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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書的話．．．

出版刊物，難﹔出版有水準的刊物，更難。

吸收了出版《振翅10.1 》 的經驗，我們無論在選材、內容，以至排版方面，都

對自己有著更高的要求，務求令 《振翅 10.2》 比 《振翅 10.1 》 更出色。在不斷改進

的同時，刊物能否如期出版亦非常重要，我們經常擔心 《振翅 10.2》 不能女口期出

版，因為籌備 《振翅 10.2》 的時間的確很緊迫。在各莊員的努力下， 《振翅 10. 2》

終於如期面世。我不敢說 《振翅 10.2》 是最好的，但我肯定 《振翅 10.2》 比 《振翅

10.1 》 進步了、成熟了。

今年科大確是多事之秋，先有車業典禮場地風波，接著是科大中大合併計劃。

科大中大合併引起各方極大的迴響，不少同學在這件事情上驚覺自己原來熱愛科

大。科大一向被認為欠缺獨特的校園文化，同學對學校又沒有太大的歸屬感﹔或許

這正是一個機會讓我們發掘科大的獨特性，並培養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同時，我

們亦應密切留意研究合併的進度和報告，作出理性的分析和決定，並充份利用各種

渠道表達自己的意見。旱竟合併對兩枝，以至全港的高等教育，都有著深遠的

影響。

舉目遠望，香港以至全球仍然處於一個低迷和混亂的時期，不少同學對前途，

甚至人生目標都感到迷茫。我們在 《振翅10.2》 特地訪問了科大校董暨九巴董事長

陳祖澤博士和一人樂隊 Pancakes ，他們具心分享己身的成功之道和人生觀，或許
能給同學們一點放示。

副總編輯

湯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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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中的巴士大站：政府、九巴與科大

.... 
「小朋友見到一樣東西有型、威

武 ， 便會想做那職業 。 小時候寫

「我的志願』為題的文章時 ， 有想

過做巴士司機、有想過做醫生、有

想過做教師 。 每一樣都覺得有興

趣，都想做 。 」 圓

現任九巴董事長及科大校董會主席

陳祖澤先生，曾擔任公職達三十八

年 。 小時充滿夢想的他，似乎也猜

不到自己會成為公務員 。 無心插 . 
柳，柳成蔭，陳祖澤於大學時漁翁

1散網式的 「扭主」 策略，鋪出了他

的康莊大道 。

「我在港大選修英國文學 ， 於一九

六四年畢業 。 那時的環境與現在的

大有不同，並沒這麼多工作選擇 。

文科生的出路若非成為公務員，便

是投身大機構 。 那時候也有職業講

座 ， 好些機構都會於大學舉行講

座，而政府每年都會派員到大學介

紹職位 。 在我 Final yea r 、臨近考

試之時 ， 我參加了政府的職業講

座 。 其實在那時，政府的 、 私人機

構的主作也有報 。 最後經過考試 ，

便投身政府 。」

陳祖澤平凡地入行，然而接睡而來

的，卻是不平凡的工作及挑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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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崗位一一申英懿到科醫霎富員

「從事公務員二十八年，有苦有樂，有很多難忘事 。 我在政府內工作二十八年，負責過很

多不同的工作、擔任過不同的崗位 。 印象最深刻的是當中英談判科的常務委員，那是一項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工作 。 當時負責的是幕後工作：整理資料 、 提供意見予中英談判的

英方代表作參考及制定策略 。 因為這是一項高度機密的工作，整個香港政府只有三四人負

責 。 那時我擔任副首的工作，主要負責綜合香港政府 、 香港社會和香港市民對中英談判結果

的期望，將對香港重要的意見在《聯合聲明》中反映出來 。這工作 ： 第一 ，意義重大 ， 影響

深遠一一它影響著香港幾十年後的未來發展﹔第二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一一這是一項歷史

性的工作，在這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第三 ，工作繁重 《聯合聲明》於一九八四年八

月草擬，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正式簽署 。 在最後衛線的階段 ， 即正式簽署前的兩三個月 、 談判

的高峰期 ， 每日的工作時間是由早上八時至清晨三時 。 但由於當時年青力﹔︱士 ， 而且時間緊

迫 ， 須緊貼時問表的進度，所以早已忘卻辛苦與休息。」

有苦有樂一一簡潔地總結了他二十八年的公務員生涯。

政府工作經常調職，要處理人事轉變及同事間的關係 ， 陳祖澤認為首要條件是需要多點

溝通 。「在人事調動上，有時候是自己被調到一個新的部門 。 因為新的土作性質不同，所以

團 要重新學習新的工作技能 ， 另外 ， 也要認識新的同事 。 與同事相處基本上都不會有太大問

題，因大家都為政府工作 ， 雖隸屬不同部門 ， 但仍是於同一個機構內 ， 有著相同的工作文化

和大方向，所以建立關係並不是太困難，不用花九牛二虎之力 。」.... 
鬥
M
E－
－

公路員生握的申撞站一一新輝墓

陳祖澤原來並非一氣呵成的當了二十八年公務員 。 於一九六四年成為公務員的他 ，曾在

一九七八年轉職新￥月房基財務公司當＃

十數載，毅然離開 ， 原因何在呢？

「在政府工作的頭十四年，我大部份時間都是負責工商經質方面的工作，從而接觸到許多

商界人士，無可避免地聽到許多對政府的批評，說政府的做事方式怠慢。」

這在他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不其然懷疑究竟私人機構是否真的比政府好呢？陳

組澤心想 ． 「若有機會出去看一下、比較一下 ， 那有多好 ！ 」

「另外，當時的新鴻基老闆馮敬希覺得我很適合辦一件事，便請我幫忙 。 」

馮先生是白手興家的。初到香港，儘管口袋裡只有五塊錢， （盡管小學還未畢業，但憑著

他的努力 ， 於十年內，馮便擁有自己的生意，成了香港金融業及股壇的一把交椅 ， 是一位相

當傳奇的人物 。 另外 ， 馮先生有他自己一套獨特的見解 。 陳祖澤認為，能跟一位如此傳奇的

人物工作學習 ， 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 ， 於是便下定決心離開政府 。

可情於一九七九年，公司經歷了一個風潮 ， 人面全非 。 「感覺就像一年來自己辛辛苦苦

所做出來的成果拱手讓給他人一樣」。 陳祖澤感到意興闌珊 ， 便黯然離開新鴻基 。

圖

圓

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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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祖澤在新鴻基工作之時，他的前上司不停跟

他說：「若有興趣重返政府，我們無任歡迎 。 」陳

祖澤於是在七九年再次加入政府，直至到達退休

年齡。

於九七過渡之時，制度有所變動 。 在職的公務

員必需在他們五十歲生日以前，選定用新的或是舊

的長障制 。 新的長捧制規定公務員定要在六十歲前

退休﹔舊的則在五十五歲前退休，亦可選擇在五十

歲時提早退休。

聽聞 iEi府創業單 r lJ 工」
「如果到六十歲時才強制性退休，因年紀己太大

了 ，想創業或做一份新工作都不容易 。 但若六十歲

就此退休又似乎太早 。於五十歲離開政府，使我可以有更充裕的時間去開展我的第二生命。

擁有充份的時間與能力，機會亦會相對較大 。 於是我便選擇舊制，於五十歲退休，然後出夕︱、

『 打．世－界』 。 」

自言只善於管理的他，苦無一個「專」的行業 。「我不知應該去麥當勞賣漢堡包還是去

賣餵蝕．．． ． ．． 」

「做了二十多年的公務員，經常調來調去，變得 『有通才無專才』 。 」

陳祖澤考慮過創業，但開展自己的事業並非容易 ， 要有充足的資金和選定一個自己有興

趣及熟悉的行業。另外，創業需要承擔風險，要有信念、信心，才能成功 。 陳祖澤做了二十

八年公務員 ， 習慣了安穩的生活，願意承擔風險的程度自然大大減低，故最後選擇了「打

工」。

噩 r 上』 n 巴
選工時 ，幾十年來習慣了的心態驅使他

選取一些有社會意義 、 有服務性質、非純粹

商業性的行業 ，所以便選擇了能服務市民，

又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九巴 。

陳祖澤與巴士似乎結下不解緣 。 「自己

從小便乘巴士 ，對該公司的運作有少許認

識 。 而且我認為該公司仍有不少發展的空

間，故決定加入九巴 。」

陳祖澤在他的九巴生涯中，最不如意的

莫過於在他履新時遇上的加價難題。

「當時遭受立法局、交通諮詢委員會及

許多社會組織及市民的猛烈抨擊 。 但這終歸

是工作的一部份 ，再艱難的也握過了 。 」

.. 
．．圓圓圓﹒

陳祖擇的買一身由

一一稍大喜f委主腦Z首

陳祖澤博士獲行政長官董建華以其大學

監督的身份委任為科大校董會主席，接替於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卸任的羅康瑞博士 。 新

／＼仕，會否有新作風呢？陳祖澤坦言會「承

繼先人的智慧」’貫徹以往科大校董會訂下

的大方向：將科大變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學。

------·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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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大服重富主席談8f軒 值得？茄值得？

對於中科合併持開放態度的他，認為合併是一項值得發掘探討的計劃 。

「科大本身有很多長處，在十年來取得很好的成績 。 例如商學院在亞洲內是公認最好的，

另外於科學方面進行尖端科技的科研 。 當然中大科大互有長短處，若能互補不足，可達致一

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 理論上 ， 合併是一件好事 。」

有好必有壞，故此合併所帶來的問題是不容忽視的 。 「如果將兩所大學放在一起，但卻

不能節省甚麼，合併是不值得的 。 又若果政府將兩所大學合併的出發點是純粹為了節省資

源，那便不值得 。 相反若能將省下來的資源，撥作其他計劃的資金，發展一些大家在現階段

未做到的，那才值得 。」

校方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Task Force ）進行初步研究 。 「將來的發展並非科大的主觀願

望 。 」﹛圭何一方不同意亦不能成事﹔儘管雙方同意，也有很多細節詳情需要討論，其間不排

除會有談不攏的可能 。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 「十多人的工作小組，除了沒有政府的人在

內，己包含了所有與科大有關的代表 。」大原則、大方向是工作小組現時的出發點，若就此

認為再沒有跟進的價值，那麼合併事宜便就此了結 。

在科大，學生人數比教職員人數多出三倍，但在工作小組中，學生代表只有一位，學生

的意見是否被忽視？陳祖澤即大派「定心丸」道：「不用擔心， Task Force 所作的決定並非

最後決定，而且離最後決定的道路還有很遠 。 在這麼大的事情上，到最後階段之時，一定經

過其他的程序和諮詢 。 將來所有有關人士，包括學生及教職員，一定會有充份的機會讓他們

發表意見 。」

由Ih青龍
陳祖澤現身兼數項要職，包括科大校董會主席、九巴董事長 、 香港賽馬會董事及香港公

益金第一副會長及執行主席 。 工作繁重，利用發達的資訊科技成了他的致勝之道 。 「很簡

單， 一個流動電話、 一個傳呼機，就可以讓我隨時隨地知道不同崗位的工作進度 。 」與此同

時，遙距工作亦助他省回不少時間 。

善於管理的他，也善於管理自己的時問 。「每一個月都會有一個工作計劃，羅列了下月

將會有甚麼重要的工作，例如在十月二十日左右，我便會開始寫十一月的工作計劃 。」

「有時候，當我遇上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時，勉強繼續想下去只是浪費時間和精神 。 除非

限期將至，才會徹夜不眠地把事情辦妥，否則我會轉移視線，處理另外一些事情 。 及後才再

想那件事，便會較易想到解決方法 。 」

巴士抑的陳祖聾

堆積如山的工作及面對公思均為高職人士帶來壓力，所以每個位高權重的人都有自己一

套的減壓方法 。 主張要擁有興趣的陳祖澤，他的減壓方式可謂多姿多果 。「我自己有幾樣減

壓方法，賽馬是其中一樣，這也可說是一半工作、 一半娛樂 。 還有打保齡球、唱粵曲也是我

的興趣 。 每一個星期三和六或日，我都會去看賽馬的﹔星期二晚便是我唱粵曲的時間﹔星期

一晚便會打保齡球 。 每個星期，我都會善用自己的時間去娛樂，拋開工作上的煩↑函 。 」

...................................................................... 
I Wings 10.2 I 人物專訪︱



.......... ................. .. 身為大忙人，陳祖澤從未忽視家人的 . 
感受 。 閒時，他會與家人享受天倫之樂： 圖

與太太唱粵曲看賽馬 又或由見子親自 朧朧E : 
下廚， 一家人聚首一堂，共進晚餐 。

不論是未來的成功人仕 ， 還是默默耕 . 
耘的「打工仔」’小時候的你我必定寫過 . 
「我的志願」這耳熟能詳的作文題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勉勵大學生：

r提高語文J.K平 1宣言獨立恩書』
陳祖澤的「我的志願」並非成為科大

校董會主席，亦非成為九巴蓋事長 。 原來

成功人仕於小時候 ，也天真的有過自己的

於訪問尾聲，編委會問及陳祖澤對現

時的大學生有何期望，他直說．「希望同

學能善用學習的時間及機會，充實自己，

將來貢獻社會 。 」

草血相 。= ／~＇心

社會上一向對大學生有所批評，認為

現時大學生的語文水平下降 。 以香港現今

於國際金融及貿易的地位，大學生們應有

良好的英語水平。「有許多國內的學生，

他們對學習英語的熱誠都是非常值得學習

「我的志願」是甚麼再不重要，重要的

是要學懂認識自己，有自己的個人見解 ，

不要人去亦云 。 陳祖澤的一席話令我深思

大學生應有的責任與態度 ， 透過這篇專

訪，願與科大同學共勉之 。

自
」

。付
J

A
口

他還苦口婆心地勸道﹒「衷心希望我

們的學生能培養獨立思考 。 我覺得在現今

的社會，有一些不健康的思考方式 。 其實

社會上對於每一件事都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有

些比較偏澈的，有些則

滲入了先入為主的成
份，並非純粹客觀地去

看一件事 。 我們就此需

要分析．『究竟我們所

見的是否事情的全

立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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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斗技」「中文」大學一合併專題

合併勢在必行？

李國章較早前向傳媒表示，政府構思將兩大合併’主要是應令年三月「香港高等教育」報告

中所提及的「擇優原則」一「從策略角度突出少數院校為政府資助和私人捐助的重點對象 ，其明確

目標是使這些院校有能力參與國際最高水準的競爭」。政府希望兩大台併後可增加凝聚力，集中資

源作重點發展，使其有望成為國際級一流大學，他聲稱行政長官董建華對合，併計劃充滿信心 ， 表示

會大力支持 。 而兩校高層已經「4、目脫 」 、 「拍拖」 ’進展理想 ， 合併「一定要去」 。 他表示 ，如兩

大教職員反對 ，他會「先禪後兵」 。 因為雙方高層已達成共識，教職員若反對亦需要有理性解釋 。

若教職員只是以自己利益為先，他聲言會想辦法對付 。 他更強調「權在政府，最後由我決定」 ’可

見合併一事對政府來說是勢在必行 。 浸大校長吳清輝就此言論嘲諷李某為「沙皇」’暗喻他不聽民



意 ，企圖主宰一切 。

廣泛爭議

十月四日，教育統籌局局

長李 國 章高調向傳媒表

示，科大與中大最快將於

三年後合併’並指出兩間

大學高層已達成共識，行

政長官董建華亦大力支持

李國章作「媒人」撮合兩大

合併，並表示合併「勢在必

行」。李國章此番言論引起

了軒然大波，無論在社

會、教育界、以至科大與

中大師生上下，都引起了

極大的迴響 。 有見及此，

編委會特地作出以下專

題，為同學就合併事件作

出深入報導 。

.’ . 
李國章向傳媒所作出之驚人言論 ，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 。 各方反應不一 。

兩大同學就合併事宜亦作廣泛討論 。 在科大的電子報告版（ ENB ）上，出現不少激烈的反對聲

音 。 有同學認為兩大合併是短視 、 不切實際和草率的決定 。 亦有同學擔心合併後，科大將會失去十

年來辛苦建立的傳統，而被中大取代 。

9 



朱校長回應

李國章發表言論後翠日，朱校長向全校同學及教職員以電郵發表聲明，指出台併構想至

今仍未有任何正式協議或時間表，合併還在初步研究階段。他表示合併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

題，須廣納民意及審慎考慮。

十月十日，校方就合併事件舉行諮詢大會，朱校長親自在LTA會見同學，初步收集同學

的意見，並回答同學的疑問 。同學反應十分熱烈，與會者人數超過三百人 。在大約一小時三

十分鐘的諮詢大會上，朱校長以一問一答的方式，親自回答同學的問題 。 他表示，現時兩大

才剛「桐蹄」’合併只是一個初步的構思，任何細節均未落實 。 他承諾會尊重每一位同學與

教職員的意見，並作充分諮詢和研究才會落實合併。他謂稍後會成立一個專賣小組，負責研

究合併的可能性。而此專責小組會由來自學校不同階層的成員，包括學生及教職員代表所組

成 。 他表示，若研究出來的結果，是合併後兩間大學「一加一大於二」 ’並得到兩間大學的

同意，才會繼續進行合併計劃，才能進行「品吉婚」。若然大部份師生反對合併’將不會強行

進行合併計劃。

專責小組

就以上承諾，朱校長在諮詢校董會主席後，於十月二十

五日宣佈組成一個專賣小組 ， 負責以「香港高等教育」報告

的建議及科大的使命與理念為考慮點，探討科大應否進一步

研究大學合併 。 如小組認為大學應研究合併，小組將釐定有

關合併應依循的原則 。

為增加專賣小組的代表性，小組成員將會由來自學校不

同階層的成員組成，包括三名校董會成員、 一名大學顧問委

員會成員 、 三位副校長、四位院長、四，位學院代表、科大教

職員協會主席（代表非教學人員）、科大學生會會長與科大

校友會會長 。校方期望小組可於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之前就

上述議題向校董會主席及校長作出匯報 。

10 

四

一 合併事件簿

當時李國章為中大校長 。 他首次提出將科大、中大及教

面聲明，無意與其他院校合併 。 科大當時並未為此作t

李國章上任教統局局長 ，並重提科大與中大合併構想 。

並承諾會增加資源 ，以供科技發展及研究 。 當時科大J

合 ， 原則上很好，但實行上卻有困難，需要周詳計劃

李國章高調向傳媒表示，科大與中大最快將於三年後合＃

持，亦得到兩大高層同意。

朱校長向全校同學及教職員以電fill發表聲明，指出合例

協議或時間表，現階段還在初步研究合併情想 。 中大聲

合併不能草率，大學自主必須尊重」 。

科大學生會發表聲明： 「堅決反對政府主導大學合例，

自主」 。 及後科大學生會發表聲明：「譴責李國章」

校方就合（并事件舉行答問大會，朱校長親自會見各師生

香港學者協會理事會就合併事件舉行討論會 。

﹝日 校方就合併事件組成了專責小組 。

二日 科大學生會幹事會舉行「科大中大應否合併？」全民公

八

十

十

－卡

十
十
十
十
至

院合併 。 教院高調發表書

正式回應 。

他極力游說朱經武校長，

長朱經武回應「大學整

」

餅，並指出台併獲政府支

橋想、至今仍未有任何正式

生會亦發表聲明 ： 「兩校

強烈譴責政府干預大學

決 。



合併可行乎？

是次「科大與中大合併事件」 對科大及香港未來

高等教育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必需經過深思熟慮才

可進行 。 李國章在一切尚未落實之際便發表驚人言

論 ， 聲稱 「權在政府，最後由我決定」 ’此舉嚴重干

預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 實屬不智 。 兩校合併必須以

院校作為主導 ，充分諮詢同學與教職員的意見才可實

f丁 。
每所大學成立的目的均不同 ， 科大與中大都有其

獨特的理念 ， 亦有獨特的社會使命 。 強迫它們作出合

併，只會破壞其背負的使命，亦破壞了兩大自創校以

來辛苦建立的傳統 。 另外，兩所大學的運行制度完全

不同：一是美國制、 一是書院制，將來的「合併大學」

採用那一種制度 ， 必有其中一種制度被取締，其本身

風格將會從此消失 。

而
〕

同
U

001 科大火雞 （日暑）

。02 中大7J<塔

要解決資源重疊的問題 ， 合﹛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法 。 合併

需要經過充分的諮詢與研究才可落實 ， 費時失事、浪費人力資

源 。 要減省資源，增強各院校在教學與研究上的合作更為有

效 。 此舉可有效地匯聚各大專院校人才與研究成果 ， 亦可保留

各大專院校的特色與研究領域，加強競爭以推動進步 ，比強硬

合併來得更為實際 。

至於合併是否能為香港建立世界一流大學這問題， 相信

仍是未知之數 。 但政府在發展「超級大學」的野心之前，是否

應先正視現存的問題？現時，大學生的質素明顯下降 。 政府當

務之急 ，是想辦法提升大學生質素。 人才是大學之根本 ， 若學

生質素不好 ，任憑資源如何分配 ， 「世界一流大學」亦只是遙

不可及的夢想 。

現時兩大同學與教職員對合併一事人心惶惶，科大工學

院院長王康隆教授更在敏感時刻提出請辭 ， 難免會給人一種

「樹倒湖縣散」 的感覺，對於吸納優質的學生和教職員有著負

面影響 。 此舉不但影響全校師生的士氣，更會影響科大在教育

和研究層面上的發展 。 為此， 校方實應增加對同學與教職員的

諮詢，並定時向師生佈告最新的資料 ， 增加專賣小組的透明

度、穩定人心 。 而從專責小組的名單上可見 ， 學生與教職員的

代表只各佔一位，顯示學生與教職員的意見嚴重不足 。學生會

亦有向校方反映學生意見不足的問題 。 唯校長表示如果現在再

增加代表， 會出現運作上的問題，不過他承諾會透過不同的方

式收集同學的意見 ，並盡量向專責小組反映 。

希望校方在諮詢的同時，同學亦能理性分析事件，踴躍

發表意見 。 而幹事會更應積極參與事件，向有關方面反映同學

意見 ， 以確保同學意見能獲得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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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

政界
立法會對台併果說紛耘，大部分政黨都認

為政府應尊重兩所大學教職員與同學的意願 。

立法會議員兼中大校董張文光批評李國章干預

大學事務，計劃草率，有如做「雙併叉雞飯

」 。 職工盟李卓人亦擔心兩所大學合併後會喪

失傳統。合併更會令教職員人心不穗，擔心職

位不保 。 民協主席馮檢基則認為政府高官的介

入會對兩大構成壓力， 令人擔心政府想干預學

術界的自由 。

教育界

教育界則普遍批評李國章的言論，認為合

併平預大學校政，亦令教職員人心惶惶 。 香港

大學教職員會協會主席陳志煒認為李國章嚴重

干預大學自主 ，應該向大學道歉 。 高等教育教

職員協會聯會主席零嘉評則認為政府沒有話詢

教職員意見便提出合併是「~婚」 。

中大教職員

中大教職員對合併一事反應不一。 醫學院

院長鍾尚志認為台併科大的科研與中大的醫學

研究可相得益彰。 而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張偉

雄則擔心兩校文化不同，合併存在困難 。

科大教職員

科大教職員對台併一事亦持不同意見 。 學

生事務處處長黃兆光認為合併可令資源集中，

亦可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課程與校園生活，是

一件好事 。 另有一科大副院長卻持相反意見 。

他表示， 政府未能證明合併是否獲教職員支持

及日後發展是否更好， 便作決定 ， 是太草率 。

科大合併專責小組聯席主席陳玉樹早前曾

向各系教師發出予一份電子問卷，提及假設合

併後資源不變，教師會否支持進一步探討與中

大合併 。 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教師都對大學

合併持反對態度 。

兩大同學

為了解同學對事件的意見及看法，編委會

於月前在網上設立 「科大與中大合併問卷調

查」 。 是次問卷調查反應熱烈 ， 本會總共收到

一干四百七十位科大同學、六百五十二位中大

同學 ，以及二百五十七位其他人士所作出的回

應 。 調查結果顯示，高達八成的科大同學，和

接近九成多的中大同學不贊成大學合併的概

念 ，亦不贊同科大與中大合併 。 而接近七成的

兩大同學則認為合併不足以令兩所大學成為一

所一流大學 。 可見大部分科大同學對「合併計

畫『 」 都持否定態度 。 就兩間大學同學的意見，

有超過九成的同學都認為校方與政府在「科大

與中大合併事件」上，沒有經過充份諮詢，可

見有關方面在諮詢工作方面的嚴重不足 。

香港學者協會理事會

十月十二日， 香港學者協會理事會就合併

事件舉行討論會，與會者普遍認為合併計劃不

切實際，香港沒有必要亦未有條件去建立超級

大學 。
與會者認為，合併大學是「走回頭路」 ’

令香港回復從前只有兩間精英制大學的局面 。

這是本末倒置 ， 違反了政府當年設立多間大

學， 引入競爭以推動進步的目的 。 與會者更認

為 ，要集中資源 、 匯聚人才、加強各院校之間

的合作，比合併大學更為實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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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目的

是次活動由「科大行籌備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籌辦，目的是為興建中的新學生宿舍Hall 6 
籌款 。 Hall 6 的興建是為了使更多同學能享受多采多姿的宿舍生活以及完整的大學教育，所以，

是次籌款活動甚有意義 。 而興建Hall 6的費用，扣除政府資助的75%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捐助的 1 2 · 5%以外，科大亦須自行籌集 1 2 · 5%的興建費用（即約二千萬港元） 。 所

以，「科大行」象徵著科大人萬眾一心、共同建設校園的第一步 。

籌備情況

為了使同學賣了解「科大行」的籌備工作，編輯委員會特地訪問了是次「科

大行」籌委會召集人，大學發展與公共事務處處長彭思梅女士 。

彭女士表示，「科大行」 的籌備工作已進行了大半年，科大多個部門亦參

與其中 。 從訂立路線、設計標誌與步行證、尋找贊助商，到籌劃當天開幕典

禮，以及分配人手到檢查站，都有賴科大各部門上下一心，才使活動得以順利

進行 。

彭女士表示，「科大行」的目的並不只是籌集善款，而是藉著這個機會，建立學生、教職

員以及校友的捐獻精神， 一同參與建設、關心校園 。 故是次活動是沒有定下任何善款目標的 。

彭女士指出，在是次活動的籌辦上，要特別感謝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在活動當天，特地將無

線電線城古裝街停廠半天，讓健兒們參觀 。 她形容TVB 為「近鄰」’這位「近鄰」在是次活動

上對科大幫助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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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賣況

「科大行 」於當日早上九時三十分正式開始，由朱經武校長親自主持開

步儀式 。 超過一千名教職員、校友、學生及其親友聚集在科大廣場，在朱經

武校長帶領下浩浩蕩蕩地出發 。 所有的參加者均獲得紀念禮品包，當中包括

有「科大行」步行證、 「科大行」帽及扇，而大會亦為參加者提供飲品解渴 。

「科大行」共設兩條路線，分別為合家歡線及健兒線，以供參加者就其興趣及身體狀況作出

選擇 。 合家歡線全長三公里，約需一小時完成，適合一家大小一同參與 。 該路線由科大廣場出

發，經大埔仔、及無線電視城古裝街，到達終點科大LG7草地﹔而健兒線則全長五公里，約需

一小時三十分完成。該路線比合家歡線多了一個登山項目一一登上就魚灣山崗 。 是次「科大行」

設有最佳籌款大獎，分個人組及團隊組，以獎勵籌得最多款項的前三名步行者及隊伍 。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步行，參加者陸陸續續到達終點，但當日的活

動並未就此完結 。 在LG7終點站，大會準備了豐富的節目，包括精彩

表演、攤位遊戲、沙池尋寶、發射水火箭、熱氣球升空、義賣及健體

測試站等，紀念品售賣亭亦售賣 「科大行」行特別版Polo 恤及T恤 。

當日活動的所有收益將全數撥為興建新學生宿舍之用 。

經初步點算後，是次「科大行」步行籌款總共籌得約七十多萬港元善款，為Hall6 的建設踏

出了第一步 。 這次籌款取得空前成功，可說是科大上下一心努力的成果，亦為科大校園建設邁

進一步 。 我們期望科大持續發展，為科大人提供更佳的校園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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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憂生計劃一 「拔尖」

近年，許多傑出的中學生都選擇到海外升

讀大學 。 為了挽留這些人材，自一九九九年

起，科大積極為本港學生提供多項資優課程，

包括資優生進修課程計劃、週末數學特訓課

程、名師教研計劃及暑期物理學習班等 。 中六

資優生錄取計劃是科大努力培育資優生的其一

項目 。

今年乃科大首次舉辦中六資優生錄取計
劃。五倍的超額申請旋即令外間廣泛關注 。 四

十個資優生名額共吸引了二百零六名中六學生

申請，其中八成半，即一百七十六人於會考考

獲五優或以上的成績，最好的更取得十優 。

今年收生結果顯示，科大共取錄了五十六

名中六「尖子」 ’較原來預計的多出十六人 。
其中五十四名獲取錄的中六生會考有五優或以

上，其餘二人是四優生 。 理學院副院長鄭紹遠

教授解釋說，由於校方一次過發出錄取通知，

不設後補，但回覆人數較預期多，因而超額 。

選科方面，較受歡迎的是環球商業管理 、土木

工程、工管和生化學。在該五十六名中六生

中，工學院取錄二十三人 ﹔ 理學院取錄十七

人﹔商學院取錄十六人 。

究竟怎樣才算是「質優生」？

「資優生」俗稱「尖子」 。 簡單來說，就是

在中學會考中獲得至少五科甲級成績 ，另外還

要在非學術領域如領袖才能、溝通技巧、社會

服務及課外活動等有傑出的表現 。 根據鄭教授

所說，今年的申請人中包括十優、九優和八優

生 ，他們除成績優異外，還積極參加課外活

動 。 鄭教授更形容「報名表的資料都很厚」 。

編委會訪問了幾位「尖子」 ’ 希望能夠深

入了解他們的情況及揭示他們鮮為人知的一
面 h



「尖子」心聲
在訪問中，「尖子」們表示他們認為多讀

一年大學比多讀一年中學有更多得著，因此想

好好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參加資優生計劃，提

早進入大學修讀有興趣的科目 。 因科大所提供

的課程範圍較廣，再加上科大於這十年的迅速

發展，吸引了他們入讀這所具發展潛力的大

學 。 與此同時，科大在拔尖的過程中表現得很

有誠意，其面試形式有別於其他大學，而且面

試氣氛親切融洽 ， 讓他們感受到科大用心去挑

選一些積極和主動的學生入讀，因此便選擇了

科大 。

由於「尖子」們較其他大學生少讀一年預

科 ， 為使他們能追上進度，校方於本年七至八

月期間為他們安排為期六週的密集課程

( intensive program ），學習科目包括英文、數

學、物理、化學 、 資訊科技和社會議題 。 校方

更邀得校董之一、↑互隆集團主席陳傲宗先生 ，

每周向學生分享他對中國和世界事務的看法。

此外科大亦對他們作出三項承諾：獲推薦參加

海外交流計劃、可住宿一年以上及各有一名導

師跟進 。

「尖子」 們認為密集課程除了能夠協助他

們適應大學生活之餘，亦讓他們有機會認識其

他 「尖子」’以便日後能夠互相扶持 。 除此之

外，他們坦言明白自己會得到學校資源上的支

持，但亦清楚自己再不會得到任何額外照顧 。

回想在中學時期，大家必定對大學生活充

滿憧憬與期望 ， 「尖子」們亦然 。 但當升讀科

大後，他們發覺功課壓力比預期中大 。 而且科

大的學習氣氛十分濃厚，學生們均十分勤力 ，

並踴躍參與課外活動H主動表達意見 。 總l括而

言，科大學生予「尖子」 f們的形象是「又讀得

又玩得的」

小記．

面對「歧視」

有些人會覺得「尖子」高傲及獲得特別待

遇而歧視他們，他們也承認感到遭人歧視，所

以在學期初的而且確不願意讓別人知道自己是

「尖子」 。 他們對此亦感到十分無奈 ， 他們希

望夠透過與別人溝通和相處 ， 糾正人們對「尖

子」的誤解，讓人們知道「尖子」 除了年齡較

小外，和一般的大學生是沒有多大的分別 。 唯

一有別於其他同學的，就是他們有勇氣嘗試這

嶄新的計劃 。 對於科大，他們擁有強烈的歸屬

感，並會全情投入大學生活，希望能透過踴躍

參與課外活動和學會組織，對科大作出貢獻 。

今年是首屆拔尖計劃 ， 很多細節尚未落

實 ， 計劃仍有待改善 。 身為第一屆「尖子」 ，

他們希望下年以過來人的身分，向下屆「尖

子」分享他們的經驗及幫助他們解決疑難。

學生看「尖子」

「尖子」身邊的同學表示，「尖子」其實很

友善 、 容易相處，並不是傳聞中那麼囂張 。 無

可否認 ， 他們真的比其他人出色、聰明 ， 故同

學們只有佩服心，絕無歧視之意 。

的而且確，資優生計劃能夠鼓勵本地學生

努力讀書，爭取優良成績 。 同時亦能促使他們

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從而發掘個人潛能及培養

多方面興趣 。 不論他們是否被取錄為資優生，

這些訓練亦會對他們將來有所幫助。

於訪問其間，受訪者的一句「I wa nt to contribute to 

UST」’實在是當頭棒喝 ！ 他們有明確的目標，並透

過積極地投入大學生活去達成這些目標 。 起初覺得

「尖子」沒甚麼特別，但他們的對答， 令我們大大改

觀亦令我們開始深思叮叮但活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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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鐵合併 以民為本
l~tH自噶爾醫圈圈

香港運輸策略概況：鐵路將為運輸骨幹

香港政府早於一九九七年八月己委託顧問公司，以一九九零年的運輸政策白皮書為基礎，進行本港

第三﹔欠的整體運輸研究，以便制定下一世紀的運輸策略 。 研究己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完成，並推出《邁步

前進：香港長遠運輸策略》，為香港的長遠運輸策略提供藍圖 。 研究報告提出五項重點建議，其中一項

為「更克分運用鐵路，讓鐵路成為客運服務的骨幹」 。 這項建議明確指出，鐵路將會提供主幹運輸服務，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則會為鐵路網提供接駁服務 。

香港政府銳意發展鐵路運輸，按照《鐵路發展策略1994》的計劃及一九九九年的兩項興建鐵路的決

議，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將會有六條鐵路陸續建成（見表一），耗資超過一千億港元 。 這

六條鐵路令本港的鐵路網擴展百分之四十，令路軌總長度伸展至二百公里 。 一九九八年三月，即府再度

進行鐵路發展研究，探討至二零一六年的鐵路需求及發展路向 。 根據研究結果，取府制定7 《鐵路發展

策略2000》，重點興建六條新鐵路（見表二），以配合香港長遠運輸以鐵路為骨幹的目

標 。 以上十二項鐵路工程，將分別交由九廣鐵路公司及地鐵有限公司營辦，而

且部份工程已經動工，有些甚至已經做用 。

發展鐵路運輸為大眾運輸系統的骨幹，乃政府的既定政策 。

根據《鐵路發展策略 2000》的數據顯示，預計鐵路在公共交通

系統所佔的比例將會由現時的百份之三＋一增至二零一六年的

百份之四十三 。 由此可見，兩鐵日後在公共交通系統的地位越

超重要 。 同時，兩所公司的政策對大眾民生的影響也相對地變

得舉足輕重 。

.. 區區草草詛... 

表一 ﹒ 《錯路發展黨固自1994》及1999 年決議興建的鐵路概況

IIIIIIIEI聘單司司... . .. 軍官師：E雪，.. 

表二﹒《鐵路發展策略 2002》計劃興建的鐵路概況

I Wings 10.2 I 社會版︱ 19 



兩鐵角色模糊 ： 是商業機構，還是公共服務機構？

兩鐵的角色究竟是商業機構，還是公共服務機構？兩鐵的角色一向模糊 。 兩鐵極力

爭取最大的利潤，九鐵與地鐵去年分別在逆市中賺得二十四億港元及四十三億港元純

利﹔同時，它們以合理票價服務市民，回應市民對減價的訴求 。 結果，兩鐵的角色便變

得極不明確，造成很多內部矛盾 。

兩鐵的內部矛盾在它們各自的董事會內表露無遣 。 兩間鐵路公司的董事會內均有兩

名政府代表監察營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要保詰兩鐵營運獲得合理回報﹔另一邊

廂，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又要確保兩鐵票價保持合理水平，兩者角色上的矛盾，正好

顯示7 「兩鐵究竟是商業機構，還是公共服務機構？」的問題 。

兩鐵經常強調公司「按商業原則營運」、「不是依靠政府補貼」 。 這般言論似是為

兩鐵作為商業機構的角色下7定調，但是細心看來卻不然 。 地鐵沿線的物業發展是地鐵

的重要財源，政府以往不斷撥地給地鐵發展物業﹔及至在營辦連接迪士尼主題公園的竹

嵩灣鐵路，地鐵不能在工程中發展物業，便要求政府豁免八億港元的股息作資助，以上

種種也是政府對地鐵的補貼 。 政府對九鐵亦然：九鐵壟斷通往羅湖的交通，向旅客收取

昂貴的票價，從而獲得豐厚的利潤，這都是政府給予九鐵的特別優惠 。

兩鐵既然接受7政府龐大的補貼，姑勿論其角色定位，都應該有義務回饋社會 。 此

義務兩鐵實在不容推辭 。 至於長遠而言，政府有必要為兩鐵角色定位，以符合本港的長

遠利益和需求 。



兩鐵合併 四方聲音

兩鐵合併的建議，各方聲音大相逕庭 。 然而，大致可歸納為四種不同的聲音 。 第一，是代表普

遍市民及負責運輸的官員的意見，希望合併後可以減價﹔第二是政府負責財經的官員，希望合併能

夠抬高兩鐵的資產，籽緩財赤 。 最後就分別是代表九鐵與地鐵兩所鐵路公司的聲音 。

兩鐵收費一直偏高，加上近來接二連三的大小故障，早令市民大感不滿 。 普羅大眾當然是希望

兩鐵合併後，服務能有所改善，票價亦可以下調，縱然是一個半毫，也能節省一點 。 這也正好符合

負責運輸的官員保持兩鐵票價在合理水平的心意 。

同時，本港近年財赤，討論兩錯合併時，負責財經的官員自然會向兩鐵資產看 。 兩鐵合併意昧

著政府有意以一個有效的方法把九鐵的資產價值化，以便減低財赤 。

最後，兩鐵都對合併事件各持己見 。 九鐵極力反對合f井，指出合併對九鐵不利，並陳列三

大理由 。 第一，兩鐵集資成本不同，一旦落實合併，料將九鐵的資本性開支推高，對九鐵不幸IJ ﹔第

二，兩鐵鐵路模式不同﹔第三，兩鐵的管理層及員工架構、賠償不同 。 基於以上因素，九鐵認為兩

鐵合併存在問題 。

至於地鐵，主席蘇澤光曾公開表示，如果能夠兼顧多方面的利益，包括員工就業前景、削減

經營成本、提高營運效率、股票的作價合理等，兩鐵合併會是一件好事，因這樣可降低成本、增

加效率、避免資源重疊及浪費，所節省的資源更可回饋乘客 。



評論：兩鐵合併以民為本

鐵路運輸將成為本港的運輸系統骨幹 。 本港將會有十二條鐵路相繼動

工、完成及歐用，九鐵和地鐵兩所鐵路公司將負責營辦以上全數鐵路項目 。

因此，兩鐵的決策定對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影響深遠，所以兩鐵合併必須以

民為本 。

九鐵早前高調反對兩鐵合f井，處處維護己方利益 。 九鐵指出兩鐵的行政架構

不同，不利合併，實屬陳腔舊調 。 另外，九鐵代表又詭辯兩鐵鐵路模式不同 。

可是，單單九鐵已有多個不同的鐵路系統，還可以運作正常，可見理據站不穩

陣腳 。 九鐵作為一所公共交通機構，接受政府的特別優惠，決策不以市民著想，

只是處處考慮自己的利益，作法保守封閉，實在為人垢病 。

到現時為止，政府及兩鐵對合併都各有不同的意見 。 然而，各方都未能提供

實質數據支持自己的立場 。 因此，兩鐵合併與否仍言之尚早﹔誠然，兩鐵合併

應以民為本的精神是確立的 。 對於兩鐵合﹛井，可以以下列兩項作準則，量度對

市民的利弊 。

第一，合併是否能減低成本、提高效益 。 一般來說，合併會降低成本、分享

資源、節省人手 。 但是，合併也是有代價的，例如公司間的系統和文化的融合

等，所以在決定合併與否，必須小心權衡得失，以謀求最大的利益 。 因此，政

府及兩鐵必須提供實質理據支持自己的說法 。

第二，合併後的效益能否惠及市民 。 假如在權衡得失後，合併是有利的，便

要把效益惠及市民 。 目前，市民轉乘兩鐵，需要繳付兩程車費，理論上，合併

後轉乘車費可以下調 。 可是合併後的新鐵路公司有權自行釐定票價，所以政府

要確定兩鐵合併的效益，能蔥、及市民，並反映到票價上 。

政府銳意、發展以鐵路為骨幹的交通網絡系統，政府便應該對兩鐵合併及監管

作出仔細考慮及周詳計劃 。 因此，無論合併與否，政府都應盡早為兩鐵的角色

定位 。 最後，各方在討論合併時，應該以民為本，以確保本港的公共交通網絡

能惠及全港市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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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書院是一個地方：

一「請請者離開一下慣常的環境和職業 。 」

一「請對知識，對文化有興趣的人暫時離開自己的日常工作 。 」

「學未學過的東西﹔分草不同的經驗﹔討論新的知識 。 」

四「讓人可以不計較名利，追求知識的地方 。 」

這所書院位於土瓜灣馬頭圍道（即中華煤氣中心個lj) 的

牛棚藝術村內，其前身是牛隻檢疫站，該地方已被古物古蹟

辦事處列為法定古蹟 。 一年前，政府將這個地方撥給藝術組

織 「進念二十面體」 。 於是，牛棚藝術村就在這個地方

建立起來 。 村內每個單位都是由紅磚砌成的小屋﹔每幢屋的

大門上都有一扇可愛的小圓窗﹔門外的地下還有飼料糟，昔

日的一切都被保留下來 。 牛棚書院是牛棚藝術村內其中一個

機構，位於村內的十五號單位 。 總括而言，牛棚書院提供了

一個公用空間，提倡民間講學，知識下鄉 。

為什麼叫牛棚書院？

這個地方起名為牛棚書院，原因是：一）這個地方曾是

牛隻踏足之地 。 二）十年文革時，一些中國的知識份子曾被

下放農村勞改（傑出華人季羨林先生著有 《牛棚雜憶》，道

出其十年下放的經歷）﹔今趟，他們想讓知識分子來一趟摩

登版的上山下鄉，進入牛棚，「下放」民間，令學院知識揉

合社會踐行 。 三）不取學校而取書院之名，是因為書院之名

別有意義 。 書院是中國民間知識份子講學之所，而講學內容

不一定旨為科舉，議論朝政也是當時書院的其中一個功能

（例如 ：明末東林書院門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

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故書院一名

實有民間講學之義 。

牛棚書院與一般學校的分別

香港一般的學校，都是傳授知識的地方，學生的知識都

是來自書本的內容和老師的請授 。 大多數的學生都是為考試

而讀書、為將來而讀書 。 事實上不少人都被這個考試制度嚇

怕，他們的求知慾和創造力也被這制度消磨殆盡 。

牛棚書院，亦是一個傳授知識的地方 。 不過，他們不用

考試，去聽講的人是為7學習而學習，而請者會隨社會的變

化而訂下不同的講題 。 牛棚書院除7舉辦不同的課程外，更

出版文化綜合評論季刊《E+E》兩萬本，兔費派發（科大亦

有在學生會辦公室外擺放 《E+E 》 ，不過此書不消兩日便派

發完畢） 。 以下，我將牛棚書院第四期的課程內容列出：



牛棚書院二零零二年第四期課程一覽表：

牛棚講座 一）如何書寫一個城市 二）實驗戲劇中的中國命運

三）當前中國知識界的境況考察

典律教育 一）基督宗教經典 ：聖經 二）笛卡兒《第一哲學沉思》

社會介入 一）愛國、人權與自由之 一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二）歡樂性教育 操作篇 三）「創意工業」系列講座

學術下放 一）點止「安格魯薩克遜」咱簡單？如何閱讀十篇當代英語小說 。

二）香港文學史 三）飛碟學入門

四）認識你自己一一自我的構成

文化實踐 一）另類英語向好會 二）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藝術普及 一）藝技 二）禮濤的十部至激電影

今期《E+E》部份內容 ：

黎達榮 舞蹈漫畫之渣水

張錦滿 張大平、胡適、林語堂故居探訪報告

被社會壓抑的尚武思維：漫畫《龍虎門》的技擊符號結構

趙文宗 是時候放棄單一性慾論述

周立民 飲食實話一一品眛飯食散文

講者

講者：李柱銘、

吳藹儀、何秀蘭等

牛棚書院舉辦的課程、出版的刊物內容遍及各方面，無論社會、文化和藝術方面都兼顧得到，

並盡量開放理性的討論空間，讓知識和智慧得到流動和生產 。 請者很多都是大學教授，他們認真授

課，但只收取微薄酬勞，投稿更不設稿酬 。 司見他們在那裡花的時間和心機，只是為7學術 。

以上課程的主題，或多或少與我們的生活有關，只是我們沒有空餘時間去思考，例如：一）

《聖經》是天主教、基督教的經典，可能你已經熟讀此本經典 。 但是，你知道《聖經》與當世政治、

人生和經濟的關係嗎？二）你知道笛卡兒是現代哲學之父嗎？「我思故我在」出自笛卡兒的《沉思

錄》 。 這個課程旨在解答人們曾經沉思過的問題。三）基本法二十三條：如果編委會在這裡寫阿扁

算不算是顛覆國家？四）「性教育不是性禁慾」五）創意工業系列，邀請到星光煜煜的請者：

Vivienne Tam 、黃耀明、謝立文、黃源順（《號外》創辦人）等 。 六）常聽人說：「你要好好認識

自己」、「你要清楚自己的能力和興趣」 。 那麼，什麼叫「自己」﹔什麼叫「自我」？

一個地方，有什麼素質的人，便有什麼素質的社會文化 。 電視、電影、報刊、大罪娛樂反映7

當代社會的文化道德水平，早前某週刊刊登某女星被辱後的照片，該週刊在當天即賣斷市﹔教育統

籌局局長李國章急不及待發表科大和中大合併的言論，毫不尊重學生的意見和權益，鄙視民智，固

步自封 。 我們的社會似乎愈來愈反智、愈來愈無動於衷 。 正當人們被擠得喘不過氣來，這裡正給人

們一個機會，讓他們放下自己日常的工作去認識自已和發掘知識 。 個人行為是社會縮影，牛棚書院

正反映了社會對學術知識的需求和容納，而智慧的增長能令人們更尊重別人和社會，與及真正了解

這個社會和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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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條立法諮詢建議訂立七宗罪

根據《基本法〉 二十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

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

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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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推出 《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 向公眾諮詢，現將有關文件的重點建議內容撮

錄如下 ：

一）叛國

1. 立法目的：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整體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 。

2 . 建議內容 ：

：：：叛國指的是背叛自己的國家 。

：＝把實質罪行局限於與外國人聯手發動戰爭推翻或威︱嚇政府，鼓勵及以任何方法協助

外國人侵略中國 。

二）分裂國家

l. 立法目的： 保障國家領土完整和統一 。

2. 建議內容：

位以武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破壞領土完整 。

：：： 訂立分裂國家的特定罪行 、規定以發動戰爭 、以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或以其他嚴

重非法手段把中國的一部份分離或抗拒中央行使主權即屬犯罪 。

三）煽動叛亂

l. 立法目的 ： 保護國家和主要機構免受破壞。

2. 建議內容 ：

＊煽動他人干犯叛國、分裂國家、顛覆的實質罪行 ﹔或製造暴力事件及公眾騷亂的行

為將被視為煽動叛亂 。

，：，「煽動刊物」則指任何干犯上述的行為的刊物，並規定干犯這些行為，即在知情或

有合理理由懷疑某刊物是煽動刊物的情況下處理或管有該刊物而沒有合理、辯解的

人即屬犯法 。

四）顛覆

1. 立法目的：顛覆罪的保護對象是國家的根本制度及中國政府 。

2. 建議內容 ：

2 把發動戰爭、或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嚴

重非法手段脅迫或推棚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界定為顛覆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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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竊取國家機密

l. 立法目的：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安全，並確定政府能夠順利運作，某些資料須予以保密，

因此必須制訂法律制裁措施，對付未經授權而取得或披露這類資料的行為。

2. 建議內容：

h 對於未經授權披露官方資料的行為，若被披露的屬敏感性質的資料，會列為刑事罪

f了 。

＊ 凡把未經授權而取得的受保護資料，作出未經授權而具損害性的披露，亦屬犯罪。

六） 外國政治性組織

1. 立法目的：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干預本地政治

2. 建議內容：

中現時《社團條例〉中的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不能干預本地政治會繼續保留。

＊ 而保安局局長亦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情況下，宣布香港的某個組織為非法組

織。

半把組織或支援被禁制組織的活動，以及管理這些組織或身為其幹事列為罪行。

＊禁止及宣布某組織為非法的決定，會受上訴程序約制。

七）其他事項
1. 建議內容：

司z 採用普通法和法例的原則對「關連」作定義，即是上述的罪行雖然並非在香港發

生，但只要這些罪行與香港特區政府有特定的「關連」’香港特區法院便可行使

司法管轄權。

：企圖干犯、串謀或煽動他人在香港犯罪亦構成香港特區的罪行 。

＊有必要額外增加政府的權力以處理第二十三條條中較嚴重的罪行。

＊將企圖干犯、協助和教唆、態使不日促致他人干犯實質罪行以及串謀干犯這些罪行

亦將訂為罪行。

《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推出，隨即引起社會各界人士關注與討論，造成巨大

迴響。

’.... 



........................................................... 
反對立法：警權過大破壞兩制

諮詢文件建議給予警方在未經法官批准的情況下有權入房搜查 。 市民普遍擔心私穩會因警權過

大而受到侵犯 。 資深大律師湯家！彈批評此項建議與保障基本人權的原則背道而馳 。 他又指出諮詢文

件中並沒有說明示威、集會等自由在條文中如何得到保障 。 因此，對於向來重視示威及集會自由的

香港市民而言，他們的憂慮實在不難理解。

除此之外，有人擔心二十三條立法會對「一國兩制」帶來街擊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在

一個電話訪問中比II俞二十三條立法為一條把香港和中央連接起來的橋， 當橋把兩地連接起來的時候

就無所謂「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成功落實，使港人對回歸有信心 。 然而，現今二十三條立法，

使市民擔心中國的法制會搬到香港來或香港政府的政策會取態於中央政府，到時「一國兩制」可能

會慢慢地轉化成 「一國一制」 。

另外，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張炳良在《明報﹒論壇〉中批評二十三條立法是中央

「逼」 出來的，而三十三條立法的要害在於 「一國兩制」在現實政治上的內在矛盾 。 由此可見，香港

政府為二十三條立法要三思而後行。

對三十三條諮詢文件的質疑：

（一 ） 諮詢文件沒有清晰界定有關「分裂國家」及「顛覆罪」的犯罪意圖為何。假如有人發表文章

批評中央獨裁，他的意圖都不是煽動以暴力或非法手段去顛覆國家，因此不應構成犯罪行

為 。 不過，諮詢文件建議將「嚴重非法手段」列為分裂國家及顛覆罪的罪行之一，而「嚴重

非法手段」則包括嚴重干擾或擾亂電子系統及基本服務、設施或系統。如果犯罪意圍沒有清

晰界定，在以上的例子中，若文章導致學生在上課時間上街示威抗議中央獨裁，這文章的作

者就有機會被檢控犯了顛覆罪。

（二） 諮詢文件中沒有清楚解釋「國家安全」一詞是基於香港還是國內的基準。如果將國內對國家

安全的概念引進香港，而中央又將法輪功定性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香港法輪功在港的合

法地位將受到質疑 。 所以，如何界定以及誰來界定「國家安全」呢？這正是廿三條的核心所

在。保安局署理常任秘書長湯顯明指出禁制本港的從屬組織的最終決定權在香港，並由香港

法院做決定 。 話雖如此，萬一中央政府的意願與香港法院的判斷有所出入，很可能又會再一

次提請人大進行釋法 。

（三） 諮詢文件沒有明確定義「煽動」 這詞，而 「煽動他人使用武力」，也屬罪行，這就十分值得

商榷 。 假如有教授為了普及科學知識，把製造「炭痘菌」的方法透過報紙傳播出去，有恐怖

分子透過這途徑學習了製造 「炭痘茵」 ，而在本港發動「炭痘菌」襲擊，這位教授會否被控

告煽動罪？他的行為如何判定？負責刊登的報館負責人是否也觸犯了煽動罪？

（四） 諮詢文件建議警方可在無法庭手令下入屋調查，這使市民擔心到警權過大的問題 。 如何監管

法例賦予警方的這種權力？警方在什麼情況下可行使以上權力？什麼職級的警務人員能行使

以上權力？諮詢文件並沒有解答以上疑問 。香港律師會會長葉成慶質疑警方是否真的有必要

擁有以上權力 。 根據現行之機制，警方可隨時拿到裁判司的手令入屋調查 ，而且裁判司之辦

事效率頗高，相信不會防礙警方查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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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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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立法三思而後行

\ 《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自推出以來，已為社會組i詬、病其「作法自此，政府目

大舉「實行﹛基本法〉規定」之旗幟，發出了自「八萬五」後政府式微的虹勢。

;( ) 然而這點少有的虹勢似乎是放錯了地方政府一再強調只叫基本法》辦事因此立法是必
須要進行的。這樣 ，使市民產生錯覺，誤以為異議者反對的是立法， 而非反對諮詢文件內之建議 。

這技倆達到了目的，收了混淆之效 ，結果，普羅市民並沒有很大的反對呼聲 。

\.tJ 無疑立法是必須的但草案是否因「非指一般罪行」，便真的不會損害香港市民現在享有的
1 自由此叫不然

首先 ， 草案內容含糊其辭，市民隨時成為涉嫌犯法人士 。 例如草案中有關「煽動叛亂」罪行的: 定義 ，便不太明確 。 對於「意圖煽動武力行為危害國家安全」中的「意圖」怎樣界定，政府都沒有
; 正面回應。對於「意圖 」的證明，立法會法律界議員余若薇質疑其可行性 ： 「除非挖個腦出來看」。

\ 雖然我們曾多番審閱並討論諮詢文件內容，然而至今，我們對此諮詢文件仍不敢輕言已清晰理解

其實， 如果草案內容紋路清晰的話，保安局及律政司署又何需要到處解說呢？

們／ 另外 ，法案的解釋權屬誰？是草擬的保安局？律政司？香港高等法院？還是基於國家安全問題
\ 而須歸於全國人大？政府也未有提及 。 將來，一旦有市民被控告觸犯該例時，案件疑點利益是否因

l 案件嚴重而不歸被告所有也是令人擔心的 。 對於這些未明朗的因素 ，政府如何可以保證市民的自由

1 及基本人權不會受侵害，呢？

I 其次 ，草案建議廢除檢控時限，乃與法律不外人情的人道精神背道而馳 ，這似乎也挑戰了人
權 。 從另一角度來看，由於政府隨時可以「秋後算脹」’而諮詢文件又帶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這

在「今日言行可能招致他日之禍」的陰影之下 。 政府今天說不會以言入罪，但明天會

？沒有人可以保證。因此市民的自由能不告急嗎？事實上， 縱觀世界上各文

限多在三十年以內，給予犯了錯的人改過的機會。香港何苦要步向文明倒退呢？

了「七宗罪」之外，草案建議擴充警權， 容許警方繞過法庭直接入屋搜查 。 有文化界

：「若果該例實行，香港將變成警權社會 。 」的確，這條文賦予警方甚至可以凌駕於

法庭的權力，即縱使法庭不發搜查令，警方也可自行擬出，這造成了執法者可以自擬法令，充當審

判者，違反了行政、立法及施法三權分立的精神 。 政府似乎只對要保護「國家」 而擴充警權有興

趣，卻對監控機制隻字不提，這明顯是對市民權利的不負責任。

﹜i 微觀整份諮詢文件，對市民的日常生活似乎沒有即時的巨大影響﹔可是，長遠而言 ，這是對人
權自由的剝削。假如某君稍一不慎，說出了諸如「董建華下台」、「國家領導須為六四負責」的 ／ ／

話，是否會被認定了有「意圖」’顛覆國家？一隊有警司手令的警員上門搜查罪證，某君被發現氣 / 

中收著某內地被禁地下教會的傳單，又或剛借出有關如何製造炸彈的書籍予別人， 會否被控「意圖 ／

煽動及以武力行為危害國家安全」 l呢？這樣，市民的前景能明朗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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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的形成與演化

凡是動物，身體襄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調節運動的神經細胞（神經元） 。 在原

始生物中，神經細胞糾結成神經系統，由軀體的前端（食物進入的方向）呈棒狀

向後方伸延 。 在進化過程中（約五億年前），隨著動物變得更活躍，神經系統也發

展得更精密和更微妙 。 由於軀體的前端周圍最易受刺激，因此感覺神經元漸漸聚

集形成了各種感覺器官 。 與此同時，樟狀的神經管則進化為一個貫穿動物身體長

軸的中樞神經系統，以協調外間的環境和全身的肌肉組織 。 此外，神經管前端也

逐漸脹大和複雜化以應付外來的刺激、整合資訊並作出適當的反應 。 這部份正是

腦 。

人類大腦的規模、複雜程度和可塑性比其他動物都來得進步 。 這個關鍵性的

差異發生在大約三十萬年前 。 從那時起，人類的左腦變得比右腦更發達 。 現代的

科學研究發現，人類的語言和說話能力大多是由大腦的左半球控制 。 而語言正是

人類思維所產生的結果 。 人掌握了語言的能力，也就是有7思維並能將思考通過

恰當的詞語和符號表達出來 。 與此同時，小腦一一這個平衡力的中央控制台的體積

隨即增大了三倍，以致人類能以超卓的平衡力用雙腿行走 。 雙手在獲得自由後可

以使用各種工真，反過來促使腦部變得更發達、更靈活 。 因此可以推斷，語言發

展和雙腿行走是前導因素，使人類在眾多物種中脫穎而出 。

更有趣的是，大腦進化的原則並不只是改進舊有的「系統」，而是在其上發

展新的腦袋！有人說：「人腦中存在著鱷魚的腦」’這可是平真萬確的 。 在進化

時，舊的腦並未因此消失或變形，而是成為了新腦的基礎 。 在機能和作用上有少

許改變而已 。

我們在解剖大腦時可以在其的最底部找到腦幹，這部份控制7許多基礎生命

過程，包括許多簡單而重要的功能，像呼吸、血液循環和消化等，結構上稱為大

腦基底核 。 而爬蟲類的大腦幾乎完全由大腦基底核組成 。 牠們絕大部份的行為在

出生之時便已預定好了，在應付不同的情況時常有一定的內在程式 。 所以一些科

學家把腦幹稱為「爬蟲類腦」（ reptilian brain ） 。

哺乳類的腦有大腦皮層覆蓋著整個腦幹 。 不過皮層也分為舊皮層（也稱為

「古哺乳類腦」 old mammalian brain ）和新皮層（腦皮層） 。 舊皮層存在於大腦

邊緣，是大約在二至三億年前，由最早的溫血哺乳類動物進化時發展出來的 。 低

等哺乳類的舊皮層非常發達 。 牠們有不錯的記憶力和相對較少的先天決定性行

為，但行為卻以情緒帶動，也無法收集各種情報，並加以綜合分析再順應情況做

出適當的反應，就像人類孩提時一樣 。 人的舊皮層掌握了食慾、性慾以及「喜、

怒、哀、樂」等單純的感情 。 所謂隨心所欲的生活方式就是本能地依照舊腦的命

令方式生活 。

新皮層位於大腦的最外圍，是高等靈長類動物所特有的 。 皮層的表面面積非

常大，而且與思維能力成正比 。 人腦皮層的表面面積是近親黑猩猩的四倍 。 新皮

層發達使人類具有學習能力及特異的個體思想，許多行為均不再受預定的固定程

式影響 ，故人類是最不死板的生物 。 新皮層亦能抑制舊皮層率性的行為，是「原

則」的源來 。





在本篇的較早部份曾經提及，人的腦神經元在出世後就不會再分裂，數目也不會再增加 。 可

是腦容量卻加大了 。 那在腦襄面到底是什麼增多了？增加重量幾乎全在大腦皮層上發生 。 在人出

世時，用來維持基本生存功能的腦幹和小腦都幾乎發展完成，但大腦皮層仍在發育中 。 雖然神經

元的數目不再增加，可是神經元的樹枝狀的樹突（ dendrite ）不斷延伸並且分支出去 。 人的大腦

約有一平億個活動神經元，而每個神經元在成熟時可以有兩萬個樹突！史丹福大學教授羅伯特．

奧恩斯坦（ Robert Orstein ）在《 The Amazing Brain 》一書中曾提到，腦神經元可產生的連

結數目，也許比宇宙中現存的原子數目還要多 。 因此在出生後腦重量的增加很大部份歸功於這些

樹突的發育，致使大腦皮層增厚以及其他種類的細胞，例如神經膠質細胞（ glia ）的增多 。

神經元的樹突能自行打到應該連接的目標（靶細胞﹔靶區則指該連接的皮層上的特定區

域） 。 幼兒出生後，各個感官知覺的神經回路通過嬰兒和外界的接觸和自身的協調，經過神經元

的樹突正確地連繫起來 。 如果在嬰兒初生的幾個月內間礙了聯系的正確發展，很可能是神經元長

出的軸和樹哭不能到達目標靶區而造成相當嚴重甚至無法挽回的影響 。 曾經有一個義大利男孩的

其中一隻眼睛在完全正常的情況下失明，就是由於他在嬰兒時期為了治療輕微感染，將眼睛用繃

帶纏了兩個星期 。 結果那隻眼的神經元不工作 。 它們原來的靶區就被正常工作的另一隻沒有纏繃

帶的眼精的神經接管，造成了神經系統連接不當以致視力喪失 。 因此嬰孩時的妥善照料才是使孩

子大腦發展完善的重要因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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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蛙振初期，如果母親血液中有較高濃度

的男性荷爾蒙，女兒腦部的發展就會容易傾向

男性 。 出生後，小女孩在幼年時期的作風就

會傾向男性化，比如說喜歡和男孩子一起玩

耍 。 可是如果是男性胎見但母體的男性荷爾蒙

偏低，那胎兒在發育期自身男性荷爾蒙濃度大

幅提高前，腦部的特徵會較像女孩，行為舉止

自然也會較闢艘 。 在成年後，一般來說，男性

的腦比女性的腦要來得重一些 。 差別約在一百

到一百五十公克左右 。 但越重的腦不代表越聰

明 。 舉個例子，大象的腦袋比人的腦重上幾

倍，並不等於大蒙比人聰明 。 即使換算成腦部

佔身體質量的百份比來看，有一種每天要吃和

自身質量相當的昆蟲而出名的小動物一一跑

髓，牠的腦部所佔的百份比（～3. 33% ）要比人

類的腦佔的百份比（～2.33% ）足足多上百份之

一，但也不見得牠們會特別聰明 。

女性在語言機能上較男性出色已是公認的

事實 。 幾乎所有有關詞彙的實驗，不論是詞意

理解還是詞彙量的方面均由女性領先 。 根據至

今發表的實驗報告看來，女性的左腦與語言機

能有關的部份似乎比男性發達 。 還有一份耶魯

大學的研究報告發現，有相當數量的女性在思

考語言問題時同時運用7左右兩邊的腦皮層，

不像男性通常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只有左側的腦

部會發揮作用（是為「腦的側性化」’代表較

進步的機能分化） 。 這個結果還在一些病例中

得到證實 。 這應該與女性大腦的朋目ff體（用來

聯接左右腦，由兩億條以上的神經元組成的神

經纖維東）比男性的來得腫大有關 。 女性能通

過較大的阱目ff體有效地同時使用左右腦控制語

言能力，也使女性較為健談 。 可是，在古時卻

被男人冠上「繞吉、多嘴」的不白之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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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腦 1:.;gs闢i翩蝴

............................ ••••••••••••••••••••••• •1• ••••••••••• .. 
人類的腦部結情可分為大腦及小腦 。 大腦部分由皮質（新

皮質）、 邊緣葉（舊皮質）、腦幹及腦樑所構成 。 而大腦又可

分為左腦及右腦兩部份 。 別以為這兩部份是大小－?t~的啊，其

實人類的左半部份是比右半部份略大的 。 大腦的兩部份都有其

特殊功能，同時又可以互相補足 。 左半部份（左腦）控制身體

右邊的神經，而右半部份（右腦）貝lj控制身體左邊的神經 。

所有人都會有傾向使用左腦或

右腦多些的習慣，我們稱之為左腦或右腦優勢 。 大多數的科學家都是左腦優勢，因

為他們常需要使用左腦作理性分析 。 而藝術家則多為右腦優勢，因他們經常需要使

用右腦創作 。 那麼你又是左腦優勢還是右腦優勢的呢？想知道嗎？做一做以下的測

試吧！

左／右腦處理訊息的方法是很不同

的 。 即使接收到同樣的訊息，左腦會用語

言來處理這些訊息一一即是將訊息變成語言

來傳達﹔而右腦則會使用圖像來處理這些

訊息 。 基本上左腦是掌管理性分析、邏輯

思考的腦，而右腦則主管想像、創造和直

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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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當你進入班房、演講廳或暐堂的時候，你 4）你會依隨你的直覺行事嗎？

會選擇坐左邊還是右邊的位于呢？ a）會

a）右邊 b）不會

b）左邊

5）你會否將每樣物件都整齊地放在一個特定

2）你較喜歡以下那一種測試方式？ 的位置呢？

a）客觀的測試方法如選擇題、配對 a）會

的主觀的潮試方法如討論式的長答題 b）不會

3）你是否覺得經常對事情有預感？ 6）當你學習跳舞時，以下那一項對你來說較

a）是 有效？

b）否 a）跟著導師和音樂跳

b）學懂和熟練步法



7）你較喜歡每隔數年便將家俱的擺設移動一

次還是喜歡將家具保持原狀？’

a）移動

的保持原狀

8）你能夠不看手鎮而知道大約的時間嗎？

a）能夠

b｝不能夠

9）對你來說，以下那一種數學較易理解？

a）幾何

b）三角

1 0）對你來說，以下那一項較容易記？

a）別人的名字

的別人的長相

11 ）你較喜歡透過圖畫還是文字來抒發自己的

感情呢？

a）圖畫

的文字

12）你與人家交談的時候，你會相信其言語所

指的還是其聲調及動作所表達出來的？

a）說話內容

b）聲調及動作所表達的意思

13）你說話的時候會不會使用很多的手勢？

a）不會

b｝會

14）你工作的桌子是：

a）整潔的

b｝堆積著大量物件的

15）當你閱讀一篇文章時，你會選出重點來

看還是留意文章的細節詳情？

a）選出重點

b｝留意細節

1 6）你思考時喜歡坐正還是躺歐著的？

a）坐著

b）躺歐著

17）你較喜歡討論／做有趣的事情還是實用

的事情？

a）有趣的事情

b）實用的事情

1 8）做數學題的時候，

a）你能夠解釋為何你得到某個答案

b）你能夠得到正確的答案但你不知道

怎樣解釋

.................................................. 
： 計分方法：

.. 
: 若你在第3 、 4 、 6 、 1 1 、 1 5 或 1 7題所選的是（ b ）的話，請為每題加一分。若你在 ：
: 其餘的題目所選的是（ a ）的話，也請你為每一題加一分。若你的分數總和大於9分的話，你擁 ：

: 有的是左腦優勢。反之 ，若你的分數總和少於9分，那麼你擁有的是右腦優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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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開端曾提到人類終其一生也用不著其大腦（其餘）的 9 0% 。 不過越懂得克份利用大腦

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成就便越大 。 你希望開拓你大腦未經開發的潛能嗎？以下提供一些提高潛能

的辦法供讀者參考：

..................................................... 
增加創造力
你是否覺得自己欠缺創造力？是否覺得創造力只是一小撮人擁有的天賦才能？

其實一個人的創造力是高是低是由右腦所控制的 。 右腦具有自主性，能夠獨自產生想像

力、靈感、直覺等 。 創意是右腦跟據儲存在內的記憶加工而衍生出來的新構思 。

若你自覺創造能力太低，可能是你太傾向使用左腦來思考了 。 只是使用左腦來思考會將思

維限於一個特定的領域或思維網中，令人易鑽牛角尖 。 右腦的非線性／完整性思考模式能將思

維空間擴大 。 多點使用你的右腦來思考吧 ！

以下為大家提供一些需要運用右腦來創作的練習：

締習一以下哪個固彤與其他的

綿自三

締留五

不同？

t~ ' ;l ' 
A B 

司 之一 ，、 ） 't> I 的
c D E 

•＋紗
＋命紗

以下哪一個圓形能夠

連接上圖？

e 句句命

＋紗 命

A 紗 句句 . .

B 命， ＋ 4恥
c 有句 t 紗

D 紗 • t +

以下哪一個圓形能夠

連接上圖？

A 

B 

c 

D 

E 

綿習二

c 

以下哪一個圓形能夠

連接上固？

A a 

D E 

綿習四 以下哪個圓形與其他的不同？

巴 巴
~ C ~ D ~ e 

締習六

@ 

f) f) ' \ f> 

以下哪一個區形能夠連接上圖？

I) @ @ 
@ f) .f> ／九f) , f) ，.：：＇.具有 ＠ .f> ／＂－ 織

f) f) f) f) f) @@ @ @ 

A B C D E 

答案在第下頁



增強記憶力

如果要你記下以下五樣事物：書本、風箏、汽車、大魚、直昇

機 。 你會怎樣把它們記下來呢？

最有效把它們記下

來的方法是將這些事物圓

像化 。 試試想像以下一幅畫

面：你將一本厚厚的書本擲向

上空，擲中7一隻隨風飄揚的風

箏 。 風箏被書本擲破了，連同書本

一起掉下來，掉到一輛車子上 。 車子

被j鄭壞了，失控的掉進大海，撞倒了海中

的一條大魚 。 大魚吃7一驚 ，跳出水面，看

見上空有一架直昇機飛過﹒．．．．．

只是運用一下想像力，便能編出上述的畫面

了 。 有了上面的畫面，要記下那五樣事物便不困難了 。 若要編出一個有效記憶的畫面，便要注意以

下幾項：

一）畫面最好包含聲音

二）畫面色彩越鮮艷越好

三）動態的畫面較靜態的好

JFjl 

到這裡你或許會問：這些記憶都只是短暫記憶，兩個月後我又會把這五個詞語忘掉了，那

怎麼辦？其實任何記憶在剛開始的時候，都只是短暫記憶 。 只有不斷的複習才能把它變成永久

記憶 。 因此沒有別的辦法，只有靠不斷的複習 。 每隔數天便把畫面回想一灰，一個月後它便成

為永久記憶了 。

右腦練習答案： 1 . C 2. D 3. B 4.A 5.D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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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s Jj啞闖關廳聶圓圓

記得不久前香港有套電影叫

〈賤精先生〉’男主角陳奕迅從小夢想要

當消防員，結果長大後卻忘得一乾二淨 。 相

信我們也曾有過很多的夢

想，如考上十級鋼琴 、 考試

第一名、在運動會奪獎、和

心愛的人談戀愛等﹒．．．．．可是

現在我們又做到幾多呢？

可能在我們還沒有嘗試就

已經放棄了 。二十多歲的

Dej a y 卻靠自己一手一腳

出唱片、開演唱會、出

雜誌，到現在成為全

職音樂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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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jay 的神話 一人樂隊「The Pancakes 」 成員 Dej ay 是一個神

話 。

她一個人作曲、作詞、彈奏 、演唱，在家中用電腦

錄歌加混音，然後靠在圖書館打工賺的六七千元印製第

一批唱片 。 她把自己灌錄的唱片寄給全世界百多問唱片

公司 ，結果一問西班牙唱片公司回覆，為她出唱片 。 當

初她從沒有期望會出名，怎料一首（ a ｝ 被九巴選作廣

告歌，再加上在大氣中日夜播放。

the pancakes 「 Dejay 終於一夜成名 。」

D吋ay 音樂路途

我十七歲時早沮幾（戶I J-i 1 ﹔佑他、／J；〔 I立足示了他價錢比11!'1 干宜‘而且1J文 ( f.家中也 1﹔會＂＇－

j且﹔tfct地方， 11｝重要的是我riir再愛的樂隊也E叫ii 他 nJ ；注下 11,tt f1E﹔乏有再學， 井已覺得多﹔。

間就算、 －來l吐為什已︱賴 !· 1＼歲H 1i De jay ~W'~些評人月內 、 Julian 祖！此 postca 「d ’

出 l(i＇﹔ （ 很多 ｛i樂會 之偉u、T「icycle Ride「 fD Ginge「 b i scu it 個人樂隊名是參加

獨立存樂會 在香港大學修R\N1fl11譯于之 i<ti文的她曾在 4年机修諱，叫關tk

高﹔ j’音樂 Music Technology的課程、從現原來 －個人也l可以1+111n

片，於是1世組 （ 向 ~lllli呆的念頭 終扣在二考考考年 、 她：

︱」：歲時LH 1 ’第 ·1Kfl~I 人l唱片 · les bonbons sent 

b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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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cakes 

「我玩 one”man band 的原因主要是發覺一個人也可以做到一張唱

片，加上可以自己控制時間和風格 。 在外國也有很多one-man band 。

至於為何稱為『The Pancakes 』 ’我已經忘記了 。 有些人起名字是會有

特別的原因，可以向人解釋 。 但我用『The Pancakes』的名字並沒有特

別的意思，所以現在忘了 。 」

3

卡
U

H
門

「第一步是寫歌，然後再填詞 、 編曲、錄音 。 當中我所用

的工真有結他一一負責作曲和錄音 ﹔ 還有一部電子合成器，

keyboard 、鼓聲不日琴聲全部也是從那兒出來的 ， 再加上一部

電腦 。 接著我會想一張CD需要什麼 。 譬如一張CD需要一個

盒，那我便會想、怎樣去找一個盒回來，然後我會看看有什麼人

可以幫到我 ， 或者有沒有工廠生產類似的東西 。 當中也沒有什麼

困難 ， 有幾千塊便可以了 。 」

( f 1, \l 丹 Dejay tl.2 fl L',ii'-J們 f'1 z芽的主 jl l f市

「對我來說 ， 我又不覺得需要很大勇氣 。 橫豎那張唱片已經印了出來，寄給別人也沒什麼所

謂 。 如果人們喜歡你的作品，他會給你回覆 ﹔ 如果人們不喜歡，他也應該不會致電來罵你吧，況且

他也不知道我是誰 。 再者，我覺得人家喜歡的東西和我喜歡的不會相差太遠．．．． ． ．我估計我寄出7一

百張唱片也應該不會沒人回覆我，所以我也沒有擔心太多。」 看來 Dejay 所言不無道理 。

「低潮？回想起來，我又覺得沒有 。 可能因為我的期

望不是太大，所以所發生的事也總比我想像中好，最糟的

只不過是頭一年沒有足夠現金『找數』 ’後來周轉得來便

沒有問題了 。 另外，也許我有時候不是太懂得一些遊戲規

則卜 譬如我不太喜歡影相，結果可能令人誤會 。 另外我可

能做了一些事情，卻給人誤解成另一樣事情， 這也會令我

不開心 。 但是當我知道有人喜歡我的歌、買我的唱片 ， 而我又可以賺到錢，便足夠令我開心了 。 」

paneαkes 

原來 D司的的家人當初並不知道她出唱片的 。 「因為我二十一歲已經開始自己搬了出來一個

人住， 而且我的財政已經獨立，更何況我出唱片也不需要他們資助 ， 所以也沒有必要告訴他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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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jay 音樂

聽過 Dej ay 的音樂的朋友都大概知道她的歌都是節奏輕快，給九帶來愉快的感覺 。「籠統一

點說，我的音樂風格可以叫做lndie Pop ’那是一些傷心的歌詞配上輕快的音樂 。 有傷心的歌詞只

是因為每個人都會有不如意的事情，我只是把那些感覺寫出來 。 至於開心的音樂是．．．．．．其實我音樂

造詣不是很高，所以做來做去都是那些音樂，我不是刻意的 。 其實寫的時候，我沒有想過那首歌給

人的感覺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 但是 ， 人人聽完後都說是一首開心的歌，也許我不懂去做傷心的音

樂吧 。 我想我不會刻意去寫慢歌，歌寫完了是慢便是慢吧 ！ 」

對於不同的音樂種類（例如 l芯B 、 Hip Hop ) , Dejay 並無特別的喜好，但對 lnd i e Pop 則

較為情有獨鍾 。 「我是選樂隊去聽的，並不是因為他玩某一種音樂 。 無論他們玩的是哪一種類型的

音樂，總之好聽便可以了 。」

每個人也應該有他們喜歡的歌手或樂隊，那麼誰是 Dejay 的最愛呢？「在美國，我喜歡一隊

叫做Cake的樂隊，另外美國有問唱片公司叫Kinde「core ，他們所出的唱片也是我鐘愛的﹔在內地

的歌手中我喜歡竇唯﹔本地我則較喜歡林一峰 。」 似乎廿

多歲的 Dejay所喜歡的音樂人都有點冷門，並不太為人熟

悉 。 「我不是因為他們另類而喜歡，也不是為了標奇立異

而去選擇一些比較少人喜歡的東西，而是我真的覺得好

聽 。」

\gJ 

sof1α2 
shining 

De jay 在音樂以外 sof1α2 

·... ．．叫“…卅一.，

除了自己出碟， Dejay還做了很多東西 。 她自

資出版了一本音樂雜誌一一－ sofa ，隨書還會附送一

張 CD ﹔此外她創辦了一間叫 rewind 的唱片公司 。

「我出版sofa的原因是我覺得很多人想發表自己的作

品，但可能因為缺乏名氣或人際關係的緣故，以致

沒有機會讓大家欣賞到他們的作品 。 他們需要一個

jJ之一一一

s) ~- so~~：~~： I 已！

發表的地方，所以我想提供一個地方可以扮演到這個角色 。 至

於 「ewind ，雖然一向以來我都有唱片公司幫助我發展全球市

場，但是我要求留下香港的市場給我自己，所以我創辦了

rewind 。 另外，我覺得香港很細，我認為我有能力獨力應付香

港這個市場，而我又是在這裡長大，而且我也希望可以幫其他人出唱片，所以便成立了rewi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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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jay 的未來

R我的目標是繼續做自己想做的東

，正如她出唱片的時候也

預料不到半年後竟然~－天，買輛守曹悔？可~咽揖且她又會有何反應？「那

就要看看到時我是否..，咕音樂 。 我自己也沒有想過可以做一世音樂 。 可噩兩年後我會覺得悶，

那麼我便會放棄做喜樂，︱！專行去打工：又可能那時我想繼續做但卻沒有錢 ，男獻便會去打工， 放了

工之後再做音樂吧 i 」愛創作的她不做音樂會做什麼工作呢？「以前在圖書直讀﹛l· 現在卻想在郵

局工作， 因為不用點自筋啊 」

…有唱～請岫做歌手
「不過我相信也i支有什麼

、要強迫我做一些我不願意做

的事 。」

其實 The Pancakes 做了 one-man band 這 z久，如果將來遇到些志同道合、風格相近的朋

友，會否嘗試一起合作？「在十一月出的那張唱fkJ ， 我將會和很多人一起合作 。 其實我一個人做音

樂做了這麼久，也想有一些新鮮感 。 很多人已經調道我是一個什麼類型的人 ，那麼我用這種身份和

其他人合作，大家會知道對方的立場，就不會i唾盪大家太緊 。 那麼我和其他人合作，也不會覺得辛

苦 。」

對於有意創作音樂、想出碟的朋友， D呵呵有這樣的忠告 ． 「最重要是自己喜歡 ， 不要介意

別人怎麼想，因為有些東西不能夠預計，就算你做了一張你以為很多人會喜歡的唱片，可能最後也

是沒有人喜歡 。 那不如去做自己喜歡的東西，而不要去猜別人喜歡什麼 。 」這可能是Dejay的成功

之道吧 。

已 訪吋…一鵰冷酷的一…何
跟她接觸，怕訪問的效果不佳 。 ；E,料訪問時 Dejay 的態度非常親切，並盡量

回答所有的問題 。 另外筆者也想不到Dejay 的人生是跟大家這麼不一樣，她

會獨個兒去歐洲開演唱會和探望朋友﹔除了懂得英文之外，她又能操流利的德文和

the 日文 。 在此希望Dejay 能夠在音樂方面繼續發展，令香港樂壇更多元化、更多
pαncαkes 

姿多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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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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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牌檔吃晚飯，絕對是隨便不過的事情，你可以穿短褲和拖鞋、可

以不梳頭、更加無需講求儀態 。 總之，只要不違法，絕對沒有人會干涉

你 。 因為到大牌檔的，不是一家大小、 三五知己，就是親朋戚友，無人

會因此感到拘謹，只有盡情享受 。 可惜，隨著政府不再發新牌照，大牌

檔已經愈來愈少，相信終有一天逃不過在香港絕跡的厄運 。 從此，

我們再也不能品唱到這種街邊熟食檔的風眛7 。

大牌檔，相信大部份同學都一定到過，它提供的食物、價

錢、環境、擺設．．． ．．．筆者都應該不用多說，不如就談談關於大牌檔

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吧！

有否想過為什麼人們把這種露天食肆稱作「大牌檔」呢？不說不知，原來這與政府發

給經營者的牌照大小有關 。 香港法例規定，食肆必須要設有洗手間，才能獲發經營牌照，

但由於這些街頭食肆並沒有設置洗手閉，因此，不能跟一般食店一視同仁 。 而發給這種食

肆的牌照面積，跟發給賣水果蔬菜小販的大數倍，故稱之為「大牌」檔 。 另外，有人把

「大牌檔」寫作「大排檔」，其實亦不無道理 。 因為大牌檔是在行人道或小巷中一字型排

列出一張一張的桌椅來經營，故此「大排檔」亦通用 。

早期的大牌檔經營牌照只會發給因公受傷而缺乏福利機構援助的本港公務員 。 由於他

們無力負擔家庭的生活，政府因而特許他們經營大牌檔這種小生意以維持日後的生活 。 三

﹔欠大戰後，戰時受傷或殉職的公務員及戰俘家屬亦可申請領取牌照經營 。 但到了後來，這

項限制都取消7 。

初期大牌檔均由公務員家屬經營，及後則有投資者向檔主租用，以合夥名義聯名申

請，因此不少檔主要是靠收取租金來維持生活的 。 凡是大牌檔必屬熟食生意，均要依詣

夜市收入 。 每逢夜晚，大牌檔店舖前的行人路必定排列成行，座位擴張至十張八張桌

子 。 這樣其實是觸犯了大牌檔的條例，應受當局檢控 。 因此，大牌檔經常要「走鬼」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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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五四年起，政府已不再簽發新的大牌檔牌照 。 時至今日，大牌檔的持牌人往

往已經超過六十歲 。 除非是子承父業，否則若持牌人逝世，有關當局就會收回牌照，穹

放補償金，並要求結束營業 。 目前仍有若干檔主因與合夥人（租客）仍有條約要履行，

而且合夥人亦要經過一段時間才可解雇在職的員工，種種原因下，大牌檔還要一段時間

後才會日漸減少以至絕跡 。

大家好應該趁大牌檔絕跡前，多些去享受這種香港獨有的地道文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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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篇－－－－－－－－－－－－－－－－－－－－－－－－－－可
...... ~ 

縱然今日資訊科披發展一日千里，這代孩子不愁苦悶，對著一台電腦也可消磨

整個週末，但是他們可沒有我們這代在假日嚷著到蕩園遊玩的可貴經歷，令筆者

驟然覺得我們也有我們兒時沒有電腦的幸福啊！提起昔日的嘉園，相信大家都

難免勾起不少美好回憶，雖然現在這個遊樂場已經不復存在，但相信它永遠也

會埋在我們的心底裡 。 現在就讓大家一起來細意回眛一番屬於我們的童年歡

樂吧！

蓊園在一九五零年開業，由蔣伯瑛先生負責管理，蓊圓的前身是位

於港島區的「九龍穴遊樂場」 。 後來遷往結束前的地址，由於那兒叫蕩

枝區，稍作改名後，就成為為人熟悉的「蓊園」 7 。 蓊圍在一九四八年

開始動工興建，兩年後竣工，建成前宣稱佔地連一百六十萬平方呎，但落成後卻

只有約五十萬平方呎，不足之前宣稱的三份一 。 當年開幕時，蓊園更以「南中國唯一近代巨型遊樂

場」作為宣傳賣點，用以招律本地及外地的遊客 。

早期的蓊圍以劇場著名，共有九個之多，全都以數字來編排命名，即是第一劇場、第二劇

場．．．．．．如此類推 。 依灰序分別是西片場、廣東大戲場、跳舞台、女子歌壇、魔術與趣劇表演、京

劇、外籍人士以古靈精怪扮相表演、猩猩美人和科學美人（實質上是跳艷舞，因為有傷風化，多﹔欠

遭到檢控，所以後來取消了） 。

另外，眾所罔知，蓊園設有很多新奇刺激的機動遊戲，包括過山車、摩天輪、碰碰車、叮叮

船、旋轉木馬、 咖啡杯、架空列車、太空輪等等，通通都留有我們的足跡 。 在結業後，有部份機動

遊戲如碰碰車被賣往中國內地及東南亞等地區的遊樂場，但一些過份殘舊的就唯有被淘汰棄掉7 。

除7機動遊戲之外，蓊圍還設有許多有趣的攤位遊戲，例如 ： 拋一

元硬幣贏香口膠、錯射激光槍、幸運百寶機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贏

取過大獎呢？相信我們對這一切的印象都非常深刻難忘啊！

蓊園附近有一個大海灣，可供遊人進

行各項水上活動，如暢泳、划艇等 。 有趣

的是，原來蓊圍更有提供免費的財物及沖

身服務，可真照顧周到！

蓊園也有 R J呵？
過它輝煌的日

子 。 在全盛時

期，嬴園每天

的入場人數可
謂相當黨人，

平均每天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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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千名遊客入場， 真是一時無兩 。 當時，成人的收費只是港幣六角﹔而小童則是三角，對現在的

我們來說， 實在便宜之極 。 為了應付市民的需要，當時的蓊園更營業至晚上＋一時呢！

蓊園最為人囑目的，可說是動物園 。 動物間在一九五一年開業，是香港第一間、亦是唯一一間

的私營動物園 。 該動物園佔地約十萬呎，曾飼養過不少討人歡喜的動物如獅子 、 老虎 、鱷魚、長頸

鹿 、 猴子等， 深受市民歡迎 。 但是到了後期，由於遊客數目開始減少，蓊園決定在一九九三年七月

三十一日關閉動物園 。 在七＋至九＋年代這二十多年間，動物園發生7不少大事 ，相信人們都淡忘

了 。 在七十年代， 一頭老虎竟能逃過管理員的視線和鐵籠的枷鎖，逃7出來，結果遭警察開槍擊

斃 ， 叫人恐慌又傷心 。 一九七五年， 一個泰國馬戲間來港表演，由於反應欠理想，以致經費不足，

於是把九隻大愛寄養在嬴園，最後更可笑地要籌錢將牠們送回泰國 。 一九八九年， 一頭美洲雌獅把

管理員抓傷了，然後逃走﹔同年，有一隻被列入7健力士記錄大全 世界最大的鱷魚來港展覽

半年，吸引 7大批市民入場一睹牠的風采 。

每﹔欠暢遊蓊園裡的動物園，在眾多的住害中，有一位我們定必會去探訪一下的 。 牠無時無刻都

像明星般被一大群擁護者包圍著 ，不用多說，牠便是那頭醒目可愛的大象 。 你可記得牠的名字嗎？

讓筆者提提大家，牠叫做「天奴」 。 天奴於一九五八年被賣到蓊圈，住在四百餘口尺的地方，當時的

牠只有四歲，是香港唯一一隻「大蒙」 。 因為牠來港前，曾在馬戲團受訓及表演，故懂得自己洗

澡、對餵飼牠的遊人拱手示謝等，深得遊客歡心 。 單看它那龐大的身軀，就可想像到牠的食量是相

當驚人的：牠每天要吃兩大聾 ，每餐大約需要二百斤的份量 ，包括草、生果 、 飯等，每天大概要花

費一百港元來餵飼牠 。 很多遊人都喜歡買香蕉等水果來餵飼牠，在最鼎盛的時候， 附近的水果商販

每天的生意可達二 、 三千元 。 叫人感到傷心欲絕的是在一九八九年三月，伴著我們成長的天奴突然

不支倒地，因急性肺炎而逝世，終年三十一歲 。 直至現在為止，我們都再也沒有在香港見到活生生

的大象7 。

在動物園結束後，那些動物都被送往深圳的西麗湖 。 正當人人都已

經放下心頭大石，以為牠們擁有一個安樂窩之際，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於

一九寸17\年在會訊f刊登了一篇報導 ，披露了西麗湖內動物的慘痛經

歷：有多隻黑熊口鼻穿破﹔有很多~em

' 子及老虎慘遭被牙去爪 ﹔ 一隻獅子的
腳掌潰爛不堪﹔一隻老虎更被迫像機

械般不停旋轉走動﹒．．．．．那些動物的慘

痛遭遇令聞者心酸，聽者流淚﹔那些

虐待動物的人真是殘暴不仁，行為令

人髮指 。

蕩圍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正式結業 。 在結束前一連四日的公~假期內，雖然天氣乍雨乍

睛，但遊人依然把蓊園擠得水洩不通 。 最後一天有超過二萬人入

場向蓊園道別，遊樂場更延至凌晨一時才關門 。 第園終於在一片

熱鬧且傷感的氣氛下，結束了它四＋七載的生命了 。



「
交通篇 ......... ... . ... －－－－－ι－ 小時候到九龍城去，每灰有飛機在頭上飛過，總得用雙手掩耳，很是

討厭 。 現在，舊的歐德機場已給新的赤鱗角機場取代了，在九龍城再也

聽不到吵耳的飛機聲，留下的只有令人懷緬的回憶一一離別的哀愁和

重逢的喜悅一剎那都湧上心頭 。

眉立德機場（正名為香港國際（歐德）機場）建於一九二八年 。

它曾經是全東南亞第二繁忙的空港 。 而在八十年代，它更一直名

列於國際航空客運量的前十名之內，做德機場為香港創下不少騙

人的紀錄，我們香港人應為舊日的歐德機場而感到自豪啊！

你們司有想過「眉立德」 一名的由來呢？就讓筆者來告訴大家，「眉立德、」一名其實是取

自華人大律師何歐和商人區德的名字，再結合而成的 。 但至於原因，說法就有兩個： 一是

說他們二人合作開設的一間歇德公司，在歐德機場的舊址設立貨倉，因為當時市民普遍都

知道貨倉的所在地，所以就順理成章地把後來建成的機場贖作「敵德機場」 。 而另一個說

法是在一九二四年，由於國內動盪，大量難民同時間湧來香港，故急需地方棲身 。 何歐、

區德和曹善偉三人有見及此，便向當時政府申請在九龍灣附近一塊由填海得來的地皮上興

建住宅區 。 可惜，何歐和區德二人在工程期間先後去世，工程因此延誤，並中途停7下

來 。一九二七年，前皇家英軍飛行員，欲成立飛行員俱樂部，又得到當時港督金文泰的支

持，便斥資收購這幅土地來興建機場 。 因為這塊土地是由何傲和區德投資開發的，所以後

來，政府就以二人的名字把機場命名以作紀念 。

眉立德機場初時只是用作軍事方面，到7一九三六年，開始發展成民航客運機場，正式

引領香港進入國際航空的新紀元 。

做德機場由落成至停用，已超逾半個世紀，難免發生不少軟事，但很多都是鮮為人知

的，現在就讓筆者在此「被露」其中一些 。

首先，在五十年代以前，機場的跑道是由太子道伸延至觀塘方向 。 因為當時飛機班灰

並不如後期般繁忙，所以每當沒有飛機升降時，便會把跑道兩端的間打開給車輛當作馬路

使用 。 跑道竟可作馬路用，我們這代可真從沒有聽聞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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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做德機場的第二條跑道於一九五八年落

成敵用 。 這條新跑道可供高科技飛機升降，自此，

香港的航空業正式揭開7新的一頁 。 為7隆重其

事，敵德機場舉行7一﹔欠盛大而又與別不同的開幕

儀式 。 儀式開始前，工作人員先在跑道上空拉出一

條長長的綠帶，當儀式正式開始，一架直昇機載著

當時的港督柏夫基忱儷，在離地＋多尺左右的空

中，直衝向縣帶，仿如一把剪刀把紹帶剪成兩段 。

儀式結束後，精彩的表演還陸續有來，先有噴射機

在空中作花式表演，繼有各大航空公司派出最美輪

美臭的飛機在空中巡行 ，吸引 7約五 、 六萬市民圍

觀，場面壯觀 o

I 此外，雖然敵德機場在先天的地理環境限制

I 下，位處於繁忙的鬧市之中，而且四周都是山，因
此被世界公認為最危險的機場之一。 但可幸的是，

飛機失事率並不高 。 根據資料顯示，在一九四五至

六五年這二十年間，只發生過九灰意外，比率甚

低 。 其中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的一灰飛機失

事意外中，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一架菲律賓航空公

司的飛機運載著一批黃金來港，但不幸地在柴灣柏

架山附近失事，當時傳言滿山是金，人們爭相前往

搶奪，軍警立刻封鎖現場，事後並沒有公佈損失 。

敢德機場曾經過多番擴建，特別以在一九五五

年至一九五八年間進行的工程最為龐大，那項工程

興建了一條長達二千五百米多的跑道 。 可惜，踏入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做德機場始終跟不上香港發展

的步伐，使用量已達到飽和狀態，港督衛奕迅爵士

有見及此，終在一九八九年宣佈將於大嶼山赤鱗角

興建新機場，代替眉立德機場 。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的一夜之間，香港上演了

一齣新舊機場交接的鬧劇 。 無論如何，赤綿角新機

場終正式上任，眉立德機場亦光榮引退 。

_.J ___________________ _ 

自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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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複製前起關鍵作用的蛋白質一－Noc3p

香港科技大學生物化學系助理教授梁純博士之研究成果

一年前 ，已經有科學家發現了Noc勻的存在，並且將它命名。當時，只有其中一個Noc甸的功能被

發現 ，那就是在蛋白合成（ Protein Tran slation）中起了，作用。而梁博士則在今年發現了 Noc甸的男

一個功能 ， 那就是在去氧核糖核酸（DNA）複製前起著關鍵的作用。雖然Noc3p只是一個蛋白質 ，

但是它以下兩個功能證明了它的存在意義：

第一 ，在細胞分裂之前 ， DNA 是先需要複製的 ﹔

第二 ，如果細胞要生長 ，蛋白合成這個過程是必須的。

由此可見， Noc旬在兩個很關鍵的生物過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ONA複製起始蛋白質

能夠在DNA複製前起著關鍵作用的蛋白質一般被稱為「DNA複製起始蛋白 j 或 「DNA複製敢動蛋

白 j ，所以 Noc3p也可以被稱為一個 DNA複製起始蛋白。除了 Noc旬，還有很多其他起始蛋白 ，

根據科學資料，還未完全知道總共有多少組 「 DNA 複製起始蛋白 j ， 但是已發現的就有五組

DNA 。而 Noc3p 是不屬於任何一姐的，但是它在第一組和之後幾組之間架起了搭橋的作用。

如果沒有了這些蛋白質， DNA便不能夠複製﹔細胞也就不能夠分裂，最後生物便不能夠生長。這

證明了 DNA 複製是生命和細胞生長過程的基本，所以 DNA 起始蛋白質的存在意義也變得重要。

DNA複製起始蛋白質的研究 梁純傳士

梁博士的目標是要找到所有DNA複製的起始蛋白質。今次所找到的Noc旬，是由他與他的研究小

姐通過酵母的遺傳篩選法（ yeast genetic sc ree rv 發現的（從圖一可看見一些酵母的照片） ， 找到

後更成功證實與DNA複製是有關的。（從圖中可以看見梁博士研究時所用的儀器。圖二是一個顯

微鏡。圖三是一個月LC System ， 用作分離蛋白。）

他這項研究成果已於二零零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細胞》期刊上發表。《細胞》是專門刊載最前

沿現代生物學研究的權威學術期刊 。而梁博士更是香港首位研究員獲這本期刊刊載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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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藉此機會訪問了梁純博士，以下是訪問內容 ：

梁純博士 〔 梁 〕

編輯委員會〔 編 〕

梁純博士的研究成果

/. , 

編 ． 從資料中得知發現了這蛋白質對癌症的研究帶來貢獻 ， 可否簡單說一說怎樣起了幫助呢？

梁 ： 具體就很難說。簡單來說，癌的生長是靠癌細胞的分裂 ， 即是當一個很小的癌組織要變成很

大的癌組織 ， 必須通過細胞一直分裂下去。每一個細胞要分裂，都要經過DNA複製 ， 所以能夠間

止 DNA 複製，便可以間止癌的生長﹔要阻止 DNA 複製 ， 其中一個方法是抑制這些起始蛋白質。

編 ： 除了在醫學上有貢獻外 ， 會不會在其他方面也有貢獻呢？

梁 ： 會。那就是對生物學的理解。作為一個生物學者，在理論研究上，我們是需要理解清楚所有

生物過程和生物機制。從這個研究過程中得出了很多結論和定律 ， 這些發現可以是關於疾病、食

品、農業和環境等方面。而且DNA複製是生物過程最基本的一步 ， 所以能理解這個過程 ， 對生物

界是很重要的。

梁純博士研究後的感想

編 ：為什麼梁博士會選擇做這方面的研究？

梁 ： 其實當我修讀博士學研究員的時候 ， 已經一直在研究DNA的複製。當我認識到DNA複製的

重要性時，便引起了我對DNA的興趣。因為DNA複製與癌症的研究有著最緊密的關係 ， 所以我希

望有一日 ， 這些研究能促進對癌症的治療。

編 ： 可否說一說成為香港第一位研究員獲《細胞》期刊刊載研究成果的感想？

梁 ： Modern Biology 〔現代生物學〕是研究生物過程的機制 ， 這份研究論文能夠發表在《細胞》

這本雜誌，當然是很高興的事，特別這是香港第一篇的研究論文能夠成功地刊登在這本雜誌，即使

中國國內也未有研究論文可以刊登於這本雜誌。而且我們只是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能走到這一步。

因為《細胞〉〉是生物學影響力最高的一本雜誌，所以這份研究論文能夠刊登在這本雜誌內 ， 是有很

大的影響力的。

編 ： 在研究過程中 ， 有否過過困難？

梁 ： 科學的研究一定有困難，在我的研究中，有些項目會特別困難，有些相對會比較容易。因為

我們擁有篩選蛋白這個很強的工具 ， 所以能夠找到 Noc3p 並不難﹔但是要證明 Noc3p 是一個 DNA

複製起始蛋白和研究它與以前所找到的那幾組起始蛋白的相互作用，就需要做很多的實驗，在這程

度上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能發表在《細胞》 ， 說起上來就相當困難 ， 造成果不單只是一個重

要性的研究 ， 還是一個高質素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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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 當中有否想過放棄？

梁 ： 沒有。從沒有想過放棄，因為當一個項目並未證實是行不通的時候，都不會想到放棄的。

編 ﹒ 今次的成功會否對將來的研究更有信心呢？

梁 ． 其實信心一直以來也有 ， 今次的成功對我來說是形成了一股推動力 ， 而且對研究各方面都有
了促進。

梁純博士與科大

編 ： 為什麼選擇了科大作為工作的地方l呢？

梁 ： 完成博士學研究後 ， 便想從事教授的職務 ，而科大是其中一個選擇 ，加上在面試時 ， 看到學

校裡的氣氛和環境也很好，所以便選擇了科大。

編 ： 在科大裡做研究和任教有什麼感受呢？

梁 ： 研究方面 ， 環境不錯 ，但是資金就不太足夠， 像工業和政府的支持是很有限的， 所以在這裡

做研究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相對於美國和內地，她們不斷增強對科學研究的資助，但香港就沒有這

些政策或機會。所以我是有一點憂慮 ， 因為我們是有能力做得更好，但是受到資源所限，我們不能

做到像歐美那些國家那麼出色。任教方面，與同事的相處沒有特別的問題。反而 ， 當我在教學時 ，

有時會感到很失望 ， 因為有些學生不夠用心，不是說他們不好 ， 其實他們的本質是很好的 ，只是他

們讀書的原動力不夠。

編 ： 有否一些鼓勵或教訓的說話對科大的同學說？

梁 ： 對一些讀科學的同學 ，我會說 ： 如果真是喜歡科學，你們所追求的或是將來的職業會為你們

帶來充實的生活 ， 不過也將會帶來很多的辛苦 ，而報酬可能會比不上做商業或其他的職業。不過從

事科學的工作 ， 每 日都會有新的追求，是十分充實的 ， 但條件是一定要喜歡科學。如果喜歡科學 ，

在這漫長的人生過程裡，你會得到一樣東西是其他職業所不能給予的，那就是滿足感，有了滿足感

就可以享受生活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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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博士專長於DNA複製與癌症的基礎及應用研究。他是香港首位研究員接《細胞》刊載其研究成

果。 他於一九九二年在美國布朗大學獲取生物學博士學位 ， 並獲Barry Ros巴11分子生物學i憂異獎。

畢業後他於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八年在世界著名的生物技術研究所美國i令泉港實驗室（ Cold Sprin 

Harbor Labor or‘y）從事博士後研究工fF ， 並在一九九八年加入科大。

相片提供 ： 梁純博士

資料來源 ： http：／／叭叭Vust.hk/webaa (press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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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身份證 智能卡應用的簡介

香港特區政府在今年已經為即將推出的新身份證作出宣傳，其間曾經發生過一些小風波，如在字眼

上起了爭論 ， 不過最後在今年九月都決定了採用「身份證」而不用「身分證j

其實我們最關注的並不是字眼上的爭論 ，而是為什麼需要轉用這新身份證？轉換身份證到底為我們

帶來了什麼益處呢？今次這新身份證將會是一張智能卡，不再像我們現在擁有的那張過膠的身份

證。究竟什麼是智能卡？現在就帶大家一齊去看看吧！

智能卡

智能卡〔 Smart Card 〕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推出的。智能卡是在一張大小與標準信用卡相同的塑

膠卡片中嚴入含有微處理器、儲存器和輸入／輸出接口的集成電路 （ Integrated Circuit 〕晶片而形成

的，使該卡能儲存及處理資料。

晶片

晶片具備儲存功能和信息管理功能 ， 就像一台微形計算機。

智能卡與 IC 卡

智能卡具備普通 IC 卡所有的功能和特點 ， 它的硬件組成有 CPU 或 MPU 、 EEPRO!\I［ 、 EPROM 、

RAM 、 R0!\11 等等 ：

· CPU 或 MPU ： 主要的功能為系統的中央運算、處理和管理﹔

· EEPROM ： 數據儲存器，

· EPROM ： 程序儲存器 ：

· RAM ： 主要的功能為臨時工作數據的儲存﹔

· ROM ﹒ 主要的功能為儲存操作系統程序。

男外智能卡內可儲存安全控制軟件，本身具有檢驗PIN （個人身份証明號碼〕、確定持卡人合法

性的功能 ， 其儲存容量可達到 64KB 至 51 2KB ，拓寬了普通 IC 卡的應用。

相信大家也簡單地明白到智能卡是一張怎樣的卡。其實若果要深入探討智能卡 ， 還有很多十分複雜

的系統，如智能卡的發卡系統，由於太過繁複及版面所限，我們不會在這裡多加探討。現在就讓我

們看看智能身份證為我們帶來什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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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身份證

當知道什麼是智能卡後 ， 便會更清楚明白新身份證的結構比舊身份證的結構較為複雜，而且功能和

用途也相對較多了。〔固中可看見一些智能身份證的設計樣本，不過還未定案將選取那一款〕

ull，水久i1:I.圳、均﹛恥”
，呻.，恨。”G'llM.lJrtt啊，oumno’。

第一直直設計 第二：：＞.設計

。’。”目，‘．、.... ，﹒？、‘﹒’，k、’、、‘、 4 “’，、 ’。’、‘、．．．

烈

第四款詭計 第五i:>.設計

智能身份證土的晶片所儲存的資料

個人資料和相片 ， 資料內容與印在現有身分證上的資料相若：

叫，！）； ’，，J：＇.人111.'lJ弋E j {;J,d 
”。”..。”位，UNA側曙＂＇’。lHllTY CAIO 

第三i:>.按計

’， 1 ’。、’
1111、’，趴‘ ’、e ””、’、、’、 4 ，目 ，自 、 1 ’ ，、‘、’‘’，

。
第六i:>.話計

載有持證人一對拇指指紋的模板，以不能還原重組指紋的數字形式儲存﹔

非永久性居民的逗留條件和期限﹔

為其他非入境事務的增值用途而加入最少量但必須儲存的資料。

以上所提及的增值用途，其用意是希望方便市民 ， 但增值與否取決於市民的個人選擇，增值用途的

項目包括：駕駛執照、借書證和數碼證書等等。

智能身份霞的安全性保護

新身分證將採用現時最尖端的激光刻蝕技術和最精良的防偽技術印製。此外，晶片內的資料配合特

殊的指模核對技術 ， 更可提供額外保障 ， 確保只有持證人才可使用自己的身分證。

市民如果不小心遺失了身份證 ， 晶片裡的資料也不會洩漏 ， 因為晶片內的資料全都經過加密技術處

理 ， 變成了一些解不遁的數字 ， 未獲授權人士根本無法解讀其內容。

使用智能身分證的優點

更安全可靠 ： 以上已經提及過 ， 晶片內的個人資料不容易被其他人竄改或使用 ：

更方便 ： 持證人可享用一卡多功能所帶來的方便﹔

出入境更快捷：方便日後實施全自動化旅客出入境檢查系統，屆時可縮短輸候過闊的

時間﹔

更高質素的服務 ： 市民可透過互聯網或自助資訊服務站 ， 使用政府服務 ， 毋須親身前

往辦理。

相片來源 ： http: //www.i nfo.gov .hk/i mmd/ch inese/idcard/ 

資料來源， I ) ht tp://www. in fo.gov . hk/ i mmd/ch inese/idcard/ 

2）明報二OO二年九月九日標題智能身分證棄分用份

3）明報 二OO二年九月十一日標題 ， 智能身分證增數碼證書

4) P. J O （（智能卡應用系統》黃清、云 、 李也白 、 王福成等繡著〔 2000 〕清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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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假設我們有：

〔 一〕 三部電腦需同時上網及互

相傳遞資料﹔

〔二〕 一個寬頻戶口 （ 如

Netvigator 網上行 〕

〔 三 ） 一部申請寬頻時的

m叫。n 。

Fig. l Rm 1 Rm 2 Rm 3 

3. STEP l 

我們先了解一下所需工序：

〔一〕 所有電腦與modem 都連接起來 ﹔

〔二〕 把其中一部電腦作為SERVER ，此電

腦基本上不會關掉電源，以供各clients

存取資料及上網之用 。

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g.2 

4. STEP 2 

確定一下所需材料是否齊備：

〔一〕 3 張 E thernet 10/100 網絡卡 [ Fig.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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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因所需

[ Fig.4 ]

〔二〕 4 條 CAT-5 cable 
情況而決定 〕

l
i
l

－
－
－
斗

[ Fig.5 ]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五〕 5 - port hu b 或 switch

[ Fig.7 ]

RJ -45 鉗一隻〔 三〕

﹛筆者

[ fig . 6 ]

〔四〕 RJ -45 connector 8 粒

建議初學者預備 10 粒以防失貝頁 ）

5. STEP 3 

問題來了 ， 我們怎樣把電腦A 、 B 、 c 和 mod已m連接起來呢？記得我們有四條CAT-5 線嗎？幸

者就教大家「甜訝J 吧 ！

Straight-through 和 Cross”。vcr

要「鉗線J ’ 先要了解線的種頡 ’ 在 LAN 中最常用的就是 Straight-thrm削gh 線和 Cross-over練了 ．

I ！ 其質它們都是由叫 COlll

L 七. 

Fig. 8. 2 - Crossover - Straight-through Fig.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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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戰 ：

〔一〕 把CAT-5 線的外層剪去﹔ 〔 Fig . 9 〕

〔二〕把顏色線順序排列成所需的樣子〔 Straight-Lhrm叭／cross-over 〕

〔參考 fig . 8 .1 /8.2 〕註 I : 

〔三〕用剪鉗把線端剪齊 ：

〔四）套上的司的 conn巴ctor:

〔五 〕 用 RJ -45 鉗用力把線壓賣 。

[ Fig.11 ) 

（ 六 〕 完成 〔 Fig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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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
︱︱

小型網絡DIY ﹒軟件篇 ︱︱
︱︱

I. 安裝好全部device的硬件部份後便來到軟件了 ，軟件方面分別有 ser閃閃ide;f'U client-side 的設 ︱

定 ， 基本上是很容易的。

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二三三二三三二三三三三三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_J
2. Client-SIDE 吉艾定

︱ 在連接server之前﹒我們應先把各clien ts設定好﹒以免有衝突的情況發生。筆者所用作示範的陣作

︱ 系統全部是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P3，但 client 的設定基本上在全部 OS 都是一樣的 ， 各位不用

︱ 擔心操作系統不同的問題。當然 ，理論是一樣，但設定的方法仍是各有不同的，請各同學留意。

︱ 設定 TCP/JP
︱ 苦果不同種族的人，例如日本人與法國人，要互憫他們該怎麼辦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他們
︱ 都用大家都明白的語吉 〔如英語 〕 ’ TCP/IP就是這種橋榨一一 一種電腦 、操作系統之間都明白的

I r 語吉 J ，好讓資料能準確傳送。 TCP/IP 因 Internet 的廣泛應用，已經漸漸變成電腦界 Networking

I Protocol 的其中一個標準了。 Microsoft 亦把 NT4 的 NETBEU l 在 Windows 2000內的 default network

I ing protocol移除 ，取代代之的是 TCP/IP ﹒可想而知 TCP/IP 對 networking 的重要性。

︱ 要在 Windows 2000內設定 TCP/IP 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只需數個步驟便可：

I STEP I 

: 11 r色 w1柚ws Update 

三1•也 向呀ams

Fig.I 

STEP2 

Dial-up Connections 

Fiie Edit View Fav叮l協 Tools Advanced 惜Ip

+-Ba叫k v 呻 v 臼 I If\知arch 旦，Fol也rs C, I 姐也 ×的 ︱ 函，

Add陀ss j .i!l 恥枷αk叫 Dia l叩C們有ctions 斗 θ臼

Right click [ L ocal Area 

包 】4 什 昌 龍 也
- I Make New Dial-Lp H小JET

Network and I c叭就tion Interface 
Dial-up · 
Connections Connection 〕→選（ Properties ]

『I Local Area 」國lfl r~：）民r,=---_-_----:_-_-_-....:-_-_-_-_-_-－~二 11 1

111 ype: 叮 ζ苦心t
1日Di似的s the pr研討臼 oftl--.e 叫ec Def臨

-!) .. 可 •:t=ll[:l,.-

后



主凶

位主

STEP4 

Gene,al I Shari叫
Conned using 

lll.f,> 3臼m3C削E737A卅Conned叫eless LAN PC Ca,d 

Components checi<ed 6fe used by this ccnnection 

E 回凰αl叫fo1Mi口。叫 Nehvo的

函且File 凹d阿nte
囝1「l川f咖叫卸泊叫巾咀......函E

仁亟區司

I Uninstofl I 」且以
Description 

T『ansmission Con甘ol P1otocclftntemet P,otocol. The default wide 
rue a netwmk p,otoccl th副 provides communication aαass 
diverse inte,ccnneded networks 

r, Show icon in taskbo1when 臼nneded

把所有設定都設為「自動取得」’按OK O 

Clients 的 TCP/IP 的設定已完成 。

設定 workgro叩 name 〔 For File and Printer Sharin 

STEP I 

在 [ General ] Tag 下的選取 TCP/IP • 

請確定旁邊的方格已有「 」，然後按

[ Properties ]

Right-click 〔我的電腦〕 〔 My Computer ），選內容 〔 Properties 〕

STEP2 
i,.yι:iC過till:liiJlI吐量H且屯 主凶

Ge間ol Netwo州

鎧 岫d帥S U
the 『、e加ark.

Full compute, n叮ne: server. 

Workgmup: HOME.COM 

己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To reno叫his compute，叫oinad叫叫

轉到第二個 t ag [ N etwork 

Identification 〕，按（ Properties ） 。

！︱ 叩l
E主立」叫」止」 I Wings 10.2 I 科按版 l 65 



66 

I t:l'.U.mml :Jlil iI'I面仆 1l主l
Geae,ol N酬。，k Jdeotifiwoo I Hou＞叫 I Use,"'°"" I M、心•I

STEP3 I 旦 旦＂：：.：：：叫叫酬呵，向

F,11 comp"1e< nome 

Wo,kg,o,p: HOME.COM 

To,enomelh；的 comp，回 o, jo;n • domefr丸 dkk Properoes. 巨歪歪3

＆ 由onges叫ll tokee何ectofte,y。ureslart 酬，S臼mpe皂，

Fig.6 

一」L」一旦竺！＿］一些＇.＇.＇：＇＿＿」

STEP4 

在 ( Member of ) 一欄選取

[ Workgroup 〕 ，然後填下與 server 相同的

work group名稱 。 〔 workgroup名稱可任意填

寫，但筆者提議改一個易記或好聽的，因為

server 的 workgroup 名稱其後需要更改為同

一名字 。 ）

G叫o1 J sh訓g I 
Connect using 

！即 3Com 3CRWE737A,Aj臼nnect伽lesslAN陀Ctud

巳豆旦
Componenls checked o,e used bylh;, connection: 

2JQ＇﹒間711rin:ll:個市＂＇＇＂日用

按 〔 OK 〕 ，系統會要求 reboot ，以便設定生效 。 2J~F1leond阿咖Sho,ing仙M口osoftN酬的
國rrnle,n的帥col (TCP月門

F士：二亡三亡J三土：工二二三司

︱
口esc『iptio ’，
Allσwsy。u, compuie, lo occess ,esou『ces on a Micrnsoft neln'01~" 

d 檔案分辜的設定

Fl他因It View Favorl協 Tools Adv研ω 陶Ip

向前， u 叫。掏出 'aFol師 叫油站 × :n I 蜀，

Address J迦 I嚨加“叫 Dial叩C的制m 斗 戶Go

t面 1 可 屬昆 主
- 1 Ma<e New u1a1 lD ~ 

Network and ︱ 亡函 im I﹔而；；. ;;e lu- Connect 
Dial-up I 'Jntus 
Connections · 

HKI\ET 

封 也
l悶。m Ing Local Area 

Co向清~ti個官 Corr.ectior、

Crea蛤仁叩V

Create Shortcut 
Delete 
Rename 

Fig.7 r;, Show ;con inloskbe, when connected 

~」︱」~

請確定 〔 Client for Microsoft Networks ]

早日 [ File and P r inter Sharing for 

Microsoft Networks 〕 已經安裝好 。

按 〔 OK 〕

Type: Dial--t.p 
Co何花花白叮、

斗

固DI甲︱叫s !he properU自 of !he 盟lected corr.ectim. 且學J_l旦i~t竺哩空左空空。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h

Fig.8 

3. SERVER-SIDE 設定

設定 workgroup name 

請參考 client-s ide 的 「設定 WOI均roup nameJ 。

設定 ICS 〔 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 ]

在 Windows 98開始 M icroso ft 已提供了分享互聯網的功能了，功能比較強大的有 NAT 〔 Network!

Address Trans l ati on 〕 ﹒ 而這次為了讓不熟悉電腦的同學都能應付 ﹒ 筆者決定介紹比較簡單的工具︱

一一 res 〔 In仙花l Connection Sharing） ，它能夠把一個dia l -up connec tion分享給內聯網的使用者 ﹒︱

這正是我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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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I 

在 server 打問 Network and Dial -up Connection s. 〔 參考 Fig .I

Start • Settings • Network and Dial -up Connections 

STEP2 斗到三l
File Edit View Fav叮lb自 Too l s Adv111C凶卜悟Ip

妒 Bacj, .哼， 但︱。Search 已印lders 。 ︱崎 q. ×的 ︱ 圈，

Add陀SS I函「糊的制凹al叩 C盯在口ans 斗 θG。

~~I ... \ ] 什 屆色恐
』 I Ma<e h悟w Dial-LP ilm哥

Network and I Comection Interface 圓圓茵 Connect

Fig.9 

Dial-up 
Connections 

HK NET 

'Type: Dial-LP 
Cσnee ti白、

斗

包DI申lays the叫自

世 記

l悶。mlr可 Local Area 
Ccrroect1ons CcrroecU叮1

我們會看到這個畫面 。

5包b」；

Create C叩V

Create Shortcut 
Delete 
R研、ame

「三二二二三工三二三工三士三了三二三了三士三三三三三土三f二三三工三工三f二工三2
刊 11:1 :w范圍固而羽何現 士 到三J I

, 1 1 寸叫
︱ ︱ 掛ι 岫n剖臼nnecti叫酬goll帥。趴制 com帥叫n川

I "[h, lo凹ln e械制k lo occess e•ernal ,esoo,ces ~,ocgh lhis 
STEP3 

自nnection

lnlemet Conn e曲onSho,ing

Lo celnetw凹koperotion moybe momen10，νdis,upled. 

I" :!';noble ln1eme1 Connection Sho,i呵 fo，趴is c。nnedio

Eorlocol ne慨。•k

[Locol A,開 Connection 立

「︱

在 Dia卜up connection 的 icon 上

right click ，選 ﹛ Properties ]

註：筆者示範的是HKNET ，但

這會因應不同的供應商而定 。

.11主I
Geaerol I Options I Se凹吋JNet，冊枷91 Sh，加•I

Cmoct ,s,09 
斷前高酬el·R叫RTl81 39Aj-b叫

土巴斗

IO Sh哩icoo io toskbo,擒，，eo coaoected 

口已一竺旦」

。作-demand dioling 
、M~o什-demanddioli呵，when ono~er compute『 on y。＂＇ loco!
neS咽氣。”empls lo access e胸附剖開so，『曲g ~is connectioo w甘1
be diofed outomoticolν 
P' Enobje o時-demand dialing 

轉到 〔 S haring 〕 的 t ag ’選取

[ E nable 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 〕 及 （ Enable on-demand 

dialing 〕 選取 。

Fig.I I 

」世之」

亡丕立一些已」

最後一步 ： BACK TO CL! ENT 

STEP! 

打開 IE ’選（ Tools 〕 →〔 Properties 〕。

B爐晶柚』 lodu-甲揖蟑嘖

aα的“ enjO情:>.!rtl",ct'芯叭，拘

• ，.，給“偷看守＂＂

iu.且.z:,uJU＇..！！！單位証巫主E Ll.t...,.一」且 局會咧，....’”
＂＂悔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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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盯Ef司Eπ司直，mππill

General I Se叫rilyl Pr岫叫 C。叫ent Con『

咆 To se an…conne凶on. cli叫

Diel up and Virtual Privele Nelwork settings 

主J主l

一上丘一」
」史已」

轉到 [ C onnection s 〕 ，按

[ LAN Settings··· 〕 。

Choose Sett』n gs ily。u r ed to confi gu『eeproλ:yseNer s皂呵S

for a connection.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Fig.13 

4:_三τ
STEP 3 

r. !,ever dial a connecr,on 
r Die.I whenever e net,•1ork connect，血， ts not preser,l 
r Ail'tays dial 川y delar』 II 亡。nnecl1011

Cu11enl default Hone 

Lo臼l Area Nelwork （凶N) settings 
LAN Settings do not epplyto dial up connections 
C 1oose Settings above for dial up settings 

所有 options 都不要選取，如圓 14 。

按〔 OK 〕

J史世斗

~噩噩

Automatic conf}guration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may override manual settings. To ensure 
the u甜 of manual settings, disable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區~互長茲通磁
「 Use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cript 

l>.ddcess 

Proxy server 

「 Use a pro~y server fur your LAN (These settings will not apply to 
dial-up or VPN connect阻ns).

Fig .14 
M叫 l Porl ： 「－立旦旦J
「 r,ypa,s proxy s自ver for loca I addresses 

STEP4 

現在所有 clients 都可以經 server 上網了。 亡主立」竺斗

後記

其實不論在硬件或軟件上都能用不同的設定 ，如可以在 server 安裝兩張 network card ： 一張用於連︱

接 modem 作 dial-up 之用 ：一張用作連接 local area network ， 那麼便可在 hub 增多一個 port 給 cl iend

之用：又例如不用 ICS ，用比較高級及功能多些的 NAT也可做到以上效果。 ︱

還有這個網絡其寶已真備檔案分享的阱可惜因篇＊

自己發掘了 。

有了這個網絡後 ﹒同學便可在家設立一個對外、對內的連線，提供 HTTP 〔 web ser 

ws server ] , SMTP/TMAP/POP3 [ news server 〕、 阿P server 

要一定的知識才可把這些都一一應用，在未來的Wings懼 ， 筆者會介紹多些網拖上的

迎各位同學來信，提供意見 ﹒ 電郵是 su eb@stu.ust.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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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區哥拉嘲棚圈圈

剪 ........................... 
剪紙，也叫刻紙，以紙為加工對象的藝術，

無論使用剪刀去剪還是用刻刀去刻，其最後的造

型特徵在實質上也是一致的。剪紙在中國民間藝術中 ，

可算是最常見的一種，這是由於它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

都是最簡單及普遍的，因此從北方到南方，無論是漢族地區

還是少數民族地區 ，都有不少剪紙流傳。但由於傳統的剪紙多見於農

村，並隨著社會轉型及經濟發展而逐漸消逝，因此在香港土生土長的

朋友對這門藝兒會比較陌生 。

紙雖然發明於東漠，但是，西漢時就流傳著一個關於剪紙的故事 。 漢武帝最寵愛

的一個妃子李夫人死了，武帝為此悲痛不已 。 齊人少翁稱他能治好漢武帝的心病 。 他

用剪紙剪了一個李夫人的影像掛在帳幢之中﹔又在帳中點起燈燭，使李夫人的影子映

在方帳之上，帳鰻拂動，影子也隨之起伏，彷若真人輕移蓮步降臨此境 。 少翁讓武帝

在另一帳中遠觀此景，以解其對李夫人思念之情 。 這種用紙剪出人的影像，可能就是

剪紙的起源 。

漢代至魏音時期是剪紙藝術形成的時期 。 那時五方觀念、巫道思想等支配著人

民，因此反映在剪紙上的題材都是與宗教迷信活動有關 。 當時的剪紙形式較為單調，

大抵都是一些陪葬品如紙錢、紙屋、紙人等的裝飾 。 及至南北朝至唐朝時期，本土的

各種信仰、崇拜觀念活躍，因此出現了有驅鬼辟邪、招魂送病之用的「紙人」’亦稱

為「抓醫娃娃」 、 「送病娃娃」 之類等剪紙﹔這時剪紙已成為當時民俗活動中不可缺

少的「工具」’這是剪紙藝術的鼎盛時期 。 宋朝至清朝末期，是為剪紙的「聯姻期」 。

在這個時期，剪紙已不是單單一種民族活動的工具 。 當時社會出現了一些剪紙藝人，

手工都較精巧 、細膩，他們的製品都會在市場上銷售 ﹔ 另一方面，剪紙亦與各種手工

藝 、民俗及遊藝活動相結合，衍生出大量跟剪紙有關的工藝品：如影戲、 折扇等 。 這

段時期剪紙獨有的藝術性質融入其他的藝術當中，使剪紙藝術得到更多方面、更完善

的發展 。

剪紙沒有特定的形式或規限 。一般來說，剪紙的風格與製作方法因地方不同而

有所差異 。 概括而言，中國南方的民間剪紙大多較為精緻、細密﹔北方的則大多較

為樸寶、簡約 。 這些差異都是跟當地的風俗習慣及歷史轉變有關，因

此，兩地的剪紙在題材， 、 手法和形式習慣上也不盡相同 。

正如以上所說，剪紙是一種很普及的民間藝術，其

流傳程度和用途亦很廣泛 。 剪紙的用途可以分為幾類 ：

實用裝飾的剪紙 、民族活動的剪紙和具有信仰寄託的剪

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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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花一一是貼在窗子上的剪紙 ， 在北方較為普遍 ，南方則較為

罕有 。 這是由於北方天氣較冷，農戶都習慣在窗戶上貼上 「皮

紙」。 為了增加室內的美觀度，北方人都習慣在春節換窗紙後，貼

上不同顏色的窗花﹔或是在婚禮時換上婚禮窗花 。 不同時令的窗花

有不同的題材：春節的窗花多是祈福納祥、招財進寶之類﹔婚禮窗

花則是 「雙喜」 、 「 龍鳳呈祥」、 「魚、戲蓮」等等 。 另外，亦有窗

花以一整個傳說或戲曲作題材 。

牆花 一是貼於室內牆壁的剪紙 。 這種剪紙可再細分為兩

種 ： 貼在忱上的抗圍花﹔貼在仕邊的仕頭花。牆花一般幅面較

大，有單色，亦有彩色的 。 不同牆花的題材也不同：忱頭花多是

歷史人物或戲曲故事，由多幅構成﹔仕頭花則以吉祥為題材 。 牆

花的刀法較講究，懸胡 、裝攘的方式也有較多變化，有裝鏡框

的，也有作成四條屏像畫軸一樣懸掛的 。 從內容到形式，牆花都

較窗花隨意、自由 。

門筆一一亦作喜瓷 、 掛簣，是春節時貼在門楣上的剪紙 。 在

門上挂︱喜謹的習俗 ，由來已久 。 喜筆的形狀如旗悟， 天頭很大 ，

外緣較寬，下面則為流蘇 。 畫面的圖案花紋不太複雜 ， 多以文字

內容為表現主體，吉祥的幾何紋樣圖案是輔助的裝飾 。 喜筆以紅

色居多，亦有彩色，或是在一幅中套用多色 。

另外還有頂棚花 、 姻格子、燈籠花等裝飾用的剪紙，在中國北

方較為常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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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啥活動的聽聽占

喜花一一是最為普遍的剪紙 。 這種剪紙是在婚嫁喜慶

用於裝飾器物上，使用時只是擺放在器真上 。 題材當然離

不開婚戀 、吉祥的圖案及具有象徵意義的花卉、果物和器

物等都是熱門的題材 。

燭台花一于是用來裝飾燭台的剪紙 。 過去，在各種各樣的民俗儀式中，都要點上

蠟燭，插在燭台上 。 在結婚 、 賀壽 、 祭肥等儀式裡， 所用的燭台花剪紙的內容都是不

同的：結婚用鳳凰、鴛鴦、雙喜等﹔賀壽要用壽星、松樹等﹔祭把則採用各種吉祥圖

案。

真
看
信
﹒
叮
當
註
的
輯
的
那

在眾多的剪紙作品中，這一類作品在百姓的生活中佔著重要的一席

位 。 因為這種剪紙除了裝飾外，最主要是用作祈求平安 、 幸福 ， 這一類剪

紙都稱為「抓譬娃娃」 。 「抓譬娃娃」是與原始巫術分不開的民間巫術剪

紙 ，其功能為招魂 、 辟邪、送病、驅鬼、鎮宅、掃天止雨、祈雨抗旱等，

可見它們的功用都是為了使生命得以生存延續 。 j爪雲娃娃按功能分成不同

類型：有招魂娃娃 、 送病娃娃 、掃天婆 、拉手娃娃、皺冀娃娃等。

招魂娃娃與送病娃娃 用於招魂送病 。 在古時的中國農村，如娃娃被病

魔纏身，家裡會製作一個紙人，放在娃娃身上轉三圈之後將紙人點燃扔到盛著

水的碗裡’ 一邊唸著娃娃的名字，一邊端著碗走出大門口，把燒成的灰和水倒

在十字路口，再喊著娃娃的名字回來 。 被焚化的紙人因此變成了有生命的神

靈 ， 可以驅鬼招魂 。

掃天婆一一亦稱「掃天媳婦」 、 「掃天娘娘」 。 掃天婆實指中國古代神話

小說的女禍 。 在細雨連綿的時節，農村都會剪個手拿告掃的紙人，用紅線系上

掛在院子裡 、 木棍或高樑上，口中唸著：「掃天媳婦你是神，你上東南掃塊

雲 。 」藉此祈求天氣放睛 。

拉手娃娃一一一是抓醫娃娃剪紙的二方連續圖樣，在春節時貼在室內和門楣

上用作辟邪和保護平安的巫術剪紙。拉手娃娃一般是單數，通常是五人或七人

一組 。 這是由於古人視單數為陽 、雙數為陰，拉手娃娃既是用來驅鬼， 當然是

奇數的。拉手娃娃都是剪成一排橫列 ，張開雙腿叉立 ，使妖魔鬼怪望而生畏 ，

不敢進入屋內害人 ， 屋內的人便得到平安 。

一簡單髓的…滑天工…的一值

得肯定的。再者，由於剪紙是一種民俗思想產物，受著作者四周的環境如風俗

習債、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因素影響而有所不同，透過對剪紙的研究，不僅

反映出某一地區的風土人情，對一個地方的社會轉變亦可略知一二。這也是近



紙扎，亦稱紙雕，在台灣稱作糊紙，是

利用竹蔑葦條或竹條姻扎成骨架，用彩紙絲

緝被糊成形的一種民間工藝。跟剪紙比較，

這門藝術無論在應用與流傳方面都較為廣

闊 。 在中國不同的地區，以及在香港亦是隨

處可見 。

紙扎源於唐宋年間，盛於明清兩代，並流

存至今 。 由於製作材料低廉，使紙扎藝術擺脫

經濟條件的限制，能夠高度滲透於民俗活動與

生活的不同領域當中。很多人都以為紙扎只是

祭品E的用品，其實這只是紙扎品其中一個用

途，其他一些較常見的用途有紙扎燈糕、紙扎

風箏及民間舞蹈道具紙扎等 。

紙扎燈穌是中國元宵佳節的民俗用品，

而在香港中秋節時常見的「燈籠」亦是屬於彩

燈類 。彩燈有走馬燈 、 蓮花燈、魚燈等多種款

式 ， 都是香港常見的類型。紙扎風箏，亦稱作

「紙薦 」 、 「木鶴 」 ’ 是古代其中一種通訊工

具 。 製作紙扎風箏比較考究，因為風箏除了要

顧及美感外，還要兼顧其結構與氣流、風力、

動力等各因素之配合 。 在香港，不少風箏都是

塑膠製成品 ， 然而在傳統的紙扎行仍可尋到別

俱傳統特色的紙扎風箏。



祭而巴紙扎 ，俗稱燒貨、

紙人、紙馬等，是香港最為

普遍的紙扎工藝品 。 這類紙

扎是由封建社會，一直伴隨

著人們祭肥而且先，懷念親友

而延存至令的 。 祭而巴紙扎的

種類很多，而且形式還會跟 ，

隨著社會及經濟發展而轉

變 。 傳統的種類有童男童

女，建築器物 ﹔較為新穎的

題材有最新型號的名貴房 ·~ 
車 、 于提電話以至一些最新科技潮流產 m

品 。 祭紀紙扎沒有規限，藝人會因著不同 叩

門師承背景，而形成各種獨特的風格斯 持有j

叫氏 。
，有可

抽」 . •w; 
民間舞蹈道具也是其中一種紙扎物

品，常用於民俗節日中，如舞獅子、麒麟

等各式瑞獸 。 這種道具的扎製為多種材料

的綜合 。 骨架以竹 、木、藤、蜻等硬質材

料為主，表面裝飾則用剪紙、色紙、平 （

貼、彩繪等造成各種別有意思的工藝裝 ， '.I' 

飾。



雖然民間紙扎分為不同的類型， 然而工真及

材料都是大同小異的 。 紙扎常用的材料離不開竹

子及紙屑 。 不同的紙扎會用不同的竹及紙料，例

如祭租用途的紙扎會用較易燃的高樑桔杆為骨架

材料﹔燈彩會用透明度較高的棉紙，風箏則會用

較柔韌及密度較高的皮宣紙以增風阻 。 竹子大多

都是整條買下來，讓工匠們按需要劈、削竹條，

做成各種合適的形狀和長度﹔另外，用於糊紙的

漿糊，亦是工匠依據各種紙質之特性特別調配而

成，以配合不同的骨架材料 ， 減少黏貼時起皺的

可能 。 其中一種做法是用上等麵粉烹煮而成 。 由

此可見，每一件紙扎作品的完成 ， 是要花費工匠

許多心血及精神﹔用普通便宜的材料，製成件件

叫人驚嘆的藝術品，這是紙扎工藝獨特之處 。

紙扎是中國獨有的民問雕塑藝術’它絕不同

於西方的雕塑，亦同時有別於其他不同形式的雕

刻藝術﹔它是以紙為雕塑基礎，透過利用竹子進

行扎製、剪刻等技巧來附助造型 ， 來造成各類物

件的藝術活動﹔它，大如十幾人操作的舞動龍

燈 ， 至小得令人愛不釋手的小燈踩 ， 都是用同樣

簡單的材料 ， 加上製作者的獨俱匠心，配上靈巧

而精緻的技巧扎製而成 。 每件

紙扎品都是中國民間活動的縮

影，因此這門傳統的手工藝是

中國干百年來的智慧晶石 。 可

是隨著時代變遷和技巧的失

傳，此門藝術亦漸漸消失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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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振翅中文文學創作比賽

各位同學：

你是否一直以來也有寫作的習慣？是否有很多寫得不俗的作品？是否很想把藏在心

裡那一點「真切的感受」寫出來？有沒有想過作品－可以給知名的作家或文字工作者「過

目」’並作出評價呢？

若閻下對以上的問題答「是」的話，就請趕快參加由編輯委員會舉辦，科大唯一的

文學創作比賽一←振翅中文文學、創作比賽。得獎同學更有機會贏取獎盃及書券，甚至

可於《振翅〉內看到自己得獎的作品。

投稿日期：三00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00三年三月十七日

請不要再猶疑了，趕快把作品（不論是新詩、散文或小說）以附件形式電郵至

su_eb@stu. ust. hk或將手稿放於學生會二號信箱（請於信封上註明參賽組別）。同學亦可
將作品交往學生會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二號電梯， 4029 室）。有關比賽細則及詳情，

請瀏覽本會網頁 http://ihome.. us t. hk／～su_eb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su_eb@stu.ust.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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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亞

〈錯位艘。認

親愛的讀者，很感謝你正在觀看這一篇小說，希望你

能徐徐地走進這一個故事，這一個夢。我一直想寫一篇後

設小說，以擴闊自己的寫作風格。同時也想寫一篇日記形

式的小說，希望可以增加其實感。但後來竟發現在這篇日

記形式的後設小說，開場白居然出乎意料地難寫，寫了好

幾次也都是一些陳腔濫調的廢物，只好把原稿子拿去「投

籃」。到了最後，我唯有選擇這種取巧的方式來作為這個

故事的開端。

這篇小說的主人翁是一位自大陸來港留學的大學生，

背景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我大相徑庭。但當我創造這個主

人翁，竟然不知不覺把自己的一些性格和遭遇強加在他的

身上。他雖然活在平面，但要強逼他成為我的影子，未免

有點．不公平。更何況他的命運掌握在我這個悲觀者的手，

其遭遇也必定好不了至1那裡去。（也沒有責任承受我堪悶的

命途！

於是我嘗試把一位由中國大陸來港留學的朋友的遭遇

加在他身上，然後把我和那位朋友的經歷設法修改，希望

使他不致太過平面化。可惜到了最後，他還是太受我的影

響，我實在為他感到悲哀。但現實畢竟是殘酷的，正如有

時我會覺得，人類在沒有選擇情況下，被上帝製造出來，

也是非常可悲的。

那位主人翁拿起筆桿，就開始寫他的日記，請你細心

地閱讀吧。

苦建立

系，最後在父親強烈反對下，我還是選了計算機科學。可

惜的是，即使來到科大，我也還是繼續就讀計算機科學。

算了吧，「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也許雛鳥要離開巢穴後才能真正的振翅高飛。我要去

尋夢．．．．

二千年二月八日

首次離開家人，在異鄉獨自過農曆新年。所謂「每逢

佳節倍思親」’感覺真是挺孤獨的。想起臨別前看到母親

眼眶閃著淚光，真是百感交集。她當天強忍著淚水，只希

望讓我不會覺得那麼不捨’但她又如何瞞得過我？

我這半年就讀的是所謂的Year 0 ，主要是修讀一些英

語及廣東話的課程，上課的時間較我想像中多，這裡讀書

也不輕鬆啊。認識了其他自大陸的大學交換過來科大的同

學，他們大部勸勤奮好學，令我不由自主地暗暗心驚。

收到了母親寄來的信，現在雖不是「烽火連三月」，

但我仍覺「家書抵萬金」。明月正高掛，想起了李白的﹛夜

思〉。

《夜思〉李白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口
U
H

閏
月

年千一
一

千禧年終於來了，心湖竟平靜如鏡。其實二千年不過

是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罷了。佇立在世紀末，心境平靜之

中竟帶有一點難言的哀愁。千稽年來了，「千年蟲」又到

了哪兒？昨晚，我沒有倒數千穗年的來臨，反而在倒數我

留在上海的日子。當初的決定是否太過衝動？

收拾繁瑣的東西，卻收拾不了複習的心情。對父親說

時，選擇到香港科技大學當交換生是為了擴闊視野，其實

只是不想再受父母管束罷了。大學選科時多麼希望選文學

78 

二千年二月二十七臼

來到科大之後一直沒有寫詩，可能是雜務縷身吧。得

知科大學生會編輯委員舉會辦了一個文學創作比賽，這幾

天認真寫起詩來，終於完成了一首帶點哲學意味的詩，希

望可以在文學創作比賽中碰碰運氣。

﹛尋光》

我整晚在仰望

望不到一絲陽光



漆黑的布幕張開

黑色由天邊傳染至海邊

我說：「海水是黑色的。」

水中的月光說：「我是陽光。」

不信的人有我

二千年三月六日

與友人一逛旺角，無意中竟發現一間有許多詩集的二

樓書店一東岸書店。香港的旺角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

方，有廉價殘舊的小販﹔有高級嶄新的商場﹔有黃色燈光

的廣告板﹔也有充滿文化氣息的二樓書店。我很喜歡「東

岸」這個名字，有點俗世中的「﹛皮岸」之感。

二千年三月十九日

昨天，陳水扁當選新一任的台灣總統，令內心一直看

好宋楚瑜的我感到有點出乎意料。同時，我有點擔心陳水

扁當選後鼓吹台獨，引致兩岸關係變得緊張。不過這些政

治大事，也不是我擔心得來的。

獨個兒來港讀書，確質使我可以有許多自由的空間，

最少寫詩時也不怕被父親罵。他擔心習文沒有出路也有他

的道理，但他應給我選科的自由。而且他又常常叮囑我要

學他成為出式的程式設計員，給予我的壓力也真是重若干

鈞。

二千年四月九日

閑著無聊，獨自再遊「東方的彼岸」。看見一名背影

清秀的少女在看書，一手還找著印有科大標諒的文件夾，

大慨是科大學生。不知怎的，覺得她很有氣質，慢慢繞到

她的面前，只至1見她尖尖的鵝蛋臉，有點像小孩子，可是

她的眼神卻帶點侶郁。她把烏黑的頭髮束成一條短辮子，

看上去很清秀、很自然。再看她手上握著的，竟然是李金

髮詩集。瞧她的樣子，還以為她手中必然是徐志摩一類的

作品，怎料她竟只留意以荒涼、陰暗的筆法聞名的詩怪李

金髮，而且還居然看得那麼出神。突然，她的目光轉向

我，我急忙低頭假裝看書。之後她走了，使我有點若有所

失的感覺。

寫到這裡我有點驚，我怕被你罵我陳腔濫調。但事實

上，我也有類似的經驗，我曾在一間賞大學教科書的書

店，巧遇一位拿著科大書單的同學，原來那位朋友竟是我

的問系同學。

二千年四月十九日

今天觀看了文學創作比賽的頒獎典禮，得獎的當然不

是我。令我驚訝的是得獎作品的水準竟然那麼藹，尤其是

新詩組。想不到在香港這個所謂的文化沙漠，在這工商為

主的大學內，也有人的文筆如斯流暢、寫法那麼老練！新

詩組冠軍是郭洪宏，好一個氣勢磅磅的名字。

新詩組季軍的得主更叫我驚訝，她竟就是我在書店碰

到的那位少女，原來她的名字是高如雪。那天我認識了

她。由於大家都喜好新詩，也頗為談得來。原來她已經寫

了好幾年詩了。我看見她的作品有少許舒婷的影子，但有

時有些黑暗和荒涼的意象卻更似李金髮。她的詩不似一般

女孩子的詩，情感偏向理性。走前我還取了她的 ICQ 號

碼，日後也可以和她在網路上談詩。

人生真的巧合得如夢、如戲。

你看到這裡

可能會感到有點

反感，甚至大罵
這樣的點子實在

是太陳舊了。親

愛的讀者，請你

冷靜一點，雖然

我也覺得這篇小

說的劇情發展，

實在巧合得有點兒過火，但請你慢慢地讀下去，我相信往

後的篇幅應該會令你滿意一點的。

二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連幾天的假期使我可以花多些時間寫詩。近來總是

感到有點淡淡的哀愁，可能是一點鄉愁，一點孤獨，一點

寂寞所凝聚而成的。

﹛回憶驟然沉重起來〉

一陣清風吹動身上衣袂

回憶驟然沉重起來

腦海中就彷彿凝聚出一塊鉛

以重量乘）；）、向，L、加速的力往下壓

一直向下壓壓入內心

阻礙了輕快的心跳

這時我深呼吸了一下

二千年五月十八日

利用ICQ和高如雪談詩，她說我早期的詩有時太多格

律和格式上的花巧，又說間一多所說的「建築美」已經是

半個世紀前的事，現在不應太過在意。她勸我寫詩可以、唯

心一些，也應、多嘗試不同的技巧。而且，後期的詩雖有改

善，但文字還不夠精煉，意思亦可以更深入。她的意見，

其實我也早已略知。我雖然喜好文學，尤好新詩，但從前

在父親的監督下，很難有機會專心一致地寫詩，所以有水

i壞的作品就如鳳毛麟角了。

二千年六月六臼

今天是中國其中之一個傳統節日一一端午節。端午節

亦是所謂的詩人節。大家也知道端午節是記念愛國詩人間

原的節日，但其實在屈原未投河自盡時，已經有端午節的

存在。

屈原先生無疑是一位愛國愛民的忠泉之仕’但他處事

的作風，又是否藉得我們模仿呢？面對挫折、失敗時，尋

死是否真能一了百了？當時政治雖然黑暗，但尋死後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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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個政局毫無幫助。他死後只會令奸人更得道而已。我亦

深信他當時難以改變政局，但既然朝廷腐敗無能，何不想

辦法幹革命？若是不欲背叛朝廷，何不告老還鄉，退隱江

湖？這總好過讓其家人承受喪親之痛。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有辱屈原先生，但這卻是我個人的

愚見。

二千年六月二十日

身邊有幾位從中國大陸來港的朋友，都和香港的女同

學成雙成對了。我問他們可有想過當自己在科大畢業後，

要回到國內時，應該怎麼辦。他們告訴我現在快樂便可

以，將來的事將來才擔心吧。

我雖生於現代化的上海，處身於西化的香港，但我還

是不能接受所謂的「f自散拖」。不過，在科大拖著手走過

的男女可謂比比皆是，孤身隻影的我有時倒真的難免有點

感慨。

二千年七月三日

這幾天不知怎、的，總是想著高如雪。但內心卻不斷告

訴自己﹒我們是沒有可能。我是由上海來的，在科大畢業

後就要回去，但她卻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而且，她已是

大二的學生，年齡比YearO的我大了兩年。更何況，自己

為人內向、形象古版、性格悶蛋，也不是香港女孩子所喜

歡的一類。現在的我雖說快十九歲了，但對於愛情還是避

之則吉。唉！我這類人還是專心去It念書算了。

二千年七月十五日

思鄉之情漸漸強烈，心頭百感交集。很久沒有寫信

了，寫了一封信向母親問好。家人不懂使用電腦，故我不

能寄電郵回去。不過寫信有寫信的好，筒中深藏的情感是

信件才有的。

寫信後翻了一翻徐志摩的詩集。想起當年這位浪漫派

詩人曾為爭取自由戀愛而費盡心力，現在的我們雖得到自

由，但卻因得來太易，令許多人也毫不珍惜。身邊有許多

像我一樣的人，怕別人不認真、怕受到傷害，只懂逃避。

假如徐志摩在天有靈，不知有何感想、平

二千年八月八日

聽說我們可以選擇副修人文科學，心頭一喜。即使現

在是讀計算機科學，我仍可以利用一些選修科去修讀文

學。將來副修文學畢業後，說不定能找到有關文學的工作

呢。

幸好不在父親身邊，要不然他必定不會給我副修文學

的。

二千年八月二十日

從一些朋友的口中無意中得知，高如雪已經名花有主

了。際間此事，目瞪口呆、心亂如麻。細心一想，告訴自

己根本沒損失什麼：還未戀過的人當然不會失戀。但不知

為何，我仍獨個兒在房中高唱張學友的《心如刀割﹜’欲

哭無淚。

思潮在呼吸之間起伏，以詩為記﹒

﹛呼之不盡﹜

吸一口氣

寬吸了一縷情絲

呼一口氣

欲呼掉一腦學思

但只要還未瞧氣

呼吸仍持續萬次

二千年八月二十二日

滿腦子總是些不應再想的事，但卻總是如附骨之姐，

揮之不去。「落花流水春去也」’一切還是順乎自然好

些。只是滿腹情感卻從何宣洩？以詩寄意，憑詩抒情，這

看來是我現在唯一可以做到的事了。

《監牢〉

精神仍囚在思念的監牢中

儘管監牢的門是開著的

我仍是不敢走出去

我看不到風

只知道亂葉在動

我看不到情

只感到J心弦震盪

等待沒有結果的結果

靜候沒有轉機的轉機

我為自己加上手銬、腳鍊

希望鎖著自己的心

竟鎖不住飛蹤的靈魂



我仍是不敢走出去

儘管監牢的門是開著的

精神仍囚在思念的監牢中

二千年八月二十八日

啤酒與苦瓜，看似是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但若

經過細心推敲，則會發現它們的一大共通點：苦。回想從

前的我，對啤酒興苦瓜毫不感興趣，但現在卻「自討苦

吃」，很喜歡喝啤酒、吃苦瓜。為什麼呢？我曾百思不得

其解，最近卻突然頓悟。

活了接近廿載，對於人生之苦，多多少少也有一點點

的體會，亦明白為何佛家言「眾生皆苦J 。押啤酒、噢苦

瓜的苦澀感覺就仿如人生之苦，當口頭覺得苦澀萬分時，

心內約苦痛也會隨之而減輕。更還要的事，當啤酒或苦瓜

入了口一段時間後，就會出現一絲的甘甜。所謂苦盡甘

來，這種甘甜，是最令人間昧的。

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正如﹛敬業與樂業〉中所說，

人生做的每件事也都是j匈兩申、費力。然而，苦痛之中也有

一點一滴的樂事。﹛敬業與樂業〉告訴我們：「苦樂全在

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我認為客觀的環境其實是

苦，我們只能主觀地苦中作樂，享受那一絲的歡樂。

這就是我的人生觀，也是我喜歡啤

酒和苦瓜的原因。

二千年九月四日

今天是Yearl 開學的第一天。除了

必修的電腦、電子和數學，我選修了一

個名為「現代中閻詩歌」的課程。我看

見課程簡介上一個個令我血脈責張的名

字，包括：徐志摩、泳心、李金髮、戴

望舒、穆旦、余光中、北島等等！教授這一門課的文教授

高談闊論、言之有物，而且又接受我們不同的意見。更重

要的是他以普通話授課，這簡直是夢一樣的課堂！

可是，巧合的事又再發生。高如雪竟又選了這一科，

我們居然成為同學。我向她打了一個招呼，然後就坐得遠

遠的，專心上自己的課算了。

二千年九月十二日

今天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目 中秋節。中秋節本應是

「人月兩圓圓」’可惜如今園月仍在，我卻和父母相隔千

里。有些從國內來港的朋友還可以談情說愛，我卻孤獨一

人，伴著圓月、伴著繁星。手又癢了，再寫一首詩：

《中秋﹒一人》

中秋月圓

是漆黑天空的一塊明鏡

似迷糊俗世的一盞明燈

一人望月
觀海看天

睡魔也遠走天邊

月光散發出金光

金光灑落至那人

那人糾縷之內，心
內心凌亂的深處

深處隱藏之傷痕

*** 

那人寫了一篇詩

看到的只有明月

那人唱了一首歌

和唱的只有海浪

那人發了一個夢
隨夢的只有清風

假如你鑽過《李天命的思考藝術﹜或《寒武紀﹜，大

慨會罵我抄襲了李天命的詩。簡單來說，你也罵得沒錯。

但假如你是看得投入的話，你應該罵故事的主人翁抄襲，

而不是罵我抄襲。

二千年九月十八日

聞自己會不會後︱每當初沒有追求高如雪，答案連我自

己也不知道。首先，我根本搞不清楚自

己該不該追求她。她比我早離開科大，

而我完成三年之大學課程後也要回上海

了。她美麗、有才華、對人好，我根本

襯不起她。

而且，我也不知道當初假如向她表

白之後的結果。感覺就像在一條分岔路

中選了其中一條，卻無法走回頭路，也

不知走令一條路會有什麼後果，更不知

道當我走另一條路時，結果會不會更

好。這樣一來，我是根本不能後悔。

二千年九另二十三日

在課堂上再讀冰心女仕的﹛相思﹜，感覺比從前深刻

多了。

付目思﹜ 冰心

躲開相思，

披上裘兒

走出燈明人靜的屋子。

小徑1里明月相窺，

枯枝一

在雪地上

又縱橫的寫過了

相息，

五一
一

九十二十

冰心的詩言簡意敗，小小的一篇也深意無窮。冰心大

慨也沒想到七十幾年後，有一位年青人對這首作品產生那

麼大的共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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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九月三十日

大一開學至今日接近一個月了。漸漸了解到能在科大

就譚，實在是非常幸運。雖然這裡不是每一位同學都像復

旦大學的同學般出色，但他們也挺勤力，學習氣氛也蠻不

錯啊。這裡的設施和課程實用性，都比上海復旦大學更勝

一籌，是學習工程科目的理想、地方。

真的很喜歡「現代中劉詩歌」這一門課。文教授很鼓

勵我們創作，他給了我許多有關寫新詩的寶貴意見。

二千年十月九日

現在每週都見到高如雪兩次，因為我們都要上「現代

中閻詩歌」這一門課。有時也會和她交談數句，但是我從

不坐在她的左近。現在唯一的選擇，看來就是把她當為一

名普通的同學。

選這一門課的同學只有十餘名，很大家都會在堂上討

論，氣氛也很是熱詞。我的同學大多是大二或大三的學

生，看來我應該是唯一的大一生了。

二千年十月二十日

高行健先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全香港都議論紛

紛，有人認為中國有不少比他出色的作家，質疑這次把文

學獎給予他是有政治目的。我沒有看過《一個人的聖經〉

和《靈山﹜，但有不少出色的作家也非常欣賞高行健的作

晶，我想他是有獲獎的資格。政治目的之說，可能只是港

人沉醉於陰謀論罷了。

在我的心自中，商行健先生是一位法國人，他沒有回

國的意欲，也安於現在自由創作的環境。假如我們當他是

法蠻人，也許才可以冷靜地看他獲獎這件事。我恕我們還

是等候一位真正的中圓人獲獎時才高興吧。

二千年十月二二十八日

冬天快要來了，這裡天氣還未真正轉冷。看電視的天

氣報告，上海的氣溫已經悄悄地下降，不知道怕冷的媽媽

已取出了溫暖的寒衣麼？來港至今一荳沒有回家。母親永

遠會在信中說她生活得很好，實際的情況卻只有天曉得。

我在這種也不是沒有朋友，但真正合得來的，郤顯

然不多。所以那些少數的所謂「同道中人J大多是我的知

己。有人勸我要擴大自己的生活國子，但我認為好的人際

關係，並不在於有一大群吃喝玩樂的朋友。更何況「君子

之交淡如水」呢。

二千年十一月三日

今天是我十九歲的生辰，伴著我的還是：教科書和詩

集。沒有蛋糕、沒有禮物、沒有賀卡，只有一絲愁緒。幸

好，還有些朋友利用ICQ來向我祝賀，當中還有人送來了

E『car，吐。

不過想深一層，生辰也沒有什麼大不了。自己相識的

大多是男性，他們不與我慶祝也是正常不過的啊。我想那

一絲愁緒迢來自鄉愁吧。

我真的不可以不承認，故事的主人翁受到我這位作者

很大的影響。因為我竟然不知不覺把以我的出生日期作為

他的生日，不過我在二千年的生日應該是二十歲。

二千年十一月十四日

越讀戴望舒先生的《煩憂﹜，越是欣賞、越是感慨。

〈煩憂﹜戴望舒

說是寂寞的秋的Hs郁，

說是遼遠的海的懷念。

假如有人問我煩憂的原故，

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

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問我煩萎的原故。

說是遼遠的海的懷念，

說是寂寞的秋的值郁。

二千年十二月二日

今天得知下之琳先生於兩日前逝世，感覺很奇特。一

個星期前，我們還在課堂上讀下之琳的作品，郤不料他突

然仙去，頓感世事之無常。

下之琳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新詩作家和翻譯家，但他並

不是我最喜歡的那一群作家，大1既是我和他的寫法相差較

遠。大多數人一提起下之琳，就想起他的名作《斷章﹜。

我對這街知巷闊的作品，也是挺為喜歡的。這詩寥寥四句

已表達出上佳的意象，和發人深思的哲理。

〈斷章﹜下之琳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嵐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二千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考將至，其他的胡思亂想都是時間拋之腦後了。大

戰來嗨，一向得過且過的我面臨嚴峻的考驗。不知「臨急

抱佛腳」有沒有用，但我想總比「不抱」好一些吧。

生死攸關，寫好了此文後就要「詞關修煉」了。

二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剛考完試，我想成績應該還算不錯，等待苦讀之後的

成果。獨個兒過平安夜，感覺非常平靜。科大的樹和某些

宿舍房間的窗子擺放了五光十色的燈飾，但我總是覺得燈

飾不是給我看的。

大學中有不少同學會參加聯校的聖誕節和除夕派對。

派對中一群人站在原地手舞足蹈，聽那些DJ說幾句話，然

後隱約見到一些明星的身影，呆足數個小時，這就是「狂

歡」。我可不僅享受這種「狂歡」。難道現今的大學生，



一定要夜夜笙歌才能掩蓋寂寞的心？這令我聯想起那些沉

ill®於Rave Pa1ty的青年人，他們的心靈空虛至此，我們能不

痛心麼？我們能不為香港的未來短嘆長磋麼？

平安夜不知何時竟變成伴侶同歡之夜。假如上帝存在

的話，不知會否被氣炸？耶教徒又有否會覺得神聖的日子

被褻潰？對於孤身的我，何苦在平安夜走在長街上，觀看

旁人成雙成對？孤身時候有孤身時候的自由﹔平靜日子有

平靜日子的悠然，我還是找平淡來作個伴兒，享受筒中的

樂趣。

其實大考才剛測結束，我應該在這難得的假期悠閑地

生活，讓身心休息一下。我更可在這時暫時忘記大學內主

修的電腦科學，專心地寫一些新詩、小說及散文來平衡心

理、充實自己、滋潤心靈。

聖誕彷彿是一個與我無關的節日，唯一特別的是終於

有假放了。之後會是約一個月的寒假，我現在應該是時候

收拾東西i裝備回上海了。不知父母現在如何？

J 叫

二千零一年一月一日

今天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天，我們已↑荷1月步入新的紀

元了。許多人都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如今二十

一世紀日經默然步至，我們的前景又是否真的一片光明？

長江水災、水土流失、河水污染、沙漠擴大、蒙古雪災都

彷彿是大自然對我們的控訴。我們的經濟前景雖然不錯，

但經濟增長並不是一切，假如生態被徹底破壞，經濟還能

發展下去麼？

社會依然有許多不公平的現象。貪污令許多循規蹈矩

的人蒙受損失，令那些「打通關係」的人無端獲利。這些

難道是中國的文化特色？曾有人說：「年年反貪年年貪，

年年防洪年年洪」’情況何時才可根治？

人文精神的衰落更令我們擔心。「五千年的文化」－

1l:掛在我們的口邊，但我們還有沒有勇氣自認為「禮義之

幫」？又有那一個民族罵人時比我們罵得更毒、更狠、更

絕？經濟是需要發展約，但我們欲「超英趕美」的是經

濟、法治，而不是不重視人文精神和拜金主義！假如為了

經濟發達而破壞了五千的文化，我們能不搖頭嘆息麼？

個人而言，我希望能夠忘記應忘記約﹔謹記該謹記

的。再過十餘天，我又要回到科大，開始為新的學期準

備。打開窗子，一陣清新的風吹來......別了，二十世紀﹔

別了，如夢的往事。

寫到這裡，故事的主人翁決定不寫了。他因為我的關

係，已經受了一年苦，我實在不應該讓他再過著痛不欲生

的生活。事實上到了現在，東岸書店已經不在旺角，我想

一切事情也可能會改變。二十一世紀的他，應該有他自己

的生命，走他自己選擇的路。或者你也為他想好了一條美

好的路，那麼希望他能活在你想像中的故事之內，遠離我

這篇王別的划、說。

其實我、你和他在各自的世界的經過都是三個故事，

我寫這篇小說是另一個故事，你看這篇小說又是一個故

事。故事的支人翁的日記所描述的，也是和他真正的遭遇

略有不同的一個故事，日記中的每一首引詩，就當然都那

些作家各自的故事，而且主人翁自己寫的每一首詩，也表

達是一個﹛固和主人翁所接觸的現實世界有所不同的故事。

每一個故事都藏身於各自的空間，看似互不相干，卻竟然

在我的小說內相遇，然後互相影響。就像是天上一棵棵各

自閃耀著的屋，看來各不相平，事實上卻互相受到對方引

力牽引。

不知你還想不想看下去，但無論你想不想，我還是決

定在這裡停筆。此時，我望出窗外，發現黑夜已如猛獸般

吞噬了整個蒼天，天上每一棵星都彷彿閃爍著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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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恨與愛的蛻變 譚秀貞

你從千巨星之外再來看望我，說今次是為了更新對這座

城市的認識而來的。闊別多年，你說已經對我所生所長的

這地方，印象模糊了，不知有甚麼故事正在上演。

你可來得及時不過。這刻，你會見到喧天的苦澀，與

逆境中的白靈反撲’揉合成眾人深沉感恩，在城市的上空

練練渺i妙，為這個曾光輝經年的亞洲大都會，添上更不凡

的色調。

這邊廂，你會見到以悲情、沮喪和空虛無力調混成的

焦躁，為我們過去數十載奮起開創的所謂「成功」’壓下

了巨大的問號根據不同的估計，由六萬至三十萬不等的

人，損著財值降了一半的負資產，同時要面對隨時失去生

計、加入廿一萬浩浩蕩蕩失業大軍的彷徨﹔過去五年詞，

破產人數翻了幾番，卻l換不醒我們去回憶出生時的赤條

條﹔「燒炭」早已成了這城市跨越其歷史大限之後，個人

絕塵而去的一種新興灑脫﹔最慘絕的殘殺，來自最親愛的

家人．．．．．且還以外，我們還有大環境的憂傷：公共錢包裡的

錢已經連年入不敷支﹔我們渴望真正的自由、自主和公

義，亦只有在鳥籠中體現......

但你也會看到另一邊廂，慣了拚生活的人兒不甘在這

危機中墜毀，也就發起了「愛」的運動，呼喚人們想出還

有許多愛這地方的理由。於是，眾人就數算起愛的理由

來。這些理由，許多跟地道口慾之類的東西拉上關f系，例

如雞蛋仔、車仔麵、波蘿i函、

某記的牛楠、熱狗．．．．．．

愛得現實，倒也跟這

個開埠百年的小城性

格，一脈相承。

你真不虛此行來看

到這熱鬧了。可是，我想

告訴你的，是另一個關於這城市

的深情故事。這故事從一種深深的仇恨開始，直到你在許

久以前造訪我的時候，仇恨才開始了連串異動一濃重童的敵

意止住、靈光閃過心扉、人楞住了、連連思考、玩味歷

史、把所有恨的對象端詳究竟，然後理解、同情、哀憐、

驚叫．．．．．．終於，恨，竟變了愛．．．．．．

你嘗過沒有？可會明白從深恨一種事物，轉變為愛它

的那滋味？這就是我將要向你訴說的，我由深恨這城市，

到愛她的這段曆程。

***** 

你或許記得、或許忘了，我還是要重提這仇恨，和

裡面的細節、原委這小城陰冷，徒負東方明珠虛名﹔金

光燦爛裹著空洞、茫然、膚淺、萬惡......許多人想起這地

方，都驚嘆她可以在數十年間，拚門出一個經濟奇蹟﹔傲

視全球。算是我們唯一資源的深水港，從海岸兩邊眺望，

那種大都會氣派的恢宏，真能媲美倫敦、紐約。可是這一

切的閃爍，掩蓋另類事實，那就是這裡人心的糊塗、木

然，實在，也被金光燦爛所騙了。

我恨這裡的飛快動感，閃閃活躍。因為，最動人的活

躍，是人心每天的干戈伐戮、爭先恐後，分秒生怕別人來
佔便宜，自衛的雙ffl'隨時候命，稍見異動，那管尚未分清

是敵人還是朋友，總得先殺出血泊以示強。不要謙讓，謙

讓帶來不安，小城之安定在於各人都把自已吹噓入雲，然

而後在高處袖手旁觀看別人生死。這習慣若變，變了謙恭

自持，變了關愛，人心準要受驚得令這小城塌下，因為，

小城有其存在方式。

我自小，就活在這個殺戮戰場的東方明珠之中 那一

年，我中學會考，人們說我要認真一點，因為它關係著一

生的幸福﹔爸爸說我勤勤辛辛的走過人生的頭十七年，都

是為了這個考試。理論上，試場上的每個人，都是我的敵

人，有著你死我活的況味﹔卻又同時想到，憑著我當時所

信仰的上帝，我可以愛這些敵人如同愛自己，祝福他們成

績彪炳如何祝福自己，而我也許會絲毫無損的。可是，這

種矛盾耍一個十七歲的少年來排解，實在是太艱深的智慧

考題。最後，我還是深深體睬，活著的確是一場你死我

活，不共戴天的肉搏遊戲我忘了那天考了甚麼科目，答

錯了答漏了甚麼題目，總之「滿堂紅」的命運逃不了，只

有瑟縮驚惶。驀地，跟我一同上試場的鄰家女孩來訪，我

們算是青梅竹篤，也曾心心相印過，我連連向她傾訴這種

失敗後的恐懼與納悶，她滿足地笑了，說：「巴不得有更

多人墊在我的腳底。」

與你一樣，我都以為這是少幼的不成熟罷了。可往後

的漫漫長路，不論在那個場域，我都經驗到小城這種「拚

搏」、「奮鬥」所顯現的無情殺戮，那種殘忍程度，有的

超乎想像。

仍是那少年日子，每坐公車、地鐵，我總是斯斯然，

不捨坐，因為我年少力壯，可以站著，讓坐予有需要的

人。可是，所有看到我不搶坐的人，都指斥這是不夠「醒

目」、不夠「伶俐」了，要不得。往後的漫漫長路，也不

論在那個場域，我確切體驗到，如果謙虛、謙讓，準會滿

身麻煩。以後，我的阻臉，也日復一日，跟少年時那些批

評我不搶坐的人靠近了。如是，我參與毆鬥、參與殺戮、



天天征戰、樂此不疲。

我的深仇大恨還有

更多內容。我恨這裡的

淺薄，淺薄得令我枯

乾。我們從不慕深層知

識，只要化妝品可以令

我殺遍男孩，我沒有興

趣知道裡面的成份與知

識．．．．．．大專時代我唸新詞系的時候，學怎樣寫

「倒金字塔」’學了整整一年，卻沒有許多思考、

對社會的探索、學術和腦力的訓練，系內優材模

範生說，這個沒必要﹔於是，我帶著一身「手技」

出道跑新聞，遇到一點爭議問題，上司說不須費

而申討論，只須取一個觸目的、聳動的角度，例如

激烈衝突、政黨鬥爭、醜閩、扒糞等等，責任便完成

了......中學時代，我讀著魯迅的﹛彷徨〉出神，同學奇怪

我為何有這般閒暇，不也該奮力鑽進考試的天書去嗎？你

會明白，我們的求學，恆功能性又不單純，今日風魔娘生

的電視節目「百萬富翁」，其推崇知誠的動機也在財富。

我恨這裡拜金囂張勢利寡惰。我們確實繁榮，繁榮拜

託鈔票從勢利寡情中源源滾出。在跨過歷史大限之前那段

瘋狂歲月，我聽過一個廿歲出頭的女孩自早上六點到深夜

十二點，分秒向人寶保險，月入五十萬．．．．．．大學舉業生爭

相入行地產，競逐誰可在數月內賺取第一個一百萬．．．．．．這

些「成功」人物是傳媒探訪的寵兒。你若腳踏實地在安老

院內，以百般愛心照顧暮年長者，賺取僅資飽足的生活，

你太不濟了，會讓人瞧不起。因此，安老院人手不足，致

時有虐老聽間，這又提供了傳媒多點新聞來炒作。

我恨這裡無高等文化、無根、無大氣魄的小市民，無

堪可欽佩的大政治家。大家不慕真理、不探歷史、不認同

高尚的情操。我們國家的文化與性惰，在這地方，早隨殖

民的屈辱而飄零墜落，可殖民政府也不讓我們認識他們遙

遠的文明與文化。於是，我們帶著空了的心在天上飛、在

地上形役。

我恨這裡的人沒有自己，不深究意義，都為應付別人

的要求而活。少年時的鄰家女孩說要教書去，我問這是否

你喜歡的呢？她說不應問這問題，否則裝沒飯吃．．．．．．大專

的講研與其助教對一個傳媒理論的闡釋，出現分歧，那究

竟哪個是真？來自名校的高材生教銘：準跟助教啦，囡

為是他改卷的......你還記得我們自 1984年有了《中英聯合

聲明〉的回歸憑證之後，多少胸中無家無圓的權貴，一夜

之間爭相趕赴「忽然愛圈」的列車？

我更恨這裡葬送了我的前途。你不知道我與媽媽漂泊

十多年，真的需要一個安樂窩，可在歷史大限前的那陣投

機狂飆，吹颺我日夜工作，郤始終追趕不上一天三變的樓

償。最後，倒也能死去活來弄了個新居。整頓所有之後，

我累得失神倒在床上，想到這一生，也只能為別人而活了

一為銀行和地產商打一輩子的工。

***** 

憤恨可以無盡，可直到你這外來人許久以前來看望

我，從你身上發現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似乎是在這陰冷

小城所失掉的一切，都模糊地在你身上尋回你有溫暖的

微笑、臉光祥和、謙讓不迫﹔你熱衷於發現每個生命的精

彩，熱情與人交感，工作中見到精誠卓越。似乎，你有堅

闊的信念，因而，美景可待......我凝住了，不一定要研究

你的性格如何跟你所來自的文化互動，卻好想明白為何我

們有我們那可恨的特賀。就這樣，我放下了仇恨，展開探

索，也就逐漸明白，這小城之所以可恨，有她難論的、可

堪垂憐的歷史。

百年回顧，歷史賦予這個城市的，似乎駐定是一個暴

發戶的市并角色。她一開始便被強權搶走，脫離母體又依

附母體的邊緣，殖民政府不建構任何主義、文化與向心意

識，只在乎社會秩序，因此，我們的心是空著的。

然後，百年來緊於斯者，多是大時代的難民，草根、

市并、教育程度低，這是歷史虧欠他們的。在殖民主人不

干預、不執著商族文化意識形態的務實管治下，這裡首先

是個難民天堂，在國內同胞遭遇地獄早雷天譴詛咒惡毒人

患之際，小城讓許多人脫離苦難得以歇息。於是，就在安

定而貧困的環境下，阱手抵足謀生計。直到經濟起飛，暴

發戶性子當可理解，因為我們得不到殖民主人的憐憫，沒

有社會福利、沒有免費教育，大家得以活命，全賴死拚競

爭、天天肉搏。一朝富貴造就不了高文化，甚麼文化藝術

思考浪漫，是剝削階級的玩意，而難民群族的存活憑據，

不是拿餘裕、繪畫繡花、請客食飯來換取的。

不管貴賤與高下，大家又得在暫倍的地方、暫倍的時

間複撈取最大的利益，因為不知何時，末日將歪，這彈丸

之地或將不容以棲身，再次踏上難民逃亡路。這樣，拼搏

門爭、能投機盡投機、能即食即即食，分秒警覺要自衛反

撲，有你無我，就是必然的生存方式。回歸前的炒作狂

潮，從某層面看，不也是這種體現嗎？

我們沒有自我、性格模糊、逢迎獻媚，你可知這也是

生活的無情嗎？我們沒有資源、地少山多，得向外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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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這地方就成了一個易受摧折的、完全外向型的經濟體

系，遂要捉住每個歷史的偶然，緊握機會，因為，我們無

資源可恃。你看，我們從戰後一個貧窮小城，發展至今天

成為國際大都會，漫長路上自五、六十年代的轉口港﹔至

七、八十年代的亞洲工業中心﹔九十年代的服務業體系，

以至於今邁向知識經濟轉型，哪一個不是隨著歷史與配合

區域性的異動而適應順生的？這樣，我們是條機靈的變色

龍，那又如何奢望擁有自我，怎能瀟洒的不逢迎媚外？

曾有外來朋友訕笑，我們的高官跟亞洲其他地區比

較，學歷最低的。如果這是過錯，是誰之過？我們百年的

最高學府，殖民主人要她來不是驅動學術思考、社會改

革，而是訓練精明伶俐、執行命令的政務官，為殖民地的

社會秩序以華制華，如此，進深學術不是高官要務。最

近，飽受嘲諷「掃巴頭」的保安局局長慨嘆，時代不同

了，她小時習傳統修為的「律己嚴政」、「嚴以律己，寬

以待人」’感嘆今天人權高漲、不開己任。你可看出這筒

中的悲哀嗎？執掌法治人權的高官履行其職責原來是身不

由己，而她大概是不清楚我們五千年的國史，與人類社會

進程的教訓，未察覺人權高漲，其意義在於把人從惡政之

中解放出來，恢復人的尊嚴，這跟傳統美德的「律已嚴

政」是兩碼子事。這種歷史人文識見的欠奉，我只能看成

是殖民經歷的悲涼。

***** 

如此，我愛了。這愛，從深恨引發，自認識、理解與

同情所促成。

世上愛的類形千式萬樣，愛的理由紛繁多變。可有一

種愛，正因為愛的對象不好，你才愛。你也許記得，那位

曾為我們這小城爭取公義而付過血汗的老兄說過：就是一

個地方不好你才愛她。上世紀的中國很可憐駒，列強侵

凌，滿目瘡癡﹔因此，你愛。還有，你來自的家鄉也很可

憐啊，天天被我們的祖國打壓，國際社會亦越來越離棄你

們了﹔因此，你愛。

如果選擇憤恨，會有數不完的理由﹔但若選擇愛，理

由就只一個：這小城不好，很可憐啊，所以我愛。

歷史告訴我們，那些不義、乖張、欺壓、惡政、苦痛

所引發的反擊、革命、聖戰......都賴憤恨激起，但正義凜

然的狂暴反撲過後，留下是更激烈的反暴和淚水。歷史

裡，恨的太多，愛的太少。

***** 

若我要數算這小城的好事物，倒也真琳那滿目的。正

因小城的邊緣位置與殖民經歷，才為我們帶來世界文化，

更新五千年祖蔭的耳目。國父的共和革命在這裡得到思想

散發與實質支援﹔殖民主人留下的西方管治方式、程序理

性、法治廉潔、自由言論，正為我們步進更深廣的文明提

供基礎。

又正因殖民主人不刻意建構任何主義，我們得以丟棄

所有意識形態的包袱，活在自由的空氣裡，也讓那些飽受

意識形態符陸的同胞，得以喘息，無後顧之憂地發揮自

我。無數蜜聲海外的成功人物，就在這小城這種開闊的土

壤獲得過滋養。學者余英時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這小城

渡過了他少年時的六個年頭，他自言這對他的一生無比重

要，因為若非這裡的「自由」，他的思想成長與治學方式

將是另一個樣子，他說他始終感念這小城對他的「塑造之

恩」。

生於斯，我才可避過那驚世駭人的十年文革之苦﹔我

才得享混飽﹔我才看到在望北的「祖蔭」下走頭無路的人

們，如何來到這小城翻身、豆豆建自我尊嚴的一頁又一真的

光輝故事。

***** 

每次我走過中區那座小小的靈龜，懷念裡藺草志生我育

我約這小城捐軀喪命的人，我對這小城所有的憤恨與批

評，也就收起。還記得某年，我曾站在靈龜附近的高處，

冷靜觀看我們政府悼念二次大戰陣亡將士的儀式，看到幾

許有金髮有黑髮有白髮的老兵，和那些頭髮及皮膚顏色更

多樣的陣亡將士的遺婿，感激與羞愧混成了悲1舍，源源的

從我心臆湧上來，感到這土地、與其上的人的存活，來得

不易，那，我還要恨嗎？

這就是我向你訴說的故事。從此，你能夠為這恨愛的

蛻變作見證了。

筆止之處，已經深情滿遜。



新詩亞軍

〈冬季的傳記（組詩）〉 朱順廣

一一有關冬季在思考的湖泊上遊離浪蕩的隨筆

青青傅：秋逝

在秋季那血淋淋的一天
一幕幕如電影片段般的

新聞震撼著我的每一個細胞

仇恨的種子已經發芽生根
根部已延伸豆豆他們的大腦

腦海內更盛滿了

血肉他們以生命為原料

製成炸彈轟......

比夸父犧牲於白光中壯烈十萬倍！

扭臘的葉

曾在演？冥中化麟、起舞

如今都緩緩死寂腐化

秋天的心可就是「愁」？

嚴冬乘坐著時光列車

來臨向深秋索命

讓我獨個兒為秋季哀悼

05” 11-2001 
（立冬前兩天）

正傳第一章：立冬

深秋的我曾相信一個神話：

人世間的「情」

就像一個永不衰老的青年人

以左手拿起「豎心邊」
在逆風中不停舞動

即使頭斷了

也如刑天般永不休止

肅殺的寒意在空氣中彌漫

愁緒的婦動也漸漸緩慢

冬天的J心凝固成冰
剔透的冰面照亮一切未知

冬季是夢的創子手

14-11-2001 

（立冬後一星期）

正傳第二章：大雪

詩意急i束了接近

一個月亮圓缺的週期

冷月上沒有如我一樣孤寂的綿娥

岩土唐（1）一早把所有的夢

輾碎

我不能像王小妮（2）一樣看風雪

如雪飄下的不過是

思考時抓落的頭皮屑

10-12-2001 

（大雪後三天）

註：

（］） 岩土唐：第一位登陸月球的太空

入。
(2）王小妮：大陸當代著名女詩人。

﹛我看大風雪﹜是她的其中一首代

表作。

正傳第三章：冬至

今天是黑夜最壯大的日子

黑暗是寒冷的催化劑

在肅殺的冬至

有人穿著厚衣依偎著暖爐過冬

有人衣薄如蟬翼瑟縮一角吃風

送一首詩給露宿的人

讓他焚稿取暖

裊裊約煙中才有一點詩意

稿子的灰化為詭異的蝙蝠

也許這才是那首詩的原形

22-12-2001 

（冬至）

外傅：新年

當冬季在「零一」和「零二」之間掠過

一堆堆如貨物般的人潮堆滿了長街

無理的興奮金髮的青年

友善的學擱翱翔的花瓶

慶賀什麼？

慶貧富懸殊？賀經濟指掘？

慶賀什麼？

某城市的災難，？某山野的戰火？

光明白冬至之後漸漸復甦

年份由「一」步向「二」

一些關於自己的事情在腦海中螺動

回家後童真地抓起一個衣架

當作弓

我要還邱比特一記毒箭

01 ”。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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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傳第四章：小寒

在流星飛過的夜裡

我正抱頭大睡

聽說流星欲把昏黑的天幕

割開兩邊

但流星遠去後

黑暗的裂痕就馬上被填補

烈日也許早已墜落蒙谷(I)

今夜已找不到流星

聽不到笑聲哭聲呼吸聲

「小寒」的夜真的盛載著幾分空軍意

繁星在眨眼還是掙扎？

彎月在微笑還是冷笑？

又冷又靜的夜

冷靜得不能再冷靜

無聲的吶喊

喝不破緊纏的清醒

05-01-2002 
（小寒）

註：

(1 ）蒙谷：北方之山名。中自傳黃昏之

後，定昏之時，太陽沉沒在蒙谷。

正傳第五主義：大寒

「大寒」的份子滲進了

午後漸漸微弱的陽光

樹葉伴著樹影一向顫抖

凜測的寒風也必先
化成樹梢的形狀

才能掠過一棵樹

我幻想

幻想后羿再次拉弓

但射落的是彎丹冷笑的靈魂

使彎月只在青冥中微笑

2。”。卜2002
（大寒）

後傅：立春

海子說：「我只願面朝大海，春暖花

開。」

新春將從冬眠慢慢轉醒

我要回到清水灣

看那蔚藍的海和天在氮氧之間融會

見證繁花再次睜開眼睛

笑看蒼生然後告訴我們：

昔日的腐化了的葉子和花朵終於

輪迴再生

我彷彿聽到春節來臨的腳步聲

不相信年獸的人將扮作年獸

年幼時每逢農曆新年

歡天喜地的感覺打從，t、底洋溢

也許童J心是一個路牌

指引著再次相信神話和夢的路

08 02-2002 
（立春後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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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

總令人看不見遠方

在記憶中沉淪

想起逝去的以往

晃眼…﹒．

是床頭上的一點光

回憶與天花交錯

那過去了的未來

像夜空的流星

在黑幕上劃破

來了，又去

去了，又來

你，在流星下
許過什麼願？

願望的終站

是兌現的歡喜若狂

還是不被免現的迷惘？

在時光中打轉

模糊與清晰的影像

喜怒和哀樂

為誰哭過為誰笑過

重疊的記憶

都在黑夜中掠過一

落

到

床頭

那點光依然晃眼......



體盟國晶體 體闢撞撞

唉！要不是我燭賄的性格已經到了一個不能自拔的地步，今天我就不需要為了償債而”賣身”。

可5JU誤會我是要出賣自己的肉體，我只是犧牲自己的肉體，當上一隻減肥藥的白老鼠。

這隻減肥藥的製這者，便是我大學的教授一邱字衡教授，教授替我償還這一筆巨債，可算是我的救星。但他對我的唯一條

件，就是要我留在他的小屋中接受一個月的測試。

唉！為了還債，我只好委崩自己去浪費一個月的光陰吧！

雖然屋主是教授，但和我住在一起的，竟然是他的助教一藍采月。

果月她既能車幸，又散發著一種獨特的氣質，好一副女強人的模樣，有一種攝人的魅力。雖然，現在我每天也可以對住這位絕

色佳麗，但其實待在這裡真的把我悶透了，每天就只是在屋裡吃嗎玩樂，幸好我剛剛大學學業，否則怎能天天缺席呢！

今天的下午，采月的樣子顯得很不尋常似的......

「樂雨，這次是最後的測試了！」她拿起最後一粒減肥藥遞了給我

「甚麼？還未到一個月的限期呢！」

「我想你也不願再留在這裡吧！」

她真的道出了我的心聲，要我留在這裡的確很悶。奇怪地，今﹔欠的藥，好像份外苦澀似的......

不久，我的手腳開始發軟，而身軀亦開始乏力……

當我恢復知覺時，我寬然......竟然想、不起我是誰！

串串且體 串串揖晶體

樂雨失憶的事，其實早在我的預計之中， Its!為今汶斯測試的，並不是甚麼j成肥良藥，而是一失一憶一藥。是我和邱字衡教授

合作研製的。出於香港的法例並不准許用人類作為藥物測試的對象，所以惟有用錢去「收貨人命」吧！而收買的人，就是樂雨。

謝天謝地了，今灰的研究似乎十分成功，效果亦十分顯注，相信教授一定可以一炮而紅，成為失憶藥之始。

完本測試期安排好在下恆星期的，但我實在急不及待想知道我和教授五年來辛辛苦苦的成果，所以我在沒有教授的許可之

下，私自作出了測試的決定。

樂雨的眼，微微的向我張楠，他陸眼惺怯的看著我。

「 Hey ！你就是樂雨嗎？」她顯得十分友善

「是的，請問妳是誰呀？」

「 Well ，我是果月的妹妹學羚， Nice to meet you ！」

「．．．．．．嗯，妳好！」我被學銬的主動弄得我有點尷尬。

當學持和采月經過一輪閉門會議之後，她倆從容地步出房間，像是解決了甚麼難題似的。

學羚對我說「明天你有空和我出去走走嗎？」
「嗯......」

「甚麼？你很忙嗎？」

「不，我又怎會忙呢！只是一時間不知怎樣回應你才好。」

91 



雖然我在這裡只住上三天，但感覺卻像三年似的，我差不多連電器的保養單也知道放在那兒啦！

果月將一個深藍色的銀包交給我。「樂雨，這個是你的銀包，種面有你的身份證和錢，好好的收起它吧。」

我接過銀包後，第一時間翻開它，我關心的並不是有多少錢，而是第一時間想欣賞我那張有型有款的身份證，它真的把我嚇

了一跳呢！！！

我看著采月﹝我......我的名字怎麼會變7 ？」

「甚麼？怎會變了？？」果月拿去了我的身份證

「不，我是指我的名字怎樣不是落雨！？上落的「落」？」

「傻了嗎你？怎麼會有那麼怪的姓氏！」

身旁的學笑笑得連儀態也沒有了，反而采丹的面都表情卻沒有絲毫的轉變，而我就只有對著她們苦笑吧

鸝盟鱷擺開鱷
一早起來，樂雨他仍在沙發上呼呼大陸，我亦理不了他，反正今天學羚會和他出去，我也大可以放心也門了。

今天和我相約的，是邱字衡教授，我到了他的家中，慣常地拿出鬥ID;進屋。屋內竟然空無一人！此時，字衡的書房傳出陣陣

笑聲，笑聲應該不止他一人。當我正想推門進房之鏢，我竟然聽到一些我不想聽到的話詣。當時和字街言笑話的，正是他的朋友，

何醫生。

「字衡，你真狡猜，竟然懂得利用藍采月替你做那麼多的事！」何醫生奸笑

教授長嘆一聲﹝唉！ ......可能是因為她為人太純真，太天真了......她實在是過份地相信於我吧。雖然她的外表十分剛強，不竟

也有脆弱的一函。」

「算吧！反正失憶藥已經進入了完成階段啦！你大可以離開她吧！」
「但......」教授的語氣變得有點猶疑。

「別想那麼多7 ！你足足利用了她五年的青春去幫你研製失憶藥7 ，我想也夠了，一個女人的青春是有限的，你把事情再拖下

去只會更加負了她。反正你根本沒有愛過她，琨在就收手吧！」

’
」

. . . . . . 「B

「講開又講，你的欺騙技倆真的很了得！」

「別這樣取笑我吧！」字衡苦笑。

「你也耳目那樣激啦！字衡你既是有婦之夫，果丹是明知的，但她也甘心跟著你，為你幹那麼多事，還被你哄得姑姑服服，我怎

能不佩服你呢！」

聽到這裡，我再也聽不下去了，我悄悄地行進廁所，給自已一點時間去冷靜下來。

我告訴我自己，我得接受這個現實，離開這個利用了我足足五年的男人。可是，但我卻無法做到。我無法離謝他，當一值人的

感情用得太深時，就愈難放手。雖然我的眼淚沒有落下，但我的悲哀，卻無法除下。

五分鐘之後的我，表情大概與平常無異，也許是我的鬥區功夫也做得不錯的緣故吧！我獨個兒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暫時收起內

心複雞傷感的心情，裝起一副關心的樣子，看真他那虛偽的一面。

沒多久，字衡和何醫生都步出了房間。

「咦！果月，你那麼早就來啦？」教授語氣中略帶驚訝。

我微笑說道﹝是呀！等你間來繭，還以為你不在家。」

「不，我一直也在家裡等你。」

「字衡，采舟，不打擾你們倆啦，我先走了！」儕醫生邊行邊說。

「蒂克，何醫生」。

f可醫生是除了我妹妹以外，唯一一個知道我和教授關f系的人。但我怎也料不至I］，他也有份利用我。

要我去面對一個出賣我的人，我卻堅強不了。

撥著的十個多小時，我都得以戴著一但滿懷笑意、的假面具去面對字衡......

體盟員單 鸝闢串串

一部早起床，采月已經不在家中了，反而學為一早就已經在看電視，她的笑聲還把我吵醒呢。

「早晨，學銬。」我半夢半醒地說

「呀， Sorry 呀！是我吵醒了你吧！」

「算吧！﹞

「那麼就快點兒起床吧！」她一邊看電視一邊對我說。

「不······」我還未經夠呢。

「起床啦！雨仔，我們帶你去一個地方！」她拉了我下床。

嚇了我一跳「甚麼！？甚麼雨仔呀？」

「和你闖關玩笑吧，看！你現在已經醒神多了嘛！」



學羚真是一個很有趣的女孩子，室主天都充滿活力的。她就連看卡通片也可以笑得連肚子也需起來。

學羚她是第一個帶我離開這間屋的人，她帶我隨便到過幾間附近的便干lj商店後，便拉了我上山頂。

「略！」她大叫。

「怎麼了？你傻了嗎？」我封住了她的口。

她撥開7我的手﹝No ! It is a way to relax ！」

「 H亨！是嗎？！傻妹才對呢。

「這裡的風景很美呢！」

「是呀！ I還有一陣陣的清風吹送著。

「不如映相囉！」她學向我。

「下？現在嗎？ J 

「 Yes ！」

學羚立即買來一部即峽fin棄的相機，不停地在拍照。她一時興起，還氣弄山頂上的遊客呢！我倆假裝成一對年輕的新婚夫婦，不

停地叫周圍的外地遊客幫我們拍照，然後再向他們假裝閉路，扮作答極也不明白。就這樣，我和她渡過了一個十分愉快的下午。最後，

我和學羚就在山頂上吃晚餐。

「剛才真是好玩呀！」

「就是吧！香港的居民竟然會向旅客閉路呢！！」

「 R合哈！」我倆都大笑起來

和學羚在一起的感覺真的十分舒服，關心。反而采丹她，給我的感覺就只有深j克和少言。

我和學與各自返回家中，很奇怪的，她們胡明是兩姐妹麟，但卻是分開住的 0

家中的采月獨個兒坐在沙發上，呆上了。「果月，果丹！采月......」她似乎並沒有聽到我對她的叫險。

閑心似的。電視播的，明明是遊戲節目，但采月的淚珠，卻涂涂的滾下來。

輔持串串 聽聞鱷

連我亦不知道為甚麼我會突出來，我的眼淚，不是該在字衡的家中落下才對嗎？我的感情，從來都只會被字衡所牽動，而今﹔欠亦

不例外。

樂雨他一邊安慰我，一邊輕輕的替我拭去淚水，我懦弱地依靠在他的肩膀上。

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變得那麼的懦弱。我向來也不喜歡在人前哭泣的，我承認哭只是代表著我是一個懦弱和無用的人。但此

時此刻的我，竟變成了那個懦弱和無用的人。

房內傳出手提電話的響聲，我立即收起我的淚水，離開了那個給我靠依的肩膀。

我收起我那把沙啞的聲音。「頌！」

「喂！是我呀！ 1宇衡的聲線從聽筒裡傳出

「找我有甚麼事？」

「是呀！我想告訴你知，明天我會至1JNew York 和朋友去旅行。那請你記得三天後替我｛i~失憶藥的試驗吧！」

「你不和我一起做測試嗎？」之前我和字衡說好是一起做的

「我相信你。﹞字衡他語氣肯定

我猶疑7一會﹝那好吧！」

「我兩個月後便會間來，我希望會收到你的好消息。 Keep in touch 吧！我會寄 E-mail 給你的。」

此刻，我的心真的很戳，有點不知所措。字衡所講的一旬一我相信你，的確令我有點兒心動的感覺......

「采月，你還是早點睡吧！」樂雨悄悄入了我的房間我也不知道

我一整晚也沒有腰，看著天花板上的星星吊燈，它是宇衡送給我的。還記得當時我收下它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個很容易滿足的人。從前，我不會要求字衡他會給我些甚餒，今天也是，未來亦然．．．．．．

輔t鱷鸝關屬單

果月一向給我的感覺，是十分堅強的，她從不為任何事而悲傷。｛§＿就我昨日的所見，確實令我看到她的另外的一面。即使一個再

堅強的人，亦有軟弱的一函。

當時，果丹的樣子給了我一個很特別感覺，就是她不想說對任何人任何的話，只想借我的肩膀一用，只想有一個空問可以給她躺

躺。所以我並沒有追筒她哭的原因。雖然她並沒有告訴我，但相信當中的原因也離不開家人、朋友、金錢、事業和男人吧！

根據我的觀察，我可沒有見過系月上班，但她總會有一大堆工作的，相信她在工作上不成問題。眼見采月的屋子裝修得那麼豪華，

家居都是一等一的貨色，怎也不可能是金錢的問題吧！至於家人方面，學羚曾經告訴我，她們的家人都不在了，我想也不是家人的問

題了。最有可能的，便是朋友或男人了......



要令一個如此堅強的女子也懦弱地哭了出來，相信非男人莫屬了！

一個下著大雨的一個下午（我絕對不會用「落雨」來形容現在的天氣），令原本已經沉重的氣氛變得更加沉重。我和采月都各自

坐在沙發上看著那個和現在的氣氛格格不入的卡通片。

「樂雨，我想你也肚餓了吧！不如叫外賣好嗎？」采月的語氣十分平淡，明顯她心情仍未平伏......

「由于呀！我正餓得很呢！妳說得真合時！」我嘗試用輕快的語氣去緩和這個沉靜的氣氛，但似乎······並不管!'f!If＇字？于…﹔

采月拿出一大堆外賣的單張給我﹝隨便選吧！我不吃了！」 ii尸 ω
「嗯......你也吃點東西吧！」

「不用了。」

最後，我唯有獨個兒享用這一餐外資！
il三Ji

輯們自盟 串串揖鱷
一整天的沉悶氣氛都籠罩著我，可能因為字衡今天沒有找過我吧！

突然之間心血來瀨想上總看看，反正眼見樂雨也住上了好幾日（等悶悶上了好幾日），就教他上網吧！給他一點娛樂也好。

這間屋一共有兩間房，左濤的一間是我的睡房，而右邊的那間就是我的工作吏，都是由字衡設計的。幢房有一部電腦，原本給是

學羚用的，現在就儘管給樂雨用吧！一轉眼間，甚麼ICQ 、 Internet Explorer 、缸”mail··...﹒都給他學會了，其實他也很聰明，要他成

了失憶藥的犧牲品，是否一個浪費？

「樂雨，如果平時你一個人在家中覺得悶的話，你可以在我的幢房上網的。但你不干可以碰其他的東西。 J

「OK ！沒問題。」

「我想替你找份工作呢！你喜歡甚麼工作呀？」

他考慮了一會﹝唔﹒．．其實我自已也不曉得自己喜歡些甚麼，到了現在我還是甚麼都記不起。」

我留下了樂雨，獨個兒回到廳中，我當然不是看電視啦，我是在用手提電腦上網吧！可能因為我很久也沒有用過我的ICQ吧，一

閑之下竟然有一大理message ！幸好就算我不用它，它也不會發霉！這些message 當中，估了五成都是 update my info ，二成是連

鎖信，其他的都是垃圾......我打開那假整整一個月也沒有闖過的 E-mail Box ，反而只得小小的兩封E-mail 。

第一封是半個月前大學寄來的，市第二封．．．…是字衡寄來自｛＿） ...... 

果月

最近我的確是少了陪妳， Sorry ！所以我送一份小禮物給妳，請妳到以下的網頁看看吧！我相信妳一定會喜歡的。

字衡

網質內，只有簡篇單單的一旬話和一億家居的圍則。闡貝IJ裡面的每一個角落都是我以前跟字衡一起時大家堤卜如游鼠而判ousf句：

絢頁上的話是一「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跟妳永遠一起住在那樓。這是妳的願望，也是我的願望。」如果我這個願直逼真的能夠實現的話﹛！

我相信到時的我，一定會很幸福，至少也比現在會幸福多。我依舊相信這間屋終有一天會落成的。 Ill 1們＇.，2, C:s .. iii 
九﹔ 六；tf;i~長反偽！ I

'f:::, ~-r .. ~代表著我和字衡唯一軸的小屋 Ill /(/ ~~!II 
lhfr, . ..A心＼...…’,Jt~ll 

自由1L鸝 騙自體自由
想不到網上的世界是如此的有趣，我一口氣玩了五，六個小時也不覺得悶。若不是采月要睡覺，我也不捨得offline 呢！從網上的

世界，我認織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第二天的早上，不知是誰在擾我的清夢，把我搖醒！

「起床了！ Hey ！」「她」在搖動我。

「誰呀？火燭嗎？ J 

「No ！是我呀！學吾吾呀，你快起來吧！」

「還早呢！」原來是這個丫頭。

「起來吧！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她繼續拉我。

「甚麼地方呀？」

「快起身啦你！ Lazy ！」

學羚帶我去的地方，是一個農莊。它的佔地並不大，但卻獲滿了不少色彩繽紛的植物，有育瓜，蕃茄，矮瓜，士多牌梨......

學羚指著左邊那一片青瓜田。「它是我的田，我自已積的！」

「哈！甚麼？妳的田？」我不屑地說。



「 Sure ！你也可以擁有自己的回呀！」

「寞的嗎？」

「我看你也是先學好種植的技巧吧！」

在這裡，我跟學羚學至I］了不少有關種植的技巧。

「是呀！論7妳這麼久，也未知妳今年多大！」我好奇地問

「廿三！你呢！？」她一邊除草，一邊答我

可崗位大兩年！唔......那妳的姐姐呢？」

「她嗎？廿八7」她想也不想就立IW答我了。

「呀．．．．．．」想不到她竟然答得那麼爽宜。

「怎麼了？你覺得我姐姐很「老」嗎？那麼古怪的梭子！」

我呆了三秒﹝不......我只是想不到妳會答得那樣爽快吧！年齡不就是女人最大的秘密嗎？」

「 I don't think so ！」

鱷＋• E聽聞自自
今天的天氣終於都放繕，但當我打開雪種時，卻空空如也。我一如以往，獨個兒住超級市場去，但心頭卻忽然湧現一個可怕的

想法，我的一生都會是這麼孤獨嗎？還是我會和字街住在那間未對現的Dream House 生活下去？

早陣子字衡的確是少了賠我，但我一點兒也沒有怪責過他，怕只怕他太忙，太辛苦吧！當我正想回家之際，字衡從New York 
打電話過來。

「采月，妳現在在那兒？」
「﹔在家中......」

「失憶藥的效果呢？怎麼7 ？」

「．．．．．．」

「到底怎麼了？」

「......失敗了」

這次，我向字衡﹔散了一但大謊話......

我知道他會很失望，但我亦知道當失憶藥研製成功之後，他一定會離開我，我情可選擇撒這一個謊話，也不願意失去他。

要騙他，就得以騙他一世，為7將這價大話成為事簣，字衡就不能和樂雨碰面，我得和樂雨另覓居所。

我和樂雨到了一間地產公司，準備找個新的地方j般。

「藍小姐，妳是和妳的弟弟一起住嗎？」地產經紀將樂悶形容為我的弟弟

「不，他是我的朋友。」

「喔！對不起！ ......我們不如入正題吧！妳們想找的是兩房一團軍......這裡有好幾個樓盤都非常適合妳們的。 J

居相片 ; 
經紀續說﹝甚麼區域的住所也有的，有半山，新市鎮，市區，郊區，鬧市，或者舊區......未知妳們喜歡如

我聞樂雨﹝那你喜歡那一筒呢？我已經選好7 ！」 ; 
樂雨擋住了其中一個樓星星﹝我喜歡赤柱的那一間。」 ; 
「我也是！」我笑笑說 : 

ll~1i~~＂:.i盤一，
體＋－鸝鵲闢鱷

搬進赤柱之後，整個人也覺得充滿了生氣呢，天天都耳以對著那個無敵大海景，真是寫意極了！這兩個月內，我和果月夭夭都在

一起，日子真的過得很快樂，而采月的性格更明顯地變得開朗多了。今天，我再次為她親自下廚。

「采月，出來吧！可以吃飯了。」我從廚房PJ.1險系月

「我正餓得很呢！今天有甚麼好東g§Pz呀？ J 

我揭愣桌上的菜式﹝看！是廢菇海鮮芝士侷意粉！」

「一定很美踩了！我很喜歡吃薩菇的呢！」

「當然啦！我學師也有一個多月啦！」我意氣風發地說

和采月相處了兩倡多月，她對我這餾朋友真的很好，連工作也替我找呢！她幫我找到一份學廚的工作，或許是我本身有潛質吧，

煮出來的東西也甚具水準。

「食完了沒有？還有甜品R尼今天。」我從雪櫃拿出甜晶

「甚麼來的？」

「士多牌梨布甸！我特意替妳造的，知你最喜歡吃士多啤梨的。」

「你，‘．．．．你怎知的？」她一臉驚訝。

「看妳滿雪櫃也是士多啤梨，怎會不知呀！」 95 



「你這個小偷呀，在雪櫃裡偷我的士多啤梨。」

「 E訂合！那妳別指憲我下一﹔欠再弄給妳吃了！」

「不要呀！你弄的這個布甸的士多啤梨特別鮮甜呢！怎麼整的？」

「不告訴妳呀！」

我又怎能騙得過我自已呢，我的確是很喜歡我眼前的「妳」

鸝十晶晶體 聽聞自體

這兩個月裡，連我自己也不能夠相信我竟然會變得那麼開朗。雖然身在New York的字衡幾乎沒有打過電話給我，﹛且看來我也不

愁會寂寞，因為有樂雨他天天在循著我。

他的主意還真多得很。香港仔吃海鮮、大圓踏車車、影沙龍、釣魚、打機、紅館看演唱會、甚至對j廠銜。這都是我從未試過的，

字衡可以給我的時間，根本不容許他和我做些甚麼見得光的事。

他在大學裡’是一個很受學生歡迎的教授，試悶在大街上，可以磁到的熟人多的是，我和他又怎能光明正大的上銜。
今天是星期日，我和樂雨都在市政局的圖書館內......

rp農喂，果月，我找到j 「它」了！這本書合用了！ J 樂雨悄悄地叫我

我接過他手上的那本書﹝咦！是呢！真的合用禍。」

我和樂雨坐到一旁，專，t;-:t也看著那本書「我喜歡M 字頭的。」我翻著書

「我就比較喜R 字盟員啦！」他和我爭著翻書

「那就易啦！就Rocky 吧！則和我學啦！」

「不！老土！」其實我和樂雨正在替自己找尋一個合適的 Nickname

可合哈！反正你就是一個老土的土人。」

「哼！看妳也不會很好吧！那妳就叫 Minnie Mouse 吧！仲土！」他反攻我

「不要呀！我不要當隻老鼠！」

「我也不要當一隻狗！」 Rocky 這個名字似是為狗而設的

「OK! OK ！讓我們認真的吧！我們互相替對方改一個Nickname 吧！」

「好！」

最後，樂雨的名字－ Rain ，我的名字－ Moon 。很「娘」吧！但卻是百分古的合襯。回到家門，我聽到家中傳出一時隙被搜略

的聲音！

「有賊嗎？」我看著樂雨。

「. . . p恩！也許只是大風吧！沒事的，開門吧！」

樂雨開了門，家中凌亂得很！

「走吧樂雨！一定是有賊啦！」我的臉也嚇得育了。

「先別走！看看妳的睦房門口！」

「下！」一隻淺P11c色的松鼠狗從幢房的門口走了出來。

「是我出了糧打算送給妳的，但我也沒想到牠會在家裡胡作非為的，弄得這褪也反了！」

我抱著牠，牠的毛真的十分光滑。

「采月。」他握著我的手。

「牠很 cute 呢！謝謝你呀！」我望向樂雨。

「我不會奢望妳會給我任何的回應，果月，我只想妳可以知道，我是喜歡妳的。」

輔十晶晶晶鸝闢驢

和我的預計完全的一樣，果舟並沒有給我任何的回應，她車里嘆一句。「......你是知道我有男朋友的．．．．．．你知道我不能夠離開他的，

你是明白的。」

「我明白。」

「雖然和你在一起，我們都真的是很開心，可是我......」

「他......真的對妳那麼重要嗎？值得妳去等他？」

「他......對我不好，他驕我，利用我，出賣我，甚至他想離棄我。我早就知道他是有妻子的，可是......有點東西我不知道......該

怎麼說......」采月一邊說著，自民淚已經落下

「我真羨慕他！」

「？」

「至少﹛也可以令妳為他哭得死去活來吧。」

「......我們是好朋友嘛！」

「只要妳關心，便可以了。我可以給妳幸福，只要妳給妳自己機會。」

「嗯．．．．．．」

「我可以等妳的…．．．真的可以......」



也許我要給她一些時間和空間去接受眼前發生的事，所以我獨自離開了家中，到了農莊去。看著那片田地，我足足種了兩個月

了，由播種，到現在有收成了，我都花了不少心思，原本這片田是送給果月的，但我想她不會耍的了。因為今天，字衡便會回來。

遠處有一個身穿白衫的女孩向我揮手，是采月嗎？不......是學乎全......

「日美！樂雨，那麼夜了，你還在這兒幹甚麼？」學羚行了過來

「 P思！沒甚麼，我只是來看看我的田地吧！」

「瞎...... 1很少騙我吧，你很不闕，心似的，發生了甚麼事？」

「沒甚麼......說妳也不會明白的。」

學羚看若我的回﹝唉！看你這塊地，是想送給我姐姐吧！」

「妳......怎知道的？」 i~Jk＇＇：ηγ＼ •. 
學與望向我﹝一看﹛更知了吧！ ......我知道今天字街會回來，姐姐會在餐廳等他，也許你也是注定失敗的啦軒」外

「不用妳說我也知。」我坐了在闊的旁邊 ;2 1的小J
「讓我充當你的傾訴對象吧！ J 11! '1.; 

這一帥，我都和身邊的戰在惜，感覺很自然，很舒服。 Iii ;leJ',,: 
「轍，說真…﹛象我酬末一樣。」 11:::11,,JJA\ 

體申闢驢 串串聞單單

今晚，我在尖沙阻的一家法國餐廳等待著字衡，我的手提電話忽然響起﹒原來是我的妹妹打來的，我還怕是字衡要爽我的約呢！

「姐姐，妳是在等字衡嗎？」

「是的。 J

﹝妳的心仍在他的身上嗎？」

r .....﹒是的吧！﹞連我亦不知為何，我顯得有點猶疑

「妳和樂雨的事，我也知道了。其實樂雨比字衡對妳好得多了，妳可以選一個更好的，但為甚麼妳不選？ J 

「我......我也知跟字衡是沒有結果的，但......」

「既然妳是明白的，那為甚麼妳還是那麼的雷執？」

「妳要明白我的身份，是我把樂雨害得沒有朋友，沒有7前途，我害得他甚麼也沒有，如果他知道了，他會恨我的......」

「妳喜歡樂雨嗎？」

「喜歡。」

「那就不用考慮啦！機會沒了就追不回了！難得妳可以拋開字衡......怎麼妳還是......姐姐，幸績是靠自已去爭取的。」

「我又怎會不明白幸幅是靠自已去爭取的道理呢！可是我......我就連去爭取的勇氣也沒有......我還能說援基！蜜呢！」

「信心是自己給自已的，妳又怎能說妳自己沒有信心呢！」 ; 
「字衡他......他可以騎上我五年而我甚麼也不知道呢，我甚麼信心都沒有7 。一直以來，我還以為自已是令福建甜蜜的人，

現在，我才認識到我自巴的懦弱！」 進 5的

誓旦起草現，而我貝岫餐露中等他，直至餐廳打阱，我才自家。我朧我自已欠了樂雨i
1i;w:\,..l瓷、L...... ,. 

串串申盟晶晶 體騙自由

直至第二天的中午，我才返到家中。家中收拾德很乾淨，似乎采月已經回來了。

「樂雨，你回來了！」果月的聲音從廚房傳出

「是的。 J

「我今天整了沙律，來試試吧！」

「下！」我可未聽過采月會黨東西呢！

「你要把它吃光呀！」

「沒問題！」

「那就好7 。」采月笑笑說
望見眼前的一大堆沙簿，的確不易入口，但卻又很甜﹝采月，昨天的事呢......」

「甚麼？」

「昨天的事，我是認真的。」

「那我就......謝謝你的好意了。」

果月在玩弄那隻小狗「樂雨呀！ PJ.j牠甚麼名字好呀？」

「妳替牠改個名字吧！」

「唔...... ,j，狗是你買的，就給你改吧！」

「由于！就叫牠......「滿滿」吧！」

「也好！就叫牠滿滿吧！」
97 



我掩面笑著。「滿滿不就是等於 Moon Moon 嗎？哈哈！傻瓜！」

結果這間屋便出現了兩個傻傻的B可 Moon 了。

「是呀！妳昨天不是要去見字衡的嗎？怎麼了？」

門1g ...... 5妥來！」

「Sorry ！」

我照樣地和采月晚晚出去吃喝玩樂，照樣的關心......一切好像沒有變過。

就快便到系舟的二十九歲生日了，我想道她一份最好的生日禮物，把我自己送給她嗎？不行，太「行」

的．．．．．．

鸝十聽串串 轉轉鸝

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年的盡頭，亦是我的生日。

早上，我收到字衡的巳mail ，這是自從那日創也沒有來餐廳之後，第一﹔欠聯絡我，他足足失蹤了半年多．．．．．．他沒有當教授，我也
沒有免過他﹒．．．．．

果月

寞的不知該從何說起，我只能以一旬對不起來做第一句該對妳說的話吧！妳還記得大約半年前，我們約好了在餐廳冕的嗎？其實

那天我並沒有爽約，我只是聽到妳在講電話吧！雖然我只是聽了一會，但我已經不知該怎麼再去面對你了......我知是我騙了妳，是我

對不起妳，所以那天我走開了。我會好好珍惜和妳以前在一起的日子，還記得我們的那Dream House嗎？我想我永遠都忘記不7它？

但我不會去實現它，我怕我會禁不住再去找妳，我再也不想傷害妳多一次了。

老實地和妳說，今天下午三時，我會和太太至！］New York定居，相信再也不會回來的了，至於失憶藥的事，就忘了它吧！也請你
好好過妳的新生活。

Bye Bye ! 

字衡

看完這封E-mail ，我並沒有太大的傷感，可能是等得太久吧！或者是我早就知道字衡有縣一天會離開我吧！這封巳mail ，至少

讓我知道，字衡曾是真心侍我的吧。

我向樂雨交代一聲便趕到機場去，在臨出門口之前，樂雨交給了我一封信，就在搭車的法中，我拆開7它。

果丹

Happy Birthday ! 
今天是妳的生日，我送給妳的生日禮物，就在農莊內，它一片很大很紅的士多總梨田。還記得我奔給妳吃的那些士多啤梨布甸

嗎？就是用我親手積的士多啤梨吧！所以才會那位鮮甜呢！希望妳可以親身去看看吧！兔收妳的入場費啦！我會在士多啤梨田等妳’
等妳的答覆﹒．．．．．

在機場上，我目送字衡離開，沒有半點的傷感，彷彿和送走一個好朋友的感覺一樣。

看過樂雨給我的一封信，我才明白到原來我都喜歡上他。我打電話告訴樂雨，叫他一定要等我，我很想罪日起一起看

梨田，很葾親眼目睹自已的幸福會是怎麼樣的。我終於可以告訴自己，我有信心去爭取自己的幸福。但亦是囡講這一封

中應有的幸福﹒．．．．．

鸝十t晶體 鸝串串串串

想不到，我在農莊裡，並不是自等．．．．．．而是空等，去等一個不能來的她。就在某月正想趕來的時候，我給她的信，跌了在罵路
上，就在她衝出馬路拾的詩候就賠上7她的性命......

一見于：：告品﹔：？﹔~：，rJ言♂：：且~1：：苦﹔？鬥于t怪責a也
﹔﹔叭﹜、 ν ＂＼﹔j﹔

～完～﹝t fj ︱I 
98 ﹔﹔久＇.！.＇ χ～～一慈三～叮ν1,j 豆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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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仲裁委員會

（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二年）
全年報告

．本篇為二帶有單一直至二零草駕車之年ll'l:1雷池科該大學學生齒仲裁發鼠食之年終

報告﹒

之，仲裁吾吾員會自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二日仲裁投鼠會主席且是﹛，，，晶亮發銷會秘磁

受到授任之日翎始i鉛字﹒由於﹛•I•裁聲音風會主線閻』居樂而終ff ﹒致使﹛•I•救

援S員會主給一1指出傲，仲裁~J員會亦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閥的終

止i且作﹒本輩革報告將對i盟段納悶﹛巾，給自昏員會的工作作一介紹﹒

三．本篇報告終分為五個嘉軒分：
（一）成立：介紹仲裁吾吾員會成立之關間及過l!il ﹒ 1世學生會會串通昏j﹛巾

費t習昏員會成立即J趙國有一了解﹒

（二）成風：介紹仲裁發員會主席、泌IIJ&/111裁吾吾員會發鉤﹒

﹛.：：＇.）工作幸在告：對仲裁發銷會的工作作的陳述， 5醫學生會會做到﹛，，，
就發鼠會的工作高一i肯晰的了解﹒

（凹）紛紛： g4仲裁聲音員會的工作作一總.lll&ll'l'&曲﹒ ffl各同學了解的，

斂錢S竟會工作上所遇到的憐況﹒

(]i）迪總﹔ 1隨手I•絨吾吾員會的！的~對學生會作111迎漪， Hf！也日t藍卡，，絨

吾吾錢會的工作更為關秘﹒

危集ill.益 禮台這ill1!l且學i叫恤
第三部份： (tt1裁委員會工作報告

念益必t主

第一部份： frll裁吾吾員會約成立

﹜﹒官ti在科技大學學生會實N晶會於第三次會11'1巾決定成立的1裁委只會﹒
二. m~草i'l'l誼會第三次會給紀錄， ftjt散發貝會機觀之草草件為叮lo Siu Yee,Sarah 

、岫， ,u,pected thieving fde, of the Coun,il’,. 
三 仲裁吾吾員會於二帶有單一年六月十二日• UIIP.U斬草草同學興撥給玲同學分別

被正式吉普11為f1f1重t吾盾與會主席及﹛呵，吉究~J竟會認Ill當天閥始連作﹒

﹛＂＇絞盡是銷會的工作與﹛，，，放自由S議會3:1!討及i中晶亮發銷會越自絞安樂﹛正·iit 日已從且是
Oil ﹒ lb二糟糟一年六月十二日仲裁§昏腦會主！單民仲裁發銷會秘滋正式被發﹛E鼠，天
~·￥•］二帶嘻嘻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仲裁自由鼠會主紛倒略目晨兩綠草u中紋吾吾銷會：1:1.r,一

戰tl: ﹒

今年的，l,t吾昏銷會的工作主按分1萬兩大彈（：

（一）發﹛:l:N'紋發鼠愈發鼠：
（二H真誠的·~餐具會JJ!WJ • 

第二部份：仲紋5貨員會成員

（二）秘E每
一﹒幹歇爾我真It名﹛，，，m吾音員會HH當﹒

之﹒幹司1會將搜捕各眼交于酹＇11'1會後， lllll'N誼會與演變任有絢果您會會鼠的

f:f﹛巾，吉克哥哥F唱會秘勝﹒

三﹒仲裁餐具會輯：爾具有以下愉力及機費：

〈一）協助”，裁吉普鼠會主席rt種行政土的時1宜﹒

閥冒本lf.f.l)'.的﹛中說變員會認會為1草燕玲向學﹒

（三）仲說授只會發與

一. ttlfl會以hh簽方式i1'I且lt::名學生會會與作為﹛•1•111.發貝爾書寶貝
二﹒仲裁發鼠會主席依照評論會ff下的 rnA於俏，散發只會主席授任何1歲接閱

fffr,1.煦的Ill哥 I, t!J定該位名學生會會風華書合惋常有關串單位﹒

三﹒﹛巾被害惡J司會主，lfl::(£f持到且要七名學生會會照同意後正式發任其為﹛中吾兒哥哥鼠

ff須與﹒

的﹒﹛，，，車里變為會發與具有以下﹛體力及職資：

（一） l﹔<llU需方式作為＂＂絨發與會的決紙，

五﹒ Ill於波有學生會會員厭惡段受苦思任﹒放七名的情t望寄錢愈發鼠的席位從缺﹒

（一）發﹛王f•f•缺吾吾鼠會發鈍

lff總學生會:II!:雞﹒伸直史書昏倒會5具有迎i盲l虫草哥拉l秘E留在內J色)t.名成鈍﹒其中七名吾吾

鼠須由主席直接f£ ﹒由於仲裁習雷員會發風將有ii仲裁侵蝕會!RI盟的決定被﹒攸﹛巾救

援員會直接Jil對N•織發員會經絕對籃里里的 •P,持自到授任何2級自昏錢愈發鼠的l宜重惡性，

﹛•1·1品營銷會主席－i«以紋絲＆合作的態Ill'.俠串串青幫會共同努力﹒只求完成吾吾﹛E七名

學生會會風成為﹛中欲置昏腦會發鼠的機車站﹒告Hll!f•I•裁吾吾串通會能夠~利股自u.

特可Ii智~革﹔年IJ):-j島時1行了三次他簣，分別~二零零－ij!/\丹三卡日、二等5嚕一
年十一月1i.日汝之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三臼舉行﹒lb於第二次世旦串串IJI會於憐見ll學生
會會鼠名泳時111現入﹜嘉誠忽而皺紋斜， /(J.只有第一次Wt括三次的!Ill剎車級作何做

而為﹛•I•餘發鼠會主席受磁﹒

兩次有＊＂lllr誠－~毛抽出先像各七位的學~會會風作為！•I•放型音員會發串連的侯ill

人，偕由於1直十的名學生會會ti\皆不斷賞﹔直受接任，紋﹛•l•h見發鼠愈發錢一堅韌~本

年成為從缺﹒

（一）主席

一，幹幫會S達1約是名﹛中晶亮發員會主席﹒

二﹒幹＊會將l:lll萬名l'll,1:于m誼會談﹒ all!'l'lll會負賀喜喜1£有關學生會會闊的

﹛t仲裁發員會主席﹒

三﹒仲裁餐具會主何具有以下1權力及職資：
﹛一HI守所有衍，我發員會會絨﹒

（二）哥哥﹛I仲裁發鼠會成9萬﹒

的．本年坡的仲裁按照會主席歸隊新始向學﹒



體告雖說拉大也會(ti咖員會
（二）草紙仲裁委員會規則

益集路玉是

仲裁吾吾員會作為學生會平患紛爭的串連徜﹒不E容所作的決定須為公平公正，決定的

過程亦必須以 r公閥、公司5.：＆公正J F高原則﹒仲裁發員會主席及秘密有見及此﹒

特為仲裁委員會學織一份「仲裁發員會規則J ﹒務求﹛巾絨書音員會的迎作更為顯利﹒

立在﹔童教 r公閱、公平及公正 J 的目標﹒

為便可，p裁書音員會繞Iii] J 有更高的i車司耳IJ'I'. ﹒仲裁置費員會一道向各位學生會會員就

該份t耳目lj的草草紙il且行給自句，立直彼照所蒐繞到的百聲兒及實實際情況予以I曾獨q. 仲裁譯音

員會就該紛規則一共進行了共四次的話紛紛，並車t雪白間次給約期假利樂主量誰有E青島

舉行了一次給絢大會﹒承喜盟各位學生會會員及草根倘不吝紳恕向仲裁發員會m供不

少與貴意見，仲裁發員會給Jlt致謝﹒

仲裁變員會l!Y&W舊約！”及諮詢大會的凹的如下：

第一路詢WI
第二給詢JUI

第三給約！”
第凶諮詢﹜線

路~大會

開始臼)VJ

J＼月三日

八月十七日
h/'Vi自
九月二十四臼

終結日期

八月十日
八月三十一日
九月二十日

生且三扭過
九月二十八日

由於rq，裁委員會發鼠也缺﹒放該份仲裁言書員會規則目前仍在革給階段，並朱正式

為11!1裁發員會所!ill紡﹒最新一份 f仲裁發員會規剎車冒商J 'l丹j於附錄一﹛﹛<11我吾吾員

會糊1）第五份草絨﹜（中呂定吋岫敝）

（三）全年工作時序

也於賀科絞為耳目綴，﹛啥？毒草書音員會~{f-工作一宛兒戰於的錄二﹛仲裁苦苦員會工作終

體告霆抑制學刷刷i嚇輸 主笙盜益

（三）學生會其他樂！持配合不足

與其他學生會員哩！向－I晨，（11，紋喜喜與會的工作，有賴於各憫學生會鍛1持獨力合作方

能聞自干IJI畏閥﹒可惜一些學生會員1W4卻未能w例，裁空白員會充份合作，致使仲裁委員

會的i里作多次也現不必要的延誤﹒

？藍齡是~生會第憫之側一項相當E重要的i/41沼橋︱嘿，由於不少草草草草是關於仲裁哥哥員

會工作上的運作及與其他sWft/j之間的合作，故收情者問斑的適度與仲裁吾吾員會的

工作問貝利與否有辛苦讀績的關係﹒仲裁發員會！句幹事會發出的事直鄧漠，不少都是在

電那發ill後很長時間後才收到恆﹞薇，有少還甚至是不獲閱讀‘道主些單單然紛f書1立不

全是人為証綴，但是絲毫幫會在回讀來民的迎廣緩慢卻斑綾令仲裁發員會的illi﹛宇受

j;IJ－定程度的影響﹒（見附錄三）

m攝會作為學生會的立法機關﹒所作的決ffl!Jlj所有學生會會員及2聽他有舉足經蠱

的影響﹒為此評論會在制訂－'!R棚伸進行決臟的實在應該向有關機悄作出Jo份

給約﹒評論會於本年度所頒﹛布的附庸綠例E握手可不少關於﹛中裁發員會的:i;:w話，可是
在甜IJUJ遍認真卻沒有興付1裁變員會主將或早起會作任何結約﹒這種做法與仲裁委員

會盟員及第1詢問合作之重要性，於每一次：／；！：昌萬規則的紛紛！的皆有去（當評議會徵詢意

見的做法實在大約i!l!陸﹒

不丘／ 喬ii學科I在大學基位牛會仲從串串島街 全生必翁

第四部份：仲裁委員會工作總結

也In未自鼠目平IJ吾吾任七名學生會會員作為仲裁吾吾員會發錢，放仲裁吾吾員會於本4'131:

未能發onw章是吾吾員會以lilt種有關單紛﹒成一部份旨在向各位學生會會員關i!!l未能

召眉目﹛，，，我吾吾員會的飯因， m各i苟且早有一深入之了解﹒

（一〉草議﹛中吾先安員會統貝IJfl.11時

作為學生會成迎糾紛的＊俏，一吾吾完瞥及公正的撿破剝皮是不可缺少的﹒由於當

時的s裁委員會發員仍未被餐任，故1111輩兒委員會主席反革品嘗決定先行負責草論有關

規則，再於吾吾任j1f1裁聲音鼠會餐具後自俏，說妥員會滔滔﹒

可緒由於本年fl﹛•I•裁委員會是自學生會創立以來首fl成立﹒放並沒有以1主資料可

供參考， IJiLUl'I誼會並波有對﹛1f1裁吾吾員會級學程序提供充份，屆引，故草5萬：何IIQA見
則可調翎當樹雛﹒並使用了不少時間﹒幸而設彼終hM!i除高級，在綜合各方肉餅

的意見及外界經驗後成功草5萬有棚親則﹒

（二）幹$會的延紋

﹛良緣學生會憲章第九章，仲裁委員會支府及泌t!I皆由縣辜會授名而白雪~rtt會正式

妥佳，仲裁餐員會委員固自由串串幫會負重建lib簽而樹﹛中章是警車員會主席委任﹒這翎做法

本來亦可以說是不錯，但也今年的絕驗看來，卻有不少可以故事事之處﹒

幹互幫會首次拉2名﹛，，，裁哥哥員會:Ell暫的名單並游街公開招募而i唔，而是以私下招募的

方式選自﹒雖然後來改為以公捌招募形式迎的有關職位的提名名轍，但其中的過

程及所認蠻的時間已使仲裁螢員會的但仔延後不少﹒

在有關仲裁發員會星空氣ltb簽方固， 11!1斂錢員會學於七丹二十一自己去﹛盲絆JJl會車t

hh簽的程序作出詢闕，俏幹學會一竄來有回逝，直至八月二十八日才通知所有學

生會會員抽簽的詳惰， 3至簡直直采!Al仲裁望寄員會作任何筒纖﹒湯：沒﹔筒說不個被一哥哥

作任何解釋﹒於第二次打腦期間，她畫畫所間的學生會會員名糊的現了人為疏
忽，幸言串串幫會IIJl'.@:lj建仲裁要員會合作， i拷問上的絡資及Ill現失紋的可能性當可以

減＇￥ff量低﹒第三次抽簽雙方表現出的合作做j宜與其繳利完成資在不然目ijf聶﹒

憊的i叫！WI吩咐幽 全生皇且說

第五音［i份：對未來的建議

為敏：臼後仲裁餐具齒的工作3互為關村，道（')l/11以下追殺﹒

（一）改變遷出仲裁發錢會發錯的方法．

lR！瑾憲章視定，的自救吾吾員會發鼠須經由tilt該逃出，再由（1!1Wl自鼠會主席委﹛f ﹒儼

然道路該是假公平的做法﹒可是由於學生會會員n~非必須於傲的中i生承i揖商r1白臉

漪，被tilt巾的學生會會員誠意談受贅任的機車質tE值flH本年1直並波有任何學生

會會長街i:I童般受苦昏ff ）﹒有見及此，述：晶考慮啊Jd1被捕，11.11:改為自爾剝皮： i:ll蔣興

趣的學生會會員自臘梅自﹛呼，就委員會主席依照評E員會所發出的Hl司 Ii壘任有！總同

學﹒迫不﹛且可節省不少時間，更可以使每名被委任的1111看草委員會委員更有熱誠地

i揖任此職位﹒

（二〉定期儉昏j﹛司，故餐具會級別：

仲裁哥哥員會的公IE ＇主l\l!版自一聲．公平的1撞車程序，仲裁毒害員會主席與秘留在娃

為且tli奇怪期內－渲為此而努力﹒本人認為雖然也蹄每次召on仲裁委員會的成國都
有所不悶，兩且並非每年皆有召側的1裁委員會的衛星空，但是)EJUJWJln1J加以自由~·J

絕對還有利無窮之做法．本人趟趟織成立一常弱小組，定期檢討綴則，使fill裁委

員會的辦事做學東南﹒廈自E跨學生會會員踩稻草lj ﹒

（三） Jli.研制訂有UAli章

憲章是仲裁吾吾員會織力的來擻，亦是1111放委員會迎作的依紛﹒攸憲章的究發典型7

與仲裁發員會迎作的見解ill培育有若不可分削的關係﹒本人組組織紡織會依照本年

1直﹛呵，裁委員會的經驗，單史事i制訂有側的憲章， (f仲裁吾吾員會很夠更有效地為同學

mu革﹒並祈古自評1晶會在制自I有BQ:i車！待他夠聽取（111絨發員會的意見， (fJtf\lJH的

lUitl!!終符合賀際婦製﹒

敢放，街於﹛呼，激發員會朱自的守本年1宜完成務迎案件的有n»1里j事﹒本人越代制中裁

委員會向各學生會會員致1號，披晶lm自＊年學生會各！＃！倘能夠i昌j心向緒， J,I互1fi合

作，大公無私的1眼I.fl:為學生會會員努力﹒

Jι耳皮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仲裁習雷只會主席

＇＊新強



香海科技大學學生會

仲裁委員會

（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年）
全年報告

附錄一

規則（第五份草議）

香織科I童女彎彎牛會仲裁：＠員會

第二議 主席

第一紛發任
仲裁委員會主席的發任該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憲章第九章辦理．

第二節槽力及職能

一﹒撰寫及解釋仲裁要員會議草綠則﹒

二﹒硨認嫂方及控方代表﹒

主. l1直認熱方及給1方代袋．

四﹒傳召體人﹒

五，發任七名學生會會員以組成陪審團﹒

六．於聆訊！博主持聆訊﹒

七﹒於陪審個作出判決l時作出1皆可︱﹒
／＼.重1賣裁決結果﹒

盟副

事幸i院科1曹大學鎧牛會﹛，t，抱串串員會 過凶

第一輩 絲絨﹒

第一節成立

仲裁委員會依照喬治科技大學頓金會貨車第九草草成立﹒

第二節微力及職能

iNV哩喬治科技大學學生會:Ii章第九}it:

（一〉仲裁書是員會為香港早Jft畫大學學生會之司法組織﹒

（二）仲裁哥哥員會均以裁決學生會會員及組織閥的糾紛﹒

（三）仲裁委員會據有依賴喬治科技大學學生會買留學就事件作的誠決及處分

的﹛體力﹒

第三節法,i!弱女

中英文均為仲裁發員會法定語文﹒徐非另有1見定，如有蚊畫畫之處﹒當以英文

版本為戀﹒

第四節司法效力

仲裁委員會的司法敕力乃被錄事件設生l博彼告是否為學生會、學生會闊別再哥

倫，學生會腐會9-lZ會員決定﹒

第五節解釋檔

（中城委員會主席擁有本規擎的激終解釋她個

第六節采列戀之事項
除非學生會1Hi＇$＇.內易管fl}l3t規定，有關不在M見lltl所列耳！!J{項之錯過自﹛巾被

委員會主線決定﹒

吞i防毒I吉女！，！Hl.!J.I:會﹛巾被發員會

第三室主 都喜

第一節妥倍

{qi裁委員會秘富的委任須絞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憲章第九章制耳H.

第二節職能

協助｛1j1裁安員會主席處碰有關會議之行政事宜﹒

二﹒ 於聆訊j終間進行記錄﹒

鐘且1



替浴缸II守女鐘也吋金會(lit懿替屆會 總訓l

第倒車 仲裁望寄舞會成員

第一節變任

仲裁委員會成員的苦苦任須按番洛科抉六學學生會憲章第九草鞋紛種．

第二ti1l 限制

（一〉不可以興眾件有直娘的手lj會關係

（二〉不可以是給人﹒

第三節 驗總及事事務

（一）受到變任者鴨承﹛曲（巾裁委員會成員的譏務﹒

（二〉仲裁委與會成員有概以投票方式對案件作也稅法﹒
（三）仲教授員會成只有草書務也將所有零年訊﹒
（四）俏，秘書音只會成員於聆1.1\i值行將組成陷哥哥倒賣J事件作出定1fl判決﹒

2有問節防智麗

只有2書所有防務員在場ff寺方可i區行審訊，

第五節 1餓旦被受害苦﹛王

若有特別事故j街西散發任為例，絨發員會成員﹒有關人士可以在鑽到委任狀後

五央內以密爾作出拒絕﹒

第六節投票

（一〉陪審團須投耳其決定被告是否有那﹒

（二〉每位陷馨與於陪審圍內均有一無﹒

（三〉將審員在投票時必須投贊成或反對娛﹒

〈四〉若非定那判決，仲裁吾吾員會成員則依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進行投ffl·

m七節解散

（一〉主5個別仲裁發員會成員被殺寶典盟軍l't-梅關或其行為足以影響聲假聆訊

之公平役，仲裁委員會主席有4蘭總免個別仲裁發員會成員或解散哩哇個

陪響觀﹒

（二〉仲裁變員會成員的人做下限為五人﹒省低於此人數陪響關將被解散﹒

著仲裁變員會成員的人數為六人，仲裁發員會主席須於閱後的﹛中議發

員會會論中以隨機方式illl±l一位成員解除職務﹒

（三）畫畫陪審剛被解散，聆訊將會暫時給＊﹒

（四）於新一批仲裁變員會成員f良機學生會買車牽連自後﹒仲裁委員會將還新

進行有關程序﹒

置逃必錢玄盤盤盟主盒且越量已設盒

第五草鞋 控方

第）飾、組成

（一）他方由原防人及／或共不多鈴三名學生會會員組成﹒

（二）鐵方須經﹛中裁發民會主席磁m ﹒

（三〉除原縣人外，值n成員不得w案件有直接利會關係．

第二節義務

（一）負責I'll鍛給總﹒

﹛二）在聆訂U二提出纜線作出緻也－

m三節彼方1-1:褻
（一） t盡力成員絡互相繼增後illill位方代與﹒
（二〉彼方f-1:聖賢lnB蓋上代袋燈方發言書﹒
（三） I重方代表須給你說要員會主席際核﹒

越且1

（四）幸至1重方代我宋能出撥單島也方代我為傾訴人而被傳召出路﹛惆聾，也方須
於該次審由1自由Ill峙的代表﹒

第四怖的席聆訊

（一〉控方必須出席所有會趴﹒

（二）也方成員自u朱A巨出席審訊﹒ Fl!在三爽的通知（中寄電發鼠會.:l:1$ ﹒

（三） fl日也方全E宜作崗皆未能tE三天的以會面形式通知仲裁發員會主席而不

的時草草訊，哥哥趴將她闖過ff ﹒

~Ui.節 t宣告醫

（一〉校舍街路一份以背面形式3i!錄對被告作的之緻績之文件﹒
（二〉聆訊以組會會內容為依飾﹒

（三〉線方兩於展開聆訊閑適的﹒將過告，聲!e.予仲裁型骨員會發會．．﹛中被發員

會秘密在收到有關文件後須吾吾四天內申奇旦鱗方﹒

第六ti1l 解除職務
（一）除原告外，控方成員於案件帶訊期間緻殺寶貴與其tf,午有值錢的利會BR係

紡織傅召成筒經人，其t宜方成員的身份將會予以解除﹒ E書名﹔重nn竟然

被解除戰務所illi生的'.!l!敏可自另一名學生會會鼠愉上﹒

（二）灣也方代聖賢被解除椒粉 •I宜方須另遍一名控方成員充當控方代授一戰﹒

陸科1宮大學鑽牛會你教導員會 i輯關i

l節注意事項

（一）除非另有規定，陪審員不能於審訊進行Jlll間典的審闢以外人士投紛﹒

（二）除非另有規定，陪審員不得在來件發迎免擎的i句陪審關以外人士透n

案情﹒

（三）陪審員於休庭︱時必須留在休息室內﹒

發＂＂科給女蓋亞鎧悼會。I•統穆層會 必姐l

第六主義 辮方

第一首詩組成

（一〉線方可由緻省自己做﹛王軍IV及共不多於三名學生會會鼠作為揖In.

〈二）辦方須經﹛＇＂秘書音員會主席給Vcl ﹒

（三〉你做告以外﹒則方成員不得im草伴有1宜愴的手I］當時E﹛革﹒

第二節 1!11(能

〈一〉在處k為被告作出錯ta盟﹒

〈二）授出總b草以鑽研被告絨線﹒

第三節織方代表

（一〉餓方成員組互-tl:ll挂學後滋的辦方代袋﹒

（二〉辯方代表於庭上代我告輯方畫畫會﹒

（三）歸方代表須給你事兒哥哥員會主席確認﹒

（四〉主主辦方代決未能出畫畫成總方代表為被告而被傳召ill腔作過﹒織方須於

該次車聲訊E囂的絨的代致﹒

第個節 l±l蹄蓮年訊

（一〉辯方必須由時所有審訊﹒

（二〉絲﹔布成員如未能出席審訊，憋在三天前通知﹛•I•輩兒吾吾員會主席﹒

（三） p日總方3!:續成員皆未能在三天的以1蓋在罰方式通知﹛巾紋吾吾員會主席i而不

的席草審訊，響街坊的OJ倒進行﹒

第五節也掠過錯1

抽查告將於u詩童醫十天串串按：且仲裁哥哥員會說有BQ紋路的i曲終l·

第六節解除職紛

（一〉除被告外﹒鈴方成員於案件審訊i根問娥~實！，＼！~﹛牛﹒街區糢約草IJ笛”DI革

車組織傳召成為般人﹒其錯？三師成員的身份將會予以解除﹒~名絲﹔巧成為

被解除戰勝所ilti！色的m缺可自另一名學生會會員愉上﹒

（二）若線方代~被解除單單劫，總方孟買另單單一名鱗方成員充當辯方代眉毛一職﹒



會社長科技大星星學4，會的it過香員會 鐘ID.I 哥哥；1島科Hi大學學牛會﹛，t,tst積越會 組且ll

第七竅 證人

第一紡 車里務

f良機科技大學學生會憲章第九章第三款，任何學生會成員或組織若被認為與

案情有闕，仲裁委員會看檔（海召有棚種人就組織出庭作證哥兒鍵供資料﹒

第二節職責

為審訊提交戰供及直覺人證霄，

第三節 wn暫審訊

（一）證人出席審訊時倒及次序曲傳召－'jj決定﹒
（二〉除被告與涼台之外，來會作供之敵人不得過處﹒

（三）朱完成作俠之種人不得雄關法單單﹒

銬的你能人名最

雙方的種人名單須於閱縫的一小紛內恨交予仲裁安員會主席．

第五官i'i E響

自宜人於庭上作設供的必須宣誓以~m人窗翰的之1U1區經﹒

第六節 E聖人體育

（一）種人也庭的~自傳召一方事先喝起備敵人體霄，譯告證人於膜上所作出證
人經習9萬堂上餒。毛不符，陪響圍有袖就有關悶贈作出的問﹒

（二）諸種人於路上所作被供與組人m贊助現矛盾，陪審固有繼威主主矛盾都
份不是E有效買車俠之7目 ﹒

第七官i'i 嘗個

種人用以宣誓的書認為：

r本人（姓名） • I蓋以至誠書讀書，所作之m俠，均別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

立直無盧雷. J 

第八室主 說j海

第一節量的學)Ef當

任何與策﹛牛有關而釗被告之判決有影響力均可以成為有效設除﹒

第二節繳械成恩1

〈一）緻辯雙方i句須lnUM處五天的，將過i嘩﹒艾（11：被物及證人蓋亞當（ t,f]釘〉

交予仲裁委員會泌獵﹒

（二〉仲裁型車員會泌當須於閉路三天的﹒將繼JI輯、文件設物及殺人設法（自u

有〉的眉目本女予也紛雙方﹒

（三）設Jl壘的星空主次序出控總雙方自行決定﹒

（翎）宋能在開處三天的~予﹛中絨哥哥員會秘諧的鐘物﹒朱f時仲裁望寄錢會許

司，且有不能予以提訊﹒

（五）控辦雙先后諾曼堂的一切交﹛牛組物均告皆為］£本，只有在得到的2級吾吾員會
閑適後方能以團I）本代營﹒

第三師橙織的有效f生

〈一）經過經銷雙方向黨的自賣錢將被判定為有效﹒

（二）主蓋其中一方對種錢有效性有保留，將自﹛中吾兒吾吾員會決定豈宜嫂的有做做﹒

（三〉「 11\1效」的rat！嘩﹒終不會在路審獨與j攘的考慮之內﹒

〈的〉如來彼得仲裁吾吾員會同意﹒﹛車間、意見直覺JI單及類似事故鐘JI量均不能成

為有效錢娥﹒

2審問節續值錢{J~

〈一）若設人員\illlal席聆訊﹒組織雙方均可以在你有先發員會的批准下蜓的談
般人在錢外所作的1lf閥mo毛作為自單位t.

〈二） 1智商作供必須盡仲絨委員會主席或其煩惚之學生會會員在L臨時方可進

Tr. 
〈三）作供哥哥織於供紙上富貴響並宣誓以示其鍾供！麗質及顧對笑，育為負貨﹒
（四〉作供紙上總嘲月﹛神情身份﹒作。糊糊地點﹒並柳樹仲裁苦苦員會主

F哲威主主絞惚之學生會會員簽名作貨﹒

〈五）提供醫爾趨供的一方備於審訊至1天的把話1）本女予仲裁吾吾員會秘蠻﹒（rt•

絨吾吾員會秘1lf剃須於審訊三天前將有B»3t﹛牛串串冕堂司方﹒在對方於三天

內不反對約1宵況下此次的2始可~效﹒。

〈六）仲裁吾吾員會有憎恨Pl實際紛lll!傳召撞車種人上路﹒

喬治斜綾大在甚至甚牛會仲裁草書茵會

第五節庭上報o鳥

姐姐 替；1蝴持女基且學中會伸被看員會 過釗

（一）在一般俏況下﹒戀人的庭上過{J巨將被視為有效瞪總﹒

（二）皂白鑽機並不高於其他mu草﹒

第九擎 聆訊程序

第一節審訊逝知

仲裁吾吾員會須於決定眉目眩目 Jl!l後三天內公佈閉路1時間﹒

第二師程序

仲裁妥員會須被Ill以下列程序進行：

一. 1當﹛中級餐具會主席示遼秘單單後﹒自祕甚幸宣告自由錢﹒
二﹒由組方宣自費控告會，辛苦敏告isB-e控，但﹒正式展自m聆訊﹒（飾位一）

三﹒傅召ffl人﹒（備接二〉

四﹒自傳召方進行主胸悶﹒（備註三）

五﹒由非傳至3方進行交叉詢問﹒（傲註四）

六．傳諸方可自對此時進行擾悶﹒（偽詮五）

七．結果隊認（也經方先作隙假）．
八﹒筒響聞就位總是否成立jjg行設萬萬﹒

九﹒辛苦然搜!Ill被判成立，l被告可於此時向陪審國求俏﹒

卡﹒ F宮發嫂i對重刑道行設異其﹒

十一﹒ ﹛中事兒吾吾員會主席宣綴判決紛果．

第三翎備詮’

（一）主主社區告承認鎧911 ﹒則由程序九﹒開始退行聆訊﹒

﹛三〉首先傳召緻方種人．．直至全部位方路人傳召免學方傳召線方組人﹒

（三〉主胸悶為傳召方m以引導&ff入學績之提13' ﹒
（劉〉於交叉胸！的進行﹜詢問﹒非傳習方只可以針對証人於三E詢問的學証﹛幫凶

詢問﹒

（五〉法於交叉胸悶i草行WI闖出現主約則未曾t屋及的內容， (W-召方有她以lYl

問對經人In交叉胸悶t單位i之內容作出詢問﹒

（六）﹛•I’事先發員會可於任何時間就越詞不明躍的地方作出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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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UST Students' Union Cou,1 
Chnpler 1 General 

l.l E.,tablishmcnl 

Regulations 

The C~urt sholl be cstobll!hed according 10 Article 9 or the HKUSTSU Consiitulion. 

1.2 Power and Duties 
According to Article 9 or the HKUSTSU Consiltutlon, 

A. The Court shall be the'judiclory body of the Union. 
B. The'Court shall hove the powerofsellling disputes within the Union. 
C. The Court shalt have the power or Imposing pennlties on sub-orgnnlzatlons or members 

of the Union In accordo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1.3 Official un~uage 
The ofOclal languages are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they should enjoy equal Slntus. In coso 
or discrepancy,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English version shnlt l>e referred to. 

l.4 Validity ofJurlsdiclion 

The validity of Jurisdlclion of HKUSTSU Court Is based on whelher lhe accused pcrson(s) 
or body /bodies is/are member(s) or affiliated society/societies or suh-nrgnniznlion(s) or 
the Union or not when the cnse occurs. 

1.5 Interpreter 

The Court Chairperson shnll be the sole interpreter of this Regulntions. 

1.6 Maller not provided for In Regulations 
Unless 01herwlse specified In Constitution, in ony molter not provided for In these 
Regulations, the practice and procedure 10 be followed shall be such as may be decided by 
the Court Chairperson. 



HK UST Studen1s' Union Court 

Chaplet• 2 Court Chairperson 

2.1 Appointment 

Reguluilons 

Court Chairpersou shall be appointed according to Article 9 of the HKUSTSU 

Constitution. 

2.2 Power and Duties 
A. To compose und interpret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urt. 
B. To endorse 1he Prosecuting Party and its representative, 

C, To endorse the Defense Purty and its representative. 
D. To summon the witness(es). 

B. To appoint seven HKUSTSU members to be the jury of the Court. 

P. To hold the triul. 
G. To give recommendation for the jury to u<ljudicate on the case. 

H. To announce the result of the udjudication. 

HK UST Students' Union Cmir 

Chapter 4 Court Members 

4.1 Appointment 

Regulntjons 

Court members shall be appointed according lo Article 9 of the HKUSTSU Constitution. 

4.2 Restrictions 

A. Shall not be person directly hneresied in the cuse. 

B. Shull not be witness. 

4.3 Obligation 

A. Person received appointment shall beur obligations of Court member. 

B. Court members shall have the power to vole on the cuse for adjudication. 

C. Court members shull attend all trials. 

D. Court members shull fom1 jury at hearing to justify tho trial and give adjudication of 

conviction. 

4.4 Jury 

The triul can be proceeded only under all the jurors are present. 

4.5 Refusal of being appointed 

For special reasons, person appointed can refuse to be court member by sending a leuer of 

refusal not later than 5 calendar days after appointment. 

4.6 Voting 

A. Jury shall vole on whether the Defcndant(s) is/are guilty. 

B. All jurors shall have one vote in the jury. 

C. No abstain vote by jurors is allowed. 

D. All voting rif the Court should be performed by simple majority except voting on the 

adjudication of conviction. 

HKUST Students' Union Court Regulations 

Chapter 3 Court Secretary 

3.1 Appointment 

Court Secretary shall be appointed according to Article 9 of the IIKUSTSU Constitution. 

3.2 Duties 

A. To assist the Court Chairperson to process ndrnlnlstrntlve work for the Court. 

B. To take record during the trial. 

ullDK~u~s~T~s~,u~d~ernnl~··~u~nlllo~n~c~o~uwrtl-.~~~~~~~~~~~~~~~~ 
4.7 Dissolution 

A. Court Chnirperson cnn dlsml.,., n pnrtlculnr court member or the whole jury if n 
particular Court member is proved lo be relevant lo the cnse or his/her behnvior affect 
the fnlme,s of the hearing. 

D, The lower limit on the number of Court members is five, In case of less than S members, 
all Court members shall be dlsi:nlsscd. In cn~e there ntc six. members, one of the 
membm ,hall be removed by the Cour1 Chnlrperson by lot In the nenrest Court 
meeting. 

C. The henriog sholl be suspended if the jury is dismissed. 
D. The hearing shall only be restarted nrter seven 11ew Coutt members a.re selecled 

according to HKUSTSU Constitution. 

4.8 Notice 
A. Unles, otherwise spcclned. Jurors ,hnll not be nccesscd by the others when the trio! 

proceeds. ' 
B. Unles, otherwise specified, Jurors shnll not disclose nny detnils of the case to any people 

who arc not Jurors until the c11.1e finishes. 
C. Jurors shall stay al restroom when the lrial adjourns. 



IIKHSTSHlclsmts' UnionComt Regulutions 

Chapter 5 The Prosecuting Party 

5. I Fom,ation 

A, The Prosecuting Party can be fornu:d by the Compluint(s) or/and not more than a total 

of 3 full members of the Union. 

B. The Prosecuting Pa,ty shall be endorsed by the Court Chairperson. 
C. The member of the Prosecuting Pany excluding the Complaint(s) shall not b~ directly 

inlerested in the cuse. 

5.2 Responsibilities 
A. To be responsible for searching ev1Je,nce. 

B.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prosecution in the hearing. 

5.3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ooecuting Puity 

A. The Prosecuting Party shull elect a representative among themselves. 

B. The representalive shall represent lhe Prosecuting Party to spenk in the hearing. 

C. The representative shull be endorsed by the Court Chairperson. 

D. In case of the absence of the represenlutive or the Complaint who is the represenrntive is 

summoned as witn,ess al trial, 1hc Prosecuting Pruty shall elect a temporary 

representative among 1hernselves at that trial. 

5.4 Presence al Hearing 

A. The Prosecuting Party shall be present ot ull the trials. 

B. Members of the Prosecuting Porty shall inform the Court Chairperson of the absence ut 

trials ut least 3 calendar days prior to the d111e of the trial. 

C. The trio) sholl not be postponed unless ull members of the Prosecuting Porty inform the 

Court Choirpersou of obsenco in written fonn 3 colendur days prior to the dote of the 

trial. 

5.5 The Charge 
A. The charge is a written document recording the prosecution of certain offences. 

B. The 1rial is proceede~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the charge. 

C. The Prosecuting P.urty shall send copy of the charge to the Court Secrelary two week 

before the hearing. The Court sc::crelury shall send the corresponding document to the 

Defenc.Jant(s) wilhin 4 cukndur days after receiving such document. 

IIKUST StudcnlS' Uollm Cnull-----------------~B~eg~u~lowli~niua•! 
Chnpter 6 The Defense Party 

6. l Ponnution 

A. The Defense P1111y cun be- fonncd by the Dcfcntlnnl($) or/and noc more lhan n total of 3 

full members of the Union. 

B. The Defense Puny shull be endorsed by 1he Court Choirperson. 

C, The member of the Defcnsr.: Party excludlog the defondunt shall not be c..lirectly 

in1erestctl in 1he cnst!. 

6.2 Func1ions 

A. To defend for the Dcfcndunl(s) in the hearing. 

B. To prc:scnt evidence of not guihy for the Defendunt(s). 

6.3 Representative of the Defense Party 

A. The Defense Puny shull ele~I ~ representative among themselves:. 

B. The represento1ive shall represent the Defense Party to speak in the henriog. 

C. The repn!sen1ative shnll be endorsed by ll1e Cour1 Chairperson. 

D. In case of the abseocc of the represen1ativc: or the Defendant who is the representative is 

summoneJ as wiloess ul lrial, 1he Defense Puny shnll elect a temporu.ry representative 

among themselves at lluu 1riul. 

6A P,estrnce ut Hearing 

A. The Dere;1se Party shall be present at ull 1riuls. 

B. Members of the Defense Party shall infonn 1he Court Chairperson of lhe absence at trial 

J calendar days prior to the <fate of lhe trial. 

C. The trial shall not be postpooed uuless ull members of the Defense Party inform the: 

Couit Chuirpurson of ub!ience In wrilh:n fonn 3 calendllr Uuys pripr to the date of the 

triul. 

6.S Churge Notice 

The Defendunt(s) will receive the Charge Notice from the Cour1 10 calendar days before lhe 

hearing begins. 

6.6 Disqualification 

A. 111c member of the Ddense Pa11y who is not the Defendanl shall hold no more office if 

he/she is proved 10 be directly Interested in the cuse or summoned to be a witness. The 

vacancy shall be taken by a full mem~r if a member of the Defense Party is removed 

from his/her post, 

8. The Defense Party shall elect u nl!W represenlatlve omong themselves if the 

represe111u1ive is rcn1owd from his/her post. 

HKUSTStudents' Union Court Regulations 
5.6 Disqualification 

A. The member of the Prosecuting Party who is nol the Complainant shall hold no more 

omce If he/she Is proved 10 be directly Interested in the case or summoned 10 be a 

witness. The vacancy shall be taken by a foll member If a member of the Prosecullng 

Party Is removed from his/her posJ. 

B. The Prosecullng Party shall elcc1 n new represcnlalive among lhemselves If the 

represenlalive Is removed from his/her post. 

HKUST Students' Union CoUit Regulations 

Chapter 7 Witness 

7.1 Obligollon 
According to Article 9.3 of 1he Com1i1111ion, lhe Court !lhnll hnve the power to cnll for 

further lnformnliun nnd mny require nny member Qr sub-orgnniznlion of the Union lo give 

any relevant evidence in respect of ils nrbllrnllon, 

1.2 Dulles 

To give testimony nnd dcposilions in the lrinl. 

7.3 Presence at Trial 

A. The summoning time and order uf wilness is ammgcd by the cnlling pnrty. 

0. Witness, other than the Defcot.lnnt nnd !he Complninnnt, iS ,nol nliowed to enter the 

courtroom If he/she has not yet given testimony. 

C. Witness ls not allowed lo leave the courtroom tr he/she hns not yet nnlshcd giving 

testimony. 

7.4 List of Witnesses 

A list of witnesses shall be hnnded In tu the Court Chnirpcrson hy !he cnlling pnrly/portics 

wllhln an hour before the trlnl com111cnces. 

7.5 Making Onth 

Witneia shnll tnke nn onth before giving tesli111ony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trulh of 
1
the 

given testimony. 

7.6 Depositions 

I\, TI1e cnlling pnrty should prepnre depositions before the witnesses o.ttend the trial; the 

jury shall c,;,o.mine the controdictory port between the te~tlmony and the depositions 

given by the wltneu (or clnrificotion. · · 

8. The jury shall recognize the pnrt of the testimony given by n wllness to be lnvnlld l( the 

testimony contrndlcls with llself or the depositions. 

7.7 Onth 

Oath for Witnes; 

I, (na.me), solemnly nffirm that the evidence l sholl give should be the truth, !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1 the truth. 



HKUST S1udcn1s' Union Corn, Regulations 

Chapter 8 Evidence 

8. l Definition 

Anything related to lhe case ant.I possess~s an effect on the udjudlcution cnn be recognized 

as evidence. 

8.2 Evidence Disposal 

A. Bo1h of the Prosecuting· Party and lhe Defense Pwty shall hand in nil evidence, 

docu111en1s and deposilions (if any) 10 the Court Secretory 5 calendar days prior 10 the 

dale of the trial. 

B. The Cou,t Secre1nry shall send copies of all evidence, documents and depositions (if any) 

10 the parties 3 calendar days prior 10 the dale of the trial. 

C. The order of evidence production. is decided by the Proseculing Pwty and 1he Defense 
Party themselves respectively. 

D. Unless under the approval of 1he Court, evicknce production Is not allowed at 1he trial if 

the corresponding p'nrty cannot hand in the evidence to the Court Secretary 5 calendar 

days before the hearing. 

E. Copies Of till the documents und evidc:ncc shall not ~ produced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one unless approvul i~ given by the Court. 

8.3 Evidence Validity 

A. Evidence is considered to be: valid mH.for lhc agreement between the Prosecuting Party 

und the Defense Porty. 

B. The Court shall decide lhe validity of the evidence when one of the party suspects the 

validity. 

C. 'Invalid' evidence shu!J not be considered by the jury for adjudication of conviction. 

D. Heursuy evidence, similarity nod opinion evidence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be valid 

without lhe npprovul of 1he Cou,t. 

Chapter , Procedure at Hearing 

9.1 Trio! Noilce 

The Coun shall publicize the 1imc of the, coming lriul within 3 calendur days nfler deciding 
lhe time of the nex( 1rial. 

9.2 Procedure 

The Court shall be nm under th~ following procedure: 

The Coun Secretury proclaims the t:ummeneement of the trial when tho Court 

Chairperson infonns her. 

it. The Prosecuting Party prcx.loims the charge; the hearing Storts If the Defendo.nt(s) 
deny the charge. (Remarks A) 

iii. Summoning of thl! wi1nesses. (Remarks 8) 

iv. The calling party proceeds with Ex11mino1ion in Chief. (Remarks C) 
v. The other puny proceeds with Cross-examination. (Remo.rks D) 

vi. The culling Pmy proceeds with Re·exumlnu<ion. (Remarks B) 

vii. Closing speech (111c Prosecu1iug Party shall give the closing speech first). 

viii. The jury shall vote on wh\!ther the ddendant(s) lslare guilty. 

ix. The defendnnl(s) cun oppeul 10 lhe Jury If ho/she ls/ure found guilty. 
x. The jury shull vole on the punishment. 

xi. The Court Chairperson proclaims the result of the adjudication •. 

9.3 Remarks 
A The proce<lure will be procecded.nt ix if lhl.! defendant odmhs guilty. 

D Witnesses summoned by the Defense Pilrty shull be summoned after the Prosecuting 

Porty have sununoned all the witnesses. 

C E;,uunlnudon in Chief is 1hc pr0<.:cdure for the calling party to adduc~ witnesses' 
evidence. 

D In crou,cxnminntion, the non-culling paity shall only examine the t¢stlmony given by 

the witness in the process of Exumhrntion In Chief. 

B (n Re·exnmina1ion, the culling par1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1e-e11.nmine the witness only 

on the content in Cro:p;,cxamin.ttion which were nol mentioned in the process of 
Examination in Chier. 

P The Court shall examine the testllnony whenever the testimony is not c)enr enough. 

HKUST Studenls' Union Courl Rcsulntions 
8.4 Written Deposition 

A. Written deposhlon cnn be produced In evidence hy the Prosecuting Party and the 

Defense Pnrty under the approval of the Court if the witness connot be present nt the 

trial. 
D. Written deposition shnll only be produced when !he Court Chairperson or his/her 

authorized Union membcr(s) is/ore pre:.ent. 
C. The deponent shall sign nnd swear in the wrillen deposition so ns lo prove the tmth of 

!he written deposition and !he deponent ii; willing to be responsible with his/her speech. 

D. The deposition shnll indlcnlc the deponent ldenlity, when nnd where the statement wns 

written. It shall be proved by signnture(s) of the Court Chnirperson or hisfl1er authorized 

HKUSTSU member(s). 
E. Copies of the corresponding written deposillon shall be senl to the Court Secretory 5 

calendar days before the trio( ls held. The Court Secretary shall send the corresponding 

document! 3 calendar days before the trial ls held. The deposi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valid If tho other party does not oppose its validity wllhin 3 colendur days. 

P. The Court reserves the right to summon lhe corresponding witness under consldernlion. 

8.5 Testimony In the Trial 
A. Tesllmony given by deponents nt lrials nre genernlly considered lo be volid evidence. 
B. Evidence of admission of guilty sholl have equal status with other evidence. 

ll.KUST Students' Union Cou Regulations 

Chapter 10 Rules nt Hearing 

TI1is chapter applies to nil people nt henring. 
ii. All people In the trial shall respect lhe Court so :is lo respect lhc whole process of 

the hearing. 
iii. All parties shall spenk under the Court Chairperson's comment. 
iv. Both of the Prosecuting Porty nnd the Defen!e Porty shnll hove the right lo object 

to nny violated nctlon of the olher Party in the lrinl. 
v. Both of the Prosecuting Porty nnd !he Defense Pnr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Court to adjourn the trial for discussion lr there is nny situation which may 

affe~t the fairness of the trial. 
vi. The Court shall have the righl 10 veto nny unreosonable request. 
vii. Except Court S~cretary or persons nulhorized by lhe Court Clrnhpcrson, rec<m.ling, 

video ~cording and taking pholograph:t are prohibited. 

viii. The triol shall be kept In silence. 
Ix. All people concerning lhe case shall not reveal any details of lhe case so a~ to 

protect the Defendnnt(,) for lolr adjudlcallon, excluding lhe Court nnd lhe edltorinl 
Board announce the resolu1ion of the Court. 

;i;. The Court Chairperson shall possess the right to rcque-1.t t\ny person to leave who 

(alls to follow the orders of the trinl stnted in this chapter. 

P.13 



IIKUST StutJcnts' lJniotLLill!f~t ----------------~R=eg~•=ila=t=ions 
Chapter 11 Adjudication and Punishment 

l l. 1 Adjudication of 1he Court 

The Court shull huve 1hu ri~ht of judicial ju<lgml!nl, und 1hu judgment shull be enforced 

aflcr adjudication. 

I l.2 Effectiveness of Punishment 

Although the Defendont(s) may not be member of HKUSTSU at the time of conviction, 

the punishment shalt be effective. 

11.3 Adjudication 

A. The jury con make Judgment of conviction through voting. 

B. The lower limit of votes for making judgment of conviction is five. 

11.4 Announcement 

A. The Court Chairperson slHIII proclaim the adjudication of conviction ofter the decision 

of the jury. 

B. All jurors shall be present during the proclomnlion of udjudicalion. 

C. The result of the adjudication shall be posted on Students' Union Official Notice Boards 

wilhin 3 calendar days after the hearing is finished. 

I 1.5 Confidentiality 

N'o ont:: other than the seven jurors can be allowed 10 know about 1he adjudication before 

the Court Chairperson's proclamotlon 011 adjudication. 

11.6 Adjudication 

A. The Court Chnhverson shall proclaim the udjudicution nfler . the jury achieves 

od)udication. 

B. Tho Cou11 shall u<lju<licate on the penalties according to HKUSTSU constitution. 

C. The degree of punishmenl shall be.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seriousness of th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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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Mb1 Ihm, Ro\,cn 1/'t nJJ if~ School of Jlumnnities nnd Social Science 

LO Ynt llnn~~I)'. __ . A._J&~i!i. __ --+-~~~~--~-~--~~--t 
t----~ll~O~K~n• Ynn 1'J,I\,~~ 

C!IAN YimK~t ~fe:ll 
YIM Kn Chun, Steven ~~ 

CHAN Kong Mnn, Alvin 
WONG Kin Lok, Vktolin 

School of En ineerlng 
School of En lncerin 

POON Yiu K•L--f---.:;--:-;;-'-::-'--:.--·t-----S~c~h~oo~l~o~f~S~ci~cn~c~e-----l 
AU Yeung Siu Fung __ , _____ -+ ____ S_c~h_oo~l_o_f_S_cl_e1_1c_e ____ , 

WONG Mnn Kb1, Kel~-,-----+------~-~~------i 

Norn: 
}, CIIU Wing _.W1m1,. A11drry .1:.JA!!I (CQ/mcil Vict·CIUlltptrson) rtslg11ed In tl1t 14',., mecti11g d11t 

ltJ pn.,oual ,·,a.ton. 
2. FOK Kr:t Lee, Ctmte IC" ,41/ (J:i1tn11dal Se,,.e,my) wns removed 111 tltt 15'' muti11g by a vote 

of 11<m·co11_/idt11rt', 
J, KO Slmk }'u ,l;;h..Qf (,\1,mts A.t,todntlo11) 1ulgned lr1 tl1e 9'" meeting due IQ ptrsonal 1ea-ton. 

III. General Admlnislrntlon 

1. Co•mcil Meetings 
S1m1lng from the Niuth A11nunl OenC'ral MPellng (AGM) hold on 28\h Pebnrnry 2001 1 e total 

of l(i Council M<".eling11 wc,e held wllhln lhe 91h se.~st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to dlscu1;s nnd 
rnn~lder nil 1nn1tcrn concerning Ill<! lcgh:lnlion nnd the reg\llflllon of finnncc of the Union. One 
n~1rnordinnry General Met'.ling~ (BOM) WM rnnve.ued In nccordnnce with the Couucil 
resolulionn hut the HOM wns lnquornle nnd ndjoumrd automnticnlly. 

2.~ 
'11\e nlleudnuc.-. of ntl C'mmdlor$. in the Co\lncH Meetlllg$i wM i;hown M follo\V~; 

Number of MectinM 

H.t, PodtiM/ 
•nt1gible 

Ah~ent with Absent without Pcrcen!Age o 
Prr.o;enl 

Re >reseutetion epoloiY flPQ)OR,Y presence 
i1U1·YL C:hoirocrsou 15 15 0 0 100% 

ils!AI" ~·Ch1drperson 13 13 0 0 100% 
tHHt- S«:rehrv I:! - IS 0 0 100% 
lllPl., Pre.o:ilJenl 15 14 0 I 93.3% 

I. Introduction 

Tllo HKUSTSU Council is tho h.::gi$hUtt1'¢ body uf the Strnlcul:.' \Jniun. It b uls1~ the body 
whkh regu\ales tllu finunce of ti\(:: Union. 

Its duties iuclu<.l~ the cousidurutlon aud upprovul of upplic111ious (ur uffilluri~Hl lO the Uuiu11; 
supervbion, advice, propo$lng: uud pnssiug rulus umJ l"Cguh11iuns 1H\ ull :.ub-orgunl..:u1ioo:. of the 
Union to ensure the prnpcr ut.lntinistrntkm; intc1vtcllltion of uml p1oposl11g 11111.emlrneut IO 1he 
Constitution; 1uncnt.lmcut to 1he Byluws 1)1" the Cm1stit11tin11; co11fc:rmcn1 uf 1hc. ll1rno11lty 
Members of !he Union; consldcnuiou um.I rcctilviug half· ycud)' n:pu11 of the Exuuuuvc 
Com.m.htee, 1hc. Edhorlul Bou1d unJ PopuJ.uly Hh:cted Cutmci101s; comluc1iou of ull clectl,rns ol 
the Union; and con$ideru1lon u.1111 upproval of the Mu:.1cr Uu,lget of the Uniou an,l upplku1io11s 
for Uuion subsidy, 

Tiiese duties were exercised wilh che ussistnnce of 1hc four Sumdiug: Committees of the 
Council, namely Affili11ted Soclt:tlcs Conun.ittee, Consthu1lon C()11u11it1ee, llleclion Committee 
and Finance Conunittee, and hs ud·hoc conunhte¢.S, onmely I hrnon.1ry Membership Conuniuce 
and Judich1l Proce<lute Draftlug Conu11i11ee us nppolnti:d by the Coum:H with II~ p,ovi:;ious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KUSTSU. 

II. Composition 

TI-w. Council cousi:Hs of U"lcml.>urs C(Hlllng hom 11ml rnpresentiug the: vnriou.s pullllls ur 
sub-orgrutiuitlons of the Union wlu::rc.as the chrci,. onicli1I pushions wc1c:. elected 1m\l>ng the 
qualifit:d n~mbcrs of the Cou11cU se.s.slon l>y sc:..sslou. 

In thls Session, the totul number of positions is 37 whctc11s :n of lltlllH wcru tilled. Thi:: hill 
llsl of inembershll) of the: Council b sh.own U:i follows: 

Name of Councilors ltllllUU Porltltm I R11pr,Jstt111111/01t 

WAN Chung Yuen ill{t it Coum:11 Chi~~ 
'~·-'flfJ!litifmffl • ~if~! 

LAU Hoo Swn lhw l!·IIJ(A. Council Sec1ct~----
SIU YuKwa.n lit-loll) P1csWcut 
MAK Koon Ki ~lll-0\, lutc(Ot\l Vice·P1eslt.lc11t · 
TSBKayChun U!:«.!lt Uxtcnu1I Vlcc:·Prc:sidenl 

• 'J 
NOMrul Y-:.e ,HU~ tndcpct\dcnt Club~ A$:mci,11lo11 

CHIN Wh11.1 llon0: Q,l:. ... lndc wmknt ClubJ AS$OC!a1io11 
HUl K.wun San O.scu.r #lllJ, lmlcoc11dc111 Clubs Associ<ltiou 

WANG Pal WonJ.t ilAflt l11dcpemlun1 Clol>s Aiis,H.:iutlon 

LBUNOMunOn lill\'£- $putts A.ssuciution 

THAM Kwok Min11: ''lll"II S 1mu Assoclutiou 
1.<~}~l!fflOOili.il 

CHAN Wai Sze 1.+..V,M lluu.se Assoulull1)11s 

YIP Mun YI IHUI\ House Assoclutlons 

TSANG Chun Kit i!lltlr.1 l hH•sr:. Ass(iciulions 

.. lll,JI. IVP IS 13 0 2 8(1.'/% 

UIJl!UI. EVP IS --"-- __ o ___ ---"--~-
a:AA! Pi11101cl11l Se.cre111rv 14 ,., I ~--~ 
JH!.11\ !CA 11 10 2 0 IB.J% 
Q,!c.11- ICA 13 II 2 0 84.6% 

1'tXlll~ ICA 12 • 2 2 66.7% 

-j\,\fJt ICA 13 10 ., I ~ 
IIH\;ic SA 12 9. 3 0 75% 

"111 'll SA 12 II 0 ___ 1 __ 
~ 

it11'1~ SA 4 4 0 0 100% 
,.+..11,1,j HOUSE 14 14 0 0 100'){. 

lo\UJI\ HOUSH 14 11 I 2 78.6'1i, 
l!-!;.jt,( HOUSE 14 II 2 I 78.6'11, 

lt·H· HOUSH 14 II 3 0 78,6% 

l~"l!lla suss IS 14 I 0 9l.3% 
1U.U. SUM 14 13 I 0 l)VJ% 

i'Tt·M- SDM 14 II 3 0 78.6% 
,uui- SUM 14 10 ----· 0 71.4'.(. 

.tl:11--!;. SENO 14 II 3 0 78.6% 
,.+.;,..«. SENG 14 12 I I 85,7% 

**'* SENO 14 11 3 0 78.6'.(. 

it.Ill£ SSCI 14 11 2 0 85.7% 

IIJ:fl,11'."lc SSCI 14 10 2 2 ?t.4% 
-J\UJ;t SSC! 13 10 3 0 76.9% 
ill,\.IA POPCOUN IS 13 2 0 1:16.'/% 

1.+..llhl POPCOUN ,., 9 ' 0 '/5'X, 

IUn.,X Edi1or·ln·Chi~f IS 13 ., 0 ~ 
1tj:ij.<t Fhuu1cial Controller 15 14 I 0 9).1'{" 

*'"lit EB IS 13 I I t:16.7% 

lli4 I: Pit:.t Couocllot 15 14 I 0 !)3.)% 

I&,,-,,;. Postllxoo IS II 4 0 73.3',(, 

!J. SUOnwcllTl11/hfi11 
11)C SU CouucU Dull~liu is issued hy the JJKUSTSU Couucll IO l.ee1) UMm1lu:11i 11.ml ~ocielics 

infonned ubout the rc:cenl news u.ud resolutiuui;; ot the lJnlou Council. II i$ uonnully issu~I uhc1 
each Comicll rneetiog (uround J momh lilllu) by c-muil (fo1 socli:tks) imd homt:puge of SO 
Council (for members). A 101ul of 16 issues weJe p11bli.shett iu this session uutl 1.s e;,,;pecled to 
con1inuc: in the coming session of the Cowwll. 

4.~ 
1lie homepage' of the SU Council wu:. 1n.i1intnincd h) l..eep 1he ll"lt:Olhc($ 1md socielie~ 

informed ubout the dettiils Md recent uews of 1lw llKUSTSU Co1111cil. lu 1hi.s 11c:.sio11, lhe ugeudu, 
minutes wu.l ntW!l of the Couucll Meetl11g:1, SU Connell Dullcti11 uml ueurly ull docuuw.ms of the 
Cou11ci1 were uvulluhlt:a on the hon1,ep~ge for ull 111tm1lleHi of 1111:- U11ion II b expected 10 1,,., 
updated continuous))' In the cmnlug sc$.)jon of 1he Council. 



IV, Slumllng Connu1Uccs of lhc Council 

A. Afflllntccl Societies Comrnlttce 

Name of Councilors ff l/U( #.,$ I'osUlon I Reoresentatlon 
« "•"-f 

' LAU lion Swn, Rnr fW\A. Council Secrctruv [acts as the ChairpersonJ 
MAK Koon Kl ~illli\ internal Vke·Presfdent 

CHAN Kon, Mnn, Al;ln l,t..i.<..l(. Scoool Societies 
WANO Pnl Wong j\-Afl.1. lnde~ndettt Clubs Associntlon 
LBUNOMnnOn kl I\'!<'- Soorts Association 
NO T,10g CIUng !>-H· House Associntlous 

CHAN Chin Cheun2 r.t.!llln Popularly lllected Councilor 
Nntu: 
/, CIIU Wl,1R Shan, A11d1ey ,'A.I.AHi (Cmmcil Vfr.t-Clutflp~ucm) rtsigntd In Jmmary dut to 

ptrsmwl rnum1. 

2. E11(orceme11t ofArtlcfe 12.2 "(the Cotutl/utlon o(Jil{USTSU 
According h) the Article 12.2 or Constitution or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1s 1 Union, only Full Membns or the StudentA' Union shnll be eligible for fi1ll 
memltt!r.tl,lp or office or nrn11nled i.ocletles. 111n prepnrntory period for tho compliance with the 
nuforce1nent of Articlo 12.2 of the CoMlilution of HKUSTSU was expected to end on 311t 
August 2CXH but the co1111nlltee observed thnl most nffillnted societies had encoun1ered 
dlfficnltles on the complinnce by the orlglnnl dendtlne. The Committee has considered possible 
nme11dnm11ts to !ho enforcement for better Implement of the Enforcement, including the 
post1xinernent of the dondltt1e. 1110 n.rnendment wns pm1sed In nccordiu1ce with the resolution of 
tho Union Councll ln the 11

"' Council Meeting. Amlin1ed Societies nre allowed for ndditioun.1 lime 
to cn1Ty out thole plnn for complinnce with this comilltutlou. 

J. Ruulatlon 011 lht Const{tutiou.s oftJ,e Afflllated Saclelles 
111e dendline or comptlnnco whh lhe Rcgulnllon on tho Constitutions of Affllh1ted Societies 

hnd been renched. 'l11e conunittee hnd hmnNllnlely collected constitutions of affiliated societies 
nnd conducted n preHminnry chl"ck on nll cons!ltutlons or Affilinted societies oner the deadline, 
111e result or the prclhnlnnry check woul<l bo fotwMded lo the co1ntnlt1ee of the next session. 

Management oti Afffllated Societies. 

/11/Fmnl Regulntlnn 

'1110 Commiltee conducted n review on the hllemnl Regulation of HKUSTSU. 11ie 
Rcgulatlon descrlt~it the guidelines nnd rnleiJ on different cntcgorleit, Including chnrity 
functions, MegnSnle, poster nrens, emnll btondcnstlng nod use or BNB. 'The Cow1cil passed 
th{'l recommendntlon on the Rcgulntlon in tho 141h Council Meeting and the amendment 
cnn1e Into effect hnme<lln!ely, 11\e Commiltee followed the Internal Regulation and 
monllorecl !he violntlonit, e,speclnlly 011 poster nren iMme. Once a complaint of nbuse ls 
received, the CotnmlHee will verify It nnd !Mme wnmlng letters lo Involved societies. 

Affiliated Society lnfonnnllon Slu!et 

thr1rnfir.f pmpn~~fl 11m<'nd111('1tt~ to 1hc C'ouncll for cnn~itl~rnl\on. 11ie Co111tcil hnd cndor~e<l the 
propo~r1I nm~111lnm11ts wl!h minor mmlificllllnn In the l6'h Council Meeting nnd hence it is 
inclmlt'd iu the Agcntln nf 1he1 Tr.nth Annnnl Ocnernl Meeting fnr consklerntion. 111e proposed 
nme11dment included nmcmhnenls 011 /\r1lcle 2, J, '1, 5, 6, 7, 8, 9, lO, 13, 15, 16, 17 nnd 18 or the 
Constltotlnn, ndditlon of thf! newly prnposed Article 1 (Stnndlng Comm.ittee or the E11;ecut\ve 
CommlttM) n11d A1licle 10 (Plnnllc('J)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movement of. articles of the 
Comthutinn. 

4. QJ!.lnio11 011 tJ,g draO docwmuH d[lllf1 Court 
ll1e Committee hnd dlscussr-il nud collected n11lnlon on !he draft document of the Court nner 

tho Council received the rcq\m!Jl rrom !he Coutt nn<l conunitttd to this Commiltee. TI1e Cotincil 
hiul 1H•.n11lm report to the Court nfler 1t>celvlng the 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in the 12th Council 
Meeting. 

C. Election Co111111ltlee 

l. f,fembers/Jlv LJ.st {ot SU Dv-Electlou 2001 

Name of Co1111clfc,rs ffllf/1.fU Position I Renresentallon 
WAN Chuog Yuen il!.ltn; Council Chairnersou £nets as the Ch11lmerson) 

CIIU Win• Shnn, Audrev *'~'" Council Vke-Ch11irnf':rson 
LAU llon Stirn, Rny f'ii~A. Council Secretary 

YIP Mno Yi !!HUI\ (louse Associntions 
WONG King Lek, Victorin j\-lilll\ School of Boglneering 

WONOTir1l1011 )1-mlfl Bditoriel Board 
TAM llol Leung lf-ilJ:I: PMt Councilor 

2. SU Oy-e(ecllo112QQ1 
Due lo three vncnncie1t of the Populnrly lllected Councllou, the SU Uy-election 2001 was 

held by the Conuniltce dudng 25°' -- 2th April 2001 (10;00 - 18:00 daily) nt Atrium One 
nominntlon for the Populnrly Blecletl Councilor~ wn~ received. In order to give n chnnce to the 
t1omlunted cn11dldnte to communicate with lhe studenllt, the Election Committee had also 
comh1ctcd nn opP.11 fonun for the nomlnnted cn11dhfnte!!.lcnhinet on l9'h Aprl.12002 (12:00 ~ 13:00) 
nl L07 Cnnlcen. 11tc vole coun1ing wn.1 hold lmmedlntely n.fter tho close or !he balloting nt LTO 
nnd the bnllol re~mlts of the. nlectlon were. officinlly npproved nnd nnnounccd on 4lh May 200l. ns 
i-hown in the followingl': 

Totnl Ntunbc>r of l'nter,{: .14.l 
Voting Rate: fi,J 1% 

~ulal"ly Electetl Councllor 

Cnnditlute Valid 

lllBtflll M 

Number of Votes 

lnvnlid 

Nnme I kU; l'or I A Rn Ind U k d I Improperly 
nmnr e marked 

Cl l/\N Chln Cheumr I r.t.,I\Jfl 286 I 30 4 I 23 

TOTA 

343 

L 

111~ Couuniuce con<luctcJ u Jcviuw un the Altilinh:d Society lut~>nn,llion Sheet 11t1<l 
propost:.d necessary 1m\e1tdll\ellts lo Couudl. The Council passed the 1cconune11d,t1ion In the 
12<1, Council Mee1ing. AlftliuteJ Societies we 1equ1rcd to sub11U1 their Conslhution, fiuunciul 
rcipo11 of previous SllSsion nml memlx.rship recott.l w the. Couuuit1ec. 

S, tlpplicqt{on forAffll{ntJo,a to IIKIJS'l~\·v 
1lie Conmlitted has received u IOtu.1 number of clued uppllcatkin$ for ulfilluliou 

throughout the whole session yeur. The upp!lcutious trom Odtncceli.ug Society und 1lie til$l 
appUcatioo from the Culi.Jiuty Arts 1111d Culture Soi:;iety unil wc1e rejt:.c(td whifo the sccouJ 
uppUcatlon from the Culinu.ry Art umi Cultu10 Soeii.':ty wus upp.-oved. '11\e soi;le1y w.ts 
grunted foll affillutlon by tlie Comicll after comple1t:d 1111 the nct:essury procedurlls. 

Culinary Arts QUd Culture Society, JIKUSTSU (LnJepen<lent Club) 

6. Amendment of Procetfures aod Guldeiluer ofAvvllcatiqo for dfflllutlotl to UKUS'l'SU 
Tiu~ Conunhtee comtuc11::tl u review unJ propm;lld un-.endnW-Ul lo che pmcctlure1 uml 

guidelu1es of application for nffilitltiou to I lKUSTSU. The propo~ed 1U1icntlnwm wus 
upproved by the Council iu th~ 1211, Couucll Mec1lug with lmmedlute effoct. 

D. Consll!utlon Comm!Uee 

P1>sltlcm I Re rereUlalfou 

Council Chnh ,erliOll acu us llld Couwner 

Council Sccrowry 

Prc:ildenl 
B<lhor-ln-Ch.lcf 

Scl-u.ll)ISocietlcs 
HU{ Kwun San Osctl.f lnJc 111leut Cluhi Assocl11tion 
THAM Kwok Mh1 Spmu Assocl11tlon 
TSANG Chun Kit 

WONG Shun Yuen, Koestler Po mlutl Ulected. Councllor 
•Notes: 
J, CIJU Wing ShaJ1, Amlrey -*IA.W (Cuum:11 Vlct·Clw/1pdno11) fl:fJiflltd Ill Jwmury 1lue /t> 

personal rea.wtt. 

1. Amemfmeut oflJvbovs ofth, Conr1Jtutlo11 of UKUS'l'Sl! 
The Comrnhtee had couducteJ tlu: ruvlcw on the llylaw:1 of tlu, Cu1mituti1rn of UKUSTSU 

amt thereafter proposed ll.mendni.e111:i to the Council for u)o:1ltleruti(m. '11w Uyluws Uui::1p1e1eJ the: 
volli1g or tlld Rcfererulum of tho Artlolt1 l3 (Rcforendum) uud vuc111lu11 of oftli.:ll uf the Cou11 of 
the Artlcli, IS (Vncl\lion of Officell) of tlw Co1t:$lltullo11. 'llie Coum:11 huil upptuvcJ the 
1m:cndn1cu1s with 1ninor modlfio11tio11 In the I 3tb Connell Mec1iug. 

J. Armwdment ofCcwrllwtleJJ ,,f JIKlJS'l'SIJ. 

ilecte<l Candidote: 

CHAN Chiu Chcutut r.UlJH ACCI' 
YAC,IN"l' 
YAC,IN'f 

J. MembtuhW us, for Sil dmwal H/tlt:lluu 2002 • 

Namt1 (J( C1>ut1cllor.1 lfll1 II H..$ Position I Rt1Pf#se11tal/on 

WAN Chun2 Yuen ilUtk. Council Chuimerson {ucts 11:i. thl} Cllulniersonl 
LAU Hon Sum Ruv J1Wl4 Council Scc1ctuty 

TSB KuvChuu 11m1,1_ lhtc:111111 Vice·Prc:sldettl 
YIP Man YI lhl.fil. llouso Associations 

WONG Ki.It!.! Lok, Vlctodll. j\-$:JII School of Bnginecrilll5 
WONG Mlin Kin, Kelvin il-Uf>t School of Sl!ienco 

TAM Hoi Leuu2 lfil;l Pust Councilor 
•Nol~: 
I. CI/U Wing Shem, Amln:y i/.MNt (Cu1111cil V/ct!·Ch11lrp.trs1m> resig11e(i 111 J11muuy dud to 

personal l"t'1SOti. 
2. Cl/AN Kong M1111, Alv/11 /.1..i.C.5{ {Sdwol of Bngi11,ml11g) re~·f~nc,I m l).J:00 011 5.i.. Fet, 1002 

d1te ,o personal reason, 
J, YIM Ku Clum, S1e.ve11 Jt 1,·(k (Sdwul of l:!'11glMitll11g) re$/g11e.il m J /:00 <m 5'~ f,'t:t, 2002 dud 

to personal re11son. 
.J. WONG Tin I/on ']fUll,i {l£"/1mlol liuord) reslgwtd ot J./:00 u11 o"' r't:b 2001 t/11,: Ju µersu1111t 

rems on. 

I. SU A11a11al Bhctloa 2001 
'l1w Committ~ ha.J coutluct!ltl tllij SU Anuuul Ulec1iou '.!002 i.llu"iug 5W -· t 1

' Pebn1ury 2002 
:10:00 • \8:00 dully) at Atrium. 'l11e cubh1e\ of 1ho U11;cctuivc Couuuhtt:e, tlU:S &lholiitl llourd umt 
1M four vucancies of Populurly Blcctet.l Com1cllon1 of 1l1o JO ... ~esslu11 of II~ IIKUSTSU wt:11.: 
lpened for oom.luntiou llud election. In ordef to give " chance to llw uonlinutcJ 
:audiduteslcabinet to conununlcutc whh tho students, the Blectiou Couuulttee h..aJ al.so coudu,;tc~l 
m opeu forum for the no11liuu1eJ cundidu1es./cublt1t:.t ou 4it. Pebniury 200"! (12:00 - 16:00) ut l.07 
2tu11ee1l. 

Only one nominutioo for tlld cubinet of 1he llxeculive Cu1nnliuee, 111unely 4028, wu:1 
:ccelvffi whereas one nominalion for tlw cubh1llt oftlw Bdiloliul Uourd, uuu~ly j:Jlj Pivot, wu::1 
·ecelved. In ~Jltion, four nomluu1ions fur 1he Populurly Hlcctctl Cuuucilou weru rccc;:ivc-el. Tit() 
mte OO\llltlng Wa.$ held imn1c<llntely ufter the ckn;e of the bull1Jti11g lll LTB (19:30 - 07:30) umJ 
:'oufereucc Roont (08:00 - 11:lS) un<l the bullot 1e:;ull.s uf till! Ulectiou w1::1c oftfoiuUy appwved 
uid announced on 1514 Pebmll.t'y 2002, us ~hown iu lhe followh1gs: 

ro1al Number o/Voleut lJJ,J 
Voting Rate: 23.3.J ?'o 

Ponutartv Etcc1t1d <:1111nr1Jors tJB lttl M 



Number or Votes 

Cnntlidnte Vnlid hwnlld 

r!n Nnn)('; Ht Fr1r ARnllld flmunrked 
Improperly TOTAi, 

marked 

I NOTszChun !Hlfl 714 384 95 136 1329 

l CIIAN Yik r.t.111 616 459 105 142 1322 

J fOKKaLce UA\ 566 527 113 126 1332 

4 NG KnMnn ;, i,~l 154 335 136 107 1332 

Bkc!('d Cnmlhlntes; 

llxecuUve Conmtlllee ftti: 

Troe; of l'ote, Number of l'Qtes 

Vnlld vote 
Vote for 4028 907 
Voto noolust 4028 291 
.Urunnrkctl bnllol unoer 41 

lnvnlid vote 
Imnronerlv mnrked ballot napcr 86 

TOTAL: 

Nn11)C', of Illr<:t<'d C11hlnel: '1028 

·;-.,·,:::" c.)•os),(l,lh, ·,enc,.,, " ', ili(tl~d G'illttildriie ,Cj/." t:il\\?s, ililtili[;; _;,?'1if;, --~ .. ~;·. 

Pte~~i<lent CHAN Shun Dun 1,t..,11W ACCT I 

Internal Vke-Presldeut YIP Win, Mon, Oska Jti;c. SBM I 

81.ternnl Vlce·Presideut NG Chun Yee, Jennv !Hllll. SBM I 

lotemaJ Secretary CIIAN Kwnn Yau, Elvis ,.u,~~ ISMT I 

n,.tcmnl Secrell\rl WONG Win• Sun~ Judy *'~"' BLEC I 

Phuuiclnl SecrelllfY AU Chun Yu, Je.ss !Alf~ ACCT I 

Public Rdatlons Secreln~ 110 llol U, llolllc NmAi SBM I 

Welfore Secrelarv CHUI Cho Yun,, Joyce l#.it SDM 

l'ublicatlon Sec1etnrv SlllU llol Pru,,, Kelvin llm.rt. SBM 

Social SecrClarY YAU Tnt Yon •r;tA=- CPBG 

Current AffaUs Se,retary TSE Sheun2 Mru1 tli;lj$C. SDM 

Adminl$1rnlive Sccretari SUNG Ynu Wn t.1i-¥ CHEM 

Unlversitr Affairs Sec1e1art CHOW Yuk Kel, Rntmoml lllhl-1!. CPEG 

l\cndemlc AHeirs Scc1etan1 LI Cltl llo, Nlcholos 'l'J.t. SBM 

Edllo1inl Board IA!!~ II i: 

tNnll'C 

FOK l:a f,;, CmtlP lf A II (rl11(flli;ir1/ Se1:rnmy} IMS 1tmov~d tri f/ie 15'~ Coum:ll Mall11g 

byrt1·r1tt'11[11011.rm1fldr1trf'. 

l. KO S/111k l't'e ;t;.-.trfA (Spmls 1hmdnt/o11) 1,itlRnt'll /n S111tnnfMrd11P IO ['t:rsonal rtasmt 

1/KUSTSU Mruter ll11deet 2001 • 2002 
On ll(!hnlr of Finnndnl Commlllee, the Fhumclnl Secretnry had l.lroflcd the Master Budget 

JfXH · 1001 of thn IIKUSTSU nnd ~tihmlttetl to tho Committee for coosidcn\llon. 
f{('com111e11datlon~ 011 nil i::uhmlttcd Item~ hnd hecn mnde hy the Conutlittee an<l thereafter 
~11b111lttt>:d (o the Council for opprovnl. llw Council hnd eventunlly pnssed oil ltcrm tn the Master 
H11<lgct 2001 ~ 7.002 in !he l t 1"' Cuuncll Mceth1g with some minor omendments. 

Follawiue work oftf1t Mruter IJ11dgtt 
In 01der to keep the cApense:; of the Union within the amo~mt approved ht tho Mnsler 

Hudgr.t, the Committee hnd 1egulntly verlOcd the 1oonthly e~penso reports Rnd the financlnl 
repo1ls of the r1111cHnm1 orgnnl1.ed by the B~eculive Committee,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Council 
111td !he C01111. 

.J, Amendment of Subsidy Am,tltnllon 
llw Committee conducted n review on tho Appllcntlon or Subsidy for Sludent Activity nn<l 

prop(li.cd necessnry nmendmenl lo the Council ln order to smooth the process or subsidy 
nppllcnllon. 1110 nnwntfmentit were nrrroved by tho Cot111cll lit tho 16th Council Meeting and 
!ltetcnfin cnmo Into effect from 201 flebt11nty 2002 onwnrds. In brlef1 the npplicant should 
\!lhmit the sttb~ldy nppllcntlon fonn with 1he hudget or the function nt least 6 weeks before the 
.ictlvitlci;. 

~. lJank A«:cotwt Sle:oers 
With the pmvi,11ion of the Cons1lt11tlon or !he HKUSTSU, the l,nnk account of 1he Union 

~lmll he opernted by the Plnnnclnl Se~rclnry Rnd nny one of the three members of the Plnnnce 
r:omml11ee nppointcll hy fe~ol111lon or the Co111111lnee. With consent or the Council In the 4th 
(ouucil Meeting, the trnthorl,;ed bonk nccount signers of the 9~ ttession of the Union were the 
rn!lowlng four me.mhent of the Pinnnce Committee: 

WAN Chung Y'1en 
POK K11. Lee, C1;1.11ie 
!IUI YipMnn 
WONO .Shon Yuen, KMstler 

Chalrper!lon or !he Council nnd Fl11at1ce Conun!Ueo 
FlnnnclRI Secretory 
Fb1nnclnl Controller of Editorial Donrd 
ropulntly Blccled Councilor 

n. Ertabli.rl,111eut oftf,e New Sub~account 
11ie Committee lrnd p101x1~e1l to ntld the new !ltth·a<:com1t, namely !he Court, a.fier the 

~.~1Ahli.dunent of the Co111t or the Union. lll('l propm:ed nctlon WM l'l(lprovetl by the Counclt in the 
1,t!h Cot111cll meeting. 11m 11('.W :itt1b·ncco11111 WM operllled from Pebn1nry 2002 onwnrds. 

7. Rtcon11ne11daJlo11 on Ille set !IP. of the Avollcallon on tlle Emereen,ry Loan for Afn/lated 
S!2d!iln. 
In vltw of the need~ for !he nll nffllloted ~ocletle! lo hnve the emergency loan to deal with 

1110 ~hnrHem1 finnnclnt cllrflcultlc~ for nrgnnh;lng e~trn-curriculnr activities, tho Commillee 
~o~g<"Med thfll tl~te l<t I\ netcl lo hnv~ the ~y,item of Omerge11Cy Lonn Application for Affilinted 
'locletlM. 

Bui lhe Committee rCC{ltnmemlcd thnt thts Appllctlllon on the Omergency Lonn of Affiliated 

I 
I 
l 
l 
l 
I 
I 

1'imes uf Yutfl. Number of Votes 

Valid ','OIC IV01e for Jtw Pi','Ol 1106 
fV010 agui.Jm itO:i Pivot 101 

Invalid ','Oh~ (Uumwkttl b11llot ou11c1 JO 
lhnnronerlv mu1hd bullot 1rn1~1 111 

'J'OTtil,: LJl1i. 

Name of Elected CuLiuet: .1Ltll Pivot 

~ ~~~:"':un~-m~,·=:-=1;"',~-~7u-,,c~l7ue~f---t':~;~~Kh~~=-·~'-1=-,~-~"'-'·- ~:: ~~~:: : 

"'::"':!:"'•==~=; =E=<11"'10~,--=;,'-,.c"'1"'1ie"-f-----+'-~'"·~'-~'-'i"' .. \~~~ii1=,.~y~u-,--"---- ~;1 ~~~r 
I 

lesiguer CHENOSiuTlng ~~~--
'=°'co'lg.,n=erc___ ______ -rL~A'-'W'-L<=•k'-'T-=-o---------l-l-C.JJ_~IJl0=i.\~- CHEV __ I_ 
1esiguer CHAN Fui Slum f,ti,liJJid ACCI' 1 
,drnini$1rutive Officer LAO llul Lwu j',JiJl1lt ~ --l-
liuke1inn Officer HON Lum H H· BLEC __ .L_ 
inanciu) Co111ruller U Mau Kil 4:- )t. irit ACCT I 
ea1ure Edirnr CHAN Chi Yuu - r,t.>u' l ISMT 
tature Bditor NO Chiuu Yiu 16 l+ ,t SBM __ I_ 
ta.lure Etlitor CHO Clum Kil f !t\ {r,t ~ __ I_ 
eature Editor CHAN Slum Med, Cvmhiu r!.t-llc\. SBM l 

tamie Editor WONG Yuen Lui, Jenny it J:iUV, ~ lSMT I _ 
euture Editor YIP Wi111,1, Chi iA ~,t :it- BICH 1 
eu1urc Editor TAM Chi Wai lf 1· j~ ISMT 
c:ature Editor LAW Sui Lum 1J .JA.I.U, ACCT I 
eutureEditor LOChilluug it.tk -~--1-

eatureEdilor JPYutLim 'lt1!_!_~ __ 1-=: 

eature lklhor YU Sutit Mei * •· J.lt SOM J 
ea1ure Editor KWOK Situ\ J hmg,I!uloplllu ·~ IA H SOM 

D. Finance CommiUee 

Socictks i.hou1d not bo i.el up 1ultll drn following Cl)t1::Hrulu1:. t:UU be 1c::hilvcd ufo.:r cnu::.11!11111:1 1hc 
::;olicitor: 

In ca.:.e the uppllet.l uffilltucd :mclPty ur ltil utficu beater .tlo 1101 1cturn or uuublc lo ll:'.tu1 H 
the. tonn, It :::etmis imposs.ibl<i 10 1cquest 1hcm to return lo,u1 iu dot) cours.u of l11w. 

b. It c1tnnot be eni.uri!d thut lJKUSTSU cw1 lcgully p1ovhlc the louu to the utliliatctl 
sock.ties. 

It i:. uxpectcJ chat tlw. wo1k will bu followed up in thi:: ue~t scssllllL 

B. S11k11dv Am,UcntWt1 Proc,ulw: 
TI\Q nonnal duties of 11"1 Cunuuhtc~ iw.:hulcd procc::1:iluy of th~ subsidy 11ppllcutio11:1. All 

applicutio1u received were co1uiden:d in butch und rcconuum1d11tion$ we1t1 henc~ nwlc 10 Ilic 
Council for approvul. ·n1e sununary of ull suln1idy upplic1ulons<t1 proccs:.ed am listed us follows: 

Torn.l Number of Anolicutlons Received 292 
Total Nun\ber of Aonticutions Pl'occssetl 272 
Total Number of Holt.I Auolicutlous ·20 
Total NumberofBencfi1etl AtfUiut~t.l Societies ~9 
Tutu! An~uut of Subsidy Recuou:neudcd LO SAO $19760.20" 
Total Anmmt of Subsidy Approved hy SO Couucil !85,610.40 

For dt:tallJ, pf,:pi4 refu 10 lh# Fl111JT1clul Ht:pt>n 

.11ie am1>1ml uj&rT4rl tu lhll 101111 a11wt<11I of J11bJIJy rti:um111t11,lo:,l w 1h,: S..tO w,J 1ht actuul approv,it Qj 1/11: 

uibJ/dy '"" mbjct:ltd 10 1h~ fo1a/ 1li:t:lllw1 of 1hi SAO. 

Subsidy for Orientatlou Weck 2001: $300 00 pcrcuch soch~ty x. !>2 societies=$ '17,600.00 

9. 111<us·rsu Fhw11eWt Rswort 2001 ~ :wen 
Tiw Committee had employed ou uccu11ntru1t fitm (Liu Kin Chun& & Co. Certified Puhtio 

Accountants) to asshU 1ho Flnnnciul Secrc1ary 10 compile the Piuauclul H.eport 2001 • 2002 of the 
HKUSTSU. 1lie ernployuwut foe rc:quirctl w11s 11lteady lucluJetl lu 1hc Mustt!r Dullget '2001 · 
2002. 

V. Ad-hoc Committees of the Council 

A. Honorary Membership CommlUce 

ln accordauCt' with tlw provision of 1he Coustihuion, 1hc uiH100 conunhtet!, num.,ty 
Ho11or11ry Me:mberahip Corrunittce wus appoluteU In tlw J'J Couucll Mccllug to cxt!rcisc lls duty 
to confer Honorary Membership from lhe Council. 

1. Mewbershh! 1.ltt 

Namu Ht1prt1H!lll(ft/o11 

Yip Mun YI CouucU 

NgTszChuu Rxeciuivc Conu11h1cc 
Ng Wui Pun 

Tnm Uoi l..eunu Couucil of tho ,rc.vlntt:i Union ~~slon 



Clom Ykk Sh11n 

Loun Yu Hou 

Fhecutive, Cotnmittce nf the p1evlo11~ 
Union session 

Etlilorlnl Donrd or tho lfevlous Union session 

1. Nomt,rntlo1t for the llo11QLJJF..1..../Jjr.w!J..q_ 
Afler lhe upen nominr'llion period, the Committee hnd received no no1nlnntlot1 or tho 

Jtnnornry Memhr.r hy tit<!. cunenl nntl pnsl metnher or the Union nnd the Committee hnd m11de 
rive nomlnntions or the llonornry Memhrr to the Couucll ror coiuiderntion. In the 16'" Council 
Meeting, the Council lw1 confcrteil the Ove m:mdnntlons with condition thdt tho Council sho\1ld 
rtccivo the receipt or wrhten fonn of ngremnenl of nomlnntlon hy the 11omlnce before the Tenth 
Atmuril Cfonernl Meeting. Tim Ove nomtnntlon~ were M follow: 

Poiltlon In lhe Rxecntlvt> AAil!.A. fiu~llsh Nnme of the Remark 
CommlUl'e or l11e 1.i tJ11lnn tt-1: Nominee 

Sesslon 
Preskleot 1i f: 11 --~ennL!N --· 

lntemnl Vice·Presltleul f»i\i~ Delehlne LOB P11l·mn.n Resigned In lhat Session 
ln1e111nl (!enerol Secretory M.ffll\ YUBN Wlng-cheong ·-· 

rlnanclnl Secretmy J·JAlllt Rhett LAU knl-yuen --· 
Welrnre Secrctnrv U·lt Anthony WONG ---

·nw conforrnl of l lonornry Membership will 00 nnnouttced in the Tenth Annual Oenen,I 
Meeting of Studcnti;' Union n.'I ptnise to !hose ltonornry Members nnd through notices posted on 
the orffolnl notke nrcn. 

·111e Co111millee hnd 1~(1tt dlM;olved nt the t"Ucl or !he 9•h Session. 

!J . .Jmllrlnl l'rocedure Drnf!lng Commlllee 

In nccordnnce \vllh the provl~ion of the Con,titution, the nd-hoa committee, namely Judicial 
Prnc<'dore Drnftlng CormnhtM wM nr,polnted In the 3"' Council Meeting to e~ercise it11 tluty to 
set rcgulntlons nnd gulttellues for the Court Chn.lrperson lo refuse appointing any lndividunls to 
!he Comt from the Council. 

1. Mtmbersl,lu List 

Nome o Councilors 
WAN Chun Yuen 

CHU Whig Shnn, Andre 
LAU Uou Swn1 Rn 

A lt"tp1i<1ilin1t fo1 pwvi.;ion or l11rn1mrilhm 'nr thr. Mnnngeml."1H of 01ganlwtion Stwlcn!!l' 
As~odatlnu (tvlS/\) owl Ma1kcting ~Hmlc11ts' Sodely (MKSS) on the Jolnl·1mivcuity fonclion 
"Ab~olutri Ze1n" wn.<1 f<'cl"\vrd Hom the Connell of City lJulvcr$.lty or Houg Kong StmJe11t'11 
Union fnt lnfonnotlon n!t her depnlltn<'lllnl soclello!!, beh1g th1co llf orgnniteu, were rcquhed to 
suhmll rr.hwnnt lnformnllon to !heir Unlvt'n;lty ns the function Involved sponsorships from 
nlcol!ollc: tlrlok entnpAnl<'1:. Tim Cn1111cll nppwv<'d in the 61

li Council Meetlng lhl\l the Note 8 of 
Pinnnolnl Rrpotl nf MS,\ would he tllsclnsed to the rep1r.1:r.ntntive of the Council or City 
UnivNiiily of Hong Kong Stmle11tci' tJnln11 lnvl1ed hy the Cooncll wlth conditions: 

No rnpy wnnltl 1)1' rnnde for !hose t<'pl<'S<'lllnth•es; 
Only lmnd·wrltt('n c:oplM hy 1ho!'(e rep1ei::enln.llve.q would ho nllowed. 11mi;o copies 
woohl not he n1Hh<'11lkntrd hy lhn Connell; nnd 
nw. Cmtndl of City Utdve1slty nf lion~ Kon,R Slttdt'nts' Onion hnd to assure !he use of 
the dlsclo~~d lnfn111m.tl1rn should he n~ the rcft>rcnce for lho runclion "Abi:olote Zero" 
nnly. 

d. Memlll'ls or r.;w;.c<mtlve cnnunlttees of MS,\ ond MKSS of the. current session nnd the 
previous !l<'Ulon were lnvllell loohst'.rve the dlsdos11re. 

.'>. Recefrillg l/alf-'liadLRevo115 of tlJe Execotfrs Commlttu. the Edflorla/ Board and 
l'ovufarly Elected CoundWU 
·nm TI~t'c1ulve Commllfr.e, the f!dllorlnl Rontd nnd two Popnlnrly Blected Cot1ntllors hnd 

t11hmitl("d !heir Hnlf-yenrly Repmtit to lhe Co11ncll for reeelvlng. 1110 Council had received 
llnlf-yenrly Rrr>nrtit or the E,;e<·u1lve Co1111nlHre1 111¢ 8dltorlnl Donnl and Populnrly Elected 
Com,cllnrs In tho I t1hCm1nc1l Mtt'lltig. 

15. Irttetvretatio11 oflbe A1ticl~ofthe Comtltutlon 
'llwrn wn~ n dispule l~twcf"n lhe Co111t nml lhe nxecutlve Committee on the inlcrpretotlon of 

the term "by lot" h1 lhe Art Ide 9.4 (c) of tht". O,rn~tllutlnn. 11m Cmmcll hnd nttempled by motion 
to i111r.rpicl the tenn "hy lot" In 1l1<'l Alllcle 9A c or the Constitution ns In the lot-<lrnwing proce$.S 
more thou teven full mnmhers c<mkl •~ 1lrnwn nnd exce11~ foll members were plneed tn n waiting 
11:-t In which cnch member hnd indlvltlnnl queue position In the l l'" Cuuncll Meeting but fol led. 

7. ~C!lllli?.ll!lllf11L2fJ.b.!U.&1Mi.iJ.Hll!1!.tnon and th!! C.:01111 Secretary of the Caurl 
·nil': Com1 ChnhpNWll, Chnn Sun K~1rng Kirk, hmt re~lg11e.d from hi~ office due to his 

lNmhrntion to he m1 undNgrn1lun1r. stuc1ent In 29•h Jnmuny2002 oml the Bxecutlve Commluee 
~tnlt>d thnl op<'n recrnltnl':'nl or the Cmut Chnlrper:rmn nnd lhe Court Secretnry cnnnot be tlone nnd 
ln!Nvlews cnimol n!so be couducte<l due lo thue con:Hrnlnt nnd budget constrninl. 111e Council 
mnde no t('Sohtllnn 1,n lhe p,o.,;t or lhe Conrt CholrperMm nod lhe Court Secretary due to no 
nomlnntlnn wm. rt'telved frnm the. Bxecu!lve Committee In the l61h Council Meeting, 

Accoidh1g to the Cnn,;1i1u1lon, the Council Clrnlrpet/HHI shnll be the Chairperson of the 
0,1111 nnd enjoy tho s1tmc power nnd dutie, ns the Co1111 Chnltpen;on. 

Ii. E/ectlo11 Otl tfte fa.rLCotutcltor [or the 10'~ Senion oftlte llKUSTSU Council 
TSANO Clnm Kit (Hm1<,e /\s~ochttlo11s) elected os the Pnst Councilor for the lO'h Ses1lon of 

thf' Council in 16'h Cn1111cll tvfoetlng. 

VIII, Conclusion 

I WONG Shun Yuen, Kots1!cr J * .fl iA Popul,1rly Ekt::ttll Cu1111cilo1· 

2. Revulatfom m11J Gu1!1111lues for the cwm (.'huln1eruw to Hrtfurn Aueohlliw: ludfrfillwb' 
~ 
11u: Co11unh1ee drufte<l the reguhuiuns llHd guhlelin~s !Or 11~ Court Ch.th-person tu rct\1~~ 

11ppoi.nting individuals to the Co1u1 uml submhte<l it m the Council Tiu:. Cuum:il passed the 
Regulation ill the 4lh Council Meeting and It cunld into etfect iuuul!tllut~ly.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Comt Clmi.Jperson shull li)ltow this 1eguJ.Hio11:1 ,mt.I 
guidelJnes 10 refuse uppolutiug 1my lutlivitluul::l tu tho Cl>u11 us 11.rng us he!:il\d is uc1iug without 
prejudice 1md in a. fulr ;md rea1>onulih., 11U1(uler. 

The Ccimmltcee had lx!eu tlls:mlvell when the Council h,i:s up11oiute1J lhe Cotut Chl\il1>c1son 
in the 6w Council Meeting. 

J. Establlrhment pfflrP Court 
111e Council investigated ubout lilt' 11ccusution against u popuJutly elected councilor in the 

last session fron1.1t~ Big Churacter Poster 11 -1.4 ~ :l. t- t iJ! If 16. J( N J:Jff; /i} ~i'.? ~J£Jµ..,¥ 1. 
·· t-1f Ji t" 'it#" und passed a 1esolution "the Cou11 wus lwlJ lO t.leuJ with tho case ''llo Siu Yee, 
Sarah was suspected thieving files or the Council'"' in 3'.i Cuw1cU Meeting. 

2. AevoJ111mmt ofthe Court CholroerHw oudthe <'e,1(1 S1rnntt11tv ,,fthv Court 
A ti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u1t. tho 81.ecutive Conunlttc~ nominated Ch,m Sun Keung, 

Kirk to be the Court Chairptr:.on and nomi.n111c:d Chan Sun Ki;tuig. Ki1k and lem1g Yin Uu~, Jnmc 
10 be the Coun Secretary for th¢ Ufbilrntioll "Ho Siu Yee, Sarnh Was suspected thieving l1lc.:i oi 
the Council". ·nie Council hl\U uppolmed Chau Sun K«mng, Khk lO be tlltl Coun Cludrpcrson amt 
Leung Yin Ling, Irene to be the Coun SccrclUry In ti~ 6~ Council Meeting. 

J. Condemnation to the lirewtlti, CommWee 
Tite Bx.ecutive Committee 11\1.lde ll prmnhe. that Ol"k!I\ rccrultmCnl of tl~ Court Chulirenmn 

and the Court Secretnry would be done nm) Interviews wonlJ ul$0 be cumluct.ed in 1hc 3' Coundl 
Meetlng bu1 th~ B;w;.ecuttvc Couunittee dii.l 1101 s1111e tludr dUt1cullles wl~n tl~y found thut they 
could not CIUT)' out ti~ promise OOfor~ the cud of the 3"' CouucU 11ice1lug. Tl~ Ct)\mcil p11sseJ u 
n¥>1iou "'*-i"l,t~;li.{l.#'f' i"~lt jljj-,Y.-.l\.=. 0klf 11\ klli 1¥ UI ',;-i\lli4ll!lt ~-k-11 t' £1$,Jl 

Uf~*•:a«•••M~ll!-MaT·n•i"htr~m~•·M·~~-·MAll!. 
,g • .II ;/[.{l. lflll. i" t/ltilil4'.l!ll'. • "In 1h• 4~ Council Mee1lng. 

"· Btaulsltfoo of the cmwcll of CJtv l!olYersltv of 1/eng Kouw \'llldsmlr~ llnlon for ProrMm. 
of It1fontrntlou ofAfOllated AuocWtlot1 

la tlw 9111 scssion of IIW: Union, the Stutlclltli' Uniou h,1Ll first expc1 lc,wcd the cs1,,lJHstuncu1 
of the Cour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opcrutiou und udminis1ru1io11 of tltG Uuiun wus uffei.:teJ. AptUt 
from Its uommt duties, the Council had ulso tu.ken 11 scrk,s of 1u.:1io11 10 1;:11su1c lhll propc1 
udmiul~tratlon of tlw Cou11. 11umks to ull the ctrnni.:ilms of tlu.:i 9~ ~ession of the UKUSTSU 
Council, the ex1ra workloitd of the Cowwll had btco kimlly sh.iu:d. Although the prnvious year l:i 
not a easy time, the Stud1m1s 1 Union did learn from experi~ncts und this wo11ld cc11i1l11ly hclptd 
impmvl11g the work of the Students' Union in 1he future, yet, may this undesirable harsh pt:1 ioJ 
never n:appea.re<l In the fu1ure of the Union. 

Apprm1ching 10 the en<l of 1hu 9w session uf the Uniuo, u110 c11hlnet of Uxecutive Cummiucc:, 
one cabinet of Editorial Boanl w1J four Popularly OlecteJ Cou11ci1ors were 11om111u1cd in the 
Annual Election 2002. Although there were S(J\IW complaints w1d utlversc ucw1> lowun.h 1hc: 
candidates of the Populurly Blccted Councilur1 they hud Hied thclr best 10 overco11~ tlld harsh 
nj)ment and to 00 elected eventuully. I'm sun: lhul ull uwmhers huve bc:i;u longing for the LruuJ 
new of 1he S1l1deots' Un.Ion whh her zettlous office b,Mrers iu 1he comlug year. 

I, on behalf of the Council of the 9Ut ses:ilon, would like 10 tu.ke this opportuuhy ta expte:is 
our gnllllude towttrds those who haJ contiibu1e<l 11 lot 10 tho Couw.:il, t11clutlU1g the staff of 
Admissions, Regl:aration & Record Office, C11111pus Service~ Oftlce, Es1a1es Manugcmem Oftice, 
Finance OCfice, hlfornuuion Teclumlogy Service~ Cem~r. Studt:111 Affolrs Offic.: amt ull 
Com1cllors. . 

To conclude, ( wish lh~ Council Offlcluls and Councikm of tho uext ses:;lou will con1i11uc 
devoting themselves to serve the Uulon In kgl$lu1lve 1111d fu111m:lul ttjpects. 

P.m and on behalf of the 
IIKUSTSU Council 200l-200l 

• •••••.•••• "' •• End or Ri:port •••·••·•••••••• 



Annunl report of pop11l11rly Elected Councilor 
2001-2002(911

' Session) 

EJecllon 

Wong Shun Yuen Koestler 
Electl'onlc Engineering Yenr 3 

I wns elected by the full members to be one of U,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in the HK UST Annunl Election 200 I 

Attendance 
·mere were 16 meelings from 09/03/01 to 17/02102. I attended at least 13 
Council meetings. I lried my be.~t to ntlend nil meetings but I have declared 
not available ot the lost session dnring meetings. 

General Dulles 
-Being n Populnrly £!1ected Conncllor, I hnve represented Uw full members 
of the Students' Union to e~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Ideas to the Council by 
asking opinions from them. llowever, no format survey hns been carried out· 
due to both heavy workload from the Council and academic studies. 

-One of my duties was to speak and vole in view of the benefit of the full 
members of the Union during the Council meetings by collecting 
infonnntlon from full memhers. 

-I was the member of the Constitution Conunlttee nnd Finance Committee of 
lhe Council and hnve lnken up the duties of them. The lnsks like regulation 
of finance and review of constit11tlo11 hns been effectively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effort of committee members. 

Councll Mcctln~ 
There were mnny issues Uml lrnve serious nncl lengthy discussion with the 
councilors. I was honored to represent the full members lo speak and vote 
for the interest. I have nct11nlly participated Into the discussion for all mailers 
and gave opinions, provided information so that the Onal decision could be 
reached based on cornpromlse between different student bodies' Interest. 

Finance Commlllee 
-I wns appointed lo he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Since Council approved lo held a Court lo investigate the 
case"tli11~?l:'#f 1*mWl1~it~lnJMA1'1:iltil~IJJilHi~~1:.fnl-11~tit11:*'f"or 
"Ho Siu Yee, Sarah was suspected thieving files of the Council". 
Constitution Committee was responsible for drafting the· "Regulation 
and guidelines on tile Power of the Cou1i Chairperson to Refuse 
Appointing Individuals to the Court". I was honored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discussion a1id drafted 
the tlocum~nt. 

I am glad lo be elected as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so as to 
contribule myself to all Full members. Being a popularly elected 
official, I believe In heart we should supervise lh!'l Union to ensure 
proper administration and try to reach comprise with dirterent student 
bodies' representatives. 

I hope the Councilors ol the next session will continue devoting 
themselves to se'rve the Students' Union in legislative and financial 
aspects. 

At last, I would like lo show rny respect to my partner, Chan Chin 
Cheung who spares his valuable lime lo serve the Students' Union. 

Prepared~ 

51~ 
Wong Shun Yuen l<oesller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Union Session 2001-2002 

-I was responsible for regulating all llnanclal matters of lhe Union 
between Council Meeting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resolution and 
lnslrucllons,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the finance, recommenclatlon of 
the Union Subsidy and Master Budget to the Council for approval. 
-Meanwhile, I was one of the four bank account signers and have 
authority to enforce the duty. 

With lengthy discussion, I feet sorry that thera are still lots of subsidy 
applications not approved due lo Insufficient lnformallon provided. I 
sincerely show my regret that next session of Finance Committee 
needs to take up the tedious evaluation wprk. 

Finance Commlltee dlscoveled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amendment of the subsidy appllcallon form since some Information Is 
misleading for application: We have finished the amendment of 
subsidy application form In order lo smoo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both 
the affiliated societies and the Council. Such Improvement should be 
effective for application from different afflllated societies. 

During meetings, we have proposed lhe feasibility to provide loans to 
the affiliated soclely when they required. In principle, we agree to 
provide such kind of service. Finance Committee has history to 
provide loan service to Society during the B'" session. However, we 
decided not to provide such service In this session since there were 
many problems not yet solved which needed legal advice. 

I hereby suggest approving certain amount of budge! for legal advice 
In the next session of the Union 

constitution committee 
-t was appointed to be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Constitution 
Committee. 

Constitution Commlltee t,as finished revlewlnu the Union 
Constitution. There ere rnany amendments recommended by the 
Conslllutlon Co,nmlllee lo the Union Council for further consideration. 

Judfclal Procedure Drafting Committee 

J:lMll.QJ! 

Anmrnl rcpotl of Pnpulnrly Elccl~d Councilor 
2001 -2002(91

1, 8(';s!don), 1 f KtfSTSU Council 

Chnn Chin Cheung 

Accounlinp, Yenr J 

I was elected by lhc full rncmhcrs of tlrn 11K t J.STStJ lo he one of the Populnrly 

Elected Councilors in the IlKUSTSU Oy-Elcctlon 2001 

Attendance 

There were 12 meetings (tom t 3/0'.'l/O I to I 'J/OJJ02. I flllcndcd 9 Council meetings. I 

could not 11ttend three of them hecnu,;e 1 wns not in lfoug Kong between 7th and 8111 

meetings and r wns ntn;ent for mc<licnl ten:o:on for lhe 13'" mr"ctings, 

Ocnernl Put1~$. 

-Being A Populmly Electcll Co11ncllor, l nm the 1cprnse11lntlvc of nit the members of 

the Studcnls' Union. I hnve to exprcts their opinlmH~ nnd !dens to the Council. 
However, no formnl survey l;ns been cnrrie,I not dun In hr,th lhe henvy worklontl of 

lhe Council nnd my acndcmic studies. I \Jf;C'tl to ohtnln lh('\lr opinion~ hy Mklng 

informal questions nnd ohtnin tht.>ir r<'cclhncks nhotH the Students' Union. 

-I hnve tnken up the duties ns the mc-tnhcr (If tho Arfilif\lcd Societies Conunlttee or the 
Students' Union Council. The mnln issue dlscH!lS('.fl lm:t ycnr were hnmlle or' 

complnints concerning nr£ilintcd societlC's, i01plct11entntion plnn for Corn1tl111tion l2.2, 

hnndle of npplicntion for nffillnllon of new .o;odctie:s, revl:i;lnn of the npplicnlion fotm 

for Afntlallon of societies, revhdo11 or conslit\ltloni:i nml lnfonnntlon Rheet of nfnlln!(*;d 

societies anti revision of the lntntnnl regulnllon, The trrnko; hnd hf"en effecllvely cnrrled 

out through the effort of the J\rfllln!ed -~ocietic.q: Committee mernhers. 

It ls my honor to be elected !Ht Populruly Elected Counctlor such lhnt l cnn conlrlbu1e 

myself lo nll lIKUSTSU full memhcrn. nelng n Populinly Elected Councilor, I believe 

in heart that we should superviM thf'. ~tudctH tJnion to ensure proper ndminlslrntlon 

nnd try to reRch compri~e with dlffmcnt ~111cff';nl hndie!'t' f('(HCt-cntntlv('-'i In !he council 

mceting:11. 

1 wish the Populnrly Elected Co11ncllorn nr llrn nex.t MM-ion would continue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servo the Student~' Union In view of the heneOI of nll S!udentA' Union 

full members nnd to vole for their he.~t lnt("rClll in thn corning council meetingA. 



Al last, I would like to show my respect to all the Councilors of lhe HKUSTSll 

Council 2001-2002 (9tl' session), and especially to rny partner,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Wong Shun Yuen, Koestler, who spares his valuable time with me to serve 

the Students' Union. 

Chan Chin Cheung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Union Session 2001 -2002 

Presentation of the Popularly Elected Couudlurs 2000-2001 (81
h Session) (Agenda 4) 

7. There were t.lm:t} Popufarly Elected Ct,u11dlor:s for the Session 2000 - 2001 (&u. Session); they 
were Miss HO Siu Yee (MGTO Year J), Miss LEE Ka Li, Michelle (!'.!ARK Year Z) and Mr. 
LAU K.11 llun (ISMT Year 3) AnJ Miss HO Siu Yee {MGTO Year 3) rcp,csented lhree 
Popuhuly Elecred Councilors 2000-2001 (811i Sessio11) 10 give a presentation. 

To consi<ler, mu.I if tlu,ught tit, 10 :1pprove 1he Annu:d Heport of the individunl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1000-200L (81

h Sc.uion) (Agenda 5} 

8. Miss HO Siu Yee (MGTO Yw l) b,ie1ed he, Annual Repon. Mr. POK Chun Man (ISMT Ye,r 
2) moved,, motion to approve the Annual R~pott of Miss HO Siu Yee, The motion was seconded 
and earned unu111mously 

9. Mr. LAU K,u Bon (ISMT Ye.1rJ)brtefect htS Annual Re.pon. Miss CHAN Chore Man, G~rmalne 
(ACCT' Y l!ar 2) rnoved a motton 10 approve the Annual Report of Mr. LAU Kai Bun. The motion 
was seconded and put t'orwn.rd 10 voting. 

JO, 71 Full Members voted ''Fm" and I Full Membtlr voted" Against". ln accordance with the simple 
majonty rule, the motion was Ucclared c..irritd. 

11. Miss LEE Ka Li, Michelle (MARK Y"" l) briefed her Annual Report. Mr. SIU Yu K"~n 
(MATH Year 2) moved a motion to approve the Annual Report of Miss LEE Ka Li, ?\-lichelle. 
The motion w;;13 seconded and carried unanimously. 

Presentation of the Editorial Board 2000·2001(8'' Session) {Agenda 6) 

12. The Edito,-in-Chicf of Editorial BmmJ 2000- 2001 (8~ Session), Mr. IV AN Chung Yuen (IEEM 
Year 2) teprest:nted the Editorial Board of81A Session to give a presentation. 

13. AJ)er a lengthy debate, Mr. NG Wai Yue (ISMT Year 2) moved a procedural motion lhat lhe 
debate ume be limited within IO minutes. 

14. Th~ procedurnJ rnotion wai; seconded ;uid put forward to voting, 41 FuU Mtmbers voted "for" 
and 3 Full ~fombers voted" Again~t", In accordance with t1H> simple fllajority tule, the procedural 
m()tion was declared carried. 

To couside1\ and if though( fit1 lo .tf>prove the Annual Report of Editorial Uoard 2000-2001 (8th 
Session) (Agi:nda 7) 

15. llie Edito1-in·Chido(Ed11mial lloard 2000- 2001 (8~ Session), lvlr. WAN Chung Yuen (JEEM 
Ye._u 2) briefed tlt1;i Annual Repo,t oftlw Editorial Board 2000-2001. 

16. Miss CHAN Chorn Man, Germaine (ACCT Year 2) moved a motion to approve lhe Annual 
Report of Editorial Board 2000- 2001 (81., Session). 

THE COUNCIL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ludenls' Union 
t~#JL'<'Jl'Jl1_\ttf1H 

Mail [fox /1-46, Hong Ki,ng Unlvm11y of St.irncc ,uvl Technology Studenl1' Uniiltl, 
Clw Water Bay, Kowloon, Hnng Kong Td· 27191828 f'ttx: 2JJ5 1728 

E·rnml: $1.l 1Jco1m:171stu u~i hk l!onw a •e: hu ·J,hnm¢ usLhJ.J--111 !ll".IJlUl 

Mii1t1tes of the NirHh Ar11111n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HKUSTSU 

Date: 281
h February 2001 

Time: 7:00p.m. 
Ve11ue: L,cture-The:ttre R, IIKUST 

Chairpet.!on: 
Seeretnry: 
Alteutfee,: 

Minutes: 

;\Ir. L,\i\l Sze Chuo, Chern~r (CIYL Yt'ar J) 
i\Uu CHU K.i Yee, Mirnudn (ECON Year 3) 
A 'total of 249 Full Memben of the HKUSTSU 

To too101e1u.·e the meeting {Agenda l) 

l. The Chairperson ordered the meeting to be ,ommenced al 8;l5p.m. 

To receive a11d Adopt tl1t minute!l of the Eighth A1tmutl General Meeting of ihe HKUSrSU 
(Ag,nd• l) 

2. Mr. YU Chi Kong (FINA Ye:u 3) tt1ove<l a motion to adopt the minuteJ of gu.. Annu:tl General 
Meeting olth~ HKUSTSU, which held on 2M Match 2000. 

3. 1l1e IT\Qtion was seconded and c-arned unanimously. 

To conskler, and if thought 01 1 lo apµrove the Annual Report of lhe Council 2000·2001 
(81

h Session) (Agenda J) 

4. TI1e Vk:e-Chairperson of the Council (8v,. Session), lvlr. WONG Kin Ming (CJVL Year J} briefed 
the Annual Rcp9rt of Council 2000- 2001 (81

11. Session), 

5. Mr. WONG Shun Yuen (EE Yea, 2) moved a molion lo approve the Annual Report of Council 
2000-2001 (3• Session). 

6, The motfon was se«>nded and carried unanimously 

17. The motion was se-couded aod carried unanimously. 

Prest1H:ttio11 Qflhe Ex.ecutivc Committee 2000·2001(8111 Session) (Agenda 8) 

18. The Presidem of the HKUsi-su 2000 - 20fJI (811i. S~s1on), Mis.s CHAN Chore Man, Gennai11e 
(ACCT YeM 2) represente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give a presentation 

19. The Secret1ry was temporarily away from 12.00 am to 12:10 am. The Chairperson,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meeting, a.:ted as the Acting-Secretary of the meeting therein. 

20 The Chairperson was teinpornnly o.way from 12 JS a.m. to 12:·15 a.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 of the Constimtiott of HKUSTSU, the Council Vicc-Chairpe~on (8\h Session), 
Mt WONG Kin Ming (CIVL Year 3) presided a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meeting thereiM. 

To comdder1 and If thought fit, lo apprnvt the Annual Report of Executive Co111otiUee 2000~200l 
(8'' Smlon) (Agenda 9) 

21. The President ofllKUSTSU 2000-2001 (3'' Session), Miss CHAN Choie ~fan, Gem,aine {ACCT 
Year 2) briefed the Annu11l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2000-2001 (8u, Session) 

22. Miss HO Siu Yee (1\-1GTO Year 3) moved a motion to approve the Annual Repoct ofExe<:utive 
Committee 2000-2001 (st11 Session). The motion was seconded and carried unanimously, 

23. the Chairperson took a count of mentbe,s present In the meeting al 2:10 a.m. The Chaitperson 
ordered the meeting to be temporarily adjoumed forthwith. 

24. The meeting was called to order 3t 2:50 11.m. 

To consider, and If thought nr1 lo approve the Finnnclal Report 1999-2000 {i11 Se-ssiori) of 
Hl{USTSU {Agenda 10) 

2.5.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ofExecutive'Committee 2000 • 2001 (8111 Session), Mr. FOK Chun Man 
(lSMT Year2) represented the 7u, Session oflhe Union to brleflhe Financi.i.l Report 1999 • 2000 
(7'' Session) or!IKUSTSU. 

26. Mr. FOK Chun Man (ISMT Year2) nw.red 3 motior\ to approve the Financial Report 1999 • 2000 
(7° Sessioo) ofHKUSTSll. 

27, The motion \1/3..S seconded and carried unanimously. 



To consitler, ,uul if thought fit, to ,1pprove 1he Fluand:il Report 2000~2001 (81" S\"sslon) of 
llKUSTSU (Agc1ula 11) 

28. The Fina.ncrnl Se..:retary of th~ Ex.l;!cut1w Comm\lh.-!C 2000 • 2001(81.h Se~sioo), Mr. FOK Chun 
:vl:ln (lSi\lT YeJr 2) bnded the Fmancial Report 2000·2001 (81

.11. Session) of HKUSTSU 

29. Miss CHEUNG Man (flNA Year:') moved., motion 10 approve the Fi110.nc1al Report 2000-2001 
(81

h Scsswn) ofHKUSTSU 

JO. ·n1e rn1)!100 was 1et:ot11.it:d and camcJ unanimuusly. 

To .tllh!UU 1u11·agraph 3.3, 3.81 5.2, 5.31 7,2 1 7.5, 8,-l, 9.J, 9A, 9.5, 10.2, 10.-41 10.61 l0.7 1 l \.J, 12,7, 
UA, :tud 15,11 of lhe Conslitu1io11 of the HKUSTSU (Agtnd.i 12) 

31. i-.liss CHU \Vit\g Shan (MAT11 Y e.:1.r 2) moved J motion to approve the prnposed ttmendment of 
p,r,graph J 3, J.S, 5 2, S.3, 7 2, 7 5, 3.4, 8.o, 9.l, 9.4, 9.5, 10 2, 10.4, 10.6, 10.7, I IJ, 12.7, 13 ~. 
15 11 under .lmclc J, 7, 8, 9, I 0, 11, IJ, ll, and 15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o HKUSTSU. The 
motion was se(:onded 

Al\'f!CLE J: ME~lllERSlllP 

3.} AH nlat1h~;3 o( Lhi:: UniYcr..1ty, 1)1her Uw.n AJI m<!mb1Crs of the lJ1tivi:?i;ity, otlu:.r U.on $ludtntJ 

unrlerg1llllt1lll! ;ilUdt:nL'i dig1blc for Full Mernba:J1ip, eligihflf for Full Matthaship, shall b..: dig1b\e for 

ah~IJ be eligible fur A~:;..J..;iJW ~ .. kmb.:dlip. r\s.::oci.aie Membmhip. 

)JI A·;,iu.:in1r1 Mcmb,.,rs, L1fo Mcmbc1:> J1)U Hl)Jtor.U)' A.ss,.:i-c111te Manb~1s, Lifo Member:1 and lfonmary 

M.:mber:i .,lull be: cntitkJ to ,,JI i.111! nghls lfl<l Members shall be aititled to a1J the nght:; and 

pnvilcgo o!' F1JU ?v!<:mhcru, e::<c<-1'1t '11e:y ~hall Ot)I havt:i pti\llkg~ of l'un Members, t:Xcq'II they shall 1\nt haw: 

th\!" oght ,lf full Mcmbvr:: !I) vote ,1r to ~t:mJ ro, lheright<>fFullMi!mb\.'OtQbeNmt[¥tllmahher1uf 

MY iuiodalkm ajfi1Llttd t'! d,t Uniim, and lo \.'t.lt.e or 
to ,,"tand for e!cctiori. or to become uftice bcl!fcf:I of the 

IJnion 

ARTICLE 5: THE GENERAL MEETING 

()rf,jn(f/ 

:5.2 Tho 1b!e of '11.: Annuli! 0\.-'llctal ilc,;llng ~WI b.: 

dtknnincd by the C0ut11:il lhe Coui1cil :;hall :il>:X) 

do:trnnini: \\hat further ht.1sin<!;;J, 1f -UlY, :.h11.ll be 

IJ:an:rnctu.l al lh<.1 Annual Go,:n,.·tal Mc,,:llllg in .WJitiuo 

to runs1dtf<ltinn ,Ultl ;1ppl'0Yal u(the ,umu\U r<:p01i ut' 

thi: E-.:tcuu,·.: Commiltc,: and the mn11s.l report ci'!he 

'fh,: Jute of U\Q Annual Gcn,;nll Meeting .i.he.U b\l 
detcmun1...'Q by the Coum.:il Th.a Cuunol ~11!1 abo 

,Jetr.:nninc whut furu1tt bU$in(;jj, if atty, iliu.11 b< 

(fan.S,i.cto.J at the Annual Gaiaal Mr.cling in addition 
t() t.J,e bminu1 ip~dfkd in l.}tlf Constitn.!wn. 

lhrJ Cwunc1L ln1t ,,hall n::rnJm 1:, mctnbff:.1 ul t.11..: <JII}' suh-oryanit.atio11 vf die UnUm. The vacandi::s in 

Cot\ncil m tl1ctr new ..:Jp,1t.:Hl<!.."> The \'ac.1nl.:'!t::" u1 r~'f>tCI l)f thdr ongmal otlki:1 in lht Cl)ut1i:il ;shall b~ 

fc:,p,:.;( of Uti:tr onguul ,1111c,.°"' ~1J!I b>! l\llc<l u1 1.hc till~'>.! tn the oo~insll manner. 

origtnJ)rn.inncr 

A.R'f!CLE S: STANDING CO~IMITl'EE OF THE COUNCIL 

a., 
Oti~itwl 

(J) Th\l C\Jn~ht11t1on l\inm11Uo.:c ,hJ..11 ht ,1ppomto.:J (u) 

hy the C,)ttru:11 ;J.tuJ ~lull o.:,utit:>I ol the fo.il!11\,·u11! 

111.:mbo.:1~ofth1-"C<..lum:tl. 

n1e Cu11~u1111lun CumntiUo: :JlaJI be Jppom!u.l 

li1· 1.h<! Cmut{,1\ ,wl )hull o.in::.i~i 11f th¢ tUl!owing 
mcn1b<!r:; ot' th<: Cow1.:1l 

(i) (ouncil Cl1.i1rp<:'.to1)n; 

(ii) Co1mc1l l/kc·Chu11p<.'1S(•n; 

(i) Cmmc1l Chairperron, who slluli 1u1 tJJ the 
Com·en.~r oftlte ComtiJ.Ution C1J/WltittU~ 

{iii) Ci1unc1l S..:t:1t:tary, Hi) Council Vici:-Chairperson; 

(iv) Fri:i;idi:nt oft.he fac,..'UlJv,;Co11UniuL\.'; {ill) Coum.11 S¢.:rtta.ry, 

(V) ElJ1tor-m·Chido(tlv; E<htorrnl BoJid; (iv) Pn:.:,.1Ji:ril of the E:.:('l;utive Cotnmittix; 
(Vl) One r1Cprc~11tJtiVc ot'lhi: $ch(ml S0<:ii:Uc~. (v) EdiU)r-in·Chidofthe EJitoriaJ Board; 

(vii) One Ct'ptc:scntatiVI! of, the l11Jcp~n\kt1t Clubs (\'1} Onercprc.;;;::nlllllVeofthe School Sodttit:S, 

i\~.:X>c:iation; 

(vili) One ft'pfti,l;!ot.il1v..: of the $µo;t:. A.;soe1Jt1on: 

{ix) (.)n<! repr.:::,;~'l\hHt\'c of !he Hm1s;.c /\s~ialwns; 

.md 

(:'<) One P,)pulatly E\o.:c\<;'.,l Ci)lln<:1Jm, 

(b) Th~ Con»iitutt(m Cumm1th:11 :i:hJII have the 

(vii) One ri:prc::st:ntative of thi: Wk-pend61t Clubs 

As.:.'l>t:iation; 

{\lil) One rt:pr~:ntauve of thi: Sport:i As.wdatioir, 

(L,) One repiescnti1tive of the HouSc 

~iciulions;and 

(:-:) One PupO!.J.rly EltXtc:d Counc1lor. 

fo!l11wi11g duocr (b) Die CtJfutitution Committee.: )I.all hav~ !hi: 

(1) fo ,;iJtiiiUd rcv1..:w .inJ make fo\J,;wmg <l\tlic:3: 

n.-..:urnmcu<luuun:i w1 th,.: JJll-c:/J\llm.'hlS uf 

the Coo'>litu11un w1tl Ute Byl11ws of the 

Un1011 to lllt:" Coun,:1l Die Council Atouhl 

C\m~id::r the rc..::0111111L11da1fon1 ,tnJ Jpprove 

tl1c: fatne Wllh or w11hout ,111irndrni.:nl Any 

UIIL'llillnt:flt l)(!hc Con.stitult()ll :,:bou!d ,mly 

be rnu.d\l J.(;<..1Jfding to what hav<: ~l.>t,;,.I m 

A1ti,:I,: l::i.-1 of the C,m~t1tut1un 

(i) To u~·dve a11d Jiscu~ ,my wrillen 
r,1u&itwn a/ ptop()S,J am(ndmmts (J/fnt 

Cvnrdlutim1 aml tlte 8}'l.nvs (i/the. Unim1. 

(11) To oonduct teVJe\V anti make: 

ri:,;ommt!:ndatkms on the ilffitndmtnts of 

lhu Cvmtitutiml lil\d the Bylaws <Jf Ute 

Unk,n to thi: Coune1l. Tht: Council :i.hottld 

t.O~i4er I.be recomtnO\Jatiorw: ,J.11J 

rndont th, J/Jlnl ',1,'q}i iJr without 

111111,,,Jmml Any am1:ttlUll•ml Qf the 

Cm~tituuon should only b-e mll<le 
11a.:-0nling to whtll hu\'e }t.it,,:,J in Artie!.:: 

\8A of the Col1:ltitution. 

Editorwl 80.11,I and vin.~1tl..:r,1l1<m Jnd JPl'!"I.W~I nltlie 

finanthilrcp0111J!tJ1clJwon 

) J The hw;\nt:.';{11fthe AnmMI 0<:flctal ~foetmg ,;hall he· The hu~fo~~ vi' the Annual o~~,-111 Mt-¢ting $11011 he: 

(11) fo <:1mw1d anU 1( lhrnight !lt to ~rrrove the (a} fo 1:on"1Jtr JJid if thought Ht to approve the 

annu~I t<:'pt'tt of the E-.;,:,.;ut1\"e C,)mmith':,:; ann\lnl r<:pGft nf !he Ih;ecuuve Commtttet>; 
(h) fo t<lll~llkt m<i ti thn•J\;:fll !h lo ·1ppruve: th,; {b) To am,ider mtl if lhought lit to appwve !he 

.11U1un.i report ,,f 1ht! EJitt,rrnl Ht•:iriJ, .uinu11I ri:p{1rt 11f 1hc E<l!{orial Boud, 

(c) Tu 0.:1,n~iJcr l!Jld ,( iho•1ght fit ti> Jpp11J\'e the {() r., c:Qnsida and if IA aught fit f<> apptMI! t.lu 

~nnuaJ r,;.11ntt of in.JiviJu~I Pnp11!nrly Ekc1,:d anm,aluport oftht Counci(• 

Cnunci!ors, (d) To ,:,m~tdel" 1nd if thoughl fit to apprPVe lhe 

(<l) To i:OM1der ,lJl(J 1( th111i!.U)t tit to ,1pprov,;: iJie arutua:.I rqiutt of individual PoptJ!arly Eleo.:1c..l 

(m.Jll..:1il) r~-p<.)11 of dh: Union, ,U1ll Col.li1dlors-, 

(e) 1\Jiy ,,th.:r bu~1ne~ ~pt.1;1lkJ m th!! l'l\lttce uf (tJ To .:011~1<ler 11\d if th1Ju¢)t fit to lpprove !h<1 

mo::eting by tf1e E'\ti;:UhVC <:wntm!let: .wi in fmtmdal report of lhe Union; un1l 

ARTICLE 7: THE COUNCIL 

(}) Any other 1111.<ine.,3 svecifo:d m the nQtke nf 
meeting by tht Exo:.ubve Ce>mmitke md m 

aoconh.n,e with re:'(.lhlti011,.'l of!he Council. 

Orl2.inal PfWHJJedAmmdmad 

1.2 The Counolshitll M legis]atun: of UH Union. MJ 4\o!I The Council shall be kgis!nturcof thu Union, .u1d rhall 

hJtve tile following power and dutis; luwe the foll<..Jwl~ig ptJwcr and duti;,:,1' 

(e) To i.ppn1nt other <:ommitt~.1 \,..ht11 no::~elU)'; (t) f(> a17wrJ11 aJ..lioccommhtu:i whtff Mcillt11J'i 

(() fo sU{'erYt~e and advice on all :,1.1b·Ortanizatirms (f) To \1.ipm'isc and advice on. nit ~i.Jh-<'lfgtmiiatiuns 

of the Union so as lo tn.surc proper adlf\inistrG.llol\ of the Unii.,n $0 as to ensure PWptT adm\nl\ltatwn 
mJ rq:ire.,:.!ntl\t1on of member$ by them; and ft"{lres:rot!llion of mi=mbtnt by thetn; 

(g) fo pns.s :iny rules ()( resiilation, !Jiat ;hrtJI b(; (g) To JNtsf arty rnld qr regufatimu thai 1JmU ht 

binding on :Jl s.ub-org1m1z.atiun,, of tl1e,Union; hfndl,ig Off dll suh-m;;an4alwns of tht UnWn 
(h) To in1etp1cl lhe ConslJMi<.111, wid If net:~Jary to irttpoxt pmattiu wiJ/1 tlu 

(i) To ruw:nd lhe Bylaws of Ute Constitution; n,J pt(l'+'Lfiott 11/thh Corutifutfon; 

(j} To ro:eivc :ind Q.lnSi(lt:r h~!f-yearly rqwr1 of thti (h) To intt:rprt.:1 the Con&iMion; 
Excc-utive Comrtnllct. (i) to a01tr1d thi! Bylt\W9 of the CnnstiMion; .tntl 

(j) ft, r«ti}-e and ttJrt.ridu l,alfyearly rtp.:irl oft/r11: 

Extcutivt CQm-rtriitu, t}ut .CJiti,,i:,l lw.1td and 
Popul4rly Ekdtd Cauncilor,; 

1 . .S Memberli of the Cl;ltindl shall dect from JffiO(lg Membm of the Council shall dl'ct from among 
th¢11\!ll:\ve, a Cllu.irp«wn, .1 Vite·Cho.i1paSon afld 11 thcrns,::lve::.; lit.~ C/Jairpu1011, tht V1u--C!t11ifr,u1ort 

Sem-t.ary. ll1e vers,;1M as d«ted ~tutll resign from IJie omJtJuS«rttl'lryjor du airrait 1mW11. lbe-ptF...oog 

res-pe..iive officd Ul whkh th"ev b~me mffllbtn of M elt\.'ted ~ha.JI rd/11!1 fTUm allthrir orisrimlpff'JftS in 

8 6 The Ftntmc,: CommiHel;· The Finmce CvrruniHee 

(h) The Finrtm:c C(,mnnt!cc shaO h:tve 1hc follow mg (l,) The Finam:tt Committee shs.U h.1ve the following 

rowct md d11ties power ln<l rl11hes. 

(1) foreccivc .111 ,ippli,;:J(JOfl:t f1.1r IJnwn fu11&1, (i} fo rrgulate- aflfvrdni:UII mmt,n of rht 
"ht,;h .,h:.111 he :111brn1He1l f\1 th\!" Finnnc1al IJ,,J,ift bt't»-i:m Co,mdl Mu.tin,::, tH 
:::'¢<..Tetary in \'ll!hnl! m<l by not later thm 

thti end uf \he fr,;th Weck of the Spnntt 

Scme:,1a lll c;1ch Ai::wkmtc Y e-ir. The 

Finant::e Cmnmmee tludl pri;:patl! ~ hurlgel 

in -ic:mrtl'.tlltC w11h 1hi, npplicn1ion1 :uid 
,ubmil .1 written rcc1.muncnd1ir10n in 

1e,1Jed tlm«if lo the C1)111v.:1l fot approval 

by not la!cr than Ute ('!ld ol the tighth Wt~k 

of lhe SpnJlg S<ITT1esler m eadt Ac.c1dcmic 

Yt::lt'. lh<:1 Council ~hall appruve lh.e siune 
\\ith or withuut mie:ntlrnent anJ ~hall 
pi1blish the <A{lproved but!gct by po:;ting it 
on the Qflid1d Notice Area ,1.,; rlelennined 

by the Cwn.:11 withlll five working Jay,; 

"'" (ii) fo be re}11ons1ble (0r !he regulation of 

fml\J\ce -0( lh¢ Unfon hetl.\eerl meetings of 
the . C@ncil (n ill'CorJance with the 

i11~trucl!ons ~I by iL Ail hMk: aei:ounl:l o{ 

the Union sh11l h-e ope-rated by tht 
Fina:nci~J So..:retary for !he current Vnloo 
:>(:$$1011 .tnJ any vne of the three rnembe11 

of th<! r"lnance CommiHee ,1ppointr.d l)y 

reso!u1ion of the fm1U1<=c CommiUee for 
the ct.Jrttnt Union sct.sion. In e1Se u( 

V~Cllflt::)' of ll,«:utive Cvmmittde, all bank 
~mmts shi!H be operated by my two o{ 

the Wee. members of the FinMce 

C1Jmmittt."1; .ipp1Jintt,J by resolution Q( the 

FinM\CC Cutnrnitte-e for U1e ,;:unent Uni('r\ 

(iii) 

ac.;ord~ct ll-'rllt itt rr:r11lutinn 11.nJ 

lnJtr,urlom; 

fo im"trtigate all >narterJ 11/ U11W11 
fll'lanu in CMt:1 thatlht F'manct 

Commltttt d~mttdlf«U'Nry; 
Ta r(o:ivt ,1ppllcalion1 of tht MaJ!et 

JJudget whld, 1hall ht JUbtrtliltd to tlt,t 

f",',t1rncUJl Sn.,.eta,y il1 wriliir~ not /a(o 

t}wn fctu Wll"tlu Jin ct: tht ca11du1Wn of 

tM .4hnuaf Gtntra.l !,(ming, Thi! 

f,Ulanu CtmlltlittU xha/1 mah 
rtCOIW'fttrtd4tlottJ otl the Marta Budf:tt 

oftlr~ U11lim to tlltCnunrilfor oppt111'<'1l 
by Mt later d,a11 Jit wulu 1/nu tlit 

cuncliJJ4in of th.11 AnniJal Gmtral 

Muting, Tht Cqqncil 1/ta/J appr<W( tlir 

JrJ1tft »itlt or wiJhottt WTltmlmmt, and 

1/iaU puhll,h /ht appro1wJ budget hy 

pp!'Mg Ii on tltt 0/fld.dl Notice Auo ~ 
dtUrmintd liy tht Council within 1n'<er1 

working dayt. fht 11.pprm·td Mrutn 

lludg,:t sh.all 1111t ht amrndld 11nle1s h}' 

a fl1rth.u usob.uion ln tht Coundl 

Mt<lvtgJ wrih two-dtird,1 rNlljority; 
(rr) To r«dr1. all suht{dy t1ppllcatfom for 

Unltm fimdJ, whldt Jhall btt 1ubmitli!d 

to rJ.ie Fimmdaf Secrdi11)' in tlit 

prescrilmf rippllrution form- The 

Financt Cnmmlrlu Jlwa trrokt 
rtc,mmuttda({(,,tt (,) d,tt Council fnr 

i1p('ffll'<l~' 

f/J tt:viffi' IJfld ,n4Ju rc01ltflrt-dtdatiatt.1 

1'1 tht Co111td1 for approWJ.l Q1f ah)' 

pallcyuldted IJJ ffHont'Ullftli1tt«s o[dtt! 

tJ11"'111 /Jf tltt! ril11Jmlwn of Vnlmi famJJ 

/rJr offillat~d J()(t'riJt.J; 

{1i) All hank aux,unh o/tlit Unhm shdl/. ir 

r.mt:n1Ud bv 1.M Fincmrial Stad1.tr\' for 



th,: 1:urunt Un((!n. sasion und ,my ,me 

of thrt thru ma-nh,:n af I.he Finuna 
C..mimltl~e 11ppoiuttd by re:suluti1m af 

th<! Flnunce Cunr.mirti:e for tlll! Cl111'itlli 

Ut1k>lf Jejji()n, IN ~-au v/ 1•acant-)' u/ 
E.>.:J'.~·11ti,,•.: CMulliJt,u, all bll!lk ac,ounu 

1hatl fie vp,:rut.ed by IUI}' rwo of th.11 three 

mmth,rs of 1h1t Fii11mce Cummiita 

appoi!lteJ by rtJ(1h1tuJn of tht1 Fi,11,utc.: 

Cutrvniitu far tht n1rr,:nl Uriivlf 

U.Hfotf, 

AR Tl CLE 9: THE COURT 

Or'•lnat 

<J.3 TiicC,;,uit ,,hJJI be the 1udk!Uf)' INdY vftlh: Un1011,md TI1e Cuur1 ~hil!l be Un: judiciary bvdy Q(lhc Union ;lfld 

'U 

~hall hJVt:! the !oi!owing power ,md duu~.r :.h;1JI llllvc th,; follciwmg power Md Julli::r 

\b} To ta.II !Or fU.nh..:r mfounall,un M1d muy ,equitc (b} ru cilll for furtht::r ini'onnation and may fe{J.uire 

uny nu:mbi:r .:,r >tlb-i1rgh!1il&tinn of t.hc Urw:in MY nh!fllb~,r or ;,1,1b-orgaru2ation of the Union 

to give .1l\)' rc!i:Vilnl <:V11Jcnee in (c~pt:t;l of it.s to give any re!tvanl evidt:nce in 1c:;p.x.t of 11.S 
arbitration·. Mi<l i1rb1trn.ti,;n; ijflJ 

(c) To lm111He pcna!h~ on )1Jb,,1fglil111utiu~ or (e) 
mt"TTibcrn <)f the U1110n iu JLU.)n.lt.n(<: Wilh thll 

1mwi£iuns of tlti~ Const1tutwn 
(J) 

To iinpo,;e pcnafti>:j on :1ub-oq;aoU,1lio1LI -Or 

mcmbe~ ,if the Union in .1cwrd:uice with I.hi! 

provi!>fon~ of Ulis Constitution. 

To ,1,uml .any ra(l/utivn of iht Cuuncil, 

£.x4·11tivt Committu art,J tJu Editorial llmuJ 
thut i.J flf ~Ymtlkt wiJJi thi, Cu11sti.tutUJr,, 

11ii:: Cuun sh.iU u:imi~t ot'thc !ollowu1'$ n1i:1nbcn of Thi:: CoWi shall C(Jtt:iGt of thi: following member.;: af 

the Unwn: the Union: 

(<1) The Court Chairpt'T!.t>I\, wtio ~hlllJ bt: nomittah;,J (4) Th¢ Cowt Cltaitpr;:r-Xln, who ~haJI Ix nomma.tcd 

by the ExtXu1lvi: Cumn\1\ti:-e ..u1J Jpp•.nritcJ l>y by the Exa.:utive: Cl1mrruit« and appmn\W by the 

lhc C1)Um:1I (fUrn .ub1!f:iUon !O .i.rbilf;)!lllft In Council from ubitrntlon to !Uh1tration, tlffd ~~ 

case Wht:re tH) rt:::.Qlu\Jnn on tilt: pu~t i.:1 made hy !ht Chair of .m>' ,,ua/Jig of tire Cllurt. 111 CJ.Se 

tho CGun.1..t!, lht:" C,iuni;il tha.tfµt:r-".lrl :Juli ,Kl \\here no rewlutiou on the po:.1 iJ ma.Jc by the 

J.:s the C!rnirptr$tln of U1i: Court Afl<l t:HJOY ttie Courn.:iJ, the Council Chalrperson 1hull bt the 
:!Mlle: powcr :ind J1J1ic,1 .t.'.I t11e C,.;un Chai.rper-..;(ln of th~ Court and rojoy the ;Wilt;" 

Ctuurpmun; .mJ power anJ JvtiC:111$ th¢ Court ChJlllllcrson; 

(b) Seven Full Mcmbcr:. u( the U11ion, \\ho ~all be: (b) Tiu Cuutt Stetda,Y1 wh(l f/H1ll bt t11Jmim:rJ4d. by 

rill\Jomly s,.:J.xteJ by the E:.;e.;u1ive Cun1.millce 

from Full 1'.ku1\iqs ()f the! Union hv loL ,!Jld 
the Execudwi COmmiiJ4,: and uppainkiJ by dit 

Councll ftnm arbitration to arbitrMibn, .:utd bl! 

1(16 E!co:1ion.s ~h,1JI h.: lwlLl by ,;¢qcl bal!ol. P.:.,;h full Ek..:tiuru .shlUJ bt: htld by ~q,;t ballot. Eilth full 
Mtmhi:r :,hall hi;\',: uni! vo11; in rc,p,;..:t ,1( c,1i.:h po,t Member :Jiall have one vote in tl:5pe..::;t of each pt>Sl 

open for di:-,;.1w1L Vo!i:.s ma~· be ,;a:..t fwm lo J m !o 6 vpt.11 for dc.1:-!J!.lll. Vole$ rn-1y be l:i!:i\ from 10 am. 10 ti 

p rn (m the E!e~1wn [),1~, m<l ,Jiall be ,;uunt<!>..I pin. on I.he E/o;tiun Oay -1nJ J:11111 hi: coun1t:J wi1"i11 

inm1001u.!dy Jlkr th11 d,)":-C of tb: h.tllu!mg ,miJ ul lf11: U hvun af\t:t \hi: .::lose of the. balloting i,nJ in (hc 

prexnccof no!!,::::.,; U-1JI) t1ul-.: memb .. ;;; ot'th<! Ek.:t1un prexn,;;;; u(n<.>t I~ U)JJ1 thm: m..:m,basofthc Eb.:110n 

CoJTUnmcc fhc <.:,mJiJJt1;1 UIJY be pr1:,.<:nl .1( lh<J C,.;rrmUUt:C. Thll(umtti11gof1)u:1•otu1haltbt.op,mW 

tU1Jnlutg .if ihc v,.;le"' :\t lh~ cvndiu11.in ,1f tl1,; all rnl'tnhuJ 4 t.htt U1JU111, Al lhc C"Onclus1on 1)( lh<! 

coim1in~ .it \'<1!c.s th<! re.ult J1,tll urn1wJ(!ltdy hi; .;otmtmg v( Wtl.':tl. lhi: rc~-ull :Jw.lJ tnuna.lilltdy bi: 
Jl-.:l.u,;J by iJ1c Ek.:twn Coumut!ce, ttnk» J C":mJid:itc- Ji:du<:J by tli<! Ek..:1.1-0n Conunlttee, unlt;:,.:,11.::.!nLlhlale 

~hJII <lcmm1,l A rcumm, in \\htch <!\'1..1\t the ,l<!.;lnr.tH<\11 ~lull dtt1l.u!d ~ n,'tounf, ul v.htth (\',:,1t thu dcclarnl1011 

ARTICLE 11: THE EDITOltlAL UOAJW 

Ori•iJwl Pm Mtd Amm,bnmf 

I l J Thi;: O!lit1JI Publkalllltl :,hol! he m.mJgcd by .u1 Th~ EJiJurWI lloarJ shaU cq,ui.fi of th!! folwh.ing 

nflhliUmon: 

(~) [hi; E<litur-in·Clud, 

(b) fWll ,\:,.'-1,ti111t Ed1!ors·u1·Chti;I', 

(c) rwo.•\1t llt1\!<;(or:;; 

fJ) T11c. Admm1~1111.tive Ollki.:r; 

(e} TheM;uhtinlj0!11ct.T, 

(fJ The Flllal\t(al Cvntrolkt; 
l!!) fwll c,,mpµtcr Ttpc:,,;tttrs; lll•l 

(h) IJp W ..1 ma.".m111m ~i(twd\.'c f<:JtU!e EJitorl;. 

(.!) Th<! Erlit.or.in·Chief; 

(b} Two As:,i:.tG.1.1l EJilu(s·U1-Chitf\ 

(c) F1111rlJ44Jnm; 

(d) The A.Jmiiu.stra.tivo;i Otlker, 

(e) TI1r: Marketing O!licer, 

(I) Thr: Fio.utdal Controllf:r, r:znd 
(g) Up t-, J rnii.xinJUfil oftwi:l\'e Fl!lltu.rc Edito(s. 

ARTlCl,!; 12: .\FFIL,\T£D ASSOCITAJON 

12,7 

OrlPin,tl 

All -10illl%1ed :1-0do;:uc~ shall be undcrtak!.71 to be Jbi<Jc All at)HiaW Sl.)Ct.:itc:3 shall be undertaken to b., itbiJ.: 

by lhc l'\Jlt;::; Jrtd regulati,iru pa:.saJ by Ute C<)W1cil, lhc by tliU Comtitul:Um, the rule:t and n:gulatioru fht.sseJ 
re::.--o!utw11s p<4SeJ by the C,mrt, Nth¢ Rt(q\.-oJum 0r by l11e Council, \he CC$-Olution; pa.s.so:I by !he Cttttrt, ur 

tho:Oai.a.U Me-e<mg th<! Re(gQJJUrn ct the Oc:nctal Mttting. 

re:,porulhl~ Jot ,,ll ur:retarllll 11\1,A i,f tht C,nut 

In t'OU wheu ,w re10/J1tinn M tht! {J1.'5t ls m(J.;/e 

h)' du Cowtdl, tlte (',J1,1rl Cltai;pmon shaa bt 

,~pon1ilil~ fnr tJ/1 th1 utrrl,uial ll'Vr.l 

(() Se1•rn F11U t-.kmb~,--:,. -Of thQ Union, \'.ho shnll be 
rnnJoml~· sde<:ti."d by the E.•m;utive Cumrr11t1ee 

frwn h1lt Manbcr, ur th.: Unil'it by lilt, ,1n.J 
~pr11intt.~.I by the CoUJ1 Chnirp<r$011 

') $ The C1n.trt Chn.irpcrs,,n shnll ti,wc, the p<J\1cr!o refuse The (:011rt Ch:tlrper;on shJJI have th.ct10Wt.'1'"!0tdusc 

1111pointm~ any indiY{tluo.ls to d1e Couit 'L~ !l'O~ 'L~ 

he/she 1.-t ;.1.:tm~ witlwu! prejudice ,ind m ,1 (;:ur .uv..l 

arpointu1i Ml}' imlivitluaJ.-t !o the Coun ,'13 king :is 
hd~he i> ~,;.ling withfJ\1l pn:jwJke :md in ;1 falt antl 

n:a.~n.1hk manner Mt•I m ,tccmdanee with any n::asonablc manner Mnl m 3~·cortl!IJ1<:e with my 
n:g:ula\i(ins and guidelines s,;\ by the Council. The n:sulntwn~ wd guidt:li.nes -.el by the C,)1tn\'.1L The 

Court Chlijrver.1{,n shall Ml vole in lily met:ting of the Caw1 Chnirpet:<-on 1JJ1d tht Caurt S«:rttary !mall nQ\ 

Court .md in ~y case, hclshe £h:tll only he mp-0nsib!e \~1te in ruty m,:eting orihe totJrt 

for pr-e:-1<li11R: the me-::ltng,; of (he Court 

ARTJCLJ;: 10: ELECTION 

O,Winal Pronnsed A.rncubrunt 

10.2 The C<iuncil shall ,tppoinl from :unnng~t its mcrnber.1 11u Et«ricn CottVr1ittu 1hnll h,: oppob,ttd by t/u 
an Eled1on Commilke for each election or Co11ttdl In accardtmc< w/:Jh. tltis Cn1Jrtliutwn fi1r 

by-de<:;1!011, the c:-0ropos1ti(m lJf which shnll be tacit clei1VJH ,,, by-dedian ,mi:lpr1wldtJthat tult.Mr 

<letennine-d by the C01mcil, ptulided that neither the tht! Prrsidmt, lht f:dilor-/n.CJtVf hllf ,my ttJJtdidt:JU 

Pn:sident nor any ca.ndid:i.tci m \he i:tcciion ~hall be in the tltr:tUln 1haU ht appoUlttd a 1110nlur. The 
appo(n(e:l a member. The Ele.;;ll\;n Cumn11Ute sh11!1 ElcctioJ\ 01mmittee ,1:hnll wnduct lhe election and 

conduct the election, for which it hnJ t>ern oppoin!ed in ~hall t11kc charge oft:vay h1.1:iine...1, including d~ision 

(ic.:urdr1n{.e. with the pri,vhfons o(lhi!i ConstittJlion and f)f voiding the e-kctk•n(s) 11J1d/or c.1iJ1dit1111t{s) Afldlor 

shall lake chllfgcof evcryhusines1, Including d¢,;:1sion tabi.nd(J), pcrtAining lo the election. 

of voiJing. the electiM($) antVnr cn.ntlid!lte(s) mdlor 
ca.binds). vcrtairtinl.t lo the election. 1

' 

10.4 Nomirwtion fot the po,.t, nr cabini:~ open (Qr ekdion 

rn/J.y ~ mn<le frorn lheJay of rutnu1u11!cmmt of the 

election date lo the day, \\hk-h is ten c!e:u working 

Nomin1ttfoo for 1hc P')>t1 or cabinets opq1 (of c!t::d.itlfl 

ntny be nrndc from the day of announcement of !he 
d«:tion date to the Jay, \'thich L'l len dear Wtit-kmg 

days bdb~ the date of the eletlion. Nominlllion~ mu~'t days hefon: I.he d11.te of tht election. Nt,mination.s m11st 
be mOOe ln the fomt p~cnbed by the EltX:lion be miule in (he fonn pr('.$(:Obed by the Election 

CQmmill~ Mld shall b-c;i dc!ivcreJ in pcr;:,,n hy the Comruittc-c. No person slmll he n,:;imin11t«t for more 

candidate at the timi: 3rJ<l pl~e spedfiCU by the than one p<i-.~I at lhe s11JT1e lime. No person ~hall be 
f!let.iluri Commrnee. No pason sJ1a.ll be m,mmJtc<l for n-0minattd, ;;land, for ~kction or hq!d omce for more 

mQre than tlne po,t t,tl lhe ·'-'une time. No plTSl'll ~lrn.11 than ~me pnpuhdy ~eo::ted office:1, /tffflWm (}f llf,r 

beoominattd,~and(<,telectJOnQrholdoffii::eformorc Ckctwn Commlttu shall Ml ht tflgiMt aJ 

lhru\ <me popula.tly e!C\;(ed oOites nombu®N/or any r:411.didtm!o/tl,, tltdi'OIJ, 

ARTICLE 13: REFERENDUM 

Orr:J!&wl Pru nJtd Amc;Jmrnl 

I) 4 Voting ~, ~ Rdctendum ,h~!I be by ,e,.:it-t t,allot .111d Votuig at ,1 Rtdcrrndum f-1111.U be by sttn:t ballo! and 

$hill la\.;e place ~in the JppninkJ lbttt t(>n~~utivc shall lake pltt,;e 1,1n r.he appoit1!W th.rt..:: ,;<.111socultvc 

day5 !Tnm 10 (lffi tQ 6 pm Eacli Full ~kmber .Jialt ,:hys from 10 ,\.m. to 6 p rn. Es1ch Full Member 'mall 
hove •)L1i: \'olc V,ite:i ,Juli be c1111nkJ immt:<l1a1dy h,w,;1 one \'Ole. Vl)tes M11J1 be ,;:01mt6J ,1,'tlrin U hmlf~ 

11(\Cl' !he do:;e o(!:>al!o\ing: The E.,,ec1~11v;: Cumtmtke .tf\er the dl'¥.IC t)f ballotmg and shqlJ bt opm (n all 

_,;J111II o:mdu<le the ~·ote counting immediately Jnd pr:i:it memhtr.s 4 tht Uni4rr. The E.'\l-.;Ul!\'e Cornmitt~ 

the n:mlt~ in the Official t/olic<: /veJ wirhio shaJI oondllde the Vote <;ounting lmmed!ately md post 

lwmty.fourhut1tsthcreallcr and for not le;..~ thnn ,;i:;vcn !fie result~ lt1 lhe Otlfoial Notice Area witl1in 

ARTICLE 15: VACATION OF OFFICES 

tv.enty,four h1JUr$ lhqeafter and for no\!~, thms<:Vl'n 

1,.-V~utivedays. 

Proposed Amt11tbtt01t 

15.11 ln the event o( any vawicy of the E'<evutive !.n the event of @y vacancy of the Executive 

Cott\lllltke, the Council shall appoint !I ma.xunum of Committee, the Cou,u:11 shall ~rrroint a maximum or 
Si'< Full Mt:mbw.i !o b('C(}me the Provisiono.l bl:(l.llive six Full Members lo b«:ome the Ptovi1iona.l Executi\'e 

(\lmmittee to t.akc up the nJmini~'rative wmk an<l Committee to tdke up the admiltl~trft!ive WQ1'k of the 

firtl!r\(.ial mritt!!fl of the Uriion In the event Qf any Union. In I.hi: e\·011 Qf i!!lY vac.111cy of ili!:! Pmvisional 
vac::tn,;y Q( th1:1 ProvisiQnal Ex~,1tivt Comnl!!tee, the Exocutive Committee, the Co1mcil ~all take vp the 

Umon Council sh.all t!ke up 1.h.c nt.::d:'l~fY nto!ss.ary admiu.istntive work of the Union. (n die 

adrnin!stra.!ive work mJ ftntindnl rn11.ttm of the ,;vmt of any \'()C;ancy 11f the E<lltorial Boan!, the 

Union. tn the event of any vacan;:;y of the f.Ll1!(,1i11J Cotmctl shall :tppuint a minunum of thrct: :md a 

Bo(U"d, the Crmnql shall app1Ji.nl a minimum <lf three maximum ,,1f eight Full Membrn lo bci:otne lhe 
and~ ma:~imum of tight Pull Mr111!Jq-s to btwoie th~ Pro\.isiona.l Edi1orfal Bonrd lo maintain an Official 

Pn;rvisio11al ITJitw·fal lfo3fd to ma.intn.in w, Official P\lb!i<:ltion. {n tlit Lwnl of 4ny 1·t1(lltlC}' "f cite 

Publiclltion. The CounqJ may by re5"olution rt.move Prc1'hloMl Ed{tnrlrtl Board, t/tt! Edibir/.al llrnlrrl 

any memhm of tl1e Provi$\ona1 Ex<..-c1Jt1vc:, (.\irnmittce s/iall umaln nic-ant The Cotllldl may by n:.-rolution 

or the Provi~ionnl £:ditorinl Ooar<l. rCl"Tl(Jve !UlY member, o( the Ptovisional E~e,;u~ve 

Committee fJf the Provisil1tta.l Editorial Eomi. 

32. Mr. LAU Kai Bun (ISMT Year 3) moved amendment motion "1,ich Article 10.2 w.is tl1e 
following amendruent " l 112: 77,e Election Committee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Cotmcil in 
accordance wfth this Constitution for each election or hy--e/ection and provftled that neither the 
Pre.ridem, the &lilor·in..Chief nor any candidate in the e/ecn·on sha(/ be appoimed as 
member 



33. The amendment 111011011 w:is seconded and put forward to voting. 80 Full Members voted "Fnr" 
.ind nobody voted ''Agauut '' and 18 Full Membtrs voted "Abstain". Th~ mo1ion was declared 
Clrr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ts1on of Constitution by two third majority. 

To delele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11.5 ;1ud 11.6 under Al'tide 11 of lhe ConstHution of the 
llKUSTSU (,\genda U) 

34. Mr. LAU Ho11 Sum (MATH Year]) moved a motion to approve the proposi:d amendment of 
paragraph 11 ) and I ! .6 under Article l t of th!! Constitution of HKUSTSU. 

ARTICL!; 11: TIIE EDITORIAL 80AllD 

JJ.S l'he EditorWI JlMrJ ihall mai11(11in <111 OJ/id,sl P11hli1.:11rl1.111 vf lhe U11iu11 und prorrwft liil!tal Jewdopmm 

uuwn,: rtiul.:ntf by llh'•lll.S of du 0/JkWI PubtkCJdon and odu::r r1divitits. 

/ 1,6 The Eilitorfol /Joa rd Vf Uh)' r>/ its members mity only be renum:d by a vote of no-..:onflJei,ce pruud hy J 

tw1J-thii,ls >Mjarity 11t 1.1 (;,:naal Jfo:fi11g uf fit/J .\frmheri. 

35. The motion w;;1.s $econded and put forward 10 voting. 78 Full Members voted "For", nobody voted 
"Against" wd 7 Full Members voted" Abstain". The motion was dt.>Clared carr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io11 ofCon!)titution by two third majority. 

To add-on the p;m1graph lJ1 9.6, 10.7, L.-.3, 15.6 uuder Article I, 9, 10, 1,4 1 and 15 or tht 
Conslilu1ion of lhe IJKUSTSU (Agcudn 14) 

36. Mr. WONG Shun Yuen (EE Year 2) moved a motion lo approve the proposed amendmenl of 
parngraph I J, 9.6, IO 7, 14.J, 15 6 under Article I, 9, I 0, 14 and 15. The mo lion was seconded. 

ARTICLE l: GENERAL 

J.J The vjjkiul logo of the Uuion lhu/1 be: 

ARTICLE 9: THE COUltT 

9,6 ,HI trueti11g1 of tht Court 1huil t,,: up,m tq c1{J manhus of tht UnUm. 

Pr~e11tation of the newly elected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2001~2002 (9111 Session) 
(Agenda 15) 

,10. The newly ekcled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2001 ·2002 (9" Session), Mr. WAN Chung Yuen 
(!EEM Year 2), Mr. WONG Shun Yuen (EE Ye,r 2) and Mr LAU Hon Sum (MATH Ym 2) 
gave their individual presemattun re~pet:ttve!y. 

Presentation o(lht newly tlectcll Et.lilori.11 Board 20Ul~2002 (91
h Session) (Agenda 16) 

41. The Edi1or-111-Cluef of newly elected Ed,ional Board 2001-2002 (9" Smion), Mr. AU lloi Wat 
(MECH Year I) uurnduccd <he members of the Edi1onal Board 2001 ·2002 (9" Session) .uid 
gave a p1esentation 

42. Afiera lengd,y debate, ~Ir. WAN Chung Yuen (IEEM Year 2) moved a procedural molion to lay 
the Agenda 16 1lll 1able unlit the Agenda 11 limshe.J. The procedural motion was seconded ai,d 
put forward to vot1ng. 

43, 16 Full Members voted ''For" and 45 Full Membe~ voted ''Against". Iu accordance with t.he 
simple maJQrity rul~. the procedural motion was defeated. 

44, Thu presentation to be c~nlirmed. 

Presen1ation of the newly elected Executive Committee 200l~2002 (91
1, Ses$io11) (Agenda 17) 

45. The President of <he newly elected Executive Commiuee 2001-2002 (9lli Session), lvlr. S!U Yu 
Kwan (MATH Year 2), in<roduced the member, nf <he Executive Committee 2001-2002 (9" 
Session) and guve a pres1.:n1a1ion. 

46. After a lengthy dobalt\ the Chairperson mowd a p(ocedural motion to limit the debate time lo 
8.00 a.m The procedural n1ouon wa::i seconded, 

47. Mr. TONG Benny Ho Bon~ (ACCT Ym I) moved a procedural n10tio11 lJ) adjoum <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he ccn1alning Agl:!oJa !te1n l 7 was being !aid on l.i\ble until next Ge11eral 
Meeting which shall be Jetenninc<l by th~ newly ,essio11 of Council. 

48. TI1e procedural rnot1on was seconded and put forward to voting. 68 Full Members voted "For" 
and nobody voted ·• Against" a.nd 12 Full members voted " Abstain''. ln accordance with the 
simple maJority n1le, the proceduraJ mot.mo was declared carried. 

AllTICLE 10: ELECl'lONS 

JtJ.1 Atty ~·(lmpfuinl r:t1nctmbir: the Ef«tinn shalJ be made »11/t{n two dear hV'JrkUlg day.t lit li'rlWI~ r,, the 

Cha&pmon vf fht Eltdlon Committu ,111d tlu El.ed,m Cf1mmiltu rhall hattdlt rht co,nplainb 

imnmlfuttlJ', flu wub of the tltctif,11 1hafl ,wt be t1ffidaUy approi•td or anttounctd bt[ott all eomplillnb 

,.ut rdt!Ld. rlu wu/1 11/ t/u tf((tion rhall thtn h rlff1daUy appnneJ 11nd onnmmctd by the El«rkm 
Cdmmittu. All oJTu:i11tly uppnil't'd w111J a/ tlediorr 1haU ht' p,,rtd on th,: O[ficldl Nori'u Area '" 

Jttumin(l/ b~·lht Cmmcil 

ARTICLE l t: THE £DITORIAL l!OARD 

IJJ Tht Edit,nlal !Jn11r,I Jhallt,,._. 

(r1} To maln!,)/'n an Official Publii·atiort oftht Uni,,m; 

(hJ 10 pmmott literary Jevt£,pmet1t atm1ng mJdt11tt by rtmms /Jf tht Offidal Puhll,:atinn an,J t'!fher 

actfriti~,· 

{() To s1tbmi/ lwlfyer1r reportfll t!te Coundl(m rJJ ar:tfritit1 

11.6 Tire Ediforial OlUud ma>' by rt.rnli1rion dtl'-'8ate ilt d11tlt1 M in wmmltttt.t h,ning IU(h rompMiti,,n (IJfd t<mu 

11{ rtfumi·t a.t mr1y ht .tpedflLd i11 such rtJf1btd1,n, pm\.{Jtd that nQ dtclslon or r«:ottrmmd(ltU)tt of 54(/f 

cl>,nmitt.u ,h11Jl hq\'i' efled unl~1 apprQ\·i!il h}'a [urtlut rtS(J/4fuJn of tht Ed"iinrial Board. 

ARTICLt 14: PllOCEDURF. AT GENERAL MEETINGS 

14.J fht Co11ncil Secn1ar}' qr itr /,U,'her abunct lltt Internal S,crctary shall pra{de aJ Jlut S<creta9• 111 (}'ti) 

(j,mualMutiri,:, If nti.tlm ufth.:m 1hall bt: pram~ flit: F11ll Mmihen pte.rmt Jhall t/(CI Off!! ofdttm to 

pttsid1utheS(ctt(t.uy. 

/.1.5 Tiu Gme,alJftcti.ttg 1hal1 b(potlpilh<d iJt \.'<1-U of absrnu tJff!ft quorumforn()f/os titan fin hcur. T111td£Jte 

of tht portponr,I muting 1haU bt ddtrmi't1ed b)' tht Chttirptr1011 anJ tlu amtouncanent oftltt porlpmu, 

111tdm,: rhall btmad, i'n ac.:o,J,mct with t!ti1 t_',:mrtihllfon. 

ARTICLE; 15: VACATION OF OFFICES 

1$,6 Any mulled ,,aruncy shr1l1 tlw1 bt Jilltd in a«o11Wlct with t.hl.t CnnitI't11tian, prw/Jed t/aat tlie. ~·acatt 

memhu 1holl lftJI ht ellJ:ihle for tJi,. flltrttpasiti,m agaiJ1 uithi,, th.t: cu"mt JtJJliJn, 

37. Mr. WONG Kin Ming (CIVL Ye:ir 3) moved ~n amendment motion which the .,1,·ordings of l l.J 
"The £ditnnal /Joard shall he: ·• was changed to" 71,e dutle,f of Editorial Bo,,ml shnff 
be: 

38. The amendment motion was seconded. 69 Full Mi:mbers voted" For" and 4 Full Members vot£:d 
''Against" and 12 Full Members voted" Abstain" 

39. The amendment motion was declared carried. 

To adjourn lite meethtg (Agenda 18) 

49. The Chairperson ordered lo adjourn lhe meeting at 8.20 a.111. on I" March 2001. 

Prepared by, 

~h 
~ee, Miranda 
Secretary 

Approved by, 

~ 
LAM Sze Chun, Chester 
Chairperson 



Interim report of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Session 

2002-2003 (IO'h Session) 

CHAN Yik Kelvin 

Physics Year 2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I was elected by SU full members lo be one of th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in the 

HKUSTSU Annual Election 2003, 

General Duties 

I have represented all SU members to speak and vote for their interests in the Council. 

Sitting in the Constitution Conunittee as a Committee Member, I had the obligation to 

giv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of Constitution of the Union. 

Council Meeting 

During Council Meetings, l felt honored lo represent SU members to express opinions 

and ideas in many important issues that have been discussed seriously. I also represent 

the members to speak and vote for their interests. Based on the benefit of members, I 

gave out my opinions on all discussing issues so that the final decision was 

compromised by different student bodies' interests. 

Constitution Committee 

I was appointed to be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Constitution Committee, I was 

responsible for receive and discuss any written requisition of proposed amendments 

of Constitution of the Union, Up to now, Constitution Conunittee has reviewed the 

Union Constitution once. The Constitution Committee will recommend proposed 

amendment s !he council at the end of the year. 

Member Meeting Scheme 

Four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have set up the Member Meeting Scheme, This 

scheme helps us to collect opinion from members effectively The scheme started 

from the fall semester on 2002. We ha ve held the three meetings with members in 

meeting room, This is a good chance for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s to discuss the 

Union matters and Union operation with members directly. 

Interim report of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Session 
2002-2003 (10th Session) 

NG Ka Man Kannen 
Biology Year 3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I was elected by SU full members to be one of th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in the 
HKUSTSU Annual Election 2003, 

General Duties 
I represented all SU full member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ideas to U1e Council. 

I was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to regulate all financial 
matters of the Union in order to keep expenditure within the limits of reve nues in 
drawing up its budget and avoid deficits, 

Council Meeting 
In the Council Meeting, many important issues have been discussed seriously, I felt 
honored to represent members to speak and vote for their interests. l had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s and given opinion s on all matters, The final decision in 
council meeting therefore involved different student bodies> concems. 

Finance Committee 
I was appointed to be the comlllittee member of the Financial Committee. I was 
responsible for regulating all financial matters of the Union between the Council 
meeting in accordance with its resolution and instructions. \Vhen necessary) I wilt take 
part i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all matters concerning the finance of the Union . I was 

· also responsible to revie w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uncil for approval on 
any policy related to financial matters of the Union or the allocation of Union funds 

for affiliated societies. 

Member Meeting Scheme 
In order to collect opinion from full members effectively, all of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set up a member Meeting Scheme. This is a good opportunit y for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to listen to the full members directly and discuss the Union matters 
with them. For any enquiries from full member, I am pleased to provide Union 

information and explain tl1e details of the Union operation, 

Space for th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Homepage 

On behalf of popu 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I requested a free homepage space from 

Student Internet Society. 'student Internet Society provides their free service that is 

50M free space for our long term homepage address. 

Collection of signature in Libra,:y Event 

Since the SU members voiced out their need in the library during examination period, 

l held a signature collection on the intemet and collect ed around a thousand students ' 

signatures that complaints the library seats occupied by outsiders. Finally, all the 

signatures and opinions from students were passed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follow up the event 

Prepared by 

~·· 
CHAN Yik Kelvin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Union session 2002 -2003 

Space for th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Homepage 
We requested a homepage space from Student Intemet Society(SIS). SIS provides a 

50MB free internet storage for our homepage us without any charge so that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can have a particular homepage address in the foture. 

Prepared by 

NG Ka Man Karmen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Union session 2002 -2003 



Interim report of Popularly Elecled Counci lor Session 

2002 -200] (10 th Session) 

FOK Ka Lee Carrie 

Economics (Year 3) 

ropul,irly Elected Councilor 

I was elected by SU foll members to be one of th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in th e 

HKUSTSU Annual Election 2 002. 

General D111ies 

I represented all SU full member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ideas to the Council 

I was a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conduct ing the elect ions of 1he Union according to wha1 stated iu the Ar tide 8 of the 

Constitut ion. 

Coum:il Meeting_ 

lvlany issues have been discussed seriously in the council meetings. I was honor ed to 

represent nil members to speak and vole for 1hcir interests. I had also participated in 

1he discussion s and given opinion s on all mallers . The llllal decision in couucil 

meeting therefore involved different student bodies' concerns. 

l\·lcmbcr Mcc1ing Scl1cme 

Working together \Vith all other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a member ·mcc1ing 

scheme w.is s~t up to provide a opportunity for us to collec t members' opinion and tL' 

discu ss matters about the llnion with members. \\'c have organized the scheme twice 

and there were good response from lhe members. 

Space for lh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Homepage 

We have requested a homepage space f rom Student ln1cmc1 Society (SUS IS) 

HKUSUSU. SIS kindly pr0\1idcs us a 50ivLB free intcmet storage for our homepage 

freely. All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can have a p:trticular homepage address in the 

lillun·. 

Prcparl!d by 

~,_,;-?r;=?-· 
Fok Ka Lee Carrie 

Popubrly Elected Cuuncilor HKUSTSU 2002 -2003 

represent Union Council to give idea and make nomination of past councilors 

who have contribution to the Union in the previous session. No meeting has 

been convened in the first l1alf year, and all the matters of discussion and 

recommendation of nominees would remain until the first meeting in the 

coming half-year period. 

Member Meeting Scheme 

In this year, a new scheme has been introduced to collect 1he opinions from 

our members. This scheme can help to communicate with members directly. In 

the meeting, all matters In Union would be shared and discussed with our 

members. 

Space for th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Homepag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has requested Student lnteme1 Society (SIS} for 

SOMB Internet free storage of homepage. The service of SIS would be 

permanent. 

Prepared by 

I (.~ / · 

NG 1sz-chun, Wilson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HKUSTSU 2002-2003 

Interim report of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Session 2002-2003 ( 1 O~ Session} 

NG Tsz-chun, Wilson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Year 3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I was elected by SU full members to be one of th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in the Hl<USTSU Annual Election 2002. 

General Duties 

I represented all SU member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ideas 10 the 

Council. 

In the Affiliated Society Committee, I was responsible for reviewing the 

constitution of affiliated society in HKUSTSU and ensuring 1he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the affiliated societies. 

In the Honorary Membership Committee, I was responsible lor representing 

Union Council to give idea and make recommendation of nominees who had 

contribution to the Union in the previous session. 

Council Meetinq(sl 

During council meetings, I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s and given 

opinions based on the members' concerns. I was honored to represent the 

members' vole for members' interests. The appropriate tinal decisions can be 

reached based on the compromise between different student bodies. 

Affiliated Society Committee 

I was appointed to the Affiliated Society Committee. I was responsible for 

giving suggestions In lhe review on the constitution of affiliated societies and 

ensuring lhe proper administration of the affiliated societies. I had given out my 

opinion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ffiliation of Union 10 

the council. For the first half year, there were 1hree applications ot affiliation 10 

the Union, and there was only one successful applicant who could get a 

provision affiliation to Union. 

Honorary Membership Committee 

I was appointed to Honorary Membership Committee. I was responsi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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