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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辰翅」一一一本歷年由我們編輯委員會精心

製作的刊物，終於成功面世。

製作刊物，聽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

只是一疊百餘頁的紙張，卻累積了我們莊員數

之不盡的心血和精神。由釐訂文章主題、聯絡、

採訪、撰稿、校對、設計、排版、印刷、修正等

等，不知道花了多少光陰，耗了多少精神 。直至

《振翅10.1 》真正可以面世， 看見我們「覓衡」的

心血結晶品，所付出的一切，都變得不重要。

作為科大學生會唯一的法定文字工作機構確

實不容易。我們不敢說自己的所見所聞一定比別

人多，但是希望透過我們對這份工作的熱誠和使

命感所產生的拼勁，驅使我們竭盡所能為大家搜 ’

羅各式各樣的資訊。

回想一年前新生入學，自己仍是一無所

知，通過參與不同的活動，加深我對科大的認

識。上莊後，更發覺自己的學識淺薄。編輯委

員會實在教曉我許多許多 ， 令我深深感受到大學

除了幫助自己提升學術水平，亦需培養出多方面

的知識及技能，發展全人教育。我們希望《振

翅》能夠發揮這種作用，帶給同學多元化及全面

的資訊，讓新生能夠更快融入校園，讓同學能夠

更了解社會及其他資訊，敢發思考，擴闊眼界。

「尋覓己見，衡量他思」

這是本屆編輯委員會名字「覓衡」的由來，

亦是我們對各位同學的承諾。我們必定會堅守

承諾 ，並肩負起編輯委員會的使命 。

最後，謹祝各位在新學年學業進步，並請細

味欣賞《振翅 10.1 》

總編輯林酥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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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繫 EB 上﹔在之旅，未落莊先興奮 ﹒

設計總監 EJna ︱凍iili珊

上莊 ＝ 辛苦 ＝ 開心

設計總監 Ken 羅樂濤

力﹝l入編t偕委員會 ， 結識志同道合的莊員，

被我可H寄一切不順意的事情拋諸腦後，

Ll!i'i我們發揮蝴蝶效應，凝歎渺小的力量，

產生強大的影響力 ， 遍及整個科大校園，

願我們化蝶，振翅 ！ 高飛 ！

財務總監 Bill y 李文傑

轉眼 i二莊已半年

工作雖然很辛苦

但我為我能成為

E B 一員感到驕傲

副總編輯

Ern il y i易穎如

不經不覺已經上了莊半年，

與莊員合作無間，

當中有苦也有樂，

感謝每位莊員的幫助及支持 。

﹛振翅 l 0. 1 ﹜ 終於面世 ，

這只是我們的開始 ，

我們以後會為大家帶來更多資訊 。

行政秘書 Veronica 劉凱琳

不經不覺，上莊已經半個年頭了 。

回望，所做的事實在很多很多 ： 宣傳 、 開

會、撰稿、校對．．．．．．當中，辛苦是少不兔

的，學執也偶有發生，我的成緝更是一落

千丈 。

展望，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振翅》早日

《振翅之高飛報》還有幾期要出版 。 但是，

我仍很有衝勁往前走，因為要振翅 、 要高

于罷，一直都是編緝委員會宗旨 。

副總編輯 Well s 何建榮一

雖然上莊要AGM 、又要開會、又要趕幾

千字的稿﹒．．．．．但同時亦會識到一班同舟共

濟的朋友 ﹔ 學懂分配時間和在壓力下工作

官已F凶。吼叫1 1卅『站站4國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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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宣傳、闕

， 辛苦是少不兔

的成績更是一落

要走，《振翅》早日

︱要出版 。 但是，

為要振翅、要高

刀之旨 。

3會、又要趕幾

鼓到一班同舟共

翔在壓力下工作

』叮ll.J!.I.迋立宣

帝電守軍1

上莊

是一個機會

去擴闊自己的視野

去證賞自己的能力

完成工作

高飛出版

那份滿足感真正難以言喻

努力雖然未必會獲得認同

「我手寫我心」亦不容易做得到

自問仍會盡力去做

去學習

喜歡與莊員一起渡過的時光

一向相信緣份即機會率

珍惜一起工作

一起玩樂的機會

亦多謝大家對我的支持與包容

尋覓己見

衡量他思

不只是編委會的抱負

亦已成為自己做人的宗旨

很喜歡編委會刊物的名稱

振翅﹒高飛

我想、大家一定聽過以下這首詩 「繃禾日

當午，汗滴禾下土 ， 誰知館中餐 ，粒粒皆

辛苦 。 」這是李紳（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是

誰，哈哈 ！ ）的詩，這本 Wings 結集了各

Jongmat巴們的心血，可謂 「字字皆辛

苦」’「有血有淚」。不過，我想流最多血

最多淚的是總編輯和兩位副總編輯，因為

他們為編委會不知握了多少個通宵，．． ．．．．

社會版執行編輯 Anni巴余雪婚

Wings 與高飛

戰爭與和平
讀書與工作

宵夜與早茶

O' Camp 與0’ Day
還有號外﹒．．．．．

這盡是 EB 的生活點滴

很關心成為 EB 人

有班好莊友

社會版執行編輯

Dominic 曹振傑

在眾多莊之中，與其說是我逛了 EB ，不如說是EB退了我 。

不論在未來日子會遇到甚麼障礙， ﹔ 我，甘於接受挑戰 。

自姆雷宣傳單輯﹒

還過諮詢次會到獨

尊賀科﹒續寫 lt

章. .t諮詢笛個過

程﹒.勘經歷都叫

人認自1忘惕。

文藝版執行編輯 Eulophia 郭甫詩

學題閥割彷續留

Jenny 霞爾國

上莊好好好好忙，熬夜開會、趕稿，弄到眼

袋越來越大 ， 就到不能磨滅的地步，真慘 ！

不過能有一個角落讓我寫想寫的東西，很不

錯 。 還有，能認識到這一班好莊友一起熬

夜、一起玩，是這灰上莊最大的收穫 。

文藝版執行編輯 Cynthia 陳純薇

願與科大同學共勉之 主躍躍串連個月﹒裂”。UI好親自自－－

不過有時u~由僧Dll--

最記得 AGrv1 結束那一刻，十分十分之間心 。

只怪自己太少參與莊的活動，同莊員之間尚差

-T點感情 。

校園版執行編緝

Janelle 伍靜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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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以II乙l嘻﹔J；已樂的 H也· IP'i﹔＼°＇t草 包：l」： f'rll-'ilrEr?r (J,Hu人心的

時候、 ~7;/1泊﹔SIIHLI大家協調（＇；（f！沈泛112的人口啦！的l巴

趣II志ltlztMim申H \\'illiarn i\il，盜版

積極一一是我上莊以來覺得最重要的，無論是做

莊務或是對莊員 。

我會努力！

科技版執行編輯 、Ving 葉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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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已經想當

警察 。 我的爸爸是警

察，我的叔父也是警

察，我有一個表哥都是

警察 。 」出身於警察世

家的曾蔭培說道。「我

小時候住在警察宿舍，

就連讀書也在專為警察

子女而設的學校讀書 。 」

曾童年時就已經和警察

結下7不解緣，直到一

九六六年，他考入警隊
擔任見習督察，正式展

開7他的警察生涯 。 經

過三十多年的奮門與堅

持，曾終於在二零零一

年榮升警務處處長 。 對

此，他自信地說道：

「這是我的榮幸。 」然

而，曾蔭培在成功的背

後，也都經歷了不少起

跌，今天我們訪問了

他，與我們分享他的成

功路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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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培個人檔案
姓名 ：曾蔭培

出生日期： 1946 年
出生地點：香港

經驗

2001 年 1 月 升任警務處處長

1996 年 升任警務處副處長（管理）

1994 年 高級助理處長，兼任港島總區
指揮官

1992 年 升任助理處長（刑事）

1990 年 被港府保送英國國防學院深造

1987-89 年 掌管毒品調查科

1986 年 到英國接受高級指揮課程後，

升任總警司

1971 年 保送英國 Bramshill Police 

College 接受初級指揮課程，

回港升任總督察

1966 年 加入警察任見習督察

（資料來源： Orisun.com 名人.com)

童年篇一一

「我想當警察」

「處長，請問你是否小時候已經想當警

察？」「是的，我小時候已經想當警察 。 」

曾蔭培堅決地答道 。 曾出身於警察世家，

小時候住在警察宿舍，又在專為警察子女

而設的學校請書，耳﹔需目染之下，自然也

希望當警察 。 他說：「在六兄弟姊妹中，

我最高大，父親對我當警察的期望自然亦

最大 。 」結果，曾蔭培不單沒有辜負父親

的寄望，子承父業，當7警察，更青出於

藍，成為了警務處處長 。

談到父母，曾蔭培說：「我們兄弟姊

妹都很尊敬和愛讓父母 。 」從前，由於新

界的交通很不方便，駐守在新界的曾爸

爸，為7執行職務，往往一星期才能返家

一灰，所以家人都很珍惜共緊天倫的時

間，這也是曾對父親特別敬重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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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父母管教嚴，可能是因為家庭環境不

好，而且家中子女又多，難於管教．．．．．． 」然而，

對於父母管教嚴，他不但沒有埋怨，反而認為父

母的教導對他的性格塑造起了積極的作用 。

「我和哥哥曾蔭權是最年長 ， 所以父親對我

們的期望也是最高 。 」他說道 。 接著，他又語帶

遺憾地說：「可是當時只有一間大學，我和哥哥

都沒有機會入讀大學，到了我們工作以後可以幫

補家計，我們以下的四個弟妹都能入讀大學 。 」

當他提到四個弟妹都能入讀大學時，立刻臉露笑

容，可見他對弟妹寵愛有加 。

回想童年點滴，曾顯出回味無窮的樣子 。 他

微笑道：「我們兄弟姐妹的關係很好，我和大哥

曾蔭權都自覺要照顧弟妹，兄弟姐妹也會分工合

作做事......」看來曾氏兩兄弟小時候已經在家中

顯現了他們的領導才能 。

兄弟篇一一一

「哥哥自小便很有領導才能 」

當我們論及他的哥哥一一政務司司長曾蔭權

時，處長曾蔭培打趣問我們：「要我讚他，還是

要我彈他？」他又連忙補克說：「都是讚他 。 」按

著，他便一氣呵成地說出哥哥的長處：「哥哥自

小便很有領導才能，當爸爸不在家時，他便會成

為一家之主，去作決定 。 他很聰

明，學習能力很高 。

而且他很懂

得把握

和事

取機會，達到自己定下的目標 。 另外，他答應

了的事情， 一定會做到 。 最後，他做人亦比較

老練 。 」由此可見，他對哥哥的敬重絕不遜於

他對爸爸的敬重 。

曾蔭權與曾蔭培這對「文武兄弟」分掌香

港特區的政務及治安，自然公務繁重，天倫難

孽 。 處長曾蔭培不禁嘆息：「以前都希望每星

期見面一灰，但是現在不可以了， 一個月也見

不到一灰 。 」但是，他表示每逢父母的生忌、

死忌、清明、重陽 ， 兄弟都一定會一起前往拜

祭父母，也藉此眾會一番 。

對於傳媒將他們兩兄弟作比較，他覺得傳

媒並沒有需要這樣做 。 他解釋：「我倆的工作

範疇不同，哥哥負責政府高層的決策，而我則

負責管理政府其中的一個大部門，兩者並無可

以比較的地方 。 」而在談及兩人在工作上會否

遇上角色或利益衝突時，他則回答不會，因為

兩人的工作範疇並無抵觸，並強調政府有一套

完善的迴避機制，凡有重大決策是關於他時，

兄長都不會參與其中 。

︱工作篇一一

「工作要投入、堅持」

身為警務處處長的曾蔭培，自然對警隊有

很高的期望 。 他說，作為一個警察最重要的條

件有二。 第一 ，他們必須能夠承受壓力 。 警察

在執行職務時，時刻都會面對生與死，所以能

夠承受壓力和保持清晰的思考是十分重要

的 。 第二，警察必須要投入，懷著為社會

服務的心 。 「工作要投入、堅持 。 這不

僅是當警察的條件，無論做任何事都

要 。 」他說 。



另外，他答應

他做人亦比較
敬重絕不遜於

兄弟」分掌香

繁重，天倫難

前都希望每星

，一個月也見

父母的生忌、
會一起前往拜

較，他覺得傳

「我倆的工作

決策，而我則

，兩者並無可

在工作上會否

答不會，因為

調政府有一套

是關於他時，

、堅持」

自然對警隊有

察最重要的條

受壓力 。 警察

與死，所以能

考是十分重要

，懷著為社會

、堅持 。 這不

論做任何事都

香港警察向來被稱許為「亞洲最優秀的警

隊」 。 然而，處長曾蔭培並未因此自滿，他決

意要把香港警隊提升至世界級水平 。 他指出警

隊正積極推行優質服務和發展資訊科技，以達

至世界級水準 。 在創新發展之外， 警隊仍然會

維持警員質素，並每年派一百二十人到外國培

訓 。 在對外方面，香港警隊會保持與中國公安

的緊密聯絡，進行交流 。

談過他對警隊的期望後，他向我們回顧他

的警察生涯 。 他指出，最難忘的案件是當時轟

動一時的「壯底藏屍案」 。 他對這件案件依然

記憶猶新 。 他形容當時接到報告，有工人在鑿

爐壯時發現類似手指的物體 。 當他抵達現場

後，經仔細驗看，判定那是人的手指，事件非

比尋常 。 於是，他要求工人繼續把爐蛙鑿開 。

結果，發現多件屍體碎件，揭發此案 。 警察就

是每天都遇到不同的事情，面對不同的挑戰 。

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在二零零一年榮升警

務處處長 。 對此，他自信地說道：「這是我的

榮幸 。 我會盡心盡力回報政府和同事 。 」然

而，剛上任年半的曾蔭培的確遇上7不少困

難 。 「這處長的確不易做，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事情，所以時刻都要保持

良好的反應去預防和部署 。 」

區力篇一一

面對壓力要保持頭腦清晰」

近年，警員在執行職務時，屢﹔欠irn.公眾和

傳媒發生衝哭，引來多方抨擊 。 身為警務處處

長的曾蔭培，自然首當其衝承受了不少壓力 。

然而，談到壓力，他卻從容不迫，談笑自若 。

「我的壓力來源主要有兩種 。 第一是行動的決

定，作為警察，很多情況都沒有多少時間考

慮，這時候便要憑藉經驗去處理 。 第二是行

政、管理的決定，這些決定會有多一點時間考

慮，作決定時要盡量取得各方面的平衡 。 」f也

補充道：「面對壓力時最重要的是保持頭腦清

晰 。 」

「那麼，你有什麼舒緝壓力的方法？」

「我會在既定的時間內做好工作 。 在家庭、工

作和閉友各方面取得平衡 。 我也會注重運動 。

我會去版行，以平衡緊張的生活 。 」

勵志篇一－

r對正確的事情要絕對堅持」

面對壓力，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有人會積極面對 。 可是，有人卻會選擇自殺 。

近年，社會上的自殺個案不斷增加，當中亦有

個別的警員自殺事件 。 對於這個問題，曾表

示：「自殺有很多原因，但往往自殺都是一剎

那的決定，只要過7那一刻，人往往都不會再

想自殺。」他鼓勵人們遇到困難時要找別人幫

助，不要把事情收聽起來 。

除了自殺問題外，青少年濫用藥物的問題

亦十分嚴重 。 自曾上任處長後，警方積極打擊

青少年濫用藥物 。 「我曾在毒品調查科任職多

年，眼見很多青少年因為一時的好奇和快感，

吸食毒品，但成功戒毒的比率卻極之低，這是

一條不歸路 。 」曾蔭培嚴肅地說道 。 他勸勉青

少年要遠離毒品，不要嘗試。他積極掃蕩毒

品，可見他對 .－』 青少年的愛

護 。

處長 一 曾蔭培對青少

年，尤其是大學生充滿期望 。 「家庭

和社會對大學生都有很大期望，大

學生對家庭和社會也應該要有責

任感 。 對於正確的事情要絕

對堅持，把學術和社會服

做到最好 。 」 。 他又補

「對人對事不要自我 ~ 中，C, ，要

顧及他人 。 另 d圈， 外，大家都

要努力，不斷 I~ 進﹛︱雪，留意社
會事物 。 這

學生 。 」

才能算是一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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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吉2

過往，在各大傳媒看見的曾蔭培都是一臉嚴肅，認真地談及香港的治安問題 。 當天我們

訪問他時，他依然保持嚴肅神情，認真地討論問題。可是，當談到家庭兄弟時，他終於不禁

真情流露，臉露笑容，還說起笑來 。

大眾傳蝶對於曾處長的工作表現可能會有爭議，有的會讚，有的會彈。然而，他「投

入、 奮門、堅持」的積極態度郤是無可置疑的 。 這個訪問的內容不是單單涉獵曾蔭培的工作

層面，而是依循他的足跡前進，筆載他的成功路途 。 希望讓同學能夠體會「投入、奮鬥、堅

持」的積極態度，從而有所得著 。



而，他「投

蔭培的工作

、奮鬥、堅 但旦回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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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從
二
十
年
前
說
起

尊
子
，
一
個
香
港
土
生
土
長
的

iE
$1

5台
漫
畫
家

。

相
信
每
一
個
讀
者
還
在
孩
提
的
時
候
，
都
有
自
己

喜
歡
的
漫
畫
。
每
一
個
地
方
，
每
一
個
時
代
，
都
有
屬

於
他
們
的
漫
畫
。
正
因
漫
畫
打
砸
了
語
言
文
字
的
界

限
，
不
少
漫
畫
家
都
喜
歡
透
過
作
品
抒
發
情
懷
，
與
廣

大
讀
者
進
行
心
靈
交
流
，
互
相
慰
藉

。
漫
畫
題
材
源
自

生
活
，
不
同
時
代
的
漫
畫
反
映
了
不
同
時
代
的
社
會
境

況
。
二
十
年
前
，
香
港
是
一
個
政
治
動
蕩
的
時
代
，
那

時
的
中
英
談
判
，
注
定
了
香
港
將
會
改
朝
換
代

。
尊
于

漫
畫
，
就
是
那
個
時
代
的
產
物

。

看
過
尊
子
漫
畫
的
人
，
一
般
都
有
以
下
的
評
語

：

「
抵
死
」
、
「
好
笑
」
、
「
過
癮
」
、
「
立
場
鮮
明

」

．
．
．
他
的
漫
畫
，
多
以
小
市
民
的
角
度
出
發
，
表
達
普

通
市
民
對
政
府
各
種
政
策
的
看
法
和
期
望
，
並
隱
含
了

他
對
公
平
、
民
主
社
會
的
嚮
往

。

不
知
不
覺
，
原
來
尊
子
畫
7
這
一
類
漫
畫
已
經
差

不
多
二
十
年

。
「
我
大
學
畢
業
後
，
第
一
份
工
作
是
教

書
，
後
來
發
覺
不
太
適
合
，
幹
7
一
年
半
便
辭
職

。
之

後
便
在
《
明
報
》
當
記
者
，
恰
巧
畫
《
牛
仔
》
的
王
司

馬
因
病
逝
世
（
註
：
《
牛
仔
》
是
八
十
年
代
香
港
最
受

歡
迎
的
漫
畫
之
一
，
主
角
包
括
淘
氣
的
牛
仔
和
光
頭
契

爺
）
，
《
明
報
》
想
找
一
個
人
代
替
王
司
馬

。
不
久
，

我
便
替
明
報
董
起
漫
畫
來

。
起
初
，
我
是
畫
類
似
《
牛

仔
》
有
關
親
惰
的
題
材
，
但
由
於
我
並
沒
有
孩
子
，
所

以
後
來
就
轉
為
畫
政
治
漫
畫
，
直
到
現
在

。
」

漫
畫
生
涯
一
一
一
純
粹
喜
歡

一
般
而
言
，
漫
畫
家
用
哪
個
筆
名
或
真
實
姓
名
發

表
漫
畫
，
乃
視
乎
其
喜
好
而
定

。
那
麼
，
尊
于
這
兩
個

字
有
特
別
意
思
嗎
？
「
尊
于
這
個
筆
名
是
有
一
個
特
別

的
意
思
，
不
過
，
這
是
個
秘
密

。
」
尊
子
在
大
學
時

期
，
曾
以
不
同
的
署
名
為
其
他
系
會
畫
描
畫
，
不
過
，

這
些
署
名
大
多
沒
有
什
麼
意
思
，
純
粹
一
時
興
起
，
興

之
所
至

。
不
說
不
知
，
原
來
尊
子
曾
用
過
「
查
理
」
這

一
個
署
名

。
至
於
尊
子
的
真
正
意
思
，
大
概
要
讀
者
們

自
己
動
腦
筋
猜
猜
7

。

香
港
雖
然
是
一
個
是
非
之
地
，
但
總
有
太
平
盛
世

的
時
候

。
再
者
，
尊
子
也
不
能
每
天
畫
失
業
和
負
資

產
。
那
麼
，
尊
子
會
怎
麼
辦
呢
？
「
這
種
情
況
經
常
都

發
生
，
尤
其
是
政
治
漫
畫
，
講
求
時
間
的
即
時
性
，
上

個
月
所
發
生
的
事
不
能
再
畫
，
又
不
能
儲
稿

。
如
果
不

幸
遇
上
題
材
緊
拙
，
唯
有

『
一
題
多
用

』
一
一
一
個
題

材
用
幾
個
角
度
來
畫

。
相
反
，
有
時
遇
到
一
些
事

，
自

己
有
很
多
牢
騷
想
發

j曳
，
礙
於
篇
幅
所
限

，
未
有
足
夠

的
地
方
給
我
畫
﹔
不
久
，
人
們
開
始
遺
忘
這
些
事
，
畫

了
也
未
必
能
夠
引
起
讀
者
的
關
注
，
即
使
想
畫
也
不
行

了
。

」

左
右
為
難

以 葬 。 才

意 令 亟



尊
子
筆
下
，
活
現
了
回
治
人
物
的
形
像
，
他
所

童
的
董
特
首
、
保
安
局
局
長
葉
太
、
財
政
司
司
長
梁

錦
松
等
，
寥
寥
數
筆
，
好
像
沒
有
什
麼
困
難
之
處

。

究
竟
他
用
多
少
時
間
去
完
成
一
幅
漫
臺
呢
？
「
沒
有

一
定
，
總
之
截
稿
前
一
定
交
到

。
」

「
懂
唱
歌
不
一
定
會
做
歌
手
，
做
歌
手
不
一
定
懂

唱
歌

有
條
件
不
一
定
要
做
，
做
得
到
的
人
也
不
一

定
有
條
件

。
」
這
句
話
是
出
自
尊
子
的
口
中

。
很
多

人
喜
歡
畫
漫
畫
，
但
當
中
只
有
少
數
人
去
從
事
漫
畫

工
作
，
那
麼
做
政
治
漫
畫
家
總
有
最
起
碼
的
條
件

吧
。
「
畫
功
不
一
定
很
好
，
作
量
也
不
用
言
之
有

物
，
但
必
須
經
常
留
意
那
些
沉
悶
的
新
聞
。
」

向
左
走
向
右
走

尊
子
究
竟
是
左
派
還
是
右
派
？
尊
子
說
：
「
我

既
不
左
，
也
不
右

。
」
其
實
，
不
同
時
代
對
左
派
、

右
派
都
有
不
同
的
理
解
和
演
繹
方
法

。
百
多
年
前
，

馬
克
思
所
說
的
左
派
，
是
基
於
工
人
階
級
受
資
產
階

級
剝
削
，
主
張
土
人
團
結
起
來
打
倒
資
本
家
，
創
造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
現
在
香
港
的
左
派
，
是
壓
制
自

由
、
保
皇
、
統
治
模
式
傾
向
由
上
而
下

。
相
反
，
右

派
是
傾
向
爭
取
民
主
、
自
由
和
公
平

。
「
就
算
認
同

其
中
一
派
的
思
想
理
論
，
實
際
行
動
也
很
容
易
出
現

偏
差

。
如
果
硬
要
將
我
分

j辰
，
我
認
為
自
己
比
較
偏

向
反
對
派
，
從
現
實
的
角
度
出
發
，
以
懷
疑
的
角
度

「
低
級
趣
味
」
與
「
歧
視
女
性
」

特
區
首
長
董
建
華
說
：
「
頭
條
新
聞
是
低
級
趣

眛
製
作

。
」
保
安
局
局
長
葉
劉
淑
儀
批
評
尊
子
前
陣

子
在
藝
穗
會
展
出
有
關
政
治
人
物
的
閥
混
是
歧
視
女

性
。
回
府
開
始
對
社
會
言
論
作
出
批
評
，
以
前
的
殖

民
地
政
府
，
甚
少
發
生
這
樣
的
事

。

這
些
事
，
表
面
上
好
像
不
太
重
要
，
但
是
，
這

些
事
真
的
沒
有
意
義
嗎
？

「
九
七
後
，
香
港
的
言
論
氣
氛
的
確
改
變
了
，
整

個
社
會
也
傾
向
中
國
大
陸
化

。
這
裡
所
指
的
中
國
大

陸
化
並
非
香
港
人
的
衣
食
住
行
更
富
中
國
風
味
，
而

是
政
府
架
構
漸
趨
官
僚
化

。
以
往
，
政
府
官
員
對
傳

媒
的
批
評
即
使
心
存
不
滿
，
大
都
不
會
開
口
說
出

來
﹔
現
在
，
他
們
卻
不
諱
言
批
評
傳
媒
，
可
見
政
府

對
異
見
的
包
容
性
降
低
，
言
論
空
間
較
以
往
縮
窄

。

政
府
高
官
常
說
香
港
要
保
持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的
地

位
，
卻
忘
記
了
國
民
的
質
素
、
社
會
言
論
的
開
放
度

也
是
成
為
金
融
中
心
的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
某
程

度
上
，
他
們
在
自
相
矛
盾

。
」

尊
字

迫
害



你
看
我
我
看
你

每
一
個
人
生
存
於
世

，
都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個
體
，

很
多
事
情
我
們
都
無
力
控
制

。
每
天
社
會
上
都
有
很
多

不
平
的
事
發
生
，
起
初
看
在
眼
裡

，
心
裡
也
感
到
不
是

眛
兒
﹔
不
過
當
你
年
復
年
、
日
復
日
都
看
到
這
些
事
，

便
會
開
始
盲
目
起
來
，
已
經
沒
有
多
大
的
感
覺
。
或
許

每
個
人
面
對
不
能
控
制
的
事
，
都
有
疲
倦
、
無
力
的
時

候
。

尊
子
畫
漫
畫
已
經
二
十
多
年

，
人
們
對
於
政
治
漫

晝
的
態
度
有
沒
有
改
變

？

「
畫
這
類
漫
畫
，
目
的
是
令
讀
者
有
興
趣
繼
續

看
，
引
起
人
們
對
事
件
的
關
注

，
不
然
，
便
＋
分
失

敗
。
市
民
對
政
治
漫
畫
已
經
出
現
7
疲
態

，
對
新
聞
、

政
治
的
關
心
程
度
都
降
低
7

。
這
不
是
任
何
一
方
的

錯
，
而
是
人
性
的
表
現

。
例
如
庚
文
翰
事
件
，
起
初
大

家
都
很
關
心
他
的
去
向
，
過
7
一
段
時
間
，
人
們
都
不

再
關
注

，
彷
彿
這
件
事
從
來
沒
有
發
生
過
似
的

。
」

事
實
與
偏
見

尊
子
現
在
替
三
份
報
刊
畫
漫
畫
，
之
前
，
還
有
一

份
《
信
報

》

「
漫
畫
和
評
論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評
論
者
藉
文
字

去
表
達
他
對
事
情
的
看
法

，
筆
法
可
直
可
圓
，
編
輯
對

社
評
的
控
制
亦
較
大
﹔
漫
畫
家
藉
圖
像
去
把
自
己
的
看

其
中
一
派
的
思
想
理
論
，
實
際
行
動
也
很
容
易
出
現

偏
差

。
如
果
硬
要
將
我
分

j辰
，
我
認
為
自
己
比
較
偏

向
反
對
派
，
從
現
實
的
角
度
出
發
，
以
懷
短
的
角
度

去
看
事
物

。
」

法
形
象
化
，
一
目
了
然
，
立
場
鮮
明
，
編
輯
也
未
必
有

能
力
對
漫
畫
作
出
改
動

。
因
此
，
報
館
對
選
擇
漫
畫
家

一
般
較
為
謹
慎
，
一
般
較
保
守
的
編
輯

，
未
必
肯
冒
風

險
。

」 早
前
某
報
訪
問
保
安
局
局
長
葉
劉
淑
儀
，
被
問
及

有
關
民
望
的
問
題
，
她
說

：
「
有
漫
畫
家
醜
化
哉
，
又

推
出
外
穿
制
服
、
內
穿
豹
皮
內
褲
的
葉
劉
公
仔
，
把
我

塑
造
成
打
壓
人
民
的
形
象

。
」
但
葉
太
卻
絕
口
不
提
漫

畫
、
社
評
這
樣
畫
她
、
寫
她
的
原
因

。
很
多
人
都
被
她

的
言
論
蒙
蔽

。
她
由
打
壓
者
變
成
一
個
被
打
壓
者

。

正
如
警
察
拉
了
一
個
賊

，
賊
人
被
人
問
及
為
何
會

坐
牢

。
賊
人
說

：
「
因
為
給
警
察
捏
了

。
」
推
論
正
確

，

如
果
賊
人
不
是
給
警
察
捉
7

，
是
不
會
坐
牢
，
但
賊
人

好
像
答
非
所
問

。
這
條
問
題
的
答
法
其
實
有
兩
個
：

（
一

）
問
者
想
知
道
賊
人
犯
了
什
麼
事
﹔

（
二

）
假
設
問

者
是
知
道
背
後
的
原
因

，
卻
不
知
道
犯
人
怎
樣
給
人
捉

到
。
怎
樣
答
這
條
問
題
，
視
乎
你
想
給
別
人
一
個
怎
樣

的
答
案

。
在
這
一
個
例
子

，
賊
人
就
用
了
第
二
個
答

法
，
避
重
就
輕

。

編
輯
委
員
會
作
為
科
大
的
校
報
出
版
機
構
，
其
中

一
個
我
們
最
關
心
的
問
題
自
然
是
：
一
個
大
學
傳
媒
應

該
是
怎
樣
的
？

「
喜
歡
怎
樣
便
怎
樣

，
做
自
己
喜
歡
的
事
便
可

。
」

尊
子
便
是
一
個
這
樣
的
人

。

乏
信
章

，
支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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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 。 回

歸慶典中，座無虛席﹔維港夜空上，煙花盛放 。

當時，香港的經濟蓬勃、樓市暢旺、就業率高、

民心高漲，市民都對新成立的特區政府克滿憧憬

和希望 。

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五周年。

回歸慶典繼續舉辦、煙花依然發

放﹔然而，煙花卻暗現「sos 」求

救字樣，在經濟低迷、樓市不

振 、 失業率高企、人心散﹔負的困

境下，市民對特區政府失去信心，

不禁發出求救訊號 。

在這短短五年間，香港經濟全面

逆轉，由盛轉衰 。 「負資產」湧現、失

業率持續飆升，市民既不能「安居」，

也不能「樂業」 。 面對突如其來的轉變，

政府籽因無力，市民失掉信心 ，令社會

瀰漫著一片愁雲慘霧 。 再加上特區政府在房

屋、教育等多方面的政策混亂，令市民怨聲

載道 。 香港就在這樣的氣氛下虛耗了五個春

秋，面對未來的五年，香港又要怎麼辦才能

「轉危為機、再創傳奇」呢？

會香港回歸五周年專題



認清問題正視危機

「香港目前面對的經濟和失業問題，不可能靠一、兩個方法，用

一、兩年時間就得到徹底解決，它會是一個痛苦和長時間的過程 。 」

行政長官董建華在其第二屆就職演辭中，一針見血地點明當前香港

面對的處境 。

經濟及失業問題嚴重

五年前，香港的樓市暢旺，房地產炒賣被視為經濟常態 。 當

時，香港的中產階層紛紛置業保值，有的甚至放棄職業，全職參與

房地產炒賣 。 九八年爆發7直洲金融風暴，做成由房地產帶動的泡

沫經濟爆破，樓價迅即下跌逾五成 。 結果，置業人仕損失慘重，物

業更淪為「負資產」 。 「負資產」成7全城熱切關注的問題 。 經過

經濟泡沫爆破，香港經濟不能再倚靠房地產炒賣，必須尋覓新的路

向才能衝破困境 。

亞洲金融風暴除了做成泡沫經濟爆破外，還預示了香港經濟必

須急速轉型 。 香港經濟從服務型轉向知識型，低按術工作相繼北

移，致使本港大量低按術員工失業 。 本港的失業率由九七年七月的

百份之二點一飆升至零二年七月的百份之七點囚，數據正好說明7

問題的嚴重性 。 面對失業率飆升，政府面對兩大疑難 。 第一，如何

協助大批低按術的失業人士過渡經濟轉型﹔第二，如何培訓大批人

才支援知識型經濟 。 這兩大疑難與本港未來的教育制度發展關係密

切，是毆府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

教育政策混亂逆風而行

發展知識型經濟的首要條件是教育一一能否培訓足夠的人才去

支援知識型經濟，是成敗的關鏈 。 然而，回顧過去五年特區政府的

教育政策，新任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形容得最為貼

切 。 他形容過去五年的教育服策是「﹛到瀉蘿蟹」’十分

混亂 。 教學語言毆策便是政策混亂的一個好例子 。 教學

語言「時中時英、又中又英」，令學生無所適從 。 教學

語言是教學的基本，連這個也幹不好，如何搞好教育

呢？

另外，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顯然是逆風而行 。 在

香港經濟往知識型轉向、大學計劃推行「三改四」等客

觀因素底下，大學經費不加反滅，顯然易見，政府未能

掌握形勢 。 政府對教育的方向不明確，致使政策混亂，

這正是弊病所在 。 如上文所述，教育是知識型經濟的首

要條件，故此，政府必須清晰教育發展的路向，以配合

新的知識型經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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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優勢盡展所長

雖然香港面對困難重重，但是它依然保存其優剪 。

近年，中國大陸經濟起飛，對香港構成壓力 。 然而，本

港仍然掌握著在金融與法律上的優勢，這是中國大陸在

短時間內無法趕上的 。

兩把錦匙一一盒融與法律

過去五年，香港傳統的製造業和服務業，苦無出

路﹔政府曾經大力宣傳數碼港、中藥港、科技國等一系

列創新計劃，力圖振興 。 可惜，這些計劃都難以跟鄰近

各大城市競爭，並未能帶領香港經濟走出谷底 。 傳統工

業衰退、創新計劃未見成效，本港若要重振雄風，便必

須掌握目前的優勢，加以發展 。 金融與法律一一無疑是

香港重振雄風的兩把鑰匙 。

香港擁有專業化和國際化的金融市場，這是中國大

陸在十年內未能趕土的 。 香港的資本市場與國際銜接，

國際投資者對此市場充滿信心，這是近數十年來香港的

發展成果 。 反之，中國的資本市場尚在起步階段，人民

幣未能自由兌換，限制了市場服納資金的能力，再加上

服務的規範及質素有待改善，基於以上種種，中國大陸

至少需要十年才能迎頭趕上香港 。

另外，根據Cato政策研究所的調查，香港在全球經

濟自由度排名名列榜首 。 自由的市場令香港在國際間別

真服引力 。 根據統計，截至去年六月一日，共有四十四

家外資公司在港成立地區總部，二千二百九十三家公司

在港設立地區辦公室 。 此外，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

示，去年前三季，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總額達一千六百

二十二億港元（約二百零八億美元） 。 以上數據引語了外

商對在港投資的興趣仍然十分濃厚，也肯定了香港在金

融及商業的國際地位 。

除此之外，香港還擁有健全完整的法制 。 五年前，

正值香港回歸前夕，西方主流媒體拘預言，香港將會變

成「只有經濟，沒有政治」的城市 。 幸而，五年過去，時

間作7最佳的諸人，香港的自由與法制依然穩固 。 穩健

的金融體制需要有健全完整的法制監管，以建立投資者

對體制的信心 。 而香港正好坐擁著穩健的金融體制和健

全的法律制度這兩把黃金鑰匙，得到外商在港投資的信

心一票 。 有研究更表明香港奉行的普通法有利於金融業

的發展 。 以上研究肯定7金融與法律是當前香港優勢的

絕自己 。



重新定位再創傳奇

香港當前面對的兩大難題是經濟和失業問題，要切實解決問題，

本港必須體驗並善用其在金融及法律的優勢，在現有的基礎上加以發

展，才能有所突破 。 未來五年，帶領香港經濟走出困境，將會成為第

二屆特區政府的首要任務 。

四大中心一一盒融、商業、物流、旅遊

特首董建華在宣誓就職後致辭道：「香港的發展方

向相當明確，必須要背靠內地，面向世界，鞏固和發展

其國際金融中心、商業服務、信息及物流中心和旅遊中

心的地位，運用新知識、新技f帕，提供高增值的服務，

推動新的增長 。」他明確地指出香港的發展路向，銳意

將香港發展成為金融、商業、物流和旅遊四大中心 。

然而，在大力發展四大中心的同時，香港

必須為本身的角色重新定位 。 香港現正面臨功

能轉移 。 昔日，香港是中國與世界商貿溝通的

中介人及窗口﹔但是，時移世易，隨著全球經

濟一體化及中國正式加入世貴，香港的中介人

角色將會日漸褪色 。 故此，香港不應再緬懷昔

日作為單一窗口的輝煌歲月，而要善用其國際

地位與優勢，聯繫中國，再創傳奇 。 「背靠內

地，面向世界」一一這是香港在未來五年的定位

與發展方向 。

物流旅遊暫緝失業

香港面臨經濟轉型，令大量低技術者

失業 。 未來五年，如何令低技術者順利過

渡經濟轉型，成為了政府首要解決的問

題 。 金融和商業需要較高的專業知識，亦

未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反觀物流業及旅

遊業，需要較大量的勞動人口，尤其是低

技術者，發展此兩大行業，有助暫錯失業

率上升 。

香港經濟知識型轉向是社會的大趨

勢，無可避免 。 低技術職位始終會面臨被

淘汰，故此以上兩行業所創造的低技術職

位只屬過渡性質 。 長遠而言，港人必須緊
貼時勢，自我增值，向知識型轉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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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終身學習

承上文所言，知識型經濟的關鍵是知

識與人才，因此，教育將會成為社會的基

石 。 然而，香港教育面臨僵化，教育改革

實在是刻不容緣 。 在新經濟中，社會需要

大量真各方專業知識的人才支握，專上教

育勢將更形重要 。 可惰，香港的三年大學

教育往往都未能提供足夠時間，讓學生認

真深入了解其專業 。 大學「三改四」是一

個司行的方法，它不僅能讓學生深入研讀

課程，強化其專業﹔亦有助普及通識教

育，擴闊視野，掌握更多知識 。 除此之

外，四年的大學教育是國際學術界主流，

大學「三改四」有助與國際銜接，促進學

術交流，令本港學生國際化 。

為了配合知識型經濟，政府大力提倡

終身教育 。 政府新推出的「持續進修基

金」’對於鼓勵市民持續進修，起7積極

作用 。 政府積極迎接知識型經濟，為經濟

轉型領航，與市民同舟共濟，這是一個良

好的現象 。 這也蒙徵著香港政府市民同心

迎接挑戰，攜手步向特區的第二個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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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策莘力轉危為機
From Adversity to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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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香港特區的第一個五年是艱

苦的 。 經濟急速衰退、失業率飆升，政府苦

無出路，市民失掉對特區政府的信，G ，怨聲

載道 。 面對黑暗的困局，港人不禁緬懷昔日

殖民地政府的光輝 。 於是，港人就在懷緬、

埋怨和指責中虛耗了五個年頭 。 其實，港人

忽略了本身在金融及法律上的優勢 。 只要能

掌握在國際問金融及法律的優勢，紮根教

育﹔港人重拾昔日「我都做得到」精神，積

極裝備自己，香港必定能在新經濟中重振雄

風，再創傳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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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一 、翱峰、冰川、嶄越、 卓毅，這些都是科

大本科生社學生會的名字。在科大，每一座本科生

宿舍都有自己的學生會，亦有各自的文化、特色。

正在興建的 HALL 6 雖然未有學生會的成立，但在

建築與設施上都甚具特色，與科大現有的本科生宿

舍截然不同。為此，編輯委員會特地為同學對 Hall 6 

作一個介紹。

JJ r - 
n
t
圳
駝

，
F 盟

興建原因

校方決議興建 Hall 6 的原因，是政府在年前改制，要求本港的大專

院校為全校 50% 的本科生提供宿位，比原先的 30% 多出了 20% 。為



7配合政府的政策，校方必須再增加超過

500個宿位，才可達到政府的要求 。 有見及

此，校方必須計劃興建多一座學生宿舍 。

是項建設計劃由校產管理處（ Estates Man

agement Office, EMO ）負責，由政府資

助 。 計劃中， Hall 6 樓高10層，佔地共10,

200平方米，將會為本科生提供約 530個宿

位 。 建築工程由二零零二年二月開始，預

計在二零零三年尾可完工 。

科
生

。

在
宿

6

1｛］大專

b 。 為

選址原因

根據校舍建設經理盧偉基先生

(Mr. W Andrew Nowak-Solinski）表

示， EMO在Hall 6選址的問題上已經

過慎重考慮，亦對多個場地進行過調

查與視察 。 最終選擇了現時在 Hall 4 

魚池西北面的位置，主要是希望各座

本科生宿舍可以集中在一起 。 這樣，

不但可以促進各座宿舍之間的交流，

亦使學生出入更為方便 。 再者，建築

工程靠近山坡，可使工程進行時所造

成的影響減至最低 。 關於噪音的問

題，其實EMO 早在動工前已詳細考

慮過。 EMO 己訂立嚴格的規條，禁

止地盤在早上 8時前動工，並設定聲

量限制為 75 分貝，以保障鄰近Hall 2 

與 Hall 4 宿生的權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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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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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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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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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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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至
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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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會面室。 Hall 6 的所有房間都是二

人房，除了現有房間的設施外，亦會

新增冰箱、電話線與電視天線，以方

便同學 。

新增設施

經過以上的介紹，相信同學對興

建中的 Hall 6 已有一定的認識 。 宿舍

生活最主要的目的是全人教育，除了

讀書以外，鼓勵同學多參與課外活

動，增強同學的社交技巧、組織與領

導才能，以及培養同學多方面的興

趣 。 所以，宿舍生活對同學來說是十

分重要的 。 Hall 6建成後，宿位將會有

所增加，以舒緩宿位緊張的情況 。 希

望同學多關注宿舍生活，以達到全人

教育的目的 。

相信同學最關心的是，新建的

Hall 6 會有甚麼新的設施，供同學使

用 。 除7現有的設施，例如餐廳與自

修室外， Hall 6 將會有一個大型展覽

室，供同學使用。這個展覽室的設計

很有彈性，可以作為一個大型展覽

室，亦可用層板間隔，關成多個小型
Hall 6 網址： http: //www.ab. ust. hk/cmo/indcx.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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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有房間都是二

設施外，亦會

靚天線，以方

一片廣闊的大草地， 一個空曠的停車場，這正是Phase 3一一近邵

氏片場一帶的校園範圍。

相信同學對興

的認識 。 宿舍

人教育，除了

多參與課外活

巧、組織與領

學多方面的興

同學來說是十

： ’宿位將會有

張的情況 。 希

，以達到全人

無獨有偶， Phase 3 也可解作第三期校園發展 。 為何 Phase 3 會

有雙重解釋呢？究竟是「如有雷同 ， 實屬巧合」，還是別有內情呢？我

們就此訪問了協理副校長（學術）杜家磊教授（ Professor Peter N Dab

son Jr. ），發現原來傳說中的第三期校園發展的選址，正是現時的

Phase 3 的大草地及 Phase 3 的停車場！

,s t. hk/e mo/i ndex.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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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較園疆農計劃的由東

杜教授謂，早於八十年代計劃興建科大

時， 籌備委員會己決定將科大分作三期發展 。

第一期校園早於一九九一年開課前落成，而緊

隨的第二期校園則在一九九二年略工 。 第一及

第二期校園分別能容納二千五百及七干名學

生，第三期校園則預計可容納達一萬名學生 。

及後，教育統籌局將原先分配給科大的

三千個學位，轉撥給其他大學，鼓使科大學生

的飽和人數由一萬人降至七千人 。 第三期校園
發展因而被擱置 。 直至二零零一年的施政報告

中，董特首重提大學「三改四」’原以為胎死

腹中的第三期校園發展才得以重見天日 。

杜家磊教授稱，一九八九年的一﹔欠教育

改革，將每年介乎＋七至二十歲，被大學mz錄
的青年定為該歲數組別的 18% 。 若大學四年

制落實執行，而要保持18% 的入讀大學人數

比率，各大學每年的新生錄取人數必須維持不

變，科大的本科生人數會因而上升 33% 至一

萬人 。 鑑於科大現時的教學大樓與設施只能支

持七千名學生的需要，大學「三改四」一旦實

行，科大絕對需要進行第三期校園發展，否則

難以容下多收的 33% 新生 。

第三閉眼圈蠶展計劃肉醬

第三期校園發展的主要目的是擴建學術

01 1021 
03 

大樓 。 其發展項目包括：創立高級管理人員教

學中，G ( Executive Education Centre ）、增建

課室及實驗室和興建國際宿舍（ lnte「national

House ） 。

隨著時代的急速發展，世界各地的高級管

理人員都極積地裝備自己、自我增值，修讀高

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課程的人數日益俱增，設

立高級管理人員教學中心成為大學界的趨勢 。

科大商學院現時於國際間的名望很高，對各國

的高級管理人員有著一定的吸引力 。 如果能把

該教育中心辦得有口碑，商學院的名聲定可更

上一層樓 。 再者，從商業角度出發，高級管理

人員的消費能力較強，若參照其他成功的高級

管理人員教育中心，多建設些配套設施，如五

星級酒店，供海外的高級管理人員使用，相信

對科大的收入大有幫助 。

此外，科大的課室一向緊張，增加課室數

目和擴克課室空間成7不可或缺的重點項目 。

杜家磊教授表示，科大一向缺乏表演場地，為

此，課室擴充將包括興建一個大禮堂

( Auditroium ） 。 除了可作表演場地之外，大『l單

堂也可用作輔助特別教學之用 。

科大科研一向出色，成績有目共睹， 獲得

的資助因而漸漸增多 ，隨之而來的研究工作亦

不斷遞增，其工作量對科大實驗室的正常運作

已構成壓力 。 於第三期校園發展中，增設實驗

室順理成章地成7重點項目 。 這不僅可舒輝現

時實驗室的壓力，更能為科大科研拓展新穎

域 。

。1 Phase 3 停車場

。2 南悶

03 Phase 3 大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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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建立國際宿舍可以替科大營造一個

國際化的氣氛 。 該宿舍的本地生與海外生比例

是一比一，校方希望透過愉快的宿舍生活，增

加本地生和海外生接觸的機會，從而促進各國

之間的文化交流， j廣闊同學們的視野 。

困難重重

不過，杜教授嘆謂第三期校園發展並不是

事在必行 。 前往第三期校園發展計劃的道路崎

山區不平，資金不足是主要的絆腳石 。

自金融風暴後，香港經濟一直不景，有些

公司或準捐款者因此減少甚至停止對大學的捐

款，科大於這幾年所獲的捐款因而大大減少 。

另一方面，只有短短＋年歷史的科大，舊生數

目不多，來自舊生的經濟支持亦自然較少 。 在

這樣的情況下，科大的資金大部份都是靠政府

撥殼 。

奈何，政府正處於財政赤字的困境，與此

同時，其他大學也和科大一樣，替自己的發展

及研究項目申請撥款，令科大第三期校園發展

計劃的撥敦申請難上加難。

科大優翹

杜教授稱，要在東多份計劃中脫穎而

出，非靠有力論據不可，他更大方地透露科大

己掌握了有力的論詣，並大談發展計劃的內

…. 谷﹒

根據教育資助委員會的高等教育檢討報

告，香港有能力容納一至兩所世界級學府，故

此，科大所持的論據是：科大能以最少的金

錢、有效地成為香港裹一所世界級學府 。

科大創校只有十個年頭，年資雖小，成

績卻絕不遜於其他「老牌大學」 。 儘管科大沒

有辜負盛名的醫學院，也不會使科大失去其優

勢 。 在多個學科中，科大的研究成果已斐聲國

際，備受世界認同 。 杜家磊教授笑謂，五年

前，科大還是報報無名﹔現在，科大搖身一

變，已經是國際學術界（尤其是科學及工程方

面）的後起之秀 。 憑藉科大的人才和衝勁，配

合第三期校園的先進設施，不出＋年，科大必

能斐聲國際，成為世界級學府 。

撥款申請計劃書將在本年九月遞交，經

過繁複的撥教審批程序，連同建築工程的時

間，第三期校園最快可望於二零零八年落成 。

屆時，科大將會另有一番新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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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 PizzaBird 

New Concept 

知昧鳥回巢

在春季學期剛完結之時，大家除了擔iii 自

己的SGA及CGA外， LG5 Pizza Bi 「d 的去留

也是大部份同學的關注事宜之一 。 事源學校與

Pizza Bird 的合約己於本年六月三十日屆滿 。

因條款所限，校方不能與Pizza Bird 續約，必

須公開招標聘用新承辦商，但Pizza Bi 「d 的母

公司亦可參與是灰投標 。

編輯委員會曾與負責是項投標的學生事務

處（ Campus Se「vice Office CSO ）之職員一

校園服務主任薛向榮先生做了兩灰訪問，以了

解LG5 Counter 4 的最新動向 。

New P12.2.ABIRD Company 

Limited 奪得 LG5 

Counter 4 承辦權

從薛先生口中得知，負責是項投標的還有

學生膳食委員會（ Student Cate「ing Commit

tee sec ） 。 雙方已於七月中決定7誰孰新的

030 

承辦商 。 新承辦商乃 NewPizza Bird Company 

Limited 。 薛先生立刻補克說，此新承辦商並非

舊 Pizza Bird 之母公司所擁有，而是舊 Pizza

Bird 的兩位股東其中之一所成立的 。 在 Pizza

Bird 與科大約滿後，兩位股東決定散夥，並各

自成立7一所新的薄餅、章、粉及炸雞專門店參

與投標 。 而其中一所便是成功投得新承辦權的

New Pizza Bird Company Limited 。

顧名思意， New Pizza Bird Company 

Limited 將會使 Pizza Bi 「d 以全新形象再灰示

人 。 計劃書中， New Pizza Bird Company 

Limited會以木材為主要材料，把 LG5 Counte「

4裝演得與一個熱帶森林無異，而在Counter 4 

範圍附近的椅桌將會全數換掉，以配合 New

Pizza Bird Company Limited 的全新形蒙及其
獨特風格 。

外觀以外的大革新還包括更多的食品歡

式、更佳的服務質素及創新的服務承諾 。

在食品方面，不僅薄餅的韶料和意粉的醬

汁有更多的選擇，即使是薄餅批底的厚薄也能

任君選擇 。 此外， New Pizza Bi 「d Company 
Limited 更會推出嶄新產品 精選侷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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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選侷點，包括

意大利雲吞、肉丸、侷雜菜等等 。 他更仿效麥

當勞的新新口昧，計劃每月推出兩款新穎的產

口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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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新鮮即製食物作賣點的 P i zza 

B i 「 d ，在繁忙時間時，經常忙得不可開交，

「大排長龍」的情況絕非罕見 。 為縮減顧客的等

候時間， New Pizza Bi 「d 將會在現時「傲水

機」的位置設置一個Express Station ，專門售

賣一些冷凍食品，如三文治、沙律、﹔全飯等

等 。

車辦權成 Pr2.2.ABrRD 賽中物
究竟當初投標情況如何？而 N ew Pizza 

Bi 「d Company Limited 又何以突圍而出，奪得

新承辦權呢？薛先生為大家詳細解說道：「於

四月尾，科大分別在一份中文及一份英文報紙
刊登招標廣告，廣告內容只列明 『招聘薄餅、

意粉及炸雞承辦商』 。 至於其他要求，如經營

食肆的經驗、售賣薄餅、意粉及炸雞的經驗和

價格等等， I句沒有在廣告中提及過 。 此舉是為

防太詳細的投標要求會使一些準投標者卻步 。

直到截標為止，共收到多於五份標書，情況叫

人滿意 。 」

新承辦商需具備的條件

在第一輪篩選中， cso 及sec 詳聞標書

後，會根據標書內註明的經營食肆的經驗和售

賣薄餅、意、粉及炸雞的經驗，把有潛質的都挑

選出來進入第二輪篩選 。 最終能擠身於第二輪

篩選的只有兩位投標者，而兩位竟都是 Pizza

Bi 「d 的前股東 。

在第二輪篩選中， cso 及sec 於挑選承

辦商時，都表現得額外謹慎 。 除7著眼於兩所

公司經營食肆的經驗、售賣薄餅、意粉及炸雞
的經驗和合理的價格外，該公司的衛生狀況和

食物安全也成了 cso 及 sec 的考慮因素 。

由於標書中所提供的資料或有所缺漏，為

更清楚了解兩所公司，以便選出一間最為合適

的新承辦商， cso 及sec特意安排了一灰秘

密的場地考察和一個深入的面試，藉以獲取額

外的資料 。

在投標者不知惰的情況下， cso 的負責

職員及 sec 的委員曾偽裝成顧客光顧兩所公

司經營的食肆，親身視察該食肆的衛生情況及

食物安全 。 上列兩項除7可確保食客的值康，

其實還可以反映該公司的管理能力 。 管理能力

愈高，衛生情況愈見佳、食物愈見安全 。 所

以， cso 的負責職員及sec 的委員於是灰考

察中對任何事都觀察入微，遇上不明白的地方

或有疑問，會把問題留待面試時發問 。

面試後， cso 及 sec 再灰整理和翻開

資料 。 經過一個多星期的討論，他們終於決定e

將新承辦權判予 New Pizza Bi 「d Company 

Limited 。

cso 及sec於七月十一日向副校長（行

政及總務）卡誼陸教授（ Professor P au I A. 

Bolton ）遞交了一封由 cso 與sec 聯合撰寫

的建議書，內容是關於選擇 New Pizza Bird 

Company Limited 作LG5 Counter 4 的新承辦

商 。 當建議被接納後， cso 及sec便立刻跟

New Pizza Bird Company Limited商討合約細

節 。

新合約為期四年 。 在未來的四年，儘管

Counte「 4 的環境變了，但它的親切形象也不

會改變，因為有部份員工會獲New Pizza Bird 

Company Limited 聘用，留任於科大 LG5

Counte「 4 。

為求令LG5 Counte「 4 或科大內其他食肆

的質素能不斷提升， cso及sec 均歡迎同學

們發表他們對校內膳食之意見 。 同學們若有任

何疑問或反映，可電郵至 webcso@ust.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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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In, Ke科大校規

甲﹒學生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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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規回來了？

同學是否記得，在中、小學時期，學校都會訂立校規，要求同學嚴格遵守？而違反校規

的後果亦相當嚴重，同學有可能會被記過處分 。 上7大學，沒有了嚴厲的校規，相信大家都

鬆一口氣，課堂亦相對地變得輕鬆 。 可是，這引申7一個問題，就是同學的上課態度散漫，

遲到、日曹吵、手提電話響個不停等不守紀律的行為常常發生 。 抄功課、考試作弊的行為亦偶

有發生 。 有見及此，科大草擬7 《學生守則》（ the Draft Code of Conduct ），以提供行為
指引，給同學遵守 。

二﹒ 制定原因

科大是繼嶺大和教院後，第三間草擬《學生守貝I］》的大專院校 。 為7回應多年來科大教

職員對學生的作弊行為、課堂上的破壞行為，學校方面草擬了《學生守貝IJ》的諮詢文件

( Consultation on the D「aft Code of Conduct ），為學生提供一些指引，說明大學對學生在

學術誠信及課堂紀律上的要求 。 並提供一些必要的政策作為依據，使教職員日後在處理同學

的違規行為時，能得到適當的指引 。

三﹒ 「校規」內容

《學生守貝I］》的諮詢文件分別在「學術誠信」與「課堂紀律」兩方面說明科大對學生的

要求 。 守則條款如下：

作弊：任何課程都絕不容忍任何作弊，以及協助他人作弊的行為 。一經發現與證實作弊

行為，同學在該課程將會被評為不及格 。

課堂紀律：

1. 同學必須準時上課，因遲到會對課堂造成滋擾 。

2. 課堂上不準談話（課堂活動除外） 。 談話除7對專心聽課的同學構成騷擾外，

亦是對教授與同學的不禮貌行為 。

3. 課堂進行時，手提電話及傳呼機必須關上，亦不可回答任何來電 。

屢﹔欠及嚴重違反以上基本守則的同學，會被學校取消該課程的上課資格，同學亦不會得

到任何有關該課程的學分 。

以上的《學生守貝IJ》 只是在草擬與諮詢階段，諮詢期過後，如守則獲同學與教職員接

納，校方會再構思細則去執行 《學生守貝I］》 內的條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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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學與教職員的看法

就 《學生守貝︱阱，編輯委員會聯絡了是﹔欠諮詢計劃的負責人杜家磊教授（ Prof Peter 

Dobson ），但是，他拒絕接受本會訪問 。 杜教授解釋諮詢文件己對《學生守貝I]》解釋得十分

清楚 。 此外，他認為現正值諮詢期，最重要是收集同學與教職員的意見，所以他並不方便發

表任何言論 。 編輯委員會亦訪問了多位同學與教職員 。 同學普遍認為以上《學生守貝︱闊的條

殼＋分合理，是每位學生都應該遵守的基本規則，他們亦同意遵守 。 有少部分同學則不贊

成，認為訂立 《學生守貝I］》 是對他們的悔辱，是將大學生降格為中、小學生的表現 。 教職員

方面，他們普遍贊成 《學生守貝I］》 之訂立 。 他們認為過往在處理學生的紀律問題上，每位教

職員的做法不同，容易起爭議 。 訂立劃一的守則作指引，對師生鉤有利 。

五﹒ 諮詢細節

《學生守貝I］》的諮詢文件（ Consultation on the Draft Code of Conduct ）已經開始在師

生間傳闊，亦可於以下網址http : //www.ust.hk /~ we baa 看到 。 諮詢期將會至2002 年9 月 30

日 。 在此期間，同學與教職員都可以從以下兩個途徑向校方發表意見 。

﹒杜家磊教授 Prof Peter Dobson 

副校長（學f;jtj)辦公室 Office of the Vice P「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Room 6331 (via lifts 1 3個15)

﹒ 或電郵至 aoo@u st.hk

如守則條敦獲同學與教職員接納，校方會再構思並制定相關的改策與措施去執行《學生

守貝I］ 》 內的條款 。 屆時，校方會再對同學與教職員作出諮詢 。 如獲接納， 《學生守貝IJ 》 可在

2002-2003 的春季學期中落實執行 。

六﹒ 校規之反思

《學生守貝IJ》 諮詢文件之訂立，主要為針對同學的違規行為而設 。 這亦可反映現時同學

在操行方面的確存在問題 。 以往校方並沒有制定學生守則 ， 是代表對同學之信任，認為同學

經過多年中 、 小學的教育，必能遵守基本的紀律 。 可是，現今某些同學的表現卻令人失望，

才有 《學生守貝IJ》 之出現 。 這是一個值得同學反思的問題 。 同學已經成為大學生，應該懂得

基本的紀律、禮儀 。 試想，若同學自律地守規則， 《學生守貝IJ 》 的訂立與否對同學其實影響

不大 。 另一方面，校方在訂立 《學生守貝I］》 時亦應留意，必須經過克分諮詢，廣泛收集同學

與教職員的意見，才可制定有關守則與條款 。 否則，不適當地訂立 《學生守貝I] 》 將會造成反

效果 。

Reference : 

《明報 》 7/6 ： 科大訂學生守則 縈絕作弊最快下學年執行 違者可被取消學分

Consultation on the Draft Code of Conduct: http://www.ust.hk/~ webaa 

033 



潭

，

1出

心

V
J
’
、

」

.. 
4
&
’ 

4
A

‘
9
」

i
J
’

d
F
Q

主
I
A
V

叫
υ
M
H
d
d
M

呵
，t
m

可

t

I

J’
，
’
，

ω
d
1

月M
a
d
M
G

JFd 

A
M叫
M
F
J
A
J
d

’
，
「

eAa’ , ’ 

．
‘
』
－

4
，

a
A
J
j

－G
．
A．
－
以
，

‘

4

可
到
－
4
4
，

耐
J

d
，
M
－
叫d
f

曲押

吋
J
E
L
r
r
刁
r．
抖
W 

，J付
，
．d，
品
叫
H1 

J
d
d

i

F
』
、
d
a
且
J

4
a
－

d
」

戶
t

、
J

a恥.. 
阱
．
電
e川.. ,
d.
J 

『

U
J
l
H
J
1
4

．ι叮J
H耐I. 

”,
J’, 

心

A
f

許蓓郭

阻
攔

盟
酌

曹
i
l

o
c 

o
c
o 

o
o 

!JI Edna 

、.....

「比賽的勝利決定於人的精神和毅力 。 」

一一 法國蒂加納



足涼的經 史起源及 r;} .JI~ 
說足球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運動，真是

一點也沒錯。根據資料顯示， 單是第十四屆意

大利世界盃的觀眾人數 ， 便高達二十七憶 ， 亦

即是全球人口的一半。而國際足球聯盟

(FIFA）的會員數目，亦超過一百七十個 ， 比

聯合國的會員數目還要多，由此可見足球受歡

迎的程度。

至於這項全球最受歡迎的運動的起源 ，

可說是眾說紛云。若我們追溯歷史，尋求足球

的始生和發展 ， 我們不難發現 ， 類似的遊戲曾

廣泛在世界不同地方及時間出現。這是因為足

球是建基於一個簡單的原則 看誰能把球擊

中對方目標。故有不少學者都認為自己的國家

才是足球的發源地。但普遍令人接受的說法是

足球起源於中國 ， 這是國際足協也公開承認

的，皆因中國有可靠的文字記載及文物考證證

明。

「蹦鞠j一詞最早見於《史記 ﹒ 蘇秦列傳》

一段有關蘇秦及秦王的對話 ：﹝臨葡之中有七

萬戶。 ． ．． ．．．臨蔔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宇、鼓

瑟、彈琴、擊筑、斗雞、走狗、六↑莓 ， 蹦鞠

者。 j蹦鞠是一種近似現代足球的遊戲，亦相

信是足球之先端。「慨」就是踢的意思 ， 而

「鞠 J 則是球的意思。蹦鞠是古時慶祝皇帝生

日或國家慶典時所玩的遊戲。戰國時期蹦鞠的

競賽方式 ， 只是排列成行，互相攻守。至漢

代，蹦鞠已成為一種重要的活動， 而當時的競

賽方式，是以射入球數多寡以定勝負。到了唐

代 ， 場地器材方面又有了新的發展 ， 那時已有

「充氣的球j 或 「氣毯j ，以及 「毯門j ，形式

已非常接近今天的足球。至宋代 ， 蹦鞠更發展

出雙球門及單球門的競賽 ， 還有稱作 ﹝齊雲

社J 或「圓社j 等的球會組織出現 ， 而且所用

的皮球已經由人用 l嘴吹氣 ， 發展到用氣筒打

氣 ， 愈來愈接近現代足球。不過 ， 到了元、明

及清代，足球發展開始走向下波 ， 它被視為

「下流的娛樂活動 J O 明朝時期更一度禁止足

球遊戲。到了清朝中期 ， 足球已在中國消聲匿

跡。一直到鴉片戰爭後，才再度由英國傳入。

英國雖然不是足球運動的發源地 ， 但卻

是把這項運動發展得最好的國家。相傳足球是

羅馬人征服大不列顛時傳入英國的。在西方，

足球的足跡最先出現於古羅馬。當時古羅馬人

有一種名為「Harpasturn J 的遊戲，玩法是以一

中線隔開長方形的場地 ， 兩隊各自以傳球的方

式向前推進，到達對方底線就算得分。而當時

的球是以皮或布裹著羽毛所製成。

足球傳入英國後 ， 隨即普及起來。當時

的足球遊戲可謂毫無規律可言 ， 因此引起不少

騷亂事件 ， 古文於一三一四年為英王愛德華二世

所禁。其後!illt再度批准這項活動，但一再受到

查理二世、亨利四世等的禁止。這樣的情況一

直持續到一八一四年劍橋大學訂定了十條《劍

橋大學足球規例》後才得到平息。《劍橋規例》

在一八五零年代得到廣泛接受及多次改良，訂

下了與我們今天大致相同的足球規則。唯一不

同的是中場的球員可用于接球，但必須立即丟

下用腳來踢，以及沒有「越位j 的限制。有了

清晰的遊戲規則後，足球的發展更趨成熟，很

快便拓展至全世界，而各地球會亦隨之而成

立。足球史上第一個正式的球會於一八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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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六日成立，名為「希爾德板球暨足球俱樂部j 。到了二十世紀 ，足球早已跨越國界，成為

多個國家最重要的運動 ， 因此逐漸有國家提議成立一個跨國的足球組織， 以便統籌各國的足球運

動。一九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 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士和西班牙七圓的代表在巴黎召開

了一次會議，創辦了國際足球協會（FIFA） 。其後 ，該會的會員數目不斷增加， 至今已有超過一百七

十名會員。

一九二八年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國際足球協會會議中， 有代表提議舉辦一項世界性的賽事 ，

每四年一次 ，開放給所有會員參加。世界盃就是這樣誕生了。時至今日，世界盃已舉行了十七屆，

有關各界的詳情 ，可參考下表 ：

屆數 年份 主辦國 冠軍

1930 烏拉圭 烏拉圭

2 1934 意大利 意大利

3 1938 法國 意大利

4 1950 巴西 烏拉圭

s 1954 瑞士 西德

6 1958 瑞典 巴西

7 1962 智利 巴西

8 1966 英國 英國

9 1970 墨西哥 巴西

10 1974 西德 西德

11 1978 阿根廷 阿根廷

12 1982 西班牙 意大利

13 1986 墨西哥 阿根廷

14 1990 意大利 西德

15 1994 美國 巴西

16 1998 法國 法國

17 2002 韓 日 巴西

18 2006 德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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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跨越國界，成為

﹔籌各國的足球運

3代表在巴黎召開

計已有超過一百七

i世界性的賽事 ，

1舉行了十七屆 ，

冠軍

烏拉圭

意大利

意大利

烏拉圭

+ 

西德

巴西

巴西

英國

巴西

西德

阿根廷

意大利

阿根廷

西德

巴西

法國

巴西

? 

隊徽－喙衣

巴西
巴西主場、客場及門將的球衣

e 土之 十食 顏色都取自該國的國旗。最令

議會 人印象深刻的是球迷稱之為黃~’,j 金戰衣的主場球衣。自巴西國
家隊建立以來 ， 球衣上的黃色

主色就沿用至今 ， 形象鮮明 ，

予人充滿活力的感覺。不過隊徽就曾稍作修

改。最初的徽章和現在使用的十分相似 ， 都是

一面盾形章，內有黃綠相間成的十字架。在十

字架的中心再有一個寫著巴西足總簡稱的白色

十字架。這兩個十字架代表了巴西的國教一一

天主教。一九八二年，當巴西三度獲取世界盃

冠軍，並能永久保存舊的世界盃冠軍獎盃（雷

米金盃），巴西的隊徽隨即改成中間繪有雷米

盃式樣的藍盾，更在其上面繡了三顆綠星 ， 象

徵三次奪冠的輝煌紀錄。至一九九零年 ， 巴西

重用十字徽章。最後一次修改是在一九九四年

巴西四度捧盃後，隊徽上的星星由三顆增加到

四顆。今年世界盃巴西再度報捷，看來星星的

數目又會再增加了。

法國

法國隊今年未能在小組賽

J胃『. 中出線，實在是讓全世界

－二.. 、 的球迷跌破眼鏡。法國隊
‘函風， 曾被人稱為「藍色巴
~可E、 西J ， 在八六年及九八年
已﹒’，， 曾兩度擊敗巴西。法國的

fllA師 隊徽正是它的國鳥一一公

雞。法國人欣賞公雞華美

的羽毛、雄糾糾的姿態和勇敢好鬥的精神。再

加上法國人向來注重時間觀念，故對報曉的公

雞甚有好感。而球衣就取自國旗的藍白兩色。

今年出場最多的白色象徵著著名的民族英雌聖

女貞德常穿的白袍 ， 是球隊作客慣用的顏色。

而主場則多用法國人非常喜愛的藍色一聖馬

丁長袍的顏色。

西班牙

西班牙的紅黃色上衣相信令

不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

兩種顏色從一七八五年 ， 西

班牙建國以來就成了國家

的代表色。此外 ， 紅與黃

（血與金） 同時也代表了中

世紀一位西班牙統治者哥

達王的勇敢和蝶血金盾。國旗也是由這兩種顏

色組成。而海軍藍的褲子代表了該國盛極一時

的海上霸權。西班牙的球衣很少繪上該國足總

有如石榴果肉的徽章。石榴在西班牙象徵富貴

吉祥，石榴花更是西班牙的國花。右上角像

「 E j 字的小鳥則代表了西班牙語中的西班牙

「ESPANAJ 。而在球衣上常出現的是西班牙的

國徽。 中央的五個圖案取自組成西班牙的五個

古老王園，左右各有兩根「海格立斯j 銀柱蛇

立在海上 。海格立斯是傳說中一位力大無比的

羅馬主神之子。因此這兩根柱子又稱為大力神

柱。柱頂上的王冠則分別代表了兩個西班牙屬

地直布羅陀和雷思島。

尼 日利亞

看過了幾支一流勁旅的資

／／士、＼ ︱ 料， 讓我們看看連續三屆進

﹔ ／仰晶晶鹽 ﹞ I 入決賽周，在今年卻不幸被

\ V蟬監‘ J I 編入「死亡之組j 的非洲雄臆
~-/ ︱ 尼日利亞。尼 日利亞過往的

球衣常採用綠白雙色，和國

旗一致 ， 象徵國家翠綠的大地及和平統一。而

隊徽雄鷹則是民族力量的象徵。尼國的球衣有

一個特別之處 ， 就是球衣大都採用下尖領口設

計 ， 就算今年沒有再用下尖領口， 也在圓領上

留了一塊白色的倒三角。據說這象徵了尼日利

亞的尼日爾河和貝努埃河這兩條為國民供應水

源、促進航運發展的「母親之河」 的交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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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瞥了
今年世界盃主辨國之一的南

韓，其紅色球衣、藍色球褲

取自國旗上八卦的陰陽二

元。 早在漢唐時代 ，中國文

化就已流傳至韓國，道教中

象徵陰陽的太極八卦更是深

入民心 ， 隨後成為其國旗的

圖案。而作客的球衣則是白色。白色不但是大

部份球隊作客時的首選顏色，同時也是南韓國

旗的底色 ， 也象徵了國士的神聖。

德國

GUMAIIY 

今屆世界盃亞軍德國隊的球

衣不像前幾年那樣有黑、

黃、紅的國旗色彩，感覺上

不如以前美觀顯眼。德國隊

主場球衣用的是其他球隊多

於作客時採用的白色。可是

白色並不是德國國旗的顏

色。那白色是怎麼來的？德

國最早的獨立統一是由普魯士的霍亨索倫王室

帶來。當時的國旗是紅白黑三色的普魯士旗。

時至今日，國旗不再有白色 ， 可是德國隊為了

記念普魯士在歷史上的地位，再次用上白色做

主色。在徽章方面 ，德國隊也和許多歐洲球隊

一樣 ， 不採用足總的徽章，而用類似國徽的黑

鷹隊徽。自從德國三奪世界盃冠軍後，也和巴

西一樣被賦予繡上星星的權利。不過他們的星

星是用黑、紅、黃國旗三色。

英格蘭

甚為熱門的英格蘭隊的作客

球衣取色自國花薔薇（玫

瑰）的顏色。再者 ， 英格蘭

的守護者聖喬治的旗幟正是

大家熟悉的白底紅十字，這

當然也成了英格闊的標準球

衣用色。而隊徽中的三頭獅

子在基督教的世界有著 「王j 的意義 ， 代表了

英國的三塊國土英格蘭、蘇格蘭和愛雨蘭，以

及英格蘭境內的三大宗教：天主教、新教和英

國國教。至於三獅周圍的十顆紅色足球則是薔

薇的變形 ， 象徵了英格蘭境內倫敦、利物浦、

紐卡素等十大城市。

日本

身為主辦國之一，日本的

球衣當然引人注目。可是

日本的球衣怎麼會以和國

旗、國徽一點關係也沒有

11 的藍色為主色l呢？原來早

在日本的戰國時期 ， 太陽

旗的款式已有許多不同的

顏色。不但有「白底紅

日」，還有 「紅底金 日 J 和「藍底紅日」。藍

色還象徵著日本四面的廣闊海洋和晴朗的天

空。除此之外，亞洲球隊多喜歡用紅白二色作

球衣主色。日本在向國際足協登記時就選了亞

洲較少有的藍色，也能減少撞色的機會。另一

方面 ，日本自認為是「 日出之國j ， 在隊徽的

設計上就和太陽有許多關連。 日本的隊徽呈盾

形 ，中間站著一隻抓著足球的三腳烏鴉。這是

在日本傳說中載著太陽飛行的神鳥。而紅色的

足球正代表太陽。紅黃的底色象徵了太陽的光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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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三腳烏鴉。這是

J神鳥。而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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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背後的 文化
足球的起源雖然未能達成共識 ， 但對於

它古老的歷史是無容置疑的 。據推測，原始的

足球是部落、民族衝突的轉移和發洩 ， 想必是

非常瘋狂而野蠻的。 中世紀的足球和現在的很

不同 ， 各城鎮間動用數萬人參加 ， 雙方球門相

隔上英且，是一種粗暴的運動。這樣的運動自

然沒有什麼文化價值可盲。

時至今日，足球已是世界上多個國家的

熱門運動。常聽人說，足球是圓的，地球也是

圓的。這種認為足球堪與地球相比的說法 ， 是

因為足球的威力

同層面。最簡單直接的 ， 便是一種存在精神及

一種追求精神。它既需要勇敢、頑強、果斷、

自信與意志，也需要機警、智慧和應變。它靠

的不僅是實力，更要抓住機會﹔既要衝鋒陷陣

的個人英雄，也要天衣無縫的整體合作。所有

的榮譽都有著犧牲和無畏。

另一方面，足球實際上代表了人類的某

種理想。在足球的世界，有的是不分種族、不

分血統、不分貴賤、不分區域的平等自由和公

正。球王比利就曾是個賣報紙、擦皮鞋的苦孩

I 司..A三L二三墊，E壘，閉，~，－ ‘ 
確實非同小可 ， ， ﹔．、高盈盈明圓圓~腎，

足以掀起世界級別 高單；，－，，代I﹒
n ’‘~『‘ 四、i• ~』

的狂潮巨瀾。四 ” ...可．．’ • ~ 川.，.

年一度的世界盃 ，﹔lJ; :)~ ~ ' t' 1}.~. -,i!.. I I 

是超越政治、經 r , . /- ''! :. • · 

濟、文化、膚 ，＇＇ " ,{{ ----'--~ t 
色、地域、階 t -•it －一一一『 司

級、地位、成就 ', i,; 
的全球盛事。它 γ4 

使地球上幾十憶 ，仙

人 目不轉睛地盯 ’？
著電視，使平素

溫柔優雅的人們

為之興奮得面紅

耳赤、大聲吶

喊、亭，論不休。

每當世界盃開鑼 ， 主辦場地總是聚集了各國元

首、顯赫人物﹔各地總有些日常事務受到影

響，有的公司、學校提早下班放學，選舉也得

延期﹔有的國家在決賽時乾脆全國放假。簡單

來說 ， 足球比賽總是萬民轟動的大事 ！ 連最後

一塊足球荒地一一北美也在九四年世界盃後被

開墾。（美國在本屆的成績也是相當不錯。）

試問世界上還有哪一項活動、賽事能與足球的

魅力匹敵？

足球已成為瘋魔全球的運動。一個小小

的球成就大氣候的背後是基於了許多方面的因

素。原因之一是因為足球象徵了人類精神的不

平悶局的宣洩口。

人類在產生之初，

就沒有停止過種族

之間因生存而發生

的戰爭。根據一些

動物學家和行為學

家的研究 ， 人類最基本的攻擊性和動物同出一

源 ， 都是原始本能的表現。擴展生存領地的本

能和慾望被搬上了足球場上 ， 便借著足球賽的

形式曲折顯現。再仔細觀察一下球場，兩隊將

草地一分為二，各自峙立，相互攻戰。控制中

場就像是對共有領域的一種爭奪 ， 闖入禁區是

對國界的入侵 ， 射門的意義再清楚不過 ， 就是

向敵人首府炮轟。四年一屆的世界盃的震蕩絲

毫不亞於一場戰爭。且看看法國 ， 在決賽週第

一圈出局，全國沮喪。而勝利者如南韓則舉國

歡騰 ， 隊員們猶如凱旋的遠征軍，被捧為國家

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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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足球運動的偶然性和可能性很

高。在球場上，每一個位置都蘊含著極不確定

的動向，每一個點與點之間的關係都有無限的

可能，是無法推測的。因此每一個強隊都有可

能在任何一場比賽中被一支不被看好的弱旅打

得一敗塗地。今年世界盃中就出現了不少這種

現象。足球賽事的偶然性揮走人們按部就班的

乏味和無趣。球賽中的點球 ， 更是把偶然、運

氣推向了極致。這使足球不再只是體能、速

度、技巧的交鋒 ， 更鬥上了心理的承受力和強

韌度。足球賽事中心理能量的對峙 ， 雖仍未得

到廣泛的重視 ， 但確是致勝不可缺少的一環。

就觀賞者的角度來看，人類向來就欣賞

祖野、激烈的角題。兩千多年前羅馬「大門技

場j 內鬥士和猛獸的廝殺也曾令千百人果在一

起，觀看這奴隸社會的嗜血慘劇。現代西班牙

仍存在的鬥牛以及拳擊運動也可見一斑。它們

滿足了人性中喜愛觀看格鬥、對抗、廝殺從而

領略刺激、亢奮的表現。現代足球場不正像是

換了對象和內容的門技場，繼續滿足人類觀賞

「力的較量J 的替代物。與此同時 ， 文明令人

類以藝術改變了世界，創造出另一種審美觀，

像體操、高空跳水、花樣滑冰等等。而能將祖

野和精巧兩者天衣無縫地結合起來的 ， 正是足

球。

人需要狂歡。現代人的生活緊張 ， 常希

望有一處擺脫物欲、擺脫利害、 f屏棄等級、普

天同慶的地方。再者 ， 現在的世界已被發展得

過於理性，人們的生活總是循規導短，不敢亂

說亂叫。到了足球場 ， 四方八面的人前來聽

攏，﹔︱寄自己完全放聞，想說就說 ， 想

叫就叫，喜怒哀樂全能自由釋放 ！ 球

場上像盛裝的舞台，觀眾席上五彩繽

紛旗 ︱陌湧動，吶喊聲、歌聲、喇叭

聲，沸反盈天。球場對於球迷來說，

就是精神的浴場。這也是足球帶來的

與眾不同的歡樂。

足球 ， 也不盡是完美的。這個運

動和地球一樣 ， 不是個絕對的「圓 J ' 
也總有缺陷和遺憾。﹛象「足球流氓J每

每在賽後鬧事，四處破壞 ﹔ 失手的球員被黑社

會槍殺﹔非洲足球國家贊比亞國家隊慘遭空

難。近年來 ， 隨著足球運動的利潤不斷提高 ，

在現實利益的引誘下， 競技場背後出現了越來

越多不光彩的行為和交易。足球醜間更一宗宗

地曝光 ﹒ 多名球員被驗出服用禁藥、強大的賭

博集團插手控制賽果以從中獲取巨利。另一方

面，賽事中為了取勝，粗野的傷害性行為也擴

散開來。這一切都似乎令足球這純粹的體育運

動遭受污染。一部份踢球的看重自己的身價、

看球的緊張自己下的賭注。 他們眼中的足球不

再光光是充滿樂趣的團體運動 ， 而是滲入了金

錢的價值。這許多許多的證據顯示了一個最簡

單的結論 ： 足球已經沾染上了社會的污垢 ， 引

出了人們的貪婪、虛假和欺詐。難道足球就從

此變質了嗎？不，並不是這樣的。足球現在正

站在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 ， 左右雖有黑暗墮落

的誘惑 ， 但向前直走向人類崇高精神的道路仍

被許多人保護者。大部份球員、球會、傳媒、

法令都團團包圍著足球 ， 譴責、阻止不正當的

行為 ， 試圖幫足球清去污垢。有了他們的努

力 ， 相信足球必能得到淨化 ，再一次令全球的

人為這個表達人類智慧勇氣的運動而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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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真實事件簿

趣聞篇

l ) 以踢足球擇女婿

伊朗人有個不成文的習俗 ： 女兒的男友初次登門造訪時 ， 岳父岳母不問他的收入 ，而是問他會不會

踢足球 ？如果不會 ，他們便認為此人身體弱， 於是警告女兒 ：「此人將來無力保護你，以後可能會

不幸福 ！ J 如果會踢 ，而且是某足球俱樂部會員或對足球甚有研究 ，那麼婚事會有 900/o成功 。 根

據伊朗 《晨報》 調查顯示 ，伊朗女子選擇男朋友 ，有 47 . 50/o首選球員或球迷 。

2）足球員地位尊貴

有「足球王國j之稱的巴西，足球隊員地位崇高。在巴西的拉姆斯市的高檔餐聽 、商場 、抑或是地

鐵、劇院，都有部分貼有特殊標誌的座位留給足球隊員 ， 一般人無論多擠迫也不會去搶這些座位 。

該市中心有個音樂廣場，在中心位置有一百個座位 ，自一九九三年以來就是國家隊球員專座 。其中

幾個座位，每次都是由某幾位足球名將專用 。每當沒有球員來時， 一些球迷便坐上去拍照， 還有些

小伙子穿上與球星一樣的服裝 ，過一把偶像明星癮。

悲劇篇

（一）一九零二年，蘇格蘭與英格蘭兩隊正在格拉斯哥伊←羅克斯公園體育場進行比賽時，部分看

台倒塌，造成二十五人死亡，五百人受傷 。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當英國足協盃進入援賽 ，博尼頓與斯博克兩隊比賽開始前，看台上一

面牆倒塌，造成三十三人死亡，四百多人受傷。

（三）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利馬秘魯隊與阿根廷隊在秘魯進行奧運會預選賽。離終場只剩兩

分鐘時，秘魯隊攻入一球扳平，被烏拉圭裁判判無效，觀眾騷亂起來。警察在驚慌中向空中嗚槍，

觀眾爭先恐後向出口擁去，造成三百一十八人死亡，五百人受傷。

（ 四）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普拉特河隊與博卡﹒胡紐斯隊在阿根廷布宜諾斯埃利斯市以零比

零言和後， 胡紐斯隊的一些支持者在看台上端向下面的觀眾投擲燃點的報紙，看台上一片混亂， 造

成四十七人死亡，一百五十人受傷。

（五）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在英國格拉斯哥伊 ←羅克斯公園體育場，切尼蒂克隊與郎格斯隊比賽，

切尼蒂克隊以一比零領先。終場前，郎格斯隊攻入一球扳平。在第十三號看台，許多已離座的觀眾

擠擁在出口處，聽到郎格斯隊進球紛紛轉身觀望 ，許多人被擠倒 ，造成六十六人死亡， 一百人受

傷。

（六）一九七一年九月，開塞利隊與錫麗斯隊在土耳其比賽時，一看台倒塌，造成四十四人死亡，

六百人受傷。

（七）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在利比亞的黎被里舉行的一場由馬耳他隊對利比亞隊的足球友誼賽 ，

由於一個球迷拿出手槍（另一種說法是刀子）製造事端，周圍的人紛紛逃避，引起一場混亂。場內



七萬名球迷互相推撞，致使球場看台後的圍牆經不起人群的重壓而倒塌，至少有二十人當場被壓

死。事故最後造成三十人死亡，七十人受傷。

（八）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在世界盃足球賽歐洲區預選賽 ，威尼斯餓與羅馬尼亞隊在加的夫阿姆斯
特丹體育場進行的比賽中， 從南看台觀眾席上飛出的一個爆竹落在北看台上爆炸 ，正在看球賽的約

﹒ 希尼被炸中身亡。

（九）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美國世界盃賽中，墨西哥隊在華盛頓以一比一逼和意大利隊，名

列小組第一。 比賽結束後，美國西部洛杉機的亨廷頓公園附近， 大約三千多名墨西哥球迷衝上街

頭，慶賀墨隊進入第二輪比賽。球迷向人群中扔石頭、玻璃瓶，砸破商店櫥窗，十二輛警車被損

壞，還有人乘機搶劫商店。警察用橡皮膠子彈和催淚彈驅趕鬧事者，並逮捕了十二人。衝突中，有
幾名警察受傷，一名女孩死亡。

（十）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一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埃利斯公園體育場發生球迷擠擁事故 ，造成至少

四十七人死亡， 多人受傷。據當地電視台報道，事故發生峙，兩個南非俱樂部球隊正在球場內進行

一場比賽，場外近萬人衝破鐵絲網，湧入球場，將正在觀看球賽的觀眾擠倒，後面又不斷有人湧

入，堆成了一座座﹝人山卜許多人當場死亡。正在現場直播球賽的當地電視台播放了這幕慘劇，
橫七豎八的屍體出現在電視屏幕上。

由上述個案分析，歷史上造成足球慘案的原因大致有五 ：

一群眾起哄鬧事，引起局部甚至全場騷動：

－ ，， 一方隊員侵人犯規 y 男一方隊員伺機報復，相互毆鬥’場上武鬥引起雙方支持者上場參戰﹔

三裁判水平欠佳或執法不公，引起球員不i繭，觀眾大喝倒彩，甚至騷動起哄﹔

四 看台建築不符合規定標准或看台日久失修 ， 一旦出事引起看台倒塌﹔

五意外事故，如飛機失事等。

了解慘案的原委，可以引以為訓，防微杜漸。

笑一笑

1. 女足運動的質疑

「為什麼女子足球運動發展這麼慢？」

「那當然，到哪裡去找喜歡穿同樣衣服的女人呢？何況要十一個 ！ J 
2. 球迷丈夫

球迷丈夫對妻子說：「你還有什麼話就超早一點跟我說完，世界盃大賽月快要開始了。 j
3. 只看我們隊

一個蘇格蘭人來到足球場售票處，他拿出五十便士買票。

「還差五十便士 ，先生。 j 售票員說。

「可是我只看我們蘇畸蘭隊啊，至於另外了隊我一眼都不會看 ，難道也要交錢嗎？ J 
4. 受傷

口訟知道嗎？我的，丈夫在足球比賽中受了t

f可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踢足球啊 ！ J 



十人當場被壓

加的夫阿姆斯

E在看球賽的約

要開始了。 j

「是的，他是在上星期的比賽中！喊壞了聲帶。 j

s. 鼓勵球員
在上半場的足球賽中，球隊輸得極慘。場上的觀眾走了大半。下半場即將開始。教練鼓勵隊員說：

（伙計們，加油幹。下面的比賽對我們極有利，因為給我們喝倒彩的觀眾已經走掉了。 J

足球知識測試站

一般難度

I) 在每場比賽 ， 每隊球隊要派出多少人參賽 ？

每隊的參賽人數最多十一人，最少七人，其中包括一位守門員。若在比賽時某一隊的人數少於

七個人，則該場比賽會立即腰斬，而勝方則是多於七個人的那隊。

2) 雷米金盃由那一個國家永久擁有？

巴西

3) 球王比利一共踢過多少屆世界盃？

四屆

4) 有沒有歐洲球隊在歐洲以外地區奪得過世界盃？

沒有

5) 一場足球比賽需時多少？

一場球賽的法定時間是上下半場各四十五分鐘 ，中間休息時間為十五分鐘，另有加時及補時時

間。補時是補償消耗了的時間，包括替換球員、評估球員受傷情況所用時間 ，而所加時間由裁

判員決定。

相當難度

I ) 足球球門的大小呎寸是多少？

球門的兩柱距離為 7.34 公呎（24 呎）﹔橫楣離地的臣離為 2.44 公呎（8 呎）。

2) 九四年世界盃總決賽在美國那一個球場舉行？

洛杉磯的玫瑰宛球場

3) 誰是代表國家隊捧走世界盃的最老球員？

意大利的索夫

4) 波比笠臣攻入世界盃決賽週時 ， 最快射入的一球是多少秒 ？

二十七秒

5) 哪兩個人當球員踢世界杯時捧盃，當領隊時也同樣捧盃呢？

巴西的薩加奴 （一九七零年領勝） 以及德圓的碧根鮑華 （一九九零年領隊）

6) 世界盃（決賽周）的第一干個入球是荷蘭的蘭辛布寧進射入的，這是哪一年的事？

一九七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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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海岸科學6平實驗金和科大光電科技中心

今年五月開暮

科大在一個月內一共有兩項設施相繼敢幕 ，它們的敢用將會對科研和科技發展

有正面的影響 ，到底是什麼設施在我們的校園一一落成呢？

在五月 二十二 日，科大海岸

海洋實驗室（C oastal Marin 巴

Laboratory ） 正式揭幕。之後幾

天，在五月二十八日，科大光

電科技中心 (Photonics 

Technolog y C閃閃r）也正式揭

幕了。

圓圓圈

045 



046 

實驗室的位置

這所實驗室位於科大的海

旁，在室內游泳池的下

面 ， 同學們經過也會看到

（見圖片） 。

科大海岸海洋實驗室擁有全

香港高等院校中最大的室內

水族箱及一系列專門設施，

包括分析實驗室、分子實驗

室、環境室、放射性實驗

室、潛水儀器室及可用作講

學或會議的多功能室，而室

內的設計則可同時照顧科大

師生與訪客的研究需要。

實驗室成立的蠶義

科大校長朱經武教授在開幕禮上曾經說過： 「這所實驗室是科大、香港以至整個

地區的一項寶貴資產 ，而且將與香港 、中國大陸和太平洋地區的學術組織、香港

政府及工業界發展緊密聯繫。 j

這所實驗室的主任是科大生物學系副教授錢培元博士 ， 他在開幕典禮上說：﹝人

們對南海生態的了解非常不足。 海岸海洋實驗室將使科大有條件從事尖端的研究 ，

以協助我們理解環境問題對海洋生態所造成的影響。研究所取得的資料將有助環

保及政府當局有效地管理海洋資源。 J

這座實驗室旨在協助科大在海洋與環境科學領域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學工作 ，例

如就讀新設的海岸海洋環境學科的研究生，便可使用其中的設施。為達到公眾教

育的目的， 實驗室亦收藏了大量水產樣本給公眾參觀。



E以至整個

且織、香港

t說：「人
詣的研究，

司將有助環

表工作，例

主到公眾教

中心的位置

這間中心位於科大恆生銀行的後面，同學只需走上銀行附近的樓梯，轉左直行至

第一個路口，便可找到。

中心開發製造藍、綠光無機發光二極體（ light-emitting iliodes, LEDs ）原型結構

的新穎技術及從事產品設計研究 ， 並透過技術轉移加強本港光電工業的競爭力，

在迅速發展的國際市場佔一席位。

中心成立的意義

發光二極體為自發光源的半導體元件，具有高亮度、耗電少、耐用、可靠及設

計靈活新穎等優點，用來代替傳統電燈泡及交通燈。現時部份新顏色如藍、綠

和白色發光二極體的生產成本不低，特別是先進的藍、綠光無機發光二極體更

不易生產 ， 因此市場需求極大。藉這所中心的建立，希望能在這方面的科研及

發展作出貢獻。

這所光電科技中心的主任是科大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劉紀美教授 ， 她在開幕典禮

上說：「通過這中心的研究項目 ， 我們會設計、製造及測試晶片原型 ， 並將技術

轉移至業界， 中心亦培訓發光二極體產品設計及生產的人才，為業界培育專才 O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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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科大的新發明

大家有否注意到一輛白色的客貨車曾經停泊在「火雞 j 附近？那輛車的

車頂有一個像鐘蓋的東西不停地轉動。它不是一輛普通的客貨車， 而是一輛

用來監測空氣的客貨車 ，它的名字叫「大氣監測走航平台 J

研究與發明這項新科技的是兩位來自

科大的科學家，他們分別是化學工程

學系的陳澤強博士和科大發展及持續

研究所所長方明博士（見圖片）。這個

平台的敵用儀式已經在二零零二年凹

月八日完成，無線電視的晚間新聞亦

有向普羅大眾簡單地介紹過這項新科

技，這不但是科大的光榮，它的貢獻

更可以使我們受惠。

（圖中的貨車就是那個平台，站在平台

前的就是陳澤強博士和方明博士）

平台配備了先進的大氣監測儀器，如

測量揮發性有機物質的傳旦葉紅外線

分析儀、元素碳分析儀、二氧化硫分

析儀、氧化氮分析儀、研究微粒大小

分佈的低壓電衝擊器、自動氣象站及

全球衛星定位儀等。 （見圖片）

平台設於一部客貨車上，可在移動中

連續快速監測空氣質量，即使在一些

監測盲點，如︱噓道及巴士站等亦能運

作自如。項目經理、科大環境及持續

發展研究所所長方明博士表示 ：「平

台是流動的、實時的，較固定監測站

只能提供不變的數據優勝。平台邊走

邊測，搜集不同時段的連續數據，有

助分析空氣污染物的分佈及擴散情

況。 j 方博士正聯同化學工程學系副

教授、首席研究員陳澤強博士進行香

港空氣污染的研究計劃 o

平台的用途是什麼？

暫時這輛走航平台的用途是進行更多

的科研和作為教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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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eq x-~et'up 
？那輛車的

，而是一輛

Microsoft已經推出了多款視窗系統，但你有否發覺無論系統怎樣進步和改善，往往有些細微的

地方不滿意呢？因此一些程式設計員便開發了專門調較Windows系統的軟件，稱為Tweaker O 這些

程式專門幫助使用者修改隱藏在系統深處如 Reg叫ry 的設定 ， 來達到微調系統的目的。

在互聯網上有很多此類型的軟件，若有一個功能強大、免費、易用及時常更新的選擇，將會是

Windows使用者的佳音。筆者將會介紹X-Setup ’它不但包含了以上種種的優點，更曾獲多個權威

軟件網站頒發獎項，詳情請瀏覽：

http ://www.x teq .com/products/xs巴t/awards .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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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 l 
「「「﹝島... 唱一一一一一一

我們首先要到http : //www.xt巴q.com/dow叫oads／下

載 X-setup 這個軟件，安裝成功後便可使用。

全是進行更多

2 
進入該軟件後 ， 我們可看到以下畫面。

fi g.2 

主︱
Welcome to X-Setup, the ultimate tool for tuning y且x system to perfection. Below 
y叫 w,11 fnd everything that is contained in X右前叩， just have a look 

~ J x-setup ︱恥盯帥 I X·Update I Docs I Sho肛山︱
We h地hly reco耐冊，吋 thatγ叫 have AT LEAST a刷ck look at REAOME. TXT. 
This me 凹ntaines very 肺,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X·Setup e『吋 shou!d be 
read before d。同研ythl呵，

New users m嘲ht also ftnd the "Wekome”help interest呵. It describes州at
X·Setup Is and what γou can d。 wah R. The FAQ ab。ut X·Setup a』o 『night 出
Interesting for you. 

Welc酬e Help I V刷FAQs

Notice: T。 skip this "Welcome" window In the future, go to the 
"Shortcuts" page and use it to creat e a shortcut to the desired 
application on your 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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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選取X Setup 那個 tag ﹒

fi g.3 

主i
Welcome to X-Setup, the utimate tool for tuning your system to pe吋ection. Below 
you will f,nd everything that is contained in X-Setup,}ust have a look. 

Welcome ［歪歪互﹔IT肺包T帥 I X-Update I Do臼 I Shortcu叫

Use the default X-Setυp Interfaεe to 
get full 缸聞自 to all available options 
and tweak y。ur heart out. This one is 
for the power user. 

The X-Setup Wizards allows you to 
char可ey叫r system in a step by-step 
process a耐 are extremely easy to use. 
Give it a t叩 if you are new to X·Setup! 

To configure X-Setup, use thts button. 
It 棚H d1Splay all configur ati。n options 
inside X·Setup so you C甜甜sily change 
what you want before starting anything 
d持自

4 

Launch X-Setup Default UI 

Launch X-Setup Wizards 

Configure X-Setup 

我們可以替 X-Setup 進行設定，但使用預設值

亦可以。

5_ 
要進入 X S巴tup 的核心部分，我們可以 click

[ Launch X-Setup Default UI﹞或﹝Launch X

Setup Wizards﹞’ 前者把所有可調較的設定全

部有系統地列出 ，而後者就會閑散一個精靈引

導使用者一步一步去完成設定 ， 選取那種方法

完全隨使用者喜好。筆者一般喜愛使用前者 ，

因此選取 ﹝Launch X-Setup Default 凹﹞ 作範本。

自.丘：， .咀 fU ., L._0..--,.clll l .... （豆豆

伺leε，.. ＂＇＂＂＂＇隱地。

~ ~ ＂＇ . 益 。 ” ..，， c:I' 
＂＇－昌鷗品

﹒ 喧峙，－冒回

。 門，一E
• = ........ ..Jti;r\ 

’ ，函，每闡• ., 槽”... 
E ‘... R'tgil>I~ 
• .巴;r~
· －會‘智商

L區J.151

，.“再，....句

＿＿＿，＿些已~三立止」

。”。根8、 －一一一

f1 g.4 層面面6聶哥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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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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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到一列的“Folder”，其實這些

是可調較的設定，如 App巴aranc巴內的選項

就是用來轉變外觀， Hardwar巴就是用來調

較硬件的設定。

于1讓我們看看 X-Se tup 可以幫助我們做甚麼

吧：

堅堅堅E

． 調較 「開始功能表J 的反應速度

'1l!J:&'"""''D ＜• ＞－，用1’ ， ...﹒屯a, 斗到封
＂＂＂＂＇首 Hep

第 ， .，， & 

E圓－

L一
一」且＝」

E由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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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也個呵，、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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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罩”H曲＿，﹒心＂＂＂昀.......

’。”惜別恤時切函。”已

「三I fi g.6 

先伸展 ﹝Appearance > Start Tvienu > Options] P 

click 「 Menu Reaction Speed J ＇ 我們可以在

右邊看到 ﹝Delay (ms）﹞和一方格，若果想「開

始功能表J 的反應速度調較到最快 ， 我們只

需把數值改為 0便可，但必須留意更改數值

後一定要 cl i ck 一下「Apply Changes」或按

「F叫 ，否則更改便不會被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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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戶是I fig.s 

丸 ，其實這些

anc巴內的選項

的就是用來調

幫助我們做甚麼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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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enu > Options] , 
叫 ，我們可以在

什各，若果想「開

E到最快，我們只

﹔、須留意更改數值

· ChangesJ 或按

儲存。

t.,) 
例子 2. 在Con text Menu力日上「Copy to ．」和

「Move to · · · J 

二l
「一

c} 
例子 3 ：開動 Windows 2000內 Windows M巴dta

Player 7的 DVD 功能

其實 Windows 2000內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7 

是可以觀看 DVD 的，只是微軟把這功能預設為

關閉，只要修改一下便可以看 DVD 了（當然你還

需要一個 DVD-ROM）。

先伸展 F叫巴rnet > Windows Media Playe1J , click 

「Advanced Options」，我們可以看到「Enable

DVD functionality J 一選項，把左邊的方格選

取，再按「Apply Changes I F9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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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甚麼是Context Menu嗎？ 其實它只是

在按下右鍵而出現的一列選項而己，但若加上

「Copy to ··· J 和「:tviove to · · · J 這兩個選項，

在檔案管理上便方便得多了 ， 讓我們

看看怎樣做到II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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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J c～←

先伸展 ﹝Appe祖'allCe > Files&Folders > ANY tle ] ’ 
click 「Any File Context Menu Options # 2J ' 

在右邊可看到兩個未選取的方格，它們分別是

「Enab le "Copy to folder .. ·” for any file J f日

「Enable “ lVIove to folder · · · " for any lileJ ， 我

們只須選取這兩個方．格 ，再按「Appl﹜r Ch, 

IF 9 J 。（很重要 自守 ，不然會發現系統沒

有作出E女4變。 ）

當我們 R叫1t Click任何一個 file 後 ，便會發現

多了兩個選項了。

閱畢草莓fi!(O)

()per、 with ... 
問新檔案例）

9tl 巨P(P)
q單、 With

IS! Compr且s to Z IP ＋旬Uons.

ia C,。mpress b 、sell..p.zlp"
S Compress & E-Mail ''xsell..p.zip'’ 
• Add to g的ive ... 
通 Add to''x田ll..p.r1r”
II Compress s、d email ... 
通 Compr自s to''x盟ll..p.r1r" 11'吋 emai l

陀-cl ll ln

-·Cpj＼團回回:!illi,a-

現在可以用 W indo ws Media Play 巴 l看 DVD

了。

fig.10 

其實 X-se tu p 內有很多設定方便使用者調較

Windows 系統 ， 其他的就留待閣下自己發掘。最

後提一提大家多用 X-setup 內的「Search I 的J 功

能，它可幫助你節省很多時間l呢 ！
Move To Folder. 
Ser吋 To

Cut 
fig.8 C叩V

。由te Srort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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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紹：

防火牆就是一個位於電腦和它所連接的

網絡之間的軟件。任何進出的所有網絡通信

均要經過此防火牆。防火牆對流經它的網絡

通信進行掃描，這樣能夠過濾掉一些攻擊 ，

以免其在目標電腦上被執行。防火牆主要是

用來關間不使用的端口（port），而且它還能

禁止特定端口的流出通信，以禁止電腦病毒

如特洛伊木馬（Troj an Horse）的λ侵，它也可

以禁止來自特殊互聯網地址（rp add ress）的訪

問，從而防止來自不明入侵者的所有通信。

Procedures: 

安裝剛剛下載的 Zone A larm o 

陸;I'~，，問π•r.詞用！用ffl'l'i'j

Installation 

為計麼璽閉目自＇）｛賠？

防火牆其實真有很好的保護作用，因為

入侵者必須首先穿越防火牆的安全防線，才

能接觸目標的電腦。防火牆能夠被配置成許

多不同保護級別。高級別的保護可能會禁止

一些服務，如視頻流等，為電腦使用者提供

更高的保護。

普遍的防火牆軟件有 Zone A l arm 、 Tiny

Personal Firewall 、 Kerio Personal Firewall早日

Norto n in ternet Secu r i ty ’筆者會在這裡簡單，介

紹簡單易用和免費的 Zone Alarm 。

到 Zone Alarm 網站（http: //www.

zon eal a rm. com）下載Free Zon e 

Alarm 。

Do you 
want the 
strongest 
protection 

This program will install ZoneAlarm on your computer. 

possible? 

lck below to 
get ZoneAlar冒n Pro ! 

Buy lo叫arm Prol I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hat you exit all Windows programs 
before running th is Setup program 

Please select the directory where ZoneAlarm files are to be 
installed 

E:\Program Fi叫one La圳oneAlarm Browse.. I 

Config ure Browser 
ZoneAlarm can automatically detect your Web 別的ng components 
and give them permission to aα::ess the Internet 

P' '.:!'.es. please give these components 
permission to ac白白 the Internet 

〈旦帥 II可頁-;---i 1 的l I ti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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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 

請緊記選取下面的方格 ，以便讓 Zone

Alarm 自動檢查需登入互聯網的軟件。

團向叫一料
主l

Please type you『 name

MOBILE 
PC Pro1ec 1怕”

Please type the name of your comp即可or O『ganizatio n

問ease type your em甜甜d,ess ﹛name@compa即回m)

ADVANCED 
Mall Sate 

In order to download updates or get notified about Zone Labs 
news or product updo.tes, pi e臼efillina v的d email add1ess and 
choose from these options 

r,, l wanttoreg叫er ZoneAlorm s。 l 臼n download upd副es

r,, !nfo,m me about impo『tant updates and news 

All your information is kept confidential. Zone Labs does not sell 
訂ade or exchange m副ling l ists削h any orgonization 

f j g 2 BuyZ.o叫armProl I 咀咄 「寸~ 一旦竺L」

閱讀 Agr巴巴ment 後按 accept ’檔案會接

製到硬碟。

圈 第一次做動 Zone Alarm後，會出現

提示協助安裝如下圖 ：

主坦j主l

SI•’,ot7 
ZoneAlarm 

What 10 expect from ZoneAform 

" T a lkative at first, then quiets down.” 

fig 3 

Wei叩metozo間Ala『m . This p,odu<11n,oduttion and lnstallallonwizaid takes y。u flom dσ耐load to 
complele p,olecUOn In aboutlll,ee mtnutes 

Please clltkllle Ne治 bunon tosta凡

4且， 也mD G?l) 

基本上 zone a l arm已經完成安裝，在

System tray會出現 fJA o 表示你的電腦
已經受到防火牆保護。



.·-] 當使用者有軟件需使用互聯網，將會 ﹒旦

出現一段文字要求批准 ： ︱

ZoneAlarm Program Alert 

Do you want lo allow Outlook Express to access the 
Internet? 

Technic1ll Information 

Destination IP: 1 43.89. 1 3. 1 8 ：。 IMAP4

Filename: msimn.exe 
Version: 6.0 （﹞ 260 0 .日00 （〕

More Information Ava ilable 

This is the program法 firs t

attempt to access the 
Internet. 

華

\.. ~ fo ) 

「 Remember this answer the next time I use this 
program. 

」丘之J h」五三一〉
, ... , 

fig. 4 

按 YES 後軟件便能成功越過防火牆

使用互聯網。 國如騙不明來吋叮zone
a larm 保護的電腦，以下文字會顯示拒

絕了一個登入：

fig. 5 

The fi rewall has b l口cked Intern et access to 
192 .1 68.日 1 (NetBIOS Session) from your computer 
[TCP Flags: S] 

Time: 6/1 6/ 2002 10:53:44 PM 

函~一）

「 Don’t show this dialog aga111 

已互二〉
前
d
d

「Conf1gurat1o n ﹒一－一一一一一

Zone A larm Free}量有一些設定， 但基

本上使用預設值已經可以把使用者的

電腦好好保護，免受外間黑客或病毒

侵害了。

若大家需要更多的設定和保護 ，

筆者建議購買 Zon e Al a rm Pro ， 其簡

易度與保護能力皆十分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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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趣聞聞
。~o 文葉逸!ff !JI Angel 

.. . 四川傳統名菜，始創於清朝同治

初年，當時成都北郊萬福橋有一家名. 叫 「陳興盛」的飯舖， 主廚掌仕的是. 店主陳春富之妻陳劉氏。由於萬福橋
是油商運油的必經之處，腳夫們常常. 在陳興盛飯店落腳吃飯 。豆腐因為便

宜， 所以成為腳夫們常常點叫的菜. 式 。 時間久了，豆腐的各式煮法，. 煎、炒、煮、炸都吃膩了 。 有一回運

油的腳夫大方貢獻出菜油，請廚房燒. 一道與眾不同的豆腐打打牙祭。陳劉
' 1 ＇竺九氏就利用豆腐，再加牛肉碎、辣椒

花椒、豆瓣等燒製。她烹製的豆

l﹔2干？菇，已 一 腐，麻、辣、燙、嫩，味美

可口，十分受人歡迎。人

們越吃越感美味，名

聲逐漸傳開。另外，

因她臉上有幾顆麻

子，故稱為麻婆豆

腐，從此名揚全國。

食，是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

的，但你對某些菜館的認識有幾

多？你也許說：「我不是蔡瀾，

不需要認識雪麗酒中最古老的品

牌是 Tio Pe阱，但初入門可先

試有甜味的.san Dominggo ，再

試試中間味道的EI ROCIO ，最

後才試Tio Pepe 。 」但是對一些

耳熟能詳的菜名，大家應該對其

起源有簡單的認識 。本文旨在

介紹一些常見菜式的起源和

背景，希望讀者在閱讀

完這篇文章後，可

以在吃那道菜

時，對其有一 ，

點認識。

.. 
. s.a.-’,’,
-
E
E.E.- .. ‘ 、

. 
.. 

.. 

. 

. . M宅菜，傳說這道菜是從前四川人初一、十五

兩祭（曖學生活）的當糕。當時的做法多長先白
煮，有爆炒 戶 清末時成都有位姓凌的翰林，問士途

意退隱家居，專心研究烹飪 。 他將煮後再炒的回鍋肉1

改為先把豬肉去腥，以隔水容器密封的方法蒸熟後

煎炒成菜£因為早蒸至熟，所以減少了可溶性蛋白質

的損失，且保持了肉質的濃郁芳香。自此，早蒸回鍋

肉便流傳開去。

成都地區人

人皆知的一款風

味名菜。相傳在

三十年代，成都

少城附近，有一

男子名郭朝華，

與妻子一同售賣. 涼拌牛肺片，他. 們夫妻倆親自製. 作，走街穿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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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都地區人

的的一款風

菜。相傳在

平代，成都

制近，有一

名郭朝華，

子一同售賣

牛肺片，他

妻倆親自製

走街穿巷叫

. ................ 
宮保雞丁，四川傳統名菜。由雞

丁、乾辣椒、花生米等炒製而成。傳說

是清末宮保丁寶禎的家廚創下而得名 。

特點是鮮香細嫩，辣而不燥，略帶甜酸

味道。丁寶禎是清咸豐進士，考究烹

飪，任山東巡撫

時，曾僱用

名廚數十

直沿用至今。

人為家廚，請客時常有「炒雞丁」 一

菜。後來調任四川總督，便將此菜引

入四川， 並加以改良，以此宴客。後

來烹製方法被泄露出去，並為餐館採

用 。丁寶禎因曾被清朝封為太子少保

（尊稱宮保），所以此菜被人命名為

「宮保雞丁」 。

.. 江蘇常熟名菜，又稱黃泥喂
雞 。 相傳明末清初時，常熟虞山麓

有一叫化偶得一雞，苦於無鍋仕與

調味醬汁，在無計可施之下便把活

雞宰殺 。 他將內臟取出，並用幾張

荷葉將雞包里，在荷葉外塗上一層

黃泥後，就直接放入泥火堆中喂

烤 。 等到雞熟了後就以石塊敲去泥

殼，香氣立刻散發出來 。 適逢隱居

在虞山的大學士錢牧寶路過，試

後，覺得其味獨特，回家命其家人

稍加調味如法炮製，更感味美 。 在

. 

清光緒九年 ， 名菜館「山景園」 的 軍

廚師朱阿二將叫化雞的製作進一步

改進，增添多種調味輔料，贏得了

眾多食客的讚賞，因此聲名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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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傳源於清道光年間，距

今已有二百年的歷史。此菜以

十八種主料，十二種輔料製作

而成 。其中原料有雞肉、鴨

肉、鮑魚、鴨掌、魚翅、海

參、平貝、魚、肚、水魚肉、蝦

肉、拘紀、桂圓、香菇、竹筍. 等等。輔料有自豪油、鹽、冰
糖、酒、薑、蔥、老抽、生. 油、上湯等 。三十多種原料分. 別加工調製後，便分層裝進紹

..... .... 、•！. tr

很久以前在天津郊區，有一農家

十分貧寒，佑有一個兒子名叫狗

子 。 狗子從小就非常聰明能幹。十

幾歲時父親把他送到天津城去學

師，他很快就學會了做包子的技

巧，回到家開了一家包子店。狗子

做的包子皮薄館大，味美香醇，吸

引了許多附近和過路的人，生意非

.. 』..., 

興酒壇中 。用無煙的炭火（旺火）

燒沸後再用微火爆五、六小時而

成 。據說此菜最初由當時福州、卜位

官員的內眷所做。這位官員設家宴

招待布政使周蓮，菜上桌後香氣四

溢，周蓮讚不絕口，更命令布政使

街門的廚師鄭春發再加改進 。

後來鄭春發辭去街門的廚師一

職，並和友人集股開辦緊春圈 。 根

據一些美食家的建議，眾春園不斷

改良此菜的配料，並正式起名

「福壽全」。很多美食家、文人墨
客都慕名遠道而來，品嚐此菜後，

皆讚嘆不絕，席間有一秀才以詩助

興道 ： 「壇毆葷香飄四鄰，佛聞棄

禪跳牆來」’從此此菜便以「佛跳

牆」之名而流傳至今。

常好 。 當時親戚們在

已 他的店中吃包子，想

跟他多聊幾句話時，他已忙得脫不開

身，於是親戚回家時便說：「狗子不

理人」。從此，這種包子就被稱為

「 j句不理包子」，而且漸漸成了天津

最有名的一道小吃，距今已有一百多

. 年的歷史 。 L1 

．一－.可團軍~－L回 I f1.: • • 



（旺火）

可小時而

i區州一位

是設家宴

表香氣四

子布政使

進。
內廚師一

彗園。根

雪園不斷

﹔起名

、文人墨

比菜後，

于以詩助

，佛聞棄

~「佛跳

t得脫不開

： 「狗子不

三就被稱為

所戚了天津
至有一百多

-

e11~主侯牛臨．．火ijiN
晚清時候，山東有個人名叫羅藻’字 . 

柱侯，對食十分講究，並經常烹狗肉 。 有

一日，羅藻突然想出用麵玟醬煮狗肉，煮

後，香聞遠近 。 以後羅藻便用自己秘製的

麵鼓醬烹調牛闢牛雜，全都非常美味 。 每

當有酒肉之會，便有很多人到來，於是有

人提議不如集資開間食店，推廣柱侯食
口 《
口口 當

於是大家集資開了間「元興酒館」’
裝修雖然很簡陋，但生意非常好，菜單全

是柱侯做的食物 。 佛山其他食店為搶生

意，於是也推出柱侯菜館。

然而由於羅藻不肯收徒弟，死守著秘

方，死後竟無後繼，其食店最終也宣告結

業 。 食店的其他廚子也只好投靠廣州其他

大酒家，所做的柱侯食品也遜色了 。

相傳在八百年前，宋朝皇帝想重

新修建天府之國，於是早早就選擇了

一個好日子，下旨要文武百官來朝廷

共謀國事，並帶同一樣山珍海味作為

貢品。

聖旨傳下去後，在朝的文武百官

立刻派人四出搜尋珍味佳品。到了那

天，有的帶來天上美鳥﹔有的帶來海

中怪魚﹔也有的帶來山谷奇珍 、 田野

名菜．．．．．．

當時，有一位在朝將軍宗澤，為

辦這佳品，曾千里迢迢趕回家鄉 。 那

天正是中秋，鄉人都在吃鹹豬腿肉做

的粽子 。 宗澤－0嘗之後，覺得這些鹹

豬腿肉色、香、味俱全 ，便選了幾隻

最好的鹹豬腿帶去京都，獻給皇上。

皇帝和文武百官吃過之後都讚口不

絕。

宗澤為紀念家鄉名產，就請大家

給這鹹豬腿肉取個名字。於是，文武

百官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由於

這些鹹豬腿的肉有獨特的味道，色澤

鮮紅如火，所以就把它命名為「火

腿」

t, 告主E
以前的建席分兩大級，高級的

有酒樓的酒席，次一等的只可去「大錯館」食九

大籃。九大蓋自便古有之，「毛詩」已有記載「八

矗」’因為廣東人迷信，再自己加一簣，取其長

久之意 。 那麼九大籃是哪九道菜呢？菜單為一火

肉、 二切雞、 三蠍北菇、四炒肉丁、五做全鴨、

六發財好市 、七豆鼓魚（或排骨） 、八燒腰捲、九

元蹄，這九道菜也是飽肚的，故能滿足下層階

級。相傳小孩子食過師傅誕的九大筆飯菜，會長

得聰明伶俐呢。

從此，「火腿」的

名聲越來越大，銷路愈

來愈廣，受到國內外人

士的歡迎。盛產火腿的

有金華、東陽、義烏、

浦江、永康等縣。由於

這些縣當時都直屬金華

府，因此，這火腿就被

統稱為「金華火腿」了。

••••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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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 ＼的宇宙，歡欣的宇宙，踹踹自t .晦暗翼，是我山時候... . .. .J 

仰的山時候叉是怎臉的呢？

無論叩伺﹒除了請書之外﹒遊戲是ffi個人童年時不可由卸的一部分。遊戲帶給我

們歡樂﹒為我們純真簡臘的童年加添了不少緝紛皂彩。罔時﹒迦戲也蹦蹦了我們的思

考、反應﹒為我們帶來無臨的創造力開想像力。現在就諒我們再快走進童年世界，重
括當年的趣。最吧 ！

在仁十、 八十年代﹒當科技遇沒有像今兵部麼先進發達時﹒普遍的兒童遊戲都是

由絡、 m 、布:ex塑膠製闊的平面即立體玩真。雖然llxM聞單﹒但是卻很益智、有趣，

絕對不tt句頁的電腦避獻題包。

其中一腫經典的玩意便是au 「四五六」的竹胺遊戲：~把不罔蘭色的竹服用手重
直歡間，然籠高／J ＼／色翼翼地把蠱在一堆的竹肢遜一軍固，過程中不能觸動真他竹肢。

成功取得竹肢盡可以繼緝耳目頁，否則便哥誨m給另一位遊獻者。不罔聞色的竹肢代意

不間的分數：員芭代意四分、紅皂代意五分、綠芭代表六分、藍色代表十分、黑皂代

意二十倍。這種玩意很講究技工5· 當中的「輛車）Zl.1 、 ri旦出＞n 」 、 「旋轉＞n」閒「區

雇升高法」更是不可做少的「的級技」 ！ 相tt起IJ=l勻的電腦遊戲﹒「四五六」更能訓

練反應問手指的靈歐度呢 ！

「抓子」也是一種緻輛手SB!im捷度的玩意。它的！ii ＞音很簡單﹒只需霉的五個問碎

布製闊的/J\E錯鼓／J ＼卅袋﹒然後用單手抬起寓中一個／J ＼豆咎由上拋﹒趁仙巨咎于長眼下

前，立刻抬起另一個咎于再拋起﹒並罔時措住眼下來的山豆咎。最後手上搞得住最多
的便胎出。

喜歡耳其他經興的兒時玩意，便非飛行騙、 ︱可獸閥 、 j皮子隔開六富翁頁屬。

談皮飛行闕，相信沒有人不清趙它的遊戲方法。不過，叉有誰知道它巴有超過三

千年的歷史呢？這種國產遊戲，真實是從印度一種DU PACHl9的RACING GAME中抄蠶
過來的。你可能會覺得玩飛行祺只需估照箭頭的方自圓圓「飛行」﹒沒有甚麼戰術可

富。但是這也不代表它臺無刺j顧之處。 8日黑連緝三）貝蹦骰也是六點﹒文戲是遇上「蠱

臘J ﹒便哥做打回頭，由起點商來。詛想像一下差點到終點時卻做打回頭的晴黨﹒你

說可悲不可悲？



。遊戲帶給我

背了我們的恩

童年世廓，重

這童遊戲都是

直智 、 有趣，

9竹服用手重

的且他竹肢。

童的竹假代表

卡份、黑色代

轉j吉」問「區

E六」更能訓

重約五個用碎

]IE盤＊日其下

k拖得住最多

：翁萬屬。

主巴有超過二

GAME中抄麗

富甚麼戰術可

罰是遇上「！蠱

目的精景. fffi 

至於鬥獸帽﹒只車已方的祺子最先走進對方的獸間便可獲勝。在獸煦的周圍有三個阻阱﹒

當自己的關于走進自巴的阻阱﹒戰鬥力宮維持不蟹，皮之莒走進對方的蹈阱﹒我方棋子的戰鬥

力就會消失。這個戰瞄遊戲，盼了考驗智慧外，也兮人體會到現實社雷上弱肉強信的道理。

j皮子闢筍）貝司供二至六人E克思。每個值戲者均有十個j皮子，每）只只可以移動一組。當j皮子

時目遇時便可跳過它，但若j皮子進了對方的空帽，便不能高出來。以最相墳j商對面一方的空睹為

勝。

租借六家對「六富翁」 （ MONOPOLY ） 這個名字不會感到陋生。它是由宣理士﹒達路

( CHARLES DARROW ） 於一向三五年所發間的。這個遊戲非常費歡迎，可謂固靡一時。全球的

有八十個國家出售「六富翁」﹒銷量超過二億﹒而曾經玩過這個遊戲的人則多達五億 ！ 就是語

言椒油也有二十六睡，更有盲人凸字椒， 以迎台不間人士的需害。直至今只﹒「六富誼」他然

是一種老少戚宜的遊敵。

從現勻的酋度來看﹒ 以上四種玩意的設計雖然不反今禿的那麼精其﹒但是告當三五由自目繁

昌一堂E丑惡時，那種歡樂即諧的昂昂﹒實在為我們的童年留下了不少其麗的回憶。

在未有「無高玩具」 （ LEGO ） 之前，稿m多是m恩的。直至八十年代，玩具超自塑膠化﹒

勝晴m便取而代之，一直蟄居到今畏的 LEGO 。兒童可以自由發揖﹒用晴mfitJJ出各式各釀的臆

型。

想當年遇未有芭tt公仔 （BARBIE ） 的時fl晨，吐孩子們最麗疏的真過於r結製j為衫公仔」了。

這些「公仔」反O\Q了當年流行的目臣飾反潮流，學位孩子們漫不植手。籠來塑膠j羊睦挂面世﹒除

了可以替津睦旺摘巷服，把它問「蕭篩仔J 一起玩外﹒遇可以用它昨日臨蹦的山間友玩結晦遊

戲，使吐孩子們噩顯由性的一面。

對自守男孩子. l是「點指其兵」不可制少的當然是玩具錯。玩具揖六到可分為啪啪細輯、水

輯 、 直揖閱價揖箏。男孩子們最霞在走廊上你追我還﹒而迺過這些群體的角芭扮演避戲，除了
司等/j\閒友的想像力更為豐富外﹒也使他們很此之間建立起珍貴的友誼。

玩具在兒童的成岳路上擔當了一個很重霉的面包﹒它能影響兒童l包智的蟄居。不過，無論

玩具將會j自變成甚麼帽臆﹒它胎終為我們留下了不少難忘的回睛，位于讓我們喜六後能細細回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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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術看似是一個神秘的名詞，其

實是一種正常的運動 。 它不但適合任

何年齡、性別，而且在強身健體之

餘，更可在不斷的練習中，培養出不

屈不撓的精神 。

本文簡單地介紹四種常見的武術

運動，令同學對武術有更深入的了

解，並體會筒中的樂趣 。

護腔 ＼語 ; 

︱ 、...＿ \ I 

i ‘ 頭盔 i 一 議拳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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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一詞，出於哲學著作《易傳﹒繫辭上》，意指天地未分時的渾沌元氣，而

世上萬物正是由這種元氣演變而成 。 「太極拳」正是將這套中國傳統元氣與陰陽五行太

極哲學思維應用到拳藝上，故此又稱「哲拳」 。

歷史

太極拳的起源可謂眾說紛云 。 當中，有兩套較為人認同的說法 。 有人說，太極拳是

由明代武當道士張三豐所編創 。 這說法最廣為人知，然而，欠缺可信的史料作支持 。 故

此，另一說法較為武術界認同 。 他們指太極拳是由明朝末年由戰將陳王起解甲歸田後回

到家鄉河南溫縣陳家溝所創的 。 經歷幾代承傅，到7晚清，太極拳已分成陳、楊、吳、

武、孫五大門j辰，在民間流行起來。

基本知識

修練太極拳主張「用意不用力」，那麼究竟是甚麼意思呢？要說明何謂「意」’舉

例子是最好不過 。 假想自己是一扇轉軸在中央的轉門，當有人推你的左半身時，你的左

半身便會自然地向後退，同時間，你的右半身會乘勢向前衝，而且左右力量相等，但方

向卻相反 。 然而，太極拳的「意」所涵蓋的不只是「左」、「中」、「右」的一維空間，

而是包括「上」、「下」、「左」、「右」、「前」、「後」、「中」的三維空間，中

心轉軸變為一中心點 。 這樣便使太極拳變得千變萬化，難以觸

摸 。 太極拳的全方位轉動正好得到「以彼之力，還之彼身」、「以

快打快，以慢打慢」的效果 。 所以，練習太極應「用意不用力」’

「用力」反而會令身體失去整體重量的調節能力 。

至於「力大不如氣斂」的「氯」是一個哲學概念，泛指一些

難以確切說明的東西 。 太極拳所指的「氯」就是傳遞「意」的媒

介，驅使身體做「意」的形式去運動﹔然而，稍有用力，「意」、

「氯」即不能貫通，有礙身體隨心運動 。 故此，「力大不如氣做」

是練習太極拳的總綱 。

太極拳勢

太極拳的華勢司總結為「八門五步」’合稱「十三勢」，全

是依循「八卦」及「五行」規律而運動 。 「八門」可分為「棚」、

「罐」、「擠」、「按」、「採」、「，§Ll 」、「肘」和「靠」﹔而

「五步」則是「前進」、「後退」、「左顧」、「右盼」和「中」 。

太極拳的運動把「陰」、「陽」、「中」’涵三為一 。 陰陽相對

運動而不離其中，就是「陰陽相濟」﹔陰陽相和而中，就是「太

平至中」 。 所以，「八門五步」或「十三總勢」便是太極拳的運

動總規律 。



i沌元氣，而

！陰陽五行太

t ，太極拳是

1作支持 。 故

早甲歸田後回

長、楊、吳、

冒「意」’舉

刊守，你的左

E相等，但方

？一維空間，

：維空間，中

跆拳道（ Tae Kwon Do ）是韓國一種以雙拳雙手和雙腳為自然武器的

一種武術 。 其中跆（ Tae ）是指用腳踢踹，拳（ Kwon ）指用拳擊打，道（ Do)

指用拳腳的方法 。

歷史

跆拳道是韓國的國粹，其起源可追溯至二千多年前的高旬麗（ 37 BC一－668

AD ）、百濟（ 18 BC 一－ 600 AD ）和新羅 。 考古學家在當時的墓穴和石窟中，

發現7與跆拳道姿勢相類似的壁畫和石雕 。 由此證明，當時已有一種類似跆拳道

的活動存在，而且＋分盛行 。

一九三二年，高麗王朝被李朝所取代，成為朝鮮王朝 。 可是李朝推崇儒家與

佛學文化，過份重文輕武，因此當時的武術沒有多大的改進 。 但是，民間的武術

活動並沒有因此被廢止，武吏更懂得使用手搏和跆拳的投術 。

及後，日本人侵佔朝鮮，廢除朝鮮王朝，建立殖民政府 。 日軍採用高壓手

段，嚴禁一切朝鮮文化活動，包括跆拳道在內，因此跆拳道在境內幾乎絕跡 。 可幸的是

有一些學武之人在境內偷偷練習﹔許多朝鮮人受不住迫害，遠離國土，並將跆拳道傳揚

至他國，跆拳道才不致被緝 。

二﹔欠大戰後，日本戰敗投降，韓國光復 。 韓國人因受到長期壓迫，民族意識日漸抬

頭，許多武術行家決心將跆拳道韓國化，以擺脫日本對其的影響。 他們紛紛開館授徒，

跆拳道之風大盛，練武的道館應運而生，現代的跆拳道有了其雛形 。

一九六一年，韓國成立7唐手道協會（後更名為跆拳道協會），於灰年成為朝鮮業

餘體育協會的會員 。 跆拳道於一九八六年被列為第十屆亞連會的比賽項目﹔二零零零年

被奧運會正式列為比賽項目 。

基本認識

跆拳道是要將人體的關節部份化為武器，經過鍛鍊後，拳頭 、指尖、手刀 、腳均可

發揮其威力 。 跆拳道主要以腿功﹔為主，腿可以踢對方的頭郁 ， 但不能攻擊腰帶以下的部

位 。 為了盡量發揮跆拳道的威力，跆拳道有其基本姿勢，將前、後、左、右 、玫、防的

基本動作連結起來，便能使用「防、刺、踢」的效果 。

跆拳道共分八級十段，以腰帶顏色作識別： 誰勝誰負

初學 自帶 比賽分三個回合，

第八級 黃帶 每個回合是＝分制 。 比

第七級 黃綠帶 賽場上的四角各坐著一

第六級 綠帶 個評判 。 當攻擊對方

第五級 綠藍帶 時，動作清晰（不能玫

第四級 藍帶 擊腰以下的位置），又

第一級 藍紅帶 能發出聲音，便得一

第二級 紅帶 分，但須注意要有兩個

第一級 紅黑帶 或以上的評判給予一

段 黑帶／晶段 分，才真正算得上贏7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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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

柔道是一項鍛鍊身體與精神的運動 。 「柔」的意思是「柔能制剛」，即順應並利用對

手的力量與技術來敢勝 。 而所謂的「道」則是指形而上的長存者，是一種規律、一種理

則，但是它並沒有固定的實體，而是一個變體或動體﹔簡單地說，在變動中表現某種規律

便稱之為「道」 。 所以，「柔道」 二字正好貼切地形容這項「以柔制剛」、「千變萬化中

又不失規律」的運動 。

歷史

讀者可能都會以為柔道起源於日本，然而，柔道的起源地其實是中國 。 明朝末年，滿

清入關佔據大半江山，亡國遺臣意圖反清復明，其一為鄭成功，他有見已方勢孤力弱，故

遣陳元斌前往日本借兵請搓，此為柔道運動傳入日本之始 。 陳氏在日本授藝予褔野七郎右

衛門，三浦與﹔欠右衛門，磯貝﹔欠郎左衛門等三人，演變成「三浦流派」、「褔野流派」及

「磯貝流派」 。

一八七零年， 日本人嘉納治五郎以「柔能制剛」與「精力善用」為主旨，將各流派的

柔術融會整理，創立「講道館」’大力提倡柔道，從此柔道日漸流行，並成為日本的國

粹 。

基本知論

柔道共有一百式招式 。 比賽者其實不需要熟練所有招式，只要集中鑽研其中兩三招，

再加以變化，使其變成獨有的招式，便能克敵 。

柔道共分六級十段， 以腰帶顏色作識別：

第六級
第五級

第四級

第二級

第二級

第一級

段

勝負

只要能在兩分鐘

內，先把對方壓倒在

地上，背貼地面達十

秒就算獲勝 。

自帶

黃帶

橙帶

綠帶

藍帶

咖啡帶

黑帶

’ 
、



︱頁應並利用對

祖律、一種理

表現某種規律

「千變萬化中

明朝末年，滿

勢孤力弱，故

予褔野七郎右

褔野流派」及

，將各流派的

責為日本的國

其中兩三招，

·--
3已軒道是已，以達致更高崗的人格 。

歷史

空手道乃源自於中國武術的南方拳法 。 於五百多年前，琉球成為中國的屬士，中

國的學術也隨即傳入琉球 。 琉球原本有一種本地的武術叫手拳，後來融合7中國的武

術，稱為唐手 。

十六世紀末，當地為7防止叛亂，實施禁武政策，嚴禁居民私藏武器 。 琉球居民

為7防身，不少居民轉而學習這種不需要用任何武器的拳術，使唐手十分盛行 。

一九二二年，船越義珍先生（ 1868-1957 ）等人將唐手帶到日本本士，並改良唐

手技術上的缺陷，將佛教的禪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加入唐手，加深它的哲理，

己宣稱為「空手道」’並發展出四大流派，松濤流、剛柔流、系東流和和道流 。 各流派

有其特點，在各地相當活躍 。

基本認識

空手道是以意志力控制技術 。 它是一種以「一擊殺」為原則的武術，務求在瞬間

發揮最大的衝擊力把對方擊倒 。

空手道是以赤手空拳鍛鍊手腳，透過前後、左右、上下均等的活動，以熟習屈

伸、跳躍 、 平衡等各種動作，務求在對戰時以最熟練的拳腳、擒拿和投摔等攻擊將對

手擊倒 。

空手道共有十級，段數則沒有上限 。 以腰帶顏色劃分：

第十級 自帶

第九級 黃帶

第八級 黃綠帶

第七級 綠帶

第六級 綠藍帶

第五級 藍帶

第四級 藍啡帶

第三級 咖啡帶

第二級 咖啡帶

第一級 咖啡帶

段 黑帶

也E負 r「 r I I 可寸】 I I ) 
每場比賽分三個回笛，每個回合是三分制 lo ~取得分數時便叫勝

對1穹的頭、臉、頸、腹 1 日甘、背及兩側，便能得 l一勝或半勝 。

擊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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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族
轟族人口東多，約有五百一十五萬餘人，是中國少數民族較多人口之其中一族。

由於鼻族分佈較廣，支系亦多，因此形成了具有明顯不同的地域特徵的衣飾 。 普遍來

說，聲族都是尚黑、敬火，因此他們的服飾少不7黑色及火錦紋，也有以虎級、幾何

圓形作繡飾。此外，轟族的男女，無論是那一支系，出外都會搬上「披聾」和「標爾

瓦」一形如斗謹，用羊毛織，輔以麻料，下端綴以長穗。長穗有畫為衣、雨為黨、夜

為被的多種功能，展示了轟族過往濃厚的畜牧文化特色 。

轟族的服飾，受著歷史及其他民族的影響，不少都在本身的民族特色上添入了其

他的民族文化，要研究較為傳統的轟族服飾，可從涼山型的服飾開始。

轟族男女均喜戴頭飾，講究各種佩飾，而且會根據地域、性別、年齡、等級而有

異。涼山的男子一律用青、藍布帕包頭，且裹成一尖椎狀，斜插額前，漢語稱之為

「英雄醫」。青年男子的英雄醫細如筍﹔老年男子的則組如螺害。各地的纏頭法相同，

均是從右至左，死者則反之。



3一族。

普遍來

2 、幾何

日「擦爾

吉震、夜

巨入了其

1ffi反而有

i稱之為
主＃目同，

至於涼山女子的頭，貝IJ隨年齡增長而出現較多的變化。幼時蓄

髮梳單辮垂於腦後，至八、九歲時就將單辮盤於頭部四周， 壓於繡

有花草圖案的頭帕上﹔出嫁之日即分梳為兩﹛︱辭掉，交叉盤壓於頭巾自

之土，並戴上呈射圓狀的銀飾蓋頭帕。未婚或已婚未生育的女子呆

頭帕，都是棉布製紅裡黑頂雙層繡花的。婦女生育以後則改為戴

帽，髮不外露。

涼山女子上衣為大襟右枉，並於袖口用色線繡上不同的圖案。

男子下著長褲，最大特點是其大褲腳可寬達百多塵米，若抓住下

角，可側拉至頭側構成一個大扇形。另外，涼山男子亦會佩帶許多

飾物，他們左耳佩戴蜜脂珠，並在珠下綴有線。「圍塔」則是東多

飾物中最具特色的。「圓塔」’是斜垮於身上的佩帶，古時用於繫

刀。「圓塔」是用細牛筋編成，並於上面鎮以自色硨碟片。涼山男

子並不蓄鬚，香盒及胡盒是他們隨身攜帶的胸飾。

至於涼山的婦女，上衣分為村衫 、罩衣、背心三種。青年婦女

上衣以細條花為主，配有貼花的各種刺繡﹔中年服環肩、襟貼為青

寬邊，並加嚴紅、黃、綠色細條紋為飾﹔老年服則寬衣↑專袖，只鎮

青布，下著百摺長裙。童裙分兩節，成年後需舉行換裙儀式改穿成

年女裙，以表示己到可談戀愛的年齡。成年裙為三節彩裙，裙腳甚

為寬大，色彩對此強烈，喜以紅、粉、黃、線等色相間鎮接，中老

年長裙則色調較為沉郁。由於他們都以頸長為美，重項部修飾，因

此都在領口戴一長方形或梅花形銀牌。此外，他們亦愛配戴一女用
荷包，擊於腰之右側。荷包呈三角形，並於布面以貼花、刺繡裝

飾，下垂箭頭形五彩飄帶，用於裝針線、煙葉等各種雜物，亦具裝

飾作用。

轟族服飾種類繁多，色彩繽紛，而且有著複雜的服飾體系，以

性別、年齡、盛裝、常裝劃分﹔服飾上又運用多種裝飾技巧，如刺

繡、貼花、鎮鼠、 j衷邊等，由此可見轟族人民的聰明才智和獨特的

審美意識。



父母一定會想盡辦法，替她配置銀髮售和項

圈 。 若果沒有幾件銀飾物的話，苗女會認為

自己不美，她的父母也會認為自己低人一

等，所以他們寧願省吃偷用，不求為女兒

「穿金」，也會替她們「戴銀」。

家境富裕的苗女，每逢節慶婚嫁，除

了必定會在頭上戴上銀龍角或銀鳳冠，亦會

戴「月牌」 。

銀角是以厚薄不一的銀片打製而成，

形似高大的牛角，是苗人仿龍角形態的銀

飾，在兩角之間插上銀扇，一般長約六十廈

米，重約兩斤。

銀冠是以銀片、銀花 、 銀雀等組成的

頭飾 。 具體的形態，於各苗地域稍有差別，

有的如孔雀開屏之狀，有的以小花扎於半球

彤的鐵絲站上，而兩側插上數隻不同形狀的

小鳥，並於正面掛上長短不一的銀牌，而每

塊銀牌下綴有銀喇叭或銀菱角，重約三、四

斤，走動時發出清脆的聲響。

一種用銀片打製成的空心胸飾，正面

捶壓有獅球、魚等浮雕狀的固寞，並懸有銀

喇叭及銀錯，走動起來不時會發出清脆的聲

音。

正如其他少數民族一樣，苗族特別鐘

愛銀飾的原因，莫過於

他們認為銀飾好比他們

虔誠崇拜的月亮和星

星，戴著這些珊珊滿

目、叮噹作響的銀飾去

探訪親朋好友或參加慶

祝活動，不僅能炫耀自

己勤勞得來的財富，還

可以驅除那靈、保持純

淨的靈魂。所以即使苗

族姑娘穿起有二、三百

兩重的銀飾來唱歌、跳

舞，也是在所不計，可

謂「苦」中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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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特別鍾

苗族女性服裝的另一特色，便是其百摺

裙。據說苗族婦女古代也只是穿筒裙，後來為

了使自己的服裝有異於別族，才縫製了這種特

殊的裙子作為苗族的標誌。苗族長短不一的百

摺裙，工藝精細，皺摺細密、繁多，並以多摺

為美，有的可達千摺以上，上面還繡有多種顏
色的圖案花紋。這種百摺裙由裙首、裙身、裙

腳三部分組成，其中以裙腳部分最美觀和重

要。苗族姑娘往往把大半精美的刺繡隱藏在裙

子裹，走動時，艷麗的織花時隱時現，有一種

特別的韻味。

苗族刺繡的手工技術一直飛電［Nf~：，.

可略見一斑。在貴州東南苗鄉， F

帶以示祝賀，做法是在一塊塊布上，

案有三種：

平刺繡也被看成是藝術品，這從苗族人的揹帶

而誕生了，他的外婆家也會送上一副作工精細的揹

巨色彩繽紛的圖案，再巧妙地載剪組合而成。常見的圓

1 ) 對稱的幾何圖案

2 ) 花草、樹葉或稻草 、 野果

3 ) 山川、雀鳥、蝴蝶 ’ 
這些刺繡弄得優美秀麗，仿若一幅彩畫， 一些揹帶甚至會繡上一篇篇

歷史傳統、神話或習俗的圖畫故事。苗族婦女會把這些措帶看成見女的

護身符，並是自己與兒女生命息息相關的紐帶 。 有些母親還會在兒女

長大後，把磨爛的揹帶洗乾淨，收藏起來作為一生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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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族人口東多，在我國分佈廣泛，支﹔反差不多達四百個之多，且

各支系服飾也不盡相同。所以，過去瑤族曾因服飾的顏色、褲子的式

樣、頭飾的裝扮不同而得各種族稱。如南丹瑤族男子穿交領上衣，下

著白色大檔緊腿齊膝短褲，因而得「自褲瑤」之稱﹔龍腸的瑤族由於

穿紅色繡花衣而得「紅瑤」之稱。但瑤族服飾最特別及統一之處，是

他們繽紛多彩、紛繁複雜的頭飾，及其纏頭綁腿的習慣 。

瑤族婦女頭飾的特點是「巨大」和「複雜」，如盤瑤婦女多戴呈

三角形塔狀的帽子。這種三角帽是先用竹龍和麻藤編成帽型，然後蒙

上布，精細地姻扎繡織而成。不同年齡的婦女，戴不同顏色的帽子以

作識別。年輕姑娘戴花布蒙成的三角帽，寓意山花爛漫、前程似錦﹔

中年婦女戴藍色的三角帽，寓意風調雨順、興旺發達﹔老年婦女則戴

青色的三角帽，寓意四季常青、長命百歲 。 帽上繡織上各種花紋圖

案，諸如花鳥虫魚、山川樹木、獅龍麒象、錦雞鳳凰等 。 他們認為女

子戴這種尖帽，不僅美觀，且在進密林、入草叢時，可嚇走野獸，保
護自身的安全。

此外，不少瑤族支系的男女也會纏頭綁腿 。 用以包頭的頭巾長而

講究，並織繡上彩色花紋。大瑤山地區的男女會在頭上梳害，即「椎

譬」，然後用黑或自頭巾順著一個方向層層疊疊的繞醫纏扎，露醫在

外。桂平瑤婦女的頭巾可長達十多米，有的整整齊齊的纏繞成一個大
盤型，有的纏繞時一層比一層高，或扁或圓、或高或低。有的還會在

上面配上多色花巾、彩帶或絲穗，華麗秀美。

. . . . . . . . .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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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腿方面，多用自織自染的青色或藍色土布製成，再用紅、

綠、白、黃色的絲線繡上各種精美別緻的花紋。據說他們這個習俗

是來自以下這個傳說：倍族一高辛國久受海上香王侵擾， 幸得到一

隻滿身斑紋的龍犬挺身而出，斬下香玉首級。高辛國王於是許配三

公主給龍犬為妻以示答謝。在洞房花燭夜，龍犬吩咐公主將其放入

蒸籠內蒸七日七夜，便可使他.，恢復人形 。公主依其所言，但蒸至第

六日時，她怕將龍犬蒸死了，便偷偷揭開蓋子來看，龍犬果然變成

一英俊小伙子，但因蒸的時日不夠，頭和腿還有許多毛未褪盡，於

是用布帶將頭和小腿裹起來。公主避免夫婿此特殊裝束引人疑竇，

於是也用布纏頭綁腿。催人見了，紛紛效之，也開始成為他們的習
俗。事實上，民族研究學者認為這個少數民族愛纏頭綁腿的習俗，

是因生活環境的影響。他們居於深山荒野，早晚溫差大，且多蟲蛇

之患。以布纏頭， 一保頭部免受風寒﹔ 二保由山、樹上摔下時，對

頭部的傷害。以布綁腿， 一兔荊棘、樹枝刮傷﹔ 二兔岐蟲 、 長蛇攻

噬。由於長期使用，纏頭綁腿己逐漸形成為一種服飾習俗。而頭

巾、綁腿巾上的各種精美刺繡花紋，亦成為展示他們刺繡技藝的裝
飾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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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族多居住在我國雲南邊疆群山環抱的亞

熱帶河谷平壩地區，由於地處邊陣，在生活習

俗、宗教信仰等方面融合了中原及中南半島諸

國文化。就其服飾而言，在各民族服飾藝術中

享有較高的聲譽 。

僚族的服飾因居住地區的不同而分為「水

僚」、「旱僚」、「花腰僚」等。僚族的男服一

般為圓領大襟或對襟小衫，下著長褲，多用白

布包頭。到十一至十二歲時，即請人在胸、

背、腹等刺上各種動物、花卉、幾何級圖案或

僚族文字。至於女服則比較複雜﹔水憬的服飾

以及配件較為簡單，數量也較少﹔旱懷及花腰

僚的則較為複雜，尤其是花腰憬的更具特色，

以下略為介紹。

僚族十分崇拜孔雀，在僚人的心目中，孔
雀具有美麗、善良、智慧、吉祥的含意，並將

它視作民族精神的象徵。這裡還有一個傳說：

在僚族長詩《召樹屯》中描寫7一位美麗善良

的孔雀公主楠木諾娜飛來金湖沐浴， 一王子召

樹屯得其孔雀衣，使她無法飛返，遂結為夫

妻，生活美滿幸福。孔雀王得知後大怒，發兵

征討王子的國家，召樹屯率兵抵禦。其父被奸

臣所騙，準備於日出時殺死孔雀公主，木娜氏

求死前著孔雀衣一舞，允之，遂飛回家。召樹

屯祈神龍幫助，越山河海洋與公主圓圓。僚族

婦女因此將長髮盤成俗稱的孔雀霉，並以鮮

花、銀鏈等為裝飾。他們亦愛在衣飾及日用品

繡上孔雀圖案，以表示對美和幸福的追求。

（泰族婦女的服裝為窄袖短上衣，右襟、下

著長筒裙。上衣一般分為兩件， 一件身的內衣

和一件為無袖上衣。內衣圓領、無袖，僅長及

腹部。領邊及下擺邊治都綴有寬窄不一的一排

晶瑩閃亮的細銀泡，銀泡中間還間綴著銀穗。

外衣無領無袖，比內衣還要短，僅可遮掩胸

部。襟邊和下擺邊鎮一條彩色布條或刺繡花紋

為裝飾，襟部亦鐸有細銀光和根穗，袖細長及

腕，袖的下半截間鎮紅、黃、線、自等色的彩

布f1菜，或用各種彩色裝飾。因為上衣較短，腰

部常外露，所以他們都用一條比較寬的自織彩

帶纏腰數周，既可繫裙，又可東腰，「花腰」之

名，亦是由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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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下身，花腰僚婦女則多穿寬大的青布

筒裙，一般穿一至三條。裙擺下邊均用紅、

黃、綠等色線和彩布繡製出寬大的花紋圖案。

三裙長短不一，內裙最長 ，外裙最短， 三裙穿

時依次錯開， 呈橫斜狀，左高右低，彩繡的花

邊正好全露在外面，鮮艷奪目。婦女外出時，

會在腰間掛一隻精巧追瓏的花「央蘿」一一用

細小的竹鰻編成，用作盛裝隨身物品。僚族姑

娘總會在央蘿的腰部綴上了許多絢麗繽紛的絨

球和閃閃發光的亮片、 tj ＼銀珠，在底部綴上了

串珠、縷穗。彩央蘿掛在一身五彩斑爛的僚姑

娘身上、更有錦上添花之感，突顯了少女的藝

術美感。

總結

服飾是人類生活中的文化要素，是人類精

神力量的外溢。綜觀韓、僚、苗、瑤四族，甚

至廣及全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服飾，無一不

反映出其宗教信仰、勞動方式、自然環境和社

會形態。少數民族透過其精巧的雙手與極高的

審美觀，縫製出一件件色彩繽紛、款式獨特的

衣飾，將現實生活或願望等融入於衣飾中。由

於環境不同及受歷史的影響，每一個民族都發

展出一套獨特的服飾體系，表現出其對美的定

義與追求，亦顯出極高的藝術水平。因此，在

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社會發展及藝術精神，

少數民族服飾都佔著不可或缺的一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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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人的科大﹒失落的自由》苦思

自我就讀科大之後，寒與暑的角力快要打成三比三平手。我是說，我在不知不覺間，快要在

科大渡過了三個年頭。春天踏著時步，帶著綿綿的細雨悄悄地步至。連接橋上的勒杜鵑已經盛開，

可惜不知有多少在橋上走過的科大同學會留意到。我在科大的Tower B內，總喜歡在窗邊看花、

看樹、看風一一我沒有寫錯，的確是看風，看風的流動、看時光的流逝、看思緒的攝動。

走出Tower B ，就會見到一個向海的小亭。我迷醉於海，可惜我在窗框內卻看不到海，所以

有時我會走進小亭，嘗試感受海子所言那種「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感覺。韓躊涼涼的水聲就

有如禪聲，如濁流中的一道清泉，能使人獲得片刻的身心安靜。海浪的起起落落就像脈搏的跳動，

彷彿展開著一種生命力。清水灣的水是從天庭流下來的清泉，晨曦時如金色的鱗片，中午時像蔚藍

的天空，夕陽時是情人的眼淚。舉目遠眺，當真窺見到所謂的海天一線，一望無際。

此情此景，我總想像科大有一位詩人：他拾起意境的鮮花，並用枝頭沾上月亮的光芒，在清

水灣的水面舞動，寫下一句句閃動的詩行。詩行將化成另一輪明月，浮蕩在水面，震動著我的心

田。

可笑的是科大連讀文學的本科生也沒有。聽說鼎鼎大名的楊牧曾經在創校其間來過科大，逗

留了超過一年，可惜我來科大太遲，無緣拜會。同是來自台灣的童若雯教授也曾在科大任教了數

年，認識她的人雖不多，但她卻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詩人。可惜他們現在都不在科大，離開了這個現

實的鬼地方。危令敦教授似乎專注於小說，陳潔儀教授亦不過匆匆的在科大逗留了短短兩個學期。

詩人在科大，是寂寞的。

科大的現實，從不開設人文學系和社會科學系去招收本科生就可見一斑。這裡開設的

學系，犬抵上都只是依據市場上的需求。在連接橋上走過的科大學生，總是來去匆匆，整

天愁眉苦臉的樣子，大概是學習壓力太大。大家關心的只是學業、前途、出路。科大學

生對科大美景實在是無暇細賞、無福消受，更莫說要寫詩讚頌。在不少科大學生眼中，

座落在醉人的清水灣的科大，在一噸噸重擔之下，只是一個座落在烈火中的地獄。

我想，也許我自己也是在我所說的科大學生之中的一份子。有一回，在趕功課的

高峰期，我於星期六留在宿舍工作，整天就連出飯堂吃飯的時間也要省掉，只依靠一

包生命方飽來「維持生命」，真是足不出戶。那個學期的黑暗日子，至今依然記得清

清楚楚，星期一至五都是上課、下課、趕功課，星期六和日甚至用一整天來趕功課。

當時的我曾寫詩一首，以作抒發：

〈好一個上課的日子〉

好一個陽光普照的早上

窗邊傳來清水灣的海浪聲

伸一個懶腰打一個呵欠

幻想利用這個美好的早上寫一首好詩

夢想就在這個美好的早上打一場籃球

一如以往地刷牙洗臉

一如以往地換衫上課



﹔間，快要在

已經盛開，
窩邊看花、

動。

：到海，所以

﹔涼的水聲就

輝的跳動，

I午時像蔚藍

1光芒，在清

動著我的J心

：過科大，逗

大任教了數
：開了這個現

！兩個學期。

這裡開設的

﹔去匆匆，整

1路。科大學
﹔學生眼中，

的地獄。

在趕功課的

心，只依靠一

，依然記得清

﹔來趕功課。

出
付
喙

一如以往地坐在課室

無論是人工智能或是軟件工程

也不過是一堆堆要硬記的理論

只有把理論強行填在腦裡

當時針與分針在正上方重遇

上午和下午兩位忙人就開始交更
腦海一片混沌的我驀然一醒

一如以往地走出諜室

一如以往地乘坐電梯

一如以往地坐在飯堂

無論是豬扒牛柳或是雞腿魚塊

也不過是一塊塊曾雪硬的屍體

唯有把屍體強行貫在口中

科大也許就是香港的一個縮影。這裡的人為了糊口，或者為了前程，或者為了物質享受，總
是每天不斷過著營營役役的生活。更甚的甚至會甸甸在拜金主義之中，不能自拔。

高行健曾說：「佛在你心中，不如說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你如果拿自由去換取別的

什麼，自由這鳥兒就飛了，這就是自由的代價。」如今，我在宿舍內，只聽到清脆的烏嗚。

二千零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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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比從前快樂》劉子語

那夜，朋友跟我提起你的事。

只是巧合地提起。跟我天馬行空地談著天的我們的朋友輕描淡寫地說到那一個萬里無雲的街

上碰上了你，跟你的她。

我，怔恆地待著。

用力深呼吸待回復平靜後再復掛上一個沒有意識的、比午後冷卻了的紅茶還要苦澀的微笑。

說那是個沒有意識的微笑，是因為在電話線的另一端的我們的朋友根本看不到我那可笑的微笑。

欲再追間，生怕朋友會發現出一些端倪，又怕自己會知道一些不知為妙的事實。

要說的話卻H更在咽喉裡’ H燕不下又吐不出，盪在胸口，只好發出數聲的笑，然後表現出一些

作為你的朋友聽到你談戀愛時應有的反應：驚嘆你保密的功夫的厲害，一定要改天向你請教呢！

諸如此類。

東拉西扯的跟朋友談了很久電話。目為我知道，這晚我準睡不著了。

睡是睡不了，精神狀態是很清醒的去思考朋友說起的你的事。他說你們一起很久了，離合了

一陣子。至於那事件的時間性，他沒有說，我沒有問。

還是不去思考好了。不敢好奇，也好奇不了。

只是呆呆的待了餘下的晚上。

感覺感情好像一下子喪失溫度，維持在昭然若揭的刻度。

在意識層上，我是悲哀的。我嘗試把引致我悲哀的理由壓抑在我的潛意識裡’然而，失敗

了，跟我的愛情一樣失敗。

跡。

那理由只停在我的前意識裡，只是被暫時擱置在一旁的舊意識。

前意識可以輕而易舉地進入我的意識領域。

而你可以輕而易舉地進入我的心靈領域，不費吹灰就能撩撥我心情起伏。

我還是喜歡你。

從最初對你有微妙悸動感覺的那一夜。

只是，到了這個階段，我已不想去承認我曾有過的種種心情，正如以往我失敗的感情生活。

用軟柔模糊的筆法去記住一樁樁的感情，避免用了鋒利有力的線條而製造出深刻的斧鑿痕

縱然我知道我的否認才會導致失敗。

我不能面對我的感情破產。我輸不起，從我知道我不是收放自如及游刃有餘的那天起。

※ ※ ※ 

我知道了你意思的那個晚上，心情倒是十分平靜。腦裡溢著是一些不多不少的屬於我們的記

憶：談笑說過的話、一起哼過的歌、並肩走過的路﹔突然問慶幸從前的種種心情原來都不是幻覺，

不是自作多情。

平靜的心情是因為我對你的感情能得到你的確認。

那是一份得到事實真相的坦然。

Matisse ﹒伍在他的文字裡說：「要拒絕一個人的好，其實不難。」只是對於曾經令我左思右

想的你的好，我又應該怎樣反應？

我的感性早已告訴我你是我要的人，只是我的理性勸我三思。



里無雲的街

澀的微笑。

笑的微笑。

表現出一些

你請教呢！

了，離合了

然而，失敗

感情生活。

刻的斧鑿痕

﹔天起。

於我們的記

不是幻覺，

令我左思、右

我不是在不久之前已認定了他嗎？

我跟我的他才剛渡過了熱戀的邊緣，習慣了在放棄多少執著與堅持多少自我的掙扎，又何苦

一次又一次在每段殊途同歸的感情上依戀不捨呢？

我的理性要我好好的留下。

我把無辜的你遺下在半途，在這難如蜀道的情路上。

然而，被遺下在半途的，不只有你。

還有我自己。

※ 

我們仍然是別人眼中的要好的朋友。

我和他仍然是一對。

※ 

然而，有時候「傷害」是這樣的：外表完整無缺，內在支離破碎。

我在他肩上已哭過了許多眼淚。

※ 

眼淚從來不是我的武器，因為哭得太多，哭得太久，別人也慣作平常。

在你面前，我從不會哭。你總給我平靜的感覺。所以那個夜色正濃的晚上，我們散步，我的

話不多。

也許是心事太多，都化成漫天星睛。那夜的月亮不見了，星很多。

想跟你說一些很喜歡你之類、的話。然後彼此會很感動。然後那會是一個很浪漫的晚上。

然後我才可以理直氣壯的對他說：「我喜歡了別人。」

也許是月亮不見了，缺少了月亮的引力，想跟你說的話，始終聞不了口。

沒有目的地的散步﹔從不曾想那裡去，從不曾向那裡去。

我們很自然地天馬行空的漫行漫聊。令人很安逸的夜色，很平和的海潮，很舒服的你。

還有一次，我狠狠的發了數天的熱。一臉病容的我仍堅持跟你去看電影，去看齣已經看過的

電影。我早跟他在那齣電影上演的第一天已看了。

我對你說謊。

只是衝口而出的謊話，應該值得原諒了罷。因為我想跟你看電影，也想你看那齣電影。

同一齣電影，不同的感受，比第一次更悸動。是因為劇情濃烈的思考性？因為劇中優美的景

色？還是因為右邊身旁的你？

而身旁的你，究竟是天涯，還是咫尺？

回程的車上，我的熾熱的心和頭都很重。我小心翼翼的把頭依偎在你肩上，合著雙眼，燒眩

了視線。
那一刻，我知道有一雙溢滿溫柔的眼正對著我望，只是我情願緊閉著雙眼，裝作不見。

當我病癒了，我們都不曾再說起那一夜。

我們沒說定，但也會很有默契地把事情先在心裡過濾，什麼能提，什麼不能說。我們有著同

一把尺。

我們的默契，相近的頻率。

我愛在你網絡上的家留連。嗅著那些氣味相投的文字，心底有股莫名的喜悅。

我知道你也會到我的homepage 去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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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似乎有意無意地在各自的地方裡回應著對方。在文字的世界裡，隱晦曖昧的一段日子令

我處於極度迷惘期。

已不知多少次了，對著螢光幕的我看著電腦內的字久久不能反應。

觸目驚心。

你說過兩個人是要有相近的頻率才能成為戀人。

那麼一廂情願地迷信有著跟我相近的頻率的你呢？

※ ※ ※ 

你有沒有留意數個月前在夜涼如水的時分下的那幾場雨？在那場病之後的四十一天連續三個

晚上的灑了一陣子的雨，竟在深夜四時嚴冬，伴著涼風來襲。

寂寞的一場雨。

錯的時分。

想起作家李碧華寫過的一句話：「愛從何而來？涼風不知不覺地令窗帝悸動，溫柔而鋒利，

如此而己。 j

涼風不知不覺地令窗帝悸動，溫柔而鋒利。

如此而己。

如此而己？

深夜四時嚴冬伴著涼風來襲的雨，深夜四時嚴冬坐在窗前未眠的我，煞有介事。

我鼓起勇氣去放棄跟他的一段感情。

我以為我是在不顧一切地為戀愛平反。

我以為我是在勇敢地追求愛情。

我以為。

朋友噓寒問我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愛情從來沒有讓我醉倒。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只是不知道對錯。

我寫了一封信給你。一番陰差陽錯，你遲遲沒有收倍。而我只知道你遲遲沒有回應。

只是機關算盡，也有一子錯。

原來當真正鼓足勇氣奮身投入時，方才發現，我跟你，其實，什麼也沒有。

其實，什麼也沒有。

躊躇。

惶恐。

我的感覺從來沒有騙我，只是它一次一次的陪我犯錯。

我竟要你當沒有見過那封信。

※ ※ 

終於，你決定離開。

你說：「願終結過後，是天堂。」

是的，世上柱住沒兩全其美，我知道。

而且，感情世界裡面也沒有非黑即白的二分法。

我小心翼翼的處理這樁感情事。我不想、滿盆落索，萬劫不復。

※ 



一段日子令

天連續三個

柔而鋒利，

目應。

檢視這陣子的動動盪盪。心情，好像機動過山車，俯衝急、降盤旋。

說穿了，還不過是朝秦暮楚，見一個愛一個的把戲。

我笑。

你比從前快樂。

而我，也應該很快樂。

只是偶爾凌晨末眠，以為涼風不知不覺來襲，觸動了窗前你送贈的風鈴。

而那刻的時間彷彿不是線性前行。交錯的時空讓我錯覺著我跟你從沒有遠離。

如此而己。

劉子語，筆。

凌晨三時十一分，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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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京城有一間馳名於世的「難得小廚」’菜式花款之多，美味之極，連當時從絲路

到中圓經商的外國人都會慕名而至，－n嘗美酒佳筒。

「難得小廚」之所以如此成功，是由於其當家「昧心」的精湛廚藝。他自小入廚，無

師自通，一手「叉農醬干炒牛河」更是名震江湖，曾一度被「表揚」於皇榜之中。

雖然如此成功，但「昧心」卻不甘於現狀，他最大的夢想是做出一味能夠令任可人見

到都會垂誕三尺的菜式，當然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昧心J亦一時間感到束手無
策。

為了取得更多靈感，「昧心」毅然離開京城，遊歷於名山大川，當然皇天不負有心

人，「味心」終於創出一味驚世奇菜「煎腐皮卷」。這味「煎腐皮卷」當然不是一般的「煎

腐皮卷」’而是加入了桔棍、 JI[貝、批租、蜂蜜精煉而成，入口清涼甘香，不油不膩，適

合任何年紀人士，更是居家旅行必備的菜式。

為了證明這是一道天衣無縫的菜式，「味心」決定到處示範’一路上他的腐皮卷大受

好評，所謂一傳十，十傳盲，不久便傳遍了整個神州大地，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正當「昧心」滿心歡喜之際，突然他聽到一個農夫說：「乾錚錚，好難吞，點點鼓油

好提神。」說畢就將一塊腐皮卷浸入鼓油中。

對「味心」來說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打擊，因為他認為一味完美的菜式在食用時根本無

須再用其他調味料，於是他問農夫那些腐皮卷的問題何在。農夫說：「我有生以來都未H嘗

過如此美昧的菜，只是我慣用鼓油伴菜吧。」雖然如此，但「昧心」始終心心不忿，決心

想辦法將腐皮卷改良。

已



？時從絲路

＼入廚，無

中。

v任可人見

：到束手無

﹔不負有!LJ、

背如甘「煎

l不膩，適

（皮卷大受
撓。

點點鼓油

時根本無

來都未嚐

忿，決心

到了四川，他見那兒的人都愛

吃辛辣，心想自己的腐皮卷必能為

當地人帶來新口味，不料那些四川

人就是無辣不歡，一手就將腐皮卷

放落麻辣火鍋中。

又去到大漠，「昧心」心想那
些蠻夷只會茹毛飲血，應該會對自

己的新菜愛不惜手，怎料他們卻愛

用羊奶送菜．．．．．

究竟怎樣才能將鼓油、麻辣和

羊奶的味道混入於腐皮卷中？「昧

心」不想放棄，但思前想後亦想不

出辦法﹒．．．．．不知為何到了這種時候

總會有個和尚出現，不過這個不是

普通的和尚，而是一個結了婚，有

了孩子，再做和尚，再結婚，再有

孩子的走肉和尚。當他知道了「味

心」的經歷，便叫「味心」再做一

次給他吃。不日尚接過腐皮卷後，突

然一手拿起地上的泥，然後將之混

合而吞入肚子襄。「昧心」看見後

還以為自己見鬼，差點兒嚇得失禁

呢！

之後和尚對他說：「這是我的食法，你又何須太過驚奇呢？世間上可以有完美的廚

藝，完美的菜式，但卻沒有完美的食法啊！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口味，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僻好，就算做得再好都不能迎合世間上所有人的口味，施主又何需太過執著於別人

的想法呢？ J 

「昧心」聽畢後猶如當頭棒喝，自此便消聲於江湖

之上，皇上亦曾多次派人去尋找這位名廚，可情最後都

徒勞無功。有人說曾在華山之巔見到他與北丐洪七公一

起煮「叫化雞」’亦有人說見到他在冰火島上為金毛獅

王作盾，但「味心」的實際行蹤卻無人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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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

新詩組：

冠軍：公園

亞軍：冬季的傳記

季軍：沒有如果

散文組：

冠軍：神話一過去與現在

亞軍：恨與愛的蛻變

季軍：母親與我

林偉雄

朱）I民廣

陳珮珊

朱順廣

譚秀貞

高欣

〈第九屆振翅中文文學創作比賽〉經己圓

滿結束，而頒獎典禮亦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

五日在賽馬會大堂順利舉行。在此，我們編

輯委員會由衷感激陳潔儀女士能夠於百忙之

中抽空出席擔任嘉賓及致辭。另外，我們亦

感謝各位評判為〈文宜。擔任是次比賽的評

判。最後，編輯委員會再次恭喜得獎的同

學。希望各位同學於日後繼續多多支持。

季軍之得獎作品會刊登於《振翅10.1 } 
內，而餘下的亞軍及冠軍作品則會分別刊登

於〈振翅 10.2｝及〈振翅 10.3 ｝內。

小說組：

冠軍：然後，然後

亞軍：跨世紀日記

季軍：月夢

評判：

新詩組：王良和先生

散文組：何杏楓女士

小說組：高辛勇先生

何翠瑩

朱順廣

黃家安

杜家祁女士

陳潔儀女士

王璞女士



賽〉經已圓

二年四月十

U 我們編

妨安百↑亡之

卡，我們亦

：比賽的評

：得獎的同

b支持。

是翅 10.1}

F分別刊登

荷。

何翠瑩

朱順廣

黃家安

：祁女士

（儀女士

﹔女士

散文季軍

母就令我
獻給我遠在北京的母親和我的 1 8 歲生日

初識母親

在我幸福而又平淡的生活中，母親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

色，可卻一再地被我忽略。她就是那樣無處不在地照顧著我

的生活起屑，而我的心里卻從沒給她任何特殊的位置。我知

道我的生活中不能沒有母親，但我初次認識她不是在出生後

見她的第一眼她對我笑的時候，不是在能閉著眼睛熟練地在

她的軀體上找到「生命之泉」的時候，不是喊出生平第一個

單詞「媽媽」的時候，亦不是在眾多陌生人中輕易而準確地

找到她，即使她給我的只是一個背影的時候．．．．．．

母親對於我的生活不再像太陽那麼自然而引不起我絲毫

的重視是在我長大後的事了。那時，她會出現在我練琴時的

鋼琴旁，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的每一個動作，聚精會神地聽著

我的每一個音符，雖然她連五線譜都不認識，更不能暸解莫

札特的音樂劇抑或巴赫的b小調。她也會在我出去玩回家晚

了的時候，或是將新洗的衣服弄髒了的時候，又或是我對姥

姥的權威發起小小的挑戰的時候，對我開展嚴厲的批評。當

我意識到批評有傷自尊心，我開始學會了頂嘴。於是，各種

不同情景下我和母親的街突有了驚人而相似的過程和結果：

母親批評我，我頂嘴，母親打我，我哭，然後母親不理我，

我再向母親認錯、求饒。

這一切發生在我十歲的那段期間。不知為什麼，那時的

我跟母親的矛盾會有這麼多，並且經常是一觸即發，兩個人

都像吃了火藥一般。現在回想起來，在母親的「嚴刑拷打」

之下，我從未「屈服」過，可是一旦她不理我，我就六神無

主了，總是著急地在父親的協調下向母親道歉，還保證下回

再也不敢了。這個時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母親的威嚴，也

第一次意識到母親的身份不同常人，因為任何人都可以不理

我，但母親絕對不可以，無論如何，幼小的我都要維護我在

高欣

母親心中的地位，只是因為她在我心中的地位太重要了。

關係變化

事情漸漸發生變化是伴隨著我身體上的變化而來的。成

長中的我一天天地體會著初為少女的那份驚奇與喜悅並深深

地陶醉其中。我和母親的關係也變得愈加溫和。這時的我潛

意識里已經懂得了母親和父親本質上的不同，本能地對母親

更加親近，也開始向她問一些父親永遠不可能解答的問題

了。偶爾我那顆叛逆的心和母親又發生分歧的時候，母親也

不再打我了，她只會憤怒地瞪著我，眼里充滿無奈和失望。

這時我才會猛然回想起挨打的滋味來，而那滋味已渺茫得恍

若隔世了。我開始為母親所選擇的沈默而心痛，那種痛遠痛

過自己身體上所受到的。因為身體上雖痛，卻有母親恨鐵不

成鋼的溫柔眼神聊以慰藉，而這時，無論我的道歉多麼誠

懇，也不能撫慰母親眼中的失落了。這段時期母親和我的關

係若即若離，時常會有尷尬的局面產生。而現在的我似乎和

母親之悶不再存在任何矛盾了，我們之間的和諧就像我生命

降臨之前在她體肉一樣，仿若一次生命的輪迴。

依依難捨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母親開始把一句話掛在嘴邊「小鳥

兒長大了，總是要飛的。」我一直把它當成玩笑，直到它被

皇室複了無數多次，讓我不能再忽略。其實母親早就預感到我

終有一天要離開她，遠走高飛，所以她會不自覺地以一種特

有的方式抵觸著。記得我的十六歲生日，我和母親約好了一

起出去玩，卻有幾個同學臨時說要為我慶祝，還說準備給我

一個驚喜。同學的面子不能搏，於是我跟他們出去了，晚上

回來則發現母親心情非常不好。本來是一件不大的小事，我

卻看見母親一個人靠著窗戶站著﹔走過去，她的眼睛居然是

濕濕的。我震撼了，第一次感覺到她是那麼的捨不得我長

大，捨不得我有一天會離開她······

這種感覺愈克強烈，到了我的高三歲月。不知父母經過

了怎樣長期而認真的考慮，父親離開了原本舒適安逸的工

作，從那個北方邊陸小城去往北京﹔母親繼續留在家真照顧

我，然後在我高考後，再舉家遷往北京﹔她的代價，是放棄

已經做了二十幾年的教師工作。我不知道他們最單純的動機

是什麼，我想、可能是為了父親事業上更好的發展。可他們也

經常會玩笑般地提起說他們這麼做都是為了我。事實上，我

們全家都把我將要考的大學既定為清華大學，到那時，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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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就意味著可以和父母再共度四年的時間。我姑且，笑笑，

學習的壓力讓我變得有點冷淡。但在心裹，我十分不喜歡他

們這種「做一切都是為了你」的論調。我不希望不住地被提

醒我欠了他們好多的債。可是仔細想想，又何嘗不是呢？我

欠他們的債又怎麼樣才能還清呢？

痛苦抉擇

三天的高考終於結束了，接下來的是估分和填報志願。

我考得並不理想，已經沒有可能上清華大學了，父母怕我難

過，就像哄小孩子一樣為我推薦北京其他的大學。可是實際

上我一點也不難過，因為我心襄已經瞄準了另外一所大學

南京大學，這所百年名校在我眼襄有著並不亞於清華的神秘

感與吸引力。聽到我的決定，父母有點驚訝。他們心襄想反

對，但l嘴上卻不認輸地說：「你自己拿主意。」於是我真的

自己拿了主意﹒．．

填報志顯的表格已經交上去了，

第一欄里赫然寫著「南京大學」。

在志願修改期限最後一天的早晨，我們全家相顧無言，

直到父親說：「女兒呀，主要不咱把志願改到北京去？你不知

道，你媽因為捨不得你，晚上都聽不著覺，只是哭。」「我

哪有？你別聽你爸瞎說。」母親的反應很強烈，彷彿一承認

就成了阻礙女兒光輝前程的罪人了。然後她故作輕鬆地訓斥

父親，就像平時一樣。可是，媽媽呀，你那微髓的眼睛和變

紅的跟國還不足以說明一切嗎？父親說的句句是實話呀。長

期以來積壓在我心底的沉重一下子發洩了出來，我的眼淚不

聽話地往外i剪了。父母先是有點驚訝，隨後母親的眼淚也像

被催化了一樣，止不住地流了下來。那是怎麼樣一個情景

呀，令我終生難忘。我心襄最後一道防線被母親攻破，「我

反悔了，我要改志願！ J 我激動地說。

這個時候，母親的冷靜與豁達，深刻與全面主宰了局

面。母親摟著我，柔聲說：「小鳥兒長大了，總是要飛的。

你也不可能永遠守在父母身邊。我們是沒有未來的人了，而

你的人生才剛剛開始。你要不斷地努力，加油才行。要說捨

不得，自然會有一點，畢竟我們親眼看你從尿娃娃長成亭亭

玉立的大姑娘，但分別是遲早的事，現在的分別是為了日後

的團眾呀。我和你爸爸巳經不能再給你什麼了，以後的道路

就靠你自己走了，好孩子，我們相信你一定會成功的......」

我的眼淚更加洶湧。我把頭貼在母親的胸口，時令聽著她

的心跳，任憑她溫柔的撫摸。我真希望那一刻時間能永遠凝

住﹒．．．．．

新的征程

「現在的分別是為了日後的國眾」’我帶著母親的這句

話獨自登上了南下的列車。在南京的期間裹，我努力地學習

著，後來又把握住了機會，來到了香港科技大學，開始了人

生一篇嶄新的樂章。

和媽媽的電話是每三天打一個，即使這樣，她還埋怨我

的電話打得少﹔我的郵箱襄也經常能看到父母給我發的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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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向他了
發生的瑣事，甚至有時候互相告狀，讓我嫉妒地看他們兩個 ︱

人的溫馨與甜蜜。

離開母親的這段日子，我漸漸地感覺到，其質父親才是

她內心深處最長久最安全的依靠﹔她需要我，就像我需要

她，但她也可以離開我，為了我，而且是那麼的毅然決斷。

我現在能做的，就是爭取能在將來的日子裹，有足夠的能力

讓父母親可以一直地在我的身邊，不再分離，好讓我盡孝，

讓我補償。

昨天在電話中母親提醒我快要到我十八歲的生日了。十

八個春秋的朝夕相處，十八個寒暑的盡心照顧，我知道母親

為我付出了太多，我也很高興自己能在十八歲的時候對母親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與認識，和母親的關係也能隨著我的成長

而愈加成熟。我忽然感覺好想寫點什麼，為了我遠在北京的

母親，為了和她共同慶祝我的十八歲生日，於是就有了這篇

文章。

後記：

這是一篇純粹為我的母親和我自己寫的文章，本不應參

與公共的活動。而我竟把它拿出來，讓它成為我有生以來第

一篇參與公共活動的文章（此前我從未參與過任何比賽、

投稿等活動），不是因為我在變為成人的時候忽然想挖掘自

己的什麼創作才能（事實上，也根本沒什麼才能好發

掘），只是想寫出點心襄話，然後不希望它們太寂寞，希望

能有人來一起分享，也希望能看到評委老師的點評與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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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兒

凡事
黃家安

雖然只是傍晚五六點鐘，天已經變得如黑夜一

般。模糊濕冷的月亮，從鱗灰欄比的高樓下冉冉地

升上來。月亮斜照在馬路上的汽車，把打在車窗上

的雨點染成組白色，像是一顆顆按在眼角上的珠

淚，模糊而悲愴 o 透過這些銀白色的雨點，重~看

到了她生命裡的兩個男人。

堡生的第一個男人是她的丈夫，名叫盟畫誼。

他們是從彼此的朋友介紹下認諧的，當他們邂逅

時，盟主已經和她的前度男友分手四年多。在這四

年內，她是不乏追求者的。在這段日子的四個情人

節，宜生的辦公室都會變成一個朱翠盈眸的小花

園。然而在這些追求者當中，卻沒有一個能叫她稱

心如意的。他們不是年紀太大，不夠帥，就是職位

太低，收入太少。盡圭和很多女人一樣，總愛塑造

自己的理想對象。加上她落落自賞的性格，很相信

以自己的娟好樣貌，只有自己，G裡塑造的那種男人

才配得上她。所以每﹔欠有人追求她，她總把他們拒

之千里。她又常常背後菲薄她朋友的男朋友。因此

人人都覺得她擇偶嚴刻，孤高自許。車至4嘉誼的出

現﹒．．．．．

當時蓋越在政府內當高級工程師，高薪厚職，

又沒有不良嗜好，是一個很合理想的丈夫。蓋疆生

有一張暗暗的醬黃臉，常戴著一副滿鏡塵垢的金絲

眼鏡，像是從未洗濯過似的﹔髮線高高的，且有還

漸上移的組剪。他的個子不高，身材略胖，肚上的

肥肉和頸後的枕肉肥厚得可以捏出一大塊。自從他

們認識，畫趣就對鐘呈一見鐘情，並自以單身貴族

的身份很快地對宜生展開追求。薑誼和很多男人一

樣，總會把一見鐘情的女人看作為自己的理想對

象。所以一開始他就以「求婚」的態度來過求鐘里，

雖然他並不很清楚宜生的性格脾氣，也不知道她可

算是一個驕傲的女子。如果他是知道的話，他或會

恐防自已被拒絕而不去「高攀」。然而錯有錯著，經

過年多的鎮而不捨的追求，直主居然接受了他，這

是連她自已當初也完全意想不到的。盒主甫一認識

蓋韻，就壓根兒沒有把他放在她的近視眼內。然而

年月是可以治好這種近視眼的，尤其是當中年逼近

的時候。本來盟主不願意、承認的，但眼見追求者漸

﹔欠減少，又過7一個沒有爛漫幽芳的情人節，身邊

條件比她差得多的朋友又一個個的覺得了如意郎

君，她的自信心便開始動搖，選擇情人也就變得寬
容隨便7 。

然而玫瑰凋謝峙，花朵依然是向著天空的。盡

主強烈的自尊心叫她不能接受畫益的缺點，卻﹛至1過

來把這些缺點看成是他的吸引之處。當初宜生覺得

蓋誼實可靠，司以付託終生。她不介意蓋矗胖，因

為她相信心廣才會體胖。

婚後盟主搬進蓋麗在胞馬地的住所。不久她就

辭了職，一心當竅。畫鐘也轉了職，到一所建築公

司當工程主管。自此他須經常北上大陸跟進公司在

深圳的工程，常常兩地奔走，每三天才在香港過一

天。兩夫妻同處的日子也就變得斷師績績，有如關

不緊的水龍頭地殘漏似的。本來新婚丈夫遠在異

地，盟主應對他翱念夕想才是。要是多心的話，她

甚至會怕蓋誼會在深圳眠花宿柳，或會偷偷的置之

房。但堡生郤很淡漠，和車誼一起時也沒有一般新

婚燕侶髓緒纏綿。

婚後的黨豈不但對婚姻漸漸感到厭倦，對身邊

的一切也很難產生興趣。因為家事簡單，且有菲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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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一切家務，重生每天由早到晚都無事忙，夭夭

都過得沒有兩樣，空洞白淨的。兩年後她終於禁不

起這種無人分擔的苦悶本報，決定出去找事，蓋誼

也很鼓勵她，覺得以宜生的條件不該只是呆在家襄

當管家婆子的。憑著大學一級榮譽文學學士的資

格，不久她就取得一間在中環的顧問公司的聘書，

和以前空虛乏味的日子告別。

就職那天，復生特地穿著一件藉合色襯衫領洋

裝，這是她的衣櫃內最名貴得體的一件衣服，臉上

化了淡妝，唇上塗上了點紅玫瑰色的口紅。盪主不

是那種很覺得起濃妝艷抹的女人，但她卻很會穿衣

化妝之道，知道這種淡淡的打扮，對於她那種自暫

的膚色和素淨的氣質是最適合不過的。盒主到了辦

公室，走到接待處。那兒有張盤花黑漆的桌子，桌

後站著一個面目妓好的女職員，打扮得粉妝錦飾，

正對著『電話筒喊喊口查瞳的說話。當她發覺復生站在

眼前，嚇得忙收下聽筒，訕趟地向疆生問道：「有

什麼事嗎？」盒主道：「是的，我是單堡丘，是今

天新來的職員。」那職員點了點頭，答道：「好的，

請等一等。」還未說完，那職員就再﹔欠拿起電話筒，

認真地細語了幾句後，便放下聽筒，臉上頓然齒然

而笑，對握主說道：「張小姐，在這邊，請跟我

來。 J 說時把手臂向外一橫，表示很歡甜的意思。

二人一徑走去，穿過一條走廊，到了辦公室。辦公

室內一堆÷二三人已在那裡佇候。盟主有點兒緊

張，一面忙使力把臉上的紅暈槌淨，一面對眼前的

人介紹自己：「我叫里重生，在此任副經理，新到

至此，大家以後多多指教。」堡生說得謙虛，果然

博得他們的好感。

當眾職員自我介紹的當見，突然聽得一名職員

喊道：「嗨，革經理，今天遲了點吧。」盒主心想：

「這個單經理不知是怎樣的一個中年男人呢......」及

至回頭一看，卻是個只有廿五六攝的青年，生得很

結實，膚色鞠暗，目思眼目各方，醫和下巴都剃得青

亮。在兩道粗黑的小山眉下，有著一雙水汪汪的眼

睛，宛若秋波，是一豎在燈光照射下的黑玻璃珠。

身上的一件黑絨寬身西裝，穿得沒有一點油氣或土

氣。在三四個不是壯滿腸肥，就是瘦骨峨胸的中年

男人中，愈發顯得灑東風流，典朋俊雅。這個青年

大踏地走過來，禮貌地伸出左手，說道：「你好，

我叫鎧翠，只是這裡的見習經理。剛從大學走出來

不久，多多指教。」他的手有點兒汗濕濕的，溫暖

的汗水貼著她的手，像是吸引著她手上每一個毛孔

去服P}t它。

每人自我介紹完畢，盟主便走到自已的辦公室

裡，把手擦了擦裙側，在一張黑色皮革椅上坐下，

心中有點不安，老覺得仍有點汗水留在她的手上，

正在親闊地唱啃著她的手，正當她出神之時﹛︱柔地聽

得外面來7陣怨促的高跟鞋鞏音，伴著一襲濃濃的

鴉片香水昧，濃得叫人眼韻骨軟。鞏音停後，又來

了一陣笑語聲說：「我來遲了，怎怪我呢？外面馬

路塞得簡直不成樣子，再是這樣，我索性搬到「上

面』去好了。聽說今天新來了一個漂亮女上司，

哎，真倒霉，第一天就給了她不良印象，她現在在

哪兒？」宜生思vi寸道：「這人遲到了，卻一聲道撤

也懶得說，真是個荒誕輕浮的人......」心下想時，

盒主自走出了她的房間。突然可恥的一聲，腳上

來7陣痛，痛得她「啊」的叫了一聲。俯身看時，

卻覓一隻穿著紅色光亮的高跟鞋的腳，不偏不倚的

踏在自己的腳面上。那踏著她的人，趕忙退後了幾

步，接連道歉了幾聲。盒生朝那人瞄了一眼，那人

身形矮小纖巧，體格風騷。上身穿著深藍綁帶背

心。下身穿著黑色百摺及膝裙，腰間擺著一件黑色

針織外套，臉上的一雙吊梢三角眼上，塗上了湖藍

色的眼影，柳葉眉，整~唆鼻見，粉面朱醫﹔髮上結

了一隻五齒水晶蝴蝶結髮帥，髮尾卻染成酒紅色。

那人一直看著重盒，一面走近前來，向重主笑道：

「想必你就是我們的新副經理了。真意外，我們居然

有這樣標繳的女上司，我有點感到威脅了。」又

道：「我叫金主蓋，這兒人人也叫我做阻蓋的。 J

她的聲音甜得像烤熱了的棉花糖，像在到處放交情

似的，又對盒三且不恭不敬，遭士長也就對她故作熱情

一番，和她說了一會兒開話，便一徑走自己的辦公

室。

那天下午，復圭和她的同事一起到酒樓吃午

飯。盟直很會交隙，與每個同事都很談得來，又常

在和別人的談話中加插一旬笑話。他沒有一般年少

男子的囂張輕﹔芋，古生作j蕭灑﹔也不像那些不語經紀

世辜的害羞男孩般育階否肥。他的談吐安祥清朗，

又能在適當的空隙聞復生的事，使與眾人間生的她

有地方置H象，她就與眾人談得起來。

有一回她提到她的丈夫，一個同事就故作甜嘴

蜜舌，笑道：「噢，真是走漏了眼，婚後的女人也

可以保持得這般好，如果不是你親口說，而是在吃

下午茶時有人悄悄的告訴我的話，我怎麼也不相

信。」盤星星聽他說完，便立刻笑道：「你這是說漏

了嘴了，現在人人都知道你在吃下午茶時聽同事們

的壤話，以後再沒有人和你去吃下午茶7 ！」眾

人聽著，便哈哈笑起來。須墊，一個女同事又道：

「我們女人的，一到了適婚年齡，就會怕起來，要超

早找個歸宿，不論她們生的是怎麼的一個樣子，都

可



﹝椅上坐下， 是因為你們男人有安全感......」一句說話，正撞在 故花名「肥高」’她可算是這公司內最貧嘴惡舌的

：她的手上， 堡生的心坎兒。 人）。盡蓋與她有過些過節，自然地，光美在公司

1之時候地聽 內的名聲就很差7 。

t一襲濃濃的 未得說完，主蓋就插嘴笑道：「人人都說女人

f﹛亭後，又來 的錢易賺，其實這都是用來縛住男人們的心的。」 那天傍晚，盟主獨妞兒吃晚飯。她的朋友很多

：呢？外面馬 主蓋坐在盒主與鎧皇之間，說話時兩隻塗了桃紅色 都有了家吏，每晚都在家裡相夫教子，都沒有閒兒

羽生搬到『上 的手指甲正站著饅頭下的透明底紙。指甲在滿是自 賠她。飯後盒生感到百般無聊，便』︱頁步走到一問咖

亮女上司， 饅頭屑的底紙上面，成了強烈的色謂對比，像是在 啡室。那咖啡室的燈光較得昏暗，又有在牆的轉處

l ’她現在在 這些飽屑上塗上果醬似的。整騙自巨起美就只吃了這 射出一片唬珀的燈光，近照在牆上的十九世紀寫實

卻一聲道歉 兩個饅頭。重主明知她在減肥，卻故作關心，間 派名畫的仿製品。牆上也釘著一排紅葉色的掛牆書

心下想時， 道：「阿葉，怎麼吃得這麼少？」主蓋道：「我怕 架，上面擱著十來本厚大無朋的道具書，是那種唯

！一聲，腳上 胖，每餐都不吃葷的。」盒主露出吉它異的神情，說 恕不夠文藝氣氛的裝飾。電腦控制的小提琴，正在

俯身看時， 道：「你哪兒算肥呢？」主蓋沒有答她，卻把頭向 咿咿呀呀的拉著哀悽音樂，聽上去卻有種機器硬拙

不偏不倚的 一偏，對盤盤笑道：「聽清撞了嗎？人家說我不算 的感覺。復生踏出咖啡黃的木條地板，走個近窗近

！忙退後了幾 胖。」詛星星也不答她，正眼看著盒生笑道：「你是 海的位坐下。桌上的花瓶插了一枝塑膠做的自玫

一眼，那人 想問她『哪兒』胖嗎？那我告訴你，她胖在你看不 瑰，會高欲放，花心的花瓣卻被不倫不類的染上了

深藍綁帶背 到的地方，而且很胖很胖，非j成不可 o 」本來主蓋 一道殷紅色，看上去像是個吐著舌頭的蛇頭。點了

！著一件黑色 像是想顯出她與鐘墾的親密，從而把握生悟出他們 杯咖啡不久，忽然有一道黑影落在那枝假玫瑰花

塗上了湖藍 的談話的。但經錯盟輕描淡寫的一說，卻把宜生圈 上，每豈不覺打了個寒釀。抬頭一看，卻見鐘直兩

居﹔髮上結 自去了。盒主對他微微一笑，算是對他略表感激。 手抄在持袋的站在桌旁。他用那清朗的語音道：

！成酒紅色。 主蓋卻向他碎了一口道：「你別混說，我哪兒...... 「嗨，真巧，一個人嗎？」堡生慢慢的道：「唔．．．．．．

暉土主笑道： 怎算是胖？相反個多月前你就胖得頗司靈。」錦星星 你和閉友在這兒聊天？」他道：「不，我也是獨個兒

卡，我們居然 微微搖了搖頭，臉上露出7尷尬的微笑。盡主把茶 的。」盒±點了點頭，嘴角微微向橫一移，算是做

脅了。」又 杯的杯緣抵著下唇，斜視著盤里，從他的微笑猜估 7個微笑。錯蠶把身子微微俯近，笑道：「不介意

坡阻萃的。」 著胖胖的他會是什麼樣子， t~Atf主蓋對他的親暱態 我坐下嗎？我在那兒一個人悶得慌了。」直至主把眼
：到處放交情 度估量著他們的關係。 睛向前面的椅子一鏢，日內說道：「當然可以。」

︱她故作熱情 心內卻道：「這小伙子對我這麼親熟起來，也不知

：自已的辦公 下班時，天已經全黑了。冬天的天很早就會變 你在作何打算，想是想巴結我的吧。」

黑的。握主在山頂一問餐廳內等噩噩來陪她眩目里

飯。這晚雲氣很盛，星星不多，卻有織月霏微地挂﹜ 盪主主雖然在公司能幹恃強，卻不大習慣與這種

到酒樓吃午 在夜空上。平時宜生是不大注意月亮的，但今晚卻 不熟絡的人單對單的處在一起。但漸漸地宜生的拘

i得來，又常 不知怎的，竟覺得這絲纖巧的黃色小月很特別。這 謹鬆馳下來，之前對盟星星的抗拒也解下來。他們有

！有一般年少 月亮看上去虛弱、模糊，（象很容易會被問遷的雲掩 很多共同的興趣，話題比與她丈夫還多。姐星星又很

l些不詩經紀 埋似的。祖巧一片厚雲飄來，剛遮掩了這彎月的一 會說話，總能在盒生說得窘峙，加插些俏皮話，或

﹔安祥清朗， 個尖端。粗看下這片雲像是一隻獵物，給這彎月銜 問她一兩個問題，使說話接起來，像在兩塊拼圓中

！人陌生的她 著似的。 間拼上適合一塊，使兩樣看似不相闊的事物接上。

在台上，小提琴換了調于，改拉了一首輕快的曲

調。錦星星背靠著椅背，眛縫著眼，做出了個很掏醉

I就故作甜嘴 盒里上班一禮拜後，巴大約摸清每個同事的性 的樣子，跟著笑道：「你知道麼？這張桌子，是我

！後的女人也 格習慣，也知道誰是好吃懶做逞縱慣的，誰是只懂 來這兒常坐的。」盪生把眉一壁，道：「為什麼？

J ，而是在吃 苦幹，忠心願職的。盒±也發覺現在的問事比她以 為看海嗎？」盤盤道：「是的，也為看星，我愛看星

怎麼也不相 前的車愛調＝窩四，扯是拉非。堡±知道想在這裡 的。」盪主向窗外瞋了一眼，天上的是昏黃的下弦

你這是說漏 立威立德，就千萬不要行差踏錯，有把柄在他們手 月，有如一個斜看著黃色臉盆。突然遭土的腦海一

﹔時聽同事們 裡 o 盒豈有時也隱約聽到主蓋給人編派的話一一那 個轉念，想對盤里說出她的揖惑，卻恐說話冒昧，

茶了！」眾 天有人說她專裝飄媚子，這天又說她專哄男人，總 又想到以他們這時的交惰，鐘星星應不會對她傾心吐

：同事又道： 之都是些很難入耳的壞話。盡蓋雖然生得好看，卻 膽的。但錦星星卻偏偏在這時不作聲，一片靜誼壓下

1起來，要超 不太討人喜歡，這是除了某些男職員外。其中一個 來，使重主很不自在。宜生終於禁不住，試探他的

個樣子，都 花名叫「肥高」的四＋多歲婦人（她胖，又姓壺， 道：「你說你常坐在這兒，你是常一個來的嗎？ J鎧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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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道：「是的。」宜生道：「為什麼不找人賠陌你

呢？你和我們那些問事不是很談得來的嗎？譬如阻

蓋．．．．．．她好像與你很要好。」盤盤嗤的笑了一聲，

說道：「她也未必和我特別要好，她對很多人......

很多男人也是很熱情的，我也從未想過約會她。」

謹主道：「是嗎？但我覺得她對你與別人很不同。」

鎧星星把兩隻手的指頭抵著鬢邊，搖頭笑道：「或者

因為她是和我問一日入這公司，所以就熱絡些。其

實她對我並不信、的。她貪玩，又任性，初和她相

識，她就嬌嗔無常。我不大喜歡這種女人。」盪主主

笑道：「人人都是一樣，當面奉承人，背地卻菲薄

人，在我背後，也不知你會把說得有多難聽。」盤

盤忙衝口道：「﹔不，我絕不是愛說是非的人......

我......我又怎會這樣待你呢。」捏.1:.估不到隨便說

一旬俏皮話就教他這樣認真起來，他是這麼重視她

對他的看法嗎？盒生撇了撇嘴笑道：「你也這樣對

阻蓋說過這樣的話嗎？」盤盤知道她的暗示，其實

她是想說剛才她也不是說過阻蓋的壞話嗎？盤盤給

她說得窘住了。但很快他卻換了一幅表情笑道：

「你愛怎說，就怎麼說。反正說你壞話時，你也不知

道是我說的。」靜了半惘，方又說笑道：「說笑罷

咧，你這麼好，我怎能找出你的不是？儘管有，我

也捨不編派你。」猩.1:.估不到鐘盟會說出這種花花

公子哄女人的甜雷蜜語。但她始終是女人，尤其到

她這種年紀的女人，很渴望得到別人對她臨力的肯

定，受到年少男子這樣的恭維，，G裡總有些受用

的。然而她的口裝成很不屑的道：「你們愛怎樣編

派我，我才不理！我最看不起那些說三道四的人。」
甫一說完，兩人的腦際同時間著「 flel高」的名字，頓

時眼鋒相攘，便相顧而笑。

自從那天起，每隔兩三天，盤盤都會約堡生食

晚飯。因為直主有幾﹔欠要與畫撞一起而拒絕他的約

會，他也就估到薑單那幾天會在家，也懂得在那天

會提出約會。幾﹔欠約會後，宜生覺得鐘噩噩個不大

細心的人，粗枝大葉，一點虛文客套也不注重。但

在她看來，這就顯出他是個率直的人。而且他斯斯

文文，談吐有致，也有他的一種風度。有時她會疑

惑她是否在JEN盤盤鬧婚外情，但很快她就否詔了。

她自村她只不過找錯童來消磨晚上黯淡平皮的時間

罷了。但除此之外，真的沒有別的原因嗎？在蓋遍

不在的日子，她總是懷著希望，想錯星星找她。否

則，她總是難掩失望的。盡主不得不承認，與盟星星

在一起時是關心的。她又肯定他對她是有興趣的。

對於中年迫近又已婚的她，鐘星星對她的興趣，就是

對她最大的恭維，至少這語明她還是有服引力。然

而和鐘墾的約會，她卻不願意讓畫盟知道，她心想

這只是不想基誼「誤會」。而為兔她誤會，她甚至會

對他扯謊。

一天晚上，畫誼很晚才回家。他洗過澡後，便

在床上坐著，背靠著塊烏亮帶自斑的床頭板，正聚

精會神的看著從公司帶來的文件。突然他低聲的

問道：「昨夜十點半我打電話自家，沒有接聽。這

麼晚了，你哪裡去了？」這時謹主正在剪手指甲，

小自月牙啪啪的應聲落下，卻不料蓋誼會有此一

間，不慎錯握了位，弄痛了，卻忍住不作一聲，鎖

住緊張，淡淡的道：「好像在洗澡，不然就是在倒

垃圾。」說完時，盟主感到有點內疚，卻又感到有

點犯罪帶來的快感，像是小偷入屋偷竊時的感覺。

她瞋了噩噩一眼，他一髮不動的擎著張文件，似被

做著床頭板似的，像個沒有表惰的銅製人像，木訥

而芝氣。在澄黃的床頭燈下，她看不到他在臨臨納

垢的眼鏡後的一雙眼。體繭的眼睛﹔木訥的表情，

她覺得她不認識他。隔了一會，噩噩放下文件，把

身子挨近她，又對她說了一番溫言疑語。盒主覺得

很突兀’感到這個正抱著她的男人頤然變得很陌

生。

第二天，盟主在公司聽到一個謠言。那時她正

在洗手間內，突然聽得廁格內一陣嘰嘰咕咕的議論

聲。她認得這兩個人的聲音，其中一個是「肥

高」。她又見到一片人影，從廁格的門和地板之間

落在她面前的雲石地板上。黑影隨著「肥高 J 攪

動，她大聲笑道：「是真的，我肯定他們必有兩下

子的。」另一個卻壓著嗓子道：「放小聲點說。那

女的，可是個有夫之婦啊。即使他們真的恣意做出

這種事來，他倆在此都算是高職的，哪會給你發現

得這盤容易？」說到這裡，盒里的心最I］烈地跳過不

逛。只聽「肥高」很得意的笑道：「你知道什麼？

那晚我和我丈夫在中環，看到他們倆走在一起，選

手拖手呢.....﹒還有，那天鎧星星加班，我卻返回公司

找東西，很清楚看到他拿著喝咖啡的那隻杯，不是

他那隻......如果他丟了他那隻杯，隨便用一隻，也

是有的。但他用的，卻是她的杯！矮矮的，紅色的

那隻，只有她是用這種杯。哼！如果他倆沒有那回

事，您會共用一隻杯？老娘眼睛裡是摸不下沙子

去！除非......除非他是變態的啦！」說完兩人便嘰

晦咽口瓜笑了起來。宜生看著地上的黑影，知道「自由

高」正笑得直不起腰來。笑了一會，另一個人又

道：「依你這樣說，以前你常說阻蓋和他的事，告

映了麼？」 「祖高」接道：「活該！誰叫她這樣的

到處放交情？哪有男人禁得起她？再說，生得好的

男人，多是花心的。」說完時那黑影已經不見了，

跟著來了砰陸的一下關門聲。童車氣得火冒千丈，

好容易才忍得下沒有打開門去買間盤詰他們。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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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氣方漸平，才想到鎧單身上一一真是個孩

子，初入情場似的，以為用了她的物兒就是得到了

她。一想到此，她的虛榮心便激動起來。但當她想

到外面的詬詩謠諒，又擔心起來。這樣的謠言可不

是鬧著玩的。當她走回辦公室時，她甚至要牆柱隱

的走，但她像在雜裔的人聲中，聽到有人在說她的

名字。 f、或

自從那天i糞土幸恆的來往便稀起來。她
常假托要陪丈夫和朋友來推搪鐘墾的邀約。即使間

中在一起食飯，重主也對他很冷淡，談話間已沒有

以前閣的親熱熟絡。每灰飯後，她都託倦回家。在

公司內，她都設法的避開他，以兔與他在一起時給

人看見。她這樣做一來是為了闢謠，二來是不要讓

盤里以為她間得這謠言也不避嫌，叫他感到她已承

認他是她的情人。

又是一天。堡主與薑矗一起在外日在晚飯。雖

然與車直一起已是陳腐熟爛的了，但總勝過獨個兒

的。那天下著雨，雲很多很厚，看不見月亮。尖沙

咀的街上的店鋪照射出文彩灼的霓虹光，一點點，

一條條很誇張的色彩，互相犯沖的反映在盒生眼前

的窗上，在這個間間都有燈光照著的城市，像是做

什麼都有人看著似的。而在一問店鋪前，蓋越打著

把透明雨傘，給盟主主攬著 o 倆人正看著店內的傢

俐，討論是否要添置一張沙發。忽然一襲濃濃的鴉

片香水眛撲鼻而來。回頭一看，卻見主蓋與盟盟在

同一把傘子下，離她約五尺的向右走過。盡蓋那時

穿著墨藍細面綁帶背心，黑皮亮面迷你裙。身子在

背心緊緊的包圍下，像是要蹦出來似的。兩條腿在

裙下很幼長白宮，有如兩條白色光管。她的頭髮梳

得亂亂的，卻亂得有章有法。因為人的肩轉都打灌

了。當時他們語笑不紹，態度押熟。盒主把頭轉回

去，兩隻耳朵直燒起來，眼前一片模糊。神方定

下，也沒有勇氣再身看清楚，只看至4窗上間紅爍黃

的霓虹燈色，複印在們倆人親熱地走在一卸的倒影

上 迷幻的倒影，一時也分不出是真是假.....且還

是盤盤以前對她所做的是假？復主強制著沸亂的靈

瑰，他們走遠了，便拉著畫誼說要走。表面上仍和

蓋單閒話家常， IL裡卻重得像注7鉛7一般。幾下

「叮叮」的電車打鐘聲，重拙的像打在她的心上一

樣。

盒主回到家裡，心裡仍然想著鐘盟。心想為

什麼他會變心得這麼快。是她對他的態度轉變麼？

還是主蓋作主動，引誘他嗎？難道自己吸引力不及

她？重生摟進了浴室，脫了衣服，在鏡子前端詳著

自己。還好，還是少女般的身體。乳白的肌膚，自

得透不出一點血色來。她的整個身體有如一個自瓷

花瓶，胸下微微突出的肋骨，是描在花瓶上的禿花

枝。不太大的雙乳，捏在手裡，像兩隻自老鼠，嬌

軟細弱的，有它自已的心跳。尖軟的鼻子托揖在手

心，是酥軟的。粉白的頸上，是個鵲型的臉龐，只

是下頡太尖了點。淡淡的眉毛，尖得若壁。清炯炯

的眼睛，織白的如水蔥般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看

來看去也算是一個美人。只是不及過美風騷。一想

到主蓋，眉頭一皺，眼前的魚尾紋便現出來。可恨

的魚尾紋，真恨不得要拿把挫子把它們磨平。臉盆

上的水龍頭正滔滔的流下冷水，十幾年的青春也是

這樣的流走了嗎？不！她不可老得這樣冤枉。至少

在她老去之前當一嘗愛情的溫暖吧。薑矗現在是給

不了她的，或者給得不鉤，鐘星也許給過了她，現

在卻收回了。不負責任的男人，撩撥過了她，現在

卻要她死心。即使有人散佈謠言，即最近她對他冷

淡了些，但她始終沒有中斷彼此醋的約會。沒耐性

的男人，難道要她做起主動來不成？她不甘心，打

算明早去問問他今晚的事，看看他們倆人是否真的

成了情伯。即使他們的成了情侶，她也可以嘲笑打

趣他一番，教盤盤知道她是滿不在乎。

至﹔欠日清晨，鐘挂起來，卻覺身體發章，頭疼

目脹，四服火熱。先時還想揮主L起來，後來卻按不

住，只想躺在床上睡。上不到班，也就見不到盤

盤。道主忽然想起，盤星星會不會到她家來探病？即

使不來，也該會打個電話來問候她吧？想著想著，

不覺又睡去了，朦朧中醒過來幾灰，腦來依舊是想

念著組星。以前她常禁住自己，不允許自已想念盤

盤。但經過昨夜的的事，又害了這場病，使她現在

放任自己去想鎧聾。原來以前對於盤盤冷淡，只是

想贏得他對自已的緊張，叫他向自己懇切卑謙地求

蟹。現在局面卻扭轉7 ，居然給盤里「反做為勝」起

來。在朧朧中，她又似聽到「肥高」理論她的話，說

她不守婦道，鬧婚外情。

天黑了。盟主f並沒有拉嚴的窗簾中看到外間的

景物。那黑j日泊的海洋上，正懸著一個肉紅色的下

弦月。肉紅色的月光，懶洋洋地爬進醋裡來，照在

鐘里那滾熱的身體上，像有一截手指在撫摸著她。

從海港上，有一陣陣悠悠的船鳴聲間中傳來。它們

拖著漫長的凹音，不肯消散，彷彿是等待著遠遠的

下一陣船鳴聲來似上﹔欠的。盒主也等待著盤盤。然

而月亮已升上中天了，但鐘星始終沒有來。

﹔欠B清晨，宜生依然是病體慵懶。下午看過醫

生後，便回家在床上躺上，不久便香夢況圓白了。在

睡夢中，盒生條地聽到砰割的一下閥門聲。她給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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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了，便強著身子起了身，扭著拖鞋，起超越姐的

走到客廳去，（我見蓋誼坐在張烏亮的沙龍上。他的

手指間夾著支燃亮著的香煙，卻沒有抽，背心貼著

沙龍，右手擱在沙龍邊。他抬頭看著天花板，像在

專心想著什厲的﹔身子一動也不動，泠冷的表惰，

整個人木訥得有如一尊人像。

盟主一面注視著嘉鐘，一面走近他。待宜生在

他的旁邊坐下時，她不禁打了個寒際，覺得眼前的

人彷彿是個陌生人似的，叫她頓然啞住了。這是兩

人都際若寒蟬，整間屋的氣氛都靜誼得有點恐怖。

半支煙的時間後，蓋誼才說出短短的一句：「我們

離婚吧。」說是他的身子依然是一動不動的，只

有兩片厚潤的嘴唇微微的上下移動。語調是冷冰冰

的。盪生頓時吃了一驚，同時感到有一陣寒意從她

的胸膛升起，升至她的頸側，再通到她的腦門。堡

主呆呆的看著車函，想在他的臉上找出一絲說笑的

痕跡。但他依然是看著天花板，表情是泠冷的，也

是堅定的。重生膛目結舌的道：「你．．．．．．你認真的

嗎？什......什麼的一回事？你......你為什麼要…．．．」

噩噩把手上的香煙厭在那景泰藍煙灰驢子，站了起

來，輕俯著首，雙手抄在口袋內。半日向才淡淡的

道：「我在內地有個女朋友，我憫感情很好，我把

她送來香港。」宜生征值宗，想必又是一個年輕媚
行女子搶了她的男人。暴怒﹔了的盪盞，拉搭站起
來，兩隻手緊緊的握著草撞的肩騁，尖長的指甲隔
著他的西裝，陷進7他肩上的肥肉，陷得連自己的

手指申也痛起來。她一直搖著畫噩，一菌恕道：
「你包二奶！你包二奶！我要告你，我要破壞你

們。」薑盟的臉上現出被弄痛的表惰，猛然用手推

開了她，她便跌在沙龍上。蓋誼半含著眼，陰陰森

的道：「你別說我！你和你公司的男人也不是不乾

不淨？這樣吧，你我在外各有各玩，我們表面上仍

然司以夫妻。如何？」盟主嚇得合不7口，整個身

子也震了一麗，很驚訝他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她

望著蓋盟，在澄黃的燈光下，她終於看清楚了蓋誼

眼鏡後l摺個有光的一雙眼，也看清了他整個人一一一

個I真可怕的男人。盪生躺在沙發上，感到昏眩無

力，只從煙灰盤子升上來的氫筒中，看到很多個蓋

噩，也不知哪個才是真正的他，正兔起鵑落的走出

屋去。

門虛掩著。陸冬的風，從沒有掩上的窗戶飄飄

的吹進屋內，把窗前的那塊湖藍飄雲窗簾映得翻騰

起伏，也把廳上那把倒圓錐扭花頂破璃燈上的一塊

彷水晶玻璃吹得「散散蕩蕩」。欺蕩的玻璃倒影，落

在塊白地板上。鐘~覺得自己就是那塊白地板，自

亮的，但陳舊的。裝做不整的地板與地板間是用自

漿糊填上的隙縫，是略闊的，並且活滿活跡的隙

縫。握主看著地上出神，彼此的疏離，互相的散

瞞，她和畫誼之間，早就是如此的不親密，不純

潔。

宜生怔怔的坐在沙龍上想來想去，忽然聽得鬥

開了。抬頭看時，卻見身穿了一身黑絨大衣的盤

盤，在門前蜘隔著腳。他看到盡章發現了他，便走

上前來，笑著嚷道：「怎麼門開著？兩天沒上班，

聽說你病了，打電話來又無人接聽，你好7點嗎？」

宜生見到鎧盤，覺得今天所受的委屈突然湧上心

頭，這兩天憋著的眼淚，便像洪流缺堪般乘動流出

來。盒里知道今天在鎧星星面前失盡7面子，便忙推

開他，起趙超越的鐘進房裡去。盤盤看到這情景，

呆了一果？＼于時也不懂如何反應。半啊，他跟著走
進瘡樓，見車l皓主正背著他在地上，臉枕著被梅。

她那微微的描Pl聲，有如小貓的哀鴨。在微茫的月

明下，盤單清起看到她的粉頸上，那條反射著月光
的頸錯，閃閃型動著。她的背景﹔一挫一挫，乍看有

白日一隻受了驚的小兔在顫抖一般。

錦星星坐上前來，挨近她坐在地上，他把手跨過

她的頸搭在她的肩牌上，俯前身子，在她耳邊溫柔

的道：「不好忍7 ，盡情哭吧。」宜生便一下子伏

在他的肩膀上大哭起來。這時她覺得盤盤好像一個

敞開了的港灣，任由她缺堪的潮水﹔勇向他。哭了一

會，盤盤把她輕輕的板起來，她把頭偏了一偏，哭

聲墓然而止一一他們接吻7 。半日向姐盟突然發狠的

把堡生厭在床上。碰巧外面來陣寒風，吹開7盤里

的大衣的兩襟，這時鐘星星像是隻大黑龍，敞開翅

膀，衝往地上。

重生在床上依偎著錦程。錯Z星把他的嘴唇貼在

她的耳根底下，柔聲說道：「你丈夫太不該，使你

這麼傷心，哭成這樣。」這是聳立三雖與他有了肉體

上的親瘤，卻不肯向他示弱，對他說她的哭其實有

一大半是因為他。她在鼻裡哼了一聲道：「要不是

他，你現在也不會躺在這兒吧。」盤里卻笑道：

「是嗎？即使他不這樣待你，我也一樣會追求你，我

也一樣能夠躺在這兒。」握主哼了一聲，把頭一

偏，道：「混說。」半H向才道：「你說你會追求我？

那我有什麼好？」盤盤笑道：「你是想聽我讚你

嗎？」直主道自「算是了，那我有什麼好？ J 一直

問到他的臉上。鎧星星道：「我喜歡你，不是因為你

的好，而是因為你的壤。」宜生想了一想道：「不

太明白。」盤捏道：「說清麓一點，我喜歡你，因

為你在旁人前是個好女人，但在我面前，卻是個壞

女人。 i 益主主碎了他h口道：付我嗎管你在子的建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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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手跨過

她耳邊溫柔

便一下子伏
猩好像一個

他。哭7一

了一偏，哭

突然發狼的

吹聞7鎧星星

囂，敞開翅

的嘴唇貼在

不該，使你

他有了肉體

的哭其實有

l ：「要不是

趕卻笑道：

r追求你，我

聾，把頭一

會追求我？

想聽我讚你

好？ J 一直

不是因為你

想道：「不

喜歡你，因

的。我只做我自己。你要我在別人前冰清玉潔，在

你面前就挑逗你嗎？你真自私！ J 盤盤道：「我待

你好，你就不肯讓我自私一點？」盒主道：「我不

知你對我是真的好還是假好。」盤盟道：「你應該

知道的，我不愛裝假，也不會裝假。雖然我不能承

諾你什麼，但我對你，一定是真的。」盟主道：

「信你才怪！」這樣說著，盒主的神智便朦朧起來。

這晚的天氣很清朗，沒有一絲雲影。天上的圓月，

今天份外的自亮。它透過窗簾的縫，把一絲月光悄

悄的瀉在盟主的身上，像是有一條白色的小蛇，躺

在她的身上。

以後，宜生每天下班，她都開車到姐盟的家與心

他相會。車背著落，朝著她那不道德的快樂駛去

怎麼不道德？至少「m~高」是這麼說，她的同事們

也這麼說，他們只會不問情由地去問情畫醋。鐘里

也懶得向他們說清麓，反正說了他們也不會信。更

何況婚外情帶來的快感，一半是來自被揖發前的偷

摸閃綿，而另一半卻是來自被揭發後別人的眶批非

議。彷彿愈是多人反對的愛情，就愈是偉大。

就是這樣的過了兩個月。一天傍晚，宜生在床

上緊挨著盟主昂首睡，在他的耳邊放大7她的鼻息。

突然鐘il,輕輕的推醒了她，隨即把他的嘴唇貼著她

的眉心，對她輕輕的說道：「我最近有點困惱，是

經濟方面的。」遭士主坐了起來，斜著倦眼看著他，

半E向才弄明白他的意思。她問7數，原來是她近十

幾年來的積蓄的大半。他說他是賣股票制的。宜生

拒絕了他，但他沒有放棄，說道自已怎樣需要這筆

錢。復生道：「你知麼？對於我這種女人，丈夫靠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手上攬下的幾個錢。」盤星星

道：「我會照顧你的。」跟著又道：「你不信我麼？

我不會對你說謊的。」益主主本來還是不願意的，但

最後卻禁不起鐘墾的多番攝蝦，答應了他。在臨走

前，重士且還說了給錢的時間。

盒主開車回家，街上涼潤的晚風吹在她的臉

上，降低了她身上的溫度。盪主想剛發生的事，突

然一個轉念，她懷疑鐘聲待她好，可能只為計較她

的錢。說什麼不會裝假，其實就是裝最大的假。這

時天空突然下起雨來，雨點打在理生的車窗上，啪

落啪落的打得她的心也亂起來。她心想即使現在出

爾反閣，不借錢給他，他發作起來，與她分手，對

她很吃虧的。一個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名聲。假

如人人都知道她背棄7她的丈夫，卻上了人家的

當，以後在別人口裡只會是一個曖昧的、押褻的話

題。升職是無望的，弄得不好的甚至連現在的工作

也會丟去，這埸戀愛，根本一開始就是不公平。她

為了他，豁出7她的一切：事業、家庭、名聲一一一

切對中年女人最大的保障，現在臨時都會風流雲

散。而對於他，只不過是博得一個連女上司都追求

到的花花公子的名聲罷7 。車駛至住宅區，兩旁灰

輯色的大廈，點著萬盞燈，在盟主的車旁飄飄的掠

過，像輛碩大無朋的火車間她的身邊，她感到昏眩

起來。

盒生下了車，正想上樓家，嗅得一襲濃濃的鴉

片香水眛。自頭一看，卻見主蓋倚著輛赤銅色的私

家車站著。她悄悄走近，陰森的﹔衣服是陳年血跡

的那種深紫紅，罪惡的顏色。她那髮醫的長髮，撒

在臉上，差不多蓋住了她的半邊臉。她走到堡主RH

前，一雙哭得如核桃一般大的眼睛，正含著點恕章、

.｝的看著盒主。盒生不禁打了個寒嘿，向她問道：

八「你離開他吧，他對你......不是真的。」盪主主看看主

蓋的頹相，心裡著實在有點同情她，﹛更溫柔地問她

說：「你怎麼7 ？你怎麼哭成這樣？」這時主蓋忍不

住7 ，放聲哭道：「你拿走我的一切了．．．．．．你就可

憐我，離開他吧！」握主合起雙眼，說不出一句話

來。宜生本想她說剛才盤盤借錢的事，卻又不好意

思讓她知道自己也上了他的當，便對她泠冷的道：

「你要說的，我都知道了，你回家吧。」說罷盟主便

轉過身子想走，卻被主蓋突然用雙手從背站住，值

得盒主透不過氣來。想把她甩開，而她卻像條蟬蛇

般的纏著宜生，﹛車道主一步也挪不到兩寸。盒主主使

出7全身的力暈，用手肘把主蓋的手格開。正想跑

時，卻被監蓋絆倒。她待要爬起來，候地眼前一

黑，一陣巨大的汽車喇叭聲，壓過她的哀鳴。很快

地，復生便感到腹部來了陣難以想像的劇痛，像有

萬把劍詞時刺在她的腹部似的。

復生仰臥在地上，下半身子都在一輛客賀車車

底下。被輾過的身體，﹔日泊的流出鮮血，有的甚至

擺到她的臉上來。冷風吹來，那帶著微微鴉片香水

昧的冷風，映細了地上的血泊。而躺在血泊中的盒

丘，看著反映在血泊中的一點給吹縮了的銀魄，隨

著她的神志漸漸的朦朧起來，也漸漸的淪沒7 ...... 



新詩季軍

j艾布去。黑

如果我早已忘記

那麼

天空使隱退了

你淺淺的一片

微笑的晚霞

如果我早已忘記

於是

下垂的髮端

便感染不了

你任性的孩子氣

在寂寞裡飛揚

陳珮珊

如果我早已忘記

或者

茶葉便不會掉落

漣漪的水中

化成

你清澈的模樣

卻又剎那轉濃

如果你已經忘掉

這樣

回憶便消失於

時間拉長的一塊

埋藏的空隙

如果我沒有再見你

也許

頃刻的感覺

早已停留在

某個遺忘的一角

從此

世界便剩下了

早已忘掉你的我



珊回圳

本屆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現公開徵求學徒多名！

若各位自間對身邊事物有興趣，想與我們一起追訪校園趣間，社會大事﹔

又或者對設計排版抱有熱誠，

我們誠意邀請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們現有以下空缺

1 .校園版執行編輯學徒
2· 社會版執行編輯學徒

3 .專題版執行編輯學徒
4· 科技版執行編輯學徒

5· 趣味版執行編輯學徒

6 .文藝版執行編輯學徒
7· 設計及排版

有興趣者請於迎新週內親臨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counter 尋找當值人員，

填寫學徒報名表格，若果各位通過我們會見測試，

便可以成為我們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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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ti\l,ftjlf<.lj\lJ'1. JtltlH<·l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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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PORT 

The 9111 Session Stude11ts' Union Court 
of Hong Koilg University ofScie11ce and Tec/111ology 

I. Introduction 

The HKUSTSU Court !s the judicitlr)' body of the StudcnL<;' Union. 

IL,; dutlcs include the sclllcmcnl or disputes within the Union; call for further infonnation 
and may requirn any member or sub-organization of the Union to gi\'e ,my relcvunl evidence in 
respect of iL,; nrhltroticm; the imposition of penalties on sub-organiwtions or members of the 
Union in nccordnncc with the provisions orthis Constitution and the mmulmcnt of nny resolution 
of the O.nrncil, Exccutivi: Committ1,.'\'.! nnd the Editorial Board that is in conflict with this 
Constitu1lon. 

In the 9ih Session, the Council plle;Se<l a resolution "the Court wu.<o held to <lea! \\ilh the case 
"Ho Siu Yee, Sarah was suspected thieving lilcs of the Council' .. ' in 3rJ Council Mt..'Cling to 
establish the Court. 

Afte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conducted open recruitment nn<l interview of the Court 
Chuirpc~on Olld the Court Sccri:tar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nomhrnte<l Chan Sun Kcung. Kirk 
lo be the Court Chairperson and nominated Chun Sun Kcung1 Kirk and Leung Yin Ung, Irene to 
be the Court Secretary for the orbitration "Ho Siu Yee, Sarah wus suspected thieving Oles of the 
Council", The Council had appointed Chan Sun Kcung. Kirk to b<: the Court Chairperson and 
~ung Yin Ling, lreM to be the Court Secretory in the 6u,. Council Meeting, 

The Court Chalrperson1 Chan Sun Kcung Kirk. hns resigned from his otllce due to his 
tcnnination to be un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 29th Jant1W')' 2002, ucwr<ling Article 2.5 ofByluws 
of HKUSTSll, In the event ofuny vucuncy orthc Court Chairperson, ull positions of the Court 
shall be \'Jcutcd und all resulli:<l vucuncics shall be filled in accot<luncc \\Ith Artidc 9.4 of the 

098 

After the resignation of the Court Chairpc~on fmm 2~ January 2002, I members of the 
Court \\US filled from 18,,., Pcbnmry 2002 lo 26th February 2002. 1l1c full list of mcmbmhip of 
the Court ls sho\\n us fo\lo\\s: 

Name of memhers ,1f the Court 1rli.,Uf-,!i.A*1.ll Posltioft 
WAN Chwla Yuen il!.lt;t Court Chairperson 

1(Vacanl) (J!llJ,) Court Secretary 
1 (Vacann (JIIIJ,) Other Member of the Court 
J(Vac.anl) (!IIM) Other Member of the C'ourt 
1 (Vrtcanl) (:llll,) O!her Member of the Court 
\V1mml) (illll,) Other Member of the Court 
,,vacant) (ill II,) Other Member ofthe Court 
'(Vacant) (J!llJ,) Otl1er Memher of the Coun 
3 (Vucanl) (JIIIJ,) Olhcr Member of the Court 

i\otes. 
2, 171e 1-:wcutiW.' Commllfee stalt•d that flJ>i!II rl'crtdtmenl of the Court C/u,irpersDII u11d the 

Co11rt Secretary cannot b,;, done and i11terdl!l1·s ca11110t also b,• conducted due to time 
co11Stm/111 and budget co11straf111. The Council 1.1mle 110 rt>so/ulfo11 on the post of the Court 
Secretary due to ,m nomi11alfo111ras recdvr?dfrom the E..wcu1iw Committu. 
No Fttfl Mi•mber of the Union was sdeded by the E.teclitiw: Commith'e from Flill Memh1.n 
0/11,e Union by lot, mid appvinre(I by 1'1e Court Chairperson due to time cmmmlnl. 

III. Working Report 
(from 12'6 June 2001 to 28'h Januory 2002) 

Please rdcr to Part 111 and Part IV of the do~urr.cnt "l :-l!:ctt.ti.A.¥-¥-1. tt'r-».~ il. t (.::. 
:+i-.lf.i..:::.~$:.:::.~) ~.If.ti.%-" [by lh\l P11St Court Chairpcrson,Chun Sun Kcung, Kirk). 

JV. Working Report 
(from 1s•h February 2002 to 26'h February 2002) 

Due to the time constraint, no \\Ork wa., done \\ithin this pcrlod (9 da)s In total). 

V. Draft document of the Court 
(from tB'' February 2002 to 2611' February 2_002) 

Please refer to th\ldocumcnl.s"W"~Hlt-h8/:E¢:1. ft1ft\-ifl. t ( :=.++-lf-R..::..-+'$.'.:=. 
if. )-t,.lf.til% ftttt.- J,UH 1(.Ji.f';f j/.¥{)" rutd" IIKUSTSU Court Annual Report (2001-2002) 
App.,'tldh: I Regulation (Fifth Draft)" [by the f'ast CNITT Chairperson, Chan Sun Kcung, Kirk). 

VJ. Sugges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Court 
(by the Past Court Chairperson, Chan Sun Keung, Kirk) 

Pie~ ~for to Port Vofthe<locumcnl "fi~ttU.A..fl,ff, 1. {tff-t:.'l4't\ fr ( :=.oJ;.'Jj.-lf..f.. 
.:..'ij:'$..:..lf,) 1:-lf.{Jl.1; [by the Past Court Chairperson, Chan Sun Keuntt, Kirk]. 

Constitution. 

The Ex~utive Commiltt..'\} stated that Qpcn recruitment of the Collrt Chairpern:,n nnd the 
Court Scc;retary c11111\ol be done and interviews cannot nlso be co11du<::ted due to time constraint 
and budget c:onstruint. Tite Council made no resolution on the post orthe Court Chairperson and 
the Court Secretary due to no nomi11ation was recd\'cd from the Exe<:111ive Committee in lhe 16t., 
Council Meeting. 

According to the (.'onslitution, !he Council Chnirperson shall be the Chairperson orth-0 
Court for the arbitration "Ho Siu YcC, Sarah was SUSpi.:ctc<l thieving liles of the Council" and 
enjoy the same power and duties as the Court Chairperson. 

II, Composition 

The Court consbts of9 members, including 
(u) The Court Chairperson, who shall be nominute<l by the F.-xe,:utivc Committee and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lrom orbltratiou to urbitmtkm, and take the Chair ol uny meeting of the 
Court. In case where no resolution on lhe post is made by the Council, th<: Coum:il 
Chairperson shall be the Chairperson of the Court and enjoy the same power and duties as 
the Court Chairperson: 

(b) Th¢ Court St."Crctruy, who shall be norµiMtcd by the Executive Corrunitlcc and appointed by 
lhc Council from arbitration lo arbitration, and be responsible for all s«retarial work of the 
Court. In.case where no resolution on tho post ii made by the Council, the Court 
Chairperson shall he responsible for all tho secretarial won<. 

(c) Seven Full Members of the Union, who shall be rondomly select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rom t'ull Members of the Union by lot, and appointed by the Court Chairperson, 

In this Session, 2 rncmbcrs ~f the Court were lilk<l from 121h June 2001 to 23th January 
2002. The full list ofmembcr$hip of the Court is shown as follows: 

Name of members of the Cot1rl it-11(.J!.JI Jti!i.lUt..t Po.dtimt 
Chan Sun Kcuna, Kirk riM!li Court Chalmtcrson 

Leung Yin Ling ll\l.!',it Court Sccrctarv 
1"(Vacant) (tllAA) Other Member of the Court 
1'(Vacnnl) (tllll\) Other Member of the Court 
1'(Vaeant) (tllM) Olhcr Member of the Court 
'·(Vacant} (tllll\) Other Member of the CoUrt 
1"(Vacanl) (tll,\I\) Other Member of the Court 
'·(Vacant) (tl!li<) Olher Member of 1he Court 
'·(Vacant) (tllli,) Other Member or the Court 

Note: 
J, No Full Membi:r oftlte Union mu wJ/llng to m'Ctpl theappol11Jmc11l For dclilils, J>icme ro.fi:r w Part 

lllo/1hedoc1m1e"t "IJIUIIU'l!fl!!t (tft;tfl.11,t( .::..<t.lJ:-4-.£.::.,;:,;:.::.,FJJ:-4-,,,r /hy 
tlw Post Co11rt Clu1irpersv11, C/1<111 Sun K,·1mg. KirJ,J. 

VII. Conclusion 

In lhc 9\h session of the Union, the Students' Union lmd first expcricncvd the cstahlishmcnt 
of the Court. ll is obvious that the opemtion mid ndminislr..i.tion of the Union wns u11t!dr..'<l. 
Although the provious year is not o ea.~y time, the Students' Union dill Jcnm fmm cxpcricnccs 
and this would certainly helped improving the work of the Students' Unioll in the future, yet, may 
this undeslroblc harsh period ne,,cr rcoppcarcd ht thl'.l luturo of the Union. 

I, on behalf of the Court of the 9m session, wm1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prcss uur 
grotltudc towards those who had contributed a lot to 1hc Cour1, includiug the stnff or Admissions, 
Rcgistnnion & Record OOkc, lnfonnu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Cc1\ter, Student Affairs O\lkc. 
the Pust Court Choir-person, Chan Sun K1.•ung. Kirk an<l the Past Court Secretary, Leung Yin 
Ling. 

To conclude, I wish the members of the Court in the foturo would continue <lcvoting 
themselves to servv the Union lnju<liciary aspects.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IIKUSTSU Court lOOJ-20()2 

WAN Chung Yuen 
Chairperson 
Dute: 251h February 2002 

--~--- End ofRepor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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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nd on behalforthe 
l!KUSTSU Court 2001-2002 

WAN Chung Yuen 
Chairperson 
Date: 25tli Februar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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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PORT 

The 9th Session 
Students' Union Editorial Board 

of 

Chan Siu Wnl 

Lau Yee Lni Sophia 

Tsui Ho Ki 

Cheung floi Wnh Sarah 

Li Chui Ting Delly 

Chiu Man Ho• 

Mui Ling Ling 

Kwok Ku Lok 

Zhu Yingyi 

Choi Chung Pun 

Hui Chi Hung 

Y cung Chun Yin 

Yeung Wing Hong 

Choi Hok Hung 

TwMun Ya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signer 

Designer 

~esigner 

Fcaturo Editor 

Feature Editor 

Feature Editor 

Feature Editor 

Feature Editor 

Fcaturo Editor 

Feature Editor 

Feature Editor 

Feature Editor 

Feature Editor 

Feature Editor 

Feature Editor 

•Mr.Chlu Man llo was co-opt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to fill up the vacnncy of Feature Editor on 
Io• April, 200 I. 

III.Publications 

1. Express of Wings jf&Jl;z_llJ!?} 

Tho objective of publishing Express of Wings is to provide the most update infonnation of the 
important events huppencd nmong the school, society and the world, We huve made 2 issues of 
the Express of Wings for the c\'cnt happened in UST and 2 issues for the cvcnL<i happened in the 
world. 

Express of Wings ls.~uc 1 

I. Preface 

'll1is is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91h Session of the !l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Editorial Board. 

The duties of the Ediloriul Board shall be: 

(a) To maintain on Oniciol Puhlication of the Union; 

(b) To promote litcrai)' development among studcnls by means of the Oflic:inl Publication 
and other nctivitics. 

(c) To submit hulf~ycar report to the Council on il,; activilics 

The 91
h Session of Editorial Board oommen~d on 1u March, 2001 after the 9t1i Annual General 

Mce1ing:, o.nd this A,mual report summarizes the work of the Editorinl Board in the period from 111 

March. 2001 to 24" Fchrumy, 20!>2. 

ln the period of the 9~ sl!ssion, the Editorial Board ha." continued to CUIT)' out the role ol'promoling 
the objectives of the Union,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und cncournging free expressions of opinion 
by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nnd promoting litcmry development among students through 
Publications, Activities nnd Meetings. 

ADcr the 91
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he Editorial Iloard of the 91

1i Union Session has followed up 
the duty to distribute ''Wings 8.3'' and "Kno Fay Pao of Wings Issue 18'' to member,; of the gm 
Sess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after the captioned publications wero finished on Wh March, 2001. 

II. Members of the Editorial Board 

In this Session, !he total number of Members oflhc Editorial Board is 22, 1110 list ofthl..\ Members of 
the Ediloria.1 Board is shown as follows: 

Members of the Editorial Board Poslllon 
ll,lv!l'il'frl.14'1il!£4 ~{IL 

Au lloi Wai Edilor-in-Chlef 

Ng Wal Fan Ass.islant Editor-In-Chief 

Wong Tin Hon Assistant Editor-in-Chid 

Tm1g I loi Shon Curo! Administrative omccr 

Ko Lcp Kei Marketing Olliccr 

Jlul Yip Man f'h1ancial Controller 

Chan Ka Yin Designer 

Express of Wings Issue I was published on 251h April, 2001. It contnins 2 pages in tho size of 
A4. The subject of this issue is f-J);JfJ~COURT and the content of this is.sue is about the 
incident anJ re<L'ions for the fonuation olthc Students' Union Court. 

5,000 copies of Express of Wings were printed und distributed from 2~th to 26thApril, 2001. 

Express of Wings Issue 2 

E;,..press of Wings lssuc 2 W.L'; published on 12th September, 2001. It contains 4 pages in the size 
of A4. 11,e subject uflhis issue is 1!tW.fll'!'l3:Sl'!~~unu and the conlenloflhis issue is 
about the incident of the terror uuack of the United Stutes on l llhScph:mbcr, 200). 

5,000 copies of Express of Wings were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in the oftemoon on 
12•september, 2001. 

Express of Wings Issue J 

Express of Wings Issue 3 wus published on glh Octohcr1 2001. lt contains 4 pages in the si1.c of 
A-4. The subject of this issue is iX!Em&" und the c<>ntcnt of this issue is about lhc incident of 
the n~lion of the United Slates on th October, 2001. 

5,000 copies of Exprcs~ of Willg.s were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in the o.Ocmoon on 81h October, 
2001. . 

Express of Wings Issue 4 

Express of Wings IS&ue 4 was published on 6111 December, 2001. H i.xmtnins 4 pages in the siLe 
of A4.111c subject of this issue is ~.1:ffi:'.M~f:&f.1i-m and lhe content of this issue is about the 
incident of sudden closure of LOI Canken and Chinese Rcstaunmt on Sm Dcl.'Cmhcr, 2001. 

5,000 copies of Express of Wings were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in the afternoon on 61
h 

December, 200 I. 

Expr~lls ofWlngs b~ue 5 

Express of Wings Issue 5 wns puhlh•hcd on 22nd Fcbmury, 2002. It contnins 4 pages in the siA: 
of A4. The subject of this issue is tfi'.!{WH)n'»i]( jfi]l}!*J?Fflt'li and the content of this issue 
is the opinions of the students, Cumpus Service Onice, Manager of the I.GI canteen and the 
uboul the matters of newly opened LOI Cuntccn after 17th FcbnUlr)\2002. 

5,000 copies of Express of Wings were printed und distributed in the uOcmoon on 2rJ 
Februury, 2002. 

2. Kao FA)' Pao of Wings Jrul!Z.illil!Ull 

'lltc function of the Kuo Fay Pao of Wings to report the incidents hehH:cn the iutcrvul of the 
OOkial Publication 'Wings' to prevent tht: time lap of reporting. the inciden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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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 Fay Pao of Wings Issue 19 
Kao Fay Pao of Wing_-; ls.sue 19 wus published on 9lh May, 2001. lt contains 8 pages in the size 
of A3. 'l11c content of this issue is shown as follo,\s: 

lxl'i!l!,\1\1 Hkl·ll,JlJ'.$1~1, 
NJ, siilll111'-J[-,1lzil!! - f:i;J,lifiJ5lc '? 
,il:h.lill'Wl'.it 
't'>Ct's\\~1Jfi'lt1Hiilfr · >!:OIJ~t;iq 

H~~'JlAl tfl~~fli\l<Hlr, 
lihMH JiH!f!i\l/1? 
14t§f~iiJ~~J$LillW4*~!d~IIt'HlilBNO 

SoclJ'lfl\!'l'.;'f,ij 'Pflilxft!;,!ft 
1,\¢11'}\tt 

QIB:SM ,alc'ilii:l' 
~' .\!! ~ };tWtcii'i 
NKti'ikl!f~I 

f'.nr,Jish Section Stomw Davs Of Election 

3,500 copies of Kao Fay Pao of Wings Issue 19wcrc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nl Atrium from ()'h 

lo 10• May, 2001 

Kuo Fay Pao of Wings Issue 20 
Kuo Foy Pao of Wings Issue 20 wa-; puhlishe<lon 51

" December, 2001. It contains 8 pages in the 
si7i.:i of Al The 1.'0nlcnt in this issue is shom1 as follows: 

ll<ll!IJ.\\~,\ ;;1slil N*1i!1'.i'lfr.:J.~!G:t1 &11!l*l''l>i'll!Uilll!illfill 
Mcg11Snlc WWH't'?? '? 
'i,f"Ji,kil!!i'HAli!Jt,l:Jl!!JEf.Ji!!Jtfl {ff·Jtl!fUJfl!l? ? ? 

ii11f'ff)~!JJ ~¥U~ .::.if~-·· 
lit~tllfi',A4~J 1!l'#F; 
fitf:;l'*n,"''°'Jfltl&$l!n,~ <ITfi~WinH) P1n'<llfif•.'ii 

El !B,~ 3c(r,:c. Fl_: \'!:: R 
Ullrll 
lil<lill!,ZIV; 
illl,J•u'JFJllcT 

English Section Anthrax or Hnm1lcss White Power'/ 
MP3 VSC'D 
Olucicr VS Vista Water War or Mouth War? 
lru1g\m lC Center Announces \Vritino Com""lilion 

3,500 copies of Kuo Fuy Pno of Wings Issue 20 were printed and dislributc<l al Atrium from 9th 
to 5th December, 2001. 
Some of the essays in Kao Fuy Pao of Wings Issue 20 hu\'C made numy discussions fmm the 
student. As a result, the Editorial Uoard had an cvuluutinn meeting on this issue and the report of 
the evaluation meeting Is ns follows, 

11) Wings Volume 9 Jssue I (9,1) 
Wings 9.1 was published on 4th September, 2001. It contains 80 pages in full colour and 40 
pages in black and \\hite. '111e content ofthls issue is sho\\n as follows: 

fli!U~Rl!E!Ja 
leHiJ:~Rllel *? 
EB O'camn Galler".' 

f!f:kHElf··f,/Jt\lll1tlJf'f 
~Xf't-1"<¥ fincPrint 
!/!,;f't-1"<¥ PC AnJ"hcrc 
i,'J,1,ll!l!U71.!lill 
i&frrWll,!,'llf;f; 
!iilEJ!il'.iif, 
Dear Cathy 
Dear Bonnie 
i~fij 
~µj'. below mean 
miw1,1i1i\lt 
tllnW.:t 
txvliti< 
r:1,:mr:1;Jt:11£ 
i!lllll • · • {IJ,t111--Wf? 
Phonellc Alphnbel 
!.~fflcl$fl 
$,1jljt!iitl 
ij.,i!,lj.'l!.O'J1iH:::x 
'lJ'rpa'JO)W 
HK:,:IJ.!z.lV-l'failliilli 
fH$lJ;;\'f!1: 
fl!lmnw 
1=.1tiff'.J~1~~R 
~,\!\ 

2Mitll!l'<.lll't' :6:J:lf> iffi'lf> 
>!:xlila,H'rlt Jl!i 
Jl'i)Hl!,{\9~!,:(l,lz l'1 t"JB',lillti\ 
>('.QIJ,Nltl!li,} 
~tlf1Wn 
Annual Report of the Editorial Boord 8m Sess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Annual Rcl'lor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m Session ol'the StudcnL.;;' Unio1l 
Leanet printed by the Center for the Arts were attached in Wing 9. 1 to promote their programs. 

-!J<Rlii.\',W~ 
-fnJ!J!illxf"11AA'~B',:,cW.t,Ml>lllN'i!lfi~'ifilUl¥f')h'-7U'J,H'lil51:lil • +1,zi.11,m. ,);{· 
ldltflr · :ltcf1f:ZtJA'J.tl.~;x£i," 'i!zl,]B',f'.'1!J!~!l!'l•E'11lilil$!l1't'4J1,€f~e,li'tF.,f,lf; 1 

HI , [<.l'JO'Jf"Jbi!£i,lil'f1lk1'0ll • J'LIIH-'1111. • li114%,'1%' • l\lfkfrl'E:i,'f$!li~HIJ;.( l· 
~,

1tiO(FHiIDlftl( · 

1kl:1HzJ\\iJ:i • !11l';el"/tll"ll"J';,\Til'iir-Wll.lllhri' !)),l"Jttftl!J,Wl\ll';,t'fqzljUJel,, q~li1fJ 
(J',:IJJVJl\if-l±\::C1,;.4':!'t·l(O;H1:klliJllii • fflil'li,UIIJ'i'liflffCJ'.ii;~r,!l • IIJllliG~)~iJi, ,!(;:r, 
;filftHJ;;J,..tJ,-t'ff\.!Jl\ • !111!t,Jf;iJtmf,}f<ll!}!ff.i![1 • lH!nHl,mJ:,;:Z,.t~, l'iii~fr\111!\,'if!, 
Ptl!'l¥•J[J]i'J1Xi,'.llJI'i'-'AA!tl¥1JN:kr.iJ'4Jfj;'.(Ji!l,H1:tilill' • M11!'.ill•)i('f'.fCTfi'JMi"',;1',~JUft-, 

-tl!Hat£l'4_(;1'!1\11uJ;.(otttllh~t~ · iEiJ!. 1:rt~f,'P~lMHK~l@:·fl'ilJ)SJlaJ--,J,inomtn, 
faW,W'!i_·_:;-1~i,~}l(.(11IUJllfl' {R.u!JU l:ii1~ • i#l1b',l;l',li,}1.\l!~ • /J'Jitlf.i'.li;(qJEi\'.fi,J 
:k'.Rl'Jir,*,MnilW!:, 

-2:¥.ti'l':!'ltllt!JRfH,J;id,Ji\l}!llli.iE>i:ltfi(j,ll • t\l'l.ettl!JJ!t},1,r,ff);:IJ, fal 1}'ENB'i1~' 
~111::¥1'i'm'i'lHM11mmJ:!l!Jr~nnvr!l ' 

~ English Section 
1'llmwfl&Jt,fMJil'J>!'.1;'(;(.(Jil~P..l!l • ln1lilllit{!));fiiil"llnl'I };ti(lliJl',,Ji'Eil'JlJHt · MlmfaJ'" 

1m:1t!!'Jli!!&t11VJJ:.(1R:Joiicmia'Jli1J!illl1l.J,,HAa'JtxraJ'l,ii'i, :t,im1w1u;:'.c;H;1~tfl1,r,111~ 
t:itliraJ!\11!. • {illl!iH • P'l'i!&i'iWl'.l'i!.tTffrltl!Jrl 

-l3fi<UM 
-Nl?lh'lilt~Ai.!Jilf · f!ll!.afi!f't-1'£1,, mr111:tU!ili!i8 • Rlli:ilJ'0!1li!.t~~J'1Ji!,•if1111rt1'f~ 
D.'<[HiJ,JrJ:ff.l'lbl!t 

J, ll'lngsffiffi 

'1110 functions of Officio! Publlc:1tion shall he: 

(a) To promote the objccL-. of the Union; and 

(b) To provide opportunitk.-s for and cncouragl.) th.:: free expressions of opinion 
by sludcnts of the University. 

Due to the errors of missing words and crrorcoJc of using the Hong Kong (\munon Word~ in 
the Wings, the Print Shop has errors in printing those words in Wings 9.1. lltc Print Shop has 
promised the Editorial Board that this incident will not happen again oiler tktaik<l 
cornmmtlcation with tho Print Shop. The EdilOrial lloard has made and printed 1.5 pages of A4 
size Amendment for this issue of Wings 9.1. 1l1e Members of the Editorial Board p.iid the i:ost 
of printing the Amendment. 
4,000 copies of Wings 9.1 \\CN printed und distributed at Atrium from 5ih to 14ttiS~ptem~r, 
2001. 

b) Wings Volume 9 Issue 2 (9,2) 
Wings 9.2 was published on th February, 2002, IL contains 80 p(lgcs in foll colour un<l 40 pages 
in black und \\hite. The Ct)Ulcnt in this issue is sho\\lt as follows: 

14:ktJ<l:lZM 
2001 lJ'.FI :k+:kiJH41el ~n 
1§,\g,_riJE,l'{,y,:,t;!llJ 
:kll!l€ill.i1'1!(ij\'\l,;lil; 
.!fi\,lHUiIA!;!ti~~ 
ilitUf.lJijj'iJJsimtiif!Ol:ftil!:1inlit 
,J-i~ffJJ,;.IJ t:'i "l'ill1il 
117!,~91 ltltt1fl'Jllll'HH 
1i,i;fi'#.:ti 
--'C!eiit!iic\iJNk 
-1.ln'L H c::Jn'1Fn'f-'JttP<lm 

m11iltmili', 
.ffil.rrlt,lt 
i!'il!ll 1~1ittt1:r~il 
f!!itfl~~Al!illliw: -J!,t?, 
!.11 
f'f' 
irr/7.1<~,R}hlbJ 
IJ(lfl!l£i,'IUl',FB'c 
r,;<l'!lW~ 
lll!i}'j 

xClLl1iJ.!!f1rr.11, 1~--1ti:tllli\iiilll 
~i~~t\thFHf·f1M~«1 
:ltftu,rq$ 
!!1K;.z1AJ 
,mm 
il'l~T · W.\\\<t>FHTr/il\l 



~1i:i\,i'l/.'J:c:''fi,}i8i!IU~, it 
1Ji\lil!Ofll'l111~t;,,:,,:,i,, it 

iilxlii · H1Zt#,m , ifFfr 
ttl'l'J1Jl'l:£tTIEifil'E~,~fr 
11%!\'7J'E;\:'.j,:¥Jl!fl l:W:.tt 

r ~vnn , -tEZWll\\¥ilil:l 
1i'fflfiW,l,A9¥1lll•tllHill<il 
t'<ia!,Jji}; • ifffi'inf!l!ffltt•:!, 

~Jl~'!l!@W.tU!,l;Ul • W.z'nl11 
Z.IJ:l • l!JilHl!lf,}*jjt • lfFf, 
::,::K<EX • l!ii~11\1l!!\i"1ll • 
llWl'f'f11A9ali!i\:ITMllllf+, 

flaJ)SllaJ-·:t:m,efJ:\{n, 
fl.\!!!lf • ltJ!t«.!~1'tlf:;,1ti] 

ill!l'Jit'EilWlf'I' • J\tlmloJ".J! 
1.<,Mil±ifl12:f.lil~fflliJ~Jr,11 

tis of opinion 

>ng Kong Common Wonh in 
lings 9.1. TI1c Prinl Shop has 
1appen again otlcr detailed 
c and prinlc<l 1.5 pages of A4 
Editorial Board paid the cost 

m from 5111 to 14thSeptember, 

ies in full colour on<l 40pages 

Result of the Studcn1s1 Union 8)'-Ekctlon 
Officinl Approvul of SU Referendum Result 
Annual Report of the 9ili Session of the Stu<lenlS' Union Council 
fnterim Report of the 9•h Sess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Master Budget of the 9lli Sess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Minulcs of the Ocncrol Meetinu of9"" Sess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Lcoflcl printed by the Center for the Arts were ottnchcd in Wing 9.2 to promote their programs. 
4,000 copies of Wings 9.2 w~ro printed and dishibutcd at Alrium from th to 1511

' Fehmal)', 
2002. 

4. IO'h Annlnrsary Comntcn10n11ini Publiclltion 

Under the concerted effort of the executive commiuecs of the Editorial lloard and with lhe help of 
1hc School faculties. slaff nnd followslude111s nssocintions and cluhs, lhc prepamtion work of the 10th 
Annivcrwry Commcmoralivc Publication wns linishcd in cnrly fcbrunry, 

As one of the 111c1t1orials of the celebration of IOm anni\'Crsary of the HK UST, the publication, ,,hich 
contains 152 pages in full color is expected to be published on 28th Febmar)\ 2002. 

The nforemcntioncd work contains the following contexts: 

The definition of the I IKUST logo; 
I. Prclit~-c; 
2. "Jbe missio11, turgcls nnJ ideas of the HKUST: 
3. 11lc intcrvfows with 

-¢- the founding president, Pro!: Chin-wci Woo 
{> the acting president, Prof. Paul Ching-wu Chu 
--9' the dean of the school <lfcnginccriug. Prt)f, Wang Kong L. 
--¢- the <lcun ufthe schuol of science, Prof: Michael MT Loy 
,¢, the founding dean of the school ofbusiuess and management. the ,·ice-president for 

ucndcmlc affairs, Prof. Yuk ShclJ Chun 
-¢- the acting dcnn of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onagcmcnt, Prof. K (' Chan 
9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Prof. Pang~Hsin Ting 

4. Dehtilcd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llKUST; 
S. Introduction on HKUST research fucililles and achievemenls; 
6. News releases on the selected cclebn1tion cvenL'> orgw1izcd by the IIKUST wilh the 

involvements of fellow stmlcnLs; 
7. Interview with lhe p~sidcnt ofthl.l' 9m sesslon1 IIKUSTSU, Mr. Siu Yu Kwa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1hc school lite of JKUST students; 
8. Introduction on HKUST learning and tcnching fucilitics; 
9. I IKUST Pnnonunn; 
10. Acknowledgement and the list ofthe preparation commillec. 

It is hoped that the IOdi Commcmoralivc Publication will become 1he milestone oflhe 
University's development nod many tlui.nks to the persons \\ho had offered u helping hand int.he 
prcpunllion work of this publlct1tion. 

IV.Activities 

u. introducing the Editorial Board to lh:shmcn 
b.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freshmen to know each other and enhancing their 

relationship 
c. rccmiting freshmen as our Sub-Committee members 

There were 45 student'> joining the, funclion, including freshmen and the 
organizing-committee members. Th~ function was enriched by gmnes Md food. 

2, The 9th Chiocsc Literature Competition orWings 

Persons·ln...Chargc arc sho\\n a'i folhms: 

Position 
Chic I' 
Members 

Name or Person-Jn-Chare:e 
Zlrn Ylngyj 
Tsui Ito Ki 
Choi Chung Pan 
Hui Chi Hung 
Mui Ling Ling 
Chiu Mani-lo 

Advisor Ng Wai fan 

R, The 91h Chinese Literature C'ompetitlon ofWing!i 
The aim of the competition is to promote the litcrruy development in I IKUST. 111<: 
competition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eclions: Poem Section, No\'el Section mid Pm~ 
Section. II slartcd from November, 2001. The deadline of nrtkle submission will be on 24m 
Februal)', 2002. ·111e adjudkators of this competition are shown ns follows: 

:Ef.l.;ffi',\;'1: 
lf:'-1(,l'fl#jH! < i!iHJ;•l1x;\:'¥.fi1ixlil'+lrJ,,i:,, l'l'.xillllWff)i,(IJi 
taJ1l'M¥jn < i'fi11;rt1-t:k'}\•rf'!lnri:<:Js!.x,}!}i;IV1~~¥~111 l 
fel!i.lif&¥!d'1 C fii!H'ltii:k!f\.A.x!+\tllimli) 
,c:,'i"vif:dll < 1'iilH4tli:A:';.!.A.x';.!illlfm l 
r.f)! (1!,11,) :t(t 

b. The Prkc Gh,Jng Ceremony of the 91n Chinese Literature Compctillon or Wings 
The Price Giving Ceremony wlll be held in mid-April, 2002. It will be held 10 awnrd the 
winners in the competition. 

4. The 91
" Book Exhibition of Wings wilh the theme 11 Unhounded Limit" 

Persons-In-Charge arc shown as follows: 

Position Name of Pcrsonvln--Cha1 c 
Chief Won Tin Hon 

l. The Price GMng Ccrtmony of the 8'11 Chinese Literature Competition of Wings 

The Price Giving Ceremony was hdd on April, 2001 nt L07 Canteen. ll wos held to uward the 
whmcrs in the compctilion. 

2. Orientation Funcllons of the Editorial Doard 
PcrsonvhlvChargc are :i:hown U.'> follm,s: 

Position Person-ln-Charc:e 
Chief Chan Siu Woi 
ti.fomb¢rs Chol llok Hung 

Lau Yc.-c Lui Sophia 
KoLcpKd 
Yeung Win 2. Hong 

Advisor Au Hoi Wai 

a, Orienh1tion Camp of the Editorial Bonni 

The Orien1atio11 Cnmpofthc Editorial 8()ard was held from 13th to 151h August, 2001. This 
camp aimed at 

u. introducing tlw Editorial Ooard ilild its publications to freshmen 
h.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freshmen to know each other and cnlrnncing their 

relulionshlp 
c. rccmiting freshmen ns our Suh·Conuuittc.-c members 

't1tcrc were 89 studenl<: joining: the camp, including J'rcsluucn, group leaders and 
pcrson4 in-chargc. 

After the Orientation Co.mp, many participants joined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Editorial 
Bo<'lr<l. 

h. Orientation Weck 

The Orientation Weck was held from 4th to 14lh September, 2001. We set up u counter at 
the Atrium. The function aimed at 

a. introducing the Editorial Goard and Its publications td student.:; 
b. recntiting students ns our Sub-Committee members 
c. ordering photos taken from Ute Oricntnlion Camp to the participants 
d. dislrihution ''Wings 9.1" 

c. Orientation Night or lhe Editorial Board 

·n1c Orientation Night of the Editorial Roard wns held on lihscptcmbcr, 2001. This 
function aimed nt 

Members Chun Ki:i Yin 
Li Chui Ting. Bell)' 
Tang I fol Shan Cnro\ 
Kwok Ka Lok 
Yeung Chun Yin 
Tse Man Yon 
Hui Yip Man 

The ohjccti\'e oflhc Book Exhibition of Wing_~ \\115 to introduce u ,·aricty of books to our 
students artd nrotL,;e the UST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It pnwides our students with a 
com·enicnt way to purchuse books and offors a discount of books to our students. It encourogcs 
self study ~nd self equip of students and pmmotes literary de\clopment as \\ell M learning 
atmosphere artll)llg students. 
The Book Exhibition \\as held from 31'1 Jununry, 2002 to 1'1 Fehrunry, 2002 lllld 4-6lh February, 
2002 at Chla·Wd Woo Academic Concourse, llKUST outside the Lecture B ,,ith the 
cooperation of School ofl lumanith:s: & Social Sdcncc (Diviskn of Social Science). 
The Book Exhibition offcni about 500 kinds nfbooks with the discount ,,ithln 10·30%off, 

V. Meetings 

J. Edilorinl Board Gcocntl ~leding.s 

Starting from the Annual Ocnernl Meeting held on 1.i March,2001 to 2.J~' February,2002. there 
were 19 General Meetings held to discuss nnd make decisions con~mlng the affairS of the 
Editoriallh11ml. 

2. Council Meetings 
Tiucc rcprcscntnli\'cs of the Editorial Board In the Council are shO\m ns follows: 

Represenbttln~s 

Aulfo[Wnl 

Hui YipMnn 

Won Tin llon 

Po~ilfon In the F.dilorhll Board 

Editor-In-Chief 

FinundalConlrollcr 

As.sistnnl Edhor-in-Chfol" 

lteprt.senlation in lhe Union 
Council 

Editor-ln-Chlcf 
Financial Controller of the 

Editori(II Board 
Editorial Board 

They became member.. of the Council in the 111 Council Meeting aflcr the 9m Annual General 
Mcctini. 

11, Constllutlon Commillec Mcetlngj 
A repr~cntoti\'C of the Edhorfol Boord in the Consthution Commluee of the Council is 
sho\\n as follows: 

Hepre.senlallre 

AulloiWni 

Position In the Edllorlal 
Hoard 

Editor·ht·Chier 

Representa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CommlUee 

Editor-in·Chldofthe 
Editorial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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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wns nppolntcd hy the Council to be member or the Constitt1tion Committee In the 2nd 
Council Meeting and Involved In tho Jobs or reviewing and making rcc-0mmcnJntions on 
the amendments o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on with other members of Con.'ititutlon 
Comntittee, 

b. Finnnce CommiUee Meetings 
A ~prcsentative of the Editorial Board in the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is sh0\\11 

as follows: · 

Position In lhe Edllorlnl 
Board 

Hui YlpMnn Financial Controller 

Representation In the 
Finance Con1tn1Ctee 

Financial Controller of the 
Editorial lloard 

She was appointed by the Council to ho member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in the 2nJ 
Council Meeting and involved in the jobs of 

a. making rcconuncndotions on the Olll()Urlt ()f Ma..:;tcr Budget o.nd Union subsidy on 
societies functions 

h. verifying the monthly financial reports and linancial reports or the functions 
organized by the Editorial Hoard and Members with other member.; of Fina.nee 
Committee. 

<.\ El«llon Committee Meeting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Editorial Board In the Election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is shO\m 
as foJlows: 

Representaeive 

Won Tin Hon 

Position In the Edllorlal 
Board 

Assistant Editor .. in-Chicf 

Representation in lhe 
Elec-tfon Committee 

Editorial Board 

He was appointed by tho Council to be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ltec in tho 2nJ 
Council Meeting and fnvolvcd in the jobs of discussing schedule for the By-Election of 
Studenls' Union 200( .. 2002 and Election of Students' Union 2002-2003 with other 
members of.Election Committee. He was resigned from the Election .Committee on siti 
February, 2002. 

d. llonorat)' Membership CommiUcc Meetings 
A repn.)scntative of the Editorial Board in tho Honoro.ry Membership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Is sh0\\11 os follows: 

Posl11on in the Editori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Rcprmntatlve 
Hoard llonornry Membership 

Committee 

NgWni Fan Assistant Editor-in-Chief Editorial Goard of the current 
Union session 

, 
She was appoinkd.by the Council to be member of tho lfononuy Membership(' , 
in the 3rd Council Meeting and involved in the jobs of oin,nittee 

a. reviewing and makii:'lg recommendations on the Working Rules of Ho 
Membership Committee, the budget for this committee and the Applknt~;;Uf)· 
Honorary Membership of 

b. discussing matters of Honorary Mernbership wilh other members of Ho 
Membership Committee. norury 

VI, Others 

a) Linkage wllh lhe Edllorlal Board of other Unlvmlty 

The Editorial Board hns created a linkage with the Editorial Board ofother University in China d 
overseas. We share our public.ations and experience at this state, an 

b) Change ofE-mall Account 

The Editorial Board h!lS changed the e-mail account from su_wings to su_eb. This change h 
become effective shtce 1'1Mnrch, 2001 ns 

VII. Conclusion 

For those who have spent their precious time on giving great ideas, writing and editing articles, 
designing covers and <;-011tents, taking photos, organizing tbnctlons of the Editorinl Board of the 9ti 
Union Session, I sincerely express my dearest appreciation. 

Lastl)\ I wish the Editqrial Board of the next Union Session could continue to carry on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publications, activities and meetings. I hope that the Editorial Board oft.he 
IOlh Union Session will hnve n moN m~aningful nod succ-essful year. 

For and on bchnlfofthe 
HKUST Students' Union Editoriol 
Board 2001-2002, 

AullolWni 
Editor-In-Chief 
Date: 24° Februnr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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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t Is the ninth year since the inception oftl,e IIKUST Students' Union in 1993. 

This is the Annual Report oflhe 9°' Sc~siun ll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mid 
Technology Students' Upion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9th Session of Executive Commiuee commenced on 1si March 2001 after the 9l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this annual report summarizes the work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in the period from l" Mnrch ZOOI to the ten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7Jiere nre Len Executive Commlllc'C Members responsible for tl1e cxtcmul und lntcmul 
matters of the Union including the Pres.idenl, the Internal Vice-President, the External 
Vice-President, the lntcmal Secretary, the Financial Secrelnry, the Welfare Secretary, 
the Publicalion Secretary, the Social Secretary. the University Affoirs Secretary and 
the Academic Affairs Secretary. Besides; nine Sub-committees have been set up lo 
help facilitate the current duti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I11ey are the 
Extcnrnl and Current Affairs Committee. the Public RelaUons Commitlec. Socio! 
Committee, the WelfoN Committee, the Publication Committee, the University 
AOillrs Committee, the Academic A!Tnirs Committee, the Orlentullon A!Tnlrs 
Committee and the Com;nlttee on Nomination of Court Chahp!!rson and Court 
Secretary. 

In the 9th session, tlie Executive Commillce Members have been wholeheartedly 
devoted to their jobs and hove tried hard to gel tl1eir jobs done. Thanks to the proper 
lntcmal ndmlnlstrulion, opproprintc handling ofcxtemnl matters, conllnunl provision 
In social an.d welfnro activiiies, and better presentation on acudcmic and university 
matters, smooth and efficient fimctioning nnd operation of the Union are cnst1rcd. 

Everything is on Its truck und Ute Union has been developing well. 

1l1e coming pages will follow a more dchlilcd description of the worl< necomplishc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during the period indicated us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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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l Composition 

In this session, there nrc totally JOY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The t\ill llst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is shmm as follows: 

President: Mr. Kaxton Siu Yu-Kwan (iif{ltil'9) 
Major : Mathemutics Year 3 

lntcnml Vice-President : Mr. Kenn)' Mak Koon-Ki (~nl~lt) 
Mujor: Marketing Year 3 

External Vice-President : Mr. Simon Tse Kay-Chun (,l}J~ll~~) 
Major: Biochemistry Year 2 

lntemal Secretary : Mr. Wilson Ng Tsz-Clmn (~-T·flt) 
Major: Chemical Engin1..-ering Year 2 

Financial Sccre!ary : Ms. Carrie Fok Ku-Lee (1lH6fii) 
Mujor: Economics Year 2 

Wcllarc Secretary : Ms. Vhginia Tang Ying-Sze (illli'.11~,) 
M1tior: MGTO Year 2 

Publication Secretary : Ms. Fanny Law Mun-Li (l'll\1¥{1lj) 
Mitjor: Economics Ycur 2 

Social Secretary: Mr. Kevin 1.enng Chi-Wal (m;tJW;) 
Major: Accounting Year 2 

University Alfoirs Secretary : Ms. Kanncn Ng Kn-Man (!\\tiHli) 
Major: Oiolog)' Year 2 

Academic AOuirs Sccretury : Mr. Ynu Kai-Mun (:t;l,'(X:) 
Major: [nfom1ation. System Year 2 

• External Secretary, Mr. Kelvin Chan Yik (P)! !'Ill) resigned on 31 July 2001 
due to personal reason. 

5th Special Meeting 
IS April 

2001 

6th Special Meeting 
2001' 

2 June 

2001 

IO June 

2001 

31 July 

2001 

2001 

28Aug 
6th Regular Meeting 

2001 

7th Regular Meeting 
25 Sep 

2001 

8th Regular Meeting 
9 Oct 

2001 

9th Special Meeting 
8Nov 

2001 

9th Regular Meeting 
29 Dcc 

2001 

14:00 

I 20:30 

I 
15:00 

I 

I 

Executive Committee (Room 4027, 

4028, 4030) 

Conference Room (4/F) 

1

-~Exccutivc Committee (Room 4027, 

4028, 4030) 

· 1 ExccutTve ComillittCe (Room -40ij, 

4028. 4030) 
I 
l 22:00 

I Executive ~~~;i:t~;it,om 4027, T 22:00 

I 
I 

Room 4333 

----·----·-···-----·! I 14:30 

----· ---

15:00 M,-cting Room I (4/F) 

20:00 
Executive Committee (Room 4027, 

4028, 4030) 

20:00 
Exccuti\'e C'ommi1tcc (Room 4027. 

4028, 4030) 

20:00 
Executive Committee (Room 4027, 

4028, 4030) 

20:00 
Executive Committee (Room 4027, 

4028, 4030) 

Part 11 Ge11er(I/ 

I. The 91
h Executh·e: ConunUlcc ~lceting.1J 

Starting from the 9l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until the 28111 February 2002, 18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were held so a<; to discuss internal and extcnrnl 

mutters of the Students' Union. 

lo the 9•h session, there are two l)1pc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s (Rcgulur and 
Special). For rogulnr meetings, they uro convened on scheduled basis. For !he SJ~cinl 
meetings, they urc convened on emergency bai;is. In the 9lh session, nine regular 

meetings were held while nine special meetings were held, 

Agenda and minutes have been posted 011 otlicial Studcn1s1 Union web pngc 
(http://home.ust.hk/-su_,unionf). Date. time und venue ormcclings nro sho\\11 ns 
follows: 

\lcctlng nfllth f>,ct•ufi\ c 

(fommiHct• 

I Isl Regular Meeting . I ::~r -, 20:00 

I 1st Special Meeting I ::; I 21:30 

I 2nd Special Meeting r1
;o~~r I 16:30 

r-:;--~ -1162·0~0ilar,··-·2·0·.30 I 2nd Regular M,-cling 

2!
0
~~r 20:30 I 

. ;rd Special Meeting 1· . . . I 

I 
3rd Rcgufor Meeting I JO Mur I 20:30 

2001 

I 
4th Special Meeting 1

2 
April I 18:00 

2001 I 

I
-Executive Committee (Room 40if 

·1028, 4030) 

I 
Executive Committee (Room 4027

1 

4028, ·1030) 

-

II -Excc,;iivc Committec(Room 4027, 

...... 402~ 4030) 

I 
Excculivc Commiul!C(liOOm--4-0'ff 

4028, 4030) 

I 
Exccuti\,C C-onmlittcc (Room 4027, 

4028, 4030) 

r EXccutiw Conunilt~'C- (R<)o1ll' 4027, 

I 402s. 4030) 

I 
Executive Committee (Room 4027, 

•1028, 4030) 

2. Attcnd11ncc of Exccuti\'C Committee ~lcctings 

The aUcndanNs of 9th Session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Position lstR lstS 2ndS 2nd R 
2.3.2001 7.3.2001 14.3.2001 16.3.2001 

President ,J ,J ,J ,J 
Intemal Vice-President ,J ,J ,J ,J 
Extemal Vice-President ,J ,J ,J ,J 
Internal Secretary ,J x x x 
Bxtemal Secretary ,J ,J ,J ,J 
Financial Secretary L ,J L L 
Academic Affairs Secretary L ,J ,J ,J 
University Affacirs Socrclary ,J ,J ,J ,J 
Social Socrctary ,J ,J ,J ,J 
Welfare Secretary x ,J ,J ,J 
Publication Secretary L ,J. ,J ,J 

3rd S 3rdR ~thS 5thS 6thS 4thR 7thS 8th S 
23.3.2001 30.3.2001 2.4.2001 15.4.2001 10.5.2001 2.6.2001 10.6.2001 31.7.2001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x L ,J ,J ,J ,J ,J 
,J ,J ,J ,J x x L x 
,J ,J ,J ,J L ,J ,J x 
,J ,J ,J ,J ,J x ,J ,J 
,J ,J IL ,J ,J ,J ,J ,J 
,J ,J Iv ,J ,J ,J ,J 
,J ,J l,J ,J hi ,J ,J L 

, 
i 



'cbruary 2002, 18 
tcmal and cxtemnl 

:c meetings (Regular and 
led br1sis. For the special 
ession, nine n!gular 

Jnion web page 

ctings nro shown ns 

\'cnue 

1ti\'c Committee (Room 4027* 

4028, 4030) 

1tive Committee (Room 4027. 

4028, 4030) 

jtive Committee (Rl)Onl -4027,"P' 

402s. 4030) I 
1lh;C c~·nln,ilh::c.(i{oom 4027, ·i 

I 
402s. 4o3o> I 

itivc Committee ( Roon, 4027,-:1 
4028. 4030) I 

ili\cc.:;n;;;iiti.,;,tri:oo,~140:ii~j 
402s. 4o3o) I 

" ·-"-! 
1tivc Committee (Room 4027. 11 

4028, 4030) 

111bcrs are shown in the 

2ndS 2nd R 
)I 14.3.200116.3.2001 

,J v 

x x 

L L 

7lhS 8lh S 
Xll I0.6.2001 31.7.2001 

,J " 
,J " ,J ,J 
,J " L x 

" IX 
,J ,J 

" " ,J ,J 
,J L 

5lh R 6thR 7thR 8lhR 9lh S 9thR 
22.8.2001 28.8.2001 25.9.2 29.12.2001 
,J ,J ,J " " " 100% 
,J ,J ,J ../ ,J " 100% 

" " -J L ,J ,J 100% 
x ,J ,J ,J x ,J 72% 

RES[GNED NIL 
,J ,J ,J ,J ,J I, 83% 
,J ,J " L x L 8~% 

-J ,J " L ,J L 94% 
,J -J v ,J ,J L 100% 

" ,J ,J ,J ,J L 94% 

" ,J ,J L " x 9'1% 

Remarks: "R11 rcpNscnts Regular meeting: "S" Rcprcscnl'-1 Special meeting; 11 L'1 

roprcscnl'i late coming:: "X" represents absent; u.Ju rcprcscnL<i in attcndru1cc. 

l,5 MalrHcnance of Docuntents 

As requin!d in the union constitution, internal secretary has in the 91h session keeping 
records of incoming and outgoing letters of the union, documcnh;, ugcnda und n~inutc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Editorial Board; Council und Court. 

1.6 lnfonuation B1·oadcast 

1.6.1 Resignation ofl\yo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Resignations oflwo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w~ro received. In accordance to 
the l lKUSTSU constitution, notices wcro mudc and posted on ofliciul notice m-co. 

Two popularly elected cmmcilors were: 

• Wun Chung Yuen, Patrick 

• Luu I Ion Sum, Ray 

1.6.2 lleslgnatlon or Court Chairpe,·son 

Due to the cease of student stntus of Court Choirperso1t1 a resignation of Court 
Chairperson was rcceh•c<l; notice were made and posted on onicial notice area 
for puhlici1y. The Court Chairperson of the urbilration was Chan Sun Kcung. 

Kirk. 

1,7 Legal AdYisors 

For the sake of frequent demand on seeking legal advice in financial matters and 
constitutional mutters, legal advisors uro necessary to Students' Union. Since the 
Union had lost contncl with our past honor lcgnl ndvisor for nt lens! 3 yc,u,;,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ried their hcst to search for nc\v legal advisors. Fortunately, 
thanks to the enbrt of the Esceutive Committee, several barristers and solicitors had 
in consent to provide lcgul udvicc without charging the Union. 

Part Ill Actio11 (D11e to HKUST Students' U11io11 Co11stit11tio11) 

I. General At/111/11/stra/1011 

I.I Ad111inistr1l1ion of General Offic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equipments such as banner 
puncher, banner machine nnd trolleys lbr societies' us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also in charge of matters concerning vending machines 
in General Oflicc such as handling complaints rol\mding nnd management. 

Besides, lending stntioncrics and other resources to our nffilintcd societies is also one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s duties. 

1.2 Admlnlstralion of Dig Character Poster Wall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Big Character 
Poster Wall at LO I, to focititate its proper tL"ie by students, stuns und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versity as a channel for expression of ideas nn<l opinioJls. 

1,3 l\lcnlhership Affuirs 

The Executive Commillcc ls responsible for hnndling all enquiries for membership 
from I-IKUST sh1dents. The lnlemal Secretary and the Publication Secretary are 
collectively responsible for the issue of the membership cards. 

1.4 Staff Affairs 

'1110 Executive Committee is also in charge of the ammgemcnt of stuff insurance ru1d 

holidays. Besides, due to the enforcement of Hong Kong I.aw, the MPP scheme from 
I ISBC is adopted oiler se\'crul negotiations with all the staffs. 

2. Represe11tatlo11 

2.1 Rcpmcnlatlon in Council 

According to the HKUSTSU Consthution, four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rc 
councilors ofHKUSTSU Council; they are President. Internal Vice~Prcsidcnt, 
External Vice-President and Financinl Secretary. They attended in the 9di Session 
Council meetings. 

2.1.1 Representation in Council Standing Committee 

Besides, thre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rc the ex..afliciul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according to the I--IKUSTSU Constitution. 
Representations arc listed as follows: 

President Constitution Committee 

lntcmal Vic..'C·Prcsidcnt Affilintc..-<l Societies Conuniuce 

Extenrnl Vice-President Election Committee 

Financial Secretary (until t.Sili Finance Committ<..-c 

Council Meeting)• 

*Due to tho resolution ofno contidcnco passed in 151h Council meeting, Financial 
Sccrcta1)' was removed from her membership of union councilor and lhus the 
membership of Financ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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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Rcprcsentalion In Council Ad hoc Committee 

Lwcnlht C'onnnitH:c \lemhcr ,\d hoc Cnnnnith!l' of< omtclt 

President Judicial Procedure Drafting 

Committee 

Internal Secretary Honomry Membership Commiltcc 

Due to the ~solution passed in the third Council Meeting, on nd·llOC committee, 
Judicial Procedure Dmfling Commillcc (JPDC) had cstuhlishcd; the President was 

nppointcd h) JPDC for discussing guidelines ond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appointment of members of Court. 

Internal Vkc~Prcsi<lcnt Convener Birthday Present Committee of 

IJKUST 1o•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Committee 

(Student Branch) 

lntcmnl Vice-President Guest Welcome 1.uncheon of 

Speaker Mainland Exchange Student 

held ut Pcb 2 2002 

All Executive Committee Guest IIKUST 10' Anniversary Kick 

Members Off Ceremony held ot April 23 

All Executive Committee Guest flKlJST 10"' Anniversary 

Members Launching Ceremony 

Academic A Ifni rs Secretary Member Teaching Innovnlion Award 

Selection Commillce 

Acudemic Affairs Secrehn)' Regular Commiltce on Undcrg.roduotc 

Observer Studies of Senate 

Academic Affairs Secretary Participant Symposium ofllKIJST 

Teaching Innovation Award 

University Affairs Secretary Regular Student Catering Committee of 

Observer Senate 

U11ivcrsily Alfoirs Secretory Regular Catering Advisory Commi!!cc 

Observer 

University Affoirs Sccl'\!tary Regular Student Affairs Committee 

Observer 

Sociul Secretory Organizer Student Outreach Day 2001 

2.2 R<presenta!lon In HKUST 

Member Academic Body in llKUST) 

President Ex-official University Court (Supreme 

Member Advisory Body in HKUST) 

President Member TLQPR Task Force (Student 

Assessment) of Senate 

President Discussant Students' Festival 2001 Forum 

(Topic: Students' Conduct) 

President Guest HKUST Official Welcome 

Speaker 2001 

President Guest Joint Society Forum 

Speaker 

President Guest 2' TLQPR student Forum held 

Speaker on Jan 26 2002 

President Guest 10 Anniversary Students' 

Speaker Union Kkk-offCeremony held 

at Feb 19 2002 

President Moderator President Forum ·-· "60 

minutes with President Chu" 

held on 22 Nov 200 I 

2.2. I IIKUST Senate ~feelings 

There were totall)' five senate meetings held in the period of ninth session. President 
attended all the meeting..,;; und represented the Students' Union nod llKlJST slmknts 

n.::Occting their opinion in the senate. 

2.2.2 IIKllST Council and IIKUST Court Mcctings 

Two joint meeting of University Council ~nd University Court was held. Presidl.'nt 
nuendcd one of the two meetings sons to receive the report from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HKUST, Prof. Chia-Wei Woo nnd the inaugunitc prcsentntion fmm new 
President ofllKlJST, Prot: Ching-Wu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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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inth session. President 
ion nnd IIKUST students 

ourt was held. President 
1 from the founding 
utc prescnlntion from new 

Representation in Go\'crnmcnt Agencies 

l::\.ccuthc ( mnmiucc \lcmhcr ~t:thl\ GoH1 nmcnt \gene~ 

President Member Joint Committee or Students 

Finance (JCSF) 

President Guest Contluencc of Scholar of 

Speaker Teaching and Leaming held 

by University Grant 

Committee (UGC) 

President Guest Second Round Teaching and 

Leaming Quality Progress 

Review Oricfing held by 

UGC 

President Guest Consultation panel of High 

Discussant Education Review 

External Vice-President Member Joint Committee of Students 

(To replace President uficr 19 April Finance (JCSF) 

2001) 

Exlemal Vice-President Member Review Sub~Committce of 

JCSF 

External Vice-President Member Working Group on Student 

Expenditure Survey 

External Vicc~Prcsidcnt Guest Consultation panel oflligh 

Discussant Education Review 

3. l11terJ111/ Coord/11af/011 

J. I Societ)' MecUngs 

Two society meetings were held. They acted us channels fo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communicate ,•,ith her affiliated societies in muny matters, such a,; issul!s of 

orientu1ion progrnmme. The attemJam..-e rate was fair, and the response of societi~s 
wusguod. 

In addition to society meeting, small sessions of conversation were held1 which aimed 
al leaming the interest of societies and helping them to resolve some problems on 
ndministralion. 

ln each society meeting. Intcmal-Vice Presidl!nt presidl!<l. as the chainnan, while 
Internal Secretary, acting as 1he secretary of the meeting, was responsible for taking 
minutes and preparing materials for the meeting. 

3.2 Orientation Programme 

Orientation Programmes we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Orientation Days (JlJPAS 
Registration Day 9" to 11" August 2001), Orientation Camp (13'" to 27"' August 2001) 
and Orientalion Wcl!k (4111 to 14111 September). 

To facilitate communicution mnong societies, Orientation Afl'nirs Commiltcc 2001 
(OAC 2001) wns set up. It was consisted of different parties·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House Associations,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Independent Clubs,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SBM Departmental 1m<l School societies,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SENG Depnrtmentnl nnd School societies, two reprcscntutlves from SSCI 
Departmental and School societies,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Sports Clubs, one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one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ive meetings were held from 141
h May 2001. Many issues were discussed and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to the next Oricntution Affairs Committee so lL~ to 
improvement on manogement. 

In every OAC mccling. Internal Vicc·Presidcnt presided, as the chainnan of meeting 

2.4 Reprcsentntlon In Public 

I \Cclllhc ( ontmittcc \lcmhcr Stn1t1s l'uhlir \ct!\ itics 

President Guest International Youth Summit 

Internal Vice-President 

External Vk-e-Prcsidcnl 

lntemnl Secretur)' 

Financial Secretary 

University Aflilirs Secretary 

AcndcmicAffairs Secretary 

Welfare Sccrelnry 

Publication Secretary 

while Internal Secretary was responsible for toking minutes, preparing agenda and 
other useful material for the meetings. 

Moreover, Intemul Vice-President had met orientation comp organizers individually to 

ensure no misundcrslandings. 

Furthcnnorc, orientation camps were specially aJl'Cetcd by mass media this )'Car; some 
1.-onstructive suggestions were made and would then be brought to discussion with 
various university otl1ces. 

3.3 lnternnl Regulation 

The Inlcmul Regulation was distributed nnd discussed in the society meetings and has 
been reviewed in January 2002. Opinions which collected in socict)' meetings were 
mised during. the revision and several amendments were made. 

3.4 Liaison and Communicntion with llniversity Authoritl' 

Frequent meetings were conducted with ofliccrs ot'StudentAll'airs Ollicc, discussing 
various studcnl-rdutcd topics nnd issues of activities held by aOiliated societies. In 
addition, good communication with \'arious otliccs and departments wos also 
maintained so a~ to ensure no conflict in operation was resulted. 

J.5 Februn1')' Counter Arrangement 

Some atlilintcd societies pointed out that the existed lot-draw S)'stcm on allocating 
counters in HKUST ca!llpus lnckcd the flexibility from Fcbn1a1y 10 mid-Morch that 
they could 1101 book the counter for their annual election or annual polling. After 
discussing \\ith EMO on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arrangements. Several Ideas were 
proposed in the society meetings. 

I. lntcmot Vicc~Prcsident rcsen•cd nl1 counter space in Atrium and Chia-Wai 

Woo Academic Concourse frolll EMO and counters ore allocated thrnugh 
discussions among societies in society meetings. 

2. Intcmnl Vice-President resen·cd all counter space in Atrium from EMO und 
counters are allocated through discussions among societies in society 
meetings. 

3. lntcmal Vice-Prcsidenl reserved all counter space in Chia-Wai Woo Academic 

107 



108 

Concourse from EMO and counters nrc allocated through disctt,;sions among 
societies in socicl)' meetings. 

4. Internal Vice-President reserved a fixed number of counlcr space of communal 
arcn from EMO and conntcn; urc alloi:atcd through discussions among 
societies in society mt.-etings. 

Many societies agreed with the principal of the idea and the general appraisal to the 
ldens wa,; high. Ideas and opinions are collecting until enacting the idea. 

3.6 Election Gnldeline 

I righ volume of sound was highly conccmcd in I IKUST campus recently, C~l)Cciolly 
in Febroary nnd Murch every ycnr, nominated cnbinets from dllTcrent nOilintcd 
societies of HKlJSTSlJ promoted themselves through cheering in campus 
resulted in muny complaints ma<le from departments, foully memberS und 
students etc. In view ofthut, meellngs with SAO staff were conducted to work 
out a solution so as to keep the volume a1, low as possible and al the same time to 
minimize the effect on promotion of those nominated cabinets. An Election 
Guideline, which combined with the ideas collected in the meetings, was 
publicized by tho Executive Committee in the socictics' meclings. 

The Hxtemul Vice-President was elected to repr\!senl alt local Students' Unions 
to examine and consider the marginal cases of Local Students Finance Scheme 
applican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ir hardships. Among the 118 successt\11 
uppellunts, 112 were able to obtain financial it,sistnnce. A total of 47 hardship 
cases arising from special fonlily circu111stanccs and financial problems were 
considered. 46 of these cases were subsequently awarded additional gmn1s or 
loa1\s on compassionate grounds. 

4.2.3 Working Group on Student Expenditure Sun·cy 

This is a working group under JCSF. Hs objcctirc are to acquire updated 
infonuation on student,;' expendilure patterns ns well a~ to lind out their 
expenses; the average contribution of unmarried sibling to ho1Ls;eholds as a 
percentage of their income; and the sour~s of finance of students. By examining 
these survey findings, recommendations of adjustment on the scheme for student 
cxpendilure in next ten years were made. 

The Exten1al ViceMPrcsident allendcd se\·cral meetings and submiued a proposal 
of adjtL~tmcnt on the scheme. The Proposal was about to offer more financial 
assistnncc as all applicants may apply for financial ussistnnce on their 
accommodation expenses. The proposal was ap1u'Oved by the working group. 

4.3 The !l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 (HKFS) 

HKFS is u Joint organization of students' unions amongst different local tcrrilOJ)' 
institutes. About 50 meetings of the Standing Conuniltee of 1-IKFS were held from 
March 200 I onwnrds. The nllendnncc of lhc President and the Exlcmal Vice-President 
is over 700/o. 'I1te meetings offered clumce to exchange inlbmrntion between local 
students' ttllions nnd carry out actions collectively. 

Besides meeting of HKFS Standing Committee, tho President und the External 
Vicc·Presidcnl nlso n11er1dcd the Council and /\nnunl Confcren," of HKFS thnl was 
held within I Fcbronry 2002 to 3 Fcbnrary 2002. 

4. E.rten111/ Matters Ami E.Wenwl Correspo11tle11ce 

4.1 General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rcsponsibk: for all external matters of the Union. In lhc 
ninlh sessi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rcprt.."Sentcd the Union to ntlend many 

meetings wilh many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govcmmcnt otliccs, government 
funded agencies, and the students' unions of other local territory institutes. 

4.2 Student filnance Assistance Agency (SMA) 

4.2.1 ,loin! Committee of Students Finance (JCSF) 

JCSF is an advisol)' commitlt.'C- of the Govcnunenl about Local Studenl1, Finance 
Scheme. It monitors all the mechanics of the Local Students Finance Scheme 
(including Local Students Grunt and Loan Scheme and the No1H11can Loc-01 
Students Finance Scheme} so M to give rcconuncndt\tion lo the Finnnco 
Commiucc of the HKSAR Legislative CounciL Tiu, External Vice-President was 
nppointed by HKSAR Government fonnnlly us lhc commiltcc member to 
represent ull l-lKUST students so os to improve this system. 

4.2.2 RC\·iew Sub-committee (RSC) 

RSC' is u sub-committee or JCSf. It has served us a safely net lo ensuro tJia.t 
students \\ith genuine hardship arc given appropriate assistance under tl1e Local 
Student Finance Scheme (LSFS). Special or doubtful cases were submitted to the 
committee for deliberation. 

During this year, the committee met on eight occasions. A total of 466 
applications were rejected due to serious omissions and subsec1uent omissions. 

205 applicants appealed and nil these cases were referred lo the comminee for 
review. llw commilti..'O considered that the orie.inul de<..·ision to rejL'<:t 87 coses 
should slnnd. IL also ncceple<l thc explnnntion of 118 appellants and ugn.-ed 1hu1 
their cases be rcMopcncd. 

4.3.l Major· Issues Discussed In IIKFS Meetings 

Theft! were in totul of 24 issues und actions ( I 3 were campus issues and 11 were 
social issues) that had been disclL'iS1.-<l in IIKFS 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s 
and had been conducted; the)' were listed as follows: 

I. !lU~;i<;!'llm~'1!1'1: 
2. fl'IU]~:t{\!f):,( r -1:::;i<;~J :itllillf!~~'.§'. 
3. KWnliii~ 
4. !'W/J>!li<J 
5. iltlltil'%tl<J!l!*1!.g 
6. INiffii\'.A.\1.1.'l!B!i:~~:Yf.;t;IJ)'J'll'! 
7, j{4(tl,lfi'e:Clt'I¥ 
8. il\l!liltlttl:Jl1i'. 
9. ~~17ili%1~ff 
tO.~il'Jil'ftl\ili\ 
11.;A:/ij!f.l&fl:; 
12. ;\1;(~~%1';i<;~}Elft 
13.#fi:tJ)JGll<'l'ill!ilJ!: 

I. J:.&illii* 
2. iin?-.Vllt!!\!J::t 
3. i".i;tllr)J 

4. ~Jf)(l'lit'fill'ittJil!!l!IJ 
5. &:fillliJ(JJi\:ij!l 
6. '1'-!illtgJllfi : JJ.fli{H"11!$1't-
7. /\:lt+=lllllf 
8. Ril~~l7JJ 
9. &:~:Ei'ti'i)l:!{~ 
10. J;!li!l)!I,! ~l/4' 
II. 9tl :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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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Referendum 

11,e issue of whether the IIKUSTSU apply as member ofllKFS has been discussed 
for years. A rcforcndum wa'i held from 121

h November 2001 to 141
1, November 2002 

for leaving oil Full members of the Union to decide on this issue. The question 
referred to the RcfcNndum wa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u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apply to become full member (1E'i'\:f,tj;:)) of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1mlents/1 

The results of the SU Referendum were as follows: 
Total Number of Votes: 346 
Voting Rate: 6.26% 

Number of Votes 
Valid lln,alid 
For IAvalusl I Unmarked 
72 1270 10 

I lttmroperfr marked 
14 

TOTAL 
346 

The n:sull orthc referendum was officially approved and announc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ccording to the hy·lnws pnssed by colrncil, there was 110 resolution 
carried in this referendum a<, the \'Ulid voting rate was not enough. 

4.5 Surveys of the Local Student Financial Scheme 

3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student at LG I, LG5 and LG7 canl\.'Cn 
mid-October 2001. 'I11cro were ubout 78% filled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Over 80% 
of n!Spondcnl-. foll the current Scheme could help studenl-. to solve their linnncinl 

hardships. About 68% of respondents !bit that the NmHncan loco! Studcnl" Finance 
Scheme should not be outsourced. The results were helpful for reporting studcnts1 

opinions in JCSF meetings. 

5.4 .i,\hout the Community" Video & F.s~ay Writing Cnm1letition 

The \'idco a11d essay \Hiting competition is 

being co-held h)' the Hong Kong Fe<lcrntion of 
Student, the I long Kong Unh en,ity ScicnCc 
u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and the llo11g 
Kong Institute or Education Students' Unio11. 

'I he main lhcmc related to the minority and 

gm,;s-root in the co11111nmity. We raised 

:,itudcnts' tonccms on this is~m: hy thb 

compctiti()ll. 

5,5 Commcmomtion nhou( l!.S. Trngcdr 

A commcmornlion about U.S. Tragedy \\lts 
held on tit11 Scptcmher 2001 :ll atrium. Ahout 

300 students were jol11ed this funclion, Tho particip,mls coul<l share their opinions and 

feelings in the cmnmcmoration. The painllllness nml :-a<lncss of participants ,,ere 
hopcfolly r\.'tluccd. 

5.6 Forum of Prlrntization ofllnh·crsitics 

The fornm of l'rlvntin1tlon of Universities ,n1s hdd 28d1 Nnvcmhcr 200 I. We had 

invited Teacher lkprcscntntivc from Hong Kong Pwfossional 'fouchcrs' Union nnd 
Stu<lcnt Repn::sentntivcs rmm (1thcr Students' Union to he our lwnornhlc guc:.ts to 
discuss this issue in the fonun. 

I 
I 

5. C11rre11t Aff"/rs 

5.1 General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enhancement of consciousness 
towards current issues. Jn the ninth sessi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hud held several 
exhibitions in fonn of board shows Inside the University Campus. Als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participated in a procession concerning the memorial of June 4 event. 

5.2 llo•rd Shows 

Boord shows hod been displuycd outside LG I cnnteen bused on 11 soc in I issues. The 
topics of board shows aro us follows: 

I, U;fj,:i;IJ!f>/1' 
2. ~fi{;i»:pt:Jtll(lj)l'f.ffi~ 
J, rt,,X,l!!~l'l!ll\!!Jc!f'I' 
4. lilll1tlJ\:Jt. 
5. ;;1::~m11J1 
6. tli~IJ!liiJ&fflilr 
7. ,.;Ill 911 jll!IJ,!!)$,14' 
H. ~!ll~lfuTiil'lfJJIJl!!t 
9. M,:-:;'illJjll'J'#(ilil: 

10. ~l!Jlfilifi' 
11. ~l!Jlli'l:~!WJll,.q 

5.2 Procession 

A procession wus held on June 3, 2001,jointly with the JIKFS in memory of the June 
4 Event. About 100 students from eight tertiary institutes wer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cession. Route of'proccsslon started from Hong Kong Bnptist University and 
ended at Liaison OOice of Chinese Central Go\'emment. 

5.7 Forum orlntcr-inslitutlonnl English Exit Test 

The forum of Inter-institutional English Exit Test was held 151h November 2001. We 
hud invited Mr. Po-tak Chcllng JP,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University Gmnls 

Commillec: Professor Paul CW Chu, President of MKUST: and Professor Gregory 
Jomes, the lntcr-lnstitutionnl Task Force on Review of tho Effectiveness of the 
Languugc Enhancement Grunts to be our honornblc guests lo share their opinions 
about the proposal of the English Exit Test. 

5.8 Forum of Joining IIKFS 

The fonun of Joining 11Kl;S was held 614 November 2001. We had invited 
Representatives from IIKFS and other Students' Union to be our honorable guests to 
share their opinions about thi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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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President Forum~-~ 1160 ~llnutcs with President ('hu11 

For tht! purpose of pmviding. n chance for .ill UST students, focuhy mcnihcrs un<l 
stullS to express their opininns <lil"\!ctly lo our new Prcsi<lcnt. Prof Paul C \\' Chu. 
Students' llnio11 hns held a public lhnun 1111muly, ''60 tvlimitcs with President Chu". 

lllc forum had I\(} Ii:-.: ug.cmfa and topk·s. Participant. .. hnd mi.scd several topics like the 
rok ol'humanitics und :,.ociul :-.deuce al llKl!ST and the import.u1ce ofacudcmic 
lh:cdom und lhc link hct,,ccn community 1111~11 IKUST during discussion wilh Prof 
Chu. 

Details of the fornm arc m; lhllows: 

Dato: 22·11-2001 (Thur) 

Time: lpm - 2pm 

Venue: Atrium 

Guest: 
Prof l'uul C W Chu 
President or I IKllST 

rvloderator: 

Mr Kn:-.:ton Y K Siu 
President ofJ IKllST Studi.'nts' Union 

6.2 Acquisition ofFlxed Asscls 

l ! i2UU! 

'flte main assets acquired by the Union included sof\wnre1 two computers, one printeri 
one scanner, two small trolleys,~ fax nrnehinc rutd u paper cutting machine for the 
Executive Conunittee, a dehumidifier and a cupboard for the Print Shop. A printer, a 
CDR Writer, MO Discs ond softwore were bought for Editorial Boord as well. 

6.3 Flnnncc Supporl Forni Unl\'crsit)' 

A proposal hnd been subn1itted on behalf of Students' Union by President for 
requesting the University to issue the Union u grant covering nil the telephone 
services charges nnd the salary expenses of two stuff cun-cntly employed by tho 
Union. 

6.4 Union Subsidy 

$62560 of the sponsorship revenue had been received from flm\S Inking part in the 
Mega Sole, which was held 3 limes during the year. 'l11e revenue had been put into the 

Union Subsidy to support student activities. 

Besides, President also requested the Univcrsi1y to grant an ndditionnl amount of 
$100,000 for subsidizing various student activities. 

6.5 Financial Report 

fl was prepar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one month before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with the hdp of accountru1t. It would be prcsenled in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l1 Session Annual Fhwudal Report. 

6. F/111111cllll Mlltters 

6.1 Union lludgct 

The Master Budget for the Union Fund had been well prepared and submitted by the 
PinMcial Secret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ession. and mosl or lhc items had alrcad, 
been discussed and passed in fonn of resolution in the Council meetings. The part i/ 
current funding of the MMtcr lludget was mainly consisted of3 pmts. They were: 

6.1. l lludgct of the Union Council 

Most of the budget expenses were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of the Council, iL., 
commillces and the Union election. 

6.l.2 Budget of the Ex«uti\'o Commlltee 

The c,pcnscs could bnsically be broken do\\11 int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or daily operat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nnd function expenses for the sovcn committees lo 

organize various activities. 

• Salary, rnsuranw and lhu MPF cxrcnscs of the StudcnL.,• Union staff and the 
tclc11hone charges. 

• Purchasing expenses of fixed assels for the Union. 

6,1.3 lludget of the F.dllorlol Board 

]t included the printing costs of the publication of issues of2 Wings, 2 issues of 
Kuo Fny Po, 1md I i&suc of 10th Anniversury Pnhlieution. 

Other items such as lhnclion expenses n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were also 
included, 

6.6 Olhcrs 

In the lirst place, Financial Secretary wns responsible to verify the finunciul reports of 
subsidy opplication fonns. 

Secondly, Pinnnclal Secretary was responsible to keep good communication wilh 
WclfuN Secretary to monitor the running of Co-opt shop 1md Print shop. 

Thirdly~ Financial Secretary was responsible to prepare tlic cheque of payment for 
Union subsidy~ sponsorship nnd to keep the nonnal nmning ofO.)~opt shl)p, Print shop 

and the Students' Union omcc. 

Last bul not least, Financial Secretary was responsible to keep Che expenditure of the 
Students' Union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approved amount In Master Budg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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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11bllcat/(111 Activities 

7,1 X·Post 

X4 Post focuses on the work recently held and done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fmniliurily and transparency of tho Executive 
Committee. Functions to be hel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ould olso he 
advertised. Moreover, important issues related to our students and university would 

also be reported. 

lbrec issues of X~Pt'>sl (the Union Post) were published, The forth issue ,•,as still in 

progress when this report wus due. 
Functions hel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uch as the lnaugurationt Orientation 
Camp, Student Outreach Day, were reported. Special topics like introduction ol'the 

Senate and tho Court ofllKlJST were also Included. Besides, photos were attached 
,,;t11snmearticles. 

7.2 X-Express 

X~Express nlms ut inlbnning students about hottest news and issu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udents. 

Three issues ofX-Express were issued in order to infonn students about urgent news 
that the X-Post hud not covered. The three issues of X-Express reported were 
concented wilh the changing of student entering service, the u91 r 1 terror attuck on US 

by Taliban, sudden close ofGIF and LOI restaurants and the response to conccn1 
about Referendum b)'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n1cy wcro issued on lu April, I i 1 

September, and 3rd December of2001 respectively. The declarations nnd the latest 
actions made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ere reported. 

7.3 Orientation llook 01' 

Orientation book 01' wns issued and distributed in early August, during registmtion 
days of freshmen. Its target'i arc freshmen who join 1 IKlJST in current session. 

O' Hook 01 covered 79 pages, mainly were introduction of SU body, her nnilinted 
~ocietics and notes to the freshmen. 

8, We[f11re of Members 

8.1 Genernl 

The main duties fo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n the welfare aspect uro maintain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Co-opl Shop und the Print Shop, holding Mega Sales, nnd making 
Union Diary and Union Calendar. Here ore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works done 
in the 9m session. 

8.2 Opcrntlon of Co-opt Shop 

TI1e Executive Committee keeps running the Co-opt shop, makes regular purchase of 
stock nnd keeps selling at rea'\onable prices. As welfare to Union members, ten per 

cent discount is providing for Union members. 

s.2.1 v~ricty 

Concerning the needs of UST students, different new kinds of stocks had been 
purchased, for example, new types of folders, accessories, and other stationeries. 
Also. larger discounts had been strived for kl..~ping the prices low. 

8.2.2 Inventory check of Co Opt Shop 

An annual lnvenloT)' check has been done on 28 Dec 2001. 

8.2.31lnr Code and Octopus System 

Discussion of using Bar Code and Octopus system with the suppliers is still on 

the progress. 

7...1 Mernhcrshlp Affairs 

Membership cnrds 11nd notes to stmk1lls m::rc published for renewal on<l utti1in111cnl or 
union membership. Iksides, u new set of stickers wus published for the old lype of 

membership cards held by year 3 students. 

7.5 Othtr Publications 

NUnle cruds for each Executive Commit!~ mcmbcn.11r1d Accounting Clerk, Ms Floro 

Tang, were published so as to enluu1ce communicu1io11 Mlong.st extenrnl pi)rties, 
government agi::ndcs, university authorities, affiliated societies and the faecutlvc 

Committee. 

Booklcl'> and Invitation cards were published for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so as to 
infom1 c\lcmal partil.-s, uni\'er.,ity uuthoritics and other Students' Unions of the local 

territory institutes to partidpa!c in the ceremony. 

8.3 01,erntion of Print Shop 

The Executive Commillee checks the weekly revenue report on print~card selling, 
bulk photocopying and color photocopying. Print-card charging is als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s daily duty. 

8.3.t Pu~lrnse ofDchumitlifier 

A dehumidifier had been purchased because of the high humidity of Print Shop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paper damage from wet atmosphere. 

8.3.2 Pu~hRse of New DrRwer 

Due to the thell broken in last sessltm, the dmwcr was dnnmgcd und the locker 
was broken which cannot be repaired, In order to keep the. money safe. a new 
lockable drawer was purchased. 

8.3.4 New Charges of llsing Lamlnato,· 

A new pricing system was proposed. For union membership cardholders, more 
than 10 pieces of documents lnminatcd will be charged $ I each while for 
m11Mmion members, each pieces of documents luminatc<l will charge $1 al Ull)' 

occasion. New system will be implemented in early September. 

8.3.5 c:anccllation ofllulk Photocop)·ing Scniccs 

Starting from 13 Jan 2002, Speed Photocopy Bulk Photocopying Services was 
tenninatcd. 

8.3.6 lnstallntion of Octopus System 

Discussion with the compnny of using Octopus System is still on the progress.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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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Co-01>t ond print shop Stuff 

8.4.l MPF Scheme 

Due to the cnlbrccml.!nt of Hong Kong Law, the MPF scheme is carrying to the 
staff. Dc41ils were rep<)rtcd In Part II' J. General Adminlslrafion of this part of 
the report. 

8.5 Mega Sales 

First MeguSole wns held from 24" April, 2001 to 26" April, 2001. '11lcre were totally 
17 counters being set up at Academic Concourse, We collected all the sponsorship and 

put it into the pool of subsidies for societies. 

Second McguSule wrui held from 9th October, 2001 to l l'h October, 2001. ·mere were 

lotnlly 19 counters being sci up at theAendcmlc Concourse. 

Third McgaSale wns held Jh>1n 2o•h November, 2001 lo 22nd November, 2001. Thero 
were totally 18 counters being set up nt the Academic Concourse. 

9. P11bf/c Re/(11/01/S 

9,1 InnugurnCion Ceremony 

The lnaugurnlion Ceremony of the 91
h Sess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llce w,L< held on 19.04.2001 al Citibank Lecture 
Theatre A. A total number of 180 guests including the founding President, Prof. Woo 
Chiu·Wci <)fthc UniYcrsity, deans from four:;thools, n.:prcscntativcs from oll1ccs an<l 
faculties,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from alliliatcd societies, guests from other 
tertiary inslitutcs and external parties were present to celebrate the precious moment. 

9.2 Meeting with Mninl•nd Territory lnslitutc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lrn Union session, the Executive Conunlucc had amu1gcrl 
three culture sharing sessions and tours trip with the Students' Union of three 
Mninhm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occasion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had shared their experienCQ and views with other parties and gained u lot from the 
lunctions. 

\ feeling r>.uc lcnitol') l1lSfilUlc \e1h itics 1rn1 lidpalcd nnd 

co-mgani11.•d h) lhc L,i.•culhc 

( 0111111iHcc 

u g 

July 12, 2001 University of Fu Shnn Campus Tour 

AugtLsl I, 2001 Unlversil)' ofN01ijing Disctl,;sion on issues of development of 

stude111 organizations 

Sharing Dinner/ Lunch 

8.6 Union Diary 

The Union Diary for 2001 - 2002 hod been designed thanks to the effort lo the 

Wei fore Committee and will be distributed in early September. The Union Dinry for 
200 I ~2002 was distributed in earl)' September atkr the schnol stnrts. 4500 units have 
been made at first and oll have been distributed. We have made additional IOOO CQ 

1 
. 

later. The Union Dinrics designed for this year have two sl)'ics for dilTcrcnt design~ cs 
and colors. Additiomd items such ns dividers and cardholders are included. 

8.7 Slf Prh'ilcge Card 

As promised in the Jllntfonn, we strive for marking discounts from dilforcnt shopping 
malls as wclforc for Union Members. Successfully, some stores ut New Town Pln;,a, 
Enst Point City and festival Wnlk; Union Membership Cnrdholdcrs cun get a discount 
on purchasing startiog from Sep 2001 lo Sep 2002. 

8.8 Union Cnlcndar 

4500 calendars have been made and have been distributed in the 'lllird McgnSalc. 

9.3 Students' Outreach Day 2001 

The Students' Outreach Day 2001 was held on 22nJ September 2001 and the social 
secretary was invited by the OUDPA of the University to assist in the ,m,mgcmcnl of 
the exhibitions or pcrfonnance organized by independent clubs, as well as orgnni.dng 
cnmpus tours for the visitors. 'lltrough the function, our guests, Including students 
from other tertiary institutes or secondary schools. have u heller understanding of th!.! 
Uni,·crsity ns well ns the Students' Union. 

9.4 I01h Annin~rsary Celebration 

'11tc I01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IIKUSTSU will be held in the midMFcbruary. 

2002. The Jilnction will mark the precious time ofHKlJSTSlJ stepping into its 11e11 

decade. The proposed lhnctions included: 

I. Kick·OffCcrcmony; 
2. flKUSTSU "The Pa.,;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phnto cmnpctition: 
3. IIKUSTSlJ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lomm; 
4. lssuonee of history pamphlet ofHKUSTS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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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ocial ActMtie, 

10.1 Orienlation Camp 2001 

Th..:l Orientation Camp 2001 of the Exccuti\'C Committee ,,as held from 17 Augu.sl 
2001 to 19Augusl 2001. During the session, the.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shared with the campers their \'uluable expcrfonce in the Union and broughl along a 
dow relation un<l a sense ofbckmging to the campers, helping them tu explore 

thcmsdvcs an<l enjoy their new life in the University. 'lltc Executive Commilke 
gained her picture about the fr\!~hmcn's expectation of the llnion and the Unlverstty, 

J0.2 Oritntatlon Nlghl 2001 

'!lie orientation night 2001 \\OS held on 28 September 2001. 'Jbc purpo~c of the 

function is to let freshmen have a chance to gather \\ith their o'crunp groupmates ond 
gel to know more university friends so that they can enjoy the university life more. 
There were 30 fellow schoolmates participatc<l in lhe Orientation Night 2001. 

10.J IOlb Annh'trsary C:elchration Curnirnl ofJIKUST 

Cn orJer to murk the precious moment of IIKUST stepping into her tenth year, the 

faecutfrc Committee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camh,al us one of the orgunizing parties. 

During the lime, thousands of gu~ts and the follow students nrrl\'cd to sharo the joy 
of the University. 

11.5 Hall Alfnil's 

On receiving numerous amounts of complaints uboul transpnrency and fairnes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hall selection, the Exec-utivc Committee kept contuct with the 

student rcprescntalives of the UG hall Selection Committee and gave help to them so 
that the fairness ofmcchunism could be improved. The proportion of the 

home-distance, contribution to hall or exlrn-circulur activities und ucudemic or 
non-academic awnrd ffOm the hall point systenJ huve been revealed. 

The budget of building a new hall from Govcmmcnt had been approved. lt was ubout 

the 75% of'the building cost. In the meeting with University Cottncil Chainnan Dr. 
Vincent 11 S Lo, the Executive Commitlcc had voiced out our conccms ubout urgent 
need of new hall. In fact, the new hull VI will be finlshe<l on 2003-2004. The 
scnrchlng of donation of hall VI has been still progressing. Claiming from Dr. Lo, 

about 50 million (25% of building cost) is slill in search of donation. Aller completion 
of new hall, about 527 undergraduate accommodations will be provided and thus 

about 50% of! IKlJST siudents will be able to get the ticket of.ace<m1mo<lutlon. 

l l.6 Snles of Computer Notebook 

After the negotiation with rrsc and some computer vendors, IBM was chosen lo be 
the sole company to sell computer notebook und desktop in the Ac-adcmic Concourse 

during the period of9 August - 14 August and 3 Scptc111bcr- 8 September for the 
ground of IRM giving an nltrnctivc discount to our students or staffs. A choice of 4 

latest notebook models and 3 latest desktop models were available for students' 
selections. Also, an optional 12-month installment plan was also arranged for students 
including exchange students. 

I I. U11iversi(V Affitlrs 

11,l Student Rcpmcntntlves 

Nomination of'sludcnt rcprcscntntivcs for tho committees related to university affairs 
wos done. The interview Ngulation und guideline of the student rcprcscntutivcs hud 
been reveale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hnd launched a university-wide student 
,representative rccrnitmcnt program, which was promoted with the use ofboar<ls, END 
and lcallcl. 

I t.2 Liaison wilh Caterers 

Meetings with tho management staff of students' canteens including LOI, LG5, LG7 
und Sea Front Snuke Shop were held. Opinions on the food (jUalit)', food vmieties, 

hygiene, services of staff and prk'C lluctuation prices were give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lso kept contact with the student reprcscnlativcs of the Student Catering 

Committee nnd discussed about the services of student canteens so that ~crviccs of 
student canteens could be improved. The h)'gicnc problem ofutciisils in LOS and 
LU7 Cru11t::ens had been voiced out b)' the Executive Commlucc in the rdntcd 
Committee meetings. 

ll ,3 M«ling wilh Student Affairs Office 

lllcrc were meetings betwee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Student Counsc:lor of 
Student Amiirs Oflice and opinions on the discipline as well a'! other minted issues 
were voiced out. 

11.4 Reopening ofBookstorc 

The contrnct of bookstore between HK UST and Caves Book Co. Ltd. hod been 
terminated. Jntervicw with bookstore bidders hnd been held nnd the Academic & 

Professional Book Center was successfull)' reopened on mid~August. 'l11e Executive 

C'ommiltcc met with bookstor.! to check their book stock and dealt with complaints 
between the bookstorn and studen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ssion. AHcrdiselL';sion of 

lhe bookstore, vru-iely of the books1ore hnd been increased including mngnzine, novel 
and so on. 

11,7 Reo1icnlng of Canteens 11nd Snnck Shop 

The LOS Counter no. 3 was reopened on 27 August whereas the LG7 C.u11een was 
reopened on 31 August. The nature of l(md in LG5 Counter No,3 was con gee and 

LG7 Canteen wns a big fasl food canteen. Ming Kl!i Development Int'! Ltd operated 
the LG5 Counter no.3 and 1hc LG? Canteen was operated by Asia Pacific Catering 

Corp. Ltd. The opening hours ofbnth canteens were from 7:30am to 9:00pm. Lee Hoo 

Yan rnopcned the Sen front Snake Shop before Scptcmehcr. The nature of food was 
Chinese soup noodles, drinks, and desserts. The opening hours of Sea Front Snack 

Shop wa,; from 6:00pm to 2:00ain. In these issues, the Executive Conunittce 

participated actively in the bidding process so us to reflect students' opinion into the 
related committees, 

11.8 l<~orum on Catering Se1•·ices 

The University Adminlstrntive Committee (UAC) proposed a great change in catering 
services. For the sake of collecting opinion from students, u t'omm ubout entering 

services had been held. 'l11e date of the fonim was on 9 April 2001 in LG7 Canteen. 

There wn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catering service uficr u great change, The guests of 
this forum included Mr. Derek \V K SIT (SecretUI)' ofAdvisoiy Catering Committee), 

our President, nnd two student rcprcscntutivcs. Mr. Edmond Au Yee Clum and Mr. 
Raymond Fok Chun Man, from Student Catering Committee and Catering Advisory 
Com1uittec respectively. 

11.9 Lighting s,·stcm 

Numhcrs of complainls were received by tJ1e Executive Commilt~ on the lighting 
system on the path between bus stop and the main academic building. 'I11e Executive 
Committee negotiated with various university omccs. Finally, the lighting syslem on 
the path between bus stop und main building had been improved. A brighter lighting 
system had been inlroduccd so as to cnlrnnce lhc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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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O Opening hour of Pa1·l,'N Shop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the Campus Service omce proposed the longer opening 
hour of Park'N shop. The Po.rk'N shop accepted our request and a testing period to 
01>cn from 8:30am to 9:00pm is now providing. 

II.II Medknl ond Dental Sen·ice 

Survey on the medical and dental wrviccs in campus was carrkd out. An infonnution 
discussion wns held by SAO and the university affairs secretary was responsible for 
collecting students' opinion on the health so::rvice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11.12 llairShow 

A hair show wa" held on September and cooperated with Campus Service Oflicc. 
Campus I lair Salon and Students' Union. This funelion provides lnfonnolion with hair 

treatment and the latest lmirsl)'lcs for sludcnts. Some students also participated to be 
hair models in this show. The hair show ha,; lxcn held successt\tlly in Alrium. 

11.13 Follow up of Sudden Unnkruptcy ofG/F Restaurant and LGJ Canteen 

'11tc suddenly bankn1pt of LG 1 enterer cm1~-cd salary delinquencies to the canteen 
workers. A public letter concerning subsequent adverse effCcl to staff and students a,; 

well os wage delinquencies of canteen workers was releas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Office of Vice President of Administration and Business, Campus 
Service omce nnd OOlclal Notice Arco as well os X-Exprcss. lo protect U,c benefit of 
workers, Campus Ser\'icc Office was promised to review the regulation in the eontntct 
between university authorit)' nnd caterers. Also, n board sho\V was mude und exhibited 
at LOI to release infom1ation to students. 

12. Ac111/e111/c A.fffflrs 

12,1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Nominations of student rcprcsentntivcs for difforcnt HKUST ncndcmic commiUecs 
were done, such as ConuniHcc on Undcrgmduutc Studies, School Boards and UG 
Studies Committees as well as many other committees like Commiuee on Teaching 
and Leaming Quality. 

There wero vacancies in some postgraduate and ,1ndergraduntc ncudcmic committees 
due to the lack ofupplicution..,; from students or their resignation. 

A student ruprcscntutivc \\ho was seated in Committee on Undergraduate Studies 
resigned in December 2001 for the reason of his participation in exchange program in 
spring semesters in 2002. 

TI1e Academic Affairs Secretary held several infonnal gntherings with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different committees to ensure exchange of idea<; between both 
parties (Students' Union and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regarding the issues discussed in 
their respective meetings. 

11.14 Follow up of Octopus Cnrd Procc._~.sor 

The Octopus Card processor hos been successl\llly installed in Cafe. Afler scveraJ 
discussions with Campus Service Oflice, this service \\ill be widely used in more 
canteens. This service snvc much time and It is convenient for all users. 

11,151.inison with Tran.sport Department 

The Excc.':utivc Committee had sc\'cral contact with Transport Department; lhe 
Transport Department emphasized that the transport service will remain unchm1gcd 
after the constrnction of Tsang Kwan O MTR station. The transport service bclwt..'Cn 
Choi I lung und University will not be uOCcted. 

12,1.1 List of Student RepresentRtlves 2001-2002 

The list of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nominat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llee is as 
lbl1011.: 

Nantt.• or student " 
( ommiltcc 1111dc1· lll,l S'I S\'1rntc "H.c1wcscnhllhcs; f.m:1il mrnu1Rs 

"" CUS (Engineering) Wan Chung Yncn, Patrick ie~\\'Cyl\b NIL 

ClJS (Science) Luw Kam Tuen Vic ph_lkt Resigned 

ClJS (Minor llSS)/ CLTQ Siu Yu Kwan, Kuxton ma_S)'k NII. 

CUS (Business) Wong Ka Kci, Joanne im_wkk NIL 

BM School Board (lJG) Chow lloi Wing im_chw NII. 

CUP(SUM) Mnk Yun Chuen mk_myc NIL 

Eng School Board (lJG) Wong King Lok kc_wkl NII. 

Eng School Hoard (lJG) Cheung Slllli Fung mecsf NII. 

Eng lJG Studies CommlUcc Wong Kiug Lok kc_wkl NIL 

Eng UG Studies CommiUcc Cheung Simi Fung mccsf NII. 

Sci School llorud (UG) Low Knrn Tucn Vic ph_lkt Resigned 

Sci UG Studies Committee I.aw Kam Tucn Vic ph_lkt Resigned 

• CllS: Committee on Undergraduate Studies 
• CTLQ: Committee on Teu.chlng and Learning Quality 

• CUP: Committee on Undergraduate Prog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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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Student Scnntor Eledion 

The Student Senator Election will be held from 261
h September 200 I lo 8111 September 

2001. A Student Senator Eleclion Fonun was held on 25i1, September 200 I in Atrium. 

12.3 Academic Seminltr 

An exciting und interesting scminnr co--0rgunized by the School of Science\ HKUST 
!Uld the I !KU ST Students' Union, numcly "·n,e Science And Fiction of Sci-Fi ( 
Human und Muchines I Aliens ) 11 was held. 

TI1c nume of the seminar was "SCIENCE AND Tl IE l llJMANITIES • A 
DIALOGUE SERIES··· ·n,c Science And Fiction of Sci-Fl ( Human and Machines I 
Aliens)" and in Chinese, cl fl.i f4 ti,\ ln A 9: 1',\ N lH JI) }{, 'JIJ (i!tf,f,KJtllJ 
ffil rn~J ;f!J r,t\lf!f!J) 

Details oflhc seminar arc ll'i lbltows: 

Dale : 5/12/200 I 
Time: 6:30pm 
Venue: LTD, IIKUST 
Spcukers: 
Dr. S L Li, Cullum! Studies, Ungnan U 

Dr. T K Ng, Physics, HKlJST 

There were 50 paniclpantsjoined the seminar. The 
se111i11nr hns fn1itfi1I discussion on various issues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sl·modemily, science and 
humanities, and the ulike. 

SIU Yu-kwan. Kaxton MATH 

YAU Kui·m!UI IS 

C'han Shun-bun, Tony ACCT 

llolloi·li,Hollic SBM 

Shiu lloi·pang, Kelvin SBM 

Tse Shcung-man, Louis SBM 

LI Chi·ho, Nicholas SBM 

12.4.3 2nd Tl.QPR Student Forum 

President 

Academic All'airs 

Sccn:tury 

NIL 

NIL 

NIL 

NIL 

NIL 

On 26 January 2002, the 2'' TLQPR Student Fonun was held; 80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17 departments. 2 divisions and 4 schools come to 

pm1icipatc in the forum. 

GucsL,; invited and guest speech topics presented in 1hc forum are shown in the 
foll<lwing table: 

rrofY S Chan, Vice-President "lmpacl o/71.Ql'II 011 Studenl 

ofAcadcmieAifoirs, !IKUST Learning" 

ProfT P Loung, TLQPR Task "Tl.QPR with Emphasis 011 S111de111 

Force Convener, University Assessmeltl" 

Grants Commiuce 

12.4 Tenchlng and Learning Quality Progress Rc,·icw (Tl.QPR) Student Forum 

12.4.1 Hackground and ~lotivation 

TLQPR has token its second round rnview. 'Ilic turgct is lo ensure the teaching 
and lcaming quality among all the local territory institutes so as to all~atc 
lliuding to different institutes. JJKUST a..~ one of the eight territory inslilutcs. a 
assessment will come soon in January 2003; however,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Tl.QPR is common among I IK\JST students. Observing this, the Executive 
Commiuee will take an initiutiw role to hol<l a student fomm, cooperated with 
HKUST in order to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ll the HK UST students nnd give 
chance for IIKlJST students to discuss the current leaching rutd leaming quality 

assurance process ofllKUST. 

12A.2 2'' Tl.QPR Forum Prepnrnlory Committee 

Before the 2"' Round TLQPR forum mLs held in 26 Jan 2002, u 2"' Tl.QPR 

Fomm prepan,tory Committee wus set up under the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Executive Commiltcc so as to prepare the logistics and necessary 
preparation of the fomm. In the meetings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the 
ussistunt secretary (undcrgraduute programs) or Ollicc of Vice-President of 
Academic Affoirs, Ms Yvonne Leung was invited to give a brief depiction to all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members about the curNnl process un<l mechanism of 
how teaching and lcuming qualities arc ensured now in JIKUST. 

Having received adcquale infonnation about the mechanism of quality nssumnce 

in HKUST, memlx,rs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t\1rther contuctcd 17 
departments, 2 divisions and 4 schools of HKUST so as to nominate student 
representutives from their respective departments, divisions and schools as well 
m; their student bodies. 

As a whole, there were in total 3 meetings held for tho preparatory committ~. 

The 2"' Tl.QPR Fonnn Preparatory Commiltc'C dissolved after the 2'' TLQPR 
Fonun wa,; held on 26 Junuary 2002. 

Memberships of tho 2nd Tl.QPR Fomm Preparatory Committee arc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s: 

Mr Ka;,,;:ton Y K Siu, President "Acli!'e Leaming, Leaming Skills and 

of HK\JST Students' Union Good 1i!acl,/11g" 

Aside from the speech given by three guest speakers, parallel group discussions 

are l-'On<lucted an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proposed to discuss: 

).;- Do you know whut processes arc in UST to nssuro the qunlity of teaching? 
How do these processes affect your learning'/ What impact will the qnollty 
assurance of teaching have on your leaming'} Do they help lo enhance or to 
inhibit your leaming? 

:,... As a stut.k:nt, do you think you have a role to play ht enhunc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lfyes, what is your role'/ 

).- Whal con the tcochcr... the dcpartmcnL.;, other academic support unil5 and 
the University os a whole do to enhance your Jeuming process'} 

>'" What can you do to enhance your own lcaming'? 

),' What policies, practices and structure can support/ inhibit student learning'? 
'lbink nbout student admission, course enrolment, Jeruning assessment, 
academic program design und implementation, interactions with instmcton;/ 
advisors mtd departments. peer interactions, support to ucadcmic studies und 
campus life, etc. 

)> 

12.5 Collection of Report from Studcnl Rcprescnt11Uve 

The Academic Affairs Sccretm)' encouraged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of diOCrent 
University academic committees to submit r~ports about the progress of the meeting; 
publishing of the reports Is on the progress. 

12.6Acadcmlc Ncwslcttei•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r time and human resource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cademic 
Newsletter will be postp-0111,.'0 until the 10111 sess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report of the TLQPI\, result of the questionnaire, reports from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ns well as other academic issues in UST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publication. 

12.7 Rcncctlon of Students' Opin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ssion, many students reflected the online mode ol'c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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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d in COMP 1~2 onlinc course; hence, the Acfldcmic Affairs Secretary had 
refleclcd studcnL.;;' opinion about this issue to the Vice President of Academic Affairs. 

Besides, on collecting students' ideas as woll IL~ infon11al meetings with student 
representntives, the Academic Affairs Secretary did ~ring students' voil.-e to 
Vice-President of Academic Affairs. 

12.8 Questionnaire 

A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October 2001 conceming the English Exit Test us well us 
students' opinions (lll the Language courses. TI1c results of the Sllf\'C)' have been 
concluded ru1d the report w1l'I submitkd to the Oll1ce of Vice-President of Academic 
Affairs of HK UST for roforcne<>, II was also published in the union homepage 
{hUp://home.ust.hk/-su_union/) for members to access. 

12.9 Student Senator Election 

The Student Senator Election was held from 26 Sep 01 to 8 Sep 01. A Student Scnotor 
forum ll'IIS also held on 2S·Scp 01 al Hong Kong Jockey Club Atrium, Due lo 
inadequate votes for both postgraduate and un<lcrgradualc candidates. the positions 
ore still left vacant. 

12.10 President's Cup 

1110 A endemic A(foirs Secrctill)' did help und give opinions to the Planning & 

Coordination Ofl1cc on the issue ofpromoling the President's Cup. 

I.I SoclRl Commlllec and Public Relolions Commiltee 

The new session of Social Commiltee nnd 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 were 
fonncd consisting of23 nnd 18 members n::spcctivcly. The objective of the 
Social Committee is to nssist the Execulive CommiUec on issues of organizing 
functions, publicalions nnd intcmnl operations at social aspect, while the 
objective of the 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 is to ossis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n issues ofmaintplning and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parties a~ well as other institutes to give cxposur~ of the Union. For the 
9111 session, the Social Secrelary was elected to be the chairperson of both 
committees. 

1.2 Publl<ation Commillee 

'Ille new session of Publication Committee was also fom1ed. The objective of the 
Publication Committee is to assist the Execulive Committee on publishing 
Orientation Dook 01' m1d X~Post. For the 9th session, the Publication Secretary 
presided a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Publication Committee. 

1.3 \Yelfarc Committee 

·me new session of Welfare Conunittc ... -e wa~ fonned for the purpose of assisting 
tho Executive Committee on promoting welfares omong union members. In the 
91

h Session, designing nnd publishing Union Dinry and Union Calendar were the 

main uspccL~ that Welfare Committ1.-c members dealt with. For the 9111 session, the 
Welfon: Secretary presided as the chairpt.'TSOI\ of the Wei fore Committee, 

i..- Universit)' Affairs CommiUt'!e 

Several discussions had been made in the new session of University Atfairs 

Committee for the issues regarding improvement of catering services, hall 
sclcclion mechanism, book selling services, etc. A campus mail is proposed from 
the Univcrsit)· AObirs Committee to establish so as to collect studcnls' opinion. 
In the ninth session, the University Affulrs Secretary presided the choir of 
University Affairs Commitlt.'C. 

P11rt JV Action (Due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Reso/t1t/ons) 

t. Committees unde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ccording to the HKUSTSU Constituti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by 

resolution Uclegatc its duties to ilo;; committees hnving such composition and h.·nns of 
reference as may be specified in such resolution, provided that no decision or 
recommendation of such Committee shall have cOCct unless approved by n further 
resolut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n consistent.with prcviom; scs~i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had pass by resolution 
to form seven committees unde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o us to assis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occomplish his duties. Seven Commillccs are: 

~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 Extcn1al nnd Current Affairs Committee 
>" Socia! Committee 

>'" 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 
> Publication Commith.'C 
>' University AJfoirs Committee 
>' Welfare Committee 

In the middle of Morch, n counter was set for the recmilmcnt purpose and 27 

candidates nrc qualified nml acC\!pted lo be the sub-committee members ofthc 
Executive Committee. 

1.5 External nnd Current Affairs Connnlltcc 

Ten Extcmnl nnd Current Affairs Commillee meetings were held to discuss 
external and current affairs activities to arouse the interest und the concern of 
students on current affairs in society. Board Shows, fonuus and sun•eys were 
done by the eommillcc und presented in PAR1'lll of'lhis report. In the ninth 
session, the Extcmul Vh..'f.:-Prcsident presided the chair of Extcrnnl and Cum:nt 
AOairs Committee. 

1.6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1110 Academic Afl'airs Commiuee had sucCt.'Ssfully recruited over IO wmmillc1..' 
members throughout the )'Car. Three general meetings wen! held. Senator 
Election and conducting n questionnaire on the English Exit Test were the m.iin 
issues discussed in the meeting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ssion. rite Committee 
nlso held the TLQPR Fon11n in lhe second halt'. 

1.7 Tcl'ms of References 

Tcnus of references of the nbove conuniUecs expire and such commiuecs 
dissol\'C un1il tho ~onclusiou of tenth annual gcncml me-cling of IIKUSTS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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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hoc Committees unde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2.1 Prep弱，削。叮 Committee for Nominnlion ofCom1 Chairi1crs酬， nnd

Cou叫 Sec何組叮1

。”。 ad-hoc Commillcc namely “Preparatory Commiuec for Nomination of 
Court Choi叩crson and Court Secreto叮戶， wns established by the 間solut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ucc so us to dealing 約1th matte間。I' nominntion of Court 
Chui叩e自on and Court Sec間lury in the 9• Session. 

2.2 Terms of Rcfcrcnc的

Tcnns of悶和ronccs of the obnvc od-hoc committee叫I時間d間d such 叩mmittcc

dissolves until the conclusion of tenth onnu。I general meeting ofllKUS'J SU. 

Part VI D自：l11rat/om mu/ Public Lelle時

In U,e ninth session, several declnralions on belialfofthe students' union hn<l been 
publicized, 

Declarations details, public letter content o間血肉llows:

倪育青校ti向間屋里交代勝食服務i!l[Hi.諱言龍

日前，發其主科技大學學＃＇.會得悉校方提出一系列改變 G/F 中Z震撼

及 LGI 飯堂吾吾漣模式的愁苦話。其tjt提出 LGI 飯室主將改為酒泌或台助

式有毛錢，不再提供快餐服務﹒何時亦將 G/F 中主持盟軍重新裝修成為更

高級的中l+illl題， ffl以舉辦學衛會識後菩提賽是或其他大II!!活動。

＊會有~校方提出之一系列建議將會對全科大學生及教職產量提

供的膳食服務有深遠的影響。故此，本會於本年間月九日遨游校方街

時輯部門（CAMPUS SERVICE OFFICE）出席由鍍金會於本主事閏月十一

日於 LG7Q巨堂舉辦的「鱗食改革論擅J。然而，校方有關部門負重建人

則以「身份不適合」為現自拒絕出席該冒商趣，向i育學提供有關膳食服

務的望著料 (Fr羊兒科大學生會與校方有關部門約來往筒鄧文件）。

Part V Action (Due lo Co1111cil Resolut/011秒

I. Establishment of Court 

I.I NO!”ination ofCourl Choirpcr.;on and Court S<cr<ta叮

Due 10 the 時solution passed in third meeting of Council, a Court had to b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HKUSTSU Constitution, the Court Choi中e且on’

、、ho shull be nominated by the Exccutil'C Commiuec nnd 叩仰i叫叫 by the 
Council from nrbitrntion to arbitration, and lake tho Chair of any meeting of曲。
Court. Also, the Court Sccr<ta叮戶， who shall be nominated by the Executive 
C'omm,u時間d appointed hy tho Council from 盯＇hitrntion to arbitration, and be 
responsible for all sccrctnrlnl work of tho Court﹔ the間fo時， nomination and 
hllcn•icws for Court C'lmirpcrson and Court Secretary had proceeded by the 
E文已culivc Committee. 

1.2 Lot Drawing of Seven Members o『Court

According to the IIKUSTSU Constitution, seven Full Members of the Uni。”，
的。 shall be randomly select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ltc'O from Full Membc間
。f the Union by lot, m叫叩pointed by the Court Chai中.. 訕。﹔ h側的， open lot 
drawing had proceeded on 31 August 2001 ot I cctu悶 1l1cotrc A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Due to tcchnlcnl problems In the membership list. Tho 時sull ol'sccond round 
lot drawing of s恥！帥”1embe間。！＇ Court on 5 Nov 2側i 吶！拙個ncelled. A tluid 
round of open lot drawing of seven t'ull members of I IKUSTSU Court was 
scheduled on 13 Nov 2001 al Lcclu間 Theatre G. 'l11e result of third lot drm,ing 
叭cns submitted via email to the officials ol' Court. 

勝食服務一向錢科大學生校園生活的選製一取自而對校方有關部

們是次以「身份不適合J 的廠由，拒絕出席學生會論壇公關向同學交

代為關改革遮蓋鐘，本會深表說真及逍惱。本會希望彼方千古﹛關部們從通

向同學交代改革建設詳細內容及向同學作全回住咨詢。

香港科拉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一年內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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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論會錯昏昏！，｛＼偷越繫

二零零一年九丹十一日美國時憫早上，美~受到有史以來jlf(搬遷

的恐怖草草擊。美關世界貿易中心兩rm:大慶及美國國防部接二連三級騎

劫的客機撞擊，事件導致鍛黨的人命財產的損失。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對是次妄駭人命的恐怖襲擊表示鼓聲普及憤

怒，並對是次事件的兇手予以強烈的音質量楚。

美國受到一畫畫鼎的恐怖撥電置。道樣冷風而恐怖的行為便九月十一

日變成一餾悲劍日子。悲痛的感情相信是翁們每一做從事置于鱗鱗自憾

事件過程的人難以言喻的。

我們絕不容許任何人及組織，將人命財產作為報復及成為的工

具。 i此外，本會亦釘死傷辛苦及災款單單致以深切的哀悼及慰問。

本會希望世界各毆保持克制，主要以促進世界和平為大前提，不要

因是次事件而引發災難性的戰爭，

香浴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一年九丹十二鬥

立宣斷誼會加快迫在皮，於明年撥出強制性的英語離校試。

前對政府－J章認行推出英語評核試和完全被有向同學作出咨詢

的做法。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對此等漠視民意約行為表示強烈抗議。

此外，本會認為政府提出的跨院校評核試不.l'jl.對大專教育沒有食質幣

劫，亦沒有推行的必ill!傲。皮之，政府間1月將資源有效地投放在改善

教育質素上，而非學1Jt,考試或辦仿古拉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

畫畫後，本會重申，

（一）反對任何形式的強制佼癸認評的方集﹔

（二）反對將向學ll!l't考國際認可的公Yfl試成在貴刊於問學的學業成綴

態上﹔

（三） 基要求政府及各院校校方向向學作的f挂在其咨詢﹔及

（間）續快公總 r游說絞英語評核小綴J 的研究報告。

香浴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咯咯一年十一月一日

反對拘捕IH生英語評估 I詢問學作令瓶梅鞠

三年前，政府為閉路商界的要求，向各大專院校提出 r臣每院授英詔書童

絞試J 的方案。方案要求大專院校紛在各大專生畢業前，參與～個統

一央音語言于核試，以測皮話玄學生1是否合乎一定英語水平﹒假辛苦考生在該

考試巾未能合乎一定英語＊卒，將不予畢業。

因對政府約方案，各大專院校校長在三年前成立一 r臣專院校英語

言r給小組f 研究另類辭佮方泉。該小絃成員之一的香浴絨市大學耳目

校長衛星蓋鳴教授亦於二零零零年十一丹召開的記者紹待會中，袁別會

於本年六月公關有關的研究報告。然則，時至今日，該小組研究報告

仍未公布。

近日，各大導說校校長亦就英詔書F核佑提出新方策。方案內容以

非強制性為原則，鼓勵同學應考一些燭際認可約公開試，並考慮將同

學應考公關試的結果予j於向學約畢樂拉克纖.＼）＇｛上。

這遊﹜銜，各大專院校校長提出非強制傲的英語言宇佑方案﹔那過

瀾，教室主會秘書長張Z哥德先~卻表明不予考慮11i強剎住的評估方諜，

敬啟者：

草屋f音樂結業 同學教良苦苦多不便 校方醫主管不力

對於二潛移一年十二月五日寄浴科技大學悶悶分別位於 G/F 汝

LG! 的'*1?R單單及飯堂突然停止營業…奈，：雪治科技大學學生會意見及

立場，茲﹔最述如下：

對科女情I主藝及事宜宙盟員做nY，月三總

每當中午府給If/it筒，便有J二千名的科大教職員及學生分流至1i1訝

不同的飯堂用艙。而G/F 中l'.R胞及LG！飯堂為科大教職員及學生2日

常ffl諧的常去處。是次上述問層食踩吉超然停止營槳， 'P午時分的人流

將會過於集中在餘下的三！晉食驗中 (LG5 飯錢， LG7 飯堂及 l/F 國

式快餐店），使符餘下三贈食吾拿出現過分撩撥的情況。

此外，餘下三綺食餘的吞吐畫畫及服務人手亦不能足以應付激i目的

朋鱗問學及教職員，將使服務水平下降。



全亟瓷函

i校提出「跨院校笑話機

﹝生學樂前，參與一偶統

tfi在水平。假若考生在該

：前成立－ r跨院校英語

之一的香港絨市大學眉目

錄己者招待會中，我例會

i今臼，該小組研究報告

：山新方策。方主程內容以

f的公！寫試，並考崩~同

t.' 

甘英語言JI{;台方草草﹔那邊

R手長強制役的評估方策，

區主監聳丕1J.

！兩間分別位於G/F 及

i科技大學學生會意兒及

（驗與及學生分流至lil奇

為科大教職員及學生詞

：營槳，中午時分的人流

堂， Lβ7 直臣當t& 1/F i!!l 

的假況。

：亦不能足以應付激i目的

上述情況的出現，將會令敏于名科大教串連民及學生做成屆大的不

便，以及影響科大校園饑食服務的錢章程，更會使教串連tt及學生的用路

游防圈出現大排長龍的情況而減少。

飯1l<串串資糾紛材非第一次給申

除了對同學及教職員做成諸多不便外，是次 Gill 中來臣當及LG！飯

堂的樂然結棠， /!J'咄現總食承辦商拖欠員工薪金的事件。共贅，類似

的薪金糾紛事件亦不是第－次發生。在本年庭中， LG! 飯室主勞資雙方

亦曾出現工資糾紛的事件。

是次承辦商拖久員工薪金的耳其件的發生，不禁令我們質疑校方有

關負責部門的校國服務處（Campus Services Ofli時）有否從以往的類

似事件汲取經驗及到監管臆食眾辦諧的速作饑制中作出儉討﹒

此外，從是次事件中，~們亦不難發現，現行香港的勞工法例並

宋能全商保障員工在合理的情況下向值三關討應有單馳。故此，我們

質疑科大校方在與路食承辦商in明合約時，只知明膳食承辦商不能速

反勞工法例一條文，是否定夠？難道科大校方將容前無良飽主在科大

For and on behalf or 
HKUS I' Students’Union Executive Commillce 2001 、 2002

州》v
Mr. Siu Yu Kwan, Kaxton 
F間sidcnl

17th Februnη’ 2002 

校園內肆念剝削、 E麗絲及欺騙員工？

級後，本會倪育青科大校方：

一﹒儘快尋找餾將E善食承1111筒以維持 G/F 司l~麗盟友 LG！飯堂的勝食

服務，從而減少對問學及教職員做成的不便﹔

之﹒就是次事件的始末及旅新情況向科大同學及教嘻嘻員作出詳諧的

交代﹔

三．對監管鱗食承辦商的運作機制作出深入的檢討﹔及

間．在臼？是尋找新鱗食承辦隨時，加入一些能有效保障紋堂員工約

條艾， :dl!9且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此致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行政）←誼陸先生

香港科技大學領金會啟

之零零一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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