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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在古代的中美洲，阿茲特克人會與新生嬰兒訴說人間的苦難，接下來的人生是如何的悲慘。無獨有偶，剛剛成
為科大生的你，就如同那些可愛的阿茲特克孩童，想必亦聽過不少有關科大的悲慘生活，考進科大似是一個「伏」。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
 
科大的學業壓力一直遠近馳名，考試、功課、專題、報告之多，令人喘不過氣。仔細一看，科大又只得四個學

院，文學院落實無期、人文學院偏安一隅，博雅氛圍欠奉，儼如一所濱海巨型實驗室，或是慘白的監獄而已。說起來，
科大真是一個「伏」。作為新生的你，曾擔心會勞役至死嗎？不過，想一想，還不是每年一批批的學生畢業，安然
走出清水灣。中學時期，你總聽過公開試的可怕吧，現在，還不是休哉悠哉地看這篇木訥文章。大學生活總不能事
事如願，卻不至於令你擔憂得要命，作為新生，科大需要你。

 
無論科大是你的第幾志願，從今天起，你就是一個「科大人」了。你不一定要愛科大，但這四年裏，亦不可避

免地被標籤為科大人。其實只要你能夠忙裏偷閑，就會懂得欣賞此處：一層一層的花草鋪滿整個山頭，樸實的小樓
錯落有致，瀑布一瀉而下，水珠飛濺。科大有個好處，就是沒有多少包袱，就如這裏的環境，山明水秀，環抱大海，
留下海闊天空的想像空間。只要你想科大怎樣，科大就應當怎樣。香港科技大學，不是屬於教資會，不是屬於校方
管理層，更不是屬於那個校監梁氏，而是屬於每一位學生。

 
縱使是個理科人，或是個被標籤為滿身銅臭的商科生，只要你深信大學應該有人文氣息，深信大學生應有一番

熱忱，而非冷漠的燈紅酒綠，就請你放膽去試，闖一片天。科大只是個容器，孰華孰賤，就靠每位學生去填滿。即
使你的理想是把科大打造成「神魔之塔」，我亦無多少意見。我只怕你無多少主見，在人群中早就磨蹭了年青人應
有的稜角。君子不器，你決不是個啤膠公仔。請盡情發展自己所長，同時不忘人文關懷，不忘思考周遭。寸陰是競，
中學生涯也許是匆匆流逝，大學卻是你最後的輕狂歲月。經過了公開試的洗禮，沉澱下來，細想一下自身的存在，
想像一下以後的生活，亦是件美事。

 
在這四年時空，科大就是你的嶄新舞臺。而科大，亦靠多位新生承接，用青春去劃出彩虹。願各位能夠做到「恪

工知遠」，繼而「振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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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ium：賽馬會大堂。/ˈeɪtriəm/

Barn：Computer barns，共有三處。其中 Barn B（鄧肇堅電腦廳）
最多人用，但亦最為便利，從 Atrium 沿扶手電梯上 Concourse，
右轉便到。/bɑ:n/

Bridge Link：本部學術大樓（Academic Building）及宿舍之間的
連接橋。/brɪdʒ lɪŋk/

Concourse： 吳 家 瑋 學 術 廊（Chia-Wei Woo Academic 
Concourse）， 以 創 校 校 長 命 名， 途 經 多 個 演 講 廳（Lecture 
Theatre，簡稱 LT）。/ˈkɒŋ.kɔːs/

Co-op Shop：LG5 學生會合作社，售賣文具和 Mac Book。會員
可享折扣。/kəuˋɔp ʃɔp/

E-Board： 電 子 顯 示 屏， 位 於 來 往 Atrium 及 Concourse 的 扶 手
電梯附近。亦有同學將之與編委混淆，甚或誤以為編委負責管理
E-Board。/i: bɔ:d/

LC：Learning Commons，於 LG1。/el siː/

LG2：Academic Building 裏此層並無落成。傳聞施工幾度受阻，
工程中止。現為蝙蝠洞。/el dʒiː tu:/

Print Shop：LG5 麥當勞旁，由學生會管轄，提供影印、釘裝等服務。
/print ʃɔp/

Seafront ︰海旁小食店（Seafront Cafeteria），設在 Hall VI 地下。
由於該處為全校最後關門的食肆（凌晨 2 時），故為各宿生之聚腳
點。/ˈsiː.frʌnt/

Skywalk：用以形容乘 13-15 號升降機，經二樓往返本部和 31、
32 號 升 降 機 的 路 徑。 相 比 之 下，Atrium、Concourse 之 間 以
及 Concourse 沿 途 均 須 經 扶 手 電 梯， 不 及 所 謂 Skywalk 便 利。
/'skaiwɔ:k/

UC：盧家聰大學中心（Lo Ka Chung University Center）。大學
中心西餐廳（UC Bistro & Uni Bar）亦在該地。/juː siː/

偷情小徑：途徑羅馬廣場，拾級而上，即見一小徑，兩旁滿佈樹叢，
儼如綠色隧道，此即偷情小徑也。/tɐu1 tsiŋ4 siu2 gɪŋ3/

共振橋：髹以藍色，UC 附近，用者不多。現作景點。/gʊŋ6 dzɐn3 
kiu4/

天一泉：LG7 飯堂外噴泉，旁有少年中山像。/tin1 jat1 tsyn4/

好望角：又名絕望角，位於 Hall II 底，con（Happy Corner）人一
流。/hou2 mɔŋ6 gɔk3/

怪獸 Lift：21 號升降機，載貨。閘門上下移動，有別於平常左右移
動者，故名。/gwai1 sɐu3/ /lɪft/

拉把：取自 Library（圖書館）首兩個音節。/lai1 ba2/

火雞：科大地標，即北閘廣場（Piazza）迴旋處的紅色日晷。/fɔ2 
gɐi1/

讀書

地點／設施

撰文：曙光          排版：久德浦

CGA：累積平均績點（Cumulative Grade Average），把入學以來
所累積的各科成績，按等級換算績點，乘以學分求和，再以總學分
除之。/siː dʒiː eɪ/

TGA：學期平均績點（Term Grade Average），把某學期內各科成
績，按等級換算績點，乘以學分求和，再以總學分除之。/tiː dʒiː eɪ/

Dean's List：每學期發放一次，TGA 逾 3.7 即可收到祝賀信，但除
此以外沒有實際作用。/di:ns list/

派 Grade ︰講師／教授分配 A Range 的比例超過大學慣例（10%
至 20%）。/pai3/ /ɡreɪd/

好 Grade ︰意即該課程的講師／教授對給予成績較寬鬆，成績中位
數有 B 或以上，有別於政策上中位數為 C+。可形容課程或講師／
教授。/hou2/ /ɡreɪd/

爛 Grade ︰意即該課程的講師／教授對給予成績遵照指引，甚或較
之嚴謹，政策上中位數為 C+，甚至是 C。可形容課程或講師／教授。
/lan6/ /ɡreɪd/

Grade 神：給 A 與 B Grade 比例較高、評分較為寬鬆的講師、教授。
/ɡreɪd/ /sɐn4/

Killer ︰指對學生評分十分嚴謹，不時將學生功課及考試評為不合格
的講師、教授。/ˈkɪlə/

過三爆四︰「過三」指學生的 TGA/CGA 高於 3，「爆四」指 TGA/
CGA 高過或等於 4.0。兩者連用則形容成績優異，亦是同學之間的
祝福語。/gwɔ3 sam1 bau3 sei3/

Source：又名「疏史」，參考額外資料或已完成的習作。/sɔːs/

Tu-tor：導修課（Tutorial）的簡稱。/tjuːˈtɔː/

天地堂︰一天內兩堂上課時間一早一晚，期間餘暇極多。/tin1 dei6 
tɔŋ4/

走堂：翹課。/dzou2 tɔŋ4/

碼頭：位於霍英東體育中心旁，校方管有。附近一帶可遠眺西
貢牛尾海水域。有石屎斜路直至海面位置。曾有人利用該處走
私電子產品。/ma5 tɐu4/

羅馬廣場：Bridge Link 附近的露天劇場（Amphitheatre），
兩旁階梯又稱「天國的階梯」。/lɔ4 ma5 gwɔŋ2 tsœŋ4/

蘑菇︰即 Atrium 外觀景台的半圓型拱門，遠望像蘑菇，故名。
/mɔ4 gu1/

蚊池︰ Hall IV 樓下的荷花池，池內一潭死水，充滿蚊子。
/mɐn1 tsi4/

金兜︰ LG7 食堂的金飯碗。/gɐm1 dɐu1/

青蛙路：來往火雞和北閘巴士站、小巴站的小路。/tsiŋ1 wa1 
lɐu6/

龜 Lift ︰ 3 號升降機。由於該升降機由 LG7 直往 5 樓，而且在
日間經常每層都停，等待需時甚久，故有此說。/gwɐi1/ /lɪ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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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詞採用粵語寛式國際音標，英文字詞採用 DJ 音標。分類過後，中文用語先後次序先
按部首筆劃，再按餘下筆劃。

其他

態度

校內學生組織
GM：General Meeting， 包 括 AGM（Annual General 
Meeting， 週 年 會 員 大 會 ） 及 EGM（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特別會員大會）。前者檢討現屆幹事表現，查詢當選
內閣來年方向和大計詳情。大會主席宣告大會完結之時，新舊幹
事隨即交接，現屆幹事卸任，當選內閣正式就任新一屆幹事。後
者則於有突發大事急需解決之際召開。/dʒiː em/

Cons：學生會或屬會憲章（Constitution）。/kɔns/

Inaug：就職（Inauguration）典禮。/in'ɔ:g/

Nom 莊：學生會、屬會候選內閣（Nominated Cabinet）。 
/nɒm/ /dzɔŋ1/

Pro-P：會社宣傳期（Promotion Period）。每年二月，候選內
閣宣傳拉票。Pro-P 後再舉行 Polling（投票），選出新一屆幹事。
/prə piː/

Quorum：開會最低法定人數，務求會議結果具一定代表性。
/ˈkwɔːrəm/

SU：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HKUSTSU，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設四
大架構：幹事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簡稱 Ex-Co）、
評議會（The Council）、仲裁委員會（The Court）、編輯委員
會（The Editorial Board，簡稱 EB、編委）。/es juː/

Sub-com：附屬幹事（Subordinate committee members）。  
/səbkəm/

上莊（動詞）︰擔任幹事。/sœŋ3 dzɔŋ1/

上莊（名詞）：對上一屆幹事的稱呼。/sœŋ6 dzɔŋ1/

下莊：對下一屆幹事的稱呼。/ha6 dzɔŋ1/

冧莊：連任幹事。/lɐm3 dzɔŋ1/

傾莊︰有興趣做下一屆幹事的同學，會聚首商討學會的未來目標
方向及活動等。/kɪŋ1 dzɔŋ1/

撼莊：多於一支候選內閣競選幹事。由於粵語變調，「撼」在此
為陽上聲（可敢切，音同「砍」）。/hɐm2 dzɔŋ1/

斷莊：無人接莊（即做下莊）。/tyn5 dzɔŋ1/

死莊：連續斷莊兩年或以上。若為屬會，則會被評議會暫時取消
屬會資格。/sei2 dzɔŋ1/

現莊：現屆幹事。/jin6 dzɔŋ1/

莊︰校內學生組織內閣。/dzɔŋ1/

莊友／莊員︰一起上莊的同屆幹事。/dzɔŋ1 jɐu3/ /dzɔŋ1 jyn4/

莊聚：莊友／莊員聚會。/dzɔŋ1 dzœy6/

落莊︰舊幹事卸任。/lɔk8 dzɔŋ1/

起莊：成立新莊，或組閣成為本已斷莊、死莊的學生組織的幹事。
/hei2 dzɔŋ1/

chur：本字不可考。可作動詞，表示要力谷自己心神；或作形
容詞，形容某事／某人耗費心神、時間。/tʃɜː/

fing：四處遊走，無事可做。正字作「揈」。/fiŋ6/

摺︰不與同學聯誼、不參與課外活動。/dzip9/

摺拉：經常在圖書館溫習而不與同學聯誼、不參與課外活動。
/dzip9 lai1/

ARRO： 學 生 紀 錄 及 註 冊 處（Academic Records and 
Registration Office）。/eɪ ɑː ɑː əʊ/

CSO：校園服務處（Campus Services Office）。/siː es əʊ/

FMO：校園設施管理處（Facilities Management Office）。
/ef em əʊ/

High Fly Post：《振翅之高飛報》，學生會官方刊物，編委出版。
/hai flai pəust/

SAO：學生事務處（Student Affairs Office）。/es eɪ əʊ/

SFAO：SAO 轄 下 的 獎 助 學 金 辦 事 處（Scholarships and 
Financial Aid Office） 。/es ef eɪ əʊ/

SHO：SAO 轄下的宿生事務處（Student Housing Office）。
/es eɪtʃ əʊ/

WINGS：《振翅》，學生會官方刊物，編委出版。/wiŋs/

出 Pool：有拖拍。/tsœt7/ /puːl/

屈蛇：非法住宿。/wɐt7 sɛ4/

獸醫：聽聞乃某些同學對 LG1 保健中心（包括診療所及學生牙
科診所）的暱稱。科大學生可享有免費服務。/sou3 ji1/

跳蘑菇︰即在「蘑菇」跳樓，同學考試成績未如理想，或太多
考試，便會有此戲言。/tiu3 mɔ4 gu11/

圖片來源：fanp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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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編委會
編委會，全名為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The 
Editorial Boar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為學生會四大架構之一，負
責出版學生會官方刊物《振翅》(WINGS)，包括《振翅之高飛報》
及《振翅之號外》。前身為「振翅編委會」，創刊於一九九一
年十二月，比學生會更早成立。我們以推廣學生會理念、保障
同學表達自由為己任，致力提昇科大的人文風氣，促進學生問
政的氛圍。

作為校園傳媒，我們盡心報道校內時政，透析論述，揭露弊端。
以充當同學的眼睛，讓校政及學生會事務得以透明，捍衛同學
的知情權。同時，我們亦不忘社會責任，跟進時事。透過深入
論述，比較各方理據及觀點，補充大眾傳媒的不足，讓同學加
深了解。

除了校政及時事，我們堅持兩條腿走，以身作則，推動科大的
文藝。《振翅 WINGS》會刊登詩詞及書評，亦會介紹同學身邊的
種種藝術，務求把文藝帶到同學的生活之中。文章縱然承着千
言萬語，卻難以做到感同身受。故此，我們亦致力於舉辦各種
活動，以成全編委會的使命。

我們不會死守中立持平的牌匾，面對大是大非，我們有鮮明立
場，不求中立，但求獨立。例如爭取香港雙普選、追究中共
六四屠城責任、反對廿三條立法、支持同志平權等。

文藝、校政、時事、社會、食評、影評、設計、排版，包羅萬有。
如欲進一步了解我們的工作，歡迎親身到我們於十二至十四日
在賽馬會大堂中央扶手電梯對出的攤位，或瀏覽
http://eb-ust.blogspot.hk/
http://www.facebook.com/hkusteb
同時參閱我們其他刊物。

除了學生會的四大架構外，科大現時約有一百多個屬會，共分
五類，分別是社學生會（House，House Associations）、學
院學生會（School Soc，School Students' Unions）、系會
（Dept. Soc，Departmental Societies）、體育聯會（SA，
Sports Association）及學社聯會（ICA，Independent Clubs 
and Association） 。

屬會一般會向會員提供不同活動，如 Mentorship Program 及
Annual Dinner 等，亦會定期向各會員派發刊物及福利品。作為
會員，同學擁有於該學會會員大會（General Meeting）及投票
日（Polling Day）的選舉權，同時可以用優惠價去參加活動。

House 的服務對象主要為宿生，透過各式活動，促進宿生交流，
為宿生爭取權益和經營宿舍內的小食部。

評議會
評議會為學生會立法機構，主要職務有：建立規例以監察和
督導所有學生會附屬組織、審批學生會財政預算案及屬會資
助申請，及解釋學生會憲章。評議會共有三十四個當然議席，
由學生會各機構及各屬會代表出任，另設最多八個由選舉產
生之普選評議員，反映學生意見。評議會轄下設有五個常務
委員會，分別為屬會委員會、選舉委員會、憲章委員會、財
務委員會及行政委員會，各委員會委員由評議員擔任，協調
處理各事務。

幹事會
幹事會為學生會行政機構，主要職務有：處理學生會所有日
常的事務和代表整個學生會的立場。由於去年科大學生會以
公投通過加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因此幹事會亦代
表科大學生會出席學聯會議，每年一百元的學生會會費中也
包括每人六元的學聯會費。幹事會亦為學生會會員提供福利，
如手提電腦訂購計劃（Notebook Ownership programme）及
福利品派發（Welfare Express）等；轄下設有常務委員會負
責協調處理校外及校內事務。

仲裁委員會
仲裁委員會為學生會司法機構，主要職務有：平息學生會內
部糾紛、解釋學生會憲章，及制裁違憲之會員或學生會附屬
組織。過往仲委會並非常設機構，只會在有需要時才成立。
自今年週年會員大會修憲後，仲委會成為常設機構，由首席
仲裁員、仲裁員、註冊陪審員及仲裁秘書等組成。仲委會成
員之產生方式有異於其他三大架構，主要依靠薦舉而非選舉。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會

School Soc 及 Dept. Soc 分別代表整個學院及學系的所有學
生，為所屬的學生爭取權益和促進同學間的交流。

SA 會定期於校內舉辦訓練，以推廣相關運動，校隊成員亦多
是從學會選拔出來。

ICA，顧名思義，未能劃歸為以上四類的獨立屬會都會統稱為
ICA，現時大多數屬會皆屬此類，大多為興趣小組，藉舉辦活
動推廣相關興趣，並為有相同興趣的人提供交流平台。

屬會一般不設入會限制，同學即使不屬於某學系，亦可以自由
參加自己感興趣的屬會，例如主修理科的可以加入商科系會。
而 School Soc 一般只限該學院的同學參加，同學可以參加自
己所屬的 School Soc。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屬會 
Affiliated Societ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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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爾寧、韋輸亞、無常、甘藍              
排版：久德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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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O'Camp 邊個打邊個？
科大的 O'Camp 主要由校方及六類學生組織籌辦，分別為社學生會
（House）、 學 院 學 生 會（School Soc）、 系 會（Dept. Soc.）、
學社聯會（ICA）、體育聯會（SA）及學生會四大架構中的幹事會
（Ex-Co）和編委會（EB）。Hall O'Camp 為期四日三夜，School 
Soc. 及 Dept Soc. 一般舉辦三日兩夜 O'Camp，部分會於 O'Camp 
前舉辦一日 Pre-O'Camp。ICA 及 SA 舉辦的更是五花八門，大多以
興趣或專長為主題，由為期僅一天的 O-day 至三日兩夜 O'Camp 不
等。

O'Camp 公價 ?
                   

以上為普遍 O'Camp 價格，個別組織可能有所不同。

參加 O'Camp 等於做會員？
學會通常於九月招收會員，因此參加 O'Camp 一般不等於成為學會
會員，而報 O'Camp 的費用通常不包括會費。要成為學會會員，新
生可待參加過 O'Camp 後再決定。而同學則可視 O'Camp 為認識學
會的一項活動，藉此深入了解其架構和宗旨，從而決定是否加入學
會。
 

該如何選擇 O'Camp ？
很多同學可能會覺得各個 O'Camp 的活動不相伯仲，不知該如何選
擇。決定參加前，同學可先考慮以下各點：

01 參加目的
參加 O'Camp 前同學應先問問自己參加的目的。每個人參加

O'Camp 的原因不同，而相信大多數同學的參加原因是希望結識新
朋友。更進一步的原因，有些希望了解更多該學生組織、有的希望
認識組爸媽，日後在選科及課業上皆有人可問、有的希望為上莊作
準備、在 O'Camp 中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組莊。而若同學參加
O'Camp 的主要目的為交朋結友，建議參與為期較長的 O'Camp，
因為這些 O'Camp 令組員間更容易混熟。
 

02 舉行日期
O'Camp 眾多，難免會出現撞期或連續 O'Camp 的情況。就

上年而言，因兩屆畢業生同時入學成為新生，DSE 學生的 O'Camp
時段緊接着 AL 學生的 O'Camp，令 O'Camp 日程緊密。筆者認識
不少朋友連續玩了兩個甚至三個 O'Camp，結果令自己過份勞累。
而今年亦因 JUPAS 放榜日期稍遲，撞期或日子太相近等情況極有可
能發生，建議同學如參加多於一個 O'Camp，O'Camp 之間儘量安
排兩至三天休息，才不致過於「自 Chur」。
 

03活動重覆
每個 O'Camp 都少不免會玩一些經典 O'Camp 遊戲，

如 City tracing 及 Campfire 等， 在 選 擇 O'Camp 時 最 好 留
意一下所參加的 O'Camp 遊戲有否重覆，否則同學可能會
覺得沉悶，投入度亦會相對降低。有些同學在參加過所有
O'Camp 後會覺得其質素一個不如一個，很有可能是因為當
中有些遊戲他們已玩過數次。
 

玩遊戲時要注意？
Campfire
Campfire 可謂氣氛最熱烈的活動之一，無論組仔女還是組爸
媽，都會跳到「大汗揼細汗」，有時難免會起哄要組爸組仔
脫掉上衣，組仔如果不介意的大可「操 fit」自己展示好身材，
介意的則要謹記「大聲嗌唔好」或者婉轉拒絕。長髮組女最
好帶備束髮橡筋，那就可避免跳到大汗淋漓兼披頭散髮。

Mass Game
Mass Game 是全體組員合作的遊戲，有些遊戲難免會有身體
接觸。組仔女參與時要懂得保護自己，避重就輕。但亦不需
過份擔心，因為大部份組爸媽都會自動保護組仔女，但要注
意的是組爸當中也有不少豺狼。Mass Game 的動作遊戲較
多，組女不宜穿着褲管過闊的短褲，如裙褲。

跑 Campus
跑 Campus 就等於校內版 Running Man，組仔女少不免會跑
到偷情小徑和涼亭，而那裏蚊蟲特多，最好帶備防蚊用品。

水戰
水 戰 後 必 定 渾 身 濕 透， 組 仔 女 為 免 尷 尬， 最 好 穿 着 深 色
T-shirt。

City Tracing
玩 City Tracing 最重要的莫過於一張已增值的學生八達通。

其他
有些 O'Camp 喜歡以「快樂的角落」及 Take 人為遊戲的懲
罰環節，組仔們最好不要過份忘我，記得手下留情（別忘記
「他朝君體也相同」的道理啊）。另外亦要懂得「執生」，
衣物要準備充足！

O'Camp 有性騷擾？
不要以為參加 O'Camp 要「唔掃興、夠玩得」，有時候組
仔女亦要懂得保護自己。如上文提到，有些時候組爸媽和組
仔女之間玩的尺度可能會大一點，同學們如果介意的話，最
好事前先告知大家自己的底線。例如，玩房 Game 的時候
很多時會有「報數」環節，大部份只問及大家的戀愛次數等
無傷大雅的問題，但當中亦可能會有較敏感問題，如「是否
Virgin ？」等，組仔女如感不自在，大可拒絕回答，須知道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底線，大家應互相尊重。

O'Camp 注意事項

八月盛夏，金色熾熱的太陽照耀着火雞，我懷着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和朋友一起來到科大辦入學註冊

手續。我辦過入學手續，然後埋怨自己的學生相照得何其失敗。最後我艱難地闖過了十個體能測試，來到了

Atrium，發現各個學會和學生組織都在極力宣傳自己的 O'Camp。此刻，我疑惑了。究竟我該參加多少個

O'Camp ？ O'Camp 林林總總，我該如何選擇才可玩得盡興而不「中伏」？玩 O'Camp 時還應注意些甚麼？

你的心情，我們都明白。看看以下的須知，或許可以助你一解窘境呢！

撰文：亦桐
排版：久德浦

圖片來源：www.weblio.jp 

O'Camp 種類
＄600
＄400-500
＄400+SBM Departmental society

School Society
Hall

大約價格

SENG Departmental society ＄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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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以來，科大於全球大學的排名一

直 上 升， 並 有 傑 出 的 科 研 成 果， 其

中 商 學 院 的 教 育 及 成 就 超 卓。 科 大

「Kellogg-HKUST」課程，在《金融

時報》EMBA 本年度課程排名冠絕全

球，於其 MBA 課程總排名名列世界

第八及亞洲第一。科大的工商管理課

程在《經濟學家》排名裏，則位列世

界第六十二、亞洲第三及香港第二。

香港坊間亦常將科大與香港大學及香

港中文大學並列為「三大」。這些都

是所有學生和教授耗時費神的成果，

但科大學生於課業上的壓力一直被指

然此實屬理學士課程，但情況亦算有

所改善。

科大學生一直被指政治冷感，但近年

校政及時政的風波頻繁，同學對之投

入漸多，愈來愈多的學生關心及參與

由學生組織發起的運動，例如旗海運

動、要求增加宿位的靜坐運動及聲援

碼頭工人籌款活動。今年，科大學生

會亦正式加入學聯，聯同各大院校組

織不同的學生運動。

過高，為成功付出代價。雖然校方已

推行過不少「舒緩」學生壓力的措施，

如心理輔導及 HLTH1010 課程等，但

成效一直備受質疑，學生自殺個案依

然無獨有偶。減低學業壓力成為了學

生長久以來的訴求。

另外，科大一直被指人文風氣薄弱，

學生主要歸咎於校方遲遲未肯成立文

學院，令科大欠缺文科學生，亦令同

學只能修讀寥寥可數的人文及社會科

學課程。直至近年，人文及社會科學

學院開設「環球中國研究」課程，雖

圖片來源：ust.hk、Antlers HSSU、科大學生會、科大行動

見微知著，一葉知秋。欲知科大歷史，

理應從校徽始。校徽最頂端的金色圓

形代表着學人的智慧，同時亦象徵着

太陽，照耀着香港一片平靜而深藍的

海。這片海的圖案其實是一本打開了

的書，標誌着對知識的追求和探索。

而書脊的支柱，既可看成一個象徵科

研的燒瓶（Conical flask），亦可看

成是一台訊息發射站，以代表工程學

及技術發展甚或通訊及管理。再加上

一雙胳臂，整個校徽看來就像是一位

學者的半身像。最後，Upsilon（ᴜ）、

Psi（Ψ）、Tau（ʏ） 三 個 希 臘 文 字

亦暗藏於校徽之中，可翻譯為英文的

UST。

探索校徽釋義過後，不妨回顧創校歷

關於科大，
我知道……

撰文／排版：亦桐

程。香港科技大學的成立見證着香港

的經濟轉型。八十年代初，中國決定

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不少香港廠商將

生產線北移至深圳。有見及此，時任

港督尤德爵士倡議興建香港的第三所

大學，培訓本地的工程師、科學家和

工商管理人材，配合香港轉型知識型

經濟，順勢而行。

於一九八六年確定興建第三間大學

後， 第 三 大 學 籌 劃 委 員 會 翌 年 正 式

將 之 命 名 為「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 並

選址清水灣大埔仔的前高希馬軍營

（Kohima Camp）興建校舍。同時，

港府任命了香港賽馬會管理校舍的興

建工程。吳家瑋教授於一九八八年獲

委任為首任校長，翌年正式上任。

校舍興建之時，爭議甚多。由於興建

期間，通貨膨漲嚴重，結果出現嚴重

超支，以致賽馬會將捐款由十五億港

元增至近廿億港元，備受指責。另外，

大學在興建前舉辦過校舍設計比賽，

但卻沒有使用第一名的設計，此事受

到當時的立法局議員質疑。雖然如此，

校舍首期及第二期亦分別於一九九二

年一月及一九九四年順利落成。

此外，科大現為香港唯一設有高等研

究院（高研院）的大學，仿效普林斯

頓大學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辦學

模式，於二零零六年成立了高研院，

並邀請物理學家楊振寧擔任國際顧問

委員會主席。

科大小百科
HKUST ENCYCLO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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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大樓
撰文 :明明、流光、亦桐
排版 :明明

商學院大樓將於新學年正式啟用，以應付四年制
的學生人數；紓緩本部大樓空間不足的問題，成
為眾多商科學生每日的必經之地。事關重大，編
委率先向大家介紹全新的商學院大樓。

9



校園
Campus

10

7/F 院長室
4-6/F 各學系辦公的地方，

亦是教授們的辦公室
3/F EMBA 專用
2/F EMBA 專用

1/F BBA 專用

G/F 飯堂，BBA 專用

  出色之處

李兆基商學大樓、高等研究院和高等研究院宿舍三部分，合稱為「李兆基學園」。其選址位於清水灣校園的最高點，
臨近南閘。學園最初預計完工日期為一一年底，但先後延至一二年第二季及年底，終於在今年秋季新學年開始投入
服務。

筆者曾親到李兆基商學大樓（以下稱新大樓）參觀， 大部分工程已經
完成，只剩下飯堂及一小部分課室尚在裝修，一些教授亦已在此授課。
新大樓樓高七層，共提供一百八十個辦公室、四個講堂及禮堂。地下
至二樓為飯堂、本科生使用之課室、演講廳及實驗室等；三樓供碩士
課程的學生使用；四至六樓屬各學系辦公的地方，亦是  教授的辦公室；
頂層則是院長室。

除以上的基本設施外，新大樓內亦增加不少設施，如研習室、 休息室、
「充電區」及戶外休憩區。新大樓尚未竣工，不過就目前各樓層的規
劃和用途來看，這座建築雖令人驚喜萬分，卻也有其值得改善之處。 

1. 環境舒適優美

新大樓大部份地方都鋪了地毯，
減少步行時候的聲響。加上寬
闊的走廊和清涼的空調，令人
有置身酒店之感。

2. 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以往在迷宮般的 Academic Building 找 Professor/ TA，難免需要穿梭於不同電梯之間，對於
一眾「路癡」朋友們來說絕非易事。現在，一眾商科學生有福了！因 Professor 和 TA 的辦公
室就在新大樓上層，分好門派，每個學系佔一層，方便莘莘學子去請教。

而且，為配合同學溫習和討論 Project 的需要，新大樓設有多個不同大小的溫習室，那麼商學
生就不必為找地方討論 Project，而忙於穿梭往來新大樓與 Academic Building。還有，知道
同學手提電腦的電量難以支撐一天上課的需要，學校在新大樓的每一層都設有「充電區」，
讓同學不會因電子產品沒電而影響學習。

另外，新大樓設有多個美觀的戶外休憇地點，供同學在緊密的課堂中抖抖新鮮空氣，部分戶
外平台更能欣賞漂亮的科大景緻。

另外，新大樓也有富現代感的外觀和室內
設計，風格與以實用性為主的 Academic 
Building 大相逕庭。
    

* 由休息室到後樓梯都經過悉心設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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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待改善之處

1. 透明度不足

新大樓一直是科大學生的一個謎，因我們這些最終使用者從新大樓選址到土地規劃都被暪在鼓裏。校方多年來都鮮
有就新大樓的設施向同學公開質詢，又怎能建出最切合商學生需要、方便學生的學習環境呢？

首先是新大樓和Academic Building的距離引致上課不準時的問題。這座雄偉建築雖說樓高八層，然而一看「水牌」，
才發現 4 至 7 樓是不同學系的辦公室，2 至 3 樓是 EMBA 和 MBA 學生的，而就只有 G 至 1 樓，才真真正正是為每
年 600 多個商學生而設。如新大樓無法負荷所有學生的課堂，那麼只能有勞商學生在新大樓、Academic Building
兩邊走。由於新大樓位處南站旁，若要從新大樓的課室步行到 Academic Building，起碼需時 10 分鐘。若是下課時
人多擠迫，或 Professor 稍遲下課，上連堂的學生便不能於 10 分鐘的轉堂時間內趕往下一堂課，更遑論在下課後把
握機會詢問 Professor 有關該堂不明白的地方。不想每天在新大樓和 Academic Building 之間奔波，同學只好在編
排時間表時把上課地點也列入考慮因素內。

另外，是有關不少同學關心的 Canteen 問題。本報編輯在參觀時並未看見任何 Canteen 的蹤跡，幸而詢問在場保
安員，其表示 Canteen 將位於 1 樓的一塊空地裏，但現時還未動工。至於餐廳類別和品牌？恐怕要到它們開幕那天
才能揭曉。「民以食為天」，科大學生一直對學校的膳食供應商有不少意見。如今學校準備設立新 Canteen 之時，
是否也應該調查一下同學的喜好，並以此作為選擇新的供應商的準則？

2. 使用率及設施安排

新大樓的多個樓層的使用率偏低，不少地方令人有過度空曠之感，特別是每層「充電區」出面的位置就更顯空洞。
學校不妨在此添置枱凳或飲品機等設施，充分利用空間。

設施方面，新大樓只有一個 Lecture Theater，似乎未能滿足某些科目大班教學的需要。另外，就我們在 Lecture 
Theater 上課的經驗所得，一個投影器屏幕已能讓全場學生一目了然，在 Lecture Theater 裏面居然有三個投影器屏
幕，難免有多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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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蘊釀期間，提案人於 Facebook 及 Atrium 派發過

不同的宣傳刊物。本會旨在就提案人士的宣傳刊物，

特別是份量最重的小冊子，逐字破謬，我們亦會以香港大

學校園電視作參照。小冊子可算是精彩絕倫，當中包含校

園電視台之介紹，論述科大為何需要校園電視，還附有修

憲內容，中英對照，圖文並荗，如付諸實行，規模有如成

立一個香港免費電視臺，免費電視臺為市民望之心切，這

使編委非報道不可。可惜的是當大家興高采烈地期待校園

電視時，提案人 SUN Kai Man James 卻向本會幹事表示

他們只志於修憲成立校園電視架構，不一定擔任校園電視

幹事，故宣傳品介紹校園電視臺眾多特點及功能，有顯突

兀，不曉得有否其他目的。

小冊子中有關「我們的承擔與抱負」一章，羅列比亞洲電視

更要多的影音服務，新聞臺記錄臺吹水臺，時事追擊校花校

草人物檔案，節目多得就算要重播也多采多姿。放送渠道亦

頗為驚人，3D 眼鏡、內聯網廣播，甚至自設電視頻道及手

提電視流動站，還有自家影音房，令筆者最為動心就是播放

歐聯賽事，雖則筆者正考慮申請有線電視，再者學生宿舍已

設有線電視以供直播歐聯賽事，但假若能透過校園電視觀賞

歐聯賽事，配上 3D 眼鏡，除免費外，不但不用收聽有線評

述員，更不必為日後終止有線服務而煩惱，實為一大功績。

一 言 以 蔽 之， 以 上 規 模 的 製 作 對 於 大 學

二 十 餘 人 的 團 隊 來 說， 可 行 性 近 乎 零。

先不討論校園電視應否納入學生會第五架構，綜合提案者的

論點，成立校園電視是因為需要紀錄、報道、監察及播放節

目，但前三者已能從現行的制度上實現，若有不足，亦能從

現有的制度上改善。舉例，若要同學得到有關評議會會議的

資訊，編委會已有足夠的文字報道，如需足本重溫，現行制

度中亦設有秘書記錄會議，如需有影視直播或重溫，大抵可

要求評議會購入數碼攝錄機乙部，評議會去年特別會員大會

(EGM) 及今年學生會選舉論壇亦設網絡現場直播，日後實行

也沒有技術上的顧慮。如果擔心秘書瀆職，自有評議員及編

委監察（編委有兩個當然席位），亦可訂明相關的行政條款，

以策安全。若同學認為文字報道不足以應付學生的需求，可

修憲設立「編委影視部」，追加視像報道，情況有如蘋果日

報動新聞一樣。另據聞科大電台正研究影視化，正正就與校

園電視的「播放節目」有所重疊。若提案者有意讓校園電視

成立，必先提出其獨有職責，而這些職責是學生會其他部門

不能兼任，方有望獲得同學支持。如評議會的職責乃監察其

餘架構及由民意代表審批財務，不容幹事會兼任。

小冊子外，提案者亦曾於 Facebook 發表文章「從《科大

記錄》到《檔案法》：記錄歷史責任屬誰？」文中直斥編

委會及幹事會管理檔案不善，自稱「科大記錄」能夠稱得

上為編委及幹事會這方面之榜樣，並強調需要有人記錄歷

史，甚至以檔案法作為例子支持其論點。然而，當中實有

偷換概念及邏輯謬誤之嫌。誠然，即使編委會有能力管理

自家出版的刊物作內部參考，並不等如編委會需要為同學

提供查閱服務，不時借出內部使用文件予會員。就如文中

談及，來自五湖四海的檔案應由同一部門集中管理，例如

圖書館，把檔案整理到一資料庫中供人查閱。此外，《檔

案法》中「檔案」泛指官方紀實文件，例如會議紀錄、文

宣海報等，但以《檔案法》引申至科大需要有影視部門為

同學拍下集體回憶，例如學會宣傳期的狀況、校園事情剪

輯，就犯了不相干及偷換概念的邏輯謬誤。

上
年春季學期，僅僅四個月，科大已經熱鬧非常。先有學生事務處（SAO）越權管理學生選舉

活動；再有仲裁委員會常設化修憲；接着有同學自組學生事務關注小組，發起聯署及公開

論壇，爭取實現「校園共治」。不過，要數歷時最長的，可謂「校園電視公投風波」。科

大學生會，一直維持四權分立原則，轄下有約一百個屬會，享高度自治，成就科大多元學生活動。傳

媒方面，則有四大架構之一的「編委會」（即本報負責機關）及一屬會「科大電台」。今年五月，有

基本會員 SUN Kai Man James（下稱孫氏），蒐集超過一百八十名基本會員的聯署，連同長達十三頁的

學生會憲章修訂條文，提交幹事會，發動公投，要求成立「校園電視」，並將之列為第五大架構。不

過，由於投票票數僅 343，不足會員人數 18%（即 1395 人），修憲議案最終不獲通過。然而，本會估

計「校園電視」可能於不久的將來捲土重來，故特別製作此特輯，希望有助各位了解此事的來龍去脈。

「 校 園 電 視 」

撰文 : 爾寧、文史哲、奇法利   排版 : L.L.

公 投 風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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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次公投除了提出成立校園電視臺，亦主張將之定

為學生會第五大架構，與現時幹事會、評議會、

仲裁委員會、編輯委員會並列。提案方認為，學生會現

有四權運作尚有不足，有欠完善，故提出把校園電視臺

列入學生會架構，以改善現行架構之運作，補其不足。

另外，提案方基於財政考慮，認為校園電視臺成為學生

會架構，運作資金會更為充裕，財政壓力將會減少，甚

至避免財困危機。他們還認為，傳媒作為學生會架構，

方能發揮監察作用，成效更大。

在此，不妨就上述提案方論點，逐一細察，並作論述：

一、若只因現行之四大架構運作有欠完善，便將校

園電視臺設為第五大架構，便很有可能陷於「現

行架構運作有欠完善」和「另立架構」之間的循環。先

例一開，日後其他組織亦可以此為循環論證之口實，變

相以問題解釋問題本身，另立第六、第七……大架構。

另外，依此推進，若付諸實行，如此下去，就會架床疊

屋，畫蛇添足，架構變得冗贅，既耗用學生會公共資

源，也使效率不升反降。

二、應有最少一個公營機構，以出版及告知同學有

關校方和學生會的資訊。就現況而言，姑勿論報

道的媒介，一直以來，便有公營機構在實行此事。若然

校園電視成立後的職責僅限於此，那麼校園電視本身似

無其他特色。

三、縱觀大眾傳媒，也有分為公營及私營，分別向

公眾及投資者負責。同理，校內媒體不一定要向

全校負責，可如現時校園人民廣播電台（下稱「校園電

台」），以屬會形式運作，向會員負責之餘，容許其他

人士收聽節目，亦無不可。

四、若單為資金更充裕而改動憲章，發動公投，實

在說不過去。公共資源事關公共利益和學生會整

體長遠運作，需要運用得宜，用得其所。按照提案方財

政預算，若然「校園電視」成為第五大架構，預計需增

加約 30% 學生會費，方可維持其正常運作。再者，評議

會認為項目乃用得其所，才會批准予之撥款。因此，即

使列入架構，評議會亦未必時時通過撥款，因而令校園

電視資金充裕。提案方此說未免一廂情願，過於樂觀。

五、不一定要列入架構，才可發揮監察作用。例如，

幹事會無權以行政手段控制傳媒的編採工作，傳

媒遂有權監察幹事會的工作表現。屬會享有自治，萬一

遭受打壓，亦可申訴至仲裁委員會。另外，大架構的財

政權在評議會，屬會則不然。至於基本會員，亦可質詢

各大架構；如認為任何架構之幹事瀆職，可考慮發起公

投，罷免該屆學生會或相關幹事。評議會會議則會開放

予公眾人士旁聽。

簡言之，大架構與屬會在學生會資源、權限、對全校負

責等方面皆有分別。能力、權力愈大，責任愈大。校園

電視要作為大架構之一，必先申明其職責與功能，再論

證其為何必須位列五大架構之一。由此可見，提案方單

以監察四大架構為由並不充份，要考慮的是成為第五大

架構的條件，而校園電視與其他學生組織相比，有何過

人之處或優越條件，足以有資格成為第五大架構。

將 校 園 電 視 定 為 第 五 大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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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次 公 投 引 起 的 爭 議 和 風 波， 除 了 在 於 提 案 的 內 容， 也 在 於 公 投

本 身。 提 案 方 選 擇 發 動 公 投， 即 以 公 投 方 式 修 憲， 成 立 校 園 電 視，

並 列 為 五 大 架 構。 然 而， 這 並 非 唯 一 選 擇。 而 公 投 亦 有 問 題 如 下：

就十三頁修訂內容而言，當中每字每句之所以不應輕視，乃因為只要字裏行間出現任何

一個文法錯誤，都足以被仲裁委員會推翻。而且，按學生會憲章第 5.1 條，公投一旦

通過，即具有至上權威（Ultimate Authority），只有後續公投才可推翻該次結果，

否則無法將之修改。萬一修訂有任何錯漏，處理不慎，且通過之，後果堪虞。

而從大局來看，稍加細想，便會洞悉，該次公投，實屬綑綁式投票。所謂綑綁，不但是

指公投兩個議題的方向之間的綑綁，同時也指公投方向與細節之間的綑綁。

先談前者。顯而易見，正如上文所述，公投乃基於提案方的修憲案，當中要旨乃成立校

園電視，並列為五大架構。其將兩者並列一併提出。但問題是，支持校園電視與否，和

校園電視成為第五大架構與否，並無必然關連，遑論因果關係。支持校園電視，不代表

認同其作為第五大架構。兩者需要辨別，不應予以混淆以至綑綁。就此舉而言，成立校

園電視與否和成為第五大架構與否兩個議題應分開投票，而不可以綑綁形式進行投票。

再談後者。退一萬步，即使贊同公投兩大議題的方向、綱領，亦未必代表完全贊同公投

當中的修憲擬案。提案方為提出修憲，修訂足足有十三頁之多。若要通過，則須對十三

頁全文細節，無一字不贊成，無一句不同意。就算不盡同意，認為稍有不是之處，亦無

折衷之辦法。如此看來，公投通過，則十三頁修訂便即生效，否則則全盤推倒，投票頓

成零和遊戲。

還有，正如孫氏所言，修憲只作架構。提議之修訂縱使未能盡善盡美，也尚有列明人員

組成、職責等詳情，惟除此以外，提案方卻無其他行動。鑑於提案方並無組成幹事名單，

提案中的「校園電視」如果成立，並沒有人會上莊成為幹事，遑論下莊。提案方在其文

宣雖有提到未來方針，然而並無列明確切時間之年度計劃。

上文提到，要達到提案方的目的，並非僅「公投修憲，成立校園電視，並列為五大架

構」一途。在此列出其他方案，同學且可自行比較優劣長短，孰大孰小，孰重孰輕：

方案一：會員大會（General Meeting）修憲。這種方式顯得更有彈性，提供足夠

討論空間，亦可予會眾向提案人公開對質的時間；既容許修訂，又可以任命同學上莊，

組成幹事。不久前的仲裁委員會常規化，正是經過大會修憲。

方案二：先成立校園電視，成為屬會，運行一段時間以後再決定是否需要成為第五

大架構。上文提到的校園電台可作參考，不贅。

方案三：先成立校園電視，作為完全獨立於學生會以外的組織，再以公投、大會等

方式決定地位。科大行動即為獨立組織一例。雖然科大行動以屬會為目標，無意列入

架構，不過科大行動目標明確之餘，先舉辦不同活動，展示自己的定位，按部就班，

仍值得仿傚。

應 否 以 公 投 方 式 成 立

參考資料 : 憲章修正案

參考資料 :「校園電視」宣傳物

參考資料 :「校園電視」FB 專頁



15

是次公投的提案人並非學生組織幹事，欠缺經驗及物資。如此條件之下，仍能於短時間內以數人之

力推動公投，實非易事，其超群毅力，令人刮目相看。不過，是其是，非其非，是次投票確有不少地

方 值 得 改 善， 有 待 檢 討。 不 論 是 下 次 公 投 發 起 人， 或 是 其 他 學 生 組 織 幹 事， 或 許 能 從 中 汲 取 經 驗。

5.

3.

2.

檢 討

公眾諮詢不足──構思中的「校園電視」只舉辦了一次公開的「諮詢及招莊會」，日期

為四月十五日。而宣傳海報已經列明「承擔及抱負」，顯示此次聚會並非廣邀有志者以討論方

式，訂立理想中「校園電視」的路向和職責；而是提案人一開始已經訂下框架和目標，「招莊」

是招募認同他理念的同學，加入陣線。此舉雖不至理想，但總算面對群眾，有商有量。不過，

是次「諮詢及招莊會」中，有不少同學均表示對孫氏方案有所保留，並論述之。但提案一方於

半個月內即提案十三頁紙的憲章修正案，並要求付諸公投，就實在不足了。雖道足夠與否因人

而異，但理應以成立屬會甚至上莊的規格作參考。一般對全科大會員負責的大莊，內閣人數有

廿人之多；縱有具備行之已久的運作模式作參考，本屆幹事仍需約三個星期作宣傳，當中包括

兩場公眾論壇，合共十四小時；另設會員大會供會員發問，以進一步了解政綱。而「校園電視」

方案無論前評議會主席、電台幹事及其他會員，均有申明其憂慮，但提案人未有回應即以半月

之時就推之公投，難免予人諮詢不足的感覺。

主見過強──提案人曾多次與學生會各架構幹事及評議員面談，諮詢學生會各架構意

見。各人不謀而合地多番申述上文流弊，包括「校園電視」定位問題、公投方式等，但無

絲毫果效，提案人依然重覆表示不明白學生會成員顧慮。有評議員曾一星期內多次與提案

方會面，多角度論證相關問題，但不論問題是甚麼，提案方均以同一答案回覆，只重申校

園電視非為架構不可。其他幹事及評議員亦遇到類近問題，有感「諮詢」作用有限。

宣傳失焦──正如上段提及，提案人面對人力物力不足，宣傳工作確有難度，但論述工

作理應不受成本所限。可是，提案一方的論述工作本身失焦，未能針對質疑一方的問題加以

解答，如鮮有解釋為何「校園電視」需作第五大架構，亦未有回應為何要以公投方式成立「校

園電視」。文宣工作一味宣傳「校園電視」成立後有何節目，側重論證成立後的好處，卻忘

卻最根本一點又最致命一點──正如提案一方的解說，他們只是提出修憲，沒有覆行幹事職

責的義務。萬一選民拿着單張，以為通過了就可享用如斯多的節目時，提案一方卻無需負任

何責任。失焦的宣傳，非但未能解決公投的爭議，更有可能衍生更大的問題。

不當方式收集簽名──要知道修訂條文本身長逾十三頁紙，收集基本會員簽名時，

唯有另備頁數供人簽署。收集簽名者，理應告訴聯署者文件性質；當然，簽署人亦應先了

解文件性質再行簽署。可是，部分提案人員未有說明清楚用途，有會員向筆者表示，一位

收集者只問他是否支持校園電視，參與聯署時並不知道是公投聯署書，而非一般請願文件，

更不知道此舉涉及修憲。

公投日佈置違規──明白提案一方需要宣傳公投，卻身無學會幹事之權，無法預約

宣傳位置，只能權宜行事。但提案一方當日卻完全無視慣例，包括於需要預約的地方懸掛

公投 Banner，貼上超大地紙，更懸掛毫不相關的法國國旗。本會有成員向提案人孫氏申明

此乃違規佈置，萬一其他屬會見狀效法，即難以處理。孫氏卻表示只會待校方人員出手阻

止才會收拾。最後，有同學向校方投訴，校方人員對法國國旗尤其敏感，多番詢問其用意。

孫氏則表示：「有些法國人挺欣賞我，所以才送我一面法國國旗而已。」

文宣傳意能力──有待改進。( 可參考 P.16《討伐書》)

4.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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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妄想逼害症，這是超夢夢之反擊﹗

與其訴諸眾群，不如相信愛情。

與其抹黑，不如留白。

我們渴求的是大眾娛樂、

我們渴求的是新聞資訊、

我們要“u-life”，不是要“喊出黎。

我們要校園電視台，還我們一個電視夢﹗

不回過去、不等將來，而是現在﹗

正如“六四” 的是記實片段，而不是官腔

文字。

正如王維基，我們要的是選擇新聲音，而不

是預設混濁學術文化。

正如“春哥”“雞姐” “迫爆神”，我們

要有圖有真相，有片金像獎。

正如立法會看 “長毛”“毓民”，激動啟

示衡擊民意來自影音傳媒。

五月十五，全民公投，還你一個電視夢。

受夠公權私授、受夠黑箱作業、受夠信口開

河、受夠斷章取義、受夠壟斷花生、受夠皇

者自居、

受夠校董無視、受夠制度制肘、受夠自己是

少數被忽略的人、

學生代表的無能 為力，讓我們自己發聲﹗

大學的乾燥 冷感，讓我們自己打破常規，

開啟新時代﹗

滾他的卓越，滾他的愛學生主義，大學玩樂

找回快樂。

科大同學﹗人是你選的嗎﹖

科大同學﹗現況是你想的嗎﹗

科大人動起來﹗就是改變—我們要的現在是

事實的全部。科大秘密，電視曝光﹗科大告

白，影音傳播﹗科大精神，科大人來承傳﹗

學生授權、同學共治。全民公投，電視發牌

別再拖。正義不怕抹黑、真相不再留白。

某年某月某日，我在 Atrium 大電視看到女

神的熟悉面孔，在 Canteen 收到 BBC 英女皇

的 News、在商學院看文藝片、在 LC 與環

球學生相知、在 24 小的節目時便利店收看

王維基、在手機追擊 President 的外遇、在

Hall 拍攝玻璃之城、

在動新聞又見蘋果抄我橋……

走在最前，不是亞洲第 而是開心快樂足矣。

Campus TV，由你渣機﹗

Television, you direct your vision!

科大王維基，你都可以是﹗

Referendum, on May 15th, 

Now is the time!

參考資料 ：《討伐書》

結 語

科大的改變，有賴各位科大人推動。夢想，從來都不遠，只是問題總在細節裏。

望有志成立校園電視的新生，抱着「振翅高飛」的志氣，參考前人的經驗，

能 夠 想 多 一 點， 做 多 一 步， 將 夢 想 化 為 現 實。

圖片來源 :Campus TV of HKUST 校園電視 FACEBOOK PAGE、FLY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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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教育當局提倡「愉快學習」，鼓勵寓教於樂，

讓學童少點學習壓力，多點享受學習過程。在應試壓力

甚大的香港，此四字似乎是反諷。不管如何，筆者只是

純粹想發表對愉快學習的看法，談談學習的苦與樂。

 

愉快學習並非不可能，只是學習不可能只有快樂。

以為學習只有快樂的人，也許太過天真。求學從來是苦

旅，須經歷漫漫長路。要忘卻求學之苦，視而不見，避

而不談，如鴕鳥般自欺欺人，只求一晌貪歡，是毫無意

義的。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學海茫茫，

即使有人相伴，亦不過一時，交匯過、相遇過，最後還

是各有各的路途。揚帆啟航，乘風破浪，自己掌舵，學

海遨遊，這是少不了的孤獨。「活到老，學到老」，以

後就飄泊不定，旅途中孤獨終身，並不只一時三刻。

 

求學途中所遇到的不只是孤獨。初接觸新知識，面

對未知的事物，恐懼油然而生：怕難、怕學得辛苦、怕

不懂、怕追不上、怕有錯失，甚麼都怯。但正因為時時

刻刻都有着這樣的新挑戰，不斷地激發自己，更要試試

走出「舒適區」（Comfort Zone），坦然接受，盡力攻克，

拼一拼，「搏返鋪」。愛拼未必贏，不拼一定輸。梁啟

超〈敬業與樂業〉：「須知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

觀的事。」這不過取決於心境。或者，慢慢就會發現，

原來苦樂參半，有如梁啟超〈最苦與最樂〉所寫，「這

種苦樂循環，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就算苦

多於樂，大不了？ ? 苦中作樂。堅毅、豁達、泰然自若

的品格也就這樣培養出來，「事就這樣成了」。

 

何況學會了知識以後，對周遭了解愈多，便會不知

不覺覺得跟周遭一切有愈來愈緊密的連繫。即使的是前

人和先輩的思想，也有得着，得以與之神交，神遊舊時

舊地。一旦學會，自不免有成功感；而啟示乍現、靈光

一閃時，那種福至心靈、恍然大悟的感覺，也是種奇妙

的體驗。海倫 ‧ 凱勒學「水」（“Water”）的經歷，

很生動地描繪出這種體驗之奇妙。自幼失明、失聰，直

至遇到蘇利文老師，才學會了生字。她第一個學會的單

字是「水」。老師起初教她時，她並學不會，十分焦躁。

於是老師帶她到水井，有人正在抽打井水，老師抓住她

的小手，放在水管下。水流到她手上之際，老師在她另

一隻手上拼寫「w-a-t-e-r」，開始時寫得非常慢，然後

越來越快，她動也不動，只專心跟隨她手指的動作。突

然，她領悟到，每樣東西都有一個名字；她終於能把真

實的水和「水」字連結起來。

 

開頭受了苦，往後還會有。王國維《人間詞話》寫

道：「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

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

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

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

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當中

三句，分別引自晏殊的《蝶戀花》、歐陽修的《蝶戀花》、

辛稼軒的《青玉案》。在此引用此「三境界」說，再運

用唐君毅「信、疑、悟、通、言」的「學問五階」論，

稍加發揮，說明過程中的苦與樂。

 

王氏所述的第一境，乃「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

樓，望盡天涯路。」。意境帶點迷茫，帶點淒涼；人在

其中，不知所措，處於正在變化的世情和心態，處於由

「信」入「疑」的過渡階段。一個「獨」字，正是艱苦

尋路的寫照，既點出了孤獨的意味，亦寫出了，獨立觀

察和思考絕不可缺，並要獨闢蹊徑，去創造偉業。

 

第二境「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則

是講述「疑」而未「悟」的苦。套用到學習過程中，則

可指堅定不移地追求真理，為之「不悔」，為之「憔悴」，

身心俱疲，心志亦因予以磨鍊而越堅。

 

方向正確，又執着地追求，歷盡艱辛，一旦達到最

後的第三境「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

燈火闌珊處。」便終於入化境，求得「真」與「是」，

進得到苦中真樂了。唐氏的「悟」，乃小成；比較過後，

學貫古今中外，便到了「通」，乃中成；若能有「言」，

成自己一家之言，有識更有見，這更是大成，難能可貴。

相比之下，經歷的苦實在不值一提，都是值得的。

變是世情。古詩有云：「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英諺亦曰：「No pain, no gain.」祝願大家，

求學路上，苦盡甘來，各有所成。

學習的

撰文：杞憂
排版：晴風

與

圖 片 來 源：  hxd.wenming.cn, 
blog.csdn.net,  nip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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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簡介

Add/Drop Period
開學伊始，有為期兩周的 Add/Drop Period，可加修（Add）、退
修（Drop）以及調換（Swap）課程。由於課程名額（Quota）有限，
添加或更改之後可能要排隊輪候（即被安排在Waiting List中）。
可考慮興趣、課程口碑、授課風格及 Killer 程度、工作量大小、
上堂時間等。
Add/Drop Period 期間，建議大家善用 SIS 提供的資源，例如將計
劃 Reg 的課程預先放入購物車（Shopping Cart）、留意課程時間
及名額（HKUST Class Schedule & Quota）、預排課程表避免時
間衝突（Student Time Table Assistant）等。
 
Program Catalog
即各學科（包括雙學位、副修）必修課程要求，大家可以參照官
方網站的列表，規劃每學期課程。學科主頁上通常會有學科推薦
的必修科修習流程，部份課程亦會由學院為學生 Pre-Reg（預先報
讀）；若希望自行調整流程，可透過 SIS 向校方申請。
參考用官方網站：
http://publish.ust.hk/prog_crs_ar/ugprog/4yr_index.html
 
Common Core Course
大學核心課程，囊括英語、人文、社會科學、藝術等。與主修科
不同，除英語課程外，通常不會被 Pre-Reg，大家只需在四年內修
滿各規定類別所需的學分（Credits）即可。

 
–LANG1002 English for University Studies I

DSE 英文 Level 5 或以下新生需修讀，而部分持 TOFEL 或 IELTS
成績的同學亦可獲豁免。考獲 Level 5 的同學會被分派到
LANG1002A，其他則為 LANG1002S。小班教學，約二十人一班，主
要教授如何寫學術文章及訓練會話能力。課業包括拍攝一段個人
短講影片上載至 YouTube 以供導師批改，及撰寫一篇大約千二至
千五字的學術文章。以筆者所知，校方電腦系統在為同學 Pre-Reg 
課程時，是以學院分批，即在同一學院內有一部分人的時間表極
度相似，甚至一樣。同一批人大多會被 Pre-Reg 到同一時間上
LANG 堂，令同學院的人易於互相認識，因此最好不要 Swap 走你預
派的 LANG 堂。

–LANG1003 English for University Studies II

課程內容跟 LANG1002 差不多，但同學是來自不同學院。課業為
撰寫一篇約 600 字的議論文及進行小組討論。期末時需要考一
個由校方研發的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 
（ELPA），如 ELPA 平均分少於四，則要在 Summer Term 重修
（Retake）。

參考用官方網站：
http://uce.ust.hk/web/courses/course_curriculum_6.html

Summer / Winter
Winter / Summer Term 是與常規學期（Fall / Spring Term）
相對的小學期，分別開設於寒暑假。小學期課程種類非常有限，
且課程 Quota 小、密度高，一般是在為期一個月內每周三次各
四小時的課節。大家最多可選 9 Credits，但推薦可讀一至兩門
Common Core。若精讀一門，則可以學得相對扎實，是提高 CGA 的
好辦法。

所 有 課 程 要 求 亦 可 在 myPortal – Student Center –  
My Academic – Academic Requirement 中查看。

重 要概念
              

PRS
Personal Response System，一般用以推行互動教學，鼓勵同學
出席課堂。上課時，只要把 PRS 調至相應頻道，即可按鍵回答教
授的問題。部份教授會藉以檢查學生的出勤紀錄，通常佔總成績
5％左右。PRS 在大學四年中均可能用到，大家可以直接攜帶學生
卡到 ITSC AV Services Counter （Room 2021，Lift 2）領取，
也可等需要時再領取。畢業年時歸還即可。若然遺失，須賠償
＄280。

Academic Dismissal (Quit U)
若撇除首個常規學期，同學在連續三個秋季或春季學期 CGA 低於
1.5；或者必修科不及格兩次，個案就會報告學院院長或跨學科課
程辦公室（IPO,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Office）主任。

院長或主任會視乎：
- 有沒有可信證據，證明情有可原
- 有否合理可能去順利完成學位要求
- 保留學藉是否合乎大學善用資源之責任

院長或主任考慮過後，或會建議首席副校長開除。首席副校長擁
有最終決定權。

. . . . .

. . . . . 

UST 以 Chur 聞名，借此分享一些基本
的學術知識，讓你 Chur 得有方向！

U ROP

全 稱 Undergraduat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Program， 是 一
個本科生研究項目，學生可在學期間獲教授親自指導和參與研究
項目，而研究成果有機會刊登在學術期刊上。UROP 分為 1100、
1200、1300（系列進階項目，各一學分）及 1000（體驗性項目，
僅於暑假開設，無學分、有金錢回報）。最早可以在 Year 1 暑假
參加，但通常推薦 Year 2 到 Year 3 期間參加。

UROP 的申請流程為：瀏覽項目列表→找到心儀項目→以電郵聯絡
教授→得到教授許可→親筆及上網填寫申請表→ Enroll 到 UROP
課程中→正式參與研究。

參考用官方網站：http://urop.ust.hk/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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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b. Orientation

入學時可以參與的一系列迎新活動，包括了解學校設備等，錯過
了就不能再補。

c. Fitness Training

介紹健身房的課程，完成之後即可使用所有健身器材。

＊ Pass (a), (b), (c) 三項的方法：勤查郵件。

d. Sports Skill Class

選修體育課，可以按照喜好參與攀岩、游泳、網球、羽毛球等課程。

＊ Pass 的方法：勤查郵件。可以缺兩課，但最好出席全部課節，
比較容易湊夠鐘數。

e. Activities

下列小項沒有最低要求時間，累計滿 21 小時即可。
i.   Additional Sports Skill Class

秋季 Pass 一個課程之後再參與第二個體育課。春季選課壓
力較小，較容易選到自己喜歡的課程，但到四月末才完結，
適合參與群體練習而有耐心的同學。

ii.  Sports Club Practice or Sports Competition

加入體育學會（跆拳道、Dance Soc 等）後參與定期練習的
時數。

iii. Wellness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各式講座及部份學會活動，包括上文提及的 Orientation 
Workshop。 很 多 講 座 及 學 會 活 動 都 可 以 Count 鐘， 唯
HLTH1010 自辦的講座相對無聊。部份學校活動也有可有
Count 鐘，如 Career Center 的職業傾向測試等。這一項是
最容易刷到上限的。

iv.  Community or Voluntary Work

義工活動，參加各種團體（四蛇、扶青、侍學行等）組織的
活動、或在水運會等校內活動中幫忙即可。

v.   Self Practice

自我鍛煉，通常刷滿的話 Count 鐘比較輕鬆。Count 鐘方法
如下：

LG1 Sports Hall
室內體育場內可以打籃球和羽毛球（建議訂場），進去時在
入口處插卡一次，出來再插一次。兩次插卡間隔需在四十分
鐘至兩小時之間才有效，如果出來時忘記刷，這一次就沒有
記錄。

LG4 Counter
可以做 gym 和打乒乓球、壁球、攀岩等。插卡方式同 LG1，
及其在 LG4 樓梯附近的櫃檯。

霍英東體育中心
海邊有網球場、足球場和籃球場。在入口處有小鐵箱子，索
取表格填好後塞回鐵箱即可。

其它
南閘附近有幾個網球場，Count 鐘方法如霍英東體育中心。

申請
所有需要申請的項目，學校都會發郵件通知具體申請時間及方法。
勤查郵件即可。

** 只要勤查郵件，通常 HLTH1010 不會 Fail 的，筆者在秋季結束
時已經只差 Exit Survey 了，大家不用過於擔心，只要記得有這
個課的存在即可。

E   xchange

可於假期或正常學期到大陸或海外交流。

假 期 交 流 項 目 種 類 多 樣， 除 學 院 外， 也 有 其 他 部 門 如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pportunities Program （IROP），提
供暑期去 Princeton 等著名大學參與研究項目。

正常學期交流由學院提供，通常需在交流前一年申請，如在
Year 3 Fall Term 交流，需在 Year 2 Fall Term 時申請。可按意
願排序申請不同大學，而結果則由面試和 CGA 決定。部分歐美院
校通常要求有 IELTS 或 TOFEL 成績，因此有意交換的同學應提早
準備，避免因未有相應成績令選擇受限。

不同學院會允許學生在不同學期內交換，詳情可留意學院郵件。

. . . . . .

H  ealthy Lifestyle Course（HLTH1010）

所有新生的必修課。不佔學分，但如果第一年 Fail，第二年就要
重修；若再次 Fail 就會被強制退學。與其說是「課」，HLTH1010
更似攢積分的過程（俗稱 Count 鐘）。學期末時，累積時數不足
45 小時，同學可交 $300 申請延期至六月底。

有用網站
（1）課程的官方介紹主頁：

https://sao.ust.hk/HLTH001/modules/index.html

（2）SIS → My Studies → Healthy Lifestyle Course →
Progress Enquiry
即可查詢精確到每一小項的要求及進度。大項介紹：

a. Wellness

針對身心健康的 Module。
i.  Intake & Wellness Survey、Entry Health & Fitness 

Assessment、Wellness Assessments 是 一 系 列 的 Online 
Surveys，如果錯過了可交 $200 延期完成。

ii. Exit Survey
五月截止，完成後方可算是 Pass HLTH1010，如錯過截止限
期，可交 $100 補做。

iii.Intensive Physical Fitness Assessment
秋季學期的體檢，包括身高、體重、心律、血壓、握力、坐
位體前屈、平衡、摸高、來回跑和仰臥起坐等。

iv. Introduction to Wellness and Personal Management
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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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除 Progress 
Enquiry 之外，Healthy L

ifestyle 

Course 中 還 有 不 少 子 分 類 如 Apply for
 Skill 

Classes 等，各有用途，可根據名字區分，不加贅

述。
https://s

ao.ust.hk
/HLTH1010

/about/te
mplate.ht

ml

選 修學科

雙學位 Dual Degree Program
通常要求修讀五年，由 IPO 提供。

具體組合可參照：
http://eez105.ee.ust.hk/dual/Academics/Curriculum.html

雙主修 Double major
正常修習四年，一張學士證書、兩科主修。當中較特別的，包括
本身為 BEng in Computer Science 主修的同學，可選擇一科理科
科目（例如數學）主修，畢業時的學位則是理學士（計算機科學
及數學主修），而非工學士。有興趣雙主修的同學可以向 Advisor
查詢。
 
副修 Minor
選擇主修科後，另選一個方向，讀合共約 18 Credits 的課程。同
學可參照各學院介紹選擇 Minor。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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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HSS學 系簡介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創立於 1991 年，素有開設本科生副修學科及研

究生課程；亦開設大部份本科生核心課程（Common Core），為理、

工、商學院學生提供人文學科、藝術、語文及社會科學（HALS）

教育 *。2011 年，學院開辦本科生主修課程「環球中國研究：

人文及社會科學」（Global China Stud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GCS 乃學院迄今唯一一個本科生主修課程。

Research Option

Research Option 是 GCS 的附加特色。學生可利用自由選修（Free 

Elective）學分，培養對課程以內專門範疇的興趣，接受研究訓

練。這有助學生日後深造，或從事與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議

題研究的工作。畢業之時 CGA 有 3.3 或以上（或獲院方許可），

即可申請，一旦成功，會在成績表顯示 Research Option。

範疇共有七個：應用經濟學（Applied Economics）、社會學

（Sociology）、環境與科技（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文化傳承與永續（Heritage and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歷史（History）、語言與文學（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政治（Politics）。

Global China Seminar

學院和其學生會 HSSU 會為學院學生舉辦活動。其中較有特色的，

有環球中國研討會（Global China Seminar）。師生可以於多場

研討會不斷討論相關議題，重新思考中國和世界。

. . . . . 科 目簡介

必修科

HUMA1440 ——  Modern China

大學核心課程、GCS 大一秋季學期必修科。講述明末清初至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近代史。筆試為主。同學了解中國近代史，或

尚記得中史科內容，就會讀得毫不費力。

SOSC 1350 ——  Contemporary China

大學核心課程、GCS 大一秋季學期必修科。講述中國共產黨崛起

至改革開放的中國近代史，其中又以政治進程為主，因此掌握中

國國情尤為重要。考核以分析為主，背誦為副。期間模擬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的小組演講比較有趣，每組飾演省、直轄市、自治區

或特別行政區代表，發表政策。若充分了解其突出之處以及有針

對性的建議，便可脫穎而出。

SOSC2290 ——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大學核心課程。GCS 大一生可選此課程或 HUMA2590 為春季學期必

修科。論及經濟、政治、文化全球化，側重經濟方面。

HUMA 2590 ——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大學核心課程。以西方歷史為主，濃縮講述由文藝復興至冷戰時

期的歷史，其中除戰爭外，亦有談及文學、科技的進程。相信曾

選修過西史的同學對此課程絕不會陌生，但仍需定期溫習，否則

應付眾多人物與事跡會比較吃力。

選修科

HUMA1010  ——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核心課程。筆者以為，此科作為語言學入門，牽涉了太多主題（語

言學的分支）。愛語言學之人如筆者，會覺得有意思。總之，一

分耕耘，一分收穫。

HUMA 1000  ——  Cultures and Values

核心課程。由於每個學期的教授不同，課程會有所變動，但同樣

以培養多元價值為主要目標。剛入大學的你們，從中可能會得到

不少人生價值觀的啟發。筆者修讀該課程時，內容分為三部分：

Economic Development, Legal Justice, Social Diversity。授

課時多配以案例或情景分析，多數圍繞中美兩國作講解。

 . . . . . 選 課建議

想要選好課程，不致於浪費寶貴的學習時間與機會，事前準備功

夫必須做足。

（1）細閱課程的簡介，充分了解課程內容及要求。

（2）詢問他人意見。學兄學姐有較豐富經驗，或有讀過某些課程。

若能收集其意見，就最好不過。SHSS 人數較少，像大家庭，

同學關係親密、融洽，故此問意見時亦少一分尷尬。

（3）考慮能力、興趣、目標、預期得著（如 CGA、獎學金、實習、

Exchange、Research Option、知識、Common Core規定等）。

例如第一年最好修讀 1 字頭的課程，通常較為輕鬆，待適應

大學的新環境，再選較深的課程也不晚。部分課程有出外考

察，或需要做研究，這時應考慮時間分配的問題。還要考慮

修讀的課程或學分是否符合學院要求，例如 Common Core 要

求修讀六個學分的 S&T（Science and Technology）課程，

就需要尋找適合自己的 S&T 課程。

（4）參考院方建議。學院會在開學初安排有關學院要求的講座，

屆時將給予選讀課程的建議。首席副校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Provost）網站也有院方建議，值得參考。

（5）未雨綢繆，及早計劃將來學分安排。目標越清晰，規劃越早，

對大學生活就越有利。

*2013 年《同創‧科大通訊》11 期，頁 22-23 
http://publications.ust.hk/Genesis/2013-11/

撰文：GCS 之光（頭）、沁泉
排版：貓



21

SHSS
 . . . . . . . . . .

 . . . . . 

SCHOOL OF SCIENCE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BMBusiness Core 31-52 Credits

Major 20-49 Credits

Business Breadth 9 Credits

Common Core 36 Credits

總數 最少 120 Credits

課 程簡介

同學需修滿一百二十個學分（Credit）才可順利畢業；首兩
年，同學需先修讀 Common Core 及 Business Core。本文會介紹
Business Core、Major 和 Business Breadth 這三個學分範疇。

經濟學 BBA in Economics (ECON)

經濟及財務學 BSc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ECOF)

財務學 BBA in Finance (FINA)

環球商業管理 BBA in Global Business (GBUS)

資訊系統學 BBA in Information Systems (IS)

管理學 BBA in Management (MGMT)

市場學 BBA in Marketing (MARK)

營運管理學 BBA 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OM)

專業會計學 BBA in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ACCT)

計量財務學 BSc in Quantitative Finance (QFIN)

Business Core
Business Core 涵括不同的商業範疇，校方第一年預先編排（Pre-
reg）給同學的課程如下：

–Fall Term
ECON2103/2113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Microeconomics
此兩課程涉及消費者供求理論、競爭市場的效率和資源分配等基
本課題。

MATH1003/1013/1020 Calculus and Linear Algebra/Calculus/
Accelerated Calculus
這三個課程主要教授微積分。
 
–Spring Term
ACCT2010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I
此課程教授同學財務會計、商業交易和編制財務報表及分析，記
錄和報告等基本概念和原則。
 ISOM2500 Business Statistics
此課程教授數據處理、概率、抽樣統計、假設檢驗、相關分析和
回歸分析。
 
–其他
SBMT2010  Business Ethics and the Individual
這課程的目的是讓同學了解在商業社會行走所需要的道德。此課
程的特色是除了日常課業外，要求同學每星期參與網上討論、寫
上個人反思、進行小組研究和參加嘉賓講座。要在此科取得優異
成績，同學須在日常的小組個案分析和網上討論中踴躍表現，例
如擔當小組老師等，切忌臨急抱佛腳。另外，由於此課程的功課
和考試都極需要參考書本內容，故強烈建議同學盡早買好指定參
考書。
 SBMT1111 - Business Cohort Induction
校 方 在 一 零 年 創 立 了 Business Cohort Community（BCC，
Cohort），以增加商學院新生互相認識的機會及促進其個人發展。
同學會被分配到十個 Cohort（類似中學的社），並需在秋季和春
季學期各參加至少一個由所屬Cohort舉辦的活動，如烹飪比賽等，
這些活動都是由二年級同學構思和籌備。另外，同學亦必需參加
Cohort 迎新營。

有意選修環球商業管理、經濟及財務學課程及計量財務學課程的
同學，須於完成首年課程後提交其主修申請；而有意選擇其他課
程作主修科的同學則須於完成第二年本科課程後遞交申請(來源：
科大商學院網站 )。

 
註：此為 12-13 年度資料
常用網站
商學院本科網站 

 http://undergrad.bm.ust.hk/tch/main/index.jsp
商業基礎課程列表      http://publish.ust.hk/prog_crs_ar/

pdf/ug_4y/sbm_requirements.pdf
First Year Success   http://fys.ust.hk/

 . . . . . 學 分分配

 . . . . . 

 . . . . . M ajor

商學院同學能於首年或次年申請以下 Major：

申 請主修

同學要申請 First Major，需其 Major 對應的課程上取得 C+ 或以上
方有資格。同學可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喜好，順序排列所有科目，而
能否成功申請則取決於同學該 Major 對應的課程的等級，其次才是
BCGA （Business Core 的 GA）。而所有 Major 對應的課程都未能
取得 C+ 或以上的同學，則會獲商學院自動分配到 GBM （綜合商業
管理學，BBA in General Business Management）。GBM 的同學並
無必修科目，課程選擇相對自由。而未能申請心儀學系作為 Major 
的同學，只要讀齊該 Major 所需的課程，亦能向該學系申請將該
Major 納入畢業證書內。

商科生一般可以有兩個主修科，可分為 First Major 及 Second 
Major。商學院指，同學不一定要申請 Second Major，至於 First 
Major ，則未有言明。First Major 及 Second Major 的主要分別
在於，校方會 Pre-Reg 該學期的必修課程予 First Major 的學生，
而 Second Major 的學生則需自行報讀。但是，相較於非主修的同
學，大部份學系會讓 Second Major 的同學優先報讀。同學會首先
申請 First Major ，待 First Major 的結果公佈才需申請 Second 
Major 。申請Second Major 的手續與申請First Major 大同小異，
唯一分別在於 Second Major 只准同學排列三個科目，而非全部。
一般而言，Second Major 的收分會較 First Major 為高，名額亦
有別，同學需多加留意，以制定最好的選科策略。

B usiness Breadth                  

Business Breadth 是主修科以外的商業課程，讓同學接觸其他商
業範疇。選修 Second Major 的同學，都會善用 Business Breadth 
的 Credits 完成相關要求；而沒選擇 Second Major 的，則可自由
報讀有興趣的商業課程。

 . . . . . 學 術研究

同學在修讀 Marketing 及 Management 時，可藉做問卷（時間一般
長達45分鐘至一小時）賺取該科的額外Credits，以供學術研究；
而修讀 Economics 時亦會有自願參與的學術研究，但基本上在每
次電郵通知發出後六小時已額滿，因此各位同學宜及早登記。而
到學期末，絕大多數同學已經賺滿 Credits，所以相關學系一般會
以小額金錢作回報（一般 20 分鐘內）。

撰文：韋輸亞、無常
排版：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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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SCHOOL OF ENGINEERING

SENG

全稱 (簡稱） 2013 年收生
Chemica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hemical &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Chemical Engineering  (CBME)

90

Civil Engineering
Civi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IVL)

160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ECH) 135

Computer Science   (CSE) 160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CE) 135

Computer Engineering   (CPEG) 95

Industrial Engineering & Engineering 
Management
Logistics Management & Engineering (IELM)

92

 . . . . . . . . .學 系介紹

選主修

–時間表 *

4 月 8-19 日

5 月 20-30 日

6 月 17-21 日

- 開始報主修
- 可以再次與
Advisor 約見討
論主修

- 選主修系
統重開，可
以更改選擇

-Spring Sem 期
末考

4月 30 日

- 選主修系統關閉

*參考 2012 – 2013 年度

6月 27-7 月 5 日

- 各主修公佈
結果

7月 -8 月

- 各學系給
學生組織活
動

–流程
將心儀主修按志願排序→學校按照 25% 入學成績 + 75% 第一學年
成績計算總評分，按照各主修名額錄取學生。由於各科的收生名
額有限，故一些較受同學歡迎的科目難免會有較大競爭，所以同
學應在 Year 1 盡力取得較好成績，以增加入讀心儀主修的機會。
此外，同學亦應注意，不同主修科有不同的學年成績計算評分方
法及第一學年必修科目，所以，同學應以自己的心儀主修為目標，
及早制訂選科策略。去年評分方法詳情與必修科目如圖表 :

Choices

C S E / E C E /
CP/EG/IELM

CBME

MECH

CIVIL

No. of Credits

Only 24 Credits

Only 24 Credits 
(Count 

MATH1020, if 
taken, as 6 
credits,

& CHEM1020, if 
taken, as 3 
credits)

Weighting

1

1

- 2: one of the 
(PHY/CHEM/LIFS) courses; 

- 1.5:MATH1013/1014/1020/
1023/1024

- 1.5:PHY1112,CHEM1010/1020,
MATH1013/1014/1020/1023/ 
1024,LANG1002/1003

- 1: for others

Dept Intro

COMP1021/ 
1022P/Q

PHYS1152

CHEM1010/
1020

PHYS1112

Calculus,
English

MECH CIVL CBME IELM ELEC CPEG CSE

COMP1022Q(Preferred)

COMP1022Q
(Preferred)

COMP1022P
(Preferred)

✔
or Life 
Sci

✔ ✔ & CHEM
1050 LAB

✔ ✔✔ Any PHY
/CHEM

✔ ✔ ✔ ✔

MATH1013, MATH1014, LANG1002, LANG1003

 . . E 2I

2/F，Lift27-28，工學院學生學習處。環境比圖書館隨意，可以
討論、詢問有關選主修問題等，也可以買到便宜的小包裝零食、
熱朱古力。
 

F reshmen 活動

Mentorship program
每個 Freshmen 會加入一個 Clan（Registration Day 時已經確
定），在 Clan Mentors 的帶領下參與為期一年的活動（隨各個
Clan Year Plan 不同）；同時會根據所屬 Clan 編進不同時段的
ENGG1010。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諮詢自己的 Mentor。

ENGG1010 簡介
工學院所有新生為期一年的必修科，由學院 Pre-Reg；由於
ENGG1010 是整個 Clan 一起上課，所以學生不能自行 Swap 堂。
ENGG1010 常規課只有兩至三次講座；其他課程內容為活動（Team 
Building Camp）及講座（主修介紹、IEEE 等組織介紹等）。同學
不需出席全部活動或講座，但要完成 ENGG1010 的最低要求才能選
主修。

 . . . . . . . . .R obotics Team

機器人團隊，工學院最強勢的團體項目，一般由大一、大二的學
生組成。包括 ROV（水底機器人）、Robocon（俗稱蘿蔔坑）等分
隊，代表UST參與不同比賽。隊員一年更替一次，選拔入隊過程為：
報名→面試（低淘汰率）→培訓（可以選擇 MECH、Software、
Hardware 方向）→組隊完成項目→內部遴選→再面試（如果認為
不適合自己，可以選擇在此時退出）→確定隊員名單。除了在比賽
中獲得優異成績，隊員得到的還有四學分和一年的寶貴經驗。

機器人隊將大部份工學院主修聯繫起來，有助提高主修能力；但機
器人隊工作量較大，通常意味放棄上莊等其他機會，加入前應慎重
考慮。

Robotics Tea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ustrobotics?fref=ts 

Useful links
官方網頁     http://www.seng.ust.hk/web/eng/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eng.hkust.7?fref=ts 

撰文：SHERRY

排版：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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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I

SCHOOL OF SCIENCE

. . . . .

. . . . . 學系簡介

理學院設生命科學部（LIFS）、化學系（CHEM）、數學系（MATH）
及物理學系（PHYS）共四個學術單位。（括號內為課程代號前
綴，如 PHYS1112 是 General Physics I 的代號）。

科 目簡介

據去年經驗，派位時學院只考慮 GPA，學生可在第一年的春季
學期或第二年的秋季學期申請主修科目，每次最多可選兩個志
願，惟校方建議盡量在春季申請以確保能主修心儀學科，據學
院日前公佈的數據，第一輪選科中，88.5%（即 393 名學生）獲
派第一志願，只有 40 人獲派第二志願，而沒有第一輪選科申請
或獲派科目的只有 11 人，佔 2.5%，有關各主修科目的數據可
參考下表。

大學程度理科的難度、內容、教學及考試模式未必與中學相似，
獲派位後亦較難更換主修科目，建議未有特別興趣的新生先不
要篤定一科為心水，宜在冬或春季學期末根據喜好及經驗再擬。
學院設有網站及 Facebook 專頁供學生了解選科的詳情：
http://advise.science.ust.hk/
https://www.facebook.com/ssci.hkust?fref=ts
除網頁外，院方亦會於開學前舉辦講座，簡介選科過程及安排
學長與新生交流。

. . .

. . . . . 

活 動

理學院辦公室設於 LTD 對面，學院的官方活動大多在此舉行，
不時會有講座舉行，去年 Major Week 的簡介會亦在此舉行。
另可供理學院學生平時溫習、會見教授之用。
 
理學院不時會舉辦活動，例如講座、交流團等，各新生應定時
查閱電郵。筆者去年參加了學院舉辦的北京清華物理交流團，
除了跟清華學生交流大學生活，還可遊覽北京名勝，後來大部
分團員更獲發助學金，實際上只需付數百元，原本設有國情講
座，後來卻取消，無太大洗腦之嫌。
 
註冊當日，不同理科系會於 Atrium 設置攤位，新生可先逛一圈
再選心水。事實上，各系會舉辦的活動大同小異，除O'Camp外，
日後還會有 Pub Night、派發福利品等等，志在聯誼同系同學。
但新制之下學生於第二年才有主修科，故參加哪個系會的活動
也沒所謂，未必要篤定心儀學科的系會。惟大多理科系會的迎
新營將於同一時間舉行，故較難參加一個以上理科系會迎新營，
而理學院（SSU）及其他屬會（如社學生會、體育聯會）的迎新
營則在其他時段舉行，不限於此。

Program No.of students CGA Mean St.Dev

BCB 49 3.108 0.351

BISC 59 2.417 0.487

BIOT 21 2.662 0.469

CHEM 92 2.872 0.358

PHYS 57 2.92 0.554

MATH 103 2.681 0.534

MAEC 30 3.312 0.356

ENVS 47 2.66 0.342

選 科建議

理 學 院 四 年 制 課 程 的 學 分 分 佈 在 四 部 份，School 
Requirement、University Common Core Requirement、Major 
Requirement 及 Free Elective。同學通常在第一學年修讀學
院的必修基礎課程，其中包括七個學科（Lecture）及一個實
驗課（Laboratory），學生通常在第一學期修讀六個課程，包
括三個基礎課程、一個實驗課、一個英文課及一個自選 Common 
Core，共約 15-16 學分（Credits）。現行選科制度下，高年級
能先選科，近水樓台，部份課程或因而滿座。有見及此，學院
會在正式 Reg 科之前先替新生註冊（Pre-Reg）基礎課程，確保
新生該學期於基礎課程修夠學分。學院會於 Pre-Reg 之前安排
一天讓學生到 Barn 選定心水，而學生通常會選擇有意主修的科
目。新生應出席學院所有活動及講座，以免錯過任何資訊。

撰文：奇法利
排版：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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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無常、奇法利
排版：奇法利

科大最近與美國南加州大學和意大利博科尼

大學開辦四年制工商管理學士課程，學費連同
四年宿費約一百二十萬港元。而其賣點是學生
在畢業時可同時獲這三間大學的學位，買一送
二！至於是否值得用一百二十萬拿三個同等學
位就見仁見智。這消息不禁令筆者擔憂學位商
品化由副學士開始蔓延至學士。

離開科大，縱觀香港，去年嶺南社區學院
（LUCC）及持續進修學院（LIFE）超額收生，
令社會關注自資學院學額無上限的問題。除了
學院內部管理不善，政府監管不足之外，社會
亦質疑副學士的本質，例如課程質素、收生門
檻、就業情況等。直至去年，本港副學士人數
已接近三萬，比零一至零二年增長近七倍，若
社會再不正視副學士問題，讓副學士學額繼續
膨脹，問題只會像雪球愈滾愈大。

副學士現況

現時副學士收生要求過低，使其貶值。收生只要求學生
達到五科二級水平，雖然驟眼看和大學生的最低收生要
求——三三二二相差不遠，可是大家都知道大學實際收
生成績遠高於此。相反，各自資院校為財濫收學生，導致
學生質素良莠不齊。因此，僱主對副學士畢業生的質素存
疑，令現時副學士的認受性不高。

政府對各院校開辦的自資副學士課程基本沒有規管，院校
各自為政，以致課程出現上述問題。副學士大多由大學的
附屬學院開辦，由於這些附屬學院需要自負盈虧，故收入
支出皆屬商業機密。例如嶺大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院共
有一千二百名副學士新生，兩院原來盈利預計約七百萬
元，現時超收一倍至逾二千五百人，盈利急增至逾四千萬
元，大幅改善財政。可見開辦副學士的利潤相當可觀。不
單嶺大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院，香港大學主修進修學
院、香港專上學院亦有超收問題。而部分課程並未通過
聯校質素檢討委員會審批和確認其資歷架構，
就已開辦招生，故學生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
障。更甚者，一個獲資助的學位課程，每
年成本約二十二萬。可是，與學士課程
內容和性質類近的自資副學士課程，
一年學費只需六萬元，當中開辦這
些課程的院校更年年賺錢。所謂
一分錢，一分貨，可以就此推

測他們的
利 潤 大 部 份 基
於不合理削減教學成
本所致。師資和教學設備
等都難以跟專上教育應有的水準
相比。
 
政府仿效美國推出副學士，是為一些未能考進大學
的學生提供重讀之外的銜接學士途徑。「關注副學位大聯
盟」的意見調查顯示，97.94% 的受訪學生希望升讀資助
銜接學位課程。但升學之路談何容易？每年新生人數有約
一萬五千人，但現時政府卻只提供二千個資助銜接學位，
只佔副學位畢業學額不足一成。在如此低的升學率和認受
性下，大多數副學士的金錢、時間和心血因而白白浪費。

副學位學生的心態其實也值得反思。現時副學士及高級文
憑課程的學生可分為兩類，一是文憑試或高考失手，又不
願重考，而修讀副學士課程，期望自己能升讀學位課程。
二是成績平平的學生，既不想投身社會，又不想無所事
事，藉修讀副學位逃避成長。後者不只是副學士的問題，
但副學士的出現，卻為這一批人提供更多延遲投身社會的
機會。

成因

之所以導致如斯田地，是因為董建華為使擁有大專學歷的
人口增加，於零零年引進副學士學位。由於出生率下降，
如學位數目不變，能夠修讀大專課程的比例理應提高。政
府雖然解決了社會對大專課程的需求，卻令學位貶值，可
算是為做而做。為做而做之餘，政府只根據需求而供給學
位，忘卻這可能是畸形的需求。部分學生之所以修讀副學
士，僅僅是為了增強競爭力，增加就業機會，真正追求知
識的反而不多。副學士課程大多與行業掛鈎，可惜政府發
展多元產業不果，副學士畢業生的工作性質也大多與本科
無關，以致學無所用。假如政府紓解就業問題，或許能間
接降低大專課程的需求。

說到底，現時學店林立，其實是為了應付市場龐大的需
求。學生選讀副學士往往都是為了銜接學位或文憑，因為
大多數人以為，一紙在手天下我有。正正是這種文化令很
多學生盲目地讀書，而忽略了專上教育的意義。文憑是一
種能力的證明，但為文憑而讀書就本末倒置了。

我們身為大學生，理應認真思考學習的意義何在。在接受
高等教育的同時，大學生應該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為香港的未來出一分力。

圖片來源：各大院校網頁

24

學
位

商
品

化



25

六月，有五月三十五日；七月，有七一；
九月，有開學；十月中，有國慶。唯獨八
月，竟惹寂寥……其實，再過幾個星期，
八月二十九日，就是《南京條約》簽訂日，
亦是香港開埠 171 週年。
 
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欽差大臣耆英、伊
里布與英國代表璞鼎查正式簽訂中國近
代史上第一條不平等條約──《南京條
約》，迫使清帝國割讓香港島，開始了香
港的英治時期。所以，說八月二十九日為
香港的開埠日，亦不為過。
 
早前，有激進遊行人士高叫「《南京條約》
萬歲」，遭受建制派圍攻，紛紛指責遊
行人士不知廉恥，將國仇家恨當成寶貝云
云。不止《南京條約》，過往紀念二戰勝
利的「香港重光紀念日」，亦不知不覺間
消失了。也許如一建制派人士所言，香港
脫離了日軍統治，卻回歸英國殖民統治，
而非中國，這決不是「重光」，只是另一
次的淪落。
 
我們應為《南京條約》感到羞恥嗎？這個
問題似乎難以解答。不過，剛才談及的
「香港重光」，卻令我想起「國恥」。近
年，中國大陸或是臺灣，都掀起了一場又
一場的「保釣運動」，或是因此而成的「反
日浪潮」，要數最搶眼的，可謂「打倒日
本軍國主義」。這個年代的華人，都慣於
使用這句虛無的「軍國主義」，宣泄他們
的反日情緒，一揚愛國熱誠。兩時三刻就
翻出軍國主義、二戰侵略，令日本人彷彿
都背上了原罪一般。要知道，二戰的可貴
之處，甚至歷史的作用，不在於教曉你哪
個民族是你國家的仇敵，卻是讓你看清史

實，要全人類都避免同樣的錯。難道羅馬
帝國滅亡的教訓，就完全不值得一名巴西
學生參考？可悲的軍國一體路線、只依賴
米糧而甘願放棄自由，種種教訓，日本人
都汲取了，在彼岸的大陸卻依然堅持「解
放軍為中國共產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
力量保證」、「發展是硬道理」、「穩定
壓倒一切」。要是以一個炎黃子孫的身份
去看歷史，你的榮辱包袱不免窒礙分析能
力。稍稍放下那個如蟹鉗般的國仇家恨，
或者會得到答案。

 

不能否認的，是《南京條約》確立了香港
的城邦格局，令中國大陸與香港走上截然
不同的道路。城邦，不是自閉的城堡。從
明治維新、洋務運動，以至辛亥革命、改
革開放，香港的獨特地位扶助了東亞地區
各樣改革，尤其是中國，一點一滴地改變
了東亞的歷史。對於近代大部份香港人，
也許這座米字旗下的小城，不過是個安身
立命的避難所，無心插柳柳成蔭，造就一
代獅子山下的奇蹟。對於中國，這顆滄海
遺珠倖免於太平天國、北洋混戰、極左運

圖片來源：upload.wikimedia.org, sharpdaily.hk, maxdamonkey.deviantart.com

動的摧殘，一次又一次地振興中華，重
建政經，讓飽嚐革命炮火的中國補充金
甌玉露。香港不同於中國，一百七十年
的英治，無意間讓東亞傳統與西方文明
慢慢互融，而非轟轟烈烈的煥新運動。
忠勇與法理；天倫與自由戀愛；敬畏天
地與科學精神；始終幹不出翻天覆地的
蘇式災禍。
 
時至今天，我們還應怪責日本人嗎？怪
亦無補於事，何況二戰的種種侵略與當
今日本人無關。不止是日本人，中國
人、亞洲人、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應汲取
二戰的教訓。日本人不需為遠祖的錯過
而終日低頭謝罪，若有中國人不滿，還
請他們年復一年為秦、漢、晉、隋、唐、
元、明、清的所有對外戰爭謝罪。鴉片
戰爭擺明是英國人的侵略戰爭，但輸的
不是我們，應敢羞恥的不是我們，真正
的輸家是那副不可一世又腐敗不堪的大
中華天朝主義。明顯地，這個輸家今天
依然不倒，還樂此不疲地向世人炫耀。
即使你要算是哪個種族敗了香港，那都
先是滿洲人，關我香港人何事？香港人
無需悔疚，當初的割讓，我們無半點不
是。打倒天朝主義的雄心、揭示中華沙
文主義的虛妄，才是對應《南京條約》
的應有態度。
 
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正因《南
京條約》，才有今天香江的不朽名句。
我行無愧作，對得着天地良心。今年八
月二十九日，我敢開香檳慶祝香港開埠
171 周年，你呢？

◆保釣示威者手持「打倒日本軍國主
義」標語

南京條約

171撰文：爾寧
排版：蔚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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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都天真地認為大學生活的重心應不會再放在學業上，可惜跑進來科大，你先要去掉這個自以為是理所當然的想

法。在每個短短三個月的學期裏，你大概要讀五至六個課程。以商科為例，你大概會在第一個月摸索每個課程的內容、

上課模式、評分準則，又或開始面對功課、小測，那將會是最輕鬆的一個月份。踏入第二個月，一個個期中考試馬上接

踵而來。當你熬過了想休息一下，你會發現那些「Project」、「Presentation」居然已悄悄接近「Deadline」！來到

第三個月，你總算平安渡過了不少個開夜車趕「Project」的晚上，然而卻發現，那個終極大考已不遠了。那些天你會

看到一個有趣現象：校園的各個地方都漸漸冷清起來，但四層高的圖書館卻每天廿四小時都熱熱鬧鬧、座無虛席。

科大的讀書風氣「濃厚」，有些科大學生甚至拿自己的大學生活與籌備 DSE 或 AL 的日子比擬。科大緊密的課程編排

沒有確切的應該與不應該之別，卻確實讓學生把大學生活重心放在學業上。在科大，你不難聽見旁邊的人談及「Killer」、

「爛 Grade」，要不然就是「Below Mean」多少個「SD」。所謂張力，就此而來。

也許你老早就從學長口中得知大學是個十分自由的地方，可以「走堂」，可以「砌 Day Off」。走堂的人，通常心想自

修都可以有同樣效果，或者深信自己能夠追回進度。而「砌好 Day Off」的，亦相信自己有足夠能耐，馬拉松式上課。

不過，人往往會高估自己的能力，又難以約制自己。不少大學生都在考試前夕，用兩三日時間追回整個學期的進度。結

果如何？當然是因人而異。作為大學生，說教已經沒有多少作用，只能寄語：量力而為吧！

      大學五件事 撰文：爾寧、明明
排版：亦桐

一
．
讀
書

上了大學，不少學生覺得自己「大個仔 / 大個女」，突然想擺脫父母定期給零用的狀況。就算有零用錢，或幸好不用

負起交學費的責任，你還是會發現大學裏的花費實在比中學時候高出很多。報迎新營、參加學會、和同學打甂爐、唱 K

聯誼，都要用錢；如果住宿，涉及的宿費和生活雜費更是一筆龐大的支出。因此，做兼職成了不少大學生生活的一部分。

 

大學的上堂時間有彈性，預定的時間表可以調動，學生更可選擇預定課程以外的其他 Common Core 課程。因此，同

學便可把上堂的時間壓縮在兩三日內，以便騰空時間去做兼職。工種方面，身為社會裏接受高等教育的一群，大學生最

熱門的兼職固然是替中小學生私人補習。另外，和學科有關的實習也深受學生歡迎。

二
．
兼
職

回想一年多前，大學對於我還是一個神秘的歡樂世界。直至有天在學校收到來自港
大的一個公文夾，上面印着「大學五件事」，包括：讀書、上莊、住 Hall、兼職和
拍拖。「哦……」當時的我在心裏默默幻想了一會，總算對大學的生活有些概念。特
別當看到讀書只佔當中的五分之一，心裏就特別感動。可是，一年科大生活過去，
現在回顧一番，覺得落差倒不少。到底，把「大學五件事」放在科大生的生活裏，
又是怎樣的呢？

圖片來源：free-texture.net、azib.net、telegraph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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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五件事

從一級只有一二百多人的中學校園一下子跳進一級有一千八百人的大學裏，認識新朋友的機會固然多了不少，加上熬過

苦澀的公開試，大家都有「放監了」的釋然感。更有不少同學希望藉這個龐大的社交網絡一嘗「出 Pool」的甜蜜滋味。

不過科大大部分科目為工科理科，普遍為男生比較擅長，以致系內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有時候數十人的課堂，只有幾名

女生。因此，工科理科的男學生若要一個甜蜜的大學生活，也許就要積極參與課堂以外的活動，例如上莊、住 Hall、

參加各個學會活動等。

不過，所謂「大學五件事」僅作參考，決不是教條式的清單。你會發現，在大學之中，鮮能找回中學生涯的那種親暱，

有時，甚至淪為一種應酬式的交情。友情如是，愛情如是。愛情，不應是你的一張清單，活像個經紀追指標般，到處調

情。誠然，大學生享有的自由多了，卻不代表廉價的縱慾。不論哪個年齡層的愛情，都應付予真心。需知道，科大其實

不大，你的所作所為，周遭自有公論……

除非你住在大埔仔村，否則你必會身受來回科大之苦。不少科大生都有相同的煩惱，所以科大宿位需求一直十分龐大。

科大的宿舍收生政策與其他院校比較，相對地簡單及系統化，無需面試（Hall 6,7 的 LLC 除外），只會按照申請學生的

宿分及供求來分配宿位。宿分主要考慮居所與學校的距離，以及學生活動（如上莊）、校外表現、成績等。

 

大學宿舍不止是一間廉租酒店，更是一個促進學生全人發展的地方。社學生會有各種聯誼活動，讓宿生能夠一起成長，

體驗大學生活。住進宿舍，不是一個逃離家人約束的避風港而已，你要學會打掃、理財等。而且所謂「相見好，同住難」，

即使是好朋友，彼此的生活習慣亦可能有所衝突，更何況是原先互不相識的室友呢？如果室友是外地生，更可能會忽略

了人家的文化習俗，觸犯了禁忌，繼而惹起爭端。能夠學術與人情兼顧，才是全面的大學生。

 

所謂「上莊」，即是擔任學生組織的幹事，負責該組織的一切行政事務。與中學不同，除了校隊，大學的學生活動不用

向師長交代，亦無校方指導敦促，而是直接與會員交代。通常每個屬會都有自己一套的規則，包括選舉制度、人事崗位

等，屬會幹事須依法向會員負責，具備一套相對簡易的民主制度。所以，對於幹事的磨練就更大，得着亦更深。

 

通常，各學生組織都會在學年初招攬新會員。同時，亦會招募新生擔任 Sub Com（附屬幹事），負責一些相對簡單的

莊務或由現屆幹事協助完成，好讓新生一嘗上莊的滋味，同時令新生更深入了解該組織的日常工作。有興趣上莊的新

生，會經歷一番「傾莊」會議，再以候選內閣身份宣傳半個月至一個月不等，最後經由民主選舉而成。

 

作為屬會幹事，你的身份就不單是普通學生，行事亦不得中學時期的輕率。大學的組織一般較為嚴謹，重視制度及問責

精神，選舉前後當然要面對一番質詢，上任後亦得小心翼翼，否則隨時遭受譴責甚至罷免。而且看似簡單的活動，背後

自有一番辛勞，難免要犧牲部份讀書時間、玩樂甚至睡眠。不過，上莊帶給你的除了是宿分，還有處事技巧、人事關係、

傳銷能力、文書工作、論說能力等，這統統都難以在繼後的大學課程中一一講授，卻是投身社會的必備條件。而同時，

更結識到一班與你共過患難，出生入死的伙伴。學生生涯就只剩這四年了，如果學業許可，又相信自己的能力，用一年

的時間，換一生的瑰寶，是個不錯的交易。

三
．
拍
拖

四
．
住
坷

五
．
上
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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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為天

味為本

當大家在科大生活一定日子之後，就會覺得非常乏味。趁大家的味
覺還未被科大一眾食店的劣食鈍化，小編極力建議大家有空便衝出
科大，振翅高飛。有幾點必須強調：第一，所謂民以食為天，一分
錢一分貨並非忍受劣食之理由；科大的幾間集團式餐廳雖然一直以 
用心為其宣傳口號，但是其質素實在不敢恭維，而科大飯堂還要比
其他大學的貴，如果讀者對食的要求是只求飽腹，請無視此專欄。
第二，小編完全沒有收取任何廣告費，所有介紹皆為個人意見，每
人口味不盡相同，如覺得本介紹有任何失實之處，敬請見諒。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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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
小食

西貢當然不只貴價食店，西貢人口
中食街入面有一間專賣港式小食
的小店，沒有精緻的裝潢，但食
物的質素也不差，應該是說它保
留了香港小食應有的價格和味道，
那碗仔翅的味道尤其吸引，香港能
保存住碗仔翅原來的味道的，也可
能只餘下不過五間了。

西貢福民路 58-72 號高富樓地下 23 號舖

必試推介：碗仔翅

滿記糖水自從走出西貢之後，能
品嚐滿記糖水的地方多不勝數，
味道分別也不大，小編對於有否
需要參觀總店有點兒保留，始終
胃部空間有限，走到了西貢還是
吃總店式滿記的話，跟到西貢吃
麥當勞實有異曲同工之果效。

環境：
食物：
性價比：

比起堂食，小編更建議大家外賣。

若大家依然是鍾情於港式甜品而又不想
到滿記的話，這兒也有一間選擇，除了
一般的甜品做得不錯之外，炸香蕉也值
得一試。

西貢以海鮮聞名，說起西貢，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海鮮；但不代表西
貢沒其他優點。除了四周也佈滿渡假的氣息，風景亦不比科大的無敵
海景差。由於海產非小編所好，而西貢對本地人的主打也不應該是海
鮮，而是那些由外籍人士們所開的小型餐廳，正宗之餘氣氛也是一絕，
所以本文主要介紹這些小型餐廳。由於西貢位於遊客區，食物價格也
偏高，有些甚至比得上銅鑼灣等旺區，但既然食物質素好，又有美景
佐飯，間中一兩餐食豪一點又何妨？

環境：
食物：
性價比：

必試推介：無

環境：
食物：
性價比：

芒果河粉份量非常大。圖為與一元
的對比。

必試推介：
芒果河粉、
香芒石榴沙冰

西貢海傍街 16 號 

真味店

滿記甜品 甜源居 

Sai K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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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sano's pizzeria

對於嗜甜的小編，滿記非首選的原因主要是這
間意大利式雪糕店。即日新鮮製造之餘，那柚
子雪葩的味道更是一試難忘，也很多獨特的味
道，如開心果以及椰子芒果。另外，意大利藉
老闆的風趣也令此店加分不少。

對廿四吋Pizza大家也應該略有所聞。
其實不必多提，足料、尺寸夠大已經
是一大賣點，小編試過聯同莊員四男
一女晚餐也只能剛好吃掉一個廿四吋
Pizza（不過據說有另一莊員自己能
吃半個），當然那兒也有尺寸較小的
Pizza 以及一塊塊地出售，胃口不大
的也可以去挑戰挑戰。

西貢叫旺泰特食的食店也有三間，但叫
May's Sawaddee Thailand的就只有一間，
由於小編極不耐辣也不太好冷冰冰的海南
雞，所以對泰式食店無甚麼深入研究，除
了辣度不一之外便嚐不出任何分別，而最
欣賞的泰國菜就是椰青，對這個也只能附
和一下別人所說，敬請體諒。有說此地方
的海南雞飯和串燒是為一絕。

小提示：因為是遊客區的關係，假日的
人流是不可看輕的，可選擇在平日由科
大出發，只消十多分鐘的車程，就能享
受不必跟別人逼的渡假味道了。

西貢福民路 58-72 號高富樓地下 11 號舖

必試推介：各類雪葩
心水推介：芒果柚子

環境：
食物：
性價比：

環境：N/A
食物：N/A
性價比：N/A

必試推介：四種芝士薄餅

必試推介：N/A

撰文：以後都不會再寫食評專題了
排版：會心力交瘁的說

西貢親民街 27 號地下

西貢萬年街 24 號地下

環境：N/A
食物：
性價比：

旺泰特食

Bibini Ice-cream Gel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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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 Kung
在 OpenRice 尋找外國餐廳時，看到這間只
有三份食評的法式新餐廳，小編就抱着中
伏的覺悟到來。誰不知到了以後，驚喜不
絕。此處本為一間法式 Cafe，但法籍老闆
所作的自製意粉和甜品實在是一流。價錢
相比之下更是超值。

小編一直覺得「正宗」此詞空泛，也不知
「正宗」的味道是如何，但此餐廳所有食
品也給我意外驚喜。作為此次食評的首選
也不為過。

環境：
食物：
性價比：

必試推介：
Carbonara、Tiramisu

西貢敬民街 9號

高勝樓地下 1號舖

Le Bonbon d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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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自己出錢不在話下
排版：肚子一天又只能容納三餐

主打英式炸魚薯條。即叫即炸，與其
他英式炸物相比的確吸引許多。

必試推介：炸魚、炸 Oreo

環境：
食物：
性價比：

西貢敬民街 9號

還有更多餐廳，未能
一一盡錄，敬請見諒。

Chip In Fish & C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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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口

應該是很多住宿舍的科大
學生的食堂，不同種類的食店

應有盡有，雖然對小編來說，大
部份也是從別區引進的分店，具特

色店鋪相對欠奉。但因為相比西貢而言
價格的確親民得多，對於那些不想去太遠

的科大生，地鐵站附近的餐廳的確是他們的
恩物。如果想在特別一點的食肆用餐的話，
請揭上一頁，前往西貢，那兒比較多選擇
且食物質素也差很遠。
 
東港城附近一眾比較正常的餐廳
已作標示，很多也只是常見
連鎖店，就不多作介紹了。

 
寶琳店：將軍澳新都城一期地下 C16-24 號舖
坑口店：將軍澳培成路 8號南豐廣場 1樓 R1B 號舖

這間來自日本的意式餐廳勝在價廉物美，在全港各地均有
分店，離大學最近的自然是寶琳和坑口分店，為科大學生
的經典食堂。
 
此店特色在於自助餐飲吧，套餐連餐湯、主菜和自助餐飲
只需三十多元，單點意粉和意式飯只需二十多至三十多
元，鐵板燒也只需四十多元。雖然價格便宜，但食物亦有
相當水準，上菜速度又快，可說是物超所值。由於薩莉亞
的食物水準相當平均，小編也就不一一詳細推介了。如果
同學偶爾想以便宜的價錢當一回豪富，薩莉亞是你的不二
之選。
 
必試推介：番茄煙肉意粉、甜蝦沙律、雞肉多利亞

薩莉亞意式餐廳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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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每天山長水遠地走到西貢吃
排版：老子家可是在元朗啊

將軍澳厚德邨西翼 G3-G4 舖

聰嫂私房甜品，地點就近，曾榮獲 2011 年 OpenRice 優秀開
飯熱店大賞，可謂好評如潮。而且，凡持有科大學生證惠
顧，可享九折。因此，此店早已聞名科大，有「科大人之私
房甜品」之稱。
 
店內甜品以蒸餾水調製，可見製作認真。眾多甜品亦有不俗
的評價，在此且舉龍眼椰果冰、榴槤班戟和芒果班戟數例。
龍眼椰果冰份量十足，龍眼味道濃郁，「啖啖龍眼肉」。至
於榴槤班戟和芒果班戟，則嬌小玲瓏，只有兩件，然外皮又
薄又滑，忌廉幼滑不甜膩。榴槤芒果，各擅勝場：榴槤果肉
味道香濃，芒果則清甜美味，相信總會有你的心頭好。

將軍澳新都城一期地下 G25-26 號舖

家樂小廚粥麵茶餐廳位於寶琳，科大人來往方便；而其更大的
賣點在於它的打烊時間－－凌晨四時。因此，它是不少科大夜
貓的宵夜好去處。此外，餐廳座位充足，且採用圓檯設計，好
讓一大伙人相聚，知己敘舊暢談，戰友慶功狂歡。

小編曾在莊聚中嘗過此店的蜜糖雞翼，入口熱辣香脆，細嘗之
下，外層蜜糖的甜香和雞肉的肉香配合得天衣無縫，實在是相
當美味。另外有一道茄子斑腩煲，茄子和斑腩的生熟度剛好，

芡汁夠濃稠，鑊氣十足，是一道相當惹味的菜。

聰嫂私房甜品 

家樂小廚粥麵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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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虹

如無意外，新生們對彩虹的第一印象都是那條長長的小巴人龍吧！其實
彩虹也有不少通宵營業的食店，何況彩虹往科大的小巴是二十四小時全
天候服務，實屬通宵談心的好地方。以茶餐廳和大牌檔等舊式食肆為主
的彩虹，對比起前三個地方又是另一種風味。

40

鑽石冰室

彩虹青楊路 11 號彩虹邨金漢樓 37 號地下

香港的冰室到現在已經買少見少了，而鑽
石冰室所在的彩虹邨內，卻仍有不少如街
坊士多、舊理髮店等老式商店的蹤影，悉
數保留舊香港的獨特風味。趁現在有空下
來，當然要喝一杯冰室獨有的香滑奶茶，
感受一下古樸風味，總比日後當此地成為
第二個天星碼頭時，才知道甚麼叫後悔。

極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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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池灣街市熟食中心
清水灣道 11 號 
正當小編苦思如何把小巴站身後的食店「特色化」的時候，偶然發現在小巴站附近
的牛池灣街市二樓有一群被我們遺忘了的食店；這些食店的點心水準固然超越南北
小廚，但味道竟然比得上集團式茶樓倒是令小編為之驚喜，以後上早堂前，若有空
餘時間買早餐，不妨多走幾步，讓那些堅持傳統手藝的公公婆婆知道，我們這些八、
九十後仍對傳統中國食肆有興趣的。

金發車仔麵
牛池灣富池徑3號

身在小巴站正後方的它，相比起牛池灣街市熟食中心，選擇看似少了一點，但勝在是廿四
小時營業，價錢亦合理，串燒平均八元一串，較其他地方便宜不少，當然味道方面就不能
要求太多了，環境也有待改善。

撰文：總編催我稿的同時
排版：肚內全是要試吃的食物

41



42

生活
Life

大坳門，又稱大澳門。位於新界
西 貢 區 清 水 灣 半 島 南 部， 即

清水灣郊野公園。該處風勢大，所
以成為了香港其中一個放風箏的勝
地。郊野公園內有不少燒烤設備，所
以也是個燒烤好地方，亦有小食亭
出售風箏和小吃。唯獨交通比較麻
煩，由科大出發可先乘 91 至大坳門
下車，再步行二十分鐘才能到達。 

遊山

山上的看到的日落

小提示：緊記做足防蚊措施以及防曬
措施。另外因為大坳門非全年大風，
想放風箏者緊記在出發前到天文台察
看風速，以免步小編後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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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一天睡不到十小時
排版：不爽的 PPG

 
上文提及西貢景色宜人，碼頭亦有一
批小販向遊人兜售不同海產的魚乾，
價錢也合理，同時順海濱走就會到達
一個沙灘。雖然沒燒烤區，但西貢也
有不少古蹟，加上前頁提及的各式食
肆，所以要在西貢待上一整天也不是
難事。

行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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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沁泉
排版：漢堡

    「聽說只要跳過這塊智慧石，就能 Dean's  List 了。」

         阿民打量着面前一塊四四方方，足有一米長寬的「標

誌」，它坐落於連接橋的邊上，微弱的燈光投下一抹淡淡

的陰影。若不是聽組爸說，他保證到畢業都不會知道它還

有名字。

         然而這不過是無稽之談而已，Dean's list 對他來講永

遠只是遙不可及的星斗。作為一名 GPA 平平的理科生，

想要選到理想的主科無疑是天方夜譚。加上父母無形中施

加的壓力讓他喘不過氣來，自小唸書就名列前茅的他面對

芸芸頂尖的同輩，總是怎麼考都不滿意，不是最厲害的一

群又有何用呢。只是最近一直埋頭於書堆中，他的思維依

然無法活躍，以前不會的數學題仍舊是一頭霧水。

         「明天要 Quiz，還是快點回宿舍溫習比較妥當吧。」

他自言自語地走回宿舍，總覺得多看那智慧石幾眼，奇異

的感覺湧上心頭，一陣風吹來，三月還寒，他不禁縮了縮

脖子。

         漸漸又過了一段時間，阿民發現一些難熬的課程居然

讀起來得心應手，不用怎樣費力就理解了大部分內容，說

不定他的腦子開竅了，一下子成了天才的滋味他竟有點措

手不及。

         只是他最近總是丟三落四的，連一向爛熟於心的家

裏電話也忘得一乾二淨了，非得隨身攜帶記事本才可以安

心。難道學業才有點突破就患上腦退化症了？怪異的是，

每當他經過智慧石時，所有的事卻好似從未丟失過，一點

一滴都如在眼前。再走回宿舍，又回到腦袋空空，只剩一

堆公式的狀態。

         這夜他輾轉難眠，心緒不寧。眼裏又模糊地浮現四方

的智慧石，斷裂的記憶胡亂地拼湊着，他感覺夜晚他去過

那個地方，黑漆漆的只有那冰涼的石磚泛着寒光。然後一

覺醒來就像被掏空了腦袋一樣，身子輕浮，四肢無力。

         於是他隻身走去那裏。漸漸地，四周升起迷霧，比

平日還要濃重，視野變得狹窄，朦朧中只有那橙黃的燈光

詭異地閃爍着。偌大的連接橋空無一人，安靜得可怕，只

有自己的心跳如此清晰可聞。氣溫卻忽然驟降，大概只剩

七八度，阿民披着單薄的外套，不由得瑟瑟縮縮地搓着雙

手。

         他的腳步瞬間定住了，因為有一個人背對着他，跪在

了智慧石前。

         慢慢地，從智慧石的中央伸出一隻瘦骨嶙峋的手，外

皮似乎剝落了一大片，骨頭暴露在空氣中，卻沒有流血。

手指的關節咯噔直響，幼長的指甲刮過磚塊，發出刺耳的

聲音，聽得人毛骨悚然，仿佛更冷了。那隻手沿着石磚的

紋理，攀上那人的身體，緊抓着他的衣服，直到頭蓋骨那

裏。接着，竟然像撈魚一般伸進他的腦中，掏出白色的粘

稠的固體。

         忍住將要倒胃而出的嘔吐，阿民跑過去，那隻手已

經縮回智慧石裏面，那人的腦袋幾乎看不出一點剖開的痕

跡。借着燈光，他才看清那是組爸，但他已經昏過去了。

         剛想把組爸抬回去時， 腦中像是藏着上萬隻馬蜂一樣

嗡嗡作響。陰涼的觸感從脊背傳來，一隻手仿佛捉住他的

頸脖，鬼魅的聲音圍繞在耳邊：「我可以幫你達成願望，

只要你把你不開心的記憶給我。」阿民僵直了身軀，卻動

彈不得。

         「說吧，不管甚麼願望，我都可以幫你實現。」

         他只知此刻血液開始凝固，雙手也瑟瑟發抖。回憶開

始倒帶，他記得第一次騎自行車摔得手腳全是淤青，但父

母在一旁置若罔聞；他的科學設計得獎，在家裏也不會得

到任何獎勵；失戀了，一個人在陽臺上喝悶酒，吹風到天

亮……這些都是痛苦的回憶。

         「看吧，把這些統統丟掉，你的生活就只有美好。」

陰森森的嗓音聽起來卻變成催眠曲，他猶豫了，眼神顯得

迷離，意識開始渾沌。不知從哪裏又鑽出另一隻手鉗住他

的肩膀，向上延伸……

          “別碰我。”他抓住蠢蠢欲動的手，摸上去就好像一

根肋骨，心底一寒：「也許那都是些痛苦的記憶，但是，

只有它們才能塑造今天的我。」

         說罷，那一雙白得嚇人的手悻悻地回到智慧石裏頭。

失去了鉗制，阿民像虛脫了一般癱軟在冰冷的地上。好像

甚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幾雙高跟鞋踩過的聲音漸行漸

遠，來回走過的學生神色匆匆，偶爾會奇怪地望向他們。

         到底是夢境還是現實，他分不清楚了。

         只是，忙碌的校園偶爾會有學生一夜之間成為天才的

傳聞，究竟是大腦潛力被激發了，還是其他原因就不得而

知了。眺望青翠的山嶺，他還記得以往的一切，那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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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之傳說 撰文：雪花
排版：漢堡

熙拖着疲倦的身軀，步上小巴。在這個宿位嚴重不足的

科大，住在天水圍的他，也爭取不了第二年的的宿位。若不

是為了趕在死線前交功課，他根本不會在這種時候回去。正

想付錢，卻總覺得有奇異的目光，盯着身穿 Soc Tee 的他。

轉頭搜索目光的來源，卻發現是一個年約二十多的妙齡女子。

熙的目光瞬間由她銷魂的淺笑，轉至那點布料遮掩不住的火

辣身材，完美身材加上紅色連身短裙的打扮，令熙下意識地

坐在她身旁。

「你是科大的學生？」

「這就是傳說中的搭訕啊。」熙暗爽，不忘答道：「對啊，

妳呢？一個女生這麼夜回家不怕危險嗎？」

女子又是一微笑：「你真體貼。」

熙的腦海中浮現了極多可能性，她會不會是騙子？但他

隨即否定了這一可能性——騙子不可能笑得那麼好看。

那女子自我介紹，叫阿絲。阿絲跟熙天南地北地閒聊，

少不了談及他在科大一年的生活。來到壁屋附近，四周一如

往常的大霧，本來如開籠雀一般的絲，突然愁眉不展。小巴

卻在此時引擎故障，停了下來。小巴司機一臉不悅：「自己

行上去科大吧！今天只有我這一班車。」

「也沒辦法了，我們行上去吧﹗」

「嗯。」

走了一段路，二人也是默不作聲，熙止不住自己的好奇

心，「為甚麼你從剛才開始就悶悶不樂？」

「你有聽過那個傳說嗎？有關這霧的傳說。」

「有關紅衣女子的那個？明知是假的，有甚麼可怕？」

熙的確聽過，科大的前身是英軍軍營。一天夜深，兩名

休班土兵在市區喝醉了，在街上看到一個剛和家人吵架而離

家出走的女生，色心起而把那個剛好十六歲的女生拐帶回軍

營姦污，軍營的其他士兵發現之後，不但沒告發那兩名士兵，

反而加入。在那時，人口失蹤十分平常，警察又不會懷疑英

軍，隨口說她已墮海，找不到屍體。在軍營外，那女生如同

人間蒸發，但在軍營內，女孩卻淪為士兵的泄慾工具。八年

後，女孩過勞而死，為了不被人察覺，士兵選了個異常大霧

的日子，隨便地燒掉女生的遺體，骨灰也隨風散在軍營附近。

每逄大霧的日子，都有不同士兵說自己在軍營不同地方目睹

一個紅衣女孩在埋頭掘東西。八十年代初，英軍撤走，這傳

說就跟着他們一起離去。想到這，熙心裏發毛，不禁安慰自

己，今天剛好是大霧，阿絲又是身穿紅衣，故事更不可能是真

的，巧合而已，巧合而已。

「那女孩一直也在附近，想找回自己的遺骨，及後由於要

興建科大，把土都翻亂了，所以她很討厭科大以及一切與之有

關的人。」絲邊說邊看着熙，眼神帶着一絲恨意。「那女孩的

名字叫……」

熙心知不妙，急步向科大走，聽到那女子腳步也跟着變快。

他不敢在拐彎時藉微黃的街燈，偷看她是不是還在背後。他沒

有這片閑暇，也沒有這膽量，證實紅衣女鬼的存在。熙連十步

前的路也看不見了，想起剛才在小巴與絲並排而坐，好像也沒

碰到過她，又想起司機開車前像發呆地由倒後鏡看着他倆，下

車時又好像只對着他一個說話，不禁略一分神，一腳踏空，跌

坐在地上。熙喘着氣，發現自己已走到大學道一號，正想稍息，

阿絲的聲音又再一次自耳邊響起：「那女孩名字叫……」熙強

忍着腳踝處的疼痛，半跑半跳地衝向北閘，掠過科大又一個百

鬼魂集的自殺熱點。熙跑到更亭前面，拍打玻璃，跟看更猛打

手勢指着後面。看更探頭出來，一臉疑惑地看着臉色蒼白，上

氣不接下氣的熙，「你後面有些甚麼？」

熙才敢望向後面，果然一個人也沒，但那些從我背後跟着

我的腳步聲呢？「原來只是回音。」熙安慰着自己。

「你是看到那個紅衣女孩吧？」

看更這句嚇得熙跌在地上，說：「你怎麼知道的？」

「她在這附近很久了……」

「的確是幾十年了。」

看更又一臉疑惑，「甚麼幾十年？科大才開了二十多年校，

我在這也不過十餘年。」「但她是英軍軍營年代……」

「那個故事關她甚麼事？她只是個扒手啊，快去報警吧！

那麼蠢的大學生……」

看更一邊搖頭一邊關上門，熙摸摸自己的口袋，錢包和電

話果然不見，卻放下心。

「原來是假的。」

「甚麼假的？」一把女聲從他背後傳出。熙轉身，剛好看

見一隻手五指輕舒，他的錢包和電話徐徐墮下。熙以極佳身手

在電話墮地前一刻接着了，抬頭正想道謝，卻連鬼影也看不到

半個。

「那女孩名字叫阿絲。」又聽到那一把女聲，熙毛骨悚然。

「那個用我的故事作惡的小姐已經被我懲罰了，我是來還東西

給你的，要是你有空不如就幫幫忙，一起找找我吧！」



凌晨四時四分，「蘑菇」空無一人。我倚着欄杆往海的方向
眺望，冷風拂過我的臉，仿佛想帶走我的淚水，卻怎麼樣也帶不
走我的絕望。

夜色深沉，日間藍得怡人的海現在卻是一片墨黑，黑得仿佛
能將人的精魂吸進去，永不超生。雖然遠處的宿舍還有零星幾點
燈光，但是在現在的我的眼中，前方卻只有一片黑暗。曾經，我
也和那些燈光的主人一樣，是寒窗苦讀的一員，但是現在……一
切都沒有意義了。

剛踏進這間大學時，我和大部份同級生一樣意氣風發，希望
在這四年裏能認識很多朋友、上一支不會太辛苦也很有趣的莊、
可能的話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然後考到理想的成績畢業，開展
我美好的人生。但是，世上所有事都是說的比做的容易。

開學之後，我逐漸被數不清的功課、測驗和考試弄得疲於奔
命，和同學對話開口閉口不是 Below Mean 就是 GPA，更是壓力
倍增。我看着自己的成績日益心焦卻毫無辦法，日夜寒窗苦讀卻
只換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好累啊，我想。

真的好累啊，就像在深海中獨自往前走，明明身體被水壓擠
得扭曲變形，內臟破裂出血，海水不停地湧進肺部——卻還是死
不了。明明根本看不清前方是甚麼 ? 卻還是死命掙扎着往前走，
漫無目的地往前走。

但是，真的夠了。想起自己期末考的成績，想起母親滿眼的
失望和冷嘲熱諷，我心口一陣鬱悶，卻已經哭不出來。像我這樣
一無是處的廢物，而今又有甚麼哭的資格呢。我現在餘下能做的
事，也只有死了吧。

身體像灌了鉛一般沉重，但是如果我從這裏往下躍的話，就
能擺脫這種重量了吧。就像張開翅膀的鳥兒一般，我終能得到自
由和快樂——

突然，我的眼角掃到角落處有一團漂浮着的白影，若隱若
現，看不清模樣。我想起了迎新營的學長說過有關「蘑菇」的白
影的鬼故事，當時還有人組團在凌晨四時蹲在那裏等白影出現，
但結果回來時卻一臉驚恐地三緘其口，於是這故事就成了我們那
一屆的懸案。想不到現在卻被我看到了。

我自嘲地笑了笑。若然是往昔的我，想必已經嚇得尖叫起來
了吧。但我現在離死亡是那麼的近，我真想不到鬼還有甚麼可怕
的。或許我還應該對他說聲「你好，以後請多多指教」呢，哈哈
哈。

腦裏胡亂地轉着念頭，我眼看着那團白影逐漸接近我。我看
清了他的真實模樣，頓時嚇得腦袋裏一片空白。我驚恐地尖叫起
來，眼睛瞪大着，望着眼前的鬼。

「你……！」我伸出顫抖的手指着白影，拼命地從口中抖出
一個字。

「我？我怎麼了？你怎麼看到我會害怕呢？你應該很熟悉我
啊。」那鬼開口嘲諷我，聲音不是其他人描述的鬼聲般陰森森的，
但卻更讓我害怕——那聲音和我自己的，一模一樣。不，應該是
說，除了臉上輕蔑張狂的神態和我不同，這隻“鬼”和我一模一
樣！

「你這懦弱的神態簡直讓我作嘔。想死的話——」說着，它
的手放上我的脖頸，冷冰冰的，把我的身子狠狠按上欄杆。「就
快點去死吧。」

我身體懸空着，半個身子跨出欄杆，在凌晨的寒風中顫抖
着。背後，它的聲音仍不止息，如絲線般傳進我的耳，絕不輕易
放過我。「在這裏跳下去啊，快！如果你甘心像個徹頭徹尾的
失敗者般死去，像人們腳底下的爛泥般死去，你還站在這裏幹甚
麼？」

放在我脖子上的手逐漸收緊，我拼命呼吸着，爭奪着空氣，
勉力發出呻吟的聲音。

「你現在這懦弱得要死的醜樣子，對得起過去十多年努力的
自己嗎？對得起你曾經的夢想嗎？！你不是還有未完成的事嗎，
你就這樣死了真的可以嗎？！」

聽着它的質問，雖然呼吸逐漸困難，但是心裏卻愈趨澄明。

「我……不想……死……」努力從喉嚨中憋出聲音，我奮力
訴說出內心最深處的渴望和本能。自己說了出來後，仿佛夢醒了
一般，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對啊，雖然現在還找不到前行的方向，難道我就要甘心這樣
放棄嗎？

突然在脖子上的壓力消失，我跌坐在地上，仰頭望着正在逐
漸消失的白影。它那和我一樣的臉容上揚着自信的微笑，一如往
昔的我。

「謝謝你……果然，我還不能死啊。」望着它，我勾起一個
和它一樣的笑容。雖然有些僵硬，但是有朝一日，我的笑容能重
新回來的吧。

「知道就好……不要和我一樣。”它笑得有些悲傷，接着完
全消失了。

它消失之後，我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很久很久，思考了很多很
多。雖然現在甚麼都不能確定，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能夠
繼續向前走下去了。就從踏出第一步開始，終有一天能完夢的吧。

撐起身子站了起來，我向遠方極目望去。微弱的光從東方透
出，打破了漆黑的夜色。

天，終於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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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 撰文：柱光
排版：漢堡蘑 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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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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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
藍

圖片來源：nipic.com, bgfons.com

作者原意是以其他生物的角度，嘲笑人類社會的種種拙處。
以下分別為各段生物，及相應的人類拙處。
蛇；專門化。細菌；過於複雜的生活。貓；失去第六感。鳥，
失去自由。鼠；冷漠。

注解：

今天是公元三十六億年正月正日。據說，以往我們會
在地球的每一處大肆慶祝，為新一年的來臨而大張旗
鼓，聲色犬馬，好不熱鬧。可恨我生在一萬年後的今
日。過去，我們用智慧征服了整個地球，甚至以各種
方式與地球融為一體，互利共生。贊仁的出現，改變
了我們的命運，萬物之主卻成為階下囚。我恨；但從
來沒有忘記我們的榮耀。

我們是唯一征服贊仁的民族，我們被奉為神，我們甘願
與粗糙的贊仁合作。別人經常侮辱我們出賣了整個物種，
但你們如此喪家地活，何嘗不是出賣了我們的尊嚴？應
付一下牠們無聊的要求可沒多大的問題。

除了用水撫慰我。

「很可愛啊！」

「低能。」

贊仁自認聰明，打造了不少器具，甚至為我做了不少玩
意，貢獻也算不少。牠們總夢想自己成為神，單靠那些
玩具，去把神拉下寶座。

我對着牠，撒了一泡尿，就跳出窗子了。

大地吞噬了贊仁，摧毀了贊仁的一切。天空掛上黑幕，
我跑回到深山，俯視墨綠的海水清理了贊仁的一切，我
冷淡的笑了。

早知了，不想提牠罷了。

****

****

****

****

****

****

我是罪惡的化身。我擅於穿梭於贊仁之間，捕殺異族。
有時，贊仁會看見我，不過多半只懂得吼叫，笨拙地
求助於人。牠們會用各式各樣犀利的武器，以圍捕我。
贊仁自比聰明，但其實很愚鈍。有些贊仁要聽其他贊
仁的話，才可活下去。

「啊！」

我閃。

一隻贊仁發現了我。另一隻贊仁過來，牠有那恐怖的
魔術器具。當我準備逃離時，牠卻癡呆地等候有腦部
的贊仁過來。贊仁有些特別，似乎不同的贊仁會專門
發展某類器官，跟着靠其他贊仁生活。

血濺在我的臉上，牠倒下了。

我拔腹而逃，因為一個贊仁還好應付，就算是有腦的
贊仁都可以，卻不要挑戰合體版，否則秋天會被吃掉。

贊 仁 不 信 神， 牠 們 只 會 發 呆， 或 是 焚 那 惡 臭 的 菌
絲，安慰自己。我可不同，我是世上僅有的良種。
三十六億年來，我們一直雄霸世界，一直都是。

贊仁特別討厭我們，這是我們的相似之處吧。因為討
厭自己那麼悶蛋，我快認不出自己。唯一讓我快樂丁
點的，就是贊仁頭部經常石化，到處亂跑。

牠們特別恐懼數字，又恐懼光，恐懼紙，恐懼自己所
創的一切，甚於恐懼我。

其實生存又有何怕？我的生存目的只有一個──影印
自己，征服地球，而且不用腦。

這才是生命啊！

為了一對子女，我淪為小偷。

我的大耳，為聽他們撒嬌而生；我的鬍子，為他們嬉戲
而生；我的毛髮，為他們送上溫暖而生；我的長尾，為
撩撥他們而生。

我雖偷自贊仁，卻遠比牠們富足。

牠們與螞蟻不同，雖然同樣喜好在地面蠕動，同樣喜歡
用泥石築巢，但螞蟻總有時與我並行，牠們永遠不能。

螞蟻的皇后會分配物資，持家有道，贊仁卻不會。牠們
有些有腦，有些四肢發達，但都被一種用新物料製造的
鎖鏈緊緊扣着。牠們會不停地走，卻不曾被鎖鏈絆倒。
但牠們亦只能不停地走，直至死去。我們會被同伴救出
鐵籠，但牠們永沒有這個機會。

我為唱衰牠們而生，繼而振翅，高飛，享受贊仁一生都
不曾有過的快感。

多年的淪落，無損我們的自尊。因為我們始終確信，萬
物之靈，應當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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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  克              

                              
                              

                 撰文 , 排版 : 明明

3－ 4－ 6－ 9

撲克層層疊在地上

10 － Q － K…

緊湊、迅速、添些亢奮

一瞥手上幾隻伶仃撲克，突然不想繼續

讓你了  我說

你解開方才眉心的一個結，笑着請我抽牌

抽了一張，卻被壓上了另一層不安穩

我馬上堆上張不相稱的笑臉，你沒察覺甚麼

        幸而。

牌局像是重新開始，其實沒有

33 － 你開始玩起花招

44 － 66 － 1010…

我順着應對，無助的，卻又自然起來

迅速、緊湊、壓迫

你的眉心又悄悄湊在一起

突然留意到我的注視， 你綻開一朵笑靨

不幸是

我看出你心裏的不對稱，與對我的猜度

儘管我不想看得通透

AA － 我把最後的兩張撲克放到地上

我看到了遍地謊言

               
          

              哪
是你的？哪是我的？

              都
已無從分辨

手上的牌用光了，一場哄騙遊戲來到尾聲

你贏了  你說，

然後離開，背影擦地模糊－

          我失去了一個撲克牌對手

               
 換來了一份    解脫

牌

Vision to the world 
by Lumos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With neither great talents nor wise thought
——Just a strong will to know the world more——
I see the gorgeous colour Amazon flower
And the pale pristine beauty of South Pole 
skyline;
I see swallows flit across the clock tower
While sparrows jump on the low green line.
Why, I then thought, what a wonderful world!

When I get older, and learn more——
I see Odyssey returned in triumph, defeating the 
monster
Cold-blooded Scrooge turned back to a warm-
hearted man;
Voldemort’ s darkness faded away, no longer 
master,
Oedipus killed sphinx by answering his riddles.
From the stories,
I thought the world is full of warmth, wisdom and 
braveness,
Darkness and evil never last long.

Now what I see is different.
I see ladies wearing silk, gems and furs,
But deep in the slums, vagrants have nothing to 
wear;
Workers sweating day and night like the curs——
Their fat lazy lords rob their grains from their 
mouth……
Their gains, again, have gone in vain.

If the world is fair, 
Why the needy don’t get their wages?
If the world is kind, 
Why hatred and loneliness grab their hearts?
If we care about each other, 
Why the rich is stern to the poor through ages?
If we’re brave to tell the truth,
Why so many lies become true day by day?

If we love one another, full of trust,
Will the world be as good as it was?I hope this, at 
last, will come true,
Or we'll become the lost children in our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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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是個怎樣的地方，你、我、外面的人都知道。
你是個怎樣的人，我不知道，但科大學生是個怎樣的
人，我卻知道。科大學生給予人的印象是不問世事、政
治冷感、缺乏時事觸覺，但我卻不認同，因為你正手執
這篇文章，你想花時間看下去，你正是可以推動科大成
為一所更好的大學的人。

科大最聞名四海的是其可以壓到一切的學業壓
力，每一名科大學生都被沉重的 webwork、present、
midterm、final、GPA 所擠壓，甚至科大學生的自殺率
已是說到爛的話題。科大之所以有如此龐大的壓力，有
人歸究於校方的政策，但有誰明白到壓力其實只是人人
自危下自己給自己的？有誰想過 GPA 只是一個數字、只
是漫長人生中的一個逗號？有誰想過其實有更值得你
重視的東西需要你用心去做、去珍惜？我並不知道科大
學生是不是全部都把學業放在第一位，但我知很多人不
想但不由得把它放在 to do list 的頂端。

科大學生會經常被人罵沒用、廢，經常舉辦活動也
只有小貓兩三隻而已，不得不承認這是科大一直存在的
淤血。科大學生邊罵邊回家 /hall 繼續溫習寫 essay，
然後下一年的學生會選舉投票率仍維持在 16% 的水平。
相信有讀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 是甚麼，也不是難懂的道理，就是當你只能從 A
和 B 之中選擇，你選 A 的機會成本就是失去 B。把學業
看得很重的科大同學在選擇時放棄了了解時事、了解校
政、參與校政的機會，然後付出的代價就是連那些有關
學業的校政也一拼放棄參與，最後學業壓力有增無減，
失去應有的大學生活。科大學生過五關斬六將、辛辛苦
苦才能進科大，難道還不夠聰明去看懂這顯淺的道理？
難道還要繼續不明所以地罵學生會無能然後把唯一能
改變學校風氣的機會拱手相讓？

科大學生會的角色充其量只是一個代理人或發言
人，向校方反映同學的意見。如果你有看過電影《V
煞》，應該記得當中一句發人深省的對白：「人民須給
予象徵力量，象徵本身是無意義的，但如果人數足夠，
象徵就能改變世界。」(Symbol is given power by 
people. Alone, a symbol is meaningless. But with 
enough people, a symbol can change the world.) 
科大學生會只是一個象徵，沒有科大學生的支持和授
權，學生會只是個無意義的象徵。想改變現狀其實不
難，只要科大學生肯改變行動優次，暫時放下書本，站
出來為自己發聲、站出來為學生會選舉投票，就能為自
己的大學生活添上色彩。

科大學生另一個典型共通點，就是現實。身邊不乏
科大學生經常運用黃子華的「係啦」定律，即是「係咁
架啦」1 來解釋他、科大、社會的各種狀況，科大學生對
現實的順從乃香港人的寫照，但卻未充份了解現實就掏
出一句如雞肋般的「係啦」定律，用意在於嗟嘆現實的
強大和自己的無力感，還有不想繼續思考的可悲心態。
在此我自創了一套「應點」定律，全寫是「應該係點」
定律，如你感到有無力感時，試想一下「應該係點」，
再找身邊的人發表自己的想法，或者將「應點」定律傳
授給他們。夢想與理想是一張不會發黃的老舊照片，只
要你不丟棄它，每次你掏出來看都會為你增添希望。生
命是要自己掌握的，當找到夢想時就要好好把握，現實
是不會大無私樣地變成「應該係點」的狀態。

有更甚的科大學生連思考都覺得麻煩，因為現實太
多顧慮、考慮、疑慮，所以放棄思考，隨波逐流。這現
象其實和東方人的根本奴性有關，科大學生曾受多年監
管式、家長式教育，和西方的創意式教育有天淵之別，
因此科大學生守規矩的性格很容易理解。但並不代表這
是現實的錯、是社會的錯而科大學生沒有責任改變。要
明白，世界只有兩種人，一是支配者，另一是被支配
者，科大學生如果不進行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
只可能是被支配者。要進行範式轉移，第一件事是不要
畏懼思考，思考是一切的泉源，正如金句 everything 
starts with an idea，連想法都交由其他人決定是不可
能主動過生活的。第二件事是摒棄故有思維，所謂的範
式轉移就是思想上的改變，不除去故有思維就難以讓新
思想建立上去。第三件事就如艾勃•哈巴德的話：「不
要浪費一分鐘去想你的敵人。試著肯定你心裡喜歡甚
麼」，那種肯定就如定海神針，令你瞬間變成支配者，
你生命的支配者。

這一刻，小弟我作為一個科大學生亦正被千斤學業
壓力壓著，我並不知道怎樣去化解壓力，亦不會花一分
鐘去想這個敵人，因為我衷心喜歡科大、喜歡我身邊的
同學和喜歡你，所以我才寫一篇我想寫的文章。

小弟我未曾想像過理想是多麼高矗的空中樓閣、多
麼難以到達，我只敢想像前面正有一條通往這個樓閣的
樓梯，我可以一步步登上，因為我不想被現實所吞噬，
我想堅持自己的決定。縱然地上有平路可走，但如果此
路不是我想走的，那我走下去還有何意思？在此我想和
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你說聲多謝，因為你想拾起這張紙、
你想閱讀下去、你想讀到最後，當然還是因為你想好好
掌握自己的生命。

科大學生橫切面
撰文：火
排版：晴風

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DIQtJaZC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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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學生橫切面

進擊の巨人是一套血腥而有深度的日本動漫, 剛看完
第一集的我, 忍不住寫下對人類與環境問題的反思。

故事講述人類活在一個有巨人的世界裡 , 而巨人以
人類為食物。為了防止巨人入侵 , 人類造了一幢 50
米高的堅固城牆 , 隔絕巨人 , 但同時人類必須像禽
畜一樣終生活在城鎮內。在保障大多數市民的生命同
時 , 城鎮有一支軍隊定期出城襲擊巨人 , 希望對巨
人有更多了解, 可惜每次也鎩羽而回。在過去100年, 
巨人也攀不過 50米的高牆。但有一天 , 城牆破裂了 , 
主角艾倫只能目睹自己的媽媽成了巨人的食物……

有追看該動畫的朋友應該會感受到劇情流露出的深
度。每個人對同一畫面當然可以有自己的詮釋角度 , 
而本文作者希望從環境可持續發展性的角度解讀第
一集。以下為從第一集中摘取的片段。

1. 故事一開始 , 牧師便不斷強調城牆是用神的智慧
建成 , 十分可靠。城牆在故事中擔當著支撑人類社
會運作的角色 , 而牧師對城牆的崇拜 , 就如傳統經
濟學家對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宗教狂熱。他們活在
自己建設的安穩世界裡 , 卻看不到地牆外蟄伏的危
機。只是大多數市民並不關心牧師的說話 , 只管遵從
規則活著。大多數人對經濟哲學和政治哲學的冷感 , 
造就了人類的卑賤。

2. 城牆的守衛整天酩酊大醉 , 失去了危機意識。其
中一人說：「如果巨人真的破壞了城牆 , 我們自會
做好我們的工作 , 只是過去 100 年也沒有發生過一
次。」艾倫聽到後說：「人類在這樣的日子才有最大
的危機。」 我從不相信有一個永久可靠的系統支撐
我們的社會 , 因為人在變 , 科技在變 , 環境也在變。
可是世上大部分的經濟學家仍然以樂觀的心態堅守
經濟理論。面對天然資源短缺 , 他們樂觀的認為科技
一定能及時創造新的人造資源。對經濟學宗教狂熱 , 
令經濟學家不斷以人類命運的安危作為賭注 , 換取
學術地位不倒的一場賭局。

3. 出外試探巨人的軍隊回來了 , 很多軍人也成為了巨人
的食物。當摩斯的媽媽著急的尋找自己的兒子 , 隊長把摩
斯的手拿給她看。她悲慟地問：「至少我的兒子不是白死 , 
至少我的兒子為人類反擊了 , 是嗎 ?」 隊長卻說：「即
使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外出 , 我們仍然得不到任何有用的資
訊……」可恨的是 , 幾個路旁的人依然冷嘲熱諷 , 毫不著
急 , 不知摩斯是為誰而死。

記得子健在看完環保心戰後 , 跟我提過對人類的絕望。
即使犧牲再多 , 付出再多 , 也改變不了人的劣根性。由
Game Theory 已可看到人的自私自利。Johnny 兩年前也
提過這個問題 ––現在多努力也不能防止世界危機的發
生, 因為人不但自私, 而且短視。有問題的系統環環相扣, 
不到我們插手。我認為我們就像Moses 一樣 , 雖然活在絕
望裡 , 也要燃燒自己的生命 , 為人類帶來希望。即使天災
頻仍 , 經濟倒塌 , 資源爭奪戰一觸即發 , 即使身邊的人冷
嘲熱諷, 我們也要在過程中尋找意義。只看結果太灰機了, 
你們同意嗎 ?

4. 城牆破裂了 , 巨人也進來了。艾倫的媽媽被壓在敗瓦
下 , 動彈不得。當艾倫與米卡莎不肯離開媽媽 , 巨人卻一
步一步接近。守衛漢尼此時拿起武器衝向巨人說：「我一
定可以救回你們的性命 , 就讓我還清我的債吧。」 但在
巨人面前 , 他卻一時間絕望了 , 然後迅速逃走。記住漢尼
就是最初嘲笑艾倫的守衛。這讓我想到一直自信滿滿的經
濟學家面對迫在眉睫的資源問題 , 有一天終於不能再恥笑
環境學家的驚恐了。面對大自然災難 , 人類築起的城牆究
竟能有多堅固自大 ? 其實那只是一幅自我暪騙的城牆。

但誰不渴望無知帶來的快樂 ?

5. 在巨人囓咬艾倫媽媽的一刻 , 血液濺遍大地。巨人開
顏的列齒而笑。旁白說出 ：「這一天 , 人類得到一個殘
酷的提示。我們活在對巨人的恐懼之下 , 並因像禽畜般活
在我們稱為城牆的牢籠裡而感到恥辱。」 想一想 , 在香
港有多少人是活在資本主義下的奴隸 , 有多少人像禽畜般
失去了自由 ? 和黃碼頭工人罷工只是稀有懂得反抗的一
班。更多的人只是懦弱的默不作聲。

想想為什麼作者以巨人為人類的恐懼 ––人類最大的敵
人始終是人類自己。在我們踐踏大自然, 踐踏生命的同時, 
我們正踐踏自己的孩子。我們最懼怕的巨人 , 就是上一代
已泯滅了人性的財團和資本家。他們的貪婪破壞了城牆 , 
就如以二按觸發金融海嘯一樣。他們榨壓大多數的勞動者, 
剝奪發展中國家的人身安全和天然資源。在他們貪婪的賺
取暴利的同時 , 他們啃食下一代的天然資本 , 啃食自己的
孩子。沒有衣服的巨人 , 暴露了人性的醜惡。

我們就是下一代眼中的巨人。

撰文：膠登
排版：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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