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加入科大這個大家庭！
’乍為新生的你定必想更深入
解科大吧！科大一直以國
際化大學作招練，為擠身頭

三間大學的重要基石。所以

，今期〈振翅WINGS｝特地
為你介紹科大國際化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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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情況之下，
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有人甚

至說世界現今是平的。我們有需要更瞭解這世界以

應付這些轉變，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科大提供了 了解當地文化

海外交流計創（Overseas Exchange Program）融學生在

國外學習。學生可以浸淫在另一種文化的同時，好 到外地交流更可了解當地艾化。以美國為例，有些

好的裝備自己。 餐廳侍應只能依靠「貼士」生活。因此人們在飯後

都會自覺地放下「貼士」﹒但是，在一些沒有侍應

改變學習態度 服務的餐館如麥當勞，人們卻不給予「貼士」 。

為進一步讓大家瞭解交流計劃，我們訪問了就讀二 交流計劃是一個裝備自己的好機會。不同學院的學

年級經濟及金融系的傅進浩同學 ， 分享他到美國交 生可向所屬學院申請春季或秋季學期的交流計創。

流的經驗。撮他說，最大的得著是改變了自己的學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以下的網站。

習態度。他在去美國交流前，跟大部份本地學生一

樣，都不願於課堂上發悶。但他在美國看到的，卻 http://science.ust . hklexchange/home/index .html理學院

是另一回事：學生都很踴躍表達意見。他漸漸地被 https://www 1品ng.ust.hklweb/exchange/ug_overseas/ug_

周圍的學習氣氛感染，變得主動起來。 overseas.html工學院

http ://www.ust.﹜1klmainland_ug＿巴xchange/ust-

發展多元才能 student 

http : //www.bm.us t.hk/ug/current／商學院

而且 ， 美國大學的資源較多，有些學校更有過千個

學會，這是香港的大學所不能比擬的。同學到當地

交流，可按自己的興趣選擇不同學會的活動，發展

多方面的才能。

此外，美國大學的課程也比較多元化，有

一些在本港並不普遍。它們包括了參觀

洛杉磯博物餾和跳僧士舞等等。學生能

根撮自己的興趣，報讀他們喜愛的課

程來充實自己。



自二輒年起酬師閑心（
Language Center ）每年均會舉辦兩次LIBRA ( 

Language Immersion By Residence Abroad) 

。這個為期兩星期的海外交流活動，目的是讓同

學們有機會到英格蘭、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和

南非等英語國家，認識當地文化及改善英語水平

。 LIBRA的活動除了包括到當地的英語學校上課

及觀光遊覽外，更會讓參加者與當地家庭一起生

活，深入感受異國的風土人情。為了更深入了解

LIBRA ，我們訪問了三位曾參與的同學。

認識世界各地的朋友

現就讀電子工程系二年級的Bori s 認為，此行最

大的得著是認識了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他在紐

西蘭的學校墓，過到了來自德國、法國、瑞士、

巴西、日本、泰國、韓國、墨西哥等十

幾個國家的朋友。與他們交談，讓他

更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而且他聽了

不同國家的口音，對

他的英語會話和聆

聽均有很大幫助。

加強英語對話的信心

在英語學習方面， LIBRA可加強參加者以英語對話

的自信﹒數學系二年級的Ivan說，未參加LIB恥以

前，他不敢以英文溝通﹔但他身處南非時，英文便

成為他唯一可以和別人溝通的語言 ，在瑕境迫使下

，他嘗試以英文表達自己。在不斷與外國人對話交

談下，他不再害怕，說英文的信心比以前增強了不

少。因此，他認爵LIB恥提供了說英語的環境，讓

我們能踏出第一步，改變自己不敢說英文的態度。

了解不同生活的方式

LIBRA除了令參加者的英語有所改善外，更可讓我

們認識外地文化。就好像數學系二年級的阿華 ，以

往生活像其他香港人一樣，只懂得生活節奏急速、

工作時間長、每天都活在壓力下的生活方式。但當

他走到澤西島（英國的島嶼），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後

，他便發現當地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單單是吃

一頓午餐就花上數小時。慢慢地，他發現生活並不

只有一種方式，而他亦因此更了解適合自己的生活

模式。

LIBRA並不單是一個英語學習的活動，它更讓攝闊

我們的眼界，使我們面向世界﹒該活動每次提供約

六十名名額，予各學院之一年級生參加﹒科大語言

中心將於每學期初發出電郵，通知同學出席簡介會

。申請者只需遞交網上申請書，便會5盟邀進行小組

面試，融語言中心從中挑選適合的參加者 。

~http：川



International College Program 

International College Program 是警特迪士尼

為期三個月（每年六月至八月）的實習計畫。參加者 祖國職情

會到美國迪士尼工作，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商學

院的同學可以留意電郵’商學院會在第二個學期公

佈報名的詳情。 隨著香港和中國的關係日趨緊密，越來越多公司希望

這個計創自由度較大，你可以選擇最適合你的工作

時問﹒而人工亦不錯，時薪有6-7美元（約港幣$50)

。同學不用指心居住問題，迪士尼將會提供樂園附

近的宿位。日常開支相對地低， 一星期只需用100

美元（約港幣$780 ）， 其中3佛是食物開支， 7側是住

宿費。不過請留窟，同學需要自費來回機票。

我們訪問了兩名曾參與計創的同學一就讀經濟及財

務學二年級的Catherine和John e 他們於去年暑假

到美國佛羅襄達州的迪士尼公園實習。兩人皆表示

該工作體驗令他們有很大得著。

Catherine的工作主要是售賣食物，而John則做收

銀。在樂園內工作，為旅客帶來快樂，他們都感到

非常滿足。 Catherine表示，一起共事的都是來

世界各地的大學生，年紀相約，沒有隔膜，故合作

愉快﹒同事們更會替大家慶祝生日， John說，大家

除舉辦生日會及送生日卡外，更會於工作地方貼上

可xx ，生日快樂」的字句。他倆覺得，在迪士尼

上班是寓工作於娛樂，像一個有薪渡假營。

到內地拓展業務﹒因此，內地的工作經驗對同學未來

的發展尤為重要﹒有見及此，科大在2002年開始舉辦

一個大專生內地質習計倒一一 「祖國職情」。在約一

至三個月的實習期間，同學有機會到北京、上海、廣

州等地的公司實習，體驗當地的工作和生活。

考慮參加「祖國職俏」的同學 ，申請前需留意兩點。

首先，由於「祖國職情」是科大和內地機構合辦的計

劃’科大並不能保誼實習能符合同學的工作期望﹒在

過去數年，曾經有不少同學被分派到所選公司的分支

或外判機構，更有被要求到街上推銷信用卡或奉茶等

。當然，也有公司願意為同學提供培訓的機會 。 因此

，我們建議有興趣的同學先與往屆的同學商量，瞭解

實際情況後才還取工作。

另外，此計劃中全是無薪工作，參加者需自行負擔

習期的所有開支（包括：機票，住宿等）。同學可以到

「而且國職情」的網站，填寫網上申請表，申請者最多

可選六個職位。

其後會有筆試

及面試篩選申

請同學。



Rotaract Club of 取UST，區的TSU

科大Rotaract是扶輪社贊助之社會服務組織，成立

的目的在於透過國際社區服藹，令學生對世界有更

深入的理解。除了在科大為同學舉辦交流活動和安

＃儀器工作，科大Rotaract也積極參與國際扶輸社

的活動。例如，即將舉辦的Seoul INTEROTA 2008 

及的 i a Pacific Regional Rotaract Conference 
o 這些都是國際扶輸社的大事，是各分會會員交疏

的好機會。

IN1官ROTA是國際扶輪社會議的縮寫。這活動每三年

舉辦一次，讓158個國家的二萬名會員聚首一堂。

透過工作坊、座談會、講座及教導多項專業，達致

社會服務的目標。扶輸社會員有機會在會議上就國

際融題交流心得，同時增加對國際文化的認識。本

年的第十屆會議，將於八月在南韓首爾舉行。

的i a Pacific Regional Rotaract Conference每

年於亞太地區舉辦一次，為來自同區的抉輪社會員

帶來一個共同討論的平台，交流意見和想法。目的

是鼓勵參加者將想法變成行動，作為改變社會的種

子。會議尾聲扶輸社代表會與各地區代表簽署一項

協議，融日後大家的關係更密切。

NAUTY 

NAUTY由一班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大同學組成，

是科大學生專輯處（HKUST Student Affairs 

Office ）轄下的一個非牟利組織。他們每學期舉辦

兩項活動，讀本地生與非本地生在輕鬆環境下交流

，促進雙方理解與融合。今年四月舉辦的Culture

Fiesta就是一例，活動中各方同學一邊晶l管美食，

一邊欣賞各種艾化表演，為大家提供一個良好的交

流環境。

NA盯Y每年都會舉辦各類表演活動，韓非本地生發

揮才能，同時令他們融入科大。往年他們舉辦了樂

器演出表演，利用音樂交流，吸引過百名同學到場

， 場中有各地風味小食供晶l嚼 。負質演出或都辦的

同學在活動後，相處得更融洽。

NA盯Y網站亦提

俱機會讓同學分

享在香港的體驗

，例如吃喝玩樂

的地方。



1, 

會世傑，歐啟文

AIESEC -LC - HKUST，區的TSU

AIESEC是一個為全球各地的年青人提供發展潛能的平台的國際學生組織，它的分會遍佈

全球超過100個地區約1100所學府，提供超過5000項訓練和交流計創﹒科大AIESEC於

1993年成立，為大約250名會員提供各式各攘的交流機會。

此外，各地AIESEC亦會舉辦AIESEC Confl uence ’ 讓同一地區的會員深入探討分會的發

展方向。每年 ， AIESEC海辦超過350個國家級及國際性會議。香港每年亦會舉辦兩次會

諧，報六間大專院校之AIESEC會員參加。參與同學會除可擴闊人際網絡，發展領導才能

，亦認識到很多外藉人士，互相交流心得。曾參與的一位科大同學表示，這令他對不同

丈化有更多認識，是個絕對難得的機會。

除Confluence外， AIESEC另一項較為人熟識的便是國際實習討剖，會員有機會到海外

工作，藉此體驗生活。實習工作期一般為2 - 18個月，而工作施時則包括管理 、 資哥科技

、教育及發展四項

。科大同學可透過

科大AIESEC參加。



Alicia 
廣東

Leo 
長春

內地生並非一般我是抱著留在香

人所認為的與世港發展的心態來
隔絕，他們積極的，所以一開始

參與社團活動。 就比較注重人際
科大很多學會也 ．．．我很主動，所
有他們的路跡， 以融入得很快。
例如一班內地同但之前我廣東話

學合作出版了一一般般，和人交
本〈似水流年〉 流都用的是普遍

的雜誌。如果大話，所以寒假的
家想更了解內地時候在家努力學
生，可細閱該刊習了廣東話。

物。

韋琪 Doris 
馬來西亞中國內地
認識國際學生令 這里新的教學理

我覺得世界之大 念與方式，讓我
真的無奇不有， 們學到了真正有

我不但只能在他 用的東西，同時

們身上學到他們 增加了我們對學
國家的文化，還 習的興趣。我們
可以讓我的外語 的同學來自不同

有所進步，在此 的國家，不同的

我也鼓勵科大的 地區，但是大家
同學多多把握機 在一起，相處地
會接觸國際學生 都很融洽。

。



阿K R Alex Ras ya 
廣東 上海 馬來西亞 印度

對我來說 ，科 我local的朋友 Well, I must say Unlike high-school, 

大生活中最開 還挺多的 ，在 we st i 11 manage to where everyone 

心的當然是能 語言堂上認識 befriend with all aenerally forms 

夠認識到許多 的那幾個更是 of the different friendships with their 

跟我有著不同 十分要好。對 ’gang”s in own race，即ST has a 

生活背景的朋 於我來說，朋 UST(Uni. of Sci. & rather 'welcoming’ 

友 。 因為有他 友就是朋友 ， Tech., in case you culture. Here she has 

們的幫助，我 是loca l是 dont h冊）. The found the intearation 

能更好地瞭解 mainland關係 small gap between of students" different 

香港社會，甚 不大，不會去 us with them is cultures more smoother 

至是其他國家 刻意劃分界限 minimal. and enjoyable. 

的文化。 。



棕色的是總編和兩位副總編。棕色是土地

的顏色，它本身可能平平線奇 ，谷︱﹞孕育了多樣的生

命 。 總編也一樣，他要統籌整個編委的運作，在可

行的框架下為各版編輯創造寫作的平臺。更要為編

輯提供養分和指導補宜僻漏 ， 叉要向適合的作者邀

稿 ， 因此，可以說全本振翅都是他們的心血 。

綠色的是校園版的編輯。他要有綠葉的活

，還要有屬於春天的欣愉的心。他有著好奇心和良

好的人緣 ， 能像綠樹的根，和不同學會 ， 部門，性

格的同學都有所聯繫。因此他能從各方得知科大的

大事小事，再選出有意義的為同學報導。

藍色的是時事版的編輯。他雖然留意時事，

金黃色的是財政，用黃金財富的顏色來代

表他，並不是因為他貪錢，而是因為他愛財。愛

財的人不貪，但卻可爭l著於金錢能否有效利用。他

不會像師奶一樣不論有用無用，只要便宜都買回

來。也不會像守即又般哭喪著臉的付款，更不會

把學生會的所有資源都拉到編委上。 他要做的是

平衡各方利弊，評估編委的需要，在學生評議會

上代表學生的共同利益，提交和審批不同的方案

紫色的是美術設計。紫色是很多設計師的

摯愛。擁有著敏感的心竅，紫色的設計師總能為

不同的作者和文章設計適合的版面。紫色的優雅

和天生的美感讓人想起梵古（Vincent van Gogh）的

商尾花。 他們身上可能帶有一點蕪衣革的香味 ，

體貼的為讀者帶來最舒服的視覺設計。

橙色的是行政總監和市場總監。儘管
卻不是在大喊大叫的價育。 他有著tc同年人更深沉

他們身在拉後，但性將也非常鮮明﹒橙色的性格
的眼光和寬容，但他不是灰暗的，而是一種海量

對所有事們充滿熱情，可以把聯酪各版編輯、
的深藍。他的眼眸帶著藍色的冷靜，能從不同角

備情動甚至與贊助商打交迫等等，你做得闖關心
度分析問題，他叉有如藍天的覆蓋，不會流於香

心X妥妥貼貼﹒
港的人事，而會為同學帶來國際眼界。



相信各位新鮮人看罷這本《振翅》特刊，

想必對科大國際化的一面有更透徹的了解，

在此衷心感謝諸位願意接受訪問的同學、

是次製作本刊物的工作人員、

為本刊提供援助的評議會、高振源同學及余嘉寶同學，

想當然矣，拿著這本刊物的你！

若剛才所提及的一切缺一的話，

這本刊物必不能面世。

其實《振翅》是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下稱編委會）

所出版的兩本刊物中的其中之一 ，

而另外一本名為《高飛幸阱。

他們不單是知識型的刊物，

更是一個平台讓我們利用文字，

把同學們的意見和聲音，

飛到更多更遠的地方。

好讓我們的學校更臻完善，

使同學們以身為科大學生自豪。

如果你看罷前面的性向測試而對校園刊物躍躍欲試，

叉或者有志在寫作路上大展拳腳的話，

歡迎把你的姓名和聯絡方法電郵至 su_ucoun@stu.ust.hk • 

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把科大及科大編委會的精神薪火相傳下去！

主~~駐盤比 -~ 



日果你看罷對校園刊物
躍躍欲試，叉或者有志
在寫作路上大展拳腳的
話，歡迎把你的姓名和 力 〈
聯絡方法電郵至 'W 

su_ucoun@stu.ust.hk ’成
為我們的一份子，把科
大及科大編輯委員會的
精神薪火相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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