪出H及其他對外及對內的刊

\>I ,04勿 人的如，季刊性質的《Newsletter》、
！ 《大學年報》、《教授簡錄》等等。

J暑期《同創》都會印製一萬八千份，除

了放在各主要電梯口供同學取閱外，亦

會寄給各舊校友以及各教職員閱讀的。‘R 

《同創》早於科大建校以前，於一九八九年的尖沙咀臨時辦公室辦公時便已出版，目

的是希望能加強學校內部的溝通。至於為何會命名為《同創》呢？據江博士表示﹔在本

校創校之前，他們要為這份計畫中的刊物取一個新名字，於是使舉行了一次徵名比賽，而

其中Genesis ﹔代表了起源及創造的意思，則由各參選名單中脫穎而出而沿用至今。至於中

文名字則有表揚開荒牛共同努力創立一所新大學的意義。

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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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日的進步，《同創》亦發展迅速，由起初只提供給教職員閱讀發展至今供全
品 、 ＇ 'l 校師生取闊的校園通訊 。 它的內廿五要包括校園內的大小事情，﹛列主口校園新設施、學會及

學生在校內或校外取得的傑出成就h＆校內帶動等等，內容很是廣泛 。

訊供同學

玲，又有

？為此，

江博士。 ---
-"" ~H,fl ll n 

c 
笠、

至於他們從何種途徑知道如此多校內

新消息呢？原來《同創》的題目來源主要可

以分為三z頁。首先，編輯會自行發掘一些學

會內的事務，又會主動訪問教授、教職員以

及同學。另外，學校各部門又會主動供稿或

提供題目 。 最後，他們亦非常歡迎同學主動

投稿，當有適合的稿f牛時，他們一定會予以
﹒『『」

採用。這不但問使同學吏投入《同創》的內 ，

容，也使它更能如實地反映、國學的校園生活
•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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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本校園的通訊刊物，究竟

《同輩的會有甚麼期望呢？曾小姐說創

辦《同創》的目的就是希望它能成為一

份加強夫學溝通的刊物，希望每位科大

成員都喜歡它，多多閱讀，這也就能發

揮它的作用了！

\ 

出且反，目

示﹔在本

' 比賽，而

．。至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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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i 「. . . . 行街？打鵬？看戲？進修？還是在家中無所事事？
不知問學在 Sem. Break 期間有甚麼節目？當m個別用這整整一個目的時閏眼？經過了

者說的煎熟，你有沒有想過暫別雷iff 、出外時避，盡晴玩樂皮增厲貝閏？而各學會所舉辦的學

衛交流圍（ Study Tour ）叉會否在你的考慮之列眼？

“～一－·一 －－－－～ - ～一一－－一 一一 ？ －

PO.'Sτ ·CARO 

一些支持動。心計哭叫研i門

也L二遍麗而歸。個「也已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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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錯誓需經驗－.－｛trr\f1明建繭 餘，皇室1 含量僧人士的協

全峙話耘福繭桶前去丘之叫戶 j □ ij I I 4; fit ~ft…%1!! " 

間， w1lq" MSAι …：£1) 崗位安一，一著誓助你們肺結至1／：，看句川、青

一輛恥竺：﹔三你？：鉛輯：？酬金觀、聯些空空些堅堅
計嘗嘗明l布薪喜事竺史主主之士一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

聶哥吾爾λ士幫助柄。

___ .，，..，，..居徊。v’，這筍，實事＊

咐，軒－輛輛茗，參加的空三一莘莘詩吉吾爾
開褻研哥哥嘗著全加呵oft~~：：＿：：甜甜本種車組團罪恥－
J由單位囂的L將歸于吃豆：；尊，串戶空空主主
俐，至於竺立~品市事詩而歸因為棚凹的門

可向 立蹈學；~；；＿；闊的朋叫：J拌了帳佇
蒜酬是了很多個學喝叢空空笠已莘莘莘示長站在
一社T莘莘宙欄蔥蔥1誓師于社輔抗戰的一， 一

－~一－叮當的空前研！：！當可立~：＝二
種哩望世型過些空空雲亡活函泣坊。體挖東說，

~﹔1品訊社拉旦旦草
但住宅石﹔沾自將由州綁由舊都會事研詰. (tfl引智面譚心一
們~最末，郎，歹i,:.~11 耳啊，）＜... ~IL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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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究竟是否值得花數千元去交流圈，實在是見仁見智，但阻黑經濟晴

jJt許司，想出外臨遊﹒叉不願盲從一般臨行圍﹒不閉在明年 Sem. Break 時，考

慮一下學俯交流團吧！說不定會有意扑收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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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樂

98且;:iili 公開組及經量級單人艇亞軍

98111：界£fil標賽 將旦級單人艇第六名
97全日本賽 輕盈級單﹝人艇季軍

97東南亞述動會經虫級lj1.，、及雙人艇盟軍

95i:fiiJ/I錦標n 輕盈級雙人艇寇軍

94頁迷 你 100111 自由式接力i::i軍

86布連 4x l00m Fl 由式接）J季軍

84亞iJl付lil際發 憫人200111 '400111哇！曲式寇軍
4xl00m望去~血且整草，間草草草

旦控樂CFE?nE?lla Nq）－一一持國出生，告主甚甚大的中詩譯巨白。由最關

括學講海﹒十一嚴加入琶湛菊豆在代蓋惜。直至q門年，白色色講清華寺轉

星哥拉q驅選手。肥的立I＼棋生謹只不過是短短巴年時唔，司是成語護黨’ T弋

意雷~參加多I頁國謀tt賽，共即得五百贊峙。最近還在亞還會奪得兩百

鈕峙，自香港事先。



︱第一次約第五次馴服的心情肅的衍且已」

第一次參加亞運峙﹒我只不過十多歲，那時只咆著古巴撒切措耳司

經驗的信餘，巴白不愉望重霜，阿1.-;L壓1)也少堂。

E於參加 qa 亞l車時﹒位情tt較輕鬆﹒自主司已是第五次參加亞

還﹒一明白畫藝莒了﹒而且這次tt富的巴標皂贏Ef;2贊峙，賽前已計監過

高多少實璋的吧喔﹒雖宣言最迫得不至11盒峙﹒但也不會主之失望，已走司能

夠耳;Ir害兩1®鈕蝠，加上高五次參加亞運的機會，巴＠1.-;LO叫我感到間，ε

王O光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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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3什磨會轉玩完11礙。

興奮戰參加完qq.年亞連連草木項

（）；：，晨，寵幸了聲退休﹒也看一：但我在玩

完11艇蟬，報當時竟11棋譜教練魯大OF)看

白， 1世 T＠章請我加入主1＼蜓榷。
在拉ii離譜φ ，高不少措員也是其

他I頁巴的退？是選手， \'.911 的講清、已

在、喝木自響，其實年齡對主ii驅直動自覺說並不是一＠閉額﹒相反我制皂噩

育種騁的﹒巴星3我們已建費過多年的i111繞﹒本事平的體能巴迫自﹒這膺，睡不

同多花鑽年時睡~鏢，6日布E功能﹒回1.-;L拉多些時睡在鍊莒拉1＼艇茍呵。現在教練

干FiE興興位自ill頁的迫于是鐘書讀冒建觸，希望他們回1.-;L加入剝離譜。

．．．．．． ‘．．．．．．．．． 、．．．．． ‘．．．．．．．．．

︱街頭看腕ill越大塵的

高壓1)皂過正常的事﹒我相T辜笛

一＠運動白色會蟾＇~1♀搏不ill巴巴的

7＼三準泊位鐘，這樣才會聽1)練習，＊

即進步。只外，報認差惡毒賢雪@t悔綻

Iδ• 只喜色已盡了1) ，即墮落傲，也

不用怕別人的自由于世和憲法。壓1)多早

已已能色2的，今＋何反而不能對我處

敲過大的壓1) 。

坦巨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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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主遍遍遍盈盈盈盞圈

由於我過年輕r＠確告E式訓練，巴此我買？早

已2tt其他小報手噩早變得服懿羽竭立。只斜，

包那時雪問峙華夏醫學黨和訓練，所以芥學會了高

當地竹配啼嚀。當蜻亡時雪上學．我們T噩頂在

五、六峙起屎，這吾訓練。放學喔，妥雪高領

皂，回說是頗辛苦的。但是能翻初一班年輕的巨捏

造一起練習，一起宰苦，卻皂泡哺慎的，對於裝

在了的把人峙唔，反而不本行懷了。而且我個峙常高機會出＠tt賽，合

其他小附在蓋慕不皂，巴ltt我得到的多數皂一些俱樂的經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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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斜，手提這音機會認識到一整個名人士，自1磋商機會把PrinCE?SS

Diana共進嚕蟹，毒害時我三是在肥的民齊。只抖，高一次在詩國的一1@

辣地齊集古︱︱﹒大會人自重吧手實行館借豆豆后認識。這些都是十竹王室置難忘

[r~i] 成局還勸告立前﹒看司否者慮前首長閉2頁。

其雷戰加入海譜是過fl＼高興色憊的事情﹒不f是過多：軍雪白宮殿，

雪是考慮前進閉~r;灰其他苦生育面的包責。而且栽在草園巴經完成

兩1@單位諜罪室，現在正禮講盒融學，我想皇不用擔位前進的。

涵在退休立喔，我應該不會從事與體冒商閥的職黨了， f皂的會

躇E在各I頁不闊的揮動，~搏晶體暐鷹。

︱如︱鰻揮動在琶龜縮得您蟻。 ︱
我們正在培養一班十由、五穢的新1)軍﹒希望T控制司l＇；＇.＇.版商我們的建班人。

其富在香港，主11離巴盼跆莒舟，琶~六睜大學也古學生參與﹒而每年庫存的「六

大剝離審γ 學生也越難情屯，入。只不過香港的大學生只會在三年的求學生章中

參加這項揮動，車撞積極會坡互T信 ﹒ 被富了其11髓，而不f種併＠的大學生在畢業追

加入函授諒。回籠包商香港吧n小，場地和設施不臣，只能在城悶頭鍊皂，攝服

了一定的不T壺，局通了拉11蜓的吾吾層。相tt併園，拉11驅直齡在香港的惜現實在不田

間已而語，在巴年一陸的聽還會中，其q蜓皂第三大J~（）﹔而在晶國，每年也患有

過出名的兩大主11鱷費（創橋大學和牛章大學），希望如︱睡在琶港也能音也好的語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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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否對大學生說盤鼓勵說話。 ︱

戰認扇大學生應接皇室面的，而不皂只專連串蕉，忽略揮動。

特認定有現令大學錯字學生也質量的助諜罪。壓f) ，全他們39高蜻睡在

參與多些揮動 ， 鍛鏡體稽。早有斜，我希望學生能夠喜喜竹配時唔，

做到學黛玉O揮動並量。

仁E?nE?llafro筆羞的感閻皂泡活躍、積極和菲常酪麗蓮軒的還勸

告，肥誰不會埋怨訓練時昭示霍克＝宰苦，反而能苦φf信嘿，是一甜

甜育專業精神羽撒手提聽黨的還勸告。

............................... 

盧恩澤

至於間霍克11輯：草動自﹒ E且

可盧瘖

會。我們應該將巴

四﹜~~f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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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參加體院瘤研的「小館人竇」 · ®

成結皂白而報數繞口u亡h Hunt 穗掘。 qb 年

略選體院揮動員自盒，正式建智商i:?.:駝的訓練。

三t~王o色參加多1@亞5·叫賣，老現出色，置在亞三州

軍選手φ名字I＼前芳。 E且正於中女大種語體罰向揮

動科學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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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軍車罪。跑步三1®項巴﹒最喜歡那項揮動。

我想噩噩噩吧！回籠包於這是較量于是建觸的一

項揮動﹒至1＼€）前草草止，我們您對此感到過高糧嘆。

加上蜜喜歡看連皂廠，戰經常會羽一大班閑在一起

鍊皂，包商會間T專間，δ壘。

會否感到過大壓T) 。

三項鐵人簡介：

先游泳 1. 5 切，再踏單車

40 km ，最後跑步 10 km ' 
全個比賽需時約兩小時 。

盒，但壓T)回1-J皇宮益的，視字T你:F-t靠在看它。其實壓T)回1-J成

局進去步的椎動TJ . oq較重軒T)地練習，盡量做到最好，所以高壓T)奈

，必是壞事oPc 1 不過戰認商不雪將已標定需求甚霉，應該定些較古、數

屌達成的白擇，一睡一1®譯成﹒一更重重看眼助感﹒二更. 1'你會冒喜l昆

︱頁捏在不色。本質唔，你巴達服了許多1®巳擇了。

監控想曲放黨疇。

當經想渴被聾，尤其是tt賽中感到

過宰苦的峙F晨﹒白色嘻

昆曲已已看否／＇－錯苟，

但是我會對巴巴說辛苦

的睛在11位純種含油去，

加上咆著巴巴一定會嘻

嘻遍的嘻念，最但也豆豆

商投車。其實只是tt審

時想過被車， tt實f且價

會想巴巴高甚唐司l-;,:'.2立

書﹒司l-;,:'.1故T尊重峙。若能在辛苦φ也能

嘻嘻睹到，軍會感到加宙間佑。

最辛苦是哪一項 O

為色已定不了甚唐白標？

現在的白標是

'2000年頭潭。軍黨于是

報會閉室 g? 0弄睡在鍊

皂，塹峙不會坡互作。

其皂白1l七年開跆﹒我

們巴街頭譚偉準桶， 1911

的一直參加世軒也已

寓，事時多些竹獸，希

望耳；n專輯i軍入場卷。雖

慰我的眼縮在直到白質是名字11前言表﹒血事實

上報也會坦白標定在出色的國謀選手為上，

老高朝一已看他們的7＼三準﹒也司說連眼－1®

巴嘆了。

P特殊數宰苦，包商栽1俯在講清方面的＊準﹒與

外國的還勸告差距較大﹒老富商所進步， T＠需雪在

5特殊方面多加鍊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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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富1故揮動昌的住三是幌件是不吧辛苦，尤其喜

甸人J頁白，初期訓練時司能會閉一點，只外親T)羽

恆心也是過重霉的。



﹔你認為三~~聳人賽在琶湛的一龍雇情J~怎樣♀球時L對1有1個一副主哼一E夠疇。

現在香港三唷錯人富的情2月吐起由、五年前已改善了迫害； ＇由於2000車寄：璽

看仕項白，所以現在成扇了康體罷屠眉重點龍層項巳立一。莒聽荷西也改善了，

頭︱的：體院對於場地罪。鍊莒方面的主蜻也多了。

只外，白於香港揮動員在上屆亞潭中首位成錯，時間琶助方面芥古一定的幫

助。這也懂我們重屌梅毒1®社會認識羽進程，至少人們卸道我們的訓練並不皂那

居簡單﹒重不是想1程中那磨白握的。我們的成助霞我們每矢宰勤練習禱吏的。

車

7日1.-J版

可壓而主

女在于、數
F會龍E見

皂
嗔
練
。
我
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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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宮
，
＠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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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作
’
，
也
﹒
。
事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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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
軒
滯
持
但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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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平司法讀書租車車宮。

自想起讀大學的頭兩年，吾兼顧學黨

和練習確實也頗宰苦。軒峙早上／＼時半雪

上堂，戰五B苦多種富起屎，準嗎六。喜聞始

訓練。不過基本上司羽教鍊配合，若霸主考

試E草工結點亡 ﹒ 鍊莒量種會現輕，不會出＠

tt窩頭訓練。雖您讀書背面也甚吐﹒但幸

i雪地輯部竹課王室只皂practical ﹒ 只雪

叮籃球、講珠算，回1.-J輕最一τ 。

做了揮重明白過高甚磨得失。

首先說說矢志的吧。其實戰犧略了許多見人唔唔，較

平均每星期只看一長甚至半畏的fl\:Q峙唔，平。早午也富

饒宮。每年只高－g兩次數畏完室不開練習。而且在每次

練習喔，三之需雪白弄睜休息王01在電體Tl ，少了過多叩開車白

面的峙閉的，羽參加大學中告種活動和鄧巴的機會﹒這種

我不能盡嘻地宣告大學生活。

只外·®於轍入了i軍勸告串盒，與壞人相信的峙閉芥

太太強少，現在信皇閉只能白鹿一次﹒幸好壞人也十們說

僻玉。主搏載。不過我OFlOi1I其實做每件事也喜吋出代價

的。而我1乍差芳：軍勸告吾吋出的時睡就霞體Tl王O精神o＠了。

其實揮動也帶借我不少干旱茗，所以我從主權侮i堅建造

條路。載于寄至11甜苦5日11人得不到的東西與經聽﹒頭︱扣在tt賽

中喘氣︱的眼前感，高機會至，1不間的國農tt書，苟11的其甸、

通蚓、歐淵誓，已閉若我不皂白是主導勸告， T噩 3旦看這些聽

得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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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吉鼓勵青少年VO ！＂揮動有夢II 呢？

幸€） r主每甸人也色。道1教導雪白對與體商

益 ﹒ 但是現在過多人也未必吾方面，f羽毅1)

參興其中。貝雷在I~令的大學年I＼葭τ ，學

生的壓1)頗大，我認高若他們多些未I＼問學

校的學雪白話精詞語嘿，息封t唔唔夜敬禮

童的，種司幫助舒鑼壓1)罪。鬆艷神經。

對戰©2更說，連雪白唯正面正Ori起齊

白佑我帶聲越大幫助﹒確了鍛鍊性穗 ，

隨巴巴軍堅殼垂青懂，6斜，在學業上，

我也重筒。總學習，不會輕吉拉車。

黃金寶 島

~晶晶疇$休♀品＃--r~~g;臨甚串品

外面的還勸告太多可6 歲左右退

休，不過－tl)這皂雪時歪I＼峙的璋唱高結

束定， 9X巷戰會能事王O體商前閥的互

作，的當教鞭誡體重再有的人旨。

你希望場名海外喝。

我不喝望阿青人也認識我﹒手提只在

乎做好巴巴本T有. ＇ 在鍊莒羽tt審φ高位

蓋E見，中且本不同理會別人;'tt:吾巴巴﹒高

峙f長出名反而增加巴巴的壓1) ＇ 我只雪

達到巴巴的巴標，甜苦色已皂育實行

的﹒種獨章、了。當憊，特色的望自正成

助的一畏。

它同薇，亞淵當令宮內富強的噩噩選手。 11.一年E式忠告訓練﹒©

穴一年贏得亞引少年錦標賽迫他懂一直l-J亞還盒臨街巴擇。在短

短的七、／＼年唔，他的進步霞高C共睹的。他最迫不自~望、實

現夢想一一一贏得直揮自富的碟纜。

︱︱︱令伸伸︱村 ︱ ︱令片片神︱才 ︱︱︱
戰買得巴巴好像完成了一件互作殿，感質

詢l-J前不問﹒不1種初出®峙贏了亞三叫青少年賽

臨暉，f · 也三g高精 5?11 感歪1\W:績。我買得這＠努

膽包舍了過多東西，前︱的莒f王感﹒ l-J日報羽教

傲的關嘿﹒高精5?11的意義。

在tt竇立前﹒栽感到過大的壓1)甜言佳，運

1®人的喜嘿，感置也忘了。而處軒在琶港單譜中﹒我只希望崩霍梅噩噩自在哥哥白眼緒，即1軍

贏了，也不會視立高僧人路譽，而是圭亞苦的光輝。巴高我們的訓練一直也l-J我高薇，f· 迫害Z

e雄也l-J我島主，所以菩提tt實我只生0®©已應該走芳草草草草盡狗，不喜雪白教練的齣望。阿

以在tt賽前我巴罰，δ理準1筒，這將會皂一生中毒害E艷的tt嵩﹒幸自tt寶：單單1,10未I＼。葡臨時，

我只想著：「苟明！電話呀 l J 只想但整過程雪白。不過其實那一支，1皂咀嚼亡的，生。道巴巴贏

了，整1®人也輕鬆了。

社會版 Social 78 



運t霞禹作

封閉的互

！。

．報只在

賽中看白

色已，肩

，我只喜

喜軒富1)

望頁正成

：錯，即1軍

：’·c. 過多

）即望。何

？告餵唔，

I®色已贏

︱︱︱︱卅︱卅材料件︱︱拼︱村附中︱糊糊中︱ ︱ ︱︱
雖安裝生0名度高是會增加壓1) ，但這不皂壓1)的主哥哥E課。我的壓1)多數皂

夜色色已，我雪白起街道惜哥哥時成緝的言哇，巴是主輸贏也會在響聲祐噩噩

禪﹒阿以我對巴巴說：「不回1---J輸的，輸了的話﹒單單唷白宮聽懂會強少，蠶

豆民特色已得到的古罪改變不大﹒包里對其f~？.挂在的是三響卻也大，對於整咆噩噩

I頁白的罷層提說﹒司謂遍了一步。

-1®運動昌的生譯過值﹒只皇十年、八年的時閉﹒也能細注司董垂直rm草動

的報居做一些事情，卻皂泡難得的﹒所以栽種嘗試在街噩噩這項白的話層出一

們1) 。

其實我1---J前皇室夢想回離間琶~嗨， it＼毆珊集訓羽tt賽，版商噩專業的揮動

旨，雖安裝現在看此機會﹒但對現令的我聲說，這巴不重雪了。

包現在香港早在需吾我這＠揮動置，留在這裡司1---J幫帥三種措罷唐，商時吏的

噩噩暐白開~g. 巨說許f毒8r雇肩章多出色的還

雪白冒出現三才會主考慮離關﹒在尋枝巴巴的夢想

詞典曲。

不曲高壓1)也皂白事，包商司版商推動

1) . f旦壓1)不喜油畫，視寧愿在時T害最高

點。其實看堂雌訊皂白1---J現輕壓1)的， ~I的

別人閉你預計即得什唐成錯，喜f6飄泊1♀抨

墊，即1草T作，δ裡想T早在3軍， f旦若只老宗希望

／＇－前五名故只說希望回1---J完成擊場tt囂，種

含金色已輕車是堂，相反，若你自別人說喜得

第一名﹒區1)已您會越大了。

︱ 片H軒片片 ︱︱
雖豆豆在這l®亞 f竇立前，每長白雪♀f皂，數字三9軒佳1日報

斯，但我也不認商這是疇牲﹒巴高老喜服緒好，花那唐多些

時睡在傲自也喜應柄的。即電吾吾珠海和農BF)萬IQ直有1®多

間的訓練﹒我也不買得皂殘忍的。相反﹒揮動對手提整甸人帶

＊白白的轉變，譬如1®性育苗，戰tt1---J前積極了，懂得在面

對現實了。對過多事情的憲法也王0年少。弄不悶。現在戚數

了，日區w憲笠、這皇太堂：問峙芥會謹慎勤、三思立喔，三午在

三是定一些閉題。早有斜，在直至ti挫昕峙，在當時要說司能霍梅

叮擊， f旦若從只－1®自葭吏巷，卻未必皂件壞事，相反﹒令

：但耳；H專盒睛，卻回自E皂危機的嚼抬噁！所以，手告會從不間的

色葭在毫訊：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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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認揖每甸人的長T街

都不間，隱時巴巴阿甚﹒

哄而言I(進﹒高巴巴的國壞

的民探出一竹h 。雖安裝載

不皂在＊學峙齣王在揮動﹒

巴也生0®雪問時兼顧學黛

玉。揮動皂泡＠難的，所以

我也希望改間回l-,L積1角色

遭按中＠﹒對揮動昌的學

業貝德拉碟，懂他們在揮

動生歪曲喔，也司l-,L鱷續

三I(孽。

1 111材料制惜卅相片 ︱︱︱
報認定哥大學生應該只霉，δ學蕉，不喜根本

甸人不能問啼啼商定之多專置，我會鼓勵服錯位

勸告就應哄而練習，希望他們隔壁回商社會rt

「我學業、運動也喜崗位成績」，以前我第揖也

要我勸他被車，巴渴地tt較高台讀書，接裡高

了。

吵﹒吵﹒

H
HVM
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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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葫醋、高院才是正常的事，位1種 q

~‘栽只T書館巴名，但我豆豆商定之大的控祈感，

已年三干肅，皇軍簡意義的。包商在這已年增﹒

的峙唔罪。宰嚼，司說是經過了人生－1®喃自ii心

餾至11整1®盒峙的產生過謹﹒所以這咆盒時對圳、

霞的。

其實我也曾包商提監事故想過放熹﹒不~

過﹒不司通費峙唔，但是的m栽在未眼前時R

T噩誓於吧l-,L前的放在練習、 t亡賽的－t7)峙閉

了﹒所l-,L章？是這是想過了﹒繼續踩噩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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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糊糊弄片神︱材料科 11
噩夢費7早已已的1嘆吽並不仕別人自得多，只喜歡

心早封t；：豎起缸，懂我獲得過多主模與古嘿，加上教練經聽豐

董王亞軍軍歪要於走本書生窩桂路。我買T早已已只宰一喔已銜，

靈車草草草謂的﹒所以我頁的富多謝吧。

半︱時持︱材料111

在巴位置動冒進有訪閉前﹒筆卷崗位情~崖賢

嘻妥興奮的﹒訪睜禮﹒種賈寶2個都高其間的蜻勤

一親朋﹒軒霸氣﹒高毫Tl .而他們關甜的性格感撓

了筆老﹒阿拉訪閉的過程皇也聽聽鋪臨的﹒

©q6年與這奮起﹒雷遁的運動間，費盼望﹒的

戰個希望雷璋的運動會高噩揖煌的成錯﹒韓了一班

厲自重佳的揮動自吋出輯Tl併﹒往會告軒對運動自

由主嘻輿鼓勵芥塵不回缺少的。只＊·筆老希望改

間能續續噶諱莒帥8項蓮韌的種層﹒包商我們並不

希望現在美侶的成績只眼局為l郁的光遇。

s1 wmgs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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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科畢業生訓練計劃︱
︱簡介︱

凡已取得或即將取得工科學歷資格的人士，可透過參加工科畢業生訓練計劃成為專

業工程師，取得專業工程師學會正式會員資格。

工科畢業生訓揀計劃旨在協助屬香港永久居民的工科畢業生，在受僱機構接受最長

可達十八個月的實務訓練，有關訓練計劃須先，徑香港工程師學會批准。

工科畢業生訓練計劃由職業訓練局屬下技師訓練委員會負責管理。該委員會設有工

科畢業生訓練計劃小組委員會，協助進行工作。

香港工程師學會正式會員所需資格︱

香港工程師學會正式會員須具備下列資格 ：

（甲）認可的學歷：

（乙）曾接受二至三年的實務訓練：訓練須由專業工程師督導 ，

並依照香港工程師學會所批准的訓練方案進行：及

（丙）訓練後從事有關工作及擔任專業職務：此等經驗須獲香港
工程師學會認可。

調練的監察︱

受訓者須由機構內的培訓監督及導師監察訓練。培訓監督及導師須為香港工程師學

會的正式會員。

訓練期間，受訓者須：

（甲）呈交每季進度訓練報告

（ 乙 ） 呈交全期訓練報告

訓練期滿證明書︱

受訓者於完成工科畢業生訓練計劃後﹒將獲發訓練期滿證明書。該證明書由職業訓

揀局技師訓練委員會主席簽署。

︱申請辦法︱
職業訓練局工業訓練科囑下技師訓練組 ﹒為技師訓練委員會的執行小組：該組提供

免費的就業輔導服務﹒協助工科畢業生獲得訓練。有意使用此項服務的畢業生，可向下

列地址申請：

香港灣仔活道二十七號

職業訓練局大樓十六樓
工業訓練科

技師訓練組

電話： 2836 1716 



劃成為專

接受最長

會設有工

工程師學

由職業訓

該組提供

，可向下

看



l 造長何始~ >

4去年十二月十五日 F 廉政公

署採取行動 F 大舉拘捕＋三人，

包括四名騎師、三名見習騎師和

前見習騎師，以及其中兩名騎師

的女友。他們涉嫌於九六年兩場

賽事中為外國馬集團操縱賽果。

先竟是何原因令他們為賺快錢而

以身試法呢？

l 艱♀生涯得不會些 >

原來要成為見習騎師，過程

其實相當艱辛。首先他何要經過

面試，從數百名申請者中，僅有

數名獲取錄而正式此為見習騎師

學員。他們當選後更要經過為期

最少十二個月的嚴格訓練，再經

過挑選才有機會在賽事中上陣。

在受訓期間，他們每月僅獲三千

多元律貼，每月只得兩次假期可

以回家與家人相孽，他倒不能晚

上外出，不能擁有傳導機及手提

電話，亦不能踏足卡拉OK等在

店，更要凌晨四時多起床操練，

受訓期間益要接受各方面賽馬知

識訓練如：護理馬區，和接受學術

教育，倒如英文。他例。乞盡苦

頭，目的是為由人頭地 F 但卻事

與顧逞，他們大部分也未能達成

其理想。

i本地騎斗叮「 Hoeffiι〉

香品生雖是彈丸之地，卻雪集

各國頂級騎師。本地見習騎師雖

獲讓磅由賽，但他們的讓磅會隨

著他們廳也頭馬的次數而逐步喊

少。到見習騎師嬴竭五十場頭為

畢業後，他們使不獲織磅。雖然

他們能在騎術學校學到基本的騎

街、在賽事中故取實戰經驗和暑

假期間獲派往峰外受訓，但畢竟

雪集本構的騎師都是世界各國的

冠軍級騎師和曾路由各國大賽的

好手 F 本構騎師仍難與外來之頂

級騎師相提並論。結果他側的成

績多是停神不前，收入也因此而

做微。



~ 

卻雲集

騎師雖

磅會隨

逐步喊

場頭馬

。雖然

本的騎

驗和暑

但畢竟

各國的

大賽的

來之頂

們的咸

因此而

不獲丈持

另外在本構的

賽事中 F A辜負的距

離多在一個馬佐

內，以時間計算則

僅為零點二秒。在

競爭激烈的賽事

中，除了馬區的狀

態外，騎師的技術

就是取勝的關鍵。

騎師一旦有錯失使

會將頭馬斷i乏，所

績一落千丈。截至一月＋五日 F 兩

佐本地畢業的騎師仍未能取得頭

馬。

場 F 平均牧入只有十多萬元。

s5 wings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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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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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挺過艱

苦的歲月

而得不到認同 r 以致他們容易受金錢引誘 r 為賺快錢而蜓

而走險。長此下金 r 本地騎師的質素和技術仍會停神不

前。其實馬會在抱著服處放在投位額多寡的同時，亦必須

檢討現行的見習騎師和騎師制度，提高本地騎師的質幸益

保障本地騎師的權益，避兔他們為金錢而從事造馬的非怯

勾會 r 影響本掉在賽馬括動的廉潔。是馬會會真以本掉在高質

牽賽馬活動水平為榮 r 而本地畸師卻無怯與外來騎師匹敵

的話，必會是香港人的一個恥辱。

。



口

〉。
) 

掀
開放

隨著特區政府銳意開放電

訊業市場，打破香港電訊

壟斷的局面，自去年底

起，本港的各大電訊公司

紛紛投入流動和國際電話

市場減價戰之中，電訊服

務收費下跌，作為消費者

的廣大市民，自然受惠不

淺。

a1 wings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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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其實在數年前，港英政府已經為開放電訊市場
~ i 路。九三年士月，電訊管理局正式成立，並計劃在

﹔！ 訊行業引入競爭。及至前年二月，港府簽訂了世界

I i 地區按協議開放電訊市場，現在市民終於可看到港

I I 兌現其承諾了。
~ I 
I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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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網絡公司百花齊放

一年半前 PCS 網絡供應商挾

低價加入流動電話市場，但是由

於當時的 PCS 網絡仍未完善，故

質素稍遜。不過，時至今日，

PCS 網絡已日趨完善，而且質素

直追 GSM 網絡，漸漸開始吸納原

來的非 P c S 網絡顧客。去年九
月，本地非 P c S 網絡客戶總數更首次
出現下跌。今年三月一日，流動電話

開始實施「電話號可攜」後，估計價廉

質優的 P c S 網絡將可吸納更多的用
戶。各非 PCS 網絡的電訊公司有見及

此，便以減價及提供各式各樣的優

惠，挽留原有的顧客。但是一些業內

人士相信，流動電話市場仍然有下調

的空間，相信三月左右將會有新一輪

的減價及優惠攻勢。



主戰場：

長途電話市場

.. . 

.. 

今次減價戰的另一個

高潮是在長途電話服務方

面。就以香港電訊為例，

其長途電話業務佔去集團 J

四成的利潤，而香港每年 L

約有三十八億分鐘的長途

電話通話量﹔由此可見爭

取對外電訊服務的市場，

才是各電訊商的主要目

標。

香港曾經是世界上長途電話收費最高的地方之一，對

國內的通訊尤甚，但由於過去的電訊市場被香港電訊所壟

斷，一般市民只能無可奈何地默默承受這種不

. ' 合理的高昂收費。

總~r
} , 不過，在去年一月，特區政府以六十士億

港圓的鉅款，來換取香港電訊提早八年交還國際

電訊服務專營權，為今年開放市場的計劃作好準

備。踏入九九年，港府加入

「國際簡單分錯 J(HSR ），可令

電訊公司的服務成本下降三至四成，以營

造一個低成本的經營環境，使其他電訊商

可提供廉價的直撥服務。截至今年一月

中，長途電話服務的收費己下跌了一成半

以上。正如流動電話服務一樣，對外通訊

服務將會傾向與成本掛鉤，因此這項服務

仍會有一定的下調空間。

>

\hJJY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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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市場，市民受惠

在目前經濟低迷的情況下，

流動及長途電話服務的價格下

調，對市民來說當然是一件好

事。從長遠來看，電訊公司減價

促銷，可令其保持原有的利潤，

而市民則可以有更多的選擇，迫
使電訊公司以更合理的價格和更

優質的服務去招侏用戶。本地的

資訊流通量增加，自然有利本港

的營商環境，及有利於提高香港

作為東南亞通訊中心的形象，有

助香港走出經濟低潮 。港府開放

電訊市場的政策，可說是一個明

智的決定。

社會版 Social

不過，除了電訊市場外，特區政府對

其他公共事項如燃油、電力、煤氣及電視

等市場的壟斷情兄似乎未有有效的措施去

改變。希望港府可以從這次開放電訊市場

的經過汲取經驗， 努力營造一個公平的經

商環境，以增加香港的競爭能力。



區政府對

氣及電視

的措施去

電訊市場

公平的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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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闊別了小學生活多年，但那些關於小學學童的

新聞報導，仍使筆者聯想到有關他們的各種問題。每當

上學和放學的時候，都不難看見一個個小學生背著沉重

的書包，俯身向前慢慢地走著，或是把書包當作行李箱

放在手拉車上拖著走。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何這樣細小

和嬌弱的身軀要背負著這麼巨大而沈重的書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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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 .... .. 

透過大泉媒介傳播「減輕書包重量 」 的訊息 。

教署增加資助予學校以增加儲物櫃的數目 。

在書目表上列明課本重量 。

要求教科書出版商將新出版的課本分冊 。

增添能容納更多書本的書桌 。

向家長發出指引，列明兒童與書包重量的正確比例 。

和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合作，使家長關注書包過重

的問題及作出改善 。

要求書商以較輕的紙張印刷書籍 。

~~﹔其：；品弘討：3乎
可說是十分難得了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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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圈
.................. 

在街角揚起的塵土

掉進浪人的空罐裡

摸不到的足跡和步伐

是一種任性的震盪

把不滿傾瀉入被窩內

面對著酒F買車霞

再看不 ，I區空堅

白雪反映的陽光

h正刻在荒涼的肝陌上
浪子的心聲
優雅地拉長了
二胡的音符

卻是一條恰當的鎖匙

在現實的夢境裡

塵埃經巳落定

又再想起了冬夏

l_:U1.Ufi_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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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團
r還婆
家ι ，

屏山鄉是一條充滿了

智慧的時光隧道，那裡所

包涵的智慧，不單是歷史

及文化的碩果，更是屏山

族人生活與體驗的結晶

口 A
口口 w

鄧氏宗祠為屏山族之大宗祠 ，位於屏山坑尾村，修建年代據考

訂是五世祖鄧馮遜所建，規模宏大，至今已有七百多年歷史，是本

港最古老的大祠堂 。 從建築式樣來看，鄧氏宗祠跟明代的建築風格

十分相近 。 祠堂為三進式兩庭院，前庭內有通道，而神位供奉於後

廳、 ，很有氣派。加上樑柱雕花、屋脊、屋詹均有石灣陶瓷贅魚、麒

麟作裝飾，使祠堂看起來既精巧叉壯觀 。

有趣的是，據村民透露，由於鄧族在明、清兩朝科名甚盛，單

是居住於屏山鄉八村的鄧氏族人中，獲有舉人、員生、例員生專科

名者，就有十多人﹔至於秀才之稱者，更是多不勝數 。 因此，鄧主主

宗祠在設計上有兩大特色 ： 一是入口處無門檻’ 二是穿過前庭的通

道比地面稍高﹔籍此，顯示鄧族曾有人當過高官。此外，祠外廣場亦

立了不少石碑，以紀念在明、清兩代當過高官的族人，稱為「功名

石」﹔而祠內叉懸掛著皇帝頒賜的功名牌區 。 凡此種種，皆象徵著

鄧族有過一段顯赫的歷史。

97 wings6.3 



祠堂實是屏山鄉的中心焦點所在 。 祠內

除了供奉歷代祖先神位和功名牌區，也是舉

行重要儀禮的地方。到訪當天，坑尾村就有

一家人在祠堂為男嬰舉行「滿月」酒宴，儀

式是特別的 。主人家秉承七百多年的傳統，

黃昏時分便命人把鄧忌宗祠的大門、中門全

部打開，以表示熱烈歡迎鄉親之意。然後主

人翁手抱嬰孩，恭迎至祖先神位之前，彷彿

有事向先人稟告 。 然而，今人能與先哲神交，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是一個心有靈犀的感通？我不知道 。也許 ，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

能真正領悟這種微妙的牽引，明白當中的底蘊吧！

轉瞬間，眾多父老兄弟和三圍六村的族人魚貫而入祠堂。這

時，祠堂內滿是人群，場面熱鬧，真可謂神人共樂。此時此景，令

我聯想起杜甫「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的詩句 。 那種

悠然神往，鄰里相望的生活，令人倍覺別緻有趣。

我愛屏山這種人生儀禮，我認為這絕不能純粹看成是「滿月」

酒宴﹔它象徵村中族人燈火血脈連綿不絕，使鄧氏族人團結起來。

所以，這是一件有意思的宗族活動，相對於現今城市以核心家庭為

主的生活模式，這種傳統活動成為屏山鄉的一大特色，也為今日高

度現代化的社會抹上一層中國傳統的古樸色彩。

移步換境，不知不覺，我已走到了丈物徑的盡頭，六百年古塔

「聚星樓」的近旁，有座破舊的老屋 ，粉牆斑斑駁駁，與修著一新

的聚星樓極不協調 。它顯然就不在供人參觀的文物徑內 。 出於尋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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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史的好奇，我走近這座古屋，端詳一番 。 門楣上浮雕著「達德公

所」四個大字，不知怎的，這房子如同陷進深坑，探頭內看，只是

一潭死水。旁邊文有一座同樣風格的老屋，鬥楣上浮雕著「英勇祠」

三個大字 。 這兩所老屋令我大惑不解，此「所」是甚麼機構？此祠

叉是祭爾巴何人？

屏山六十多歲的發叔為我揭開了老屋的面紗 。

當年，聚星樓矗立的位置原是屏山河河口，面對垢海灣，因而

令屏山水陸交通便利 。 就在一八九九年因港英政府發出強硬通命要

接管新界，鄉民紛紛作武器抗禦英軍，這場戰鬥令不少鄉民壯烈犧

牲。國恨家仇埋藏在心，鄉民就在達德公所為抗英義士刻石立碑，

一一記下烈士烈婦的英名，叉在近旁興建「英勇祠」配享祭肥，讓

子孫永不忘記那血寫的歷史 。

這蛇立不墜的「達德公所」 和「英勇祠」飄 ’”

揚著義士血染的風采，銘記了抗英先烈的忠

義。此時的我，全身驟變得沈重起來，彷彿聽

到抗英烈士的呻吟聲從那潭死水深處傳出來 。

遊覽屏山鄉仿如置身於時間的洪流中，昔

日的鄉情和鄉俗都在我眼前一一出現，不絕如

緩 。 我欣賞鄧族古老的傳統儀禮及淳樸的鄉

情﹔我尊敬抗英烈士的剛強勇敢，我愛上平凡

中見不平凡的屏山 。塔
新
訪

pt
斗
→
哥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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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插畫

悲傷

妨果要我在世間找一個最喜歡的地方，我想會是自己的家 。

每宋下班後，我往往都沒有別的地方去。

同事1的聚會總令我提不起興趣 。 同事們問我是否佳人有約’

'1 ， 我總是含糊不清的答過，之後，就再一次走回自己的空間 。

我喜歡我的家，過是我唯一可以感到自己存在的空間 。 在這

押我喜歡的音響 、 唱）
樣的東西上，都有我的氣味。

I tfi•這個我熟悉的空間中，我不會感到迷失，我找到我的定位，
知道我是我。

間，r{-w
[ j 扶：I ~1可日朗，生於一個破碎家庭 。(t'': 瑚5年間爸爸離婚如髏隔一年後爸爸
抗 刺媽媽都分別結婚了，我變成有兩個爸爸和兩和電媽的人。
ν 我爸爸是個商人，終日忙於中港兩地。我沒甚麼機會和他見

面，他只會用電話和我聯絡。

媽媽再結婚後，很快有了孩子，我也很少和她見面 。

i, II 雙親對我而言 ， 只是偶爾來探訪我的陌生人 。

fil因為爸爸有錢的關係，我的物質生活很充裕﹔的司玩其我都垂
寄可得，吃的、穿的都是最好的。

可是 ，，我對這些東西一點興趣也沒有，我需要的只是雙親給我

的溫暖。 i
瓜，〉（ u諱望可以和爸爸下棋、向我媽媽撒嬌。
心 t 愷L凡的生活，卻是我遙不可及的夢想 。
}.)X4))\~ l. 幸好f在這個世界上，我還有一個慈祥的婆婆 。

100 



婆婆不像一般的老人家，她不太喜歡說話，常常教我「說話要

精，廢話少說」。

婆婆很會做菜，一整天都躲在廚房中，做出各式各樣的糕點、l

餃子和飽，我覺得她做的飯菜是世上最美昧的。

的家。

有約，

可是三年前，婆婆過身了。

我感到驚惶無助，找不到可落足之處，找不到我的據點九我好

像是宇宙中的一顆微塵，無意識、無目的地早別字。我害怕迷失，1 所

以婆婆的死，使我好一段日子沒有離開過那間屋。

我不能相信這是一個事實。死亡，對我來說是多麼遙遠﹔然

而，死亡，卻在我身邊發生。

死亡究竟是什麼？難道我們只可以無奈地接受它的降臨？ s 
這
各
在
種
。
各

！定位，

：，爸爸

’和他見

t我都垂

？親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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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彷彿是死寂的，窗外的天空是漆黑而可怕，厚厚的雲蓋著

天空、星星和月亮都消失得不見影蹤。

我透過細小的窗戶 ，看著有限的天空 。我心想，天空原來就只

有那個窗戶般細小，縱使我要飛上天空，天空也容不下我。

于」陣陣刺鼻的氣味， 一聲聲痛苦的呻吟，今我知這不是我的

家ρ 這是醫院裡的病房。

我沒有理會是誰把我送到醫院，我也沒有大驚小怪、大吵大

鬧，這是醫院也好， 天堂 、地獄也好，我知道沒有人再會關心我，

死與活、清醒與模糊，那叉有何關係。

爸爸很為我的事而擔心，希望我出院後搬到他的家居住 。
我拒絕了，因為我不想和後母一起生活。
於是爸爸在他的家附近買了一幢房子給我住 。 他說這可以方便

他來探味。當然 ， 這次之後 ，我們依舊以電話聯絡，沒有見面 。

自始，我就在這房間生活。

這是我的家，這裡有．．．．．．

對於我而言，世界是寧靜而
叭 燦爛的。 F!~ 我聽不到叮吵也說
( (( 不出動聽的話兒，我天生是聾啞
Y 』︱ 的’ 。

不過，我卻能夠看 。

，，我能夠寧靜的看，或者，我

比科J個能說能聽的人，看得更

37 二y 。

..',\I' 幸長~－~白恩琪，自我有記憶起，我已經住在孤兒院裡。
院長對我說，我是在孤兒院旁的一塊草地被人發現的，當時我

！熱r 只縛三個1月大
f ~~y ( ~r I· W處長一 告時我在一個藤籃中甜睡著，偶然還會微微的笑起

︱恥、O J 「＼ I, 叭回
刊） 來 ，被討此歡心。
j動主 .M.'ll拉薩屋中，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封信，是這樣的寫 ： 「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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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蓋著 琪，生於二月二日，本人無法撫養 ，請有心之人代為照顧 。 謝謝以

及對不起。」

我第一次看這封信時 ， 是五歲那年。

信中有很多字我都不懂 ， 但是我卻感覺到，寫信的是我媽媽。

從她的字跡看來 ， 她寫這封信時，我知道她一定有她的苦衷。

............................. 

來就只

是我的

大吵大
心我，

午
主

以方便

主面 。

. 

當時我

的笑起

「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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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五六歲的我，雖然不太明白院長的話，但是我知道，世界

上是有人明白我的 。

我透過于語、圖畫 ，我耐心地嘗試著去和別人溝通，漸漸地我

有τ很多朋友。
我的世界變得繽紛而充滿色彩 。

剛剛二十四歲的我畢業於大學平面設計系己一年了 。

現在我於製作公司當平面設計師，除了平面設計外，我也會替

一些兒童雜誌、幼稚園教科書畫插畫。

雖然我攻讀平面設計，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畫插畫 。

因為在插畫世界里 ，可以找到我夢想的家庭。

我想每一個孤兒也希望見到自己的父母，我也不會例外 。

不過，當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我這個夢想卻越來越遙遠了。

「兩年前於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之後投身一間大型出版社做

公司一顆微不足道的螺絲，每天都做著同樣的工作，生活枯燥無

味 。 」

這就是我現在的寫照。

在大學時，我曾讀過一兩個關於哲學的課程，嘗試過在這里找

尋人為何要活著 。

我曾經問教我哲學課的教授，人為何要活著。他說縱使我窮一

生的精力，看了全世界的哲學書，也永遠找不到這個答案。

他說這個問題只會越想越糟，想到最後，可能會發現人的生存

是再是義、浪費和無價值的，難道所有人都要因此而死嗎？他說倒
不如積極面對人生，找尋自己喜歡的東西，做自己喜歡的事。這樣

的人生，總比在死胡同內打轉來得有意義 。

理論，往往是說易行難 。

我嘗試過找尋自己喜歡的事物，可是，在這世界上，我好像甚

麼都不喜歡，那叉怎樣辦？

我真的想再找這一位教授問一下。

............................. 

包版社決定發行一系列新版小學和幼稚園的教科書。



、v

，世界 所謂新版，事實上，只不過是換換舊版中的插畫、改改舊版的

頁數、換湯不換藥。

然而新版卻比舊版貴出三成多，商人的頭腦真好丸，

公司要我找一個叉便宜叉好的插畫師，為這系列新版書作插

嘶地我

重
旦

也會替

在香港，插畫師的行頭不是很大，因為懂得畫畫的 i 大部分都

去了畫漫畫。

因為在香港畫插畫是賺不到錢的，所以香港沒有插畫師這一

行，替人畫插畫的，大都是製作和廣告公司的人。

4 。

遠了。

按計士做

＝古燥無

這襄找

戌窮一

的生存

1也說倒

。這樣

們象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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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她使用內線電話為我通傳 。

我在製作公司的大堂等了片刻，正當我在發呆之際，有人拍了

我一一卡，我轉頭一看，好一陣了也說不出話來 。

1我眼前的是一位很樸素的女子，她沒有化妝，只是塗上了淡淡

的口紅，。 美麗的嘴唇，有神的眼睛，美得令我不敢再多看一眼 。

她定定的看著我，我逃避她的眼光，把我的名片遞上說：「我

是靈心出版社的職員何日朗，請問妳是白恩、琪小姐嗎？」
她露出燦爛的笑容，點點頭 。

「白小姐你好！」我硬著頭皮說：「敝公司準備出版一系列的

兒科教科書，希望自小姐可以替我們畫書中的插畫 。 J

’ 她執起早就準備好的筆，在紙上寫：「何先生，你好！請跟我

............................. 

v·~: 爭何你說話總是垂下頭來呢？你真是個奇怪的人 。
·~ ）•. 其實有關為教科書畫插畫的事，我已經有頗多的經驗，有關合

作的事宜，我們很快就商討完畢。{' \ f把？事說過就可了下來做師事外你甚麼昀· l （＇ 何
r ， 說7 ＇ 。

A'· 雖然，J，寂靜的世界己是我習1貫和存在的空間，但是你的沉默，

依 ﹔谷O令我感到
I((( 1你1者了我一H良，變得滿臉通紅，尷尬的笑了一笑，叉沉默了下

;I t 來 。
I J:過了片刻，你說會寄有關的資料給我並問我有沒有問題 。

我搖搖頭表示沒有 。

！！向說過道別的話，和我握過手，轉身就離開了會議室 。
其實禮貌上，我是應該送你到門口，但是我還來不及反應，你

／ 茵l徑和才。
,a ;\ 你專需個奇怪的人，你不喜歡說話，對交際的方法則象一竅不

門商'iJi
t(~~il~＼~﹔一﹔也l;\j ；巧言？照叮叮．如早~＊！！D~守諾~o~. ＇ . • • 
）﹔湖Jt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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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人拍了

............................. 

了淡淡

－眼。

1 ： 「我

系列的

i青跟我

畫

有關合

也不會

沉默，

默了下

望。

應，你

：一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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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插畫 ， 畫內的世界是一個快樂的孩童世界，是我失去了而無法拾

回的世界 ﹔ 她的畫令我想起我的童年，使我感到我的失落和憂傷 。

可是畫仁拉快樂的氣氛把我那種感覺一掃而空 。



『’，

無法拾

憂傷 。

著、在唱詠著 。 你說自己不是甚麼藝術家，卻可以感受到我畫中神

秘而歡樂的世界。

，所以

找一些

畫，例

，不過

誌’是不是為了看我的插畫。

你叉變得滿臉通紅’ ，1點頭，
說是。

我發現原來你是個不喜歡
說話的人，對啊！你說你婆墓
教你「說話要精，廢話少說」。

但是，在你的筆下’，你卻
滔滔不絕的道出你的寄 ： 你喜
歡的家、婆婆、早就乎是離了時
父母，還有．．．．．．你一個汰的世

界 。

眼前的 ............................. 

也來 。

愛不釋

. 

1你為何

歡
耍
喜
玩
便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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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也可以活得快樂一點，只要你願意開啟你的心窗 。

............................. 

\ l 整頓晚餐，你都寫過不停，你說你從來都沒有對別人說過關於

自己的事。你說你感到空前的舒暢，這是你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晚 。

你向我道謝，說很感激

我。

你說你無法和別人溝通，

你感到徬徨無助，可是你沒有

嘗試過去改變。你能說卻不懂

說﹔能聽卻沒有聽。你不能和
別人溝通，因為你找不到適當

的有法 〈

我和你不就是以一臘民－

,, 支筆去溝通嗎？只要你願意，

你一樣可以用語言、手語、面

部表﹔︱育、眼神，甚至是你的心

去和那人溝通 。

吃過飯後，你用車送我回

家 。 因為太晚了，你說怕我會

有危險，所以送我到了家門前。

在家！門前，我向你作了個手語。

你搖搖頭，表示不明白我的意思 。

我拿出紙筆寫 ： 「啟開你的心窗一一開心 。」

我再向你做一次這個手語 。 你也跟著我做 。

可是你做得一點也不像，你笑了起來 ， 笑自己笨手笨腳 。

............................. 

我和白恩琪成為了好朋友 。

j嗯，： 1 「好朋友」這個詞語，是我一直陌生的，不過在不知不覺間，
I( 

叭 這個詞語竟然成為我生活的慣用語 。
tOCJ1· 

圍﹔ 從她身上，我學會了很多人與人之問的關係和溝通的方法 。 她

令我故壁畫了已往對人的誤解 。

110 



宿 。 現在一有空，我就會探望我的爸爸媽媽 。 已往我很討厭、憎恨

他們，因為他們的分開 ， 令我失去美好的童年。但是，我忽然脅覺
這些既定的事實，是我根本無法去改變，我鵬怒也好 ﹔我逃避也 ，
好 ， 問題依然存在的 。 為何我不可欣然接受，勇敢面對？

最近我探望爸爸媽媽。他們都老了很多。

在我印象中，爸爸是個大忙人 ， 在商界威風八面 。 可是在我眼前的

爸爸，髮鬢斑白 ， 面上有三分疲態四分倦意 。

爸爸要求我到他的公司工作不下數十次 ， 但是因為我不喜歡做

生意，也知自己不是一個好商人，所以我推辭了 。 但當我見到現在

的爸爸，我總希望可以做兒子的責任去幫助他，或者是．．． ！ ．．照顧
他。

............................. 

歸自於

一晚。

。明
H
V

J
F
4ι
 

. 

覺間 ，

f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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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與人之間是可以非常親近而並不疏離的。

............................. 

得關心句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你說全是我的功勞，我說真正能幫

到你的是你自己。

一月的一個晚上，你忽然來接我下班。

你帶了我到我們第一次吃晚飯的餐廳、’說是為了答謝我對你的

幫忙。
你讓我點菜，我要了一份晚餐。你好像忘了自己也要點菜，因

而讓那個待應等了半天。

你最後也要了一份晚餐，望著我失笑。

你說明天你要到北京工幹， 一星期後才回來。

你問我到過北京沒有，我說我沒有離開過香港。

1 你說你到過北京已經三次了，你用口、用手語、用筆寫叉或是
用圖畫替我道出在北京有趣的事。

............................. 

1我定定的看著你、聽著你說北京所見所聞。
我問你明天何時上機，你說早上八時正。

我看一看錶說時間都晚了，你應早點回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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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能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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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車子送我回家 。

在我家門前，你對我說你回來後就再找我吃晚飯。

我點點頭表示沒有問題 。

我叉開始為兒童雜誌畫插畫 。

你曾對我說你很喜歡我的畫 。 你說在我的插畫里，你可以看到

一個童真、和諧 、你夢寐以求的世界 。

有你這一個忠實讀者，我真的感到快樂 。

............................. 

一星期後 ，你回來了 。

我望著你，用手語說：「你回來了！你可好嗎？」

你點頭並問：「香港天氣冷嗎？妳有沒有著涼？」

我搖頭，口中卻呼出白白的空氣 。

我們都笑了起來 。

「去吃飯了好嗎？」你問。

我點頭 。

在餐廳裹，你滔滔不絕的道出北京所遇見的事 。 你的cp:冷得l

要命 ，忽然叉再問我有沒有著涼 。

我目不轉睛的望著你，你向我笑了起來，露出燦爛的笑容－o r:之
後 ，我們叉開始細訴一切事情。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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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The HKUSTSU Council is the legislature of the Students' Union. As in the previous years, the normal 

duties included the consideration and approval of application for affiliation to the Union; consideration and approval 

of application for Union subsidy; interpretation and proposing of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conduction of 

all elections of the Union; and passing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ensure the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all sub

organizations of the Union. These duties were exercis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four Standing Committees of 

the Council, as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KUSTSU. 

However,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had taken up extra duti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Union in its period of vacancy so as to maintain the basic administration and functioning of the Union. With the 

pro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Council had fulfilled some of the normal duti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provide benefits and welfare for the members and minimize the adverse effects on all members in the vacancy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ome of the remedial actions had also been taken by resolution of the Council to handle 

such extraordinary condi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later part of the report for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se actions. 

II. Composition 

The Council consists of members coming from and representing the vatious patties or sub-organizations of 

the Union whereas the three official positions were elected among the qualified members of the Council session 

by session. 

In the vacancy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total number of vacancies and official positions is 32 

whereas 27 of them were filled including only the Chairperson among the three official positions. The full list of 

membership of the Council is shown as follows : 

Name of Councilors if~}l-M..-t Position I Representation 

Cheng Yuen Shan, Vincent* ~\.itil; Chairperson 

(Vacant) (:>l#c) Vice-Chairperson 

(Vacant) ('.'l#c) Secretary 

(Vacant) ('.'llik:) President 

(Vacant) (~#c) Intemal Vice-President 

(Vacant) (~#c) External Vice-President 

(Vacant) (~#c) Financial Secretary 

(Vacant) (~Mc) Executive Committee 

(Vacant) (~Mc) Executive Committee 

(Vacant) (~Mc) Executive Committee 

Cheung Kam Wang ildU: Independent Clubs Association 

Chow Hoi Leung, Colin Jill '.U!li* Independent Clubs Association 

Lam Sai Wing, Peter {,l;.-%#: Independent Clubs Association 

Lee Tsz Kin, Eddy -+-'Ht Independent Clubs Association 

Lam Hon, Jacky i,l;.-;#l- Sports Association 

Tam Chi Shun, Marco ~-3-1-t Sport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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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k Ka On, Thomas .t~~~ House Associations 

Tang Tze Chun, Terrence ~+Ht House Associations 

Tang Wai Ting, Charis ., ltJ} House Associations 

Yuen Yiu Keung, James ;tt;\'j'lg§\ House Associations 

(Vacant) (':!l~)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Lee Suet Yee, Edith 4'c~1t Schoo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Ting Wai Man, Gloria T ;f!.,igt Schoo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Wai Man Kwan, Judy -f*t:k:1$ Schoo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Cheung Chun Sing, Phantom *'t:M' School of Engineering 

Mak Hau Tak, Eric -$-#i! School of Engineering 

(Vacant) (':!l~) School of Engineering 

Chow Shuk Yi, Sandy ti~;*1.1t School of Science 

Tse Pui Sai, Anita i#1JR ;!€; School of Science 

Yu Hok Ming, Kids ~g:a}] School of Science 

Poon Kin Man, Leonard illtx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Wong Yuk Wai, Felix i£;11!!.1f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Yeung Wai Nga, Shirley t!;t!*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Vacant) (':!l~)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Chou Chun Hung, Crystal ft) .{f}.r. Editor-in-Chief 

Chan Suk Wai, Nancy f>lt. ;;J,1.;f! Editorial Board 

Lui Shuk Ying, Stella g ;;J,1.~ Editorial Board 

Cheng Kwok Ming, Joey lilJ~ a}] Past Executive Committee 

Yip San Wa, Kelvin 1it #)f" Past Executive Committee 

* - Cheng Yiten Shan, Vincent was elected the Chairperson of the Council in the 3rd Council Meeting upon the 

resignation of the former Chai,person, Yim Fung Chun, Amity whereas no councilor is elected as the Vice

Chai1perso11 and Secretm)' of the Council upon the resignation of the former Vice-Chairperson, Wong Heung 

and Secreta,y, Chan Pui Chong. 

III. General 

1. Council Meetings 

Starting from the Six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GM) held on 26 Feb 1998, a total of 12 general Council 

Meetings were held as at 31 Jan 1999 (the 13th Council Meeting would be held on 12 Feb 1999) to discuss and 

consider all matters. No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EGM) is held. 

2. Acting Secretary of Council Meetings 

In the vacancy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Council, members of the Council was appointed in turns to be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Council Meetings and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3. Attendance 

The attendance of all councilors in the Council Meetings (starting from 4th Council Meeting onwards) was 

shown as follow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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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Council Meetings 14'-~itit~ J:l J!tl 
Name of Councilors Representation 21 30 3 7 26 29 5 3 15 12 

itiOHi.t ,f\4z_ Ill 1ll I ~#. Apr May Jul Aug Aug Sept Nov Dec Jan Feb 

Cheng Yuen Shan, Vincent Jil7G lll Chairperson ,I ,I ,I ,I ,I ,I ,I ,I ,I 

Poon Kin Man, Leonard l'li~X Popularly Elected ,I ,I ,I ,I ,I ,I ,I ,I 

Wong Yuk Wai, Felix 8:11!!1$ Popularly Elected ,I 0 ,I !Kl ,I ,I ,I ,I 

Yeung Wai Nga, Shirley ;j'ij@~ Popularly Elected ,I ,I ,I 0 ,I ,I ,I ,I 

Lee Suet Yee, Edith $~,(ft SBM 0 ,I 0 ,I ,I 00 ,I ,I 0 
Ting Wai Man, Gloria Tl@ffk SBM ,I ,I ,I ,I ,I ,I ,I ,I ,I 

Wai Man Kwan, Judy wf>Cltt SBM ,I ,I ,I ,I 0 ,I ,I ,I ,I 

Cheung Chun Sing, Phantom muui SENG ,I ,I ,I ,I !Kl ,I ,I ,I ,I 

Mak Hau Tak, Eric ¥~1! SENG ,I ,I ,I 0 !Kl !Kl ,I !Kl 0 
Chow Shuk Yi, Sandy il*fft SSC! !Kl ,I ,I ,I ,I ,I 0 ,I 0 
Tse Pui Sai, Anita Wi!Pi\!!i SSC! ,I ,I ,I ,I ,I ,I 0 ,I ,I 

Yu Hok Ming, Kids *'*IJij SSC! ,I ,I 0 ,I ,I ,I ,I 0 !Kl 

Kwok Ka On, Thomas *Ii~~ House ,I ,I ,I ,I ,I ,I ,I ,I ,I 

Tang Tze Chun, Terrence ~;{$~ House ,I ,I ,I ,I ,I 0 0 ,I ,I 

Tang Wai Ting, Charis •ifn1-H'f House !Kl ,I 0 ,I ,I ,I ,I ,I 0 
Yuen Yiu Keung, James :a~ium House ,I ,I ,I ,I ,I ,I ,I ,I 0 
Cheung Kam Wang 5R~~ !CA ,I ,I ,I !Kl ,I ,I ,I ,I ,I 

Chow Hoi Leung, Colin fij llllfm !CA ,I ,I !Kl 0 !Kl ,I 0 !Kl ,I 

Lam Sai Wing, Peter **i!t~ !CA ,I ,I !Kl ,I !Kl IBI 

Lee Tsz Kin, Eddv $::fOO !CA ,I ,I ,I ,I ,I ,I ,I ,I ,I 

Lam Hon, Jacky **~ SA ,I ,I ,I !Kl 0 !Kl ,I 0 
Tam Chi Shun, Marco ~::f-rn SA ,I ,I ,I ,I ,I 0 ,I 0 
Cheng Kwok Ming, Joey ~l~!Jij PastExco ,I 0 ,I ,I Ill Ill ,I ,I ,I 

Yip San Wa, Kelvin ~~· Past Exco ,I ,I ,I ,I ,I ,I ,I ,I ,I 

Chou Chun Hung, Crystal fltl$iu: Editor-in-Chief (EB) ,I ,I ,I ,I ,I ,I ,I ,I 0 
Lui Shuk Ying, Stella l'l*~ EB ,I ,I ,I 0 ,I ,I ,I ,I ,I 

Chan Suk Wai, Nancy I**• EB ,I ,I ,I 0 ,I ,I Ill ,I ,I 

* -All attendance was counted from the 4'" meeting onwards. 

4. SU Council Bulletin 

The SU Council Bulletin was first launched on 10 Aug 1998 and thereafter issued once after each Council 

Meeting (around once a month) to keep students and societies informed about the recent news and resolution of 

the Union Council, which are surely of the concern of them. It is normally by e-mail to all student societies and 

ENB postage. A total of 6 issues were published as at 31 Jan 1999 and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in the coming 

session of the Council. 

5. Homepage 

The homepage of the SU Council was first established on 1 Jan 1999 and thereafter maintained to keep the 

public informed about the details and recent news of the HKUSTSU Council. It is expected to be maintained 

continuously in the coming session of the Council. 

6. Honorary Auditor 

Mr. Leung Wing On was appointed as the Honorary Auditor of the 6th session of the HKUSTSU in the 6th 

Council Mee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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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Standing Committees of the Council 

A. Affiliated Societies Committee 

1. Membership List 

Name of Councilors fr~ J1-kl-t Position I Representation 

Cheng Yuen Shan, Vincent 111;;t ill Chairperson (acted for Vice-Chairperson) 

(Vacant) (~Mc) Secretary 

(Vacant) (~Mt) Internal Vice-President 

Chow Shuk Yi, Sandy iliF;;JR.1l School Societies 

Lee Tsz Kin, Eddy 4'-f1ii Independent Clubs Association 

Tam Chi Shun, Marco tifl.-f1t Sports Association 

Yuen Yiu Keung, James ;rt_:iifB~ House Associations 

Poon Kin Man, Leonard ilJtx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2. Suspension ofAf]iliation Status oflnactive Affiliated Societies 

The Committee had recommended to the Council that the affiliation status of the following affiliated societies, 

whose Executive Committee had been vacant for a long period, shall be suspended indefinitely : 

Green Melody 

Hockey Club 

Horticulture Club 

Japanese Society 

Model Society 

The Philatelic and Numismatic Society 

Independent Club 

Sports Club 

Independent Club 

Independent Club 

Independent Club 

Independent Club 

The recommendation was approved by the Council in the 6th Council Meeting and subsequently announced 

on 6 July 1998 with immediate effect. 

3. Management ofAf]iliated Societies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inactive states of some affiliated societies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available 

resources for student activities, the Committee had drafted a "Proposal on the Management of Affiliated Societies" 

which aims to systemize the management procedures and subsequent procedures of suspension of affiliation 

status, if applicable. The proposal was accepted by the Council in the 8th Council Meeting and thereafter announced 

to all affiliated societies on 31 August 1998 with immediate effect. In brief, any society whos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vacant for two sessions would automatically fail to reserve its affiliation status. 

4. New Application for A[filiation to HKUSTSU 

Within the 6th session of the Union, the Committee had received a total of 6 applications for affili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had been made to the Council. Among the 6 applications, l of them was rejected by the Council 

while all other 5 application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affiliation procedures and are now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affiliated societies of the HKUS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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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lication Descrintion 
Rotaract Club of HKUST Annroved and successfullv established uoon aooeal after first reiection. 
Dragon Boat Club Approved and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Chinese Culture Society Approved and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Rugby Club Approved and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upon appeal after first rejection. 
Chinese Orchestra Rejected. 

Netball Club Approved and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5. Amendment of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s ofAoplication for Affiliation to HKUSTSU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uncontrolled expansion of the number of affiliated societies, the Committee had 

reviewed and proposed amendment to the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s of application for affiliation to HKUSTSU. 

The proposed amendment was approved by the Council in the 10th Council Meeting with immediate effect. In 

brief, the applicant should obtain support from more than 8% of full members of SU instead of 3% as in previous. 

6. Reallocation of Notice Area 

The Committee had worked in co-operation with EMO to reallocate the available Notice Area to different 

groups of affiliated societies. The signage of the Notice Area were renewed subsequently. The announcement was 

made on 13 September 1998 and the renewal process was completed on 22 September 1998. In brief, the "Today's 

Event", "Event This Week", "Event Next Week" and "Coming Events" were cancelled and new signage "Public 

Notice" was introduced. 

7. EMO Communal Area Booking Policy 

Upon receiving complaints from some affiliated societies on the current communal area booking policy at 

EMO, meetings had been conducted with EMO to explore any possible improvement. With consultation of the 

Council in the 9th Council Meeting, immediate action had been taken to rectify the booking policy which avoid 

abuse of advance booking by school and departmental societies in the name of academic departmental offices. 

8. Regul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Organizing Charity Function 

In view of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charity functions as organized by affiliated societies, the Committee had 

proposed the "Regul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Organizing Charity Function" which aimed at imposing limiting 

regulations and providing advisory guidelines for affiliated societies to ensure the proper financing of these charity 

functions. The proposal was approved by the Council in the 10th Council Meeting and thereafter announced on 

the Society Meeting on 12 November 1998 with immediate effect. 

9. Changing E-mail Accounts 

To clarify misunderstanding, the Committee had proposed to change the e-mail accounts of all affiliated 

societies with new initials of "su_" instead of ".sa_" with according changes of web page of affiliated societies. 

The proposed action was supported by SAO and accepted by CCST. The change was effective from 1 Feb 1999 

onwards with two-month Phase-out period. 

10. Society Information Sheet 

The Committee had prepared a standardized "Society Information Sheet" and is available at SU office. With 

immediate effect, affiliated societies are only required to fill in the information sheet whenever session changed 

and submitted the filled sheet to SU. Societies are thereafter no longer required to duplicate the same information 

to 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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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onstitution Committee 

1. Membership List 

Name of Councilors #~.l<l~~ Position I Reoresentation 
Cheng Yuen Shan, Vincent j~j(, Ji Chairperson 

(Vacant) ('?l.J-k.) Vice°Chairperson 
(Vacant) ( 31: J-k.) Secretary 
(Vacant) ( '?l J-k.) President 

Chou Chun Hung, Crystal %)$--~ Editor-in-Chief 
Mak Hau Tak, Eric :;--}f:1.t School Societies 

Lam Sai Wing, Peter ,If.ill:-#' Independent Clubs Association 
Tam Chi Shun, Marco iJ-t1-t Sports Association 
Tang Wai Ting, Charis tr tf~t House Associations 

(Vacant) ('?l J-k.) .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2.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 ofHKUSTSU 

The Committee had conducted annual review on the Constitution of HKUSTSU and thereafter proposed 

amendment to the Council for consideration. The Council had endorsed the proposed amendment with minor 

modification in the 11th and 12th Council Meetings and hence included in the agenda of the Seven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for considerati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ncluded amendment on Article 5, 7, 8, 10 and 11 of 

the Constitution. 

C. Election Committee 

1. Membership List 

Name of Councilors #llffi~~ Position I Renresentation 
Cheng Yuen Shan, Vincent $.~ 7(, Ji Chairperson 

(Vacant) ( '.'}: J-k.) Vice~Chairperson or Secretary 
Cheung Kam Wang w:.i*jz Independent Clubs Association 

Kwok Ka On, Thomas :t~~* House Associations 
Wong Yuk Wai, Felix i.£M.1t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Cheng Kwok Ming, Joey $,~ ~ ij}) Past Executive Committee 

Yip San Wa, Kelvin 'j(t-nJj-. Past Executive Committee 

2. SU By-election 1998 

Due to the vacancy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four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the SU By

election 1998 was held by the Committee on 5 & 6 May 1998 (10:00 - 18:00 daily) at Atrium. Three nominations 

for th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were received and they were all successfully elected with the following 

ballot results : 

No.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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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For 

YEUNG Wai Nga 494 

POON Kin Man 489 

WONG Yuk Wai 473 

Number of votes 

Against Abstain Invalid 

68 42 11 

66 45 13 

78 4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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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no nomination fo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received and hence the Election Committee 

announced that the 6th sess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ould remained vacant for the whole session. 

3. SU Annual Election 1999 

The Committee have been conducting the SU Annual Election 1999 on 10 & 11 February 1999 (10:00 -

18:00 daily) at Atrium. The cabine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the four vacancies of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of the 7th session of the HKUSTSU were opened for nomination and election. In 

the vacancy of previous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Election Committee would also conduct an open forum for the 

nominated cabinet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n 4 February 1999 at LG7 Canteen. 

Up till 22 Jan 1999, a total of two nominations for the cabine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namely the 

UNIQUE and CO-ACT, were received whereas one nomination for the cabine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namely .J, 
il,i , was received. No nomination for th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is received. The vote counting would be 

held immediately after the close of balloting and the ballot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would be announced on 12 Feb 1999. 

D. Finance Committee 

1. Membership List 

Name of Councilors ~~JHt..t Position I Representation 

Cheng Yuen Shan, Vincent $.~ JG 1-4 Chairperson 

(Vacant) (3': Mc) Financial Secretary •. •< •. 

Lui Shuk Ying, Stella t,;;r,z~ Editorial Board 

Chow Hoi Leung, Colin %) j{Jt:f* Independent Clubs Association 

Lam Hon, Jacky ttitif Sports Association 

Tang Tze Chun, Terrence 1!Jl#.~t House Associations 

Lee Suet Yee, Edith -'t~1i'l School Societies 

Yeung Wai Nga, Shirley tl~iit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2. HKUSTSU Master Budget 98-99 

In the vacancy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he Financial Controll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had taken up the 

responsibility to draft the Master Budget 98-99 of the HKUSTSU and submitted to the Committee for consideration. 

Recommendations on all submitted items had been made by the Committee and thereafter submitted to the Council 

for approval. The Council had eventually passed all items in the Master Budget 98-99 with some minor amendments. 

3. New System ofSubsidyApplication 

The Committee had proposed a new system of subsidy application which combined the previous duplicated 

subsidy application systems of SU and SAO. Affiliated societies are thereafter required to submit one application 

to SU for applying subsidy from both SU and SAO. All applications would then be first considered by the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would then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uncil on the amount of subsidy that should be 

allocated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ubsidy to be offered by SU and SAO. The Council would then 

approve the recommendations by resolution. The new system was approved by the Council in the 6th Council 

Meeting and thereafter be effective from 20 July 1998 on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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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ubsidy Application Processing 

The normal duties of the Committee included processing of the subsidy applications. All applications received 

were considered in batch and recommendations were hence made to the Council for approval. The summary of all 

subsidy applications processed are listed as follows : 

Received from 1 March 1998 to 30 June 1998 under the previous application system: 

SU SAO 

Total Number of Applications Received 65 73 

(#601 - #665) (#601 - #673) 

Total Number of Applications Processed 58 66 

Total Number of Hold Applications 7 7 

Total Number of Benefited Affiliated Societies 21 21 

Total Amount of Subsidy Allocated $29,989.80 *$29,529.00 

Received from 20 July 1998 to 8 January 1999 under the new application system : 

SU 

Total Number of Applications Received 153 

(#6001 - #6153) 

Total Number of Applications Processed 138 

Total Number of Hold Applications 15 

Total Number of Benefited Affiliated Societies 46 

Total Amount of Subsidy Recommended to SAO *$35,041.00 

Total Amount of Subsidy Approved by SU Council $106,254.60 

* - The amount referred to the total amount of subsidy recommended to the SAO and the actual approval of the 

subsidy was subjected to the final decision of the SAO. 

Subsidy for Orientation Week 98: $400.00 per each society x 85 societies=$ 34,000.00 

5. HKUSTSU Financial Report 98-99 

In the vacancy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he Committee had employed Accountant Firm (Liu Kin Chung 

& Co.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to compile the Financial Report 98-99 of the HKUSTSU. The employment 

fee required was already included in the Master Budget 98-99. 

V. Remedial Actions in the Vacancy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t is regretful to note tha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HKUSTSU for the 6th session had remained 

vacant after the SU By-election 1998. During this critical period, the Council had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the basic ope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on. Thanks to the recommendations given from the 

Council of the previous years, a series of remedial actions had been introduced to tackle such special problematic 

situation of the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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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KUSTSU Master Budget 98-99 

In the vacancy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he Financial Controll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had taken up the 

responsibility to draft the Master Budget 98-99 of the HKUSTSU and submitted to the Finance Committee for 

consideration. 

2. Bank Account Signers 

With the pro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KUSTSU, the bank account of the Union shall be operated 

by any two of the three members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resolution of the Committee in the 

vacancy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ith consent of the Council, the authorized bank account signers of the 6th 

session of the Union were the following three members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 

CHENG Yuen Shan, Vincent 

LUI Shuk Ying, Stella 

YEUNG Wai Nga, Shirley 

3. Megasale 

Chairperson of the Council and Finance Committee 

Financial Controller of Editorial Board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In the vacancy of the Welfare Committee, the Council had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2nd Council 

Meeting,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previous Union session to organize one Megasale on April. After that 

Megasale, the Council had eventually decided, by resolution in the 4th Council Meeting to suspend all Megasale 

within the 6th session of the HKUSTSU until further notice or the end of the session. Owing to complicated 

responsibilities of Megasale-like function, all affiliated societies were not allowed to organize similar function 

during this period. 

4. SU Print Shop 

In the vacancy of the Welfare Secretary, the Council had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2nd Council Meeting, 

YEUNG Wai Nga, Shirley to be the Person-in-charg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SU Print Shop for the 6th session. In 

addition, the Council also decided, by resolution in the 2nd Council Meeting,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HKUSTSU and the Seattle Photocopy Service Company to avoid complication in monitor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Starting from June 1998 onwards, the SU Print Shop was solely operated by the HKUSTSU with 

the employment of a Print Shop Attendant. 

5. SU Co-op Shop 

In the vacancy of the Welfare Secretary, the Council had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2nd Council Meeting, 

YEUNG Wai Nga, Shirley to be the Person-in-charg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SU Co-op Shop for the 6th session. 

6. Management of the Big Character Wall 

In the vacancy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Council had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4th Council 

Meeting, the Editorial Board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Big Character Wall for the 6th session 

with all regulations remained unchanged. 

7. SU Orientation Camp 98 

In the vacancy of the Social Secretary, the Council had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2nd Council Meeting, 

LAU Hin Jeung, Lesile to be the Person-in-charge of a group of interested students to organize a small-scaled SU 

Orientation Cam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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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98 Orientation Affairs Committee 

In the vacancy of the Internal Vice-President, the Council had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4th Council 

Mee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1998 Orientation Affairs Committee (OAC). With the provision of the "Working 

Rules for the 1998 Orientation Affairs Committee, HKUSTSU" approved by the Council in the same Council 

Meeting by resolution, the OAC was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co-ordinatory matters concerning 1998 orientation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Orientation Day, Orientation Camp and Orientation Week). 

The Committee consisted of nominated representatives from different groups of affiliated societies to ensure 

proper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mmittee. The OAC was chaired by LAU Kai Chi, Dick as elected among the 

committee members. The Affiliated Societies Committee (ASC) of the Council was responsible for supervising 

the work of the OAC and handling any complaints related to the OAC.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ASC, YUEN 

Yiu Keung, James, was appointed for the task. 

9. SU Diary 98-99 

In the vacancy of the Welfare Secretary, the Council had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4th Council Meeting,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YEUNG Wai Nga, Shirley to publish the SU Diary 98-99. The Diary was then delivered 

to members during the Orientation Week counter. 

10. SU Membership Card 98-99 and Orientation.Week Counter 

In the vacancy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Council had taken up the management of the Orientation 

Week counter during the first two weeks of the Fall Semester 1998. The counter aimed at helping members for the 

processing or renewal of their SU Membership Card 98-99 as well as the delivery of the SU Diary 98-99. Due to 

the shortage of human resources, the counter was opened for only 6 days with shortening daily opening hours. 

The newly processed Membership Cards were returned to the freshmen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Student Identity 

Card by the ARR. 

11. HKUST Student Outreach Day 98 

In the vacancy of the Public Relations Secretary, the Council had taken up the responsibility to co-ordinate 

the HKUST Student Outreach Day 98 with the PAO. The Chairperson of the Council had been responsible for co

ordinating the student activities of the event, which included the display counters of student societies, student 

performance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FA and SAO), campus tour and hall tour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five 

House Students' Association). 

12.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In the vacancy of the External Vice-President, University Affairs Secretary and Academic Affairs Secretary, 

the Council had ta.ken remedial actions to nominate respective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a. Student Representative in the JCSF 

The Council had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5th Council Meeting, KO Wen Yu, Koko to be the student 

representative of HKUSTSU in the JCSF for the 6th session of the Union. 

b. Student Representative in the HKFS 

The student representative of HKUSTSU in HKFS remained vacant in the 6th session of the Union. 

c. UG Student Representative in the Student Disciplinary Committee 

The Council had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9th Council Meeting, the nomination of KWAI Ching to be 

the UG student representative in the Student Disciplinary Committee with one-year appointmen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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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G Student Representative in the Library Committee 

The Council had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9th Council Meeting, the nomination of LAI Wan Wa, 

Veronica to be the PG student representative in the Library Committee with one-year appointment period. 

Other representatives 

Upon the formation of the three Provisional Committees in the 9th Council Meeting, the nomination of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was then made by the respective Provisional Committees. (Please see below.) 

13. Student Senator and Observer 

In the vacancy of the Academic Affairs Secretary, the election of the Student Senator was held in the 7th 

Council Meeting after posting ENE for recruitment. Among the three candidates, YU Hok Ming, Kids was elected 

and hence the Council had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7th Council Meeting, the nomination of him to be the 

UG Student Senator with one-year appointment period. 

In the vacancy of the President,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HKUSTSU in the University Senate was also 

vacant. Upon negotiation, the Council had put up the request, by resolution of the 9th Council Meeting, to the 

University Senate for a seat of Senator Observer during the period of vacancy of the Presid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the Council had also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same Council Meeting, the nomination of KO Bo Yee, 

Jodie to be the Senator Observer during the period of vacancy of the President. 

14. Provisional Committees 

In the vacancy of the Welfare Committee, University Affairs Committee and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the Council had delegated, by resolution in the 9th Council Mee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visional Welfare 

Committee, Provisional University Affairs Committee and Provisional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and the 

respective Person-in-charge to take up som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original Sub-Committees. The three 

Provisional Committees shall work with the provision of the "Working Rules for the Three Provisional Committees" 

approved by the Council in the same Council Meeting by resolution an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ouncil. 

a. 

b. 

Provisional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had recruited 15 volunteers and was leaded by YU Hok Ming, Kids and had performed the 

following duties : 

- Student representative on the Engineering School Board (Postgraduate) was recruited and nominated by 

the Committee. 

- An Academic Affairs Meeting was conducted by the Committee on 23 Nov 1998 to collect opinions on 

any academic issues. All Academic Secretaries of departmental societies and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of 

academic-related committee we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Provisional University Affairs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had recruited 30 volunteers and was leaded by WAI Man Kwan, Judy and had performed 

the following duties : 

-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on the "Working Group of the Contracts for Student Medical and Dental Services" 

and the Catering Advisory Committee were recruited and nominated by the Committee. 

- Survey on the medical and dental services in campus was conducted and meeting with SAO was arranged 

to discuss on the related problem. 

12s wings6.3 



- Meetings with the management staff of LG5 Food Court, LG7 Canteen and Seafront Snack Shop and the 

Student Catering Committee were arranged and opinions on the food quality, customer services, food 

varieties and the price rise were reflected. 

- Survey concerning the constmction of indoor swimming pool was conducted and meeting with EMO was 

subsequently arTanged to reflect tµe results of the survey to EMO. 

- Meeting with EMO concerning the suspension of lifts, meeting with CSO concerning the arrangement of 

bus stations in UST and meeting with CSO concerning the "Proposed Changes in GMB 104 Service 

Pattern" were arranged. 

- The Committee had also received complaints from students and subsequently reflected the problems to 

related university offices. These included re-consideration policy of hall application appeal and room 

change arrangement during renovation work in the Winter Break. 

c. Provisional Welfare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had recruited 13 volunteers and was leaded by YEUNG Wai Nga, Shirley and had performed 

the following duties : 

- The 1999-2000 SU Calendar was designed and eventually distributed to all members on the first week of 

Febmary 1999. 

- Survey on welfare-related matters had been conducted by sending 1000 questionnaires on November 

1998. The questionnaire focused on the service of the Co-op Shop and Pdnt Shop. All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had been analyzed. 

- The Committee had reviewed the types of selling items and selling prices of all items of the Co-op Shop. 

15. HKUSTSU Financial Report 98-99 

In the vacancy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he Finance Committee had employed Accountant Firm (Liu Kin 

Chung & Co.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to compile the Financial Report 98-99 of the HKUSTSU. 

VI. Conclusion 

The 6th session (1998 - 1999) had been a hard time for the HKUSTSU. The Students' Union had first 

experienced the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vacancy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ope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on was seriously affected and th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members of the Union could by 

no means be completely avoided. Yet, with the pro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KUSTSU, the Council had 

taken up the necessary administrative and financial matters of the Union and hence shouldered the heavy burden 

of maintaining the basic operation of the Union. 

Apart from its normal duties, the Council had also taken a series ofremedial actions (with consideration of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Council of the previous session) to tackl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and minimize the 

adverse effects on our members. Thanks to the enthusiastic support of some volunteers, the extra workload of the 

Council had been kindly shared. Fortunately, the Union had eventually passed the critical time with anticipated 

proper transaction to the newly elected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subsequent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session of 

the Council. 

Approaching the end of the 6th session of the Union, it experienced another glorious "first time",that is, 

two cabinets were nominated for the 7th sess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t clearly indicated that the Students' 

Union had passed the trough and prepared to begin its new session with great confidence. The competi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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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on helped boosting up the quality of the nominated cabinets and the winning cabinet will soon be elected and 

ready to show us the choice of the members is indeed the correct one. I'm sure that all members have been longing 

for the brand new era of the Students' Union in the coming year 2000. Although the previous year is not a easy 

time, the Students' Union did learn from experiences and this would certainly helped improving the work of the 

Students' Union in the future, yet, may this undesirable harsh period never reappeared in the future of the Union.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n behalf of the HKUSTSU Council 98-

99, our best wishes to the new session (1999-2000) be every success. 

VII. Acknowledgement 

As described throughout this repor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workload of the Council had increased by so 

much.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all the councilors of the 6th session of the 

HKUSTSU Council for their patience and helpfulness throughout the year, with special appreciation to those who 

had been once appointed as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Council Meetings, Society Meeting and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It is obvious that the Council alone would not be able to handle the sudden heavy burden of the whole 

Students' Union and it was a fortune that a number of volunteers had devoted selflessly for helping out the Union. 

Whereas the co-operation of all affiliated societies and the kind tolerance of all members are equally essential, I 

am also indebted for the zealous support and appreciative enthusiasm of the following volunteers (list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that had helped the Students' Union in the critical period: 

CHENG Kwok Ming, Joey 

- for helping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tudent activities in the HKUST Student Outreach Day 98. 

KO Bo Yee, Jodie 

- for being the Student Senator Observer in the period of vacancy of the President. 

LAU Hin Jezmg, Lesile and his accompanies 

- for organizing the small-scaled SU Orientation Camp 98. 

LAU Kai Chi, Dick and the members of the 1998 Orientation Affairs Committee 

- for participating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to help co-ordinating all the orientation activities. 

LUI Slmk Ying, Stella 

- for taking up the extra responsibility of drafting the Master Budget 98-99 of the HKUSTSU. 

WAI Man Kwan, Judy and the members of the Provisional University Affairs Committee 

- for participating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to take up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Affair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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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UNG Wai Nga, Shirley 

- for leading the Provisional Welfare Committee, taking up the work of the Print Shop, Co-op Shop and 

publishing the SU Diary 98-99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Editorial Board. 

YU Hok Mi11g, Kids a11d the members of,the Provisional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 for participating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to take up the work of the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Provisio11al Welfare Committee 

- for participating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to take up the work of the Welfar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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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of Report ---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HKUSTSU Council 98-99, 

~ 
CHENG Yuen Shan, Vincent 

Chairperson 

Date: 25 January 1999 



>p, Co-op Shop and 

'airs Committee. 

nittee. 

1alf of the 

•uncil 98-99, 

少？ζ

Shan, Vincent 

ry 1999 



市場秘書曾穎琪

終於是 w in gs 6. 3 了，亦代表上”莊 ’，
生濫的完結。上 ”莊”峙的熱誠和理想，

期間開心、失望、面對挫折的感覺，已變
成大學生活中深刻的回憶 。

趣味版黃詠詩

在這個莊 ， 我學到好多技術性的東西。但其
實我最珍惜的 ， 是在這一年多的時間和各莊

員建立的友誼 ！

趣味版顏珮珊

付出時間和心血，

換來經驗與友誼。

專題版梁耀章

美術溫敏琦
Be s t Wishe s for a l l 

校園版香瑞好

對於wings ’ 縱使它有使我失望的地
方 ， 但我永遠也不會後悔成為它的一

份子． ．．
那些回憶一生也不會離開我． ．．開心
的、傷心的、那哭過笑過的日
子．

這一年，付出了無數個不眠不休的晚上，
目標是振翅高飛，得失苦樂 ， 都經歷過

了 ﹔ 如今，是易手的時候 ， 但願新一屆的

wingster S ’亦能在 4029 實踐他們的理
想。

專題版黃俊傑

過去一年所發生的，都是我
可貴的回憶。

將來會是怎樣？不知道。

但回憶是不變的吧

校園版郭虹均

財務秘書呂淑瑩

剛剛熟習了排版，叉是落莊的時候 。

有點兒舒口氣的感覺，亦有一點兒不習慣，

不知沒有 \Vi 月s 的日子會怎麼過呢？

在上莊這一年 ， 給我難忘的回憶 ！



頭珮珊

！和心血，
j與友誼 。

﹔眠不休的晚上，
苦樂，都經歷過

：，但願新一屆的
29 實踐他們的理

’的，都是我

不知道 。

吧，. .

到貴，

行政秘書葉永新

可以卸下沉重的工作 ，理應上是開心的 。
然而，同時間地，心坎里卻有著一種失

落．．
一起”通頂”、”庇護”的日子是愉快的．．．
無論如何，這是令人回味的一年 ，．

即使任務完了，留下來的將會是一段美好的回
憶

社會版王玉婷

從來也沒想過自己會 OR 可以

參與編緝工作 ，眼前一本本的

振翅帶來了許多的回憶
在難捨之際，要多謝莊員的支

持及幫忙 。

副總編輯陳淑慧

上莊一年，
橫跨兩 5帥，

出 wings 三本，
舉目四顧，
皆是五味。

艾藝版蔡崢瑜

很辛苦，但很快樂。

總編輯周春紅

上莊吧 。落莊了 。

日子縱是少，

回想起上莊前對wings的種種希

冀，雖然不能全數實現，但其

中的寶貴經驗，卻是學生受

用，教人難以忘記 。

笑與淚卻如何了！
科技版羅智偉

祝下屆莊工作順利 且 ，．

排版蔡家銘

I am very happy to be a member of the Wings. Not only 
because I can learn many things , I also met lot s of good 
friends. IV巴 a 1 ways ha s a family 
atmosphere in our SOC room . 

排版姜澤銘

美術陳心慧

別了，振翅．．．．．．
別了， 4029 .... 
日佐願新莊「墨i崗」亦能熱誠投入 ， 振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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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j種科技六學公共事務處江博士反曾UI阻

會計學系學生當 前宣

組織反管理學學系學生信 Jenny Wai 
工祟工程反工程管理學生會 昌﹛闖闖

莒j種科技六學計算反電訴中／/j

置j巷科技六學指購fsB

n1qnk yo{ 
雷j巷科技六學訪客反詢問中心

雷j巷科技六學藝ij中／/j

莒j巷科技六學語吉自學中／/j

物理系副教授與六琪博士

電機反電子工程系助理教授對閥坤博士

電腦皮電子工程系助理教授區子廉博士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眼公司 李致開
與潔無

員金質

區恩j
廉政公署

穴龍巴士（一穴三三）有眼公司
廣告部反公共關係fsB

畏艱哥全服務隊

τ＼？a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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