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一篇感恩的序，寫於一個特別的時刻。

益已
﹒一〉的特別之處是由學生會評議會委任的

，以前的《高飛報〉試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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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過於製作高素質的刊物，如11:1.

自由度，便成了我們臨編所有工作

往的好，但我確信我們盡了最大的

自變成了 | 酷
的重大 | 援
。在這 | 厲

、付出了無數個晚上的一泉臨時編 員會成

。

今期的第三個特別之處是封面故事邀得深雪小姐和林詠璟4也接受我們
的訪問。因緣際會，兩位都是作家一→草除了令我們喜出望外兼絡站自喜了
好一陣子外，還對我們增加了不少難度。同樣都是作家，訪問內容不可能完

全不同，左閃右避亦非良方，最後我們決定訪問內容相似之處，連標題也一
樣，方便讀者比較。相信同學在看過兩位作家的訪問後，必能更了解作家這

個行業，且有所樽益。

第三個特點就是 fSOC 壇傳聲筒J 以及「學生投稿」均反應良好，首先
感謝各屬會以至各同學的支持。在暑假期間，宣傳工作做得不太足夠的情況

下，同學們仍然如此熱心投稿，實在叫本人感動。承蒙厚愛，令期的振翅特
意調高了這兩部份的比例， f SOC 壇傳聲筒」亦嘗試以彩色印刷。希望各屬
會各同學在以後的日子能再接再厲，令學生會刊物更能百花齊放。

在未來的任期，或假若編輯委員會能夠成立，我希望我們或他們能夠更

進一步，真正踏入學生或屬會的世界，了解他們的需要，反映他們的意見，
令學生會刊物真真正正的以學生為本，消除大眾的「學生會高高在上」的誤

解。

最後當然要多謝正在閱讀此刊物的你，因為你們的支持才是我們的最大
動力。在此亦寄望學生會刊物的素質、同學的文化修養、校園的文化風氣，
都能得到長足的進步。

第十三屆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臨時編輯委員會總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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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相信星障，叉如果你了
解深雪，那你一定會同意她是典型

的獅子座。
她自信，自愛，甚至近乎自

戀;她極有毅力，也很早知道自己
的志向。

小學時代，一個大家都不太懂

事的年紀，已經投稿到報館;二十
歲，已經為作為職業作家而鋪路。
只要你有逛書局的習慣，只要

你有看過流行書，你一定知道深雪

名字。
你可能對深雪了解不深，甚至

從未看過她的書，但也絕對值得看
這個專訪。

因為，深雪這個名字，代表的

不僅是她近十年以來的著作，代表

的更是她作為作家的付出，和她的

毅力。

作家的路 已

「深雪」是寫作事業剛剛起步時所改
的名字。當時她為雜誌的「鬼世界J 部分

寫故事，她向編輯提供了三個筆名，編輯

最後選定了「深雪 J '便一直治用至今。

深雪從小就有寫作的興趣，並在小學
時代已經投稿到報館、電台或參加比賽。

「其實這是代表一種溝通，即是我想告訴

你一些事情，我有些感受想告知你。簡單

如一則校園趣事，其實都是一種溝通。」



她小時候投稿都是比較被動，只是當別人刊發時就刊登，要不然

就強推給同學或妹妹看。她表示，真正的突破來自大學三年級那年，
當時她寫了兩篇小說分別投稿至《明報周刊〉和《清新周刊〉 。 在投

稿後的第三日， {清新周刊〉的編輯接見了她 。 從此她就有一個專

欄，每星期寫一篇小說，方向為「大學生愛情小說」。

大學畢業之後，就為很多雜誌(例如 {amoeba
~ )寫過小說 ，之後就加入了博益小說 。 在這時期

的小說，長篇短篇兼備 。 短篇小說集有《戀愛動物

不吃素〉、〈我的愛情大減價~ ，長篇小說有《貓

眼二說〉、〈早餐的 、〈櫻桃街的禮物〉等 。

數年之後，她加入了文林社 。這時期的小說以
長篇為主 ，亦寫專欄為戀愛中的男女排解疑難。著
作有〈第八號當舖〉、〈當魔鬼談戀愛〉、《深夜

與早晨的周記》、〈月夜遺下了死心不息的眼

睛~ ，以及最近期的小說《死神首曲》、《靈魂舞
會〉等。

\ 
史奮

「當我在十八歲決

在大學一年級時已經處心積慮"作實職業作家而舖路 。 「當時家
中是訂閱東方日報，當時的東方日報有一大版小說版(現在已經

沒有了) ，當中有很多連載的小說或者是十天完的小說等。我覺
得有時候名作家都會有「殆稿』的情況出現，叉或者有些小說一

看便知道是出自編輯的手筆。於是我便經常投稿至東方日報。附
上自己的介紹信，說希望在報館覺得有 r需要』時便用我的

稿。」她就是以「等/人刊登」的姿態渡過首兩年的大學生涯 。 其
當中的用心、勇於嘗試和毅力，相信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她更會

用盡方法增加投稿小說的刊登機會，例如調整專欄小說每段的字

數。
「其實這是立心部署要做一件事，而不是只在空想。」

5 



叫
，
清

十
寫
的
說
最
的
」

二
面
慘
小
。
條
雪

。

在

一
「
、
平

一
深
苦

「
班
」
文
公
到
，
辛

上
。

散
很
找
)
不

面
情
多
不

雪
社
也

，因為要一
應付日常生活的大小事

因是雖然當時寫了很多很

太受歡迎 ，我覺得對我
來是因為我當時未給深

。 當我轉了出版社(文林
晰 。姐那時開始就一點

「其實是找不到自己所以才會慘，找得到自

己使會事事順利。」她補充說尋找自己的過程是

的，她也用了很多年時間才確定以寫作為
為深雪找到她的風格 。 當一個人不清楚自

己的喜惡時 ，別人叫自己怎樣做就怎樣做，然而
是會不快樂的，因為覺得委屈 。 但人在尋找自己
的過種一定要經歷這些試煉。

暢談寫作

熟悉深雪的人都不難發覺她一直以來作風上的改變，

由初時比較「人性」的，寫男女的愛情、辦公室愛情，變
為比較可申性」的，寫神祇、以人的生死為題材 。 「當你
年紀愈大，你會愈來愈成熟，想表達的訊息也會跟十年前
不一樣。當初我讀大學時寫的都是純愛情小說，慢慢地我

想表達的就是我新學到的東西。初時比較「人性』是因為

在二十多歲時我開始對人性有深入的了解，到了三十歲時
可以看得深入一些，可以看一些 new age 的書。」她認為

當她得到了新的知識以後，她不獨想自己知道，而是想介

紹給其他人 。

她在寫毒手J司都1]\說前都會看一大堆參考

書 ， 資料搜集工夫做得很足。「基本上我是很
愛看矗;的，我是那種經常發掘一堆書出來看的

人。j 她覺得作為一個作家，需要不停的受到

新的刺激，而在交談、看戲以外，看書也是一

個很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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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家的條件 |
問起她當一個作家需要甚麼條件，她笑稱: I沒有條件。」她

解釋: I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懂寫字，都有感情。另外我們長大後便
都會明白有甚麼東西是能令我們很感動。只要你把以上的融會在一

起，你便可以成為一個好作家。當然橋段就要用功地構思，但只要

堅持和有信心，你便可以慢慢地成為一個作家 。 」 她補充道 : I 感

情不是天份，是慢慢累積而來的。當然可能有些小朋友三歲已經很

有感情，但大部份的都是十三歲才慢慢知道何謂感情 。 如果(對成

功的)要求不是太高，只要你有一個好的橋段 ，只要你的文字有感

覺、有魅力，你已經是一個成功的作家。其實到米蘭昆得拉、張愛
玲那個境界，所持的寫作要素仍是一樣。」

「不過 ，創作的歷程是孤獨的。如果一個人的心是比較寧靜，

是有利於創作 。 如果你經常都會心煩意亂、不能集中於你的創作，

那你不會是一個好的藝術家。

影響深雪的書 |

問及有那些書是對她的寫作風格影響深遠，她舉了

《西藏生死書》和《百年孤寂〉作例。 I {百年孤寂〉

是一本對我影響深遠的書，因為它教了我如何寫出一本

好的小說。《百年孤寂》是一本非常好看的文學作品，

通常一般人聽見『文學作品』都會卻步，以為一定很沈

悶，聽見它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就更不用看了。」她笑稱
諾貝爾獎是反宣傳， I我當時也是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

去看。但你只要看了五頁，你就會發現書的內容很容易

跟得上，甚至比一般流行小說易讀易看。原因是它有一

個很簡潔的人物表，另外它的寫作手法是近乎〈鋼之鍊
金術師》的，是一種比較可愛的魔幻寫實的寫作手法。

在內容方面，則有很多很多的情慾關

係，你知道在南美洲，開放得很 。 而內裡亦
有很多奇怪的情慾關係 。 例如姑姐和佳子，

叉例如男主角愛上女主角時，女主角才是幼

童 。 個人來講比較喜歡內容豐富的小說， 多
於意識流小說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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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寂〉的架構很複雜，但很容易令人明白，而且感情

很澎j拜。其魔幻寫實的手法，對我亦影響很大。」

書〉則開了我的眼界，未看之前也不知

多的事情發生。雖然我有很多地方看不

門中人。看完之後便對我們這個世界以外
。你可以完全不相信這本書的內

世界有這樣的可能性，也已令我

原作者看改編 i口

〈第八號當舖〉曾經在台灣改編成電視劇，其續集

《玫瑰奴隸王〉叉被新城電台改編成廣播劇，那深雪這

位原作者叉怎樣看這兩部改編作品? I當然就是差

了。」她毫不留情地說。

I <第八號當舖》電視劇的首四十集其實是好的，它能夠

把一本二百多頁的書變成四十集的電視劇，並使原本在書中的

配角都變得很有戲昧，在這方面我很佩服那位導演，亦很感激

這個改編。可是這部電影劇之後還有百多集，這百多集就完全

是杜撰的，看過後令我有點點不開心。

而 《玫瑰奴隸王〉則是搬字過紙地製成廣播劇，但我發

現我的小說是很難變成廣播劇，光是用聲音演繹的感覺是突

兀自守。無論如何我亦很感謝新城電台嘗試改編我的小說。」

她認為如果當時她有參與改編工作，質素會不一樣。可惜當

時苦無時間。

她又認為， {死神首曲〉一、二集是較適合用以改編。

並希望日後會有時間，那她便可參與改編工作。



品味篇 [ J 

熟知深雪的人，一定會知道深雪有極好的品味。她的著作

中， 一切的家居佈置、人物衣飾等的描寫，都是如此高級、有

格調。她認為相比於寫作，品味就真的是天份。「如果你在一

歲半，牙牙學語時，你已經懂得選擇一個最有品味的玩具，那

這就是天生的審美觀。審美觀是無可奈何的一回事，我經常覺

得審美觀是人與人之間的介別 。」

那女日
如何補救?

想法。改善

找一個朋友教自己
出第一步 ，便會很容

差，那可以

推翻昨天的

入門方法，
只要肯踏

、 第三步。

深雪喜歡 new age 的事物， new . a費e 可是講求天地萬物之間的
契合，包含的的大概是所有宗教和玄妙的事物(例如塔羅牌、星相

等)的混和。問及其喜歡的原因，她說道 : r于多歲時覺得很有

型，很有美感 。在八十年代 ZEN 才介入了我們的生活 。 」她當時
覺得喜歡 new age 是前衛的表現 。在長大以後，開始明白筒中的
理論，才開始真心的欣賞。並強調東方人學習 new age 是毫無難

度。「比方說我們求籤是很 new age 的，我們問一些我們看不見
的神靈 。 我們拜祖先、信風水是極 new ag己的事情，西方人現在
才懂得這些。叉例如宗教，宗教必然是 new age 的事物，而中國
人是十分宗教性的民族。」她表示，毫無難度的原因是很多 new
age 的東西對中國人是由來已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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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小說作家的愛情觀 7

深雪對愛情很執著。完全相信「命運的戀人」的理
論。「我知道他是存在，只不過我們暫時未遇上。」並

補充說一直以來，她也有喜歡的男孩的類型:高廈、優

雅、英俊、有品味。

記得深雪曾經說過愛情是一種命運。「如果愛情是一種命

運，那你覺得 r命運』之神對你好嗎? J 

「我以前覺得不好，即是我覺得像我般的女生，應該很快就能

找到一個如意的另一半。我認為我的愛情命運不算是很順利，因為

我有些大學同學在畢業後兩三年就找到另一半，之後就一直感情穩
定，心中也覺得這一種愛情命運是頗令人嚮往。但是現在就覺得自

己的命運也不是不好，因為如果我只是談過一兩次戀愛，我的小說
就不會這樣好看。」

因為知道深雪喜愛亦舒，而亦舒筆下的愛情，跟現在

的不大相同，而文學就是現實的反映。於是訪者好奇的

問: I是否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每一個時代的愛情呢? J 

「八十年代的女生:很獨立，英語很流利，飽讀詩書，有點貪慕

虛榮，喜歡名牌，愛情不如意，但叉希望如意，最後還是事業重要一

點。是一種初步女強人形式的愛情。但我發覺現在已經沒有人再定義
何謂愛情，因為我們對愛情的態度已經開放了很多。例如現在我們很

能接受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談過很多次戀愛，叉例如現代很能接受同
居，十年前也不是這樣。」她認為女性是一個較有活力的性別，相比

下男性在近十年的變化則慢得多。觀察每一個時代的女性就會得知每
一個時代的愛情。



作為愛情小說作家的深雪 ，叉可否給大家一些男女相處

之道的「貼士」呢? r大體上有以下幾點 。 第一 ，男女之間

要互相欣賞，縱然你對他有諸多不滿，但他有一兩個優點深

心，那便已經足夠 。 第二是要能互相溝通，他的程度可
你低，但你不會鄙視;他的程度可能比你高，但你叉不

高不可攀，是一種力量相約的溝通 。 第三亦是最重要

的，就是有愛情感覺。第四是想繼續和對方在一起。」

大學生最重要的是 几

最後，訪者希望深雪小姐能給科大學生一些訓勉。

「最重要的還是做自己，無論在任何時候你也要記得

這三個字。盡量給自己一些空間、時間做回自函， 如果你

一天裡有五個小時身不由己，那就嘗試抽兩個4、考做回你

自己 。 並慢慢摸索清楚自己是一個怎樣的趟，了解自己的
τ=是1τ~

芒音是去。 J

後記 已

深雪筆下的女子強悍、自愛、有生命力，就如她。在
做這個專訪前，已經了解這一點;在這個專訪後，從她言

談間，更能體會 。 她了解自己、熱愛自己、熱愛一切有生
命力的東西。

對於深雪來說，今日的成就絕非偶然。那是來自她的

天份、對自己作品的自信、以及不斷的嘗試與磨練。看到

她當年毛遂自薦投稿至報館，她事業剛起步時所付出的努
力，你便會明白，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11 





，我一天都會看兩本小說。

某

英國文學系，加上中學時也有選修，

年。問及林公姐的作品有沒有受到英國文

國艾學那種緩慢、細膩、重描寫

國文學，要長時期讀一些嚴肅的文學作
練。但她認為影響她的遠不只於英國

的所有東西都會有影響，無論

電影、電視劇。在小說當中，有很多不同的角

，但其實我也只是擁有我的人生。在想像其他人生
都是靠所接觸過的書和電影電視。

那林詠深的小說有沒有受到其他的文學風格影響?

日本推理小說及外國懸疑小說影響，亦很受日
留有餘韻的風格所影響，覺得留白很有美感。所

局亦時有以留白處理之。」





作家這個行業

訪者問林小姐認為作家跟一般行業有甚麼不同。「作為一個

作家，整件事就發生在你和你的腦海中間:你跟你的腦海奮戰。
另外件為一個作家，成功固然要很多人的幫忙，例如設計、市場
策劃等。但失敗則是需要自己承受。當作品滯銷時，沒有人會懷

疑印刷做得不好、排版不夠精美，必定會以為作家江郎才盡，所
以壓力是自己承擔的。但樂趣也是個人的，雖然讀者閱讀時會獲
持樂趣，但最大的樂趣還是在寫作過程中的自我滿足，很少行業
!可以單以娛樂自己，陶醉在自設的世界便能成為職業，所以我覺
:得蚱家是一個奇特的職業。」

無論《微妙物語》系列、《魔幻探偵》系列等，她的小說都

。為什麼會以魔幻作為題材的構思? í寫小說就是

西，我是一個逃避現實的人，寫的小說當然就不貼

p 對我來說，寫作就像白日夢，我喜歡的是很架空，很不
lq]j思i議的高惰 。」

i梳詠深自稱她是一個很喜歡發白日夢、很需要自我空間的

央 關在刻板現實世界生活久了，有時也會覺得頗辛苦 。而寫作則
可讓她久不久在虛構的世界過一段日子，完全滿足她的需要。

說起寫作的苦與樂，她說寫小說很多時都會卡住在劇情中

間，都時的心情真的很彷徨，因為如果放棄那之前寫下的便會前

功盡廢。但漸漸便有了信念，覺得寫小說像進入迷宮，寫的過程

悍碰壁是必然的事。但只要對自己寫的故事有信心，深信有出

路，就能走出迷宮，完成作品。

問及林小姐她最喜歡的自己的小說。「可能是『第一本情意

結.!l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空之鏡》三部曲。 J {空之鏡》在二
零零二年九月出版，現在已經不能買 。她表示將來應該會加印或
重新出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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悴，有很多密團助障。
些劇情 時 椒熹就自然分散了。應該市以再浪漫一點 o J 

問吸她最想自己的那部作品被改編時，她出神地想了一

會，然後說: r如果可以斥資以千萬計，那麼我覺得可以拍

《空之鏡》三部曲或《魔幻探偵〉系列。但如果沒有的話，我

會想看《奇幻旅館》變成電影。《奇幻旅館》的改編效果應該
會不錯。」



。我覺得下
恨說， [因為大家愈東愈框，小說將會以影

像式的文字表達，字句簡單，影像豐富。 J
《魔幼探偵》系列以《歌中消失》作為最後一固，留下一

個不完滿的結局。有不少讀者希望詠深會出第六固，還男女主
角一個完美的結局。但詠陳希望故事可以在最動人的時候結

束，所以不會出第六固。
問及林小姐的寫作動向。 í ~微妙物語》會繼續，而我正

在考慮開設一個新的系列，但作風應該不會改變，都是以一個

謎開始，加入一些奇幻的原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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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11 ft

心情 特 撼哼主智商希

每一刻都看成最後，便會特別珍j惜這份1感情 F

她相信一生一世的愛情 糾 但她認為必須要很小心經營。只有

把愛情剪成很多小段，才可以一分鐘一分鐘地延續下去。一旦雙
方有了一個很肯定的將來，便會很容易「坐定笠六J '而無可抗

拒的現實是感情是會因時間變成流水的。「如果你相信 r無論如

何不修邊幅，他也不會拋棄我，因為我們是命運的戀人」。那我
相信終有一天對方真的會嫌棄你。」



愛是無止盡的付出
「我覺得在愛情中，大家一旦計算起來，就不可行的了。

因為我覺得愛情是要盲目一點，如果我愛你，我就不停的付出
和付出，令你吃不消為止。同時我覺得付出比得到快樂，付出
是最單純戀愛中唯一要做的東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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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我覺得現實是客觀的
神也不，必活在現實
自己創造L一當然可

是，如果現實迫馳 2

林詠深認為，做人最重要的是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盡量
去追尋令自己快樂的事情。

對於林詠深，小說中的虛構世界就是她的烏托邦，她找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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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

太平醫療保健已經在科技大學的

診所提供了近六年的服務。在這六年裹，診所根據

學生、學校員工及家屬的要求，盡可能多地

各項服務，並於二零零五年初新增加了物理治

療服務。為此我們採訪了學校診所的負責人

曾文靜醫生，希望能夠對診所作詳盡的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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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為學生所提供的服務通常是類似家庭醫生的

工作，例如對傷風咳嗽的診治 。 同時診所還提供很多專

科服務，例如物理治療、內科、外科、婦科、皮膚科、

眼、耳 、 鼻、喉、胸肺科等 。 學校會為學生付所有的診

金，但專科方面學生自已也需要付部分診費 。 普通的專

科只要一百六十元，物理治療成本較高，要二百一+元 。

對於嚴重的病態，診所的醫生會聯繫校外的醫生，找出

解決方法 。

此外，如果有學生要到外地，例如出國做交換生，

需要填寫醫療方面的表格，也可以要求診所的醫生幫忙，

診所會收取一定的費用 。 因為出國、外出遊玩而需要打

針、服藥的學生，診所也很歡迎 。 另外若想接受身體檢

查，診所會安排，例如抽血、 小便抽樣本等，價錢會比

外面的醫院便宜 。 據診所的負責人介紹，通常不太建議

學生做這一類的檢查，除非他們身體確有不妥 。 但本著

以人為本、為學生服務的原則，若他們堅持，診所仍然

會幫忙的 。 除7看病，診所還提供值康預防服務，例如

肝炎疫苗 。 目前接受疫苗的人數明顯比六年前少得多，

對於這類比較好的專案，診所希望能加強宣傳效果 。

然而，診所不僅關心學生、員工身體的健康，還有

精神上的健康 。 其實診所一向提供的諮詢服務主要是針

對醫療方面的 。 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醫生注意到有些

問題並不是醫療方面能夠解決的，像學習 、 工作壓力過

大導致情緒波動、心王軍抑鬱等問題 。 為此，診所特意安

排了男、女醫生，如果同學們遇到情緒問題，醫生很樂

意和他們聊一聊 。 在此，診所的負責人特別強調，其實

學生去諮詢醫生的意見是很平常的 。 他希望同學們懂得

利用這方面的服務，舒緩壓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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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Norm~ C胸前，

物理治療診所和學生事務處 (Student Affair Office) 亦保持著緊密的合

作關係 。 如果有甚j童心理上的問題，醫生解決不了，或者是時間

上不允許，他們都會和 SAO 的諮詢師聯繫，以期望解決問題 。

SAO 則有時會發出一些郵件通知，提醒同學一些常見病症 。 比

如說之前的流感 'SAO 亦利用電郵提醒同學需要注意的事項 。

由於診所在 2004 年年末開始提

供的新服務物理治療是，反應不

錯 。 所以 2005 年年初診所與學校

的運動社圈，像欖球社團，進行接

觸，提供過幾灰物理治療 。

診所也會宣傳健康方面的知識，例如舉辦相關的講座，

也是診所為科按大學提供的服務之一 。 像一年級新生必須

上的 HLTH001 講座，就是診所協助學校舉辦的 。 此外，

任何關於健康方面的話題，只要學生有興趣，診所都會

儘量滿足，例如請醫學界有經驗的教授到科大開辦講 做物理治療的收費高 。 如果運動社團請

一個物理治療師來一個下午，通常需要數座 。 不過，如果有興趣或者到場的觀眾太少的話，舉

辦講座就比較困難了 。

締結來說，科大診所基本上就是一間大規模的

家庭診所，提供各方面的診治，時刻關心著學生們

的身體和精神方面的健康 。

千元，但考慮到這些社團的預算可能不夠，

診所特意提供7兔費的物理治療服務 。 請來

的都是很有經驗的物理治療師，他們來自 Bern

& H itman一一香港最大的物理治療中心之一 。

經過協商，該公司同意每月提供 3 個小時的免費

服務 。 最近的欖球比賽，診所也請了他們去 。 就像

那些著名的籃球隊、足球隊比賽時，都會有專業的

物理治療師註場一樣，診所希望凡是校隊有比賽的

時候，都能提供物理治療的幫助，即有專醫在場 。

如果隊員扭傷了，就可以當場診治，幫助校隊充分

發揮水準 。 物理治療師每週來校兩;欠，分別是週五

早上和週一下午，這主要是考慮到如果有同學週六

或者周日扭傷7 ，週一就可以馬上去治療 。

23 



補充資料:公司背崇

目U

主要的專科，像外科、內科，耳、鼻、

喉、眼等主要器官科室，都已經有7 ，所

以診所短期內的發展是改變它予人的感

覺 。 八月底診所將在裝修方面有稍稍的改

動，感覺上會變得更現代，更舒適 。 雖然

之前也是名家裝修的，不過由於時間長了，

讓人覺得納悶 。 而考慮到來看病的病人本

來就不舒服，燈光過暗會加劇不適感，因

此診所會比之前更加亮些 。

在採訪中，診所的負責人一再提及他

們想瞭解同學對現在的服務是否滿意，還

有些什麼其他的需要 。 像之前曾有人提出

在骨科上有需要 。 如果有更多的人提出需

要，診所會考慮增加專科，例如請些骨科

的醫生來，有詣的私家醫生都可以 。

在採訪中，診所的負責人一再強調，雖

然診所不是學生經常光臨的地方，但是公

司一直在努力地使其提供的服務更加盡善

盡美 。 他們最希望聽到的是學生對他們所

提供服務的意見、滿足學生的需求，而且

在公司努力改進的同時，學生能夠充分地

利用診所提供的服務，確保自己在身體方

面以及精神方面的雙重健康 。

太平醫療保健是一間於 1997 年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員工包括幾名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如

內科、婦科、兒科的教授，除此以外還有家庭醫生 。 公司於 1999 年開始為科按大學提供服務，主

要服務的對象是學生、學校員工及家屬 。 診所除了做家庭醫生的工作，還有很多專科醫生 。 公司

跟保險公司有聯絡，外部也有醫生網路，可以照顧不同的客戶，滿足他們的需要 。 在 2003 年開

始公司將務範圍擴展至城市大學，負責照顧學生、老師、家屬的健康 。

24 



校
圖
版

-
V
A
-
-

劉
珀
深
李
希
葫
排

•• 

何
穎
賜

雷j草包日寮置的都市炭工樂廢物超過一萬八千公噸，並以笛二

十年增加一倍的驚人速度增屋。已知雷港處理廢物的方法哥爾髓，其

一是焚化，其二是堆墳 。 於11十年代載之前一直細問焚化，直至空

氣污娘問題買到正視﹒才改用堆墳 o IR時六部份廢黨物都以堆填的

方法處理，以致位於將軍j典、屯門以反打鼓攝三個堆墳區的負荷日

益增加﹒預料在七至十一年後將會完全墳渦。因此，為固體廢物另

員可行的處理方法確是迫在屆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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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科大聯同青洲英泥有限公司合作進行了一項名為「環保熔化系統」

的研究計劃，在屯門踏石角興建了一座試驗設施，並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正式投入

運作。此計劃得到政府創新及科技基金的資助，目的是透過物料回收，將可循環

再用的物質，如紙張、鋁罐等廢物循環再用。而不能循環再用的，將經高溫處理，

而當中釋放出的灰燼和餘熱，則可作為生產水泥的原材料及能源，從而達到與水泥

工藝 r共生」的目標。

此研究計劃負責人，科大化學工程系麥高登副教授表示，當初未與青洲英琨有

限公司磋商有關事宜前，只打算收集玻璃，用來製造水泥。因為玻璃蘊含豐富的矽

(s i I i ca) ，而矽是水泥的原材料。但考慮到成本高昂，於是轉向研究其他可行性，

最後才發展「環熔系統」試驗計劃。

香港市民普遍認為，以焚燒方法處理垃圾會帶來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影響健

康。在廢物焚化過程中產生的其中一種致癌污染物 - 二噁英，會隨著食物鏈在人體

內積累，嚴重影響人體免疫系統、生殖系統及其他身體發展的功能。



根據麥副教授，由於此系統燃燒固體廢物時的溫度達攝氏 1200 度，相比一般焚

化爐的 850 度為高，因此在二噁英未形成之前，已經可以有效地將其形成的元素分

解，令二噁英產生的機會減至最低。麥副教授更指出，是次試驗排出之二噁英，每

年僅 O. 05 克，絕對符合國際標準，而比堆填區釋放之二日惡英含量更低六倍。此計劃

屬試驗性質，處理的廢物和產生的氣體有限， 加上氣體在排放前活性碳吸收系統

Ccarbon absorption system) 會將所有二噁英和重金屬吸收，所以他有信心污染可

以減到最少。

由於過量的二噁英會對環境搞成深遠的影響，為防止二日惡英含量超標，縱使系

統的排放量已証實符合標準，嚴格的實地監察仍不容忽視。在試驗期間，系統每日

平均處理大約 30 公噸都市固體廢物。為達到零排放的目標，青洲英士尼有限公司已在

屯門蝴蝶灣和龍鼓灘村設置空氣監測站，所收集的資料會每分鐘一次提交環保署，亦

會於互聯網上載 ，以增加透明度。

就科大和青洲英琨合作的研究計劃 ，我們訪問了一些科大同學 :

提問學化學~二年~ß

幸安哥華留渴吾巧這1@研究計畫ìl ﹒也不安otÇ科大參與其φ 。 香港

的土地爸聽筒袍，揉問焚燒的青~?!架處理廢物是唯一的辦

法。問時現睛斜報進步.栽相售這計畫il 能在廢物處理王O~屋

唷~譯時得平尋訪。

蕪問~雙~t立隸程三年flß

若能做至11零三ξ槳 ， 發燒í1l跟不候還有一1@位青法﹒位，岱需的是

舊世~~II淒辦民居 。

大體更說，焚ít tt堆積侶 . @海in被需雷位置的啼~晨在竹牌。

而且也多@壞E見。書憲章嶄繞開起草燒tn線的青菇 ， 阿以我幸。這新

式的焚化爐5Tl-;L絕究裂嗎至11盡量低。

社問學 化學互鐘有三 二年研

我殼、美司研究計畫ìl皂白有的﹒不能﹒膚色的霆，發燒垃琨會

產生大童二氧化碌，之I ~遁室殼釀.@此雪1歡~II 零三育提

吾吾看守雛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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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問學生物軍三年服

@於我往在追問，旦前哥哥至11高輛新聞峙也前懿蟾亡。

不識﹒ 1但老三ξ誕禮葭皂符合@按標準的話 ﹒ 手授也會

主搏這項計畫片。

梁問學. ~~串串問學 經濟為財務豆豆 二年fJJa

我們頭看聽留渴衛開計畫i\的進哼 ，也認海1'，L焚燒的

青弦更處理ìÛ被皂白有的。戶、富嚴格監察氣體的叫

圾，與堆填姆仗，相T喜焚縛ìÛ站對E星t霞的影響奮戰1)、。

預料研究項目完成後 ，將能有效地處理家居廢物 ， 包括將現時沒有循環價值的固

體廢物，轉化為製造水泥的材料，藉此減輕對堆填的需求，延長其壽命。可是，系統

生產的水泥能否完全取代現時所用的呢 7 另外，若用作興建樓字， 樓宇安全和質素亦

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

雖然此計劃曾受到環保團體的強烈反對 ， 但相信隨著科技的進步 ，必能逐漸改善

現有的技術。 當然 ，無論是堆填、焚化， 又或是探用以上提及的環保熔化系統 ， 解決

的都只是眼前所見的問題。要治標又治本地處理排山倒海的固體廢物 ， 必須致力向市

民推廣廢物利用和循環再造的意識。其實政府過往已在這方面下7不少功夫，例如在

住宅樓宇放置廢物回收箱 ，但要進一步建致將廢物滅量，政府需與市民通力合作，為

未來定下策略性的廢物處理方案。





精國神本土是日本為祭把在戰爭中戰死的人修建的，里

面供拳的既有戰犯，亦有其他戰死者。其前身是「東京招

魂社 J' 一八六九年為追悼「明治維新」前死於內戰的將

士而建。一八七九年則正式改稱「堉國神社」 。 明治天皇

發佈文舍，把戰死者美化為「軍神 J '並決定在靖國神社

安置神位，定期進行祭紀與參拜。

談到日本的神道，則與其他文化頗有不同。人本神道

認為「山 川 草木皆成手中 J' 建立了種種神社祭犯各路神靈。

但靖國神社與一般村社不同，他專用祭把戰死在戰場上的

軍人。「堉國 J I'!r í 安國」的意思。

立貴國神社最初的教義本是希望通過終把來安撫冤魂，

以免給人們帶來災難。而小泉也每每以此名 義來反駁外界

抗議與反對的輿論壓力，經常呼籲亞洲人民 -主要是中國

人民-也要理解日本的文化風俗，參拜靖國神社只是一種

文化範疇上的贊同與表達，而並非支持軍國主義的死灰復

燃。其理由似乎冠冕堂皇，合情合理。然而，近代歷史上

的精國神社之名卻是與戰爭與征伐息息相連的。它折射著

日本向封建軍事帝國主義發展並走著對外侵略的路線，最

終失敗的軌跡。且靖國村社一直由陸軍省和海軍省負責管

轄 ， 從未脫離過軍國主義的陰霾。

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出於對外侵略核張的需要，

軍國主義者們編織出種種神話，用「清國神社」驅使士兵

們在戰場上街殺。此時的靖國神社可吉野完全成為軍國主義

的渲染其思想的工具。像任何其他的政治強姦一樣，軍國

主義也正是運用「效命沙場如櫻花飄落，其魂可在車貴國神

社內找到歸宿，作為晴圓祭神萬世不滅，受人景仰」這一

偽說來蠱惑民心的。在此謊言的煽動下，無數士兵暴屁於

異國荒野。

二戰結束至今，也有很多年過去了，然而靖國神社為

軍國主義效力的本質依舊沒有改變。清國神社位於東京中

心地帶，佔地近十萬平方米，成條形 。村社有圍牆與外界

相隔，中間被一條橫穿的小路阻斷為前後兩部分。院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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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字形巨大牌坊，後院有拜殿與正殿等主建築。在

清國神社後院門外參拜人下車之處，有一對面向神社殿的

十三米高的花崗岩大石燈，是日本政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擴軍徵兵時修建的。石燈底座上分別般有八塊高零點九七

米，寬一點三五米的青銅浮雕「歌頌」了日軍從「甲午戰爭」

至「九一八事變」侵華戰爭的主要戰爭場面。靖國神社後

院一側有個占地近萬米的「遊舊館 J' 展示著日本歷代戰

爭的遺物，去。火炮軍服遺書等。展館內供春著一些臭名昭

著的軍人的遺物。偷襲珍珠港掀開日美太平洋戰爭序幕的

山本五十六在展示廚裹一身披掛，耀武揚威。「遊舊館」外，

陳列著日本軍隊在對外侵略戰爭中使用的各種大炮以及高

過人頭的炮彈等，還有軍馬軍犬軍鴿的塑像。靖國神社內

供奉有東條英機等十四名二戰甲級戰犯和約二千名乙丙級

戰犯的牌位。一言以蔽之，靖國神社已然成為日本右翼勢

力的精神支柱和聚會地。

如此看來，小泉的每期名曰「參拜靖國神社僅僅是日

本文化風俗傳統」的言論顯然是破產了。既然如此，究竟

有什麼原因令小泉敢於甘冒天下之大不韋而做出正式參拜

之舉措呢?

透過現象看其本質，所謂政治手段，無不與 「利益」

有關。小泉敢這麼1t止，可能是對其政治權力有利的。曾經

在參議院選舉前的七月五日，日本五大主要報紙之一的《每

日新聞〉就對全國內隨機抽取的一千一百名日本選民進行

了關於小泉「構造改革」的電話調查，並把靖國神社問題

作為調查的一個附屬部分。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六十九

的被調查者支持小泉參拜請國神社，而百分之二十一的人

表示反對。可見，小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乃是得到日本相

當一部分國民支援的。即使在一部分普通的日本人看來，

祭奠本家族里為國捐軀的先人，乃是成情自然流露的正常

事情，既慰亡靈又慰自己。只有敬重自己的祖先，才能保

證本家族和本民族的香火不衰。而小泉也正是以的此為由，

表示通過參拜靖國神社和祭把「戰攻者 J '可以召喚和凝

敗日本人內心深處的民族成情和自信心，並籍此來鞏固自

己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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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七月份舉行的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在其中 l 
的表現將決定小泉政權的政治生命 。 那時，自民黨在參 l 
議院的議席不足半紋，小泉當然希望在七月的選舉中能 l 
超過丰收，即使達不到，也要確係自民黨的席位不要減少。l

作為前車之鑒，一九九八年的首相橋本龍太郎就是因在 l 
參院選舉中慘敗而被迫辭職的，橋本也因此在日本政壇 l 
一臟不j辰。所以，小泉只有不遺餘力的爭取當時參院選 l 
舉的勝利，才可以繼續執政 。 而要爭取選票就必先贏得 l 
選民的心 。 前一次小泉爭取民心所用的是「堅決將改革 l 
進行到底」的承諾，這對他當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而 l 
之後的選舉便不可老調重彈了，飯菜吃久了都要換一換 l 
口味，史何況政治?經過反復考慮，小泉最後將寶押在 l 
了「正式參拜靖國手中社 J 上。眾所周知，日本經濟那十 l 
年來並不景氣，人心沒斂，缺乏自信，而日本的國際地 l 
位也有所降低 。 因而小泉借參拜靖國神社來喚起日本人 l 
的自信，並以此表明他的所謂「呆敢與魄力」。同時，他 l

也用這樣的姿態迎合了正在日本政壇去。日中夭的右翼勢 l 
力。 l

然而在亞洲鄰國看來，這些悼亡者中相當一部分郁，

是對亞洲鄰國平民百姓犯下滔天罪行的軍國主義分子， 自

同時從我們看來，堉國神社問題實質上是日本右翼政客，

借屍還魂的說法 。 f盡管日本人自己認為那些陣亡者均是，

自己的祖先，且為國家犧牲拐艇，作為個體生命也是受，

害者，僅僅是追悼死者的亡靈，而並非迫他懷念甚至復，

活軍國主義，亞湖鄰國依然無法接受日本首相小泉的做，

法。實際上，或許日本人民的慘敗之舉且在然出於如此萃，

純的成情不得而知，但是小泉政府的假以正式參拜清國 ，

神社的政治手腕卻絕非僅僅如此 。 自

首先，冷戰結采後的日本來自北方的威脅逐漸消失，圖

戰略重點從防止蘇聯入侵到整軍綠道日本海上航路安全圖

且核極參加絡和活動以提高國際地位。漸漸的，日本的 團

軍事實力在質的方面已是世界第三，並形成完楚的戰鬥 團

體制。然而日本憲法第九條卻限制了日本自衛隊的活動 。圖

那些右翼分子為了修改第九條條例，在日本國內輿論發 圖

表所謂新憲法，企圖微底改變 自衛隊的地位與性質 。 但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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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 "b" 早~圳、
此舉卻並為得到國民的積極回應。於是保守的自民黨領 l

柚提出分幾步走，一是確定日本的國旗國歌;二是明確 l

靖國神社的地位;三是把防衛廳變成國防部或者防衛省。l

最後修改第九條條例，變自衛隊為國防軍。

第一階段的國旗園歌的制定早已完成，現在日本政圖

府正著手於靖國神社這一步。而此時的小泉正是為了迎圖

合這錯綜複雜的政治關條而做出了參拜之舉。可是，靖圓

圓神社地位的確立究竟有何作用呢?確立了靖國神社的圖

地位，實質土就是對日本軍的肯定，從而為修改第九條圖

鋪平了道路。同時，此舉也可以激怒、中國，達到意想不 圖

到的效呆。早於幾年前，右翼的《產經新聞》便就日本圖

政府的政府開發援助 Offical Develo ment Assis- 圖

政策發起攻擊，認為這是縱容中國政府。

這些年，中國經濟又急速發展，而日本經濟每況愈下，

修改政府開發援助的呼聲高漲。然而通過外交途徑是很圖

難達成共識的，因為這有悸中日建交峙的默契。因此借圖

此對中日現有外交進行一下衝擊，如果中國因靖國神社團

問題而對日本報復的話，日本政府又可自然而然的中斷圖

政府開發援助的關餘，留作以後討價還價的工具。

小泉也正是迎合了右翼勢力的戰略要求，利用了日 .

本人民的單純è<.情，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而參拜靖國神圖

社的。而且，小泉還是出生於神奈川的一個豪族家庭，

祖父和伯父都是就日本國的國務大臣，他本身也是自民﹒

兌福田派的議員，現是森派。福田派是用福田糾夫的名 圖

字來命名的派別，自始至終反對手。壹灣斷交，是自民黨圓

的鷹派。小泉加入政壇後每年都要二至~三次參拜清國神-

4土，並常年在靖國神社內供發一個燈籠以示支持。現今圖

小泉就是將以個人名義參拜換作了以首相名義的正式參圖

拜。 .

亞洲鄰國政府正是意識到了這一深層問題，才一致 ，

反對小泉正式參拜的行為。而亞洲人民也正是出於對軍 ，

國主義的無限仇恨而群起抗議。也許有時行為或有過激，

但這一切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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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對擁有健康的人，是一種不被渴望的貨品;

但對患有疾病或需要接受長期診治的人來說，醫療是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亦是病人肩上的一個重擔。近日，政

府正使用積極及強硬的措施去改革本港的醫療系統，究竟

改革真的會減輕政府的財務負擔，還是只會令病人雪上加

是F:1?
/t'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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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i熹 7于:紹智介

自開埠以來，香港的公共醫療服務都被政府大

幅資助，如兔費使用救讓車及以低於成本的價格使

用各種醫療服務。政府醫院管理局轄下的所有公立

醫院均提供此類服務，以急症室服務來說，病人接

受診治以及藥物治療，只需要繳付一百元正，而住

院之收費更遠低於一般的私家醫院。因此，政府在

整個醫療系統中扮演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

首:原繁吋

香港人口逐漸老化，社會上各種問題陸續浮現，

尤其是對整體醫療的需求的強大增長。理論上，長

者都需要很多的身體檢查、物理治療等等，長期地，

若長者佔人口比例不斷上升，這意昧著政府在此方

面的開支都會相應增加。數字顯示，年長人士的公

營醫療支出比起六+五歲以下人士高出六倍。可想

而之，醫管局要負擔的費用相當巨大。而整體之醫

各Ef荒-急佳，宮時女會

療支出則佔政府總開支百分之十五，而面對日漸狹

窄的稅墓和膨漲的開支，醫療改革勢在必行。

要應付長期的財困，政府不得不下定決心，

推出不同的改革措施。最廣為人知的一項對策

是實施急症室收費。急症室，可以這樣說，是

大部分病人首先接受診治的地方。政策實施後，

所有求診者均需繳付一百元的手續費。而根據

最近的報導，政府更建議提高收費至二百元，

籍以進一步分流緊急使用者及非緊急使用者。

醫管局主席表示，現時大約有六成的急症室使

用者為非緊急，言下之意，過半數的急症室服

務不能用得其所，而且，真正緊急的使用者便

間接地被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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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頭，究竟調高收費對濫用急症室服務有否幫助?假設市民林小姐之屋苑私家醫

生收費為一百五十元，而鄰近的公立醫院急症室的新收費則為一百元。順理成章，在一般

情況下，我們都認為林小姐會選擇較便宜的急症室求診。司是，若每人都持同樣的想法，

急症室就會異常擠擁。當然， 一部分市民會因為私家醫生的服務較快捷而捨棄公共服務。

如果急症室收費低於私家醫生，急症室被濫用的情況不會得到完全的解決。始終急症室的

服務對象不是那些患傷風感冒的人，他們應該到私家診所求診。所以即使收費不斷被提

高，但市民如果不清楚急症室的真正用途，他們仍舊會有其他理由去濫用，如慣性求診，

或有較好的藥房等。倚賴價格機制不可能有效地消除問題，問題的癥結必須被考擂。

而政府另一方面則正在研究關閉部分急症室，希望可以減輕財政上的負擔。建議指

出， 一些地點相近的急症室可作協調及合併，例如廣華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雖

然關閉急症室可直接節省開支，但無可奈何，服務質素必然會受到影響;病人可能須要

「坐長途車」方可獲得診療，好像以往大埔和北區居民需前往沙田威爾斯醫院的意、症室。

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顧及市民大眾的利益，而只非單純地考慮削減開支。

藥物名+司

公營藥房， 一個會令人想起兔費取藥的地

方，藥物新且數量多，但當中又會有多少人會顧

及這些藥物的成本?公營藥房會提供普通藥物

外，同時都會提供專科藥物，如醫治白血病的藥

物等。這些專科藥物通常較昂貴，而且服用年期

會很長，對病人來說是一個生活上的必需品。對

政府而言，這些藥物是政府的長期支出。長久以

來，政府都大幅資助昂貴的藥費。

根據醫管局的資料顯示，零四年度藥物開支

為+九億，而預計零五年度的開支為二十一億，

增長率為百分之十。面對不斷上升的藥費支出，

政府推出了一本標準藥物名冊，內含超過一平二

百種常用的藥物，當中有百分之十五為專科藥物。

不在名冊之列的藥物，病人要自行購買，如在醫

院內購買，貝1]每種藥需付五+元的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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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能負擔藥費的市民，政府設立了一

個安全網去協助他們。此安全網的財務資源來

自撒馬利E基金。基金以補助形成分擔藥費，

根據申請人的財富決定補金額。而分擔的此例

則為累進制，換言之，越富有的人需負擔越多

的費用。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當局沒有定下最

高的分擔額，申請人有可能要完全自付費用。

問題的原因是補助額不是根據藥物成本為依

歸，反而，申請人的財富是首要條件。使用同

一種藥物，富有的人要自費，但貧窮的人不用

繳費。富有的人心裡可不是眛兒，貧窮的人卻

不以為意。這個公平與否的問題值得我們去深

究，可以肯定的是，要尋求一致的公平是難上

加難的。

而第二點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藥物是需要

長期服用的，政府有否定立一套機制去保障他

們?一個富有的人患了病後失去工作能力，在

沒有收入的情況下，他是否可以完全負擔得

來?而需要供樓的人及負資產的又如何是好?

在古詩

政府財困一日未解，削減醫療開支的改革勢在必行。可是，現階段政府主要著手

於減低脹面上的支出，於其他方面的措施似乎未見得完善。政府更提議仿效強積金計

劃，規定市民定期供款，以備不時之須。政府在改革中採取主動角色。但政策與政黨

之間須互相配合，否則會帶來反效果。

仍是舊的調子，教育及預防方是上策。要令急症室不被濫用，教育市民如何善用

服務，有急需時才去急症室。要縮減藥物開支，令身體強壯才是不二法門。這些政策

聽來無稽，可是，人們就是常常疏忽，以致身體出毛病。要使醫管局財政改善，市民

大眾都有責任。此外，政府必須完分聽取各界意見，制定完善、長遠的政策，醫療系

統方可進入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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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版 戶

相信不少同學都會在中學時代聽過聯校科學展覽

一 1I
的名字，有些同學甚至曾參與當中的~11年，但六

家叉是否清種聯校科學農覽是甚麼?它又是如何

運作 當

這些問題，本期專題版會為你--解答。

排•• 

何
穎
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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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科學厲覽(品前鉗制&組m剖面制

下$甜甜校科勵自-九六八年起，都會在每年暑假

鐘聲將-個大型科學農覽，供市民參觀，至今已經是
第三+八屆。第-聞網交科厲由十閩中學聯合主辦

，在大會堂厲出。民覽目的是希望提高大思對科學

的興趣，同時鼓勵知論交流，促進不同學校之間的

合作。

每年-度的厲覽工作人員 ， 大致上可以分為兩
部份:參厲學校軍間辦蟀陣民覽籌備雲員會 (下稱
籌餐會) 。 學民學校會主要負重討總編棚 、詣+

及佈置鬱厲提樹立 ， 籌委會主要負責備用及推廣的工

作。而大部分的聯校科展工作人員，都建中六的學

生。
三+八年以來，聯校科鷹在社會主逐步建立起

良好聲聲，成員學校亦由第-年的十間增至今年的
:n+鯽品，成為擁有最多成員中學展最有名聾的聯

校組織。 由第二十陸戰胎，為7提升展出作品的質

豪 ，晰榔}展改制必單那式進行。各參廳舉
制雄了參風又外，還可以車經由大會議立的各

位膜頂。
而由第二+三庭跨胎，籌委會都會燼彥展

自不同國家的隊伍及樹也大學參展，從而促進
不同帥的文化及輯肯交流，使展觀吶容更

為多用包。
-i邱吉動的成1力，背後需霸良多人的努力

;而一群中六學生，能鞠$出-i師ru1~成1肺
活動，更是絕不簡單。所以今期專輯鵬會以

第三十j\]鸝條線為例，探吉姆總斜勵台運

作。

參與學校、名單

ltm密層賓南紀念中學 博愛醫院八+過年鄧英喜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ill院 高主教養院

中華喜基管教會體李JÆ芬紀念、中學 懇、幼笑女中學

陳鴻祺(喇沙)書院 三育中學

漢墓國際學校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中華(雪道會安往中學 ~言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聖公會莫壽i曾會管中學

絞草草男書院 聖公會林姦線中姆

拔萃女書院 聖公會整本德中學

天主教母佑會言語明中學 聖公會會學獄中學

恆生商學院 整方i背書院

協思中學 整ìlilι聖方j齊書院

﹒ 香港其光客院 聖約瑟英文中學

沐恩中學 聖約瑟書院

沙田蘇Hfi公主發 莖類斯中學
概括官立中學 聖保綠書院

喇沙書院 聖保絲中學

香港李寶僑聯合世界書院 大埔三育中學

妙法寺劉金籠中學 鄧肇堅維多利亞當立中學

循這中學 街理中學

民生書院 真光女書院

新界鄉議島大t爾區中學 奎j營公立何傳給紀念、中主義

天主教伍華中學 屯門天主教中學

{果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耀中國際學校

{果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



聯校科學展覽籌備雲員會分為到哪門，分自健康晶事辦ß..f慨郁、連緝部、

公共事務官阱日常務部。

展品事務者防守主要工作是醋呆各校參廚乍品的質素、角電路捌豆製作祖回美甜苦直到

自守技術性問題。另一方面他們會為比賽訂立準則，以及確1點七割句公平公正。

常務部主要負責響嫩子一些黨提動例如步行審級嬋親會，他們亦會與淇(榔門

協辦活動，例蝴提品事務部合辦展品負責人交荒營，以及為其他部門提供協助 。

印務音喇負需交計及製作所有籌委會的出版物 ，例如易刊 、宣傳單張、海報和所有供

兩眼用自物品如 soc t間，風樓 。他們亦負責同闊的運作。

公共事務音喇專責推聞斜斜展，增加報對聯校科勵句擺哉。每年度他們者噹至1

1 8間不同的中學進研饋，亦會在約1喃7型商場擺動流動展板、派到專單、維持

噶爾安科展宮芳網站、製作紀念品如傘、恆 、文具等以作宣傳。而跟{動謝謝帶向主、

對立新聞稿也是公共事務音閻明哉責。

通絡部是在一九力思年成立， 主要負責跟取切擇參展隊伍聯絡及招?守外國隊伍 。
今年新增的舌動 「小學生科學工作坊」 亦是由溫絡部主j緬句。

幹事會是由主席、副主席、內務秘書、 9慨秘書、財政及到國們的主管譜曲魂，

合共+人 。 主席將會代表聯校科康發表聲明、代表聯校科展對外、主持輸事會會議等

。 其銷耳個當位則可望文生義，故此不賞 。 到過們主質的設立貝!提為了可以在幹事
會中，每(臨們喜晴司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 。 幹事會的為噶擁有最高權力，所以部門

及參屬學校齡必須重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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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φ3:計量l雇雷置導計量。

~1 
各年十-日﹒枷粗的籌每當便會決定該年的主題

，同關鐘聲哭員學服參加tt賽。為了提抖層出作品的質

索﹒的1因患買蠟值觀區，翩翩區是用tt醫形式進行，
即只有優勝學版(六約三十聞)才可至帽覽塌地旬公寂
愚示倒閉嘴敞開。六會設有自各六學教瞬間組9臨靈

圖以f信平富，學做臨單產全加比i奮之後，便會在其中六位

學生中選出四人作組富晶負責人。

~2:展品負責人講座
而為論認高昂負責人更清起吐竇內容，囂每

當包喃自會學鞠隔)則9屆品負責人吉普座。以今年

為俐，第三十八屆囂密會分B旺十二月問一日在

捌市六學即雷港六學舉動佇第一)鯨晦二)欠愚品
負責人講座。除了為各學做愚品負責人提供鷗R
m比賽聞里外.~年囂每當遇聲音了前屆冠軍慈

幼典文中翱獻tt崗位得，問雷港六學証里學院院
醫采范芳青韌娶份事態憲章憧唱的車轍。

~4:計量!廬住賓

樹神六學生重撤離l學的紅鶴有
68 ﹒在牆恩時可能自噩昕沙問圈，

四位居晶負責人哥在二月

上旬之前﹒因應當明9主題﹒

把他倆嚨

向國且會在一月Mf:ïT6
劃 o 曹雪會避害了作為評判圓的各六

學教授﹒議愚品貨員人有一)欠棚毒三
十分鐘!旬教授措晶自嘲會 ﹒嚇跑勛9

尊崇矩瞌﹒僻醫學生的縛住 。
在!ID.欠見面中﹒各時她9廢品貨

人是可tJJ曹雪喲貝擁有不岡霉國9教

授 。 側間隔音刻姐彌恩是有自脈生

物、化學的，就可以的貝生物鼓化學

宗教授 。 而不會出見嗎教授僻鬧

」的|育兒 。

呈交籌每當。計量l團是E爛頁
形式﹒每閥割關晦樹等4固

綜觀，並宙間司頁上鸝至種喜

酋伺nlH插嘴皆是位置。

筆者普遍闖過戰她樹創
富網頁，內容可謂包羅屬有，

自擅自據居翩械入到哪恤睛

。而且內容尊崇﹒草包含劃晰，

勵總第詳噩﹒當兩步反帥i

胡富理反技銜，→固六學生喜
完全看得明白也有制駒，水
準之高可想而知。



dφ5: 面豈宜
﹒就雷根驅車判圓眼評分織if.r\一些學費觀爽，齡

下的就喜參加lili韻。
面誼分綺蔚部份。先由四位居晶負責人在評李暐她割草路往二十分鍾

的關掛劉樹Plr~l論十﹒然後有六伽分幽9嘲供數騙他帕9設

制乍出提問 。 然質結平判教痴牆時臨四位風Ea負賣人，在這臨倒恤噫

現進行評分 。

step8:廢品負責人交jR禮堂

今年喜喜曾在四目一日至
三日學聯了廢品負責人交錯禮堂

.交i宿營是希望為各位廢品負

人繼續提供輔助~tt賞的價
訊﹒並溺司的菌研制愚品負責

人提供刊酬體反喘創嚇酋
.以反可b結蠹各紋的居品貨員

人增進友誼 。
湛的面目搞自六學教授

、各部門負責人的儲當﹒ tA反

輔島麟、螢火舞會籌﹒可謂

黨實用t翊將關令-身。
step 7:瞬型臉查封創

為了確保層晶反示飽慎型的質素
.反餾決各眼廢品負責人在製作鵬型

自葫當支甜甜題﹒居品事總B酋宙1月

、七月期間，至獨值觀知哪﹒了解
幽腿骨品轎翩翩懼霞，確保臉

型白白嘲層出 。

step8:愚賢

在屠龍之前，各關需舊過還鵬型到塌地 、佈置攤位等準備工作。做了以

上的準備工作後，才可t~U愚覽塌地居覽。

之後﹒各愚品貨員人便雪白公恩皮都!傲攤雕細問喘息。而有些教

授是喜歡「雷葾」成一般公恩人士的﹒所以各層品負責人任個時1儲晦冊書
閥割綿長。另外創蚵因應需惡﹒捌←定敵目的愚品去範員﹒以棚掘品

負責人向公恩吉普償 。

往下文，曾有第三十八屆酬嫻學愚質更詳噩餾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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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活動

聯校科展的成功原因，除了因為有高質素的展品，宣傳也是不可或缺自H寰 。 所

以接下來專題H關等會介系那僻交科展的宣傳工作 。

位共事務部的重建至f1:

令年乞;共事務部在已開宣六何時l唔﹒至11渴

二十增學絞盡f霉斜處。事之併干f~在七F1、 1 \向勵
閉室內大型商場擺詰嘻單位1主謊動處棍，讓軍事布民

認識鵬梭斜慮。

t黨體重T雪芹@.筆書會歷年都~T霉素禱報f1:

差萬傑體髓帥裔。令年言之禱報自11街即被推l屠悟出了

電廣告的報譚。已在本串串報刊登的報道的τ:

三悶 在i屠簡1ìl互勾年主韻
。向 當雪會簡11

五開 訪閉即被拉i居室3際顧盼可靠立立教糧

六間 訪旬在l層(ì1嚀。香港大學理學院院

~訟ZR3音教權

接了報章，乞;其事務部芥會積極聯絡軍8日

電視台，咧的在第三十六屆· n宣講了這3年計劃書

tt脅的權日替老在新城遷台讀述他們的話計。在第

三十七屆﹒妥~錯了每線電視﹒在電視野Cφ誰

也宣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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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科學主f1:坊

:重皂令~新增的~舊情﹒白連總部主辦。

筆雪會吉思街權意大眾對科學的興趣。應該從

小盼艙，阿以當雪會在七向於琶3甚至寶槽!~

信也草草書院Jj~了互f1:t方﹒該毫郵筒超渴二

十苟1)、學學興。

主f1:前主~名街 rn1J館酹 J • ÛÈ肉晏
海1)、學生ÐFlOID體驗1J學在巴常生活的應開

.增加學生對科學位悍的興起。活動背面包

括scÐ雷港大學物理罷教績奪敵8日1海士對牛頓

三~t章的講鶴﹒以1主-1@增型鎚f1:活動。小

學生們會們肢1)、姐，間報紙約曙~魁f1:~2
的學字。在魁注音溺謹φ ，小學生將會體驗室的

n學的頭妙。 「

嘗試務部的重f囊~5動

常務部在令年當辦高1@宣f奮~↓

層的活動。步f弓囂教徒二向二十e

Jj待﹒喜:究步待囂故意得琶浩大學

理學院院置梁志清華賣糧1主科學館館

產黨儒權先生蟾佳主權嘉窟。步持

當教1."Á~今已懿斯φ學f1:起費~ .並瑋
鱗城問好一閣。而周年曬會自11在1\

悶。已從新世草草草莓苟信息待﹒當

φ吾有軍史寵若潰、大地贊誓。曉了差哥

拉l層書i~經費併﹒審員還會芥藉這兩

1@毫舊情宣場斜慮的訊豆豆。



展覽會況

今年聯糊弄關心1月二+六至三+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於首日及最後一日

分別舉行7開幕斯里及閉幕典禮，作為展覽的開始及為諜 。有很多社會上知名人士如
環境軍車級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女士、香巷大學草里學開張梁志清博士者闖出席，而在
閉幕典醋。慵訂本年度的全場總冠、 E 、季軍及其個噸。國令參展學卦交想多，我

們還取7獲得今年全場總冠、 E 、 季軍以及其他有趣的展品以作報導 。

由聖保羅書院戶店信十的名為「自由-三三維

空間」的作品以最囑目的姿態奪得了今屆聯校科

展的全場總冠軍 。 「自由 -Z維-空間」的設計

分作兩部份。一為「立體鏡頭」

(81慨服血和臼meraLens ) ，二是

「立體夢幻酬逾J (SI!研悶悶和~抱頭c

仗的 。 他們是利用浮雕裝飾的概念，把特

別設計的透鏡，安裝在-R掛目機的$竟頭當中，

再以立體眼鏡改賞;中曬出來的照片。便能使單

調平凡的平照片立體化 。 不但有協助日添現場感，

而相片看上去像突了出來，更加有一種真是么7真是真
的感覺 。
其中一位參展的同學表示，現峙的電影公司

所拍攝的現餵2片通常利用兩部攝景線拍攝，再

利用特別技術加工而成 ， 成本相當昂貴 。 但利用

「自由﹒三維﹒空間」只需一部攝景持接便可，大

尤咸省成本 。 他認為可進

一步地用在電影及電見

鑽機作上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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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里叫果羅中學的設

計，製作浮雕姆幟
立自壁畫景如守便不再需

要電腦加工了 。

竑T套

「音樂手套」是在手套上的不同位置3Æ1封神八 ，而
不同位置的嚇八音調都不同 。 只要揮動手指 'i~奏出

音樂 。 除了「空中演奏」這個功能， r音樂手

套」還可樹處五線譜的位置而穹婿

，令到學習音樂、記錄樂章都獲得

有趣及方便 。 展品負責人表示， r音樂

手套」的構思是來自無線，觀胎慶夜秋官

的夾哪八表演 。 但後來發現「夾」 的房巷里不
太適合手指操作，於是改用拉張的方法去產生不
同的音調 。 他們希路益區「音樂手套」的發明

, 
地演奏及作曲，記$是所有突如其來的音樂靈感 。

每隻手指上有兩儡磁宜，對應著
五暢吉普的五線 。 只要自務交電腦或

倒可電引諸?有生備 ' 1~諮聽聽

章了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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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作品是利用了向心力房巷里及枷絲馬錯十，創造出

什園會能騁的茶座，讓人可以在斜面上行走自如，甚至
m.k也不會因1t獻精倒瀉 。 謊十重黑的室主令人(閉關身

處斜面得到平時難?期協見野，加上茶座內播
放的天幕片段及音樂，令都

市人在繁囂的生活中可享受到

片刻的嶄幸的思開空間 。

/ 
何\&

芷

任人梅、谷 聖公會偏要謀中學

述之~r 這構思主要分為三部份. í彩色世界」、

只觀碎屬括十成一個像重萍是筒的樣

子，在茶座的不同高度(不同的半徑)

也會受著同樣的向IL;-力 。 原因是隨著

高度的改變 ， *輛車自台傾斜度也會隨之

改變 ，其重量自切于量岡~ff衡了向IG
力 。

\' í音樂日貴泉」及「魚樂無窮J 0 í彩色世界」 圳呵 CO!OO l sho"Mlhead

利用了防且宣而變色的物料，令浴室一年四季

有不同的顏色 。 「魚樂無窮」的意念則來自魚

缸，話筒將郎為翰的假魚加川谷缸，讓人

。位 置身細研「輸線」則是在湖
置播音設備，並將浴缸的(共水系系記安裝成(學自責

泉師告十 。 「任人h丘吉谷」透過改進現有浴室設

備，將音樂、色彩及大自然的元素加入;如果當

中，讓;先澡增添廈多的趣昧 。

1全

。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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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視蒙吸塵機
香港李寶構聯合世界書說

這個設計是在吸塵機的正前方加上

攝錄皇軍頁，再目等吸塵機的底部改裝得有

如過哩 。 那麼只身聶錄$懿餾要上電

腦，再L力控處t桿控制其方向，吸塵就像

玩賽車遊戲了!



大學及外國隊伍

說到大學摸的立，又怎不能提及我ir腎井大向公眾展出的研究成果?今年我們的理學院生物系及工
學院土木工程稍賄應邀參展 。 理學院展出他1時才線蟲的研究成果 。 研究對象為兩甜甜目似的線蟲

, CaerUhaI:.rllS悶nar回是此在車佳異體的 ， 而 G賠1ahal:x:Jits eIE伊m 卻是由位住同體的，今;欠研究則集中

於c.關m闊的交~Ci壘程 。 結果顯示在交配期間，雌性線蟲會釋出性動各蒙(Sex叭errm:ne)以吸引

異性 。

據展品負責人表示 ， 透過分析|生費洛蒙的化學成份和找出製迪生費洛蒙的基因 ， 再將兩種線蟲

的基因上蝦 ， 研究的最終目的晶體信兩種線蟲是否由同一位祖知笙化出來 。

土木工程系則展出一種用於建築的全新糊叫:水泥基壓電關瓷材料(C研制 h叫做哺蛇

岫t部a) 。 現今的大廈為了增加其安全性，都會裝上感應器以f克貝|忱廈在掰現或地震時的活動，然

他給予適當的反應，例如調動大廈內的水的分佈(立置以平健H則風吹向大廈的風力 。 但目前的感應機

制跟反應機制是兩個分開的系統，而且成本昂貴 。

車廂肩章的糊斗則結合了兩值機制，壓電闊瓷在電場之下，遇到不同的壓力就會給出不同的讀數

，分析這些觀虞:1~以了角尋牛妻宇自台結構將兄;壓電胸瓷遇到不同的電壓亦會有不同的表現(電壓增

加陶瓷會彭張) ，這僻見象可以用來平衡白的眼大廈內的不平衡力，增加安全自台租畫 。

據展品負責人表示，水泥基壓電陶瓷材料最優越之處墨是低成本 。 關瓷的成本不高，亦可混合

水泥成為建第懶洋，無三聽頁外安裝備則器，因此成柄專以ß!f底 。 現時市面品墨未有這種中勿料出售，

相信在數年之後，產品再改良時便能推出市面 。

除了科大以外，今年春巷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香;學成市大學亦有參展 。 至於外國隊伍，今
年就邀得中國、台灣、南非、科威特參展 。

後記

寫聯校科展這個星星目，最大的中轉帥克是
極多外出採訪的工作 。 寫別的題目可能可以
安坐電腦前找資料，而這，--(鷗E目， 一段文
字可能已經代表一;欠的外出;采訪 。
由安t1仕七賽以至宣傳，聯校科展的工作

範圈，遍佈港力新界 。 而筆者為7採訪，亦
似乎踏遍巷方新界，去過很多自己以前沒有
去過的地方 。

八月三十一日，當筆者在中央圖書館見
證著他們的閉幕典禮，心中盤算著如何寫最

後的一寸分干部寺，才發現科展令一眾籌委成長
了，也令自己成長了 。
聯校科展就這樣渡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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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

秦始皇為了能夠永享皇帝尊榮之樂，於是派遣方士徐福率數

千童男童女到傳說中有仙人居住的東海尋找長生不老的仙藥。然

而，徐福等人卻是一去不復返，從此畜無音訊。而秦始皇也終於

未能逃脫歲月的審判，終於由於衰老而病死巡避的途中。

lo':' 

幾千年過去了，多少

感慨、多少無奈，多少人

妄圖躲避歲月的摧殘，妄

圖拋卻衰老的悲哀，然而

無論人們做何努力，也始

生冬臣服，方令雋 7j(的自然主見 科大署王里副校長(研究及發展)

易束萊教授(左)與 Geron 行政

總裁 Okarma 博士簽署協議

律下。究竟人能否避免衰老?究竟人能否長生不死?

衰老的真諦又是如何呢?是什麼導致了致命的老化現

象呢?這些問題的答案，現今正為科學家們所關注並

研究著。令同學們欣喜的是，我們科技大學走在了前

頭一一科大與生物醫藥公司 Geron 創辦了一家新公司

TA Therapeutics Limi ted '並與 Geron 的科學家將

合作進行研究，開發端粒晦活性藥物，促進生長及活

動效能，治療老年病及神經退化等疾病，從此揭開人

類衰老的秘密並尋求解決的途徑。

F司已



染色體對衰老的影響

一九三零年，著名的遺傳特

B.Mclintock 和 IIJ.Muller 最先發

現:染色體的末端可維持染色體的

穩定性。 Muller 將它定義為

r telomereJ 。這是希臘語「末端

C telos)J 及「部分 C meros)J 組成

的。倘若染色體失去了!這些片斷，

那麼它們就會互相粘連到一起，發

生結構上的改變，從而影響到細胞

的分裂與生長。

眾所周知，人的身體是由多個小細胞構成的，人之初，

也就不過是一個受精卵而已。但是如何成長到有路勝有腿，

五臟俱全的呢?是的，那全部依賴於細胞的分裂。由於細

胞的分裂τ，才生成了各種不同的細胞，並組成了不同的器

官或內臟。即是在成人之後，體內的細胞依然在不斷的分

裂著﹒並史起著更新的作用。如呆細胞的分裂受到了影響，

在人形成之初其表現就是所謂的畸形，譬如缺少某些器官

或者其他什麼先天性殘疾。而在成人之後，細胞分裂受到

了影響，恐怕就直接導致細胞更新的能力的衰退，即我們

所說的衰老。

細胞分裂與 DNA

而細胞是如何分裂的呢?它們並沒有智

慧的頭腦，也沒有像印刷時用的模版，它們

如何分裂成所需要的細胞形態呢?這個問題

的解決，就要完全歸功於去氧核糖核酸

C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了 。

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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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在這裹起到的作用無異於印刷時的棋版。它

是一種生物密碼，就好像我們用 A 來指代那些好學生，

其後緊跟著 BCDF 的學生。我們可以用這些字母讓那些

同學排隊，譬如說 :ABFD' 就表示讓好學生站在第一個，

後面跟著得 B 的學生，然後是考試不及格的學生，最

後一個是考試及格了。於是，我們根據這個字母代碼

端粒結構

排出了我們所需要的隊形。 DNA 也是一樣，它用四種不同的核苦酸結構來表

達一些基本的代碼，通過不同的組合，決定了不同物質的組合，構成了不同

的蛋白質，完成了不同功能的表達。並最終決定了細胞分裂的何去何從。具

體基因的翻譯等問題在此便不多做解釋了。

而在這一翻譯的過程中， DNA 聚合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在這

種晦的參與作用下， DNA 的密碼才能順利翻譯下來並且表達出來。倘若 DNA

末端的引物脫落後， DNA 聚合時就不能完成這一過程最後的複製，並將留下

一個單鍵的問隙。如若這一問隙不能夠被填充，染色體 DNA 將失去這一 DNA

片斷。那就意味著每經過一次複製分裂，染色體都將丟失一部分的端粒結構，

並影響到與端粒相鄰的一些重要基因。

什麼是端粒?

端粒其實是真核生物染色體末端的一種

特殊結構，由端粒 DNA 和端粒蛋白質構成，它

的作用是穩定染色體結構，防止染色體融合，

保護染色體結構基因，和避免遺傳信息在複

製過程中丟失。這樣，倘若每一次的細胞分

裂都會有一些遺傳信息被丟失，經過不斷的

更新，人體的很多器官會被全新的細胞所替

代，而這些全新的細胞又並不能完全表達所

應有的功能，那麼就意味著人體的那些機能

的衰退，也就是老化衰老。因此，端粒與衰

老可以說是前因後呆的關像。



3 他們研究調查手了五十圳立母親的白石球細胞，

其中三分之二生有患上，良性疾病的小孩，也所以承受

的壓力比正宵的母親要之惕。五二嶽母親們端粒

/ 

., ) 

不過這也只是科學家俏的推暫」 為 1證明這一觀點的正確性，科學家

們不得不作了更多的調查研亮。例如人們常說心理壓力不僅會讓人憔悴，

還會讓人更早的老化 。 的確，有很受證據可以顯示壓力所帶來的不良後果，

可是在細胞層的4上:兵力?老1bfÀ平健康的胡偉仍未歹明。於是三藩市

加州大學的 Elj~sa Epel 等，人便研究了產均對禁色體端粒的影響。

/， 已

/‘ 

的平均長短與正常入沒有顯著差異-手然而，在照料，痛 仇

童的第一類母親們中，即那些歷}]_承受重大的母親 

們，她們的端粒比其松，母親的要短主 且壓力造成的

端粒縮短讓染已體老化土九至，十七年。 、向自主他jif他 臼:< DNA 

發現，不論朱受的壓力有多三妒，她，可門的端施都明顯 , 1 

' 

美國猶他大學的 RiChard- M.'Cawthon領導的研究小組針對 

一首回-十三位年齡在六十歲至尤十一令歲之間的是九，進村研究， (
4替他們在二九八弓牟至4九八六年之間留下崗血液樣卒，檢
視其中染色體端粒的變化情形，並對照受試者的健康狀況與壽

會 ，0 至IJ 考年年終為止， ___:..百四十三:位受三丸者中只 -

里 有四千二位仍在正-tl!?~ 根據這些研究 1 是將一百
‘ 4、 -

自十三位多人尹成兩組，發現端粒較長組會比端

ff 才\lI::較短組多活土回到半年之 J 端和最短喝:幾'個人，，7

罹忠心臟病的幾率是端粒較長素的三位，訊、他們

%\染肺炎，之類疾病的幾率更是高出入倍。端祉最

短的人，罹志中風與癌症的魚，羊肉也稍微偏高，但是
/ 

差距並不明顯。 而，，".~:1t'-，.þ.t ，( _ ~~示 :正
4倍吾 t:Ç，'l 屯PT了吧4年 - d

F
侃
，

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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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此，科學家更加肯定端粒長短會影響細胞的存亡。

M 由於端粒無法增殖，因此細胞分裂若干代之後，染色體
會越來越短，而且容易纏粘在一起，其作用亦會產生改變，

進而使整個細胞發生異變。等到染色體過短時，細胞就

不能再進行分裂，最後走向死亡。在端粒丟失同衰老有

關的觀點於一九七三年首次被提出之後，這一觀點越來

越被廣大科學家所接受且肯定。

端粒究竟為何會丟失呢?

又有什麼方法可以減緩這一現象的發生呢?

Olovnikov 博士提出，端粒的丟失很可能是因為某

種與端粒相關的基因發生了致死性的缺失，即細胞內的端

粒晦活性的缺失。端粒一旦縮短到短於某個“關鍵長度..，

就很可能導致染色體雙鏈斷裂，並且主動細胞自身的檢驗系

統，使細胞進入 Ml 期死亡狀態。隨著端粒的進一步丟失，

便會發生染色體重排，導致無若將、粒染色體和非整數倍染

色體的形成等，使細胞進入 M2 期死亡狀態。如果細胞要

維持其正常分裂，就必須做動端粒峙，阻止端粒的進一步

丟失。否則細胞將不能進行染色體的正常複製。即是說，

只有重斬獲得端粒鷗活性的細胞，才能繼續生存下去，而

那些無法敢動端粒晦的細胞，枕無法阻止端粒進一步的丟

失，只能趨向不斷的衰老。

癌症丟掉端粒和端粒晦的關{玲、

通過研究禁色體在腫瘤形成中的變化，人們發現惡

23 組染色體

染色體實觀

o ~ 

性腫瘤細胞均呈現端粒時活性。而正常體細胞卻檢測不 細胞衰老時端粒長度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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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端粒鵲活性。統計資料表明:百分之八十四點八的惡

性腫瘤具有活化狀態的端粒峙，僅在百分之四點入的正

常組織，癌旁組織和良性腫瘤中端粒時呈陽性。這就是

為什麼癌細胞可以無限增殖的原因。由此表明，端粒時



瘤細胞

既然端粒嗨活性升高可能引起癌

症，永生化是瘤細胞所其有的顯著行為，

那麼對癌細胞的研究將能解決端粒時被

屆主動的奧秘。經過對癌細胞的研究發現:

端粒時被敢動的細胞也其有了永生化行

為。而癌細胞具有端粒時被敢動的細胞

所具備的特性，細胞通過分泌大量端粒

時來防止染色體端粒縮短，以便不斷分

裂繁殖。因此科學家希望通過對瘖細胞

的研究達到防止人類衰老的目標。

衰老可能是由端粒的縮短所致，屆主動端粒

時似乎可以阻止衰老，這就是現在科學家們在

探索階段中得出的粗淺結論。可是，端粒時一

旦被重新敢動，細胞又將成為永生化細胞，繼

而可能會衍變為癌細胞。如何能恰當精確的發

揮端粒與端粒鷗在解決衰老問題同時又避免痞

症?這將是生命科學領域的一個極具挑戰性的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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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它是警方申殺于鋼之有

經從螢幕走進現實。

幾秒鐘後，警衛室的警報拉響:電腦報

進行比較，他們相符的可能性為百分之八

人的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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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前美國已研事 1 這;f，'，.可以辨;古人恥的

，與頁料庫中 i I IZ朴加以吋照 ω 也回

作的私

下， J1t.，兒" . i 略只有百分之

可康;之~:. f]計于 I 需要照片比對

高_r 11-枝

念，呆在

門方先可以提兩川的必

怖襲擊JI寺 "T 太大iA少

2 中?檢測器

1乏這種設有會

方

最近法國研製成~1;

而.qt.地被查出旅客打字中

原理是利用其發射的

它可以快

該探測器的

中物質的原子恥的Jx .t!口

性質的物質，只要把它們

M&態V ' 它/. 1 克會u&收不 l

1，，;能量的 q 付

另外 ， .f.1')~ .t!= 新的 X 光

探測. ，另付晨起叫人體本好 1[ ír 伊-A.11

發揮史好的效果。對方令人流

我們需要製這7種更先進的‘自tae

1 微蚓、採j貝H在

現在社們也不能確川機場，這險51 有 iffl

它是防止恐怖分子犯予'的第-們 ι 』

離手通過_-根管運}i. ':IJ.探測 1抗，常~ f~;;~ 再將納

特別地 I r 痕跡探測儀 l 爭易於1先 j則爆卅物 f"

特的性質，使得它們的仇千，，1b i拿過程更容易

在是提供了強大的幫助

李

中子檢測器配套使用， ; 

方法已經顯符 'K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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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被稱作是

局分析

是經由 n, 

Iß 

可移動丸吉普探 J

方?自勿

H 人搖手而心J:_ ì ~克個

，那就容易殃及無平的人，

能否認自痕跡航測儀 1 給成一定程是士的γ 叫

我們的安撿工作所，可，

拉別儀就能進行探.吋

什覺得簡單快捷， 11 _l"! 

們只需走過它的面前，痕跡

勿晨，品的工作，這樣有利於安捨工

高在檢工畔的效率。

4 ~~A空互聯網及通信技術

JJì{i.]i_ 11詩網和電子郵件已是， 元人們生講中的，

要組成部分，人們能夠利用互聯~ J中口電子郵件進什

j賞削的地信，那麼犯M 分手當然也叫以利用這種井

九一一事件

進來交織情報。為了阻斷這種恐怖情:~:交換的 非 jffi. ' j'~ I司聯邦調查局研製 tl: - H新

的位提系統，它能模仿'ID;'活竊駝的辦法表監視互聯網的通信過程 只要在的師們ß~

務商所在地'ij 枝一台特殊的屯腦就能使用拉伯系統 e 核電腦對通過互聯網服務街的

ilfL iî; 追打監控，一u..哥哥現布價值的內容，便可向動"已絲:根掠指令的不 I;.J '吋以

it 屯-rrt;r 件的他此，也可以記錄通信的全部內仿 ﹒ 侈Hu 美閩中央情報局(((，l1tml

I n I <:-1 1 i g('IlC{' A!;cnc y )監泊五聯手的聊天室，以便揪出可能潛f尤其 '1' 的恐怖分 [- {!-; 

Æ互聯網的運行.~~.制其於電站血統，通信雙方不是直接述接 而是分有，) 成杖，)、的戶

料包，所以很多人的通信內容是混合在一起的。閻此，為 7 故路線仗 1P.. 的iJil佑 t r 

倍也需要監控共也很多人的地佑，這鼠就犧牲 7 普通內iH 的倒人 !;li弘~

恐怖分手闊的情報交換--般都被經過加密，所以說如果要 ;';H巴軍分手的﹒ t刀

〉岳重'lJ nft. 封.t8 常，就必頌應用叫;t1l級電于電腦。棋、n魚肉午，安角利用_-個普i是力u ~，清丰 :t;~

的 “成鴨"拉大約是幾于為他個 ，若用普通的仙人'if，; 11月川~舉的方法全郁郁，

Jd既需要二萬-千七百 il 之久 3 而 m J:‘述超投~1lr 月品，幾 J少始就白色;之一遍﹒結

快 Jth.雄;平tI:密碼，就能松而易 ~i!:. J也截獲恐怖分手的資訊。



文.. 
張
曼
婷

排
;

郵
文
俊

r、》我約你去迪士尼
「我要去過士尼! J 可能是很多人從小到

大的-個夢想。今年的九月十二日，是香港迫

士尼樂園正式開騁的大日子，自此之鐘，迪士

尼樂園，正式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份，亞洲

區的家庭渡假熱點，一個舉家同歡、樂趣無窮

的消聞樂園。在此， ~萬我們多了解-下這個夢

聽以求的「樂園」。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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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的由來

r懿深切期盼迪士尼樂園是-個能

帶給大竄歡纜的園地，是-個不論老

少都能共同髓驗生命之奇，並因此加

倍感受人生美好之處。'..----迪士尼公

司的始創人警特﹒迪生尼。他是-位

超越世代的創贖竅，從

到

警特一生貫徹著求

念，積極地挑

J 

~ -~ 

人帶來無限的歡樂與夢想。

香港迪士尼樂園屬精於大

出，鴨海地殿， 'ÍI 

第拉璽迪士尼樂園， U3 'aB nn iJ~ ，也八十個維~利亞公F九1環;J闊大可看，前有到建J山-

是他一倚.1 西海的， 景，

項目包括四

尼樂園貨主油罐園、闖闖酒店

取購物、飲食汲娛樂設施。

最小，僅

迪士尼世界:的三三十t分之-，很多

坑探坑列車 J 箏，香港過士尼都沒有

木馬、飛機、搭船遊森林箏，都很

更是一個老少咸宜的歡樂天地。



主圈，探險的好地方。昔日和未來的夢想，都在這裡

尼、現在，就讀我們逐-進入香港迪士尼樂圍內四

HU 

這主題區的詩計以

西部城鎮為藍色本，街、

至三眉高、像用木材建鍵的

整個樂團許喝物中心，更是

首間商1笛頂部，

別具特色。

，高速前

個『宋空山 JO 這裡還有 r太空飛碟』和

r巴斯光年星際歷險」;在 r太空山」入

外就有-個帽目的星體柱，用數個E

b影的球體建成，猶如浮游星體或太

浮標。自古以來，人們總要仰望天空，

想宇宙那遍不可及的疆界，探索未知

的奧福。這些重夢想，正是 r明日世界』

探險費幻之紋的起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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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幻想世界 CFantasyland) 
幻想世界是-個充滿歡樂、超越時

空想像&令人著迷的主題區。在迪士尼

樂園的正中央，就是全國11睏目的「陸

公主城堡J '也是迪士尼樂園的標諒。

香港的 r睡公主城堡』是以美國加州迪

士尼樂園中的城堡作為建築藍本，以粉

紅色為主，約有五層樓高，是樂園襄最

國的建築物，城堡之前更有鐘城河及石

橋。城堡的面積有旺角密花臣球場般大。

穿過城堡通道，就是 r幻想世界ν

個滿有歡樂氣氛的庭圈，經典的童話做

事將會活靈活現地呈現眼前。

除了眼t四個經盟的

酒店，也是超越

四、探險t世界 CAdventur e l and )

在美國小鎮大街的左邊，就是富有

冒險昧濁的「探險世界J '是香港迪士尼

獨有項目 r森林河流之旅」的其中一幟，

河道兩旁佈浦大石、高樹和動物，治逾

隨時會被大眾噴水、或道眼鏡蛇聽

包圍，很有非洲原始森林特色。這裡最

突出的連篇物，是迪士尼人物 r寮山」

居住的小島土的 r寮山樹屋J '那是-棵

有如〈天空之城〉的大樹，約有三至目

。探險世界喚起每個人心中的

敢精神，激鐘書信們主探竄謊黨的地織。

的河邁進入森林，處處可

見神秘、奇妙和意料之外的事物。

外，香港迫士尼肉的兩

害更能享受迪士尼會妙之旅。



迪士尼好黨鳩酒店

「鹽影世界的璀燦妙事，精彩嘎

滿懿組意 J '迪士尼好黨鳩酒店共有

六百個房間，樓高八層，設計融合7

各種朱奇老鼠的裝飾，並設有以來奇

老鼠為主題的來奇廚師餐廳;各房間

也完滿迪士尼的奇幻色彩。這酒店將

光燦爛的時代，結合現代創慮，融

合方百閏客房之中，精彩璀燦的荷李

富麗月重現避害眼前。

港迪士尼

r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是以給多利

亞式設計的建錄，樓高四層，共有四百個

房間。酒店庭閩、大堂至房間的訟計，顯

赫浪漫、色彩繽紛，壯麗的培植、閃爍的

水晶吊燈、當飾華美的樓梯、爾雅的燕尾

檀服、高貴的紳士淑女，均洋溢典雅華麗

的懷當特色。酒店面讀過九百平方米，設

有水療中心似會議使用的仙杜拉宴會咽。

此外，酒店更設有三個主題宴會廳，包括

全港最大喜會瞬之一的 r灰姑姆」宴間阻、

r睡公主」宴會鵬及 r自雪公主」宴

供幸福的新人舉辦一場場潰漫難忘的重諸

武婚禮。

雷港過士尼，雖然不放其他四個樂園般大，過戲設施也不

朱及其他的多元化，然而，說續東話吋 算中閻麗避、1J(袍的朱

老鼠，相信是踏遍天下也找不到的;而且背山商海，風攬跑羹 ，

接垣先自然，如ùt具親切感、歸因感和自銀裝的過士尼樂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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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的香港~
十年後的你會如何?你會成為百萬富翁?萬世巨星?政界各人?你未必

能夠預測到十年後的你。但十年後的香港大家都可以略知一二。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機

場之- ，貨運星數以百葛闕，客運量

數以干萬計，十年後的數字更以倍數

上升。為應付未來客貨運增長，香港

國際機場將增加停機位。另外，於機

場東jt面的-片土地將發民成綜合商

業設施一一航天城。城內將興建嶄新

旅客訟施、零售商店及辦公大樓。而

國際廣覽中心是航天城首期發展的主

要項目，面積共十萬平方米，供大型

國際商貿展覽和活動之用。

九廣銷路

地下鐵

香港國際機場

交通運輸一一鐵路

兩鐵會否合併仍屬未知之擻，但+

年後全港超過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將於鐵

路油總之內。最快可望在二零-三年通

車的地鑽回港島線由土積錯起西延至堅

尼地城，中途有西營盤及大學兩個站。

而將於二零零五年完成的竹當灣鐵路及

將於二零零七年完成的上水至藩馬洲支

總會香港電路系統更完善。其餘計劃中

的鐵路包括大概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

一年完成的沙田至中環線，二零零八年

至二零零九年完成的九龍南環線，二零

--年至二零-六年完成的jt環線及港

口鐵路線使更多居民在鐵路沿線之內。



交通運輸一一道路

道路E畫展方面也-日千里。深港西部通道及后海灣韓線將於二零星學五年完

成，連接香港與蛇口，八號韓線(沙田至長沙海段)將於二零零七年完成，八

號幹線(音致至長沙海段)將於二哥哥八年完成，而昂船洲大橋是九號幹線

部份，主跨長一千零十八米，建成後是全球最長的詞拉囂構之- 0 計劃中的+

號幹線( :it大腦山至元閻公路)商段由此大蠟山至掃管筍，屆於+號幹線-部

份的青龍桶，主跨晨一干四百-十八米，建成後是世界最長的聽豪吊橋之- 0 

另外，七號韓線堅尼地城至香港仔仍在研究中。

市區重建

現時全港九個舊區之中，有二干

多權超過三十年且聽破的當樓，十年

內更可能增加到三千幢。而市區重建

局負責修復、重建舊樓，並會將有歷

史、文化或紀念價值的建築物保留。

-<夢?、此，一

天壇大佛

~夫岳母) :已卒于

舊區與中環廣場

i 新市鎮

現時的新市鎮，十年後又會如何?

將軍澳自八+年代開始發展，時至今日，

當地人口達三十-囂。將軍澳的區內房

塵、學校、康樂設施及交通網絡亦逐步

發底，地下鐵路將軍澳支線通車後，將

軍澳新市饋的對外交通更加完善。展望

將來，將軍澳會發康成為-個高密度而

又四通八達的市鎮。

位於:it大~嶼山的東浦現正分期發展為全港第九個新市錯，現時已有四種多

人居住，估計十年後居住的人口會繼續增加。當地的交通網絡完善，機場快線、

地鑽東溝線與:it大蠟山公路組成的是廊成為東浦連繫市區的橋樑 o 市鎮肉的建

築物採用梯級式建築設計，可以擴闊海景視野及加強建築物間的空氣流通。在

現代化數民之餘，政府致力保存文物、村落及保護自然環境。山上的如野公園

和高地，為新市鏡構成青蔥翠綠的背景。東j謂是-個消閱&旅遊的好去處。東

浦炮台是區內重要的歷史名勝。即將落成的吊車，連接天壇大佛，方便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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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發展

市區在十年內也有不同的改善計

1 。尖沙咀海旁美化計劃是其中之

- ，尖沙咀海演長廠美化計劃涵蓋

地區為梳士巴利造以甫的露天地方，

由尖沙阻天星碼頭入口、香港文化

中心和香港藝術館起， j甘尖東海潰

長廊-直伸展至國際郵件中心，主

要工程包括興建國最建築和我種花

木、改善前潰、重新設計街道照明，

以法把部分空地闢作休憩公園、戶

外義演/活動場地和露天第座，進

置供戶外義演及活動用的旭光及聲

如設施等。改善工程預計於二零零

六年完成。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尖沙咀海抖化計剖 忍

天星碼頭廣場
星光大道

將軍i奧1HH.見，國

將軍澳之大型屋苑

相信是市區中最後一個六型發民

項目 西九龍文蜈墊街區會否成為

香港地標仍是未知之數。政府計IlJ把

西九龍現海區商踹-幅面積約四+公

煩的海旁土地，遞過私人機構發鹿為

匯竅藝街、文化、商業及娘樂設施的

世界級文棋藝術區，提供場地舉辦大

型藝術及文化活動，提升香港作為亞

洲文棋藝術中心的地位。政府期望工

程可在二零零六年四月勤工，而核心

文藝設施可於二每一零年年初開始分

期投入運作。

其餘可改變緯港面貌的改善工程

包括建議中的道仔繞道改善工程及進

行中的天皇窩頭改善工程。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

維多利亞港

香港科按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從創校開

始，便失息發廣成-，ñ立足本

地，在國際上深具影響力的研

究型大學，十年後也是朝著這

向發鷹。科大的目標是要發康

成-所總導高等教育的學府，

成為國際學術領袖，帶動頂尖

科按研究，催化香港和內地高

等教育的革新。科大力求發展

為國際學術界領袖，像其他具

全球學術9頁袖地位的大學-

穗，成為各地優秀教授與學生

愚首-堂，鑽研學闊的中心，創

造新知諧，發眉新按術，界定

未來的學術發展和研究方向，

1出歷史新軌跡， t音餐畢業生

成為領袖。

環境衛生

淨化海港針圖是雷港政府為改

善緣多利亞港水貫而推行的一項大

型計徊。淨化海港計創的第一期工

程包話題造全長二十三點六公里的

i軍區1隧道輸送系統，並在昂船洲建

造一座化單強化一級污水處理臟。

第一期系統己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浩成並全面敵用，改善給港污水質

景，估計有三百五葛居民受惑。現

時追個系統每日從九龍及香港島東

北部蠍集-百三十茵立方朱污水，

並經深層階迫把污水輸送至昂船洲

作妥仔處理及排蝕，使維多利亞港

的水質大大鼓聲。

香港科技大學

在五個深具影響力的重點研究

報織建立國際領導地位

§納米科技

§生物科學滋生物技術

§電子學、無線通訊及資訊科技

§環境及可持續發康

§工商管理教育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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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創新與科技管理學院

以理母院、工學院訓工商管理學院

(商學院)現有的優勢為基髓，構思中

的創新興科技管理學院將培養畢業生面

對知詣型社會帶來的拂戰。新學院將打

破傳統的學術壁壘，整合相關學術範帽，

開掰開拓性的課程;目標是培養學院的

業生成為帶動創新的先腫，在基種

科土訓練有祟，具備把新意念轉化成科

披的實踐能力，並擁有創業的熱忱。他

們將成為精細，克份發揮香港在區內的

特競學優勢，並對科技急速發厲的新

時代所帶來的機遇有敏說瞞自 0

科大的獨特角色是要 r通過培育科技人才和企業家，帶領傳統工業轉型，

推動區內高增值工業，以促進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這所新學院將會是科大

.現其角色的重要一步。

設立雷港高等研究院

讓學生盡展所長的本科生課程

科大將會發揮四年學制的做點，為

本科生提供更學富的學習經驗:

1. 真挑戰性的課程，以增強學生的專

科培訓，並幫助他們追求卓越的學術成

就;

2. 校園國隙化，以促進多元文化、開

放視野及培養全球化公民意論;

3. 推動公民責任、對工作有最擔的校

園生活，以及溝通和領導技巧的培育。

科大將以國際知名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為楷模，設立香港高等研究院，

致力在不同學科探索新知，從數學、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到社會科學和人文

學，創造知識，作出重大突破。



滄海蝴蝶一一網路作家安妮寶員

文.. 
講
時

排•• 

鄭
文
俊

從事過的職業:金融、廣

告、編輯

現在的職業:網路編輯，

自由專欄撰稿和寫作者

喜歡:愛兩蘭音樂、長途

旅行、;母尾、電影、散步

安妮寶貝，自由作家 。本名勵鏈，一九七四

年出生於湖江寧液。一九九八年開始發護小說，

因作晶風格獨特引起廣泛關注。題材多固繞工業

化大城市中游離者的生活:他們在愛和幻覺中的

決然出行，及對自我的追尋。二零零零年超出版

小說集《告別薇安》、《八月末央》、 長篇小說《彼

犀花))0 所有作品均持續登土書店系統銷售排行

榜，並進入全國文藝類書籍暢銷掰行榜前+名。

作品在聽多議書中深具影響。現居jt京。從事專

業寫作，媒體策劃，攝影探訪及專欄主持。

作家介紹

關於文字與寫作

安妮寶貝是一個網路時代作家的代名詞 ， 往往

被和她-樣孤寂的人所喜歡。她是游離的-條魚，

遊是在獄寞的深海。她的文字往往浸含了冰冷和絕

望 ，那些破碎的、頹廢的、總放的都是她眼中的生

活 ，但也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但她的每一部作品都

暢銷，這就不能不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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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動錦華在她的文章《世紀末的華麗》中這樣評價

安妮寶貝 r在安妮的筆下，那 ( 都市 ) 是永遁的漂泊流潰的

現代叢林，也是無家可歸者的雌-歸屬。我為安妮筆下的頹廢

和椅麗所震動，在那里生命如同脆弱的琴弦，個人如同漂流中

的這黨......安妮寶貝的作品，展現7-脈中國大陸版的世紀末

的華麗， -份灰燼間的火光的彌留、

一

安妮寶貝作晶中的人物多為都市中的靈魂飄駕者，外表冷

漠，內心狂野，隱忍著叛逆的激情 。 他們受到焦灼和空虛感的

驅使，有沉渝的放縱，也有掃扎的痛苦，一再踏土孤獨的探豪

路途 。 網路請者評價其作品 r辭藻陰鬱豔麗，行文鞠忽詭異 J 0 

其小說的主題往往關乎孤獨、愛、死亡和漂泊 。 有陰沈的文字、

黑暗頹廢的情緒，講述的是冰冷的都市、沉重的漂泊、傷害、

諒殺、極端的愛恨掙扎等等，給人一種悲傷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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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1 梅的因豪11.1詣的作晶核心基車上是工業化大城市中有自 l 
省意諧的人的狀態。他們或許特立獨行，或許闖沛流離，一直在專找 l

與失望的過程之中，但其間是有-種力蠱的，那就是審視自己的生活 l

與肉心的能力。作品本身的非主流性和禮續性，意昧著它的讀者也只 l

會是小範圈。所以聽覺得自己的霄，其實-直以來都不是很大頭很主 l

渝的書，它很暢銷，但只是-個範圈裹的暢銷。我的請者對它有明體 l

的感知 E 並且他們是跟隨著聽-起往前走的。六本書， -本接-本地 l

帶著走，造種感情很深刻。111聽喜歡均衡的作品。-個好的寫作者不 l

會為市場或評論家寫作，首先是為自己的內心而寫作。作晶應該有精 l

巧細緻的結構，對文字的控制和審羹，關注的是人性普遍而深層的介 l

面。這樣才能夠擊中別人的內心。真誠、嚴肅的寫作，使作品真備個 l



關於攝影與旅行

'1 常游走於城市之間 。 城市和旅行在她的生活和寫作中扮
潰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 雖然置身其中，但她想與它保持距離，

這樣才能夠對它冷眼旁觀 。旗行是安妮的一種生活方式 。她說，

這樣的旅行，讓人信服美好神聖的東西，也許是與世隔絕的，

難以輕易靠近及碰觸。你試圖與它靠近的過程就已具備意義，

它會影響哥拉寫作的一些格局與氣質。

在寫完《清醒紀》之後，安妮寶貝就獨自去探險 。 幸7雲

商、四川、西瑜、敦煌，主要是治著西瑜的深入雅魯磁布大峽

谷的徒步路線，徒步穿越了瀾滄江大峽谷，揖達全國服-不過

公路的縣城墨脫 。 她說，墨托在職傳佛教裹的寓意是隱秘蓮花，

是這個名字在召喚著我主尋找它 。 每天十個小時在森林甘露崖、

泥潭中的暴走， ~N艱辛 。 路途因為塌方、泥石流 ， 非常危險 。

1 回來之後，我就對身邊的人說，希望大家慎重或者不去 。 因為

那種危險性，可能只有在你上路的時候，才會真實感覺到它的

逼近 。 那時候你已沒有選擇餘地 。 旅行是生命中重要的美好的

幾件事情之一 。 一切美好神聖的東西，是與世隔絕的，難以輕

易靠近及碰觸的 。 你試固與它靠近的過程，就已具備意義 。 它

會影響我寫作的-些格局與氣質，在我內心會產生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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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摘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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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改編影視劇一一有所創新的忠於原著
文
藝

版

辦•• 
鄭
文
使

文.. 
清
時

中外名著經過扇月的混禮，由於它們獨特的藝俯磁力，而成為經久不賣的傳世之作。

名作雖家喻戶曉 ， 但都要高於生活，其意趨之深廣 ， 其藝術之精湛 ， 讓人高山仰止 ， 並

不是所有人都等理解的。人們往往聞其名，而不論其作 。 經典不是為了被冷講一旁而存

在的 。 隨著現代影視業技術的發畏 ， 將名著改編成影視作品再也不是什麼新鮮事7 。影

視作為大眾藝術 ， 與大娘傳媒合作 ， 一改往常那種扁平型、概念化的弊病，使人物的塑

造更具多面性、立體感，同時也增強了故事的可看性 。 適度的創新使名著可以更廣泛的

億擂。從改編方來說，改編經典名著是-個高起點的介入 。 由於經典家喻戶曉，經過了

時間考驗 ， 受歡迎是-個預設值 。 編劇方面 ， 直接選取在時間長河中蛇然聳立的經典故

事 ， 以不同的媒介對其進行翻新創造，這種由於融合和借鑒所帶來的優勢是不言而喻的，

其意義也顯然 : 傳承文化 ， 普&經典 ， 彌合時間的斷裂感 。 於是出於市場與觀惡的考量 ，

這些製作公司便掀起了改編名蓄的熱潮 。

但是可以看出這些改編的作晶 ， 水平良剪不

齊 。 喜愛原蓄的觀思對於-些編劇自行創造的情

節或者人物造型頓有微詞 。 而過分忠於原著則又

顯得毫無新意 。 究竟改編名舊是否要忠於原著、

忠於作者，成為7聽說紛緝的焦點話題。

忠於原著:

所謂 r ，T，、於原著 J '狹義的解釋是「電影中的角色、翩情、主題等都應該跟原著小

說相同 J '但廣義的解釋則僅指 「符合原著精神 」 即可 ， 其他均可自由改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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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名著是特定時代背最和歷史的積澱，經典

總是帶著當時的時代記憶 ， 具有整體的魅力和獨特

的價值 ， 這也是對經典名著改編的特殊性所在 。 可

以說 ， 經典改編面對的不僅是經典名善本身，不僅

僅是-本書 ， -出話劇或者是一部電影 ， 還有人們

對於經典名聲的記憶和想像 。 人們期待視野中的經

典和改編後的經典不可避免會有距離 ， -旦距離過

大 ， 也必然會帶來設績 ， 這不僅是對經典的傷害 ，

也是對文化、對受攘的傷害 。 而只有當人的期縛視

野和改編經典之間的距離維持在-定尺度時 ， 人對

於改編的接受才處於-個最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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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改繡的影視作品想要發揚作者的精神與原作的主旨，則必定面臨-定的

挑齡，因為既然要 r忠於原著J '那就不僅要忠於原舊的思想傾向和主要人物的性

格基調，而且要忠於原薯的藝術風格，而影視語言與文學語富之中又必定存在普

較大差異，有些文學體驗，是影視所不能君是邊的 。 作為語盲藝術 ， 小說常常是寥

寥數語便可概搞複雜的過程，喚起續者心靈的感應，續讀者用想像去充實作品的

描寫 。 然而，作為棍覺藝術的電視翩，卻必須用直觀、生動、形象的軍面 ， 將一

個個情節具體屬示在觀思面前 。 兩種藝術形式的不同特徵 ， 既使改編者進行藝術

轉換時有一定的困難，間時也為他們施厲才華提供了相當大的餘地。

成功作品:

八十年代 《射雕英雄傳》、《倚天屠龍記》 、 《射雕三部曲 ~ ( 原 著 : 金庸 〉

九零年 ， 電視劇《圍城~ (原本錢鐘書 ) 阱可自 1 個刊

九四年，央視版《三國 演義~ (原 著 : 羅貫 中 ) 1 ，11)唾手 ( 鹽， 4 

伽利波特叭， 1 1 (原 著 : 1. K. Rowl i叫 樹\JJJ J t 
《魔戒》三部曲(原著 : J. R. R. Tolki en) 

失敗作品 :

零三年，央視版 《射雕英雄傳 ~ (原 著 : 金庸 )

零五年 〈 強戰世界(War of t he worlds)X 原

著 : H. G. Wells) 

有所創新:

但也有-種意見認為 ， 對於名聲改編不能

慨而論 。 名著改編得是否出色 ， 要看改編者與名

善的關{莓 ， 觀惡與各薯的關憬 ， 其他創作者與名

手中雕俠侶

失視版 圖 央視Y& 5皇軍主世界

射雕英雄傳 三國演義

-‘ .. 舊的關係 ( 影視是綜合藝術 ) 這三者的關僚如何 帆惋特 哈利波特 魔成

中秘的魔法石 消失的密室
處理。三者關係解決得好 ， 作品才會受歡迎。， 叩

電視劇是大頭傳媒 ， 改編時更要考慮觀惡的審美口昧 ， 不能一昧強調忠實於原

作什麼也不能動 。 名著改編正是我們受惠於名舊的-種方式 ， 名舊在滋養我們的過

程中顯示7它們的存在價值 ， 因而任何-種對經典的改編 ， 都是經典名著在新的時

代的再創造 。 在經典故編中 ， 只有充分發揮不間的媒介特性 ， 還要基於間時代的原

則進行合理地改造 ， 將人們的欣賞心理推向-個新的高度。否則只會在-時的新鮮

感之能引發更大的厭棄。



從觀環、時it 、樣式、觀念、趣昧、主體和市場的多方面來考慮，改編不必

忠實於名著也是有道理的。所有改編，或多或少總要對原舊有所改變並作出新的

解釋，完全忠實於原舊是不可能的，也是沒必要的。

在-九八七年土映的央視版電視翩《紅樓夢》之中，導演王抉林-放前人使

用百二固的種高本紅樓夢為鹿本的做法，將近年來的紅學研究成果運用到改編之

中。將已經考誼的故事情節寫進劇本，使電視翩《紅樓夢》脫離高輔竄放的翩惜，

而更接近曹雪芹的原響，例如加入7探審遺蟬，風雪獵神廟等情節，而刪表7黨

死釵婦等高鴨續書中的荒謬的情節，再加上王立平編寫的音樂鐘些都是電視創《紅

棋夢》成功的原因。《紅樓夢》的重拍日期編說已經推遲到了二零零七年，看來樣

-個廳雜繁權的經典E作，過沒有誰敢輕易消化。更何況當年的電視翩《紅樓夢》

已經到7無人企及的高度，如果量抽，是否是-種資盒油費?是否能讀更苛刻的

觀思滿意?是否能抽出新意?都是未知數。

「哈利液特-阿茲卡班的逃犯a 這部電影中，

所謂有「捨」才有 r~哥 J '這-集電影較前兩集成

功的地方應該在於劇本的編寫、安排。前兩集電影

相當忠於原薯，劇情幾乎完全照著書中的順序進行，

但也因為這個原因，值得時間有限的電影看起來似

乎有種創情發厲太快，或情節連緝不11闆暢的感覺。

第三集的原著篇幅較前兩本書更大，若電影迪是如

同前兩集般的忠於原薯，可能得剪出三小時的影片，

卻過會有交代不清之處。因此，第三集電影不但做

7重大的犧牲，大幅刪}戒掉書中相當精彩的葛林分

多學院奮戰員奪魁地奇獎盔的情節，道在情部發底

氣 | 的先後次序上做7調整，以便能在兩小時+九分之
詩 | 內流暢斂逃出這集的故事。最後事實體閉，少7魁

地膏、少7張秋、少7活朱村，卻值得全翩相當緊

濤、連貴，更加提升可看性，不再只是以佈景、造

型、特撿來取勝的電影。不過雖說第三集電影省睹

了不少寓中的精彩情節，但也在故事重要的片跟中

加進甚至比原著更會人叫緝的安拂，絕對不會續觀

思想去計較 r渲裡演得和醫土不-機! J 

紅
樓
夢

77 



78 

只不過有寫名著改編的電視劇比後者是得更遍，電視翩只剩下了名善的名字 。

很搪張愛的原著 《盒鎖記》 改編的岡名電視劇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 原著講述的

並不是一個海漫的愛情故事，受制於強烈金錢欲望的女主角曹七巧，不但將自己

內心的情欲無情地轉遂，而且在毀掉自己的幸福以後 ， 又在變態心理支配下毀去

兒虫兒媳的華福，最後淪為-個喪失人性的瘋子 。 而電視劇 《盒鎖記》加入了大

畫愛情戲，萬七巧和三少爺的愛情變成了創情發展的主線，莒七巧也-故原作中

的陰暗形畫展，成為-個讓人理解、同情的美麗女人 。 將三萬字的小說改編成二十

二集的電視連續間，當然要加入大量情節，但改編者用自己的想法隨意改變原著

主人公的性格、添加與原著完全背道而馳的人物與情節、甚至徹鹿改變原薯的風格，

這究霓是解請名著還是萬潰經典呢?在背離經典的這個誤區，某些電視劇走得實

在來遍了。

紅玖1兔與臼 1久瑰

成功作品:

入七年，央視版電視劇 《紅樓夢~ (原 著 : 曹雪 芹)

九四年 ，陳沖版 《紅玫瑰與白玫瑰~ ( 原著 : 張愛玲 )

《哈利波特 11 卜阿茲卡班的逃犯 ~ (原 著 : J . K. Rowling) 
失敗作品 :

五七年 ，~老人與海~ (原 著 : 海明威)

九十年代中期 ，台版《倚天屠龍記H神雕俠侶 H笑傲江湖 》

(原著 : 金庸)

九二年， 日版 《 西遊記~ (原 著 : 吳 71'-恩)

九四年 ， 林青霞版 《天龍八部 } (原 著 : 金庸 )

零三年 ， ~金鎖記~ (原 著 : 張愛玲 )

有所創新的忠於原著:

這些影視版改編作品，擔負著名著傳承與推廣的重要使命 。 於是它們改編得

成功與否 ， 就不僅僅是收視率的問題了，而是有著更加深逅的意義 。 想要成為成

功的作晶，這些影視版的文學名善的創新是必要的 。 有所創新才能使經典被鷗予

新的生命力 。 然而這些創新需是忠於原著精神的創新，符合原作風格的創新，而

且是對經典的正確僻讀 。 否則，背道而馳的竄故只能是對經典的褻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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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跆拳道會

科大跆拳道會於一九九二年成
立，創會師範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副

館長陳德全黑帶七段師範'是科大
胎拳道隊教練，而香港跆拳道正道

館九龍 B 區區域總教練羅姐朗師範
則擔任本會教練。

本會近年發展迅速，累積會員

人數亦達千人，於校內致力推廣跆
拳道運動，讓有興趣之學生能有機

會接觸此項運動。上堂模式則因腔、

學員之需要，而作出相配之教授，

氣氛皆以輕鬆學習為主。

本會每星期均有兩次練習，詳情如

下:
時間:逢星期二及星期五，晚上
七時至十時

地點: LGl Lobby (星期二)及
LG1 031室(星期五)

除平日上堂操練外，本會亦會舉辦各大小類型之跆學道活動。大型活動目的主要是擴闊學

員之視野， ，讓學員有機會與本地及內地之院校學員交流一切磋技術、交流心得。過去本會曾舉
辦內地交流團，聯同該地院校負責人舉行集訓班，讓學員能有機會接受不同類型之訓練，以提

醒學員跆拳道技術之多變。除交流營外，本會亦於本年度聯同正道館及其他大專院校，舉辦首
屆大學盃'是次比賽反應、理想，不少內地院校亦應邀來港參賽，大大促進本地與內地跆拳道會
之間的關係。

其他活動包括沙灘BBQ 、 Onight 、單車日、春茗、慶功宴及訓練營等，皆以對內為主，

目的是促進學員間之溝通及友誼，亦是本會極其重視的一環。因本會相信學員闊的鼓勵，無論

於學習或比賽上，都是對學員的最大鼓舞及支持!

有意者只要是本校學生或教職員，均有資格加入科大跆拳道會，成為本會學員。而學員

持有綠帶或以上的級別，再經過教練篩選，即可代表科大參加一年一度的大專盃比賽。

而科大跆拳道在大專盃成績方
面，於歷屆皆取得良好成績，共取得

一次冠軍，七次亞軍及三次季軍的團
體成績。 二零零五年，本會在胎拳道

協會舉辦之大專盃中取得團體總亞

軍，而於同年舉辦之首屆大學盃'更
榮獲團體總冠軍。此乃歸功於學員的

努力、隊友間的支持，以及教練耐心
的指導，缺一不可。

而於未來的日子，本會聯同各

學員會繼續以團結的精神，擊破難
闕，共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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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查詢，歡迎瀏覽以下網頁或

電郵致本會:

Homepage: http://ihome.ust.hk/-su_tkd/ 
E-mail: su tkd@stu.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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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羽毛球學會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羽毛球學會」即 ‘Students' Badminton Club ，凰山TSU' 是本校歷

史最悠久的運動學會之一。本會一直本著以會員為先的理念，致力為各師生提供服務及福利，從而
了解會員的需要，不斷作出改善。

除了在校內推廣羽毛球，我們亦著重提供機會，讓大家在球技上有所改進，精益求精。另外，
我們亦相當著重會員的其他需要，我們希望會員能透過羽毛球這項運動，讓大家結交上與自己有共

同興趣的朋友，建立自信心，並從比賽及各項活動中加深對自我的了解。因此，不論悶下是羽毛球

熱愛者，或羽毛球門外漠，我們都能為您提供服務及福利。

在未來的一年，我們將舉辦更多元化的活動。在九月中，我們將為新會員舉辦 0' Night ，讓新
會員了解我們及來年的活動，並提供讓新舊會員互相交流及分享心得的機會。男外，除我們一星期
三小時的常規練習，今年更首次舉辦「羽毛球基本技術改進課程」及校內羽毛球公開賽 ， 讓校友們
改善技術及切權球技。全年內更會舉辦多次舊生聚會及會員聚會，以加深會員之間的聯繫及對本會

的歸屬感。

接下來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各項世界性羽毛

球賽事，大家可以考考自己對它們的認識!

卅界朋早有球錦輝響 (World Ch且mnionshinsl

1899年在英國舉行了全英羽毛球錦標賽(
AII -Eng land Championships) ，引了各國運動
員角逐錦標。這個 統性的比賽被視為非正式的

國際羽毛球錦標賽 萄直至1977年才正式在瑞典
Malmo首次舉辦世界羽后球個人錦標賽。

湯扭扭存杯 ( Thοma.<; C11D.<;) 

1899年國際羽聯考慮舉辦以第一任主席湯
姆斯先生 CSir George Thomas) 而命名的國際
男子羽毛球團體錦標賽一一湯姆斯杯(此杯由湯
姆斯所捐贈)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關係，直至

1948年這項比賽才能舉行，以後每二年舉行一
次。雖然此項比賽的正式名稱為國際羽毛球挑戰
杯 Clnternati
Challenge Cup 

羽毛球的起源傳說紛耘，但一般最為人接
受的，是起源於1873年，在英國的oucester-
shire 的一條恃 d名為Badminton' 羽毛球連
勘因此而得名。道。項運動由印度的避戲「

PoonaJ 及流行祕歐啞兩地近二千年的男一種
遊戲 rBattledore anaI~huttlecockJ 結合
而成的。 rpoonaJ 是用羊皮紙製成的球，以
球拍隔網來回拍打的一種遊戲，由英國駐印度

軍人將遊戲帶返英國。 rBa t t 1 edore and 
Shut t lecockJ 是用球拍將羽毛球往來拍打，
期間羽毛球不能觸地，但中間並有網分隔的遊
戲。最初羽毛球運動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形式

的發展。直至1877年在印度Karachi地區首次
製訂了羽毛球比賽規則，繼而廣泛地為各地區

人士所接受及採用。 1893年英國羽毛球協會創
立，並重新修訂和統一羽毛球比賽規則。

個軍杯 (Uher C11D) 

1950年國際羽聯計劃舉辦與湯姆斯杯同類型
的國際女子羽毛球團體錦標賽。並由著名混合雙

打女運動員優霸夫人 CMrs. H.S. Uber) 捐贈銀
杯。 1953年國際羽毛聯通過舉辦這項比賽，並於
1956至57年度舉辦第一屆國際女子羽毛球團體賽
一一優霸杯。

為了讓大家對羽屯球有更深的認識，我們將會透過校內位於LG4的告忌恨及電郵，發放香港羽毛
球總會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所舉辦的羽毛球訓練班，公開比賽及各項獎勵計割的資料及報名表格。
希望藉此建立完善的羽毛球資訊網絡以滿足大家各方面的需要。

希望你都能成為我們的一分子啦! ! ! ! ! ! !! ^^ 



中
文二
文屆
學振

創翅

作• 比s 賽
季
軍

，;學
作
品

l\ 
街
峙，多
叭去 .f 

賽忌
轉
他

81 



82 

游俠 李兵

迎著綻開的笑容，

我漠然青春的花季。

那只是一縷煙雲，
沉澱在我偶爾的回

憶。
任歲月靜靜的溜走，

我凝視自由的痛苦。j

任美麗歸屬他人， h 

我寧;白天題。
讓夢想在前坊引路，
我追趕逝長白天堂。
讓大地印主足跡，



小說組

蔡嘉明

記憶伸被送進醫院的那二天P，是一個熱得連樹土訥蟬兒也會暈倒的春日下午。轉
←、E圈- ，.、、、

眼問1 我在這題醫院已?京之三年多本司概是醫院主;但我憫這裡的每一個人，包括醫
生、護士和院友都明白，我們在這裡接受的‘不是針對疾病的治療，而是善終服務。

前L天晚止，與我成了「室友」戶年半的王伯忽然叫得很厲害， 了正整夜都在叫

「救命呀!救命呀!醫生......快來呀! J 我看著他 ，還γ直電著冷汗，手一直緊緊按

著自己的右上腹 ，;眼睛慢慢反白， ~眼淚、隨沫國痛楚而不停的流;身體則不停的在床

上翻滾，令鐵架床不停的發出「砰!也 砰!砰! J 的巨響 。夜班當值的李醫生、馬醫生

和三個護士在他床邊忙得打轉，有的按著王伯的手腳，有的在給他打鈍，醫生則玄快

速的說了一大堆醫藥名稱及聽診。嘴雜聲整夜不絕r 害得我一夜沒法雪~o

昨日醒來之時，王伯已經「離開可」。人去床空，陳伯、「王仔」、「老吳」、源叔

和我幾位和王伯「並肩作戰」許久的室友說起這件事，不禁感慨良多。不過我們都不

欲多言，因為幸好們都心知，我們也將會這樣的離開人世。

這裡的院友都是開著眼、睡輪床而來，聞著眼、睡棺材而去，起初也甚是覺得喘

噓，慢慢的我開始習慣7這種生死的無常 J每一天，我們都在等待;等待死亡來臨，

、帶領我們離開充滿肉體及心靈折騰的監牢。

生生死死我們倒是看破了，看不敬的反而是我們這些病人的家屬。

有三-次在醫院的走廊看見一個三十來歲、穿得很斯交的男叭，和一個苦著臉、廿

來歲、抱著一個約一歲多的小男嬰的女人。那男人正極力游說女人進病房探望自己住

院的廷說、;而女人則利主的站怨那男人沒出色，說那「老不死水r天不死，他還是不
、、、能繼承產業及公司云云。那;!J\男嬰則只是靜靜眨動無邪的小眼睛旁觀父母的爭吵。

院友的不辭而別，或是我們的家屬為了我們這些「老不死」的住院費和家產而爭
、、、、、執，對於我們來說早已是司空見慣了。我{用都函怕更E~B，'['自要承受無止境的折磨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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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到了醫院的小教堂。以前聽王伯說，他每晚也來這裡求神讓他早點得到

解脫;現在他如願了。我在小教堂內也向神禱告，希望祂能早日收回我的靈魂，我不

要再在這裡受折磨了!神呀，帶我走!帶我走!

現在才開始禱告，會否太遲了呢?

當我回到病房時，聽「老吳」說，三樓的剛叔剛才也病發了;只是他不如王伯的

幸運:他被醫生救回了。聽到這裡， [""老吳」嘆了一口氣，說: [""何必救? 醫生何時

起關心到我們了?要是真的關心，倒不如乾脆讓我們死掉吧! J 我站在一旁，只默默

的聽。我沒力氣反擊他的話;畢竟，多年來不停的與疾病對抗，看著身邊的人與自己

都一天一天的變得消極，甚至消況。只有死，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

可能因為我們面對死亡是這樣的勇敢無懼，反而是死亡變得懦弱起來，不住的躲

避我們。

身邊的戰友、醫生和護士都有新舊的更替，只有我們病者身體中的計時炸彈一一一

腫鷗瘤一→對我f們吋1

，、..?r 『几.ν 、、川， \1.'\ ;內、:‘ A 、』、』
- 呵_ ~ . ~.~ .', "'. "‘、 1.HWfJ、、 f

昨夜的一整夜，我不禁想起正王伯， 。我彷彿仍聽到他從極盡深處發出的喘氣聲~ " ‘ TS 
「救命呀!、救命呀叫:1 7義差點連自已都從祺嚨中近發出這樣的呼口叫聲。我彷彿仍聽訕、

_.- ..... ... t -- . .- . - - - - . ... .. "，、~、、們

7他身體擊鐵床架的「戶!砰!;丹品我早可惜見到他旬我伸出憫的手， ?我救 了
{也{ o 我沒法控制自己毛去想-1 忽‘然這?刻 站我感到自己竟是前所未有的軟弱。A MRm 

i taT之心'， dhYMA乙二一九九心LtIJ苦心
, ~ "走 紅一餒，好漫長 J J \叮(-."V ~~、~ p~、‘心 ht、

。叭.、Exf 弋 JK.. ‘﹒訊 、 \可寺，、FA!可-rkt.
、圳、'，t b Jff 削、，一包、. L. ‘.y.- J' 可恥、
-J.-KL好不容易握到了天亮，、睜開眼睛見，看出窗外，我看見遠處的一棵老黃楓樹樹頂都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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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開滿7花;，'1親近墨綠色的樹葉:顯得格外搶眼 ♂我感到面土濕了，是淚水j是我的淚

J ZiL 。只一可靜安詳白吃感覺 ;即時開始械所遺忘的呢?這J份;否需為明日而驗 ? 
v: .,. 

恥 的感覺 奴是何時開始消失的呢 W明日對於我們這些對生命沒有希望的人來說，實在
.~司.. ~. •• __-"~__ .r屯 1 、

~.-個太過奢侈的夢了! KKEt uk l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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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費力地爬起床 可走進浴室。﹒望自鏡中的自己，多怪異的樣子!、!脖子上的腫瘤大
唔，、 t AAN.. 、人 J

得像個皮球 ν竟要把它擱在肩上才能承受，雙眼向戶戶進去何考兩邊臉的淋巴卻叉.... . 
像李鼓起臉的陣間庄FF八歲的我，頭髮早喂牛的他療而脫個清光。我討厭每已
個早上都對鏡府的自己見傷自憐一番，我不要再記住我是妖怪的事實了!

-，議要L個解脫!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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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 ..... J 我衝向浴室的窗，跳出去 。 「霹啪! J 著地一刻，我感到好像有千

百萬根釘子刺在身上一樣;倒在一片血泊之中，我根本無法動彈，身體好像不再受

我控制似的。我從未試過比此刻更接近死亡，可是這刻的我快慰極了!

忽然想起徐志摩寫過這樣的一首詩:

《一個厭世人的墓誌銘)

太陽往西邊落

我跟著它賽跑

看誰先趕下地

到地裡去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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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組

從歷史看減肥瘦身 車世軒

現今香港社會纖體風氣盛行，翻開報章、雜誌，超過一半是瘦身的廣告，這些廣

告大多標榜纖體後有多美麗動人，結果令不少愛美的女仕'甚至男仕也跑去纖體。社

會受了這些廣告影響，對纖體瘦身的看法也越來越正面個月且扭扭且積身出來， gt中華
-------. -一

民族的歷史角度來看，你會發覺纖體瘦身其實是極之荒唐怪誕!

「纖體瘦身」最易令我聯想到南北朝時，鼎鼎有名的「竹林七賢」。一聽竹林七

賢，定會以為他們是什麼文人雅事。可惜，他們只是一班終日游主任開-菩建豆豆裸身

子、目的酒狂飲、與畜同眠的狂人。但當時的社會風氣正是盛行逗種蓋星前生圖書tdFh!

是，這些人並沒有受到斥責，反而被冠名為「七賢 J 0 現在的「蔽體 J ，~實際，主F主要

透過節食、利用機器來減肥，對身繼必然有損害，而瘦身藥物的副作用亦難以估計。

但這種行為卻被廣告商以「纖」、「美J 、「瘦」等動聽名詞所粉飾，再利用代言人

製造一種纖體後便會得到快樂及美麗的感覺，令人不知不覺地認為纖體是一種有益無

害的事。

另一個例子，則是中國舊傳統中的種足。中國自古以來，有著女孩子腳越細少越

漂亮的觀念，故父母會在女兒年輕時，用布緊鱷女孩足部，令她的腳掌不能發育，長

大後腳部便會纖小好看，但女孩的腳骨會因此發育不健全，影響日常生活。而現在的

瘦身，或鼓勵參與者少吃五穀類食物(如DR. ATKINS的食肉減肥法) ，破壞均衡營養

吸收，或利用藥物，改變身體身陳代謝及消化功能，為的只是外觀更好看，這與縷足

叉有著「異曲同工」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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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你會認為， í竹林七賢」及「蘊足」均是科學未昌明時的不當行為。但試

想想，當時的人視這些行徑為一種潮流，並沒有覺得什麼不妥;而現在，我們認為

纖體瘦身也是一種潮流，但到了我們的下一代，認清纖體的害處後，豈不將我們現

在的行為視同「竹林七賢 」 及「纏足 J ? 

香港哲學系權威李天命教授在論述自己的思考方法時，提到自己分析一件事件

時，不史以一日、一個月或一年的結果來看，而是放眼於一個世紀、甚至數百年。

在這資訊流通的年代，我們亦應J懷著這種目光去分析事物，不要被潮流或廣告宣傳

所影響，而盲從附和。瘦身到底有益還是有害，現在討論數天可能也未有結果，但

數十年或數百年後，後世從歷史甭度來看，自i會捏得這行為就如「竹林七賢」及

「繼足」般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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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 Kwok 

夜冷，靜悄，風艘，

空無一人，
街燈在同情我的孤獨，

伴我的. . .黑色影子，
影子在訴說妳的一切，

妳﹒..在那襄?



國度 Chu Chun San 
企業帝國，

沒有邊界，

只有擴張，

擴張 ， 無遠拂屆.. ... .

他，懷敵國之富，

他，具奪國之力，

他，擁治國之能，

他，他和他，

各有所長，

各有不足，

野望之火，

沸騰之欲，

不安的血脈. . ....

忽然，

他，他和他看到了對方，

自然地，

卜 三者合一，

帝國，擴張，無遠拂屆......

感悟名校杯 安楠

題記:在剛剛過去的2004年12月，以冠軍身份代表香港參加第十屆全國名校大學生辯

論賽的科大國語辯論隊力克多支勁敵， 一舉奪得亞軍，創造了香港辯論史上的最好成

績，同時科大清新自然的辯風以及香港學生特有的眼界和風度都在內地形成了很大影

響，受到了好評和關注。香港《大公報) , (東方日報〉等媒體也用大篇幅報導了此

次賽事。本文從一個親身經歷的辯手的角度完整真實地記錄了科大同學們在此次賽事

中的所見、所閩、所感、所思，以分享這份難忘的經歷與所有科大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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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飛機上，望著機窗外漸漸遠去的浦東機場，還有在薄霧中漸漸朦朧的大上

海，一周來的興奮與激動，緊張與忙碌，開心與歡笑叉漸漸浮現在腦海之中，這

難忘的一周的點點滴滴叉彷彿正在經歷般清晰地展現在我眼前。

一、進軍上海

有著身為數學老師的爸爸，叉有著身為語文老師的媽媽，大家都說我一定可以成

為一名出色的辯才，因為我應其有數學的嚴謹邏輯，也應具有語文的華麗文采。但是

直到九三年國際大專辯論賽，正上小學的我才第一次被辯論那無限的華語魅力所征

J 服， ，冠軍復旦大學也成為我一直嚮往和崇拜的對象。

個偶然的機會，我披上了科大的戰袍在香港辯壇的烽火硝煙中為科大披荊斬棘'

馳騁疆場。我的努力和隊友的配合讓我們在二零零三年首次為科大奪取香港冠軍。肩

負著香港冠軍的責任和香港辯友的期待，我何在上海第九屆中國名校大學生辯論邀請

賽上殺入了半決賽，我也拿到了優秀辯手的稱號。

憑藉上海大賽的經驗和啟發，休整一年才釣台我們在二零零四年一鼓作氣以全勝的

戰績在香港衛冕成功，我則獲得全港年度最優秀辯手獎、 上海名校杯的入場券被我們

留住了，但是面對歷屆的全國冠軍，面對首場就遭遇我仰慕已久的強大的復旦大學，

再看看日曆上不到一周的準備時間和賽後馬上開始的期末考試，我們是既激動叉擔

心，既興奮叉無奈。

啟程在即。

夢想，我們將何去何從?

二、挑戰復旦

載著挑戰勁敵的好奇和興奮，也載著對上海和名校杯的盼望與憧憬，更載著向各

支冠軍強隊學習和交流的心願'沒有任務，沒有壓力，我們踏上了飛往上海的班機。

作為唯一一支未曾奪得名校杯全國冠軍的隊伍，首場面對強大的復旦大學，再加

上不利的站位，幾乎沒有人認為我們有獲勝的機會，就連我們自己也覺得是必敗無

疑，甚至定好了賽後就飛的返程機票，趕回學校復習考試。但是我清楚，不論形勢對

我們有多麼不力，不論我們獲勝的機率如何渺茫，既然有資格站在賽場上，就要好好

準備，好好地打好這場比賽，不管這將是我們上海之行的第一場，還是最後一場。所

以雖然我們主力辯手因為飛機晚點深夜1點才進駐天益賓館，不畏旅程的疲憊，還沒

有打開行李箱，還沒有換上衣服，就開始了緊張積極的準備。

上海的夜色是那麼寧靜，那麼祥和，站在天益十五層的窗口，夜幕下寬闊的四平

路安靜地躺在路燈柔和的燈光下，只有偶爾駛過的一輛的士呼嘯而過才會打破這平靜

和諧的上海夜。

大家一直奮戰到凌晨五時許。

比賽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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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這方舞臺，但和去年裝修的風格卻完全不同，與去年熱烈的鮮黃色的背景形

成鮮明對比的是，今年的海藍色顯得清新和典雅，而中央的那個象徵王者歸來的大皇 斗‘

冠則醒目耀眼，總警醒著我們此處強手如林J 銀光燈徐徐亮起，事數雙充滿期盼的觀 H 

眾的目光注視著我們，我們知道，在電視機前還有更多，我們要向大陸的辯論愛好者

們展現香港辯論的風格，要向大陸的同學們展示香港大學生的風采。對面，我敬仰己

久的復旦大學辯論隊，勝券在握的他們顯得鎮定和自信，我知道，他們早已成竹在
J 

胸。 / ~ι~~_.，... ~~、汽
比賽開始了。

完全沒有緊張的感覺，也許是因為沒有想過勝負結果，也許是因為對手的強大讓

我完全專注於比賽，總之沒有其他的感覺，我完全沉浸在比賽中，完全陶醉在唇槍舌

劍的你來我阱，控然感受不到時間飛逝，咱這就是華語辯論的魅力已當這乎是
享受辯論的最高境界。對手不愧為辯壇的暫且，一招一式一字一句都向我們展示且j拿

大的實力， ，而我們也沉著應戰， 可緊不慢。 結果是出乎乎料的，我們竟以茫令|哭吶。

那是個不可思禿的，幾去讓我不敢相信的分數 。公伊結果的那了瞬，我簡直5不敢想侵

我的耳朵，那種激動，那種難以克制的衝動讓我們禁不住嚕地站起來，深深地向觀眾

鞠躬。驚毛主之餘我不禁為復出海到些許|先J惜 ， 1M~是強大的，也許我們黨的是靠著二 ←
r 、......_ ~ \、'"，于、

點點運氣才得以擊敗他們，他們雖敗猶榮，而同時我字為自己和宅隊感到驕傲在 我們

用結果證實了自己的實力 J 我親自戰勝了自己一直敬仰的對寺。這個出乎意料的結果

也讓我明白，其實所謂的「不可能」也許只是人們逃進現實的斗種虛偽，世!l:並沒有
不可能的事，只要用心、盡力，一切皆有可能。

三、乘勝追擊 2 

/ 
f 

小小的歡騰和慶祝之後，理智讓我們在勝利面前保持了清醒的頭腦。雖然最強的

對手已經被我們擊敗，但在王者歸來的名校杯這方芳草地上，沒有任何一支可以小看

的隊伍，任何一支隊伍都有理由也有實力輕鬆戰勝我們，而我們唯有加倍努力，乘勝

追擊。

從新投入到新一輪的緊張備戰中。

由來自每一名隊員的熱情所聚合而成的強大得超乎想像的巨大凝聚力讓我振奮，

讓我感動。天天挑燈夜讀到凌晨三四點鐘，以至於大家昏睡在椅子上;桌上總有買給

大家的精美夜宵等著大家 刊那種感動就像上海小吃的美味L樣讓人留戀;那份積極，
那種各行其賣的認真態度;那份投入，那種輕鬆自然的和諧氛圍;時而雄辯滔滔，時

而歡笑陣陣，不經意間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如果說

米盧給中國發明了「快樂足球」的話，那我們就真真正正詮釋了「快樂辯論」的內

涵。就在這樣的緊張而叉愉快的準備中，和上海財經大學的半決賽正悄然逼近。

雖然我們上屆半決賽輸給西北大學， 而決賽西北大學叉輸給了上海財經大學，保

留主力的上財今年從理論上說不能不戰勝我們。但是我們輕鬆的心態，清新的風格，

清晰的思路卻叉一次征服了所有在場的人。機智的對決，幽默的言語，精彩之處比比

皆是，我們和上財一同上演了一場激烈精彩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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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戰西交

「我們是改寫歷史的隊伍」我對我的隊員們這麼說。是呀，走到這步，我們不光

改寫了科大的歷史，現在我們還在改寫香港的歷史。對於嚴格來說從未進過決賽的香

港代表隊來說，能連挫兩支勁旅，在歷屆冠軍的較量中脫穎而出殺進決賽實在稱得上

是一個突破。但面對號稱「鐵立論」的西安交大，面對還沒完全理解，甚至有些陌生

的決賽辯題，面對僅有的兩天準備時間，我們知道責任的含義。

令人感動的是，所有已經離開賽場的各路代表隊都向我們伸出了充滿溫暖的幫助

\ 之手。不論是精神上的鼓勵，還是技術上的意見;不論是辯題的剖析，還是準備的經

驗;不論是借給我們道具，還是為我們的小品構思出謀劃策;我們帶來的卡片不夠

r，他們送給我們;我們缺少資料，他們拿出心愛的哲學書讓我們拜讀.... ..如果說殺

進決賽的意外帶給我們的只有驚喜的話，那來自大陸兄弟學校的滿懷真摯的熱情，那

、份濃濃的，在我們最艱難的時刻所形成的深厚的友情則帶給我們的是最大最真的，最

、為發自內心的i時悅。 一時間，我們就像老朋友，相識了很久叉從來沒有被分開過的老

朋友，突然，我想到了和大陸一衣帶水的香港，還不是靠著大陸的源源不斷的幫助和

供給丈得以蓬勃發展，就像此時此刻......這種透過辯論昇華出來的感情，早已超越了

辯論和比賽本身的境界和意義，那是一種難以忘懷的來自人間的最高尚的溫情。謝

謝，那些好心人;謝謝，來自大陸學校的溫暖。

決賽場主\西交的尖銳讓我們目瞪口呆，他們超乎想像的強大攻擊力打得我們一
時難以招架，讓我們真正體會到了強隊的含義 ，也讓我們對辯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

解。我們鑒於不利吋站位，制定了嚴站死守，尋機反擊的戰略，但是到了場上我們才
意識到對手的強大 。 當我們還在低頭修建防守工事的時候自己的陣地就已經被敵人轟

得面目全非，快被夷為平地瓦 。這是我們的切身感受。西交的尖銳讓我們感覺就像一

把利刃，輕輕一觸就是一道傷口 只雖然我們頑強抵抗，也打出了一些精彩的回合，但

還是較大懸殊敗北。

我們的黑馬歷程走到了盡頭 土亞軍，香港的歷史最好成績。我的最佳辯手，香港

歷史上的第一人。我們在領教了復旦的辯論技巧，上財的咄咄逼人，西交的鐵立論

後，銀光燈下，鮮花從中，在全場熱烈的掌聲中，大家草草敬吋目光中，載著榮譽和這
份難忘的回憶，微笑著，含著激動的淚花，載著我們親手改寫的香港歷史走下上海教

、育電視臺一號演播大廳、這方熟悉的舞臺 0、 '\.. ~ "01.. 、λ \ 哭? 也

了 1
一周的故事，很快便講完 。 一周的經歷，卻總也回憶不盡。辯論，不僅僅是思

維，口才和知識的較量 ，更是一種讓人受益終身的人生經歷。我們在辯論中學會迎接

挑戰，在辯論中學會戰勝自我，在辯論中學會團結協作，在辯論中學會經歷驚喜，經

歷挫折，經歷「大場面」。第十屆名校杯帶給我們的決不僅僅是些許榮譽，更有人生品

的歷練，對待生活的態度， 審視世界的眼光。我們在辯論中豐富自己，昇華友誼。.我哥

們在辯論中成長。

飛機飛著，穿過了厚厚的雲層，迎著燦爛的陽光，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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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山山

大家好。剛從東南回來，九天時間裹著歷了Boston' Sey York ， Washington DC 
。確實大開眼界，對新英格蘭和東部的這幾個世界名城有了實際的認識。趕在新的半4

L' ,J t 巴 ; i s
學期開始前和天家分享一點體會晶。簡單來講 J 就說誡我眼中的東部十景吧。

一從自由女神島上看曼哈頓拿融區 λ.，: 1 ‘ ". l ..、
非常美麗。剛好我去自由女神島 (Lib'úty ' s tatue 芯 1 arrd )的那天天氣非常

司， -屯(-~ ~ 仲、~ "自
好，藍天白雲。從船上回望曼哈頓ν 咀離漸漸拉開吭視角開始從仰望到~視 3 到了島

、 ‘ 可叮 1. ! 上，回望金融區，更漂亮。很像從香港會展中心看對面的兩環金融區，于過這襄海面

更開闊、更壯觀一此。 、、 afu ' (弋~ '"~ 1 、-圳，
二 丸川、t ‘ ?何品，可 Jι - 』 L J 

\ \ 1 \ , I ←站 Y可『咱也4 、 I. \，

二﹒華盛頓的中心景區(東起國會圖書館西至林甫紀念堂)

我後來看地圖上講這一段有四公里長。實像上，走起來不覺得，因為華盛頓的決多
數景點都集中在這一片。從東邊的國會圖書館 \國會山，到中間的直插雲霄的紀念

碑、新落成的二戰紀念碑，再到那一片長長的水泄，然後是林肯紀念堂。兩邊則是博

物館群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如展出希望鑽石('Hope Diamond)的自然史博

物館等(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

三﹒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畫廊

也就是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資料上介紹這是世界上四大博物館之

一。印象派的畫廊把我給震住了。我在這里見到了Picasso \PIIGogh'Gauguin , 

Monet等人的真品，這每一個都是大名字啊。這個畫廊里還有Ro'din的雕塑，如

Eternal Springt ime 0 \\ 

四﹒美侖美負的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和紐約公立圖書館) ~ \、

在紐約，我去的是New York Publ i c Li brary ，就在第五大道和四于二街交叉口
上。進到圖書館裹，真是美輸美兔，襄面的牆面、地面大概都是漢白玉三樣的材料，

燈是配有造型優美古色古香的球形銅罩。到了國會圖書館的JeHel-hl樓，t進到襄
面，簡直就像是個聖殿，空間更高，層次更豐富，圖案等更美麗。 rjnFK 

五從Prudential大廈上看波士頓全景 、 1
Prudential大廈的第五十層可以看波士頓全景，叫藍天漫遊(skywalk、j瞭望台。

這一天的天氣很好，能見度很高。從上面看查理斯河，尤其漂亮- 0 ...;也可以看到西北邊

的劍橋和東邊的大西洋。上面也有波士頓的一些歷史展覽， d最有錄音聶薛 =
‘ .,.,.. r'“‘ --. ~._.... ~ n- 、 .... 

六﹒坐火車從華盛頓到波士頓(特別是Connectiωt ) 瓜， 、~之 \心
我坐火車(的ltrak公司)從Washington DC回到Bost ón -:。這一路上經過了Mà丹、肉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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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Delaware'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New Jersey' New York' 
Connectic叭 'Rhode Island' Massachusetts 。這中間經過Connecticut一帶不

錯，演海多湖，風景秀麗，也路過了Yale所在的New Heaven 0 

、1JFJ'..

七在哈佛廣拂演出 、 r • j 
哈佛廣場l ~Harvard Square) 其實很小，但我在那襄前後呆了四五個小時。 I

悟... I I .. I 

我去的時候是四五個人的一個組合在演唱。 。觀眾的參與很有意思，有的很好玩 ， J 
持扮和動作都很滑稽。甫的目的良，專案，吸日一個女孩子，開始是在伴舞，後來樂協/..‘Ir ~ .r 
還邀請她唱了一首歌，她側著身子，拍幾下手，節奏和觀眾的氣氛就調動起來 I 

、‘-) .. 
u 。有老年，λ也參與其中 、 這和我從前見到的不求一樣 :

' 「、肉、_:，_門、~ AIII 
手 ﹒紐約地鐵襄看表亭， , : fj 』
; 紐約的地鐵，多數不敢恭維4。咱各種表得很多。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叫

你nmgs約藝術客句舞蹈(學啥來巷，4是他和他玩的小木偶的舞蹈)。他手襄擺

弄著了個~J\人，音樂聲響起來後，他就拉動小木偶跳舞，特別有意思的是小木偶
- I I -.f-\ 

不僅和著節奏，而且和藝術家自己的動作幾乎完全一致，大人小人都在跳。

l: : ~ ,1 ~ ~ ~ 1 ,/ 
九 . t :在波士頓的書店咖啡廳襄嗎茶聊天

(回到波士頓的這吏 ， Hd11日a的同學領著我們去到一個書店里喝茶。 Boston這,- 4 L a J I 
敘襄學校闕，文化氣昂峙，是上有書，牆上有畫，還有慚新老棚朋友衍一起叫聊天瑚

舊，堤姆針不錯的事f

.. -
十﹒紐約的地道川菜

~‘ 到紐約的當天，和τ-眾朋友去五六大道和四十八街上的一家叫五糧液的川菜

館吃餒。相當地道，但銷肉這些，爽哦。比較特別的是做帶子(海鮮)的風味。
我吃起來是覺得怎麼恁覺挺熟，原來是蒜泥白肉的味道，怎麼樣，是創新吧?
i:/IJ 
這τ路，還有些其他有意思的小故事。如天氣開始冷起來了，我在紐約買了

一件掉 ，上面有YAd的標誌(紐約的棒球隊，多次世界聯賽的冠軍) ，穿上
以後b在紐約和華盛頓就挺受歡迎。但這段時間正好是Yankee和波士頓的Red SOX 
在比前Red So待于y ，結果穿著這衣服回到Bos ton '不時招來不友善的目光。
要真被哪個crazy的球迷襲擊了，那我可冤了，我連Yankee的隊員都認不全。

ymf 
另外，在Wdshington DC我住的青年旅舍附近一家酒吧吃飯和看球賽時，遇到

.. .....1 . .. ""f. 
一位來自加州的老外夫婦，言談中發現老先生對中國瞭解挺多的，再一聊，才知

I ,.. 
道他已經研究易經三十五年!老先生也反布希，我對他的立場表示高度讚賞。~• 'f l 

、 \-f鳥是主點多就有第一，堂課斗後面再聊。祝大家:愉快、順利。
h←'可.......， • ....1.::. .... ~ 1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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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 車員也 &阻 , • "" o 1 1 1 1 0 。 。
LI'且，叫』抽 李m~ 阱。.""'" " " "“ 1 1 0 1 1 0 。 1

""'''缸-， 拿祖祖 t<OCOO1< " • ‘"‘ • 1 0 1 1 0 I I 0 I 

同JI YÌIII M- 也盟主 """'"'‘ " ' 56'. 6 1 1 J 1 0 1 1 0 

M叫._...，_. 重喝E """'"" " " ..,‘ 11 2 '。 。。

。tAH....T"..;j 值亦蟬 """""過 ' ‘ .~‘ 2 11 110 。 o I 
山叫“.'自 林軍團 ""COO1< ' s “'" J 

1 1 0 。 01
間耐叫山

1'4~立 ‘“_..~r " “ '''' 1 1 0 。 。 。。
且"聾旬 W"T...~ JIII!I1: '"何"" " 11 m‘ 110 。 1 。。

.-oNIJ'lt. Y. 實l!J6 " " 目 。 '"‘ 2 。 。 2 。。

1<""''''''間u-. fnaio 極且E‘ ''''' ''''''' " 1‘ 的% S 1 0 。 1 1 1 0 

X<y 

AI研 Aluull 闊的 Apolø，y LWO: úlø 附thApolcgy

AIVO: Ab給nl ‘"盼“ItApolozy E研 &dyLu何間必ApoloD

L研 "/0間的 ApoJoD' 日YO. 品rlyLu阿間的闕lApo峙y

J. Pro 'tlI.JIonal Exuullv~ Com叫tlllu ønd ProvirlonaJ Edilorlal Boørd 

Due 阻 the V8C酒也i呵。CExe叫tivcCom血itt閏阻d Editori oJ. ß。位~ .t 也ebegiru曲gorthc

Unlon Ses.sion. ft ProvlsioDOI Ex間utive Committcc and ft ProvJsional Ediωria1 Doatd were 

appoJß t吋扭曲c 2w COWlcil M自t1ng 、“自由c (ollowing mcmbers: 

ln lcnW Vter--P，uid胡l-
scb個I S揖ictiu

'N.個-

J. YANShiu 岫刻， (C以.lDdJV"~呻閣官JD) raigned in Nø‘四申7 dw to PaSOtJIl n:&rfJlZ. 

2. LAM Oti Fv. Ktnn叫P楠，“申EI_臼血b)<<SipWω Scp(i曲bu~ lOpet萬wWfUI04

3 口'IANY，l' Tinsρ'øpWuly E/"/rd曲unâA吋n啤'1KXIinSepl圍budll~ ω戶mxu/，...""

2. EnforClmmt of A甜'cIel區 2oftheCo阻也叫'1011 of JIKUS1宜E

Ac.cording 10 the Article 16.2 or Co由世tution or Hoog Koog University or Science and 

T自缸lology S lUdents' Unioß , only FuJJ Afc.mlxa ofthe Studcn ts' Unioo sball be eligible for (ÚJ/ 

membushi'p or oDiI曲。falliliot吋 soeieties ， The ∞mrwU.曲 revlcw吋Iins of executive eommiu峙

。f aJlaffilia闢甜cÎe1Ì自 and ~minde" bas been 且nt 岫 th。揖 affiliat吋 S個ieli目 whic:h fi包110

閏mply with 趴e Enforcemcnt of Article t 6.2 of lhe Con甜lution or HKUSTSU. The ∞mmiUee 

aI回 reviewed membershlp reco曲。f的liated societies and 帥闖世lof伽 prel irr曲wycheck

would be forward吋 10 the ∞mmiu間。fthe nexts目，sion

J. REP"latian an錢eConJ越'1utlon.J o{曲~Affi溢血!tlSocú鼠目

To tacilitale alfiliat甜甜ei甜甜個目mply with the 間gulation in a 叮'stematic approacb 喃自

由cir member3 are weU infonn甜. 出e Counc.iI pa且d 血e rec.omQlcn也由n on amcn師回"ín 恤

Reg叫甜。n on 16121 Council Meeting. The ∞阻血i個偶剖開 rcviewed 曲e 目由titution o( .ffiJ ialcd 

socÎeti臼缸ld gavere∞mmcn曲曲n 10 individ回1 a.ffilialed socioties which (ail 10 comply wi山 thc

rt:.gulali on, 

4 Manoetmtnl an Amliottd SOc/diu 

ln(unaf RtgllfalÎon 

The Commin揖∞nducled a review on tbe Intc:mAl Regulalion of HKUSTSU. The 

Rcgulalion d閏cribes 曲c guidc1in曰“、d rules on different 曲Ic&<。而開， including dwily (\阻cuons，

McgaS曲. poster are曲. email broadcasting and useorENß 

甘lC Council passed 也c re∞mmeodation 00 也e Regulat..ioll in the 16'Ø1i Co山間1 Mccling and 

the 阻四個enl 且me into effecl immediate1y. The Commiuee fol1ow咽伽 lnlemal RcgulatioD 

and monitored 出e violøtio悶， 自(lCC\“Jy on pUblic noticc 缸且s l!lId ENB poSling I..u目.

Remindc l'1 we間 seol 10 afliliøted societi自扭曲曲E扭曲e regulalÎon. Jr a ∞mpl位nt or ab\必O \S

Provisional Editori aJ ßoard 

Pcooo-In-C恤". CHANW.iMan 阻偉宜

Membc.c CHA}I KA KIn, Ca.rlos 總E值

McmbeT CHOW Pui Poc I'l!ll;植

Mcmb(r SZEMonYin 胞，蚵

Membcr WONO Yim Yím 筒，是，也

M(mber KWONG 岫iTlt1g.Ruby JI!揖Il

Membcr L^M Sai Lok E阻饋

Member CI-tANManSin 服史揹

Member HOYr.c Ki 阿倫琦

MLn'lW NGHo臼0" 真擋回

lU the V8阻ne，呵。(E間c.utivc Committec and thc Ed itoriaJ ßo前dwerc fill吋 in thc 

ßy-Elcction in May, the Provisional E寫自ulive Comrniuee and the Provision31 Editoriø.l 

ßoard wcre d自峙。Ived

4. 位旦旦旦E

Thc bomc~ge orthc SU Council w曲\ßaintaincd to kccp lhc mem~rs and s但他ues

informcd about thc dc lAils and r'叫nt ncws of也c HKUSTSU Council. [n Ihis 悶，肘I thc agenda, 
minutes 81吋閻明。fthe Council Mectings and nca.rly 0.11 documcn t.s ofthe Council w叫e

抑制1曲le on the hom叩ßgc ror all membe J"3 oft11o Union. Il is expected 10 be updoted 

continuously in the com叫g s臼.s ion or the Counci l. 

IV. Standin l! Committe目。fthe Council 

A . A ((i liated Societies Committee 

1. 堂里也單坐坐1

z 
hf沛寸品主已做有~v.s~r剎cVai仙也宅';~1~;于何浴缸;'3iiJllll粉 _ " μ:~~. ~_:.~ ( ;' ~~ ~;'; .;. 
C叫ndl Sc副叮 |凹OWK..... 啤恤，曰“阿 |間，但

rtt,CÎved , the Comm.ittce wìU verify it 阻d is.:sue wamlng lCllm to 且volvcd 曲目甜甜，

$. Aoolieation 10' AmUallan ω HKU.咀7古U

The Committ閏 has received a 10凶的wnber of 棚。叩pU削。03 ror alT也叫刷

throughout the whol e 扭扭ion y但r. ßoth 叩plicatio阻品。m the Pet Socicty 個d th. 

叩pli且tion from Air ca血1 W<1電 昀阻ted . These∞nd 8pplication from Ihe Pet Society 

、w叫d be fon'祖n1ed 10 lIte∞m且i<<阻。rthenext se且ion.

6. Amendm是MfJfl!røg_tf_Uf_q and GuiddÜlt.l Q! t(pp_licatfo(l_ [flI AfIl_lIg!l1m_ 個 IlKUSτsu

The Commiuco ∞nd間tcd a revicw and p間戶揖d ameod且cnt to 也e proced山曲曲d

guidelincs of applicotion for .úliliaLion 10 HKUSTSU， 甘1e C。叫cil ， in the 4th Couneil Meeting 

咐1h immedialc effect, approved tbe proposed amendment 

7. S阻oeru/on o( Afflltallon Stal唱。rSocldv

The Commiltee 回回idcred the 旭.active stale or Oym.oasti阻 Soeic恥 HKUSTSU; Intcmct 

Mu仙ned且 S揖i旬'. HKUSTSU; Phil。自pby Socit吟， HKUSTSU; Sailing Club, HKUSTSU Md 

Student Mwic Soeiety, HKUSTSU , who盟Exeeutive Committte h扭扭cn vaeant for one y阻止

Thc Council approv吋 lhc rec.ommen曲tion or thc COnunÎ lt扭。ß swpension of afliliaûon 10 lhe 

UnJon in the 14111 Council Mceting , The afIiliatioß status o f也es田icty 恥、ould be SlLSpc.nded in 曲e
following year, 

G:ymnuU目 SOclety， KIαJSTSIJ

InttmdMu.I吋medl. Sodtty, ßKU暐TSU
Fbilosopby Sotlely, IIKUsrSU 

S.mogα川b， HKUSTSU

Sfudcnt Mwie Soclcty, lJKUST百U

D. COD5titution Committec 

J. 且全且缸里車拉L些

97 



""，，_，酬 Clubs 缸岫iation .1(Vaun_l) 

(Ya,ctnt) 

"ouu^"揖iaUoo$ LUI PuI Wai 

P仰\llul)'EltctrdC個ncilOl LtLokW剖Enri<。

popularlyEJ間國臼肌ilor 、沱江;凡呵呵!)!i:. : :γ!扎扎 丘'，' ~ 恤側 ，心 , 
Nolt:.S 

J. l.A UKli C11IJJ1g，Rsymood(PopuJa咿 E1mcdCouIJci1or) resígned in Nov.扭扭曲010

戶，當ω'l8J rr!llOJ1.

2. YANShi叫他'8~白unciJ Vícc.臼叫間on)reslg.血d in NO. 'mJber dlυC IOpci$O曲J=~

1. ANlclfdmenlof Corutilulion 

The Comm i t~e had conducted tbe annuaJ review on the Co由自ution of HKUSl百U and 

th訂閱fter proposed 缸nelldments 10 由e CoUl'lcil for ∞nsiderotion . The C()叫“l 旭d cndorsed 自e

pro開sed amendments with 到gnlJl阻 tmod也叫ion in the 1 <f' CounciJ M扭曲g and hen四 itis

incl uded in the Agenda of the 'Iñirt臼nth Annu a1 Gener在1 Meeting for 間由 iderntion 甘w

proposed IU1lcndment included amendmen lS 00 Article 4 個 13 and 17 of the C。因tJtutlOn

C. E lec tion Committee 

在且k旦且也旦旦旦至

1. Mcmb e: rsh ip List for Dy.EIt:c t1on 2004 

~ .可mm n>fJ且日姓名

'oun<iICh3irpt.non仙也 uQtIrp閻明} sυNG Vee Ki, Cheny 宋插到

Council Vic.e-Cbairp(n.曲 V AN Shlu Wing 直拖須

Co山\C; I Stcrtl.lry cnow KWOkKìu., Dtc.k)' 周闡姐

Howt Auocìwon.s NG 曲回 Pon& Ptrry 揖!1ft!

Popululy E lt.cl吋 C叫.ndlor U LokWai，自吋<. 李嘉草草

Populllly 目叫吋Councìlor CHUI Yiu Man 世眉立

I'opulu l)' EI~Cltd Cou.ncilor CHANYik Tif1g 樣到;jf

Populuty EleCled CO叫1.， LAM臼I F&~ Kenmth 赫在軍

PutC個ncilor CHAN Cheon& Mun, Fra.ne it 團且視

Notc: úl.U Júi D1IJD$. /UJlt間d (PopllfuJy Ðt:tt:trd曲曲dkv) rr.:n;訕tdin AprilD此， ω戶"""~

2. SU D)'.E Ie:clion 2004 

Due 10 one VIlC且cy of Popularly Eleeted Counci lor, a cabinel ofEx血ulive Cornmi ttee 個d.

cabin肘。r Editorial Board, lhc SU By.e\ect ion 2ω4 was hcld by the E1e<:tion Comminee. It w阻

originally held by the Comnùt恤 during 1 11_3f'11 May2叫 ( 1 0 ∞- 18 叩 daily) al Atri叫 One

nominntion for lhe Popu llllly Eleclrd Councilo丸。nc nomina l1on of Exccutive Committ間，

ExtenaJ Vice PrtJ ìd:nt 

HOUSð Anociation 

s<h∞l of Eng.inecring 

一P叩ul.u ly Eled.ed Cound!or 

，.珈山lyEI~ Councilol

陶e.:.CJIAN a.~臨IgMI叫 Franâj (p.ut G恥'Milor)間Igntd ÜlJ.個揖'J""揖個-祖v~，個

2. SU An nua l E lr ction 2005 

The SU AnnuaJ Elrction 2凹5 was propo提d 10 be held on 16。可 18" Febtuary 2005 (10:00 -

18:00 d.ily) al Atriu血The cabinct of the Exccutive CommiU閣， the Edilori a1 Board 阻d 山c six 

v.目nct間。fPopuJ arly Elected Councilo~ ofthe 1 3吟，輯朋叩 of the HKUSTSU were opcned for 

nom iJlßtion nnd clection. Fivc nomÎoatio悶 for the Popularly Eleelcd Councìlors were rece iyed 

ln order to g ivc a chance 10 the nomlnated. candidat，叫'eabinet 10 communicate wilh the 

studcnts, the Elcctíon Commi刮目 had .1目∞nducled an ope n forum for the nominat吋 candid刮目

。n 7" F.bruary 2003 (13:00. 14:00).1 LG7 C且t自n

lnthc I 少 Co間cilM凹lu嗯，問呻pcal from the applicant of ExeculÎve CommiU閣、祖s
rece ivcd and the Elec tion CommÎllec was lldvised, by reso lution of couneil, 10 reconsider lhe 

application. 00 70. February 2005, the Election Com且ütce decided to ßccepl 也e norninat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曲d on 100. Febn且可泌的. thc Election Commilt.ee 阻nOWlced lhBt the 

Annun1 Eleclion w臼f('ndcred void 目 one cab凹的， namely EME~GE w由 added in the Elcction 

A Re.elcction sho叫d be held 

3. RC'-rlec肘。n of A nnual E lection 2005 

Il is hcld in r臼po阻(! to void ed A.nnual Electiou 2ω5 甘leComrniUee 旭d conducled lhe SU 

Re.Election of Annual EI回tion 200S during 2J吋 -2少 March 2∞5 (10:00 - 間，叩 dai1y) at 

Atr ium. The votc counting was held immediately aßer lhe c l的e of 趴e baUoting in Lecture 

Th目tre E 甘le bJ.llot resul t.s of lhe Election 、~'ere 缸Utoun目d on 26自 February 2005 閏 shown in 

the foll。、vm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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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叫 Number ofVoters: 1602 

Vo lÍng Ro te: 28.96 % 

Poll ul:lrlv Elrcl吋 Coun cil ors 曹謂肺喜晶晶

「一一 NumberofVo岫
Candidate V訕地 I I附aJid

10 

name ly REVrvE and one nominatíon ofEditorial Doard , namel y 苔晴 were reccived一

Thc votc ∞unting 、咽s he ld immedialely after lhe clo血。ftheb叫loting 8.1 ucture Thealte D 

and the ballot tesults of the EleClion were offici剖 Iy 叩proved :md 倒四O山lCcd 00 5111 May 2∞4， as 

shown ìn the fo llowing.s 

Total Number ofVote間 1 483

Voti ng Rate : 26.27 % 
hDulørl伽 El f'c led Coun c: ílor 再講那謂自

EH叫“vcComm i恥. rmn宙

乃pu 01 VOIU 

Vote for Revive 

Vole ngai回t Revive 

TOTAL: 

EditorÎøl ßoard 緝細看且會

η'puof峙""
Vote fl盯著階

、'ole aga inst 蕾嘲

B SU Annuol Elu f;on 2005 

1. Membenhip L iJ t for S在J An l1 ual Elec tion 2005 

E Io"i'nn l'iTi"f.tmmmnmr.冒喃自。iτ 育'Ni'ftl~著鋪-

No Name 姓名 FOT Againsl Unmorktd 

1 I WONG Ytng Yan 王映射 1112 234 86 

2 IYUEN Yik 1iog 裁金露 1087 3 14 80 

3 ILEUNG Kai Tat 梁啟迪 11 05 270 90 

4 I SO Chin Pong 重早晨邦 11 02 246 96 

5 11百ANGHoi Yan 會恤欣 1126 252 94 

E J:Ccu tive Commill re 幹邱會

有'Pt.S oj Vol自

Votc fo r EMERGE 

Vote ago.i閏tEMERGE

D. F ina nce Com m ittec 

1. Mtmbt口hlpL缸，

Counc: i1 0&""，"個<lI;U l$ ChairperJ叫 I S叫G Y~c Kl Cherry 

Finandl l Sec<<叫 I LE~G Kai ta l, Elvis 

Note. 

Jmproptrly 

nlorktd 

146 

12 1 

132 

15 1 

12 1 

'"岫別

跟昏里

.個‘健

TOTAL 

1598 

1602 

1597 

1595 

1593 

(i) LfN訕。做b， .Edwud(Fi晶nc;i4J S<<re14研~ K-:u repúc~d by LEUNG l (Ai 'üι Ðvùin /戶

m甜tiDgdue lo S1帽'ppìnsposili間。f的e Fin l.DCi"a.J s<<re徊。'andPub!ic Re/.J帥.1IJ $ccr帥。吧

。'0 U.U帥;Cb叩'& R.Jymond (PopwMly Ekcled C抽nci!t吋 resigned ìn Úle $eplembu duc ω 

P師團6.lre.sson

(ìiiJ C肌IMû的r， Daisy(Schc.叫 ofScienc前間，'çntdìnth~ /rm呵ling due IO pc.朋叫rc6Jon，

1. HKUSTSU M，目前 Bu句"1004 -1005 

As there is 0 vacancy of Execulive Committee, the Council Ch缸中er甜n had druf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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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f ßudget 2004 - 2005 of 血. HJ<USTSU 個d 到bmiued (0 the Committ開 fo，曲nsideration

Recom血阻dations on aJ l subm.iued ilems h2d been made by the Commilt扭曲d thereafter 

submitttd 10 出.e。叫的I for 叩provaJ . n、e CounciJ had evenluaJ ly pas且.d aJJ ilems in lhe MßSler 

ßudgel2帥恥泌的間出e 141)1 Council M白山g Wl出血ve ra1 an叫咱menls.

J. FoUowlng 帥，kD!咐tM，剖tußu句d

1" order 10 k回pth. 叫阱悶晶。fth.U吋on with.in lhe amount approved in the M阻ter Budget, 
theCommitt目 had cegu加Iy vcrifi吋也emon也ly expense reports a.nd the n.n.ancia1間戶巾。fth.

functi。悶。可M甘zcd by the Executive Corornittee, the Edilorial Board and 出e Counci l. 

4. AmtndmMI 01 S"bs{，砂 Gu耐'dlnu

The Commiltee ∞Dducted a review 00 tbc Sub,idy Ouidelincs 間d propo揖d n閥割晶q

nmendment to the COW1cil In ordcr lO sm∞th the procc.s.s of 叫b， idy applica.tion . n、e

amendmenlJ wεre opprovcd by the Council in the 4111 Council Mccling 

S. Ban" Accouut S個nm

With the provj,ion of the CO lUtitution ofthe HKUST百U，出e bw account ofthe Union $hall 

be opc叫“ by Ote Fin阻cial S回rctary ar吋曲Y two of 山c three membcr1 of the Finan個

Commilt目 appoint吋 by resolulion of the Comrniuec. 、明出凹陷en( of the Co山間t in thc 4~ 

COWlcil M阻ling ， the au曲。 ri z.cd bank ae曲阻t sigm..~ ofthe 121.'1揖5sion of the Union 協lere the 

fotlowing four membcrs ofthe FinMcc Com血加.. 

SUNGY.. Ki Cha.irpt:nonof也.Co叫cit and Finan自 Committce

LlN Kin Wah, Ed、祖吋 Finø.ncialS自"'''''Y

K、，VONG 、~YajTu、g Financ也1 Controllcr of Edilorial ßoard 

LAU K.ai Chung, Raymond Popularly Elect吋 COUJlcitor

、的th rc.s ignalion of thc Poputruly Et目led Councilor, LAU K.al Chung, Raymond. aod the 

,wnpping of Fina.ncia1 Secreln旬I the 仙thoriz.ed bank 眉目。岫t signers of lhe 120 session o( thc 

Union werc rc.叩戶int叫... th. 品110咐ng four mcmbcrs of thc FiTWI個 Committ間，叫111 間n~clI l

。flhc Counci l in the 12111 C。山訟 iI Mtcûng. 

SUNGY，目Ki

LEUNG KaiTat 

KWONG 、，Ya.i Tlßg

CHUI Yiu M個

6. Su缸i申AppliClJ咐n Procusing 

Chai中e焉。noftheCo叫cil and Finance Commiu目

Financial S目"""Y

Financia1 Conlrollcr ofEditori叫 Doard

Pop叫釘lyEI叫“ Councilor 

Thc nonnat dUlics of the CommiUee incl吋ed pro扭扭ing of the subsidy 叩pli聞"。叫 AII

12 

1, on behaJ f of曲e Council of 由C 121h session, YI'Ould like tO lake lhis 叩開m且ity 旬開pr=
。Ul graûtude lowar曲曲。揖 who had conlribut吋 a 101 (0 曲.C。岫C甘， including lhc staff of 

Admi酬。目， RegiwatiOD &; Re曲吋 om間， Campus Servic:.個 Om凹J &tal目 Managcmellt om間，

Finance Officc, Informaùon Technology Servi峙.s Cenl問 51吋ent Affain 0節目阻d all 

Councilors 

T。∞ncludc， I 咄咄 lhe Councit Officitls and C。叫“tOr1 of 也e nexl session 明11 ∞n血唱

dcvoting 出cmse!vu to servc 出e Union io lcgislativc and finlUtcial 阻Fεu

Ch&坤... on 

OOle: 28. F.bruary 2∞5 

-一-- End o!Rcpor1---一

叩pti削的問何自iv吋 wcte ∞nsidercd 阻 batch and r血。mmendatiollS、阿re hen目 made lo lhe 

Councit for 叩proval . Thc summary of all subsidy appLications t proc自sed o.re 1i sl吋a.s fol1ows

To叫 Number of Apptications R.目civcd

T。凶 Numbe， ofHold Appli回"0目

TOlal Amo叩I of Sub.idy Approved by SU C。山cil

.For~也，1丸"值stJ rcfutolhc F.國揖iuRep間1

7. HKUSTSUF的帥clølRtport

Thc Committ.ec. had cmployed an 阻叩untant ftnn (L叫K.in ChW1g & Co. Certifi吋 Pub)jc

A峙。岫lAnts) 10 a.uiS1 出c FinanciaJ Secretary 10 compilc the FinanciaJ Report 20個 - 2∞Sof也e

HKUS1百U. The emptoyment fee r四uir<:<l、vas a1ready inc luded in the Masler Budgct 2曲4 -

2∞5 

主企些缸里

1. Rcctivlng H.l!-yurly R叩ortJ from Ibe Eucutive C。血mitt祉， Edil。討.1 Doard and 

PopuLa rJy Elccted Countilon 

有.Ex但uti間 Committee. the Editoria1 Board and fo叮 Popularly Elccted Councilors had 

subrnitted theic HaJ f-ycarly Re戶rt to the Co岫cil for r且civing. Thc Council had rcceived 

Halιy曲rly Repo巾。f lhe Executive Commiucc, .the Ediωri a1 Board and the Populasly Elccted 

Councilors 間的c 10""'C。山cilM自üng.

2. Election o( Put Coundlor for thc 13~ Sw!on of HKUSTSU Couodl 

CHAN \Vai Man但ditor.in-Chief) w回 <1叫“回 th.P叫Councilor for lhc 1少 S且sion of 

Lhc Council in lhc 16111 Council Meeting 

盟4且已過些且

Ensuring proper admirus岫tion of all sulHl可o.n izatio目。f 出e Union is one of 伽 mam

。"叫叫。fth.C。帥i l. This y間， thc VA叫cy of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EdÌloria.l B。吋 m

the beginning of也i. 揖曰ion bcc&roe chalJengcs 10 山e u.'1Îon. The Counc i1 exertiscd htr po~rs 

on h盯 duti回 10.由山電 propcr administntion in the 山涵。n

Appro配hlng \0 the e.nd o( the 1 2自缸s.sion of thc Union, one cabinel of ExeculÎvc 

Commin自 and 5 Pop叫'''y Eleeled co間的lors wεre nominated in the AnnUllt E.tcction 2005. 

Allhough the Annua1 ElecLion ;$ voided and a re-elec:: tion is conducted, J h。但由al aJ t cabinel 曲d

candidates 回11 oven:ome Ihe di佰culties and 且rve our members in Ihe ∞nllng 且叩開

1) 

J '11lltlla[1'cvorf ofPovu(a,.(v p (ecteúColmcl(or 

Scssíon 2004-200< (' 2t fr. Sessím,) 

zt 正of lVaí PlI rlco 

1!JJ)!'úa，.[v 宜(.c teúCo啞1Il:í[m~

I \vos elec(~d úy SU (ull members '0 be one o( Ole Popularly Electtd 

Councllo月'" rlle NKUSTSU Annual Elec(/oll 2004. 

5且皇mL12位包1

1 (tlt honοrtd '0 月prtSenl alJ SU members to .spe.ak and v，。但 for 01但你

的teresrs ,,, tht Coun口，. S;uing in rhe Constfturion Committet os (J 

Committee Member, Illod rhe obllgatlon (0 {)fve recommenclol;ollS 011 the 

proposed omendments o( COlJStitullon of the Un lon. Moreover, I \'Ins 

ru帥nslble to the orgonlzaυon of the three e/ectlot1S of IMs unlon u .ssloll 

os 0 member of rll t. f/ecr仿n Commitree 

益也必且且也a

Durlng Coullcll Mee Cing5, I fell lIonort!d 10 represcnr SU membus 10 

cxpress ophl/otrs ond Ideas Jn mOIJy Imporfoll r Issues tllO l Ilnve beell 

dlsclIHttl ser的"，'抗卸的 as the mattcr of swopplng PØSI ø{ the Exccutlve 

Commluee, the. master budger o( rh e IIrlìon seH/on ond Ole penalty 

mnt(ers to t lJe off1l1n,ed socie恥 etC. I olso reprf!sellted tl1e members ro 

speak and volt (or th e.lr Inferests. 80sed 0" th e. benp.f lt o( members, I gove 

ouf my oplnlons 011 011 discusslng Issues 50 rhor (he finol declslotl wos 

叩mpromlse.d by differenr studenr bodles'lmerests . 

.att且也值

111 rlle Unlon Suslon 2004-2005, chere \Vue loWlly ' 6 councll meerlngs 

otrd I oUended 15 o{ rJJem. On rhe oOler lIand, I Qtrfllded 011 meeflllg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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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肘utitut{on r()呵míHpρ

J \'Ias appointed lo be lhe commirree member o( the ConstJtutlo明

ComrnJtf甜• I was 月sponslble (or receive and dfsClISS any wrltten 

requísJrion o( proposed amendments o( COtlstHutfon of the Uníoll. Duri1l9 

rhfs 心 1Ion sesslol1, t1!e Constltution Committee has reνiewed r/le 

COflS lÏC l泌的 1 and disCIIssed some 帥'po同Ollt amcndment.s. I ha間 proposed

some amendments on the constitu tion， ωIÏclJ were app闖闖d in the 

Consllcullotl Commlttee， 的 order 10 improve t/le constitutfon, to enhance 

representatlon o( the popularly elected offì臼 bearer， and to protect 

membe舟 ， beneflt, such as the ufllmate ouchority of che re(erendum, the 

change In e/ecroral sysrem, some am側dments ωn臼rning the f lnancial 

matrers and 附ca (ion o( office., erc. A (ìnalized r缸ommendotlon 叫的 18

pag自 amelldments ha ν e. been sent to the Council. 1t W05 (inafty dlscussed 

and erldorsed in the Counc/l meetfng. 

制tmtber !1tle l!rnlß 恥fiemP.

Two populorly elecred councllors, me alld CH叫 γ1u man, have se t up 

che Member Meefill9 Scheme. TI1I5 scheme helped us (0 colfect opinion 戶。"

membe何 effectively. The sclleme scorted 戶。m the (all seme.s ter on 2004 

We llave lleld tlle olle meetfng wit/l members In meeting room. TlI ls Is 0 

g帥d choll自 (or pop叫orly elected cound/ors to discuss the Union matte叮

and Unfon operaυon wiOI membe.rs dlrectly. Moreo間几 I ofren Jnformally 

叫'/ect members' opf'l怕tI on dif(erent Jssues on tlle Stu血 nrs' Unloll and 

reflecr t l! em dllrlng the Councll meetlng. 

rl1e f/eclioll Comm/tfee and COlIstÎ仙tloll Commlrtee . I believe thot 1 had 0 

sacls向ctory 他vel ofpa月lclpar/on In rhese meetings which would (ac的tate

the lVork and dlscusslon of che Councll. 

huu{ar{v 'El品cteáCOutlC的γ 叫omer;laae

A" of(lcial personal homeρage of popularJy e. lected councilor has been 

set up In the summer of 2004. frs fllllCtlOIl was 10 pro叫de my pe.rsonal 

In(ormatlon. (0月port tl! e Coullcfl meetll1g and the S個ndillB committee 

m阻rlngs to rhe members, Qnd In叫他 members' opinioll 011 the a((airs o( the 

UnJon. It (QC州toted the connectÎl肘J betweell members, p帥Il1larly elected 

cDuncllor and tlle councll 

Prepared by 
宜fectfon Commíttee 

8eJng a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uee, I participoted ill the 

By-electloll of HKUST5U 2001, whfch wos held 111 sprillg semester 2004. The 

nomlnaced cabinet o( Executlve Committee, the Edltorfal 800ra alld one 

populorly elecled couflcllor were eleζ tedln υl/s election. 111 the year o( 2005, 

1 olso partlcfpated In che organlza tion o( υle Annllol Election and the 

Re-efecrion o( the Amwol Electlon 2005. wlJlch \Vas Ileld In the spring 

semester 2005. Olle cablne( alld five catldlda res of populorly elected 

councilors were l1ominated. The ele.clÎon was stlll in progr臼s up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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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lOme"r

AnnuaJ Report ofPopuJarly Elected Councilor 

S晶宮的n2叩4-2凹5 (12~' Se.s si冊)

Annual Report ofPopulnrly E1ccted Councilor 

Session 2004-2005 (12自 Session)
CHUI Y1UMAN 

已且盟且扭扭
Accounting Year 3 

Popularly E1ected Councilor 

T, 10gC: ÛII:t with 叫hct popuLu\)' 巴I~c:吋 叩叫cilon， W3 .s t C: lpO阻ib!e to upltse~t 111 

mcmbu-s o( du: Union lo u.n.uen ,,(fecri.og th間訓山C:$uwn四"因ng ∞ωa.l ~etinS1- l was eleclc:d by HKUSTSU Full members 10 be one ofthe popul ::trly eleclcd 

c:ouncilor in thc HKUSTSU Annuru E1ection 2004 

已且血d單單血且

SU Counci.l ,hùl be legut1' . of 出t Uruon.lrc。且siscs Q( rc:ptcsenu.bvH b:om diffe .. anl Gener:l l Duli自

"、~Jent bod.iu to ob::1În su{fi.cien( op血。由 LOd COJ ùJ:t &U:OU.I bcfOlt 白tra.s~g il5 

powtL 1 m州。not~ 10 be one of lhc pop血t1y dcctc: d 目叫cilocthí.s "UtIOtep_luc.nr
1 n:pl t.s<:nl-叫 all SU full membcu 10 exprcs..s thcir opinion and ideas 10 th c: Council of 

HKUSTSU.l was appoinlcd 曲 thecommiu曲 member oflhe FinDJlcc Comm.i llcc 揖

wcll a.s Elcclion COffimilt c:c ofthc U"ion Council JU tneru b<.:的 。f th c: U叫0/1 10 sp目k :wJ ~'ote (O( th e.u mtue1 u. MdnbeU of th~ ，COI凶d

pl.[tidpJtc 2nd giw 。肘。pU\lO叫 in Ù'C dì5t帥 iOOl 10 n12ke 6nù dtcis ion 凶∞阻d

mccu.r唱， 叫vo.村d .Ù.I srudeot btl<liu' coocern乳 c.肌肉ilMee ling

~且坦血 ln the Council Meeting , n numbcr of crucial i S5U臼 W盯e discussed seriously. 1 felt 

hono山ed 10 represenl memben; 10 speak and vole for 出<lr叫cr白lS . 1 had also 

participatcd in the disc出訓。目 nnd given op悶悶悶。nall matle問甘1e fin a1 decision in 

c:ouncil meeting therefore involved 崗位rentsludenl 出di凹， concems 

I ~削c: lried rn, b的 t to prfll t::i t thc righu .tJ ld bc:nc:tiu o f IU membcu of the Un.iofl åll 

th c: cnd oi InT appoin回<.c 恥 tillion tb1llks;'叫 those who hll 'Vt c..u t tbeir 間tu formein 

the 8r. c:.!o.:c;tìon 

Fìllance. Com Ol illee 

Prc: p2red by Iwas 叩poÎnled 10 be oneofthe committee membcrs ofthe Fin胡ce Conuniltee. 1 w苗

responsible for 問gulalÎng a11 financial matte lS of Lhe Union belwecn the Council 

mceling in accord聞自 wilh its resolution and instructions. When ne且$閉門， 1 wìll takc 

p訓 in lhe investigation iolO 311 matters conceming the finance ofthe Union 

Iw... 叫阻 Z白戶悶ible 10 teview Illld make recommendnt岫ns 10 the Councîl for 

叩proval 00 any policy related 10 financial matters ofthe Union or Ihc nllocalion of 

U叫on ft山dl for nffiliated soc叫自 ln OClober, 1 was e1ected 阻 ooe ofthe Union 

Dank Account Signcr. 1 h叫 10 rcview the a11 thc chequcs 10 doublc check the vali dily 

阻d 8ccuracy of thc cheques before signing il 

但也重些
Le( K11 KcoJo宜， K臼"rn

Púpulm f Electc:d Cou f\ci1ot 

S t'.ld叫 LS' L'n.ion Council 

Sr.u iou 200-1 • 2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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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ec:lion CommlUee 

I 、咽s 8ppom包d 10 be one ofthe ∞nunittee membt.rs ofthe el自lion Committee. The 

Commiuec is n:.叩開sible for holding e lectioo of the union. l ,c ßy-Election 2曲4_

heldinM呵.2曲4 that a cabinel of閉目utivc ∞mmitl缸. a cabincl of editorial board 
Md a popuhllly el且t吋曲WlcUor werc e lea.吋.

AnnuaJ EI輯tion2曲5 was held in Fcbu間'.2叩4. 的 il was voided by the EI阻山n

Committ間. a n~lection w四 nude也l Th.聞目Jtìs 血al a cabinet of間ecutivc

commjtt但 and five popuLu ly e lecled ∞山訟ilors wcn elected 

Mcmb叮 Meeting Schcme 

In Ihis year, the member m目ting scbemc 旭s been con血ucd 10 ∞lIeçt the opinion.s 
fromo叮 mcmher! În 0吋e"。∞IIcctopi函。n cffectivel弘Our fimm回bngw回 held

on 17th S叩tcmber， 2004. ln 山.m自tìn且，目me malten in thc Union WM sllared 個d
di><us目d with our membeß. 

P"'pared by 

灣阿三
Chu自 Yi u MIlO

Populnrly Elected Councilor 

HKUSTSU2∞4-2曲5

101 



11m EOITORJAL BOARD 
Hoo l: Kong University of sci叩開缸1<1 Tc:chno102Y Stu<leots U凹ion

香港科拉大學學生會姆拉l委員會

MωI Box.1t2. Hong Kong Univc: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血n臼﹒ Union ，Q且r

Watc( Bay. Kowl∞們I Hong Kong 

Tel: 27197位6 Fax: 2335 1728 E.mail 且且旦旦生且也1 Home個ge:

hup1r.岫mc 囚I.hkI-su_eW

Annual Report 

The 12" Session Students' Union 

Editorial Board 

'D1C Hong Kong UlJivcr百ity of Sciencc 個d Technology 

Partl - Coml∞~tjQ[J 

泊、e 12" S闊別01\ of the Studenl' Union Edilorial B個rdcαuistsof [W叩ty.憫。 members
which includes the Editor-in-Chief，峙。他也tant Editors.in.aúef. fOUI DesignCll, the 
Adminis扭曲ve Officer, lhe Marketing Offic肘 . the F1n缸lCia l Con回lIer. 創00 twelvc Feature 
Edil師

甘1C l i 5l 0fthe 12"S自sioo Stu血nts﹒ Union Edi，叩al Do:utl i, iUus~刻甜甜 follows:

Jl'llsilion __ _. _jl 

f't3ture 間ωr(生活紛 f --=--'~--' -~~ l …u!?比 1 - 翩翩W叫耐心回Ihanie 忙苛I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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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nnual Report 

of Edìt，ωìalBo紅d， HKUST Students' Unìon 

the 12~ Sessìl∞， 2004-2005 

主的~

布的 is 1M Annua1 Report of the 12' Se.ssion o( 自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od 
Technology Studer池. Union Ed.itorial D叫“1

1bc 12" Scssioo of thc 日ìtorial Bo吋， Sludcn尬. Uni∞ cornmcnced on 7山 May.2rol .

布的閃閃t summanzes lhe work of lhe 叫lori31B伯民1 in 師問吋 beginning from 7th 

M,y. 200410 23"Fe伽lJary， 2∞5

甘.c Sludents﹒ Union 副üorialB曲rdshall 扭曲e扭扭 orgaru且tionlhatm剖ntams 甘'"

omcial Publ間tion of the Srude抽. Union 甘'lC Off:cial Pubticaûon sha lJ have Ihe name 
of 'Win缸， in English and in Oûnese ﹒阪姐.. in the 凶tial 開si峙的。fthcωe 甘旭

扣限tiOC1 of 山e Offici31 Publ間tion is 10 promote the 曲.j(cts ofthc Sωdents' Union as 
specified in lhe Coostituti個 llal抽 aclS asam目ns 10 provide叩開創nity for 個d

cncourage 甘'lC freecxp悶sion of opinion by 伽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lksi血sm.m凶ning lhe Official Pub l間包個 of lhc Sludents. Union. the E泊ilOOal B曲rd

， 1帥 promol閏 literary也\'clopment amoog thc studc.nts of帥 universìty by mea悶。f

aC lJ vjlies 

甘、emembe路。fthc 12' S臨ioo Edilorial B個Idwered巴叫吋 toserving 山emembc:rs of 

thc UnivcrsilY. AII of也翩翩bUlcwhol晶晶rt，dlYlo P'剖U也 theOfficial Publ叫lionof

lhe Unioo 功'"印刷alB晶晶 memlx.rs have been dedi臼lcd 10 organiz.ing v曲曲S

wel l-planned activiti目 forstu也nts

甘、e following 開車時 are 血泊il吋 informalion about the c，的'p曲11.100. P曲licatiα也

activiti臼 and thcduti目。f趴C 臼itorialB個d mcmbers during the pcri剖 índi叫吋 abovc..

PartH - Gem位-aJ

A - GcneralM自Ilng

F間n1~M呵.2004<。犯"Pebru帥.2∞5. 也ùrteen Genc叫 Meetings were held 10 
discuss the gcneral i5S叫∞耐叫ng郎郎itoria1 B曲肘，

B - Hom叩age

啊，巴 hαnepage or the EditOOal B咀rdw甜甜ablished in 的c early June.甘隨
functions of 址尬。 ffici ，lhom叩age are 10 maint釗nthcm明t updated informauon of 
伽 51吋叩隘﹒ Union Editorial B阻rd 站 附11 3S col1<<:ting opi nions from the 
51u也nlS of lhe univcrsity 甘1e homepage h的 been main仙ned properly 10 facilitate 
岫 fulfillments or dutic:s of the EdiIOO,1 B晶晶

P紅tm - OfficiaJ Pubhcation 

A - Wings (按鈕}

1. Win2,lssue} (12.1) 

Vlings 12.} W且仰büsh.吋 andslart吋 lobed時間buted 10 Sluden lS in the 咀rly Septembcr 
81 theA吋山n. AII thc Wings 12.1 weredistributed 叫tduring 山e period 聞自pl 血。“

Z自<:cved roroffi血s. 血partments ， other universities and ror refertocc and contingency 

ηlC contcnt in Uûs 間間 is shown as follows 

版面 題目

封面故$ 舞台下的克勤一-1是然商量lλ生組~

社會版
高宮附貴的體現揭永強扇然~台

食品安全出問題市民他即欠保障

斬首處決

故國眼 大學鼓股趨勢

Y個zero-一一培訓年



早J也rJZ jYi緒的與f>l F.' lif，前，一-1句:是jL，1i危一直接'.~ ?

科技服 巾咽不5萬鐵留 雙學位女生s!全球科往學者與

油洋教兵

生活版 lltl曲J一他的日子

投入深圳踩油新角度

文密版 以ru為「蜈J

現代手工~

第1-屆!眉迎中文文學創作比賽亞取frJll

S自 1世i~1空軍備

學生投稿作品

lnlerim Re個問 ofthe 12th Session of 出e SIU血拙. Union Ediloria1 Board, Executive 
Commitl自 and '"到pul:u ly Elecl吋 Councilors

3. Wings Issue 3 (1 2.3) 

Wings 12.3 h阻恤叩 undcr pubJishing proc.自S 缸、d is expecled 10 be dis tJibutcd in Ear1y 

M3rch. 2∞5 

The contcnt in this i~ue is shown 品 follows

服I間 lI1l自

封面故司f 封面人物一一換為宜

社會版 領區風浪

中闋的對外1m係

哎閩H服 抄功間可竹子i直被跑出校

科大自'J~企業中，心

科大的另一部

英文級 I ~… The Olympics oUlS i血 the Athens Arena 

S阻垃傅'0筒

自由前

C - E.，臨別iÛ011 of Wings (按飽之間外)

Ex個E.dition o[ Wings Jss閣 i

Exlra Edition 01 Wings Issua 1 was publlshad on 20~ Saplembar， 泌的. 11
contained four pages 叫Ih II lIa.學生會辦事宮 內部變遷的所未見 缺乏

咨詢濃濃民~.. AII coplas wero dislribulad 叫1 10 sludanls and slaff 凶 lora Iha 

avening 01 Ihal day. 

Part IV - Functions and Activities 
A - Orientation Camp o[ Wings (領翅之迎新營)

明le Orien叫01\ C.mp o[ SUEB was 叫咱s[ully org阻ztd [rom 17' Augu Sl, 2捌 lo l !t

Augusl, 2004. There l'Ierc 10000lly I岱I participanls in this [u肘tion ， includi ng fr目hn酬，

spÎes 300 leaders 

AII 帥 [u叫ions in the Ihree-day camp 附肥。啥叫回d sm∞thly 位ld successfully. 
Acûvi ti臼 such 且 Ma時Game， Ülmp l'i時， 。巾nl臼ring， Waler War and Disεo Ni ghtwece 
organiz.甜，

甘lC pe~on.in-<:hðJ ge of thc Orientation Camp 3fC li Slfd 出如1101'1"

Chie[ Pmon-in-O!arge Yip Yuk Ming, Olivi. 

Person-in.Chargt α1個 Hei Lam, ]oyce 
ChanManO加g， Eva 
Wong Wing Sze, Chrissy 
Kw叩gWaiTi呵， Ruby 

Siu Wai Man , Sally 
Nam Sai Lok, Lewis 

單』極限 耐人取關領域一一間

科校服 科大同學食現商場飛行夢想

創新科技助教肝硬化

位大的戰役

基因改造奧運

生活服 舟"非﹒音"比"一一→WÐ[且都1li江

永恆的時向一一牛仔關

文äli版 {哈利設特〉的魔力

有所不知之中國象以

那十一屆i眉姐' f'艾文學創作比賽季lll-作品

學生投稿作品

Annual Repo巾。fthe llth Se品ion of 血e Students' Union 

2. Wings Issue 2 (1 2.2) 
\vings 12.2 w晶 publ ished and 5 1甜吋 10 be distribU!cd 10 sludenls in lhc latc Novembcr al 
the Atrium. ^II the Wings 12.2 were distribulcd ou t during 伽 peri咽 c:r: ccpt tl問C

m品W吋 for officcs, departments ， 臥hc( unìversitics and for rcference and contingency 

Thc contcnt in thi s issue is shown 田 fo1!ows

版面 題目

封閉故主I1 封面人4年一斗可旁閩

社會跟 平民站員一-111關雌

妝師飯 科大最軒說m俏況一一密不可分的求職技巧與成業機會

科大都筒中心一一文化綠洲

~J閉版 測m大法

科故版 創新就動電混

泥土:再見了污染物

生活服 穿衣新時向一-l.olita&C血肉y 文化

小智怒 ， 大發明

艾~服 巧~妙對

文化郵益

第十一屈服姐中文艾學創作比賽冠軍作品

S目也(lIJ~悶

學生役構作品

民間、cial Rcp。前s of the 12出 Sess.ion of 出eS仙也A尬. Union 

Noûces Tssued by the 12th S臼s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Council 

B - Kao foay Pao of Wing, (按翅之高m報)

Kao Fay Pao o[ Wings lssue 26 
Kao Fay Pao of \V ings Issue 26 was DUblished early October, 2∞4. Alllhe cop ;臼 were

dislribuled 仙 t except 出血e reserved fO( referer間 and .cknol'll吋E叩肌凶

叫他 conten l in this i叫c is shown 且 fol!ows

版面 題目

社會版 紅蟲詠池

回顧立法會選1\'1

絞圓眼 去茵迎斬

科大的與連連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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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y", K訓 ， Ivy

Ch阻 Chullg Yan , Joyin 
Chui Wai Ka, Karen 
T凹g Ying Lok, Lok 
Lam Yuk Wa, Mini 
Leung Wai Pan, Jeff 

ß-O討entation Night of Wings (振翅之迎新夜)

lllC Orientation Night of SUEB was org帥zedoo 羽1" September, 2∞4. There were totally 
55 pmicipanls in this funclion, induding freshmen and hel凹的

fhe pcrso悶.in.chargc of the Orienlation Night 紅1: Jistcd as follows: 
Cñicf Person.ill -Charge Ch削 HciLam ， Joy臼

Pcrson.in.Chargc Cñan Man Oting, Eva 
、，vong WingS血， CIuissy

KwongW到1íng， Ruby 
W叩gKaY胡. StcDhanie 
Nam Sai Lok:, Lewis 
Ch凹 ChungY間， Joyin 
Chui Wai Ka, Karen 

Tang Ying L此，Lok
Leung Wai par司， Jdf

SiuKam W且，Lw

C - Chinese Litcraturc Com悍titioo of Wing, (11<組中文文學自tJ作比賽〉

甘ICcollcctiαlofarticJ臼 hαm stu血 lts for lhe 12ft Chine時 Literaturc Compctition of 
Wîngs W3S [i nish吋 Mcetings have 出en organiz.ed for judgcs 10 d自1也 由ewm闊的布e

judgÎng Drocess will 出 fi ni shed in latc March 

甘lCPri血.Giving cen:mony for lhe 126 C恤自e Lilernlurc Competitioo ofWings would be 
held in mid ADri l. Judges, Guesls :md winners will be invit吋 10 the 自rcm叩y

The pecsons.in-charge of the Clùnese Literature Competition of Wing5 are lisled 3S 
follows: 

ChiefPCIS叫 m毛ha.rgc

Person-i n-Charge 
Ho Yee Kei, Ivy 

YiD Yuk Ming, 01ivia 
Chan Hei Lam, Joy∞ 

Chan Man Chine, Eva 
Siu Wai Man , Sally 
Nam Sai Lok, L巴wis

Wong Ka Y凹， Stephanic 
Liu Chung WaJ1, Tammy 
Leung W3i Pa n, Jdf 

D - B∞k E.xhíbi lÎon of Wings (按泊之路肢〉

11ICß∞k cxhibition of \'I ings was 0用aniz.ed from the dale 15ft November, 2∞1 10 1 9111 

Novcmber ， 2∞<1. A largc variclY of 峙。ks wcrc e.x hibited 個d 出ousan由 orb∞ks wcrc 
s帥1 10 Ihc univCIsity cOll1 muni ty.lòc ßook c.xhibition achìcvcd 3 grcat 叩ccess 111 

promoling rc.tding habit amongst lhc studel也 of the univcr'i ity. 

Thc pcrsolls.in-chargc of U1C Book: Exhibiti制。fWingsarc 曲 follows

Chief PCr.ion.in.Chargc Siu Kam \1，肉， Lco 
扭時間 in.Chargc Kwong 、，Vai Ting , Ruby 

Siu Wai Man, Sally 
N肌 Sai Lok, Lcwis 
Ng Ho Cheong, Henry 
l.uî Siu Hon, Mathcw 
Choi Wai Shan, Ada 
Ho Ycc Kcj, lvy 
T,ng Ying Lok, Lok 
Lam Yuk \'la, Mi ni 
Lcung W:l i P311 , Jeff 

E. Activi tics Organi7.ed wilh Joinl Editonal Board of TClti a.ry Instilutions 
rwocommitt血 rnembers ， Sze Mong Yin and Lu i Siu Hon representcd HKUST SUEB 
10 particiDalc in organÎzing activ i ti臼 jointly with I?ditonal Boar也 from o\her Tertiary 
fnslitutions. Two aC lÎvitics,“TIlC Competition fo汀 Inter-Te巾ary Institution Publication"' 
a吋 "1'IainÎng Sencs of Ediling and Re帥的ng" have been held in this session.lnc 
Prizc Giving 臼Icmony for lnt叮'.Tcrtiary Jn5titulion Publicatioo wil l be hcld on la他
Fcbrua吋 31 Lingnan University , Judgl臼 or 由ccom阻tlU圳， gu口尬. ;lnd Icprcsen tativ晶

晶叫呵呵呵 Tcrtiary Stoocnts' Union Editorial B恥rd werc inviloo 10 lhc Ceremooy 

Ikpt口創lIativc of Editori.ll BO:l.rd S血 Mω 1 1: Yin, Monica 
Lui Siu ltOIl. Mathcw 

P紅t V - Re/Jresenta(jves 扭曲e Studç:[J_{S. [f_nj_Qll_Counci1 
According 10 the CαlSlJtutlOn，也.rte members of the Students' Union Edilonal 日oan!
WetC appointed as ∞uncilors in lhis session 

Rosi tionlR叩resenla l.i ve

Edi tor.in.Chief 

Fínancial Controller 
Mcmbcr of SUEB 

A - Standing Commi tt阻S

1. Constilution Comm.iu血

Namc 
chan WaiM曲. Wyman 

KW個gWaiTi呵， Ruby 

W個g Yim Yim, CIui"y 

日Hor仆n-Chic f in 恤C叩開l 扭扭ion sh叫Id be the member of the Constitution 
Commiu目 as specifi吋 in the Co叫jtuti個 of lhe Student.S' Union. Rcvicw h扭扭ell

taken and possible amendments of 趴e Studenls' UnÎon Coostitution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 througho叫 the regular meclings 

Namc Posilion!Representative 
Edilor-in-Chief Chan WaiM凹， Wym胡

2.Fm祖ce Committee 
Financi o.l Controller of帥 C山rent session shoold be Ihe membcr of the ，可nance
Commin且 2阻四ding 10 也e Constitution of the St吋叩!s﹒ Union. Mectings weIe hcld 10 
discuss lhc rccommendation 0/1 Master Dudgets, financial repo巾。fd ifferent b吋l臼 and

recomJl阻ndat沁n 0/1 Vnioo subsidies 

Namc P的 itionIReprl回cntativc

Fina用ia l Controller KwoogW創Ting， Ruby 

P缸t vl - ConcJusion 

The Annual Rc開r1 of the 1 2~ session of the Stu由自的﹒ Union Edi1ooa1 Hoard has bccn 
summílfÌzed 的 above.

During lhis peri呵. J Issues of Wìngs. 1 Issue of Kao Fay Pao of Wings and I Issue of 
E:.; t用白itioo of Wings have been published for stu世咐. 11uou1:h plenty of cvaluations 
and meetÎn缸， the Editorial n回吋 has bccn m垃jng every e ffo的 IOtmp.用ve thcOfficial 
Pub1ications throughoul thc year. Th is y阻r， 帥。fficia l Dublic3tions wcre tai lor.madc (1肘

thc pUrp(.沾自 of pmmotÎ nc civic consciousness. free e叩 rt!s剝削。f opiniol1s 3S 附11 as 
1il C:rn.可 devc:1opmcnt amon l1st the stuocnts oflhc Univc.: rsi ty. 

100 Editoria1 80ard has also organizcd vari∞s aclivitics for 叫r fc Jlow rJY.:mbers 

Orientation Camp, Orientation Night and B∞k fuhibition of Wings w，r~ su自由sfuIl y

organiud. Thous個由 of b<到ks were sold to the univc r.:iity community duñng the book 
exhibition 明1<b<抽k: exhibition bas achieved a g間tsu扭扭s in promoling an excc:lIent 
Z臼dîng atmosDhere amoogsl the students of the Unive瓜ity . We are also grate心1.。但e that 
1M recent 12. Chi間se Literature Competition ofWings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e SUDport 
fromtheslu由nlS in the University 

At Ule end of lhi s 但ss ion ， we would 1i k:e 10 express 叫rgrali!u也 to 由e whole υruVel'Slty 

conununilY who has 叫Dported the work of the 印刷的 B叫d.M叮 we take 仙

叩開rtuni ly 10 wish our fello\V Sth∞Imates grow 訂世 Oourish ， 50 as 10 work: out Ihc mollo 
for eve l)' flKUST students 

- - - EndofRe個[{ - - -

For ilnd 01\ behaJf of the 
HKUSTSU Editoria l B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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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Part 1 Composition 

~t is d1e I\~clfth year since 血e inception of the HKUST 
Studen恤'Union'in 1993. 

111is is Lhe A.nnual ReporL of the 12'也 Sess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3ßd Techn~logy StudenLS' Union Exec~Live Conurùttee 
~nd w i11 repOrt tÌ1e job done and to be done by the 12" Session 
Executive COnunitLee 

In this session, there are altogether 10 Executive Committec Members 
甘1e fulllist ofExeeutive Committee Memb~rs is shown 悶 fo llows :

111e 12'" Session of ExecuLive Conunittee commenced on 5'" Mav 
an吋l

t岫orMa句y， 2005

Presiden t: Mr. Yuen Yik Ting. Dicky (袁金鐘)

Major:_EconomicsYear2 

Inter百a1 Vice.Presiden t: Ms. Wong Ying Yan (王l快昕)

些也r:A也ounti望Year2

Externa1 Vice-President: Mr.11油1 Leong Hwg (譚靈衡)

M句or: Chemistry Year 2 

的naocial Secre t呵，帖'. E1 vis Leung Kai 1ht (梁啟達)

M句凹: Accounting Year 2 

(Hewa品s 血eP趴\Ibli記c Re1ati。囚nss臼ec叮r間e剖t缸ywil仙h叩i

20. He is swnpped Lo Financia1 Secrelary to smooth and mrunt則n 出e

Fin個ci a1 matters of the Union .) 

Welfare Sccretary: Ms. Tsang Hoi Yun (曾償獻:)

Major:M盯keLingYcar2

Publication Secretary: Ms. Lok Sze Willg (駱詩詠)

Major: Managcment Year 2 

Curreil.t Affairs Secretary: Mr. Lok Kinγíng (陸建廷)

Major: Economic.s' Ycar 2 

Universily Affairs Secretary: Mr. So Chin Pong (蘇展邦)

Major: Computer Scicnce (InformaLipn 巨型nee包里)Year 2 

10 the s臼SIOU. alI the ExccuLive Committee Members have been 
who1eheartedly 跡。ted to 出eir jobs and have 剖ed their best to get 
U1e jo l.>s donc. -Due to their proper intel1lal admiois甘8tion ，
appropríate handliJ1g of extemal 回atters. continual provision in 
?郎叫i划叫 and We叫Jf;伽a盯re a叩似叫巳叫叫t i伽圳i廿ivi叫it甘ie昀s 叩d bet悅t扭et句pr間間e盯s阻sen凹叩n耐1
ma恥ca叩αeml比C and un血iv間er閏sit句yma叫tt扭er昀'5. the Union has been operaLing 
smoothly and efficienUy. 

Thecorning pagcs will fo l1ow a more detailed prcsenLaLion of the 
work accOffipl i;hed by ù1e Execulive Conu圳ee Members 山ring
U1e pe討od indicat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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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denùc Affairs S ccre lary: Mr. Fra nc is Yau 昀n(尤盤)

Part 111 Actioll (Due to HKUST Stuucnts' Unioll 

Constitutioll) 

l. GCDcra l AdmÎ nis trnt ion 

1.1 AdminutratioD ofCen e悶 I Orticc

明、isye缸，出C 12\11 Scssion Ex<<utÎve Commiuee，.目ch Exccuti \'c Commi ucc 

Mcmb軒 h閏 1\\'0 hOUfS pcr wcck, callcd office hour in which 山旬l' staycd in thc 

oflicc nnd opclltd ror IIIC IIl恤筒， 叫叫. Mcmbc的 山c WclCOlI1l:tI仙 shaf。 山創r

。 pinions 、vllh lhcfll by vis itin且 thco tl日CC of Excc uti vc Co目的mith:e dmin位

prc.sc hcduh.:d Oftìcc Ilnur or rnakc prior arr加1且ement

Ih叫~xccu tÎ \'C Commilt凹 i寫 fcsponsib lt for IlInn3~ing 叫uipmCl1的 suc! t 個 banncr

punch肘， b;u lllcr 11I3chinc (IIllJ Icollcys for aOil ialcd s叫etlC$ to usc 

Thc Exccul ive Conunittcc i s 叫50 in charge of mnttcrs conccming vendi ng machine.s 

in GcnCfll1 Office s\lch RS hnudling complainls, rcfumJing nnd man3.gcmcnt 

Olher admini51rntion wOfks includc subscribing new.spa戶的.叫dm:moging

....0"時('." such 品 keys. lrolleys. ctc 

1:2 Al l ll1 ín ittration 叫Ilig C harutler r肘tw.n

lñe EXCCUli\'c C仙酬niuc可C I S rcsp。肉s iblc for thc 1l13nagefncnl '1r the Big ChBmclcr 

Pos t \V311nll 日 1 ， tn fucíli Ln te it.. propcr 閏c Ly slud叫lS， ~ ta ns ond 制1!nni7utio ll S in 

thu UIIÎ vc rslty ，'憾 。 c h :1I11l c l lor cx prcssion ofi!kus <1 m.! opÎ叫叫“

I .J AdmÎni1tr圳ion or Unioll Nolice llollnb 

The Exccutivc CommiU凹的司1甜甜sponsibl c for l11anaμmcnl of lhc Unio l\ NOlice 

ßuard 

1.4 M(,lJ1 btnhip Am叫"

啊lC Exc叫tivc COJ叫nitlcc 時間ponsiòle for handling 311 enqu ir i閏 ror Illt01beu hip 

from tl KUST studc lILS.lñe AdminiSlr.1tivc SC('rctary is rc.spol\Sibl e for lhc issueof 

themtn、bClship ctmu. 

1.5:“"rf ̂ rr~ir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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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1 General 

1. T".rt‘ StSsiOIl Excc lIl;ve Commütee Mtttiug 

Since the by.e lcclion o( U1C Sludents' Union 10 17. September 20個.&缸UII\'C

Commillee meetings were held 甜甜 10 刮目US$ intema l and exlemol m叫enof出e Union 

10 Ihe ,'t" Sessioll. therc are two Iypes of I!x世uti...c Committee meelings (Regulo.r and 

Sp缸Î:II). Pnr rcgulnr m自tings ， Ihey are con\'cned on 缸hcduled basis. For Ihe s但ci叫

01自tings . th叮 il recon間ned 00 entergency basis. In thc 126 scssion. nine regular meetings 

wcre held whilc nine spcc ial mcetings were hcld 

^ gcml3 nnd minu岫 h :l\'c 恤叩開sled 00 the o fTiCi31 homepage of lhc Union 

thllu :J/ ihomc ,UM.hkl-su union、 A lthough some of thcm had becn already becn 1051 

bccau牌。r the syslemic failure of the orficc's comput甘. the d í1le, ûme and \'cnues of the 

meeting.β 3.f'e shown 揖 fol1ows:

Mee Ungs of 10" S目.5101\ Date Time 、'enue

。r Execu ll ve Commlllec 

1" McelÎng 6"' May2004 18:30 Room 4027 

2" M且ling 15"" June 20().l 10 曲 R∞m4027 

3
0

M血ling 1" Ju用 2回H 15:∞ Room4027 

4.M阻lmg 19"" June 2以M 11 :00 Room4027 

S"" Meeting 12"" July2QO.1 19:30 R∞m4026 

6. M閣"的自 29'" July 2個M 19:30 Rl岫m4026

7' M叫tin且 7"" Aug 200-l 19:30 R∞m4026 

1" Spcda l Meeting 27"" Aug 2凹4 11 :曲 Roo l1\ 'I026 

9""Meeting 10"" Scpt. 2αH 22 ∞ Room ll02位

10"" Meeting 296 Sept. 21飢H 19:30 Room4026 

II . M間ling 20"" Oct.2個H 19:30 Room4026 

12. Meeling 5' N叫 2∞4 20∞ Room4026 

13"" Mecting 23th Nov. 21αM 20:30 R∞014026 

14. Meclìng 2"' Peb. 2曲4 20 ∞ Room4026 

Incn忱xe缸C UlI V，‘U已 ι心叫'

伽M I們，可F nnd ho叫，;泊days.lòc臼rc a間 c叫"'叮，e叩nlJy3 1i缸ulJ lim、沁c sta且rrl' C叫I11 ploy‘Cl‘d by thc Union 、
Onc of lh州的 ÎnSu om凹， ω\c in CO-opl Shop 3Jld one in Prinl Shop. In additi恤，

n p:u-t lime SluO' 、吭lS 3150 cmployed 10 help in thc Print Shop 



2. R cprcsentn tion 

2. 1 Rcp re.sc: nla linn ÎI1 Counci l 

Accordin& 10 lhc Conslilution, four E:o<ccul ivc Committcc mcmbcrs nrc mamb tory 

10 be the ∞uncilo悶。fHKUSTSU Council.'而ey arc Prcsidtnt Mr. Yucn Yik li嗯，

InlemaJ Vice.Pre..ident Ms. Wong Yi ng Yan, EXlcmal Vicc.Pr也idcnl Mr. Tílm 

Lcong 1岫19 3.nd Finnnci~1 S叫telruy Mr. Leung Kai T<\ l. lllcy attcndcd thc 12th 

Scssion Cou ncil mCèlings 

U叫自d間， Ihrcc ëxccutivc COnl IllÎUC l" mcmbcrs :uc 111已 cx.onìωIl lI1 Clllbcrs orlhc 

SI即吋 illg Conuniu間寫 of Ihc Coundl acco叫ing to thc COll51ÎIlll ioJl 

Rcprcs叫llllions an: lislcd as follows 

Presidc叫 Conslilution CommÎUee 

Intemal Vicc. J苟延sidcnl

Finnncial Seccctary 

A (lilinted Socicti也 CommiUce

financc Commill甜

111 addition , other Execuliv~ Commilte~ mcmbcrs wcrc 叩pointcd 10 bc Ihe IItcmbcr 

oflhe S恤冒出ng Conunitt血S ur Ad.hoc Commiucc oflhc Council. Rcpre，scnwti酬的

a阻 list吋晶 follow5

E.xtcmal Vicc.Presidc nt EI<<tion CommiU閏

2.2 I h~ ll l'csenl a l ion In IIKUS可

Prcsidenl 

l'rcsidcnt 

Prcsid~nt 

2.4 Ded uat io n 

Univcl"lily Se,n:lIc(Suprcme t\c;ldcmic 

llody in II KUSn 

IIKUST Ofiicinl 、，Vclcomc 2004 

ln the th is s且sion，4 declnrntions on behalf of HKUST Sludcnts' Union had bcc n 

publicized 

10/5 對體育館事件之聲明

416 六四天 ， 學生之聲從未間斷

十五艙，民主之念堅定不移

29，岫 高官施政飯也錯，務~普還不罵過

11/9 停止剝削 ! 道該尊嚴! (聯署}

2311 W承八九民迎詞l股民主中閩

11 

Prl.!siden l DiscuS5rutl Mc叫ing with IIKUSl' fund 悶ísinK

cOlIsultnnt 

I'residcnt Mcmbec Sclcclion Conunillcc Michael G. 

Galc tcnc hing aWl\rd 

^cndcmic ^m.il s Secrctary Rc且，ular Commi llec 00 Undcr耳刮iualc

Observer Sludies ofSenale 

^cademic A fTairs Secrctary Obscrver Committee on Poslcnd曲le

Sludics of Sen31e 

Acadernic Aflàirs Scc rctary Obscrver Commillee on -n剖chingaml

l cnruing QunJ ity ofScnntc 

Univcrsi ly ^O'nirs Sccrclary Mcmbcr Student Cnlcring Commitlee of 

Sennte 

lJ ni w l"li ity ^ If l\irs ~kcrclar)' Mcmber IInll Scl叫ion C01ll lllÎ lIcc of SH 

Univcrsity ^ Oåifl. Sccrc lnry Rcgulor Ültcdng Advi且可 COlluuittcc

Obsctv l.'r 

Unive rsily AITnirs Sccrclo.ry Rcgula.r Sludcnl Aßà irs COlluui lh!c 

Obscrvcr 

Public RclalioM Secrelnry 。可a.nizcr Studcnt 0叫reach O'Y 2004 

Un iver.; ily AITairs Sccrctary Rcgu lar Sludcnt A(fairs Commillec 

Obsc凹盯

Thcre 、、ICIC IWQ Scnalc mc，ιtings hcld in 山c fir.sthE、 I foflhe Session. President 

aUcndcd OIlC of il and rcprcsenlcd Ihc 恥udcn t.s' Union and IIKUST 5"tudcnts 

reOecling Ihcir opinio間

Oncjoinllll叫inç ofUni\'crsily Council 31\d U llivc~ i t)' CοlIrtw曲 held ， J'residcnl 

>l lso nllcndcd Ihc rnccting 10 仇'ccivc thc report from Pr叫idc nl or HKUST, I'rof, 

(1(1 111 Ching-、，Vu Chu and fu t山c dcvclopmcnl plnn of thc UnivcrsilY 

2..3 HrprC5 cntalion in Govcr n01 cn' AgCDCi個

10 

Joinl COOl milt閣。fStudcnlS

的uance(JCSη

RevicwSub.C、ommillc:c of JCsr 

Discu且;011 Foru川 for Youn也

l'曲 plc orgul1 Î7.cd bc Ihc Ccn l.ml 

I'olicy Unil 

Hon g Kon g U niversity of Science a n d Techn o logy 

STUDENTS' UNION 
CI=、IV，lIuB.)凡Kowloo駒. Hon& Kong 

TcI: 23]5 1132 Pu: 2J35 口1& B.nw!: slLunion~"u.ωlhk 

ftomcpJgc: http://home..凶I .hkl-su_u州開

對儒育做器件;z聲明

大學教育除了會本上的知識外，到臨視學生的全人發展及個人反思的能力﹒在五
月四日聯指必球比賽中﹒因-1時街卸~j市!liIJ武的學生i~會朋JI1闊的友誼﹒裁們堅決反
對他問題訴諸試力，並鼓勵同學以智慧解決人際間的問題﹒

是次取件除了學生外﹒本會認為某些傳媒亦有處理不當之嫌﹒線本會了解，車過現

場大多數是旁觀者，當中更有部分為勸阻打門的學生 ﹒ 因此認為某些傳媒詩大了涉

及打門學生的人數 ， 本會對此深感遺憾-

P社會~ll為是次打鬥嵐個別部件及對於事件中受傷的同學表達深切的慰問，並希望他
們早日在街﹒聯祉i且[的~tt望著是科大社學生會﹒項存在已久的活動，各社學生會每年
派代表參簣 ，盛年來都沒有類似事件發生， 每年的U~，主要均在和

每年皆在和平的氣氛下進行﹒

P社會將1微微則立方及社學生會按燭，務求能更深入了解~('Þ敬之i的提.:bH醫後工作，
以使跟進及向公)，'1<交代此耳其﹒故此

本會要求﹒ .

一〉 希望校方盡量訣微查此事，並給予同學、公眾一個完澈的交代﹒

二 ) 希望有關他終可就此耳其作出相應的澄清，務求將真相帶給公眾﹒

替他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凶年五月+日

12 107 



a想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c and Tcchnology 

STUDENTS'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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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划2J)j 1732 F，且2)351718 e.ιrm.l: su_unÌ(,HI'hht U.U hk 
H.ornCPiI晨已: bUp:Jlhome..wt.M1吋u__ un盼。

。:此，再:0鈕，拉香港政府

(- 1 .~守前官r.:Jj7:>1 ﹒所有問i!1r..1官須怨他們的行政失仰自)~ • 
<=1' rð'l'!零七﹒哨八年全民普還行政l主H以且全數2

商會獄政頻出錯 ， 落ttr普還不為過

凹的故七年﹒椅也政府副區在施政土的失誤足以J8l示仙一個Jhl l全Jl!'Ilnl

m~li!t的政府缺乏間攻性﹒波收民意﹒官問勾結﹒ f1巾1的 ';>;mlU)I'iffi') ，1n本
沒干ïJt約鼎力，行政h必甘趴下的一班l均貨商官的曾在行ð!Cijl兩手T料不少失紋，
自由泌胸7 11'1紛λ的金錢之餘 " H些lI!lIIJ鼓造成人命上的IJl仗，但到別峙的I1
竟然未有一位I:U i'Ii1lj'[{到閏 l~行政失誤而下台，令ZE官 I: :fì.~!帕拉瓜 '1IUWinil司
只軍lI!司將n白質I!，j將j)1向市民自)~é J I 他 1 1I 1 7J&阪.u﹒去你的 r.且lt!F(姐~~J 民K
:fJj~I~7/;刊砂L必示香港已經從沙土一疫中回復過來﹒ m.m做作. (r{!'t J'Uol:il: 
前勛的Ilt'ffHI.L'i:揖增長也給您沒有明先J)'品評估臼則是次站呦艾于完全ìlL衍Ifl
nRi國大型節目經驗的lìíJ美國總商會主府詹戚信自1"('結果巨鎧自胡平均'ÄiliE但只
有凶1;'1.三 ﹒ 免'I!l漲過I'I'Jr可禦郤費遠三成﹒預算有一倍(I!閱泉路收羽的地彼特制，
結果總收視讀不足-百萬﹒只及頭計的百分之 ﹒除此之外﹒由於大部分在巨

是歸中單是泌i(l\l11實是外國著名歌手 ，香港市民大都感到悶'Þ.﹒結恥J.II~，~入緝的

大多是外捕人士，香港市民對Jíl:次活動的參與程!JJt'區位﹒政府在于11110沒有的w
政司個故使付出刊E元公那包庇﹒設3軒的只是一塌 'ØIIo..， I也不到IIIWJ的車k

l祉，自由百~r/17納秘人的企n ﹒

政府在三月切以IJ)泣'"仰的形式將虹盟主過仙的興歸 /uy草棚區 i i1l1公叫

'(I]lj一次JA'i ;I~~ 1J r 1}~jr(mJ l'(rtIJJ 早已混然!.f{f7- ﹒紅盟主必}t，lLl IU赦的!~!.!IiI~拼
合作興姐(1\抑制﹒白血於 2004 年 " 月獲批包償問tfm ' jJ:~~愉爪的﹒。1傲的了[
1m悴的居固﹒迎rlJ..t語趣的知陀也包佑在內，令鈺盟主心自1法山 1'1 ﹒ 哥哥l的時人

~法院:;r.(間， Jt級政府只'tl!，}<1ill lfMUt用回八億六千湖元的地的個可的位盟主必
以私人物量的路~tl J\的﹒型過股fftì'ifJ曲回槃憎島生竟打算1ωE師的I:lI<約 Jt從析 9li越成
阿拉i住宅， 1116品的自 1 可也fl(i曲十三的元 ， 並l毛的期l過位中會i!Ii!E泊斗十4J刷版
物﹒毆血敞明現l且﹒政府m次低結7蔽地皮的{耳他 ，令到過j晶削從中ll!JIl!以刊，

但劫區及現酬地政局民I.IWJf.ll究沒有故此部負w ﹒只且且在此可1中，做lU皓係好
lilìllJJ J' 令到，荷包r.U貫制a 再一次受到考駿﹒

由此可見._H指以一人一耳其1ï式管退出來的行政民官泣立法會才能î'ME
J芷油市民自賞﹒正1:1背lt!m民對全面普選行政長官以及全敵J'ltM有la闊的高求

星星來ð;!191閥之間﹒中央方面l派ili r四大訟法J*港釋法﹒:IIIi時λ釗零七﹒坪V\
旬之進行全民臼泌的希望做底粉那﹒

香港抖技大學學生會

二常常11'1'1'六月二十"1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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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日，吼叫釘 B.，凡Knwk悔n， 11001 Kofll 
可rcl:2J)SI732 Fu:2J)j l72a E-m&i l: lu_un恤，0，他 Ull_h\:

"。m，目r.e: hllø:JJbome_uu hkl一~ unlon 

1n the fÏlst half orthc session,l public lettcr on bch.,lf of l-! KUST Sludents' Union had 
betn 仰blici7.cd

且正"A:lL{i;l祖﹒硨詩里1 中間

因六凶。rt'司下台&-ü1彼軟提於~t涼的中共的I.I!I!明i!Art紋的.:tf. .月十七日七點
零-分在':Itr，(~防崗位﹒京年八十五的﹒

趙餘的!I<IP1川、耶﹒甜jf，圖邦﹒司~:tl'k且改革自，J飲之初一位值品U九'I' J~，垃/fi.派1.1 '眩，在
六四耶件中，的如約皮書j以mm鎖眩的強政1手段對付學!t ﹒ 1且佇以巾J~總j!}泊的身分到天汝
I"J隨心探視約食學生，合i快向學生蛇 r !v.O'J來了 ， 但太的T' 到不.IJJ / J 'i!i rJJ他們停止
絕食﹒的股股， !j!!E們的示威甜Ilf:!成一泌的政府主觀的 IluJJlbl.:JIHQ' 如均、(1l(l<}M!Jl乎無寸
鐵你~m民、學生﹒ wm:WA!蚓、困在處迎八九民缸中 ，探叫做I抑制~)手段，的l而與指Ul!派﹒元
老派.l!見分紋 '1lIi l目的支持動亂殺分搜捕，消極對符四明且本原則且是反到 1111111包 ﹒「六凶J
後 ， 他做草除一切除務，此一前遭受軟M ﹒

仰，九﹒ 一二 ，你會點樣?

111 前救助南豆街串串災民 ( Help the one who suffer 帥 'ndianO個nTsun帥，
Di阻叫

公U~個

主ι二三 ，你會點揀?

十五年來﹒組紫崗一直堅守自己的立月~ .不承認自己在 r六凶 J 11 1支持勘亂﹒鼓

然一直讀中方軟~~~tJi{ ﹒但他對中國民主證鼠的心從未被退﹒

迢年，呼，闖一íäf!l1J到外開紋，不再故步自封﹒逐漸邁向世'#.與此同時﹒個內

的民主過風~.u亦IflW/甸的，叫~ r六凶 J Jl:對中回民主發展的一個血~側口﹒肉此，在悼念
越漿的逝世的闊的， ω忘六四的教訓 E 致力推動民主畫畫展的巨鱗﹒

在此，本O'!:!，其中間人民ft.1l1大會:

到的娘的的-1.'.$))過的 '1 /'，公司:你jitl'個 ﹒ 到一九八九抖的/，凹')1(1 于以小
反﹒

哪!血ffr'W~也人士 ﹒
釗所有~f. r 六凶211 (' I'J 中的死難者和坐牢指鬥山i且獻1l: Uff(日， 站起\iI'ó他
們所當w的 'Jll:一場設國民了迦勘﹒

本blIU/ I./Jllff'1 lli凹的訟訝:三個立法白遺啦，車;會rf'.JItI'l'自由巴覺自己忱的述民的同學崗的fÞ與
投嗨，即行公民~劫 ， 退出一個能夠代表自己的立l1i會rnn.

l且~~'t JJ!1~t一側市民德宵的基本慨和l及接筍，市民能夠p.t自己的rm-;去退出一個能夠反映市
民防車的rau機關﹒

jL世;會的主製工作是串咽T訟偉、監眾政府~政及I重削l的文﹒{E市民2 J特區政府的能政部怨
悍就迫之際﹒一個仙市民選tI主的立法會對b't改善民生有個大的作1f1 ﹒ ifj民可以用自己的一~~去將
一些 r保且 J .r fl;!IJ J 耳9月負11任的立法合到民經也立法會，瓢盆個過垠的過程能夠在中立﹒公
正的氣氛下進行﹒

在4年自立法會還峙中﹒由選舉哥哥民會產生的道路全被取消，取而It之的是將所有議席由地方
還固和功n:W l)j'J1再分﹒各佔三十席﹒足以組明市民的'R背1F:tr怯會中有3巨大的膨奮力﹒但輯
們所旭東的仍是全面當選所有的立法會論.r，﹒山市民去illl:C一個完全能夠代宮是他們的立訟蝕
闖﹒

i丘l!:(t各六軒i班﹒以及串íUiJW早早上都充斥泊WJi臨t且還λ(l<J!1部軒mn ﹒ 作民大學生的

你們服1ir1/ &JJí的!!JJ.((去分昕泌些報峙，以免他ifl.tn轟mJ ﹒

r，H~ ' 亦會在此1研制同學

ì'ìil!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嘻嘻增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l舟;例証JUJ 日參閱立法會~掙役JW ' 切勿級或自己跑布的公J~ht訓 'lfJ自己的一票去逃

1.11-的能夠代賞自己的立法會議fl.

骨地科校大學學生會

15 
二滑稽凶句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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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cllllhe OI1 C who surrc.. the rrHlian OCt l\ n '1':見 U I):II1110i_.為s l cr

。n 26th Dcccmber, 2004, the bigg阻t cnrthquakç f(lr 40 )1閃閃山山rrt.:d io thc lnd ian 0叫an，
whìch resulted in 11 (s un即圳剖ld il <Juickly sprcad thou祖mlsofldlomC I帥 in sc\'c raJ. hours !Uld 
killcd about 120 Ihousand pcoplc 叫 lhe Soolh As刷 Co山"，es

Acc旭rding 10 the 也恆品。m thc South As ian COwllri峙， mo. c lhM 120 th。出胡d 、呵s killed , 

thous:u吋S 戶自plc an! missing nnd millioJ\s of people 、問問叫ured in 由i s disas制. including 戶。ple
who arc from difrcrcnl coun t.ric.$. 

Emergency suppli吋 from 叫 I o\'cr U1C world had anivcd 10 thc nffccled area. Ilowevè r, 
ex阱Its poinl out thnt duc 10 thecontamination of lhc wal叮甜山C間， infectioll may spr叫d runong 
thcs\們ivor.l \'Ihich 111吋 resull in nn inc rc祖c in thc numbcr o f dc“h 

A9 being univcrsity s lude nl :>，、叫叫 wc ctln do 的 lry 10 hclp lhose who alc 5\1叮èring bcsidcs 
cclcbnlli“區的。 Ncw YcarEv l.l 

Wc, lhe Studcnts. Union, IhcrcCore 叩pCl\ l ing fcllow sludenls h> proviJc 晶sislance to thosc 
who目 Ii v自 hnvc bcc n dcvaslatcd by lhis di s晶 ter ， yo叮 conlribution could makc n big di fTerence 
包ldhdp 出cm 10 rccover 

In、w白叫t
1仙‘e，凹:泊肘s何，mτm習n、 站訓s釗1叫c閏e 訕制B叫d;沾sv圳叫iI山"叫a叫l 、with Ihe p山P。盟 。ofmin口m圳n叫，;山ìmi甜 thc dama咕gc.臼s and c阻a缸雪叩u恤】旭a刮lû且閏 c.aused by 
岫P'附以叫1;叫c叭'^油bh.: catastrophe in t趴.he fl心u叫t仙Uft!

1、lC 110 11已 Kong Univer苔 ily ofSc icncc 山11.1 Tcchn叫ogy Studcll尬， LJnion 
Scssion 2的4扭曲5

1st Janoa可， 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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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tcrnul Coorùin搞“。"

3.1 SOcÎ cly r、tCcl i llg，‘

^ loL'\1 of Fivc Socicly Mcctings wcrc held. 11lCy actcd 阻 channc ls for Ihc Excculi\'c 
Commiltce to communicatc with the aJfili (llcd soc 自etics 111 many mnttc時， ~uch 閉目S!iucsof
McgasaJc. 'Illc õlUendancc mle ond thc r'目開n!iC-S of societies werc good 

In addilion 10 Ihe Soc叫y Mceting, sm"n sess i o悶。r∞nve閃岫n wc re hcld, which õlímed (11 
Icami ng the inwest of socict ies 個d hclping 山em 10 solvc some problem on a也ninisl ra. t ion

ln 自由 Socicty Mceting, Jnlcm叫明CC-Pr，缸idcnt pr臼ided. 由 Ihe chairrnan , while Pobli cntion 
S目叫"'可" aCling as thι sccrel3可 oflhc meeling，叫凶 rcspol\S ible for preparin也 malcria l S Il叫
tJlking minutes Cor thc meclin g 

3.2 Inlcrnal ItCgUIAlioll 

Thc Intcrnnl Rcgulnlioll has bccn revicwcd during Fcbruar)' 2005. OJlinion for rcvic \V of 
Inlema1 Rcgulation w晶 collccted in thc S臨時ty Mccting. InlCfllill Vice-Pr聞自tlcnt workcd 祖

the memher of Affilinloo Socictics CommiU t!c for lhe ,cvicwcd und pr目cntcd lhc 
rccommcndHtÎoll 011 Inlcmlll Regul曲。n in lhc lasl Cou lIcil mccting 

3 .3 Rcvic \Y or OAC 2004 

l之間ommcndntions will be madc 10 也e I1c)(1 OricnlalÎon Affairs Commitlcc so 個 10 impro\'c 
man (lgcmcn l. OAC 200圳、明 11 hnve totally 6 mcelings. The last meeling w由 hcld on 27 
Octobc r in Confercnce Room 10 di scuss the rcview ofOAC 2004 

3 .'1 Eleclioll PC討。d

OOli:ç YC1\f'S Election Pcriod is fr0 l11 ) I JI且J\uary to 18 March 2005. S l ud..:n俗， Union hos laken 
叩 thc 、.york o Callocaling wnuc forpromotion rc包ulo ti ng thc 岫叫叫ed cnbin..:ls ofani lÎa \叫
S由此t<時 F l oor plan and rcgululion h心的 bccn sct 圳 lhc Mid JU l\unry Dnrl upl uad已d in tJle 
homcp::lgc ofStuJc:nts ' U I1 Î叫 Informntion \v唱“stributcd in 山c Socicly Mcclings. fnt t!rnul 
Vicc-Pr自idcnt 、叩rkcd ilS lhc coordin叫。r betw此 11 sludcnl.. nnd Univc l'sity in th l,; abovc p<! rÎ叫
Studcnts' UuÎon \V‘、s Ycry co-opcrntivc wÎth SAO nnd havlng II1cctings \'11th Si\O cvcry 
I'u閏.d 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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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益必IW起遍遍挫J1\

i 一川二~1-i， H . "lIIMIfü峨迪生拉克tJ~iI9. 0 I!.lJ也凶， 可 l置Umlilm*見的大約~! .tmn::!
Xt..!I!ïtj!~: ~ '(令闕，自1且無法仰，肝的人命惱亡及~~ïl'! Jr1失 I 世抖岱fJl均在人)J上哥兒物質上的山艾
!íl ' 宵，也有l的忱地的災民﹒

h且~lJ111Hi!:JX/(J所發仰的I甘心 ﹒ 位至今日 .;[主次世紀大災蹤巳經造成十二叫苦苦人死亡﹒六千
學人失艘，受(!j!λ自由ll!Jrol基數以百前計﹒泊中有不少起外地逝在 ， 在獄湛的遇難 ﹒

品由j間UP1P<UiJl'J災區的故Ifl工作，但也於災區的11'1混混亂救俊行動一位值延汲﹒有\'Jw- rn

111於水個受到污染 ， 大棍恨的ßl1J8!且會做過，是一!VJtlJ.月 1災越小的死亡人數 ﹒

刊 的科大學到的政們 ， 在J$!祝昕一年來隘的伊11峙，泊、l'.!! 11lI心在地球另一俏，展正於水深火熱
巾的災民 ﹒ {IIIW慈íW之 F去11'( 1的他們i區治自Ir側﹒

'IE此 。 本的時iiìl ~iJ~}~能夠研制參與山學生會及外界剛閉Ili!l!tÍ(l<J1Øø:~li呦 ， 特íi!災民1m夠在
物資 tí悟到充分(l'1ymVJ . 早日在災難過詮1m青11< 11" í且他臼己的&(~﹒ im本會亦即1，，1娃次!JI

1' 1 胡、自E唆酪I!tW岱l曲"揖l民'1'駒，恆的臂的設總﹒ !到 S!.~/..(全f.Q!恆的關注， 助嗨111如『自然filVJ1:，
J曲的民[r!lft詩[(甜. ffliJm必住!UJ投lf~ 'I 'tfl家投資J1i*1.ll品的mWJ巫見.1>1蚣' \I!(r!lW ì?l且~ • 

香港科技大學學金會

二零零五年一月}日

4. Extcrnal :lud CU f"Tcnt Afr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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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 g:dcrnal 削ld Currcnt ^rrairs COllul'I lH凹

fhc CornmÎtlcc aims at 
(i) 1'0 õlssist thc [l.;l(cc;utÎvc Committee 00 all c;~lcmal mallcrs , extema l coπ且pond己的C臼

andmatte時 concc:nlln包 currcnt afflli~ of thc Union 
。;)功 。唔:lnize se rnÎnars, (orums, talk :s or debalcs 聞自。nomic，個liticn l ， social and 

olhcrrelalcd lopics 
(ii i) To encour.lge :md slÍmulnle Unio ll. Members' interesls and p:uticip:lIio n in cuπent 

aff:l lrs ， 1個.1 阻 wel1 且 intem31iolla l 可ñe co mposition of the Commiu且時自
rollow 

4.2 E\'cnl of Junc" 
4.2.1 Ucmons lrati fJ ll mcmoriling thc Junc 4 c\"cnl 

Wc org:mi zcd tl dClllonst rati on 11\ mcmonzing thc 13' anni凹rsary of J lIne4 恥℃叫 joinlly
wllh thc Il ong Kone Federotion of Sludcn ls 

4.2.2 Clllld le Ni J;hl on June 4. 
、‘九 joillcd thc Candle Nighl organi2cJ hy Ihe Hong_Kong Alli once in Support or 
Patriotic Dcmoc叫ic MovcmcOls o f China on lhc 4- June 2004 . ^nd we toge山er with 
thc Slllnding Conunínec membc.呵。fHK.fiSco 。可阻ized a forum Afler the Cand le 
Nigh l 

4.3 Event of July I 
4.3.1 ßo:ml Show 0" July 1 

Wc mnc!ca boωd show on July I :m l1 ga\'c b此kg叩\lmJ infomlíllion 10 IT1crnbc rS obo叫
thc rC:L~O Il tO jnÎn thc prulcst on JII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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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Prot個t on July 1 
WCQπangcd lmnsportation for UST studen ts to joio thc prol臼 t whkh organized by 
H跑了S in Causcwüy Bay On Jul y 1. Scver.I1 UST studcnts joincd us und joincrllhc 
p用t阻t

4.4 E"ent of the seωrily gunrds nnd cl個ning wo rkers of HKUST 

4.4.1 D<<larnüoD and leller 10 Prcsidenl Chu 
的 thc 凹laries of lhe sec urity guards and lhe clenning workc時 had 恤.en CUl wilhout 
rea.~ons ， l.hc Exeçuti\'e Commiuce hnd .sent letters 10 Prof Pau l Ching一、，Yu Chu , 

Pr間ident of HKUST for explanation. Also. a declaration cntitlcd “停止剝削1 遇或尊

嚴 ! "w區間也igned with other organ iZll tion in HKFS in 1 ) 6September.2∞4 

4.5 E\'cnt of Ihc Icgi.slnU\'c council el前Uon
We publì shcd our first 間吶l c Ucr on the inform瓜j on of the year e l回tion and basic 
infoffi13li on about Ihe nomin且可 in t1 i何'e rcn t dislrict and dislribuled 10 mcmbcrs 00 1舟
On 9/9 , we publ時 hed nnothcr ncwsletlcr which w國 aboul the resu lt of the clection and 
di slribuled 10 me mbcrs 

4.6 CurrentA lJnirs Weck 2004 
Wc organized n Current Affnirs WI閏k on 11/10 10 14/10 which oimed 10 ari目 stude nts'
attcnlion 10 cuπt! nt a何別的 f'Our lalks and one forum we re organi 1.cd in Ihat wcek an<l
therewe問 lotsofmcmbe悶 participated in lhat function. The li 5t ofactivitics was shown 
1>0 1酬。

大學生應如何定位 余若被~n
劉恕的議員

學位銘:單位

1雇主主傑諾貝

民主派在第三屆立世、會的定位

如何落賞「港人治?在 」

大學生應如何定位

香港高等教no~控股方向 強字λ識Q' 劉主y.1\11論 i~ ﹒司徒1，'曾先生﹒揖llil

述教授﹒位R寬i刃博士

4.7 Donrd 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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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 Extcmal and Current Affairs Comminωhnd milde two board shows. 
Including 

血且大屠殺(六.四)

七 ﹒ 一
中共恆代的憎力鬥爭

香港學生在災後印尼的組~

2 1 

4.17111e Ilo lIg Kong Fc t1 cmtloll ofSludents (J IKFS) 
TIle Hong Kong Pcdcr..tion of Sludcnts had long hccn an illl]閉口 ;mt sluùcnt organizalì on 10 

HKUSTSU. Wc hndjoi n!ly held diffcrcnl protC.o;:IS and f~lnc ti ol的

4.18.1 HKFS M間tlngs
4. 18. 1.1 Stnndillg ConuniU凹 Meelings

了nc EXlcmal Vice.Prcs idcn t 31<endcd meetings of thc HKFS Slanding 
Comm iUee from Mny 2酬。nw叫 The m叫ings çrealed an a lm o叩herc
for differcnt instituti。肘. Studcrt怡. Uninn di scu叫ng s血泊 1 issu臼 and also 11 
chance !O c叮叮 out actÎ on co llcc ti\'cly. Thnl1 ks 10 th e hard work of E;、 lema l
VjCc. Pr自idcnl ， wc havc maintnillcd n close relntlonshi p wilh ot her 
institutionll' Student s' Union and hnvc nUai ncd a h咚h rcpulalion conccming 
exlcn1 al nnd currcnt nfTairs :.unongst Ul1 ivcrsili臼

4.18. 1.20thcr 泌1cctinw、
T hc Extcrnol Vicc.Presidcnt :llso :lI lcndcd nll cO t,l nci l mcctings of HKI'S unù 
Ihc ^llnual Gcncra l Mc叫ing of Ihc HKFS on J 812 102012 

4.19 Annunl Gcneral M叫Jng and m凹tingsof 此Sl'~ nsc 
Thc Chief Excculi們c.M r. ﹒1\，"且 CheeHw3. ofthc HKS^R Go、'cmmcnl has appoi n“t1 !hc 
Extcm 3.1 Vicc.Pr凶dcnt ílS one or the commÎ!t∞ n1clnbcrs of thc Jui nt 巳:onunillcc ()f Studcnt 
Fi nance nn d 山e membcrs of thc Rcvicw Sub.co mmitt血

4.19.1 Jo int CommiUce afS仙dc nf旦 Fimll1 tc (JCSF) 
JCSF is an ndviso可叩mmiltcc of thc Govcmmcllt nbout l ocul Studcnts FimlJ\cc 
Schcmc. Thc E叫叩旭I Vi目 Pr阻idcnt has rcpn:s叫“d HKUSTSU 10 pa r1 icÎpale in 
the mccli ng tmd I可 10 hclp 10 impruvc l)ll，\吋吼叫I nnrl 刊 fkc l thc oJlinions of thc 
slu<!Cnls 

4.J9.2 HC\l icw Sub-commiflcc (JlSC) 
'JllÌs is ;1 sub.commillcc of Jcsr. 'll1c ExlCmal Vicc Pr且itlc nl was c1cc 叫 to
問prcsc nt nll ins!i lutÎons' S tudcn凶'Union 10 c1ti\minc nnd cons idc r lhc margin :l l 
C阻臼 of I...ocnl S tudcnts Pinnnce Sch cme 叩plicn叫S 川 order 10 rtdu叩 thc ir
hnrdships 

4.2() Outstandlng wo rks 
4.2(). 1 Ex temal :lnd Currcnl Affairs COlll ll1 iltce 

ln 由iss口"0 、， the m凹ting of lhc Con、mÎ tlcc was foc used on c\'e叮 extcmal funclion 
10 Iltc studcnls' 佩。00. Thc E:'(!cmal Vicc.Prcsident co<開rdinn tcd alllhc c:" tcnltll 
funClion wilh hi s conunÎtt!.!c membe時 間d aimell (0 nri品 sl tldcnls' nttcnLÏon on 
currunl ar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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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Dcdnro Uon5 & PubUc lelters 
From )'J May to 25" Fe恤rary，2個5 ， rourd配Jnrations and ol1 e pllblic lcUer conceming 
d何ercnl soc ial i間ucs hnd bcen proclωmed nnd pulllicizcd. Onc dcclnration wcre also 
co-signed 

4.9 Newslcttcr.i 

Thc Exlemnl nnd Currenl Affiωrs Conuniuee made two new51euern on s∞31 issue 個d
dislributed 10 members on 1/9 and 9，月

1月九一二立法會選舉

9月立法會選111結果

4.10 D時間揖ion fonlm for Young P，∞plc organl2.吋旬出e Centrnl Po1icy Unit 
Thc Exlcmal Vicc.Prcsident ntlendcd 趴e meeting 00 l51lQ 8nd discus凹;ei diffcren t s∞M 
l SSU且 wilh pcoplc from di tTcrcnl part of Hong Kong S間iCly

4.11 l\fecting with AII.Chinil SludcnL'I Fcdcrnlion on 22/10 
Thc E,; lcmal Vicc- Presidcnt attcndcd Inc mceling with Ihe AlιChinn Sludents [-11ιùcrn tion 
IVh ìch organi血d by 出c HKFS ano sh:tred Ihe poinl of vicw on di tTcrtnt soc i3.1 i ssu自

4.12M凹Ung叫“ The Feaslbility of UeJerendu01ln Hong Kong" 
lñe Exlemal Vice-President had allended the m自tmg 且 a repr，且enlali ve of thc 1到<FS which 
orga01世d by scycrallegislati ve councilors discussing 1M matlers about referendum in Hong 
Kong Soc他 Iy. The Ex: lemal Vice.Pr自1由nt shared t.he opinion 00 that topic and discussed 
wi t.h repn自entatiy.ιfrom diffe悶、tpolitical p也tles

4 日 Protest 011 thc Hunghum ProJccl on 12112 
The E,;lemal Vicc-Prcsidcnt joinlly orgnn ized a prolcst 011 Ihc HUI1掛UI1l Proj叫喇叭
rcprcscnl atÎ ve from olhcr uni vcrs iti且 nnd showed t.he point of view 011 出e Hunghum Projcc t 

4.14 M田IÎU J.l wilh Arthur LI on thc cducntion rcrornwtlon 00 16/12 
The I]xtcmul Vi cc.P陀s idcnt and OI1 C mcmbcr rrom Ihc ECAC ( Ms. Fung Nga Wing) had 
nttcndcd Ihc mecting wilh olher repr自cnlativc frorn di fTcrent un的。的ilies Dnd Mr. Arthur li 
on di scussì“g thc mallers about thc .片)-34" educntion reronnation 

4.15 量，問t目 t 011 lhc 1'O.()-5" Budgct Cut on Edu個Uon 0" 10/1 
The EXlcmal Vice-Presidenl joinlly organi晶d an ovemighl p問t自t outside 曲。 lcg islalive
counc il buìlding with the HKFS showing Ihc .studcnts' opinioo on the ‘ '0-0-5" budgct cul 
Aflcr the mectin g of thcPanel on Educali叭， EMB hnd withdrawn their "0...0-5" proposßI on 
the budget cut 

4.16 E\'cnl for Zhao Ziyang's dcalh on 2311 
A cnndl e night W(LS jointly 。可anized by the 陀prescnta tive from univcrsities expressing the 
dccp臼(50πow 011 Mr. Zhao 's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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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 The Ifong Kong Federnt10tl of Stud凹，“
In 0叫叮 10 kccp contact Wilh othcr inSlitutions Slurlcn惚' Uni酬. the futcmal and 
Cunc叫八仟圳市 CommiUcc had participalcd in thc mcctings of Ihc Standing 
Co nllnitt∞ ilnd Ihc Council or HKFS 

4.20.3 M四Ungs of JCSF und RSC 
The Extcmal Vice- Presiden l had nuended Ihc m目ting of JCSF an d RSC in 0吋.erto

rcncCl studcl1ts' opinions towar吐S 山esyslem

4.20.4 Meetings of othcrs polili凹I parti目 in Hong Kong 
The Ðt (cmal Vicl!-Prcsidenl hlld D tlended 品vera l m臼tings of political p.lJ1i扭曲

reprcscnlalÏ \'e ofthe f故1;5 in ord叮 to keep c:lose rel甜ons hip with diffcrc刑戶1i tical
p:u1ics ouL~j tlc 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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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in3nci31 MIIUer 

5. 1 Admlnls lratlvc work 
1b \'crify 曲e financi:t l rcports of叫bsidy applicalion fomls 
1'0 preplln:: Ihe ch叫ue of pnymcnl for Union subsidy, spon抽時hip and 10 kecr lhc normal 
running of Co-opt shop and Ihc Sludcn!s' Union OOìcc 
To kccp the 叫阱，叫ilure of lhc Studcn!s' Union 10 be cons i s l叫twÎ山 Ihc :lJl proll吋 IUllounll 1l
M叫cr Oudgct 

5.2 Unlonlludgcl 
The Mastcr Oudget for the Union Fund w且 prcpared at lhe begi l間ing o( Ih的扭扭iOIl， and 
most ofth巳 Î lcms htwc 011甜甜y been disCl的scd nnd p扭扭d by thc Counci l. Thc paJ1川 currenl
fund oflhe Mastcr Dudgel mainly consÎsls of3 parls. They I1rt 
5.2. 181Idg~lof，he UII;OIl C.。“ncil:
.5.2.2 ßu句~( O!ιxecll (jνe Comm;ltu 
5.2.3/]IllI.，/CIO!品Ii，υrill[ hOllrd 

S.JAcqulslllon ofFbcd ^時ct.'i

Thc m吋or :lSse l 5 阻qui red by Ihc Union during Ih的 selis i on inclutle ~I CD rcccmJcr 
(rcwri !llblc), IWO Campus mailbox血， a Iro l1cy, Ihrcc se( o( hindc r.l IInd 6 他 Icphun目 (nr
I!xoculivc Conunillcc, 0 binding Machinc. dcsklOI) i'apçr Culler in plint shc)p 訓J nlso 
ßnr-codc system wil h Oc IOpus Rcndcr, Sccurily 1明，πor In co.op shop 

S.4 UGC lìund 
A propo阻1 of rcquesting 趴e Univcrsity 10 issue the Union :1 gront covcring allthc: IcI叩honc
且rvice eharges and the sa1ary cxpen銘soflhe t明lOsta何membcrs cllm:nlly cmplo)'cd by the 
Union h回 k閃n submitted . The Financial Sccrctary h阻 preparcd doc山lc nls 10 甜k Sludcnt 
AOàirs Qffice for sllbsídy 10 thc Union. Thanks for hcr sum cicnt prcp的 r(l t Îon; lhc Union 
。btnin吋 f-I KS 183,000 from Sludcnt AITnirs Officc which can bc uscd 10 subsidi扭 曲c
叫pcn阻S oflhc Union 

S.5Unlu lI Subsldy 
Abou' $30，曲。 of Lhc 叩onsorship rcvcnuc is rcccived fiolll bnnks in Ihc firsl Mcgu salc 
fh時間vcnuc is put in lo Union Sub5idy 10 叩rrort studclI l 拙 1111 ， 11的 BC.\oitlc丸 Ih r.: l1nio l1 al50 
rcqucsts thc Universi ty 10 grnnl nn additional II KS93.000 for thc purposc of suhsidi zing 
various s tlldc叫 nclìvitics. llumks for thc hnnl work 0 1" I可 nrlllcin l Sccrctmy、 Ihc rcqllcst wa.. .. 
approllcd 

5.6 Io'uud lng n<<o l1l1l1 rndo l1ons 
The Fi! I :lJ\Cl口 Cotllmittce had submitted a 101 of funding 叩plications during thc first h:dfof 
出e 12'" Session . Mcctings of thc Commillcc 叭Icrc us u(llly hc1d prior 10 Cou肘ilmcctÎngs
nnd funding 間∞mmendalions werc: submilled for cons id肌叫01\ and d的cussion in thc 
Counc iJ mceti.ngs. Information nbout expenscs in Ihe M叫cr Budccl :U1d 3ctivitics in 
subsidy appli cntion forms h閏 bccn collcc lcd in dClai ls bero間叫ch Jìimtncc Commi llce IInd 
Counc i1 m間ting ，
Fínnnce CommiUec 刮目 vcrifies the monthly cxpc阻cs rcports :lJul firmncÎnl rcporls 01'出c
functions organ izcd by Ediloriu l D03rd, Execuli \'c CUlll l1l iucc and Counci l 

Financc CommiHcc did regl自 Inlc thc b;mk :lCCOU的t of thc Sludrll lS﹒ U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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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Welforc aff，制問

7, 1 FIυnnalion of Welrare Committ四
The Wclfl間 Secretary work吋。n Ihe form :ltion of the Welf:lrc COlllmiU臼 under Ihe 
proVI訓。n of the Conslitution. Arttr Ihe open recruilmelll and careful selcclion , the Wclfare 
Commiueew個 fom\ed.lñc 、，Vclfarc Committee aims :lt assisling Ihc Welf3re Secr削aryon
a1l m(ll(e時 conccming we1raIc o( members of Lhe Uni OIl 可ñecom伊州ion of Ihe Committec 
IS 個 follow

7.2 Cenernl 
'Jllemωn duti es (or Ihe Bxcculi\'c Comminee in lhe wd(arc 品pcCIS :1Il: maintaining thc 
。perntion of the CO-OpL Shop fl nd the Print Shop, olgn nizing Megn S~lc ::I!ld mllkins wclrllrc 
;Icms li ke Union Dinry, Union UIlIbrell 3 

7 ,3 Opc.ralioll of CO'Oll t Shop 
'nlo Exc叫:叭。 Commiuec kceps runni ng UIC Co-Opt 抽01>， making rc餅 ， l urpurch回cofstod
and keeps 揖I1i ng at re訕。nablc pric目 Mern恤'" 酬11 be gi\'cn tcn pcrccnt discOllnt wi lh Ihc 
pr回ence o( membcnhip cllrd 

7.3.1 Varicly 
Conccming lhe needs o( UST sludcnls, differcnt new kin曲。f mcn::handi7"c ha.d 
h開 purch晶cd， for cxnmp1e , ncw types of (oldcrs, 3CC自son臼， and other
s(al ioncn的 ln odditi冊. big di 5counts hnd been slri ... ed for keeping thc pric臼 low.

In ordcr 10 copc wi lh the needs of lhe h311 r臼idenl s ， lhe 叭.'elfare Commiuec 
purch且cd many k.i n曲。f electri t!31 applißnces for Ihem 岫 pmchasc 啊IC clCChic31 
nppli nnces we間 welcomcd by thc 伽denl" and wcre s∞n ~old oul 

27 

6. Pllhl ic ncl叫 IOn結

6. 1 Fonu;‘ lion of I'ublic Itcl叫 l ons CommiUee 
111t~ I'ublic Itcl叫ollsSecrcla可 worked on the fo間13lio ll of thc Public Rc!ati ons Conunitte海

und叮 I hc provision o( Ihe Constitl且 110 11 . The opcn rcc叫“mcnl a.nd Cl\re fol 5c lcCl閉11$10
progre剖， so lhat Ihe Public Rclations Committee wi1I form s∞n. Thc Public RcJal的ns

Commillc已圳msu l 祖訓stí ng thc Public Relations Secn!lary 00 311 matters concemi ng 山e
public rclalions of lhe Union Qnd 10 work on functioll s or proj血15 ， which can promol包
HKUST Sludcnu ' Union as w嗆11 35 HKUST 10 Ihe public 

6.2 rn nugunHion C(!r(! 1lI酬 'Y
Thc Inaugufluion CcrcOlony of thc l2- S且sionHol屯 Kong Unillersity of Science and 
Tcchnology SlUdcnu ' Union huJ bee n hcld 011 19ð 1uly, 20個^ lot31 0( 2 10 &u自LS h3d been 
Înviloo includinc Profl白宮。r P:IUI CHU. Presidcnl of HKUST, (j阻ul句 mcmbe rs ， represcnlati\'e3 

o ( Sl lId叫LS' Unio l1 o( olher institul臼 aml :1Oi lia.le.d societ ies of HKUST Students' Union 

GA Sludenl 0叫rca ch D3y 200 .. 
'Ibe Sludcnt OUlrc3ch O.1y 2004 hnd bun he ld on 25- Scplcmbeι20仙Thc
L間CU I Î\'C ComrniUce was in ch3rge of 由c arrllogcmcnt of Lhc exhibition and 
阱rfurrllancc of indcpcndcnl clubs, co-org3n i7.e wi lh house 附ocialion 10 bring hal1 
lours ;Illd organi i'.c a c.1mpus lour (or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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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OpcrnUoll or ('、rin l Shop 
The 叭，'c lfarc Sec fC lary checks the week1y reve.nue 間port 00 print-c::ud se l1 ing and color 
photocopying. Pri ，、 l -cnrd charging is a l扭 曲c E.,ecutivc Commillec's dai ly dul弘

7.5 仇tcga Snle 
The Wclfl:lrc Commiuee organi zed :m lT Mega Sa lc in Sep心emoor. n帥、ks 10 lhe har甘 work
ofthe 吼叫(;ue Secrel:try，咐 is e\'cnl wa.s held oul succcssfully and s!udents did e叮oy
purch阻ing 1nrge varic(y of g∞ds in MegB Sale 
Another two Megn Snles 、唱s held on Dccember tUld Fcbruary. \VC h3.\'c included a booth 
for lucky draw in bolh Mcga Sal間， wh ieh w，揖 hel d out successfully. Esp凹 i a.l ly the onc 
hcld on Febmary, whic h h阻 induded tho distribution of we lrare products in the 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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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ublicnlion Activitics 

8. J!" Ol"n1“ion ofPubJ山Ition CUlllmitl~e 
Undcr thc provisioll of the Constitution, thc PublicalÎOII Cornmill阻 was. forn\ccJ inlatc 
Septcmbcr. The Public:ltion COfllmiucc 3ims 訓 站到sti ng Ihc Puh!ic‘Ilioll SccrcL'\可 on 司 11

publi shing maUc屑。f thc Unioll (cxcluding Ihosc rcscrvcd for lh e Edilon:,1 ßI,:.rd 
c}lclusivcly). 111e com凹5 ition of lhe Commillcc i s 且 follo\'l

H.2 X-Post 
X-Posl focuscs on lhe work reccntly held ond donc by thc EXCC lIIÎ\'C COlllm1ltcc Illcmbc時..n
。rdcr 10 incr且SC lhc fmnilin.rity and transp:lfency ofthe ExcctltÎ\'C COlll lJliucc. 'mportallt 
issu臼 re l olcd 10 our students and u川V已rsily would a1so bc rcponcd 
11 ， r曲目U的。fX-Post ha、 ch凹n publi shed, Ih叮、、 efc publishcd in October nnd Occembtr 
2004 while the Uürd issue wru電 publishcd 叫 March 2005 

8.3X.E叩r目S

X . Exprc時 aim s nt informillg sludcnls about holl es l nl!ws nnrl issucJl clo阻Iy 悶l nlcd 10 Ihc 
sludcnls 
As Ihcre w閏 ni) nnpo川 nnl nnd urgent 凹uc thalllc吋S 10 publi !ih X-Exp間間， no X-ëxprru 
h阻 bc<n publishcd during IhÎs ycar, 

29 

10. Orientntion Affairs 

(0.1 Formalion of Ihc OriCnl l'l tioll ^ffa i~ COßlIIIÎtlce 
Thc Intcmal 明白-Prcsi dc叫 workcd 00 lhe formalÎon of Ihe OricnlatÎon Affairs C削mmu叩
Ilndcr lhe provisioll of Ihc Consli llllÎon. J\fler Ihc 0阱n nomi nlllÎon from various fie1tls o f 
nm li alcd socÎclÎ間 ， lheO ri cnl :“100 Affa.irs Comm;ttcc w甜 form叫 Thc Orienlnlion MfaÎ n; 
CommÎU cc takcs charge anJ bc respo nsiblc for coordi nnlion of al l oricnwLi oll affaÍl ii of lhc 
UnÎ on including mallc時 and programs conccming Qricnlílliol1 Days , Orien lat;on Cnmps and 
OrientnLion Wee l<s. Thc composil ion of the Commiucc 的品 follow_

lO_2 Oric lI ln li on P間grlißls
Oriclllalion Progroms wc re collcClÎvely rt fc m:d 10 Orienlalion Days (JUPAS Rcçistr.lli on Day, 
I J'" ^ugusl 2酬 10 1 3. ^ug叫加)4)， QrienlalÎon Camp (1 7'" ^ugu吼叫)4 1028- Aug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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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凹)4 ) nnd Oricfll ulÎon Wcck (l- S叩lember 2個).t 10 16" Scpternbcr 2由J4).

Oricntation Affairs Commillcc 2仰 (OAC 2臨時 wassC I 叩 10 handle alllh t! m:lUers on 
Oricnuuion Progratns. It w阻 consistecl of rcprcscntaLi\'目 frolll \'itrious ri clds -1仙。
rcprcscntal自 ycs from Housc l\ ssoc i<l lions, lwo ~pre.'\e nlali\'cs from Indcpcndcnt Clubs, IwO 
n: prc.senlativ臼 from SßM 0伽已l圳削n叫l叫a“1 ond Sc昀h∞l川且血叫t此附c
s 臼NGO沁c叩ptl白叫lrt附rtn訂叩m【叮m叫cα叩11叫1泊t叫a叫1叫1 ，削nd Sc凶h咱。曲叫u叫l內s缸l叫ε刮l口 , two rcpl 但cnta[LV 且 from SSCI Dcpaflnlcnla l antl 
Sch的I S也1曲目. 1、，\，O reprcs叫川ivcs from SpOLIS Clubs，。他 J"cpr回cntativc frollllhc Editorial 
Bn:ud ólnd onc rcprcscolaliv已 fOfm Ihe Excc uti" t! Cnrnmi lt已。

JI 

9 , So l'Îal A叫ivit時，

9.1 Formntion ofPuhlic HcloUon電 Commluee

Duc 10 Ihe vOCllllcy of Ihc Social Secrcta可" lhc formalìc n or Social Comrnillcc 泌 的 prog.rcss
111C Soci..1 Commillcc ai llls nt 阻sisl ing the Exccuti\'e Conunittce 00 all maller3 con目mlng
the social aCli \'ìties of lhe Union and 10 work on funclions or projccl s, which cnll promole 
S仙al <Icliviti e.'\ arnongsl studcnls 

9.2 Odcntntion Cmnp 
The Orîentation-Camp 2004 of lhe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hcld in thc O1 iddlc of A啥叫
Two Oricnlation C閻明， Big 0 and SmaJl 0 , were he ld from 17 .08 .2∞41019.08.20個 and
from 21.08 ，2004 岫泊的 2004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cam.ps, the Execu仙leCommitt間
mcmbers shlUcd wiUI Ihe c缸\l pt: rs their vaJ unble expcricnce being in 曲c Union，的peciaJ ly
in SmaU 0 , and bring nlong a dose rclation and n sense ofbclonging 10 tbe campcrs, 
hclpillg thcm 10 cx plo間 Ihcmsclvcs and cnjoy their nc w Ii fe il冒出e Univcrsity 

9.3 0 ' Ni且hl
n ltl Excc lI tive Co川m山間咐11 organi7ß an O'N也ht in OCIO恤r， ^" HK tJSTSU mcmbcrs 
nrc wdconlcd to join lhc nclivi ty 10 sharc runongst lhc m thc cxpcricncc bcing in UST for a 
mO l\lh and 10 mcct ne \'l friends 

9.4 Cllf叫)\1-' B曲t oflhc IJ凹 I Compelilion 
1'hc ," Campus Bcst of lhe ß est Compelilion sponsored by Nokia w晶 hcld in Oclober. The 
compelilion-inc1 uded 3 on 3 bMketball compeû lion und Inle1li g~nce Com~liti~n..Th is is 
01lC of thc bigges t 恥、enls held in lhe campus which has attraclcd over IWO hundred 
p3.Iticipants , To p用nlOle inlemalionaliz.aLion in the cnmpus , we hose inclucJed many 
叫change sludcnL'\ in lhc competition 甘e funclion w閏 hcld succcss(ull y, 10叫 Iy 6 sl.udents 
wcre invilcd 10 Beijing for :\n intcrf10w tJi p 

9.5 Joint-U Chrlstmas Pllrly 
AJo圳"附川n叫、u吟叫州t卜叫.扎.U α臼'"附5 1惘m臨 P.叮…叫rt叮t叩yw扭 held in 0 帥叫t咖r.A川州111伽hc巳叫"爬忱c
、w叫砂叫h刊.c吋hw叫lln且s forl血h祂esuccc帥s呵5 fu‘u叫』訓In悶c站s品sof 曲ceve圳n圳"怯s ， Th岫cJ。訓1叫n叫恥1.心UCαh‘肘吋巾51恤ffi "臨 p戶a蚓『忱1y WiU hcld 叫
Hong Kong Com'i!nlion And E叫\ibilion Cenlre, Bnd ovcr 1500 studi!nls participnled 10 the 

e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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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吋1IICC! lings wcre hcid from 3'" JUlle 2004onwar'也 Jn cvc可 O^C IIIceting , Intcmnl 
Vicc -Prc...idcnt )lrt'sid叫.晶 Ihc chninn nn of nlteling whilc Publìcation 

Scclctn可" actmg 且 the s血rcl，呵。flhc mccLi呵， was 間sponsiblc for takins min叫呵，
preparing agcndn :md olhcr uscfu l matcrial for the mec lings 

Morco\'cr, Regul alion l)f E.quipmenl Ammgemenl during Orientntion Camp was firsl adoplcd 
inOAC2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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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Un;珊rslly Affi“irs 

11 . 1 Formatiou o f Univfrsitv Affain Co m m ittee 
The Univcrsity Afr3irs Secretary \\'orkcd on the fommtion o( thc U圳v~rsilvA作品昀 Commillc
un也r the provision of Ihc Constilution. Due (0 the v比ancy or thc EJtCCl川cComrnillec
during (hc pcri咽。( Febru3可怕 April .lhe Uni\"trsily Afrairs Commiu閏 cnn form叫 only
W自 (h thcE見ecutivc Commiucc membcr and student rcpresenl3tives ond 山e 。山cr V3C3.nl 
com mittce membc:r wi ll bc nominotcd 3咽 IOtCrvlCW 叫 11 bc mDdc in Seplcmber. lñe 
Unh'crsity A(fai.rs Co~miltee aims at (i)To 0.叫“自e Univcrsi ty Mf:lirs Secrcla可 on .311 
m晶IICr1 cO間eming univcrsity a叮叮rs o( the Union (ii) To organize scmi n a屑， (orums. lalks or 
也b" 自 on university 3((3.川川 To openly nomin恥 sludcnü to Univcrsi ty Advis。可 B呵，臼
3nd Un Î\'c l刻 Iy Senalc Comm叫間，、叫出 approvuJ of the ëltCC lIIÎ\'e Comm“tec (iv) 10 compilc 
rcports fmm s ludc叫 阻 fl l S in Univcrsi ly Advi s。可 Bodics and Un i\'crs ily Sen:lIe Committ阻S
for Ihe infomllllion of Ihc E."\ecuti間Coml11叫曲 (v) 10co-o吋inalc Ihe effo巾。f 51udcnt sca lS 
in UniversÍly Advisory Dodics nnd UnivcßÎt)' Scnnfe Commi llccs (vi) 1'0 (nci litalc 
c:.o ll1 municntion I1 mong 5tudcnl seuls in Uni vcrsity Advi50門 Dodi臼 and Univershv Sc自 I nte
CO lllffi叫ec~. 11.' com)>osilion 的 as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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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J LI D峙。 fI ~ Hh Cßlcn'.l'~ 
M阻lin!;S W1山 thc mllnngc r3 of s(ul.! en l 臼.ntccns Wèll': hcld. Opinions o n fi削叫 quality， food 
vnrieties, h)'giene, scrvic呀。fstnil' and price WI.'Il! givcn. The UnivcrsilY AII~irs S凹 l C(ary
kept closc ∞nluctwl山 Ihe sludcnt rcprcSCnlnl i\'c妞 ufSludcnl Catcl'inc Commincc甜甜 10
ß13ke improvcmenl of Ihc 5 1吋ent c;mlt: e阻

11.4 Mtt tÎ ng wilb SAO 
There wcre mceting.s with Studcnt Counselo咕。(SAO nnd opi niolu on Ihc studenl 
disciplinc 閩、、叫 I as olher relalcd problcrru Wl!fe voi阻d oul 

11.5 HnttA何。 1 ... 
、間Ih thc sake o( Ihe incre3Sing transpnrcncy o f Ihc m血hanislll of I-Inll sc l閣 lion ， the 
Univcr1 ity Arfairs Secrclnry k:ept clo盟 '0叫act with Ihe sludenl rc prcscul :'I tiv目。rUGII，tt
SclcClion CO l1l millce nnd gnvc help 10 Ihern so lh..t 的c rnimc ss o( Ihc Illcchnnis m could 趴主
ensurcd . Ncvcnhcless. Ih c wholc mec hnnis lH W回 dccidt'd nul 帕 tl isc lo~c 叫他c H wiII res l1 lt 
in a l1 llll lJrcdicl :'Ible cOlIscqt仙lCe

J 1.6 H.eoj)c nln l! o f Catcrer ln Scn(ron( Snnck S h op 
1ñc Scu front S lInck Shop 、，vas r∞pcned 00 I ~ A I啥叫 11ω 川tlI rcs of fn叫 În SC:'I rroJlt 
Snock Shop nrt similar 10 山e p阻1 with mainly 110臥Jlcl ， Sllll已k: s. Ulldwich凶， Ch inc.且 sweel

sou闕， hot :md cold be\'crng間， and sct dioncr dishcl daily. lnc S個府。111 Snack Shop 間的
。pemted by Dclicious Food Company II.ml thc posilion h35 switched (rom Hnll 2 Ground 
Ooor to Nc:w Hnll Ground I'loor. Thc opcning hour of thc Dclicio阻 Food COl11pany 的 frolll
6:00pm 10 2 :00am 

11 .7 R目pcnlng of Dookslo間
測。 Book.storc w揖 rcopcncd o n 24" Augus l. '[ñc oullcl ha、IC becn redc叩開t吋 and bccomc 
largcr Ihall before. '1 he lill目。f books hnve bccn incre甜d a 101 啊.e n巳wl閥kSIOIC W;\S 

。但叫“ by Commcrcial Prcss. The opcninc hour is from 9 個:\111 10 7:00pm from Monday 
10 Frid :'ly 0吋 frorn 9 曲山，、 10 5:00pm Oll Saturdny , 

1 t.8 Nol叫，ook OWllc.rshlp Progru nUlH! 

After thc negolialÎo lI wi lh rrsc and 18M , nolcbooks I1ml d且klop cOll11lulcrs WC IC :vrangcd 岫
bc so ld in Chfl . \Vai \VtlO Academic Concourse on 11 - lrtl8, 16 . 17/8 und 1-619 with IBM ßi v in且
ndi sco ll lI l 仙。u r 為 ludcllt S. A choicc of 6 Inlcst nolcbook Illodcl s (frolll around $6個J() 10 
$ 1 4.0啊)) Il nd 2 d目klOp model5 ( ((001 around $5叫珀 10$7恆岫)、VCIC nvni lahlc rUl s ludcn lS' 
!clcction. Also, <ln oplion31 12-monlh inSlallmcnl plrm is 3 1 5。 訓凹的gl'd (or :1 11 51udcnls 

t 1.9 Studcnl Schoul IJUY Sc t\'lcc 
Artcr Ihc negotintioll wi lh thc \Vai Lum School Dus Company, the studcnt !Chool bus scrvicc 
was 呵。tperntcd on 119. Thc gCl on place is Ihe S3me 阻 the pa! t vi l1 pial.l.n nnd Ihc ro叫elS
S祖I1ing from the Univcrsily. Choi Hung. Kowl曲n Cily, Mong Kok. KW :'li CI'lUng toT~u蚓
、Mm. The depanure IÎ I1lC is 6: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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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nk: YccTai U且主 1] I Mcml悶， I Mcmhcr 

。1.2 Nomillø“。n u r S tml rn( n叩開ltn(ali\'c
"hc University A lToi的 Commiuce 的 Z晶ponsible for nO Il1Înnling sludent rcpcescntolivc for 山e
開mn、 illces rt: latcd 10 univcrsity affi,ir5. J)間 10 趴e v扭曲cy of 出e EXt."<:l山vc COlllm i uc旭
、vithin Ihc JXriod of Fcbruruy 10 Ap訓，出c nomirplion work 叭，揖 donc during 由e Provision 
pen叫The 時gulalion ond guideline of Ihc inlervicw (0 Stude l\l rcprcsentative had bccn 
同vcal吋啊lC: Pro叫sional Executive CornmiH時 h血1 lau附hcd a uni叫rsily﹒咐dc slooenl 
rcpreSenl.illi\'e recruitmcnt program , which w晶 promot吋 with Ihe use of出e l.>oar曲. ENBand 
leanct. Thc followin包 is Ihe lis t ofstudenl repr草sentativt.S relevanllo university aff3il'S. 

J4 

1 1.1 01'hy.訓叫hcrnlly scrvlcc a t on 四In I)US l\fedicnl C lin lc 
AI1叮 Ihe ncgolinlion wilh tÌlc currcnt M祉ical Clinic, ncw s l.'rvÎC'c is providcd slarting from 
1月 i l1 oo-c蚓、pus mcdical dinic. Thc on-('也可凶 Mc‘lica l Climc providcd 山e new 
ph)'siolhcmpy 趾rVÎce i Ol.:luJin但 back wld ncck cond帥肘I spon injuri閃閃Imbililatio代
Oflhope刮目 fc lmbilitation ， ncuro. reha.bili山ion ， che.s t phys岫therøpy. 11lc 。戶口ling hour1 

街道 2:∞plll- 4:30pm on Mon也y 街吋 9:00am- 12:00pm on Fri血)'wi出 rcc $2 10 per s t.Ssio l1 

orlOmimnes 

11. 11 Puhllc8110n or n的，'.s lcUer “U-Lire"
.l1to First publication of Univcrsity A((airs nc \Vsle ucr "U-üfe"ls done. Thc contcnt of the 
IIcw51叫軒 is IfI ninly about WhHI Unì凹rs ily Aff3irs Student Rcpre且nt.a ti\'cs have achicvcd in 
Ihe mccting wilh S13 fT. 1(5 3im is 10 incn::品6 叭叭ranspnrcncy o( lhc work oC s仙dcnl
時prcSi.'叫別;，閏!Jnd any univcrsilY :.I ff3自用 policics

I 1.J2 Sur\'cy馬 for rC l.: rultin~ o Jl lnlons of s tudc nts 
I'wo un.Ji nc ~lIrvcys 011 sc hoo l c(ltcring scrvicc nnd univclsity bookstorc 甜rvicc nrc fini shed 
Onc survcy (ωupc r.tting wilh SAO) on mcdical CI間 Icscr圳凹的 DI叩 donc， The.se thrcc 
訓，叭，吋s collccl s tudcnts' opi nion on thc 山rc:e fi c lds su扭扭sfu ll )' and Iwu o f thc surv叮
lC$ullS ore post叫 on"X-(>Os l" 個d “U-lifc" . lllc collcclcd inform<l tion i5 uscd by lhe 
lJ ni vcrsÎt)' 川fai rs Sccrc tllry Ilnd thc 5 tudcnt 時prcscnlal l 、叫 10 s trivc for bcncr univcnily 
n叮、lCS servl臼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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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cademic Affairs 

12.1 Forwation of Aradrmic Affairs CommiU間
Thc. Academic Affw l'5 Secretary worked on lhc fonnalion o( the Academic Affnirs CommiUce 
under Ihe provision o( Ihe Conslilution. D田 10 the v臨ancy or execut Î\'e commiuce. wc 3.間
sti 11 (~缸ming Ihe ACòldemic Aff3.Î rs Commillee and sclcc t in且 Ihc slanding commillces. 111C 
Acadcmic Arrain: Commitlee 創ms at (i) To promolr. ac..demic develo)lmenl o( Ihe Un i間內IIy
(ii)Toa鈴ist thc Ac3demic A((air Secrelary 00 311 m:mcn: concc.ming acadcmic af(rurs oflhc 
Union (iii) To organi7..e semin3I芯. forums，叫ks Or dcbalU on Bcademic arfnÎrs (iv) To 
制courage and stimul ntc Uníon Membe屑. iOICrel lS and participation in academic 3((:目的 (v) 1ò
。penl y norninale S(UdCnlS 10 University Senale Commilleu with approval or lhc EXCCU1Î咱
Committee (vi) To conduct University Sludent SenalOrs E1ection (vii i) To co-ordin.31e che 
eff，。肘。(student sea lS in Universi ty Senatc Commillees and (ix) To fi間ililate∞mmunlc3110n
among sludenl seall in Uníversily Senale Cornmillecs. IIs composilion i s 血肉110w

12.2 Sr1cdlon 01 Student J(C lH'宙間個u，臼
AcademÎc A叮à:irs Committccω叫 UnÌ\'e間ityA何ωr3 Conunillee hnvc j叫 nlly 3rr凹1ged lhe 
se leclion oflhc sludent represenl3liv自 orvari。閻叩mmittcc: orthc Un iversity. Duc 10 the 
vnc叫叮。flhe Execu live Conunittec wiUIÎn thc period ofFcbrua可 loApn1 ， lhe 冊min..tion
workw曲 done du吋ng lhe Pr酬ision period. Doacd sho的1$ were madc 10 inlroducc the various 
m訓。用削logelher obout 50叩pl îcalio間的'tre r~ei\led for 、/oriOU.5 sludent rcpr醋的1131 i ves

thi5 year, AOer seriol pr'缸白血S of inlerviews, the s仙deot represenl31iv閩、....crc selc:cled and 
thc: listis 阻 rollo叫

國幽國幽幽國-爛爛闢個-幽幽幽圓圓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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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r 
a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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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Students' Union 
Clur W.ur DJy. K。、~'lo酬 1 ， lton&KolIg 

TcI:1HS 1712 Fu: '211S Ina E.mail : 1IL且出且越U且且

~hm .. ~p3KC: hup:ll惜自制nCIJ 5I .hν_，，，_lIn胸n

Thc cOllstitution of IIKUSTSU h的 bccn amcndcd by two. third majority in thc 
Th irlccn A I111ual Gcncral Mcc仙也 with thc followin且 proposcd admcndrncnt , 

4.1 I nlC uhl~n~lc 帥"ωilyln lhc U川。n Jh~ 1I bc vUlcd in I Tlft "/Ilm./t UII的叫抄卸的.U，I帥I tllullbr 仙，叫

l ~ (j~ntl 訓 /'.htlin止。， RerCICIK!umorrω11 MCínbcft. I 仰 IIN~ft.ull的仰1 1IfFul/ M酬，缸"

的 I Thc I叫 S l ，l咐他擅自 ld Iht I cgll l叫。n orrirl~nce or l h~ 1771t 酬，"叫~'f的t. GWtNII ，\(UI峙的ullb~
U川酬I Ih~ 1I be vcsted iu Ihc CO \lncil "“!lIIfOllly lU Ilr t. H.l!ftr~ lII/l/IlI. 

4J I" I~州 jjditlloCl oflhe U川。"州all bo! vt5!cd inlhe I TlttfttMllllu/l fl lI J的 trtt'恥IlulIlIf/illtU/~tllf州，

IC，。“L 1M叫1m ~/II，/I b~ \'UlcJ 111 愉 ~C~mll"'l

4蚓吋 I Th~ 岫岫'"圳"川市叫i沁ist叭t剛圳。0"川a山heUn削枷伽i怕岫。ω側"‘州圳~ II bc 間叫"dε吋dill伽 1 -"刊... 卅hμ仰"岫，
E 瓜.'l:è“g“包M‘叫I..C。伽.圳"圳、"圳"圳"圳tUU ‘"叫'“ill“.、 Ihtu('，“" p叭‘ lon 0(1\圳"岫‘"削.削叫"間e何"昀‘ I c，“"付u.

'P圳，但 11，叫“ Vl.'oJ l odlt 臼u\ldl.tht 印刷Qf olhtr

bod.u ‘“，dct.hisC04.S lil叫 jo) n ， nndsubjtCl lolhc

uhiul墨，管制，“旬 r Ïl y oraGtne,al ，，"'!c訓 111& 心，

I td(I~'叫‘ un vffu ll M=mbcu 

'" 刊，“的1/ (11111r11 llulluj ，ilrU"俗"的tlllbt 峭的，仰

的r E.xr"l/ tl.~ Cum削 (lI(cwl泊的(I' .. UUIω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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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uec on Undergraduate Cheung Kn Ping (SBM) ßBA (Global) 2 
Smd阻

zlt叫 Shun 但ng>肥皂rin~) CPEG 3 
KonJ! Lok SW1 (Scicncc ßICH 3 

LOE ISLASOSK) 、v剖. Enrico Economics 3 

Committce on Poslg_tBd岫1巳 Chan Sze Ho C IVL PG2 
Sludies 

、，Vu Xion皂 、，Vei Finance PhD 
Y阻n Zi Bing Atmospheric PhD 

En吋ronmental
Sc:i~nce 

Cheung H凶且 Shin益 Hwnllllitics PhD 
Bus;ncss nnd Mnnagemenl Chlm Tsun Kwong ACCT 3 
School Dol'l吋

Cl汁o。m血m型i1t1tnt些eoins tJndErsmduatc Wong Ch山 YU，.l une F研~A 2 
OM) 

En~inecring 8ch∞I ßoard Sung Y，目蹈.Cherry IEEM 3 
Enginecring Undergrodunte Yuen Wan Ho CIVL 3 
Studies CommiU凹
Science Sch∞1 ßoard LiuF祖良 ßICH 2 
Scienc:c Undergraduate Sludies Lau Yat Hung ß ICH 2 
HumM.Î IÎes COmmill阻 Li Lok Wai. Eruico Economi臼 3 

12.3 PG l'ep間senlntlv凹 for slUJ lIg in tJle meeUng of lhe crs 
、明th Ihe 間opet'3 tion wilh Vicc President of Acadcmic Affairs Officc, H間dom臼rMs
Kalherinc Wong. student 間pr白en凶"峙。f 1'0 studcnt for silling in CPS we rc nomi阻t吋
which lhe SC<l ls we呵呵閏nL

12.4 Sludcnt StnRtors Elt.cf ion 2004 
lñe Academic AOà.i rs CommiUee h甜 held 山e Student Senato凹Electio n 20令. in 17曲
。fSeplcmbc: r. Thc elecûon wil l be hclcl flom 2211d to 24th of S叩lemher nnd is open for 
all UST Sluden l!1 10 volc ond the succe!咽ful 的om inees ， one from UG, will bc nominated 
by lhc Exc:clltÎve Commi ttec to filllhe \lacnncy of thc UO sludcn t rcpr自創刊utiv間 in
Sc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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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IIl1tlJ Jptc仰ä"IJ' futn可rdf" ，/It:C，。“ndl， tht

Cðurl01 Dlhtf' ﹒。“"unrl.u IIIIJ CØ""flullon. ø,.d 

Ju6Jtd/ø thr u/llmølt .ulh oflty 01 Rr/iffrrd"M 01 

FullMtmbtfJ, 

ARTICLE 5: TH F.: GENERA L MEETJNG 

-幽幽幽區幽幽幽幽-

THEGENERAL 恥fEETINO REFERENDUM 

5.1 I ̂ nAMual Gtn附 1 Metlinιbdn&I&<凹cr.llmutinø I Aruol1l帥"P“udby 狗 Rrjt.rtn的Iml!，ollpoußJ

。rMtmbuJ， s枷h.訓"'"何m閒g

t枷h，吋的叫 、M、.Hd:1倘耐d 自叭伽h，包"吋。“r ，愉h，吋"咐h 悄皂怯kort枷ht 1 0酬n呻f砂F 缸 1("'" 叫b卸".叫3116，呵Il tIl( R~昕f枷削'"的枷'"瓜1 

Sørin.r. ScmUltr 10 uch Acadcmic Yur. inclù !llvd 
5.2 I Thr&le orcne AnnuII Gcnenl Mccting3 h11 11 ht I Th f! εu帥"rtCom"， llItf， tl，tCOllnr:lf， 阱， CIII/r1， Ø

dctcnnlned by 1he Coundl , I Gf/Ur.l川lutl"， or F'lIl1/f/tm“得可的，帥，I()nm句

rtjU fI"J' qll tJ flolll。阱r RtfUtl!的阱"俐，dlfl'

Rtfertn的ImJhøflbrhtld;

何 ß)' n faollllloll oflltt ExCCUl/"( Commllltt: 01 

俗.J D.1 Øff-JoI"tlo"øj的， CO'lnclf: or 
fr) B)'tfltsofllltonol的， COll r1iof 

(d) lf，'tluJolllllono!ø σ.， rt ，tø/MUlllllôOl 

(1) B)' tht E..'fl("，J，'~ Commlrtu 111 floI mOI~ 的問

，.，斤'1lnd，旬's on II(/h'lnl n ",'(/UlII l lfu(s llloll 

sltlftd ð,1l011t.Js ".nll' 160 FIIII Mtmbm民

s臼J 1 γ恥'"、唸e 仙帕‘ int>>ort川t“山伽h:惚雲 ^"" 叫G伽'"'叩e間叫伺叫1 M伽u叫叫"叫1.阿n咕耶.'刊"帥圳州叫lul叫州=叫圳""" IυA/訓圳1/ ，川"叫，

{叫吋T。帆￡側'“lð融曲e釗".吋di叭r，岫h岫.. 刷。叫u啤.h' 缸你e ‘ω。"句pp戶sω。、惚官 the 1111411 的tltllfttlðtðoundl，。 “川nnccørrlølluw/f"
，，"'"訓 rtpGf1 o( the Extc.utÎ\'t Conuninet; I 

Ih~us且，/，叫{m的 R叭，仰而伽 If(coltfan(ttr帥 ，h，

(b) To (.onlld~r and 1ft抽u&)l l filloap阱。\.t Ih-: I p ，o~旬10llJ oj的bConJ'"仙 "on，
'MUllrc帥"orthe Editorial BOJrd; 

(c)To comldcr.nd If lh個帥，“"叩阱。\'cthc

IMullfcp。悶。ftheCoorn: il:

(d) To consldcr Ind Ir thoughl 111 10 ~PP呵呵Oh.
蚓、UI I rtport oflndlvld叫 Popu! Jl' lyEt叫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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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 ! A")'compllinush3 I1 bererc n-cd 個 theCourtwilh 的皂 ，
，..叫 lonor^rtlclc 14 ，'2，"，怖In SC\'tnconscculh'c 

dll.)' s lnulheconc仙，切。 O(VOIC ‘。 untin&， ThcrC5叫t

orthc l crucooumsh州 beoffid. II)'a帥的\'ed.nd

alVKlU IICcd by thc E'tCUli~'c CommÎttcc. ir no 

complainlhrc缸~I'ffilto thc Cour1 wilhln the pmt 

5 e~'enε。"'Hlllh'cdlys ， A llornci﹒ 11 ， 眉'Jl Provedlc ，叫t

ørlht 間rcrc吋11m shlll bc pomd b)' thc Exccut i\'c 

CommllUc on thc om“削 NOlicc AIc.J U d~ttrmined 

7,2 I The Exccutive Comminee , Ihe Council, the臼M ﹒
Gcnual Mulin& 01 Fllll Members of恥eUoion ms)'

Itrcranyqu帥"的110 thc Rc(cltndum, and Ihc 
Rcrettnl{ul刻的叫 l be. beld

(1)8)'1 rcsolut仙 n of lhc Exccul Î\'e Co肌mincc.; or 

(b)B)'1 rC loJul間的 。 f thoCouncll ; Q(

(c)Dy ﹒時.. 1凶 ionofthcC凶I1 ; Df

7ht C"ulltll ClrnlfpUJOtl Of 111 hltl1tu "b,JIIIU Iht 

COllll t ll Vk, .ChfllfplI,oll ,!Jøll p1tJIl/c tU 11" 

ChøllPUJØII “駒'"σ't.ntrol "'ttll1/I ' Jfllc/lJl lI of 

Ihtm ，hollbtpftl tllι 1111 Fldl MtmbtlJ prt“'" 
JhøJl tlt~t "nc OfllulII 10 plllldc IJ 的，

CIJøltpUl01ι 

(d)D)' .rcs叫“ionor.Oencr.IM“ ling; Df 

(c)B)'lhc Ext印“veCornmillctinnotmorctl\l1O

巴巴u!cendll)'sonrC( clvingll 悅 dnenlcqlli， lc切nli&n:d
b)' nGl lcu Ih.n 100 Full Membtll with nec“1">' 
dcl lltS “ deleflnln~d by Ihc Counc l1. 

1.) I AU ，ub 'OfI. niVl IÎ間s &nd mcmb悶。ftl油 Union5hll l l nllCDlllltl，叫“那tlflqorþrlllllllllfø/uCJI c.l 泊，

t枷... 、祕"“叫e“.帥n恥".恤..岫。仙ùnd ω a蚓￡“‘ ~、 "閒 eωe恥‘州"ω WÎlhthc I/nl仰"叫'，"叫<lISrclt.旭 'Y'岫h岫øflPfUldlo， I岫IIt SUIt)舟岫iJryol

r阿附穹."削叫u叫1.. 叫。，f.仙‘仙叫u山吋叫d由h、 恥.<f

P'附旭咖v白hi沁。z的、"。叫ftl愉削hI“. c印。m“IUlion . ! pfUII的阱C Full "'tmbftl pltlC叫 JI，o/l的M 刮目"1

1.4 I Thc Exccul iv~ Com.m inCð , blll &i \'C 1'101 Icu Ihlll five 1 T/J c C叫油'/rfl叫I坤咿伊e削"耐e叫"'"叫建恥弘叫吋J肺"的'h. 帥附e叫圳Irl o.νψfρ，州h

ε恥削"削叫恥“ l岫e咀"叫d血a咖，.‘'.耐酬ω叫ite“eor.Rcεf，帥"n啥w喃nd、叫d血恤岫m， such 11徊rrul的/，句悍.'ω，吋岫e叫q仙u呻"叫'"圳 "p，帥rrl(.伽伽，創，叫 s幼1，01耐I"fr 
，刪嘲".. 昀。 b扭e 皂&ivcn 切 1M umt maMU U Ihe nO I間 lJodlll~ud旬 Ih l. mti/伽l)， ød)OU""d仙..，“的'.

,., ﹒ GcnualM叫In&- Thcqu“lÎonlo 缸 Itrt lTcdlO 1 110111 的肘 '0 IInr~ oltdfløm pl"" 'D P旬阻

• Referendum shllll bc 仰Ilnthc fOlmof . ,uolulion 

and full Membcu ttull be requ叫“ loYOle “'"

M，l ins自 IhemOlion

1~ I TI時 lC$olu加肘 10 diuoh'e Ihe Unlon 納.lI bc
d<< lued Ulni吋;r

bythe臼阻E扎

ARTI CLE8: ELECTlON 

8.2 I The EI(( tlon Committ“你訓1.. .冊。Inud by Ihc 1 n lC Elwlon Comm!tUc sh l ll bc 叩polnted bY lh t

C削階IIln .[cord~lK c \\ llhlhisCo~t i luti ol、 fOfe蚓、 I Councilin8ccordance 圳Ih 愉..c明slltutlonrOl' ta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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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個叫y.~ l c cc i個t.ndpro\l id吋岫 lru l no I tI叫1M 01 by.d~Cl i on Ifld providcd 帥 Iltflno

nnd心dJ l t in the c:1t;.: cion shl ll be ffiunber. The I undidl!C in the clt Cl Îon 州划， bc mrmbu. The 

EI:~ l io I\ C的HniUccsh!1 11 condllcl lhe cl ecl叫 and I EI叫叫 Commil! c:t 仙~1I (0吋叫 lhe tl<<Iionand

sh.l llllkc 吋I)， ， &e o r c~.t ry bUiineu , includiog decisi∞ I s l\l ll l ako!的“醉。rt ~.c，)' bU~Î~n. mcludlng dec ision 

。hoidin皂 Ihe clwion{s) Jndlor undidl le(s) andlor l of\'。山ng tbec lt:C1 io n{s) Ind!or ctndidll.e(S) IndlOl 

cab iM_Ih)， pen創0'"這個 \heelec l io n. 。binc l{的 0'"'創ninl\O \h~ fl cction 

11 .3 I 刊.E\叫 ion Commil個晶晶IIdmnninclheeleclioo I Th( EI叫 ion Comm Ì! tcc 1h311 dclcnninc 1m ~ktlion 

d31C In<J ., II/iount e Ihc Sol n1C nO( len Ihsn Ihtce wukl I due .1 rtd afln叫做ethe u.mt /iωleuthallthtcewub

in I dvlnçe In IhεcilSe l)r~b)' ， dec lÎon，抽Ilcssth ll1 l inld、司的忱的 Ihec，ueolab)'-tltc tio/i，抽 t le ss lh圈

_' l onc 、、cek i/l advantt ln c lUe of rc-f !ecl ion(s), .OO not I O/l c 的 eek in lðva /IC t in useof re-e 1叫開帥， and nω 

"必 Ih ll1 onemonlh ill 6dvlnceinc.l.I eol allolhcr I t e ss l h l/l叫emotllhinadvilncein 凰!eo fall 例悅，

叫“lÌons. TheElcc\i帥 Comllli l1ccmJyl>>

de \wn的ingthecltcllondJ\c IIPPOîlll\I\lCC 

CICClioni. The Elec \ion Commînce nuy In 

dc lcflnining the t lcc lion d31~ appoinl CI\lce 

E帥"“ \ i\'c dJI的 10 W clcclion dllcs on whi帥、叫“ I Colllccillhe dllcJ \obcclcclion i1，吵頃。nwhich\'馴的

m訓 bc (，~l I mlvbcc“ 1 

盯 I A吋 compl~inl 叫，m\呵伽間叫;0岡山!11 bc: mlde 1 1\吋叫ψ圳的棚cum吋 \ht EI酬100 shall be 

in y， rilÎnglo\hcCh廿personoflhcE IH \!棚 1 ffi !de in wf1 ling \0 Ihe Ch! irpersooof lhc mU lion 

Commince withiU I\\'O clur 帆。 r l: ingdõl)'S ﹒恥 1 0ωnmillee 、“Ih irl\wo deu workinz d~y，的“

E個巾 sion of vOlccou川的gand the EkCl io 、 l ω叫“ionof \'o\C刊圳ìng and rhc Elcc\ion 

Commhte~ sha ll handl ~ Ihe ((開，\刮目1\$ immedlðlely 1 Cornmin~e ÿ lJII hlndle lhe comp l圳Islmme.d iatcly

and Icfcr lhc uscs lorhe Coun Ifne<esu l)', Thc 1 ood rcft l thc CiliCS IO \he C叫n ifneccs l1Iy. The 

rc.s ul\oflheckCl ioosÞ-， lI nωbeo ffic!.lJly 叩仰。、“ I ru ultofthc c1cc\ionshallno\k Officiall)'appro\'cd 

。r arulounccdbcfQre . l1 compl.inlsarc lC lll吋 The 1 of .nnol.lnced befQfc a l1 ComplA凶u are u lllcd. Th~ 

re1Ull 0f\hce lcct ionshallrhc的 be offici~ l1 y 叩pro\'tJ I I C5叫lofthe c1cction shl l1 lh~nbeoftì( i 訓\，﹒時間\'cd

an.J a l\n個nced by the Elcct ion COn1mince. AII I l nd aMOI.l肘 td L)' Ihe Eltcüon Commiuce. AIl 

oßìci B lIyopprO \'cdrcSL巾。r tlw!on ~hall be po.md I o rTIcia lly :lpprovcd ICS山 of t1wionshol. llbepm\ed

bylheElullon 臼間nincc 00 Ihc OffK bl H叫“ l 峙 Ihe Elcction Comminee 0/1 Ih: D (ficill HCAic~ 

Az“的 dClermioeJ 恤 IheCo間的J. I AI““ dc\crmincd bv 自heC()uoc il

的 I Whuc a p叫“山叫“削 ，h.山d idatc(s) 的﹒ 1 1\" 1 帆creaposI isurw:帥"“ lhe (andidllc(~) 伽1\ 1>0

dccbrcd dwcd if: I dcd:ucd d cc\cd i f: 

(a) Th~ 101. 1 nm咐r of ，'叫“ forisn叫 len llun S ~~ I (I)The 1(1141 nur咐， .，、 otufQriJ 耐 le u ，山悶

。flhe 10111 Full 仇tcmb~fihlpoftheUnio叫﹒咽 l ofthc 叫“ full Mcmbmhip oflhe U叫做叮"'"

(b)τ'he l olel numbt:tof"OIC$ rOtísgrutcr lhln lhc I 開 Th，剛訓叫俑，恤rof ，'olcs (oris l1ul釘 lrun lhc

10111 number O{ "O((S ag;l in!l the undidJlc(s). I 叫“ numba oh.Qtu ðgainsl thc candidl lC叫

Whcreaubinc lisun開 ntcitcd lhenominatcd C'lbinct 1 、，Vhaencablne l h \J n叩nlcstedthe nom叭叭cdcabinc l
sh4\1 bcd“!Jred dw ed if: I I:h111 bc dcclartd c1 w cd if 

(.) Thc IOlal numbu of \'0IC5 for 妞 nOllcu lhln l2 'Y. I (的Th<叫alnumbcr o( ，'OIcsfor i . not ltU lhln 1 11~ 
o( llIc 刷品1 Full t.tcmbcrs.hip orthe U圳開:a.nd l oflhe l酬I FlI ll Mcm~nhip oflhe Union: iuld 

(b) 甘lC tOIA I 仙Illbfrof\'叫“ 肉risgftlUCrllunlhe I {b) Thc 10叫 numbc: r o(\' otcs frx h Y Cll( t llloln the 
IOlal r.u mbtr of\'ous ag.inu Ihecabinc l. 1 ' 01111 flumhcr of "0帥lIgalrm the eabinet 

8. \0 I 附ue Ihcu: 6rt rwo nom(nl[cd cabJncls 加 ~cabiß( l. I wh帥 Ihcreuetworrominatcd u.bl島的 (orau岫".
自 Ile nGminl叫 ubinc l 叫，hb地hanumbe.r o(\'叫“ 1 1henominll吋 cabinCI 悅Î!hll恥trnumbcrof vocCl
sh.a U be dec仙也.d cltcted ， providcdl恤，愉cloca l I shl ll bedcclued 叫“tcd.pro叫dcdthl l 恥c lIM3 1
numbtroha l ld 叫tcshnol[e泌的叩 12~. of lhe 10[.11 I num~r ofvalid \'OI t.S ii no[ less IhM J~~ ofthe 1011 1 
FuJl Mun bcl ship ofthe Union. I fu tl Membcrship ofthc Unioll 

8.11 I Wh~rc Ihcrearemorc th叩 Iwonominlllttdc.l bill帥 for l Whclc帥elft 耐tc lh snt岫 nominMtdcl岫間加
I 110 Cibil\ e l . 做到nglctnns (rr.blc \，o 恥e S)'S lem slull be I a ublnCI, IheMulllp/e SωIrMu/t.妙"峙，“明'''''
u~ cd. and Ihe lù叫 numb肘。(，'a !id\'O(“ sha ll b.:'/IO I I Sha ll btuHd. .and 恥e 泊lalnumbcr oC吋l îd 叩lc5shlll
Iess thJ n I l%， oflhe 刷1 1 FulH.lembeuhψ 。f lhe I b e notl師 伽筒 ，，，色。f Ihc 10lal FuU t.lcmbeuh;p of 
Un;o扎 Whenfhenurnbcrofcaodidlltes 加 thepost$ I lh e Unl叩 Wh叩 the nulnbero( c:and;dal clforlh e
ofthe P例划 llrly EJeclttl COllndloß is rnole th an the I pom oflht Pop l.l latl)' EltC led Coundl酬， “ m~
numbe l o f 自 he \'aunclc$ ofthe Populally ElcClcd I 的3n lhe nllmbtro(thc 呵呵nCKior thcp，句，叫盞<ly

C叫ncl1 on: . l hesin阱 岫nsfc r"， b k: \'Olc syslcnl slu ll I Eltclcd Cou間恤， Ihc晶'(llpl，叫“ uMul1啊'''(1 ft)
Kω叫 IInd Ih叫“a l numberohalid "OleJsh訓 be I J I 'Htlllma l1 b;!u~d，olJ咽 Ihe tololl l numbe.rof ，'a 1!d

， h凹 hU lhc rc鞠“ 1\~e.J .lltlshesh~lI bcclinlinllcd
I(Iht vous afe sI llI equlI tlltn one 臼ndidl lcsh.Ube
eH叫咱Ildby l Ol

8. '4 I NO Clblncl ror Ihedecl Klnoflhe Exeeutivc 
Comrnlnee sluU be nomin1led. u .and 缸rcl~c lion Of
deemcdelce自 cdllnksslnttul 目binel ， a lle lnseven
pom ineludlng thc po~l ， for Iht pf('5 lden丸 Ihe I nlcln~ 1 
Vicc , Plclld:nt. EAtemJ I Vice.Pr“ idclltlndlhc 
FînAtleÎ11 Sccrcl l1)' ere fill cd. 1I0 cl binu for the 
的“lon of the Edhodal Doa r d$h叫 1 be nornl用削，“1M (or elcClion 100 d ecrncd elected unlcn În th~ 1 
U.binc l ， lllc叫.t.泌的凹陷ulncJ吋mg l h:pou‘，~

I lhc Editor.!n.Chicf. onc Auiu~1 Edilor. in.Chlc f and 
， h叫 ina l'l.::ia lConllolt的 arc filled

ARTl CLE 9: FJN....NCE 

ARTI CLE 10 : T“E EXECUτI\'ECOM.I、"τTEE

-lIYTTiTmr<!圓圓h川'iJI1l mTiJH一

10 ,2 1 (n) Thc Ac:ademic Afb.111 St c:re山y， who Jhall be 1 (n) The ^t.adem他 ^fì~ht Seneta旬， \\ho 吭 ullbe
c 陷阱ruible(or.llmiut刊間n~tmÎllg lI (，ldemic: 1 “叫'P戶。叫n仿5油le for I訓IImll1恤"昀 e開.，ε“，m，帥a咕霉μ"伺IIdem刷t何

d a“ffi“直.. 回1: oft山h. U伽。閒n; Ind I . r伯r.叫u肘$。“r ，愉heUni閒;olld

(o)Up 10 I!. muimurn o r l\\"o General Sec l(taries, woo 1 (0) 7'ht /，ρ"岫110 11 Ttclr"o/r.lVStcll. l"吵'."'''0
shallbe re!pon剝削e {or ell m~tten conctming gentral 1 shllll 缸 ft.JPOlHlblt/，U ull t，叫fltueo肘tmllll
affll iuofl heUnion , 1 1吶'"叫lon Tt" hn oJl lIlY oj tht Ullfo/l 

(p) Tht 11111.(//0" 011 111 AflallJ StUtlu I.的 whos1rallbt

Inp帥sibltlorøtlm“Itfsco，utmlllglll ufllullol/øl
øjfQlrs o/Iht 01111111; 01/11 

(q)Uptoomaxlll川1/I 0j l l>'oGtlltrilIStCftIIJflt..J ，

" '110 sl/ rJlI bo! t“Ipo /IJ lðI~/(J， ulllll oJ lltlS cøllriml"l 
~"t紹I Qlfulls ofl"~ UII如此

AIlTICLt 11 : STAN DING COMM ITTE :E OFTHE EX[CUT1V[ CO:-. t仇tt ITEE

- .nmmn• .---由兩宵smr.1前兩叩開冒商-電盟國

11 , ) 1 糾糾)UpωI flUximumof恥t. Full t.. lcmbcnof伽 | 仙(明) Orll 01 111011. FIIII /lJ~lIIbul ojtllt 的I，m;

Union 似的叫 Tobe 叫帥f1s l ble forlhe.cademic 

叫“)T。間開nsible 加伽 IIc.\d e rni e &\'e lopm<nl I d:\'dopm叩00'伽 υ仙cniry
。 fthe Unh'cfS旬 I υii)To organiu ，，，，M岫。naculemktffair， lnY

1 peuon may bc invltcd 10 pml旬alc lnlhedilcuss i。帆
。 ii)ToOfp叫<<sc minar丸 (oT\lms. t .，Ua01 dtb.l1BOn 1 
acadtmica (f.ir，~吋 p:uon m吋 bein吋cd lo 1 (I v)Totn凹叫ilge.nd 叫muhllt UnlonMen峭的l
pl rt iclplle In Ihedilcunion; l ìn時間tllndplrtklpa加nln lcðdemic: .rrIÎI s，-Je...l-to s

\ .. “年-M-lftl et'們.. 槍"﹒特A先個..咽 Ie-Al r. iH-且司的ω←
{叭i吟1"0。帕刷E呵咕.. ‘M咽仙s叫圳t“;，叫耐山t岫。側，"卅ε削"b<吋 I i~~-l叫“刷u叫d.. 叫"4卅he-f-d山u酬叫4怕。岫岫p蚓桐叫卅IlHp閃"叫』峙恥
叫…E川M叩叩戶ρ『叫t叫叫"
well .“咚 肌叫"m削昀n.l1. .Acedω.m旭 Af何伯Tei山r昀s" s晶，，，旭叫2訓州" \ 

Indlldea lltheedutl吋on~l61pcCU ， with spcciil l 
帥的uis on Hon t. KonR 

11 .4 1 制制) Up tO :'l m~'dmu圳。 ffi \'e Fu l1 Mcn 恤fS oflhe 1 仙{吻。I/tDIIIIØttFIIII /l ltm6tUDjt/l eOl/ lo/l，'
Union 

{叫“l)To organlzeø r:tMllllon c:c. o峙。l1I i<: ， po1jtic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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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c: n Ihln 5~~ o fth : loul FuH Mcmb們sh i pO(thc: 1 它。'"吭.lI benotlcu lh3 1l 7'%oflh c: to\,tFu l1 

Union. I Mcmbt'fsh lpofcheUnlon 

8.12 I Thc (011。叫ngdcfillition s shJ l1 !x used inr的P叫。r
thcsin g! c: t r .nsfc r.lb lc 叫Ic s)"stcm

(a)Q田1.:" 1 ‘ (v/(o + 1)) 
、、hcrc v - nurnbnofv.11id\'olingpJpers 
0" numbu ofplJ<cs robe 軒"吋

(b) Conlinuinl Candldale: any candidale nO( )'CI 
dcemedclfcted anðno\ e1 llni/l3Ifd 

(c) l n \'.1lidV叭ingPa阱1 : .， ny p~ptron \\hich. ri f!; \ 

plc fClcncc il llO l c/εIIlydelincd 

nl ~fOIlO ，，'11愣 ploadllru J1lo l1 bcfollo":Ld LJI 
lupU"l ofllrtllfff"啊f' Sf'tl tJ Multlplf' l/OICl JJ'J/Cnr

(tt) Up 10 N n1UJ could he IlIdlciJ/f'd 111 Iht b.tllol 
F旬，缸 I l1lcuN. "'1II他tfofplnctJ lob f' filled

(6) IlI lhe C"01Jt oj臼blntl， 'lltone....ho ，的叭，

"呵。"1)' 俏"/IIbuof呵tt.J lfdulI山1tltcltd，

(t) 111 Ihe cøst of Popu/(u{y Elutcd Counc/lofJ, iJfI 

tht candfrlnft'1 iJ f ,. Inn lo.td øccørdln8 10 the 
IIIlInbcr øfmlld l -øtU Jllpporflnw 的帥， I/Jt/llJt
N CCllfdfdlltU If ft dUlll f'd tltcttd. 

(帥呦 Tnn削叫"'呻s吶h伽悶咖M恤.v糊別叫m呵g P~p凹e甘， 叫p阿R阿『咄k圳h I仰L仰吵 A圳吋何m巾n叫，d
e岫 Iy i ndi咽耐i圳圳U3p阱『阿<(，伽盯削e帥伽 "'m.穹刊c叫開酬，\圳州lnu附叫h叫u叫l川呵 | 吋H 伽叫叫圳n卅w叫佇4ψ‘m叫官IId 向岫"呻e酬n伽卅曙
個.ndid由a刮恥t她恤包臼包. 1 阱伽h缸E凹削nu岫høllbeno“410$111011 月地 oJthe 伺徊，日，11

l MtmbtfJMp (J1伽仙，，， 肌

8 日 1 Th， 制 towin~procedu削的Jttbe foll。、，\-cdin 間;~ct 1 肉。 tolllll“lorlhetJ州的1I 01'luEuct/tll'c
o r lhe ，inglellansferable\'\l峙 sys\cm: I c:.mlllrJUtt JhaJl bt 呵nrJtrøltd， J (aTTrI戶，t1tclJonol

I dunt也dtltdCdullltJJ fll 州旬 tta6111tι ω lenJ/Jtl'tll
[吋 A b .1l1ol pJ~t must indie,Ut a n叫 prtfercnce . I 

I poJtlfncfrldl.呀 f/lcpoJ(J戶F 的tPrelldml， 的e

仰 A baUo\Ju阿 R吋。Ima}' notlndi<alc 叫 orde l of IJnt~啊，附e柄fafdm几 E.tltrnnl Ylce.PrtJ恤nl
prdercntcofany 刷咐I of( ~ndidl\CS in addilion \0 I ~'卅伽 Fllllln(/(l ISttrt(a吵 ßrtf1J1td. 拘 CII6/，肘，
thefirst jWcfcrcn:: e, I舟，帥，你伽可的的伽rlnfß枷on吋s油h.耐11

1 110仰n削叫『川圳"仙1111帥ttd，吭.'削'叫d戶rtl，吶，叫o叩ntfllrfd由"咖，耐e耐d t{，恤IU:lt-d

(，川Icnumbcrof盯叫 prcfcrcncefor cllc hc...ndid耐 l 'tI.帥的的r1I cllb的叫 Ill /ca Sftl的制帥fs!ncl叫你g
01 noml l\1tcd c.1 binct i, counlcd a r'Ki II ny candldale or 1 的叮帥I11or11re EdltOf-III.ClrftJ, oncAuh酬，
n閒。m叫i咱叫 E臼s必咐b ;間恥m酬，1岫h>祖圳v叫自m呵n呵， .q叩u閻。帥la isdcc削m .吋，，\“刊，'"吋 I Edl岫J均σF叫-In 曰F叮'</ρan叫JI的hcF刊}，川叫叩"叫2

f1l1tι 

(d)ElIchlr訓sfer.ble\'ot ing papH lupponîl\(;﹒
undldat~ decmed dcctcd i3 glvcn 8.W叫ghl " (c 'lu~1 

tothenumbcrofexc間，、，'otu dl\.idedbytlle lolal 
number ofv側的。bllinedbYlhe 日rxlid~le) a吋

I l'I rufUTedlo lhe 凹nllnumg 個 ndld~lc I耐icø\吋也
nc.,t prdtrcncc. 50 thU \'訓的 ínUCUlofthe q咽u

are le.dl~hibul td 

(吋 A叮 nndidate~hav;ng a q間la ~rter I fiI !U fcr 的

dcemcdcltctedand Ih c t叭eJ1 VC瞇的 re.di Sllibultd3S

in(d) 

開 Irthrnumbnor帥叫他 bc nll吋 iscqu.:dl0 1he

numb~ r o( cOfll inuing cJndld3lc5. tho;;c i.ndid~1ω." 
decmcdclcctt祠;oIh t r"Îsclheundidalcsupportedby

lhe smlllU I Ilumb.! r of、“"的剖開in~lcd

(,>Ir lhc nllrnbcl orpl~cCJ ;1 刮目 II lcu 愉'1\ lhe

numb<:rof c帥ItnUI可 und!da t吋 Inrufcubl evolin8

p.lpcrs.weíght吋 andnot \\'clg l!lcd , $uppor1 irtg 
c llmlMttd ( ,Jndidllc ilC Cri3 tufe阿cd lolhec(， ntÎnui !lg
nlI'Idid帥Ji!ldiQI吋的"'削 prcftfcnce aod thc 
pfO(cdurc (e) .shallbercptl lt d 

。) The numb<: r or i!l"alid 3nd n開 I悶悶fnih le 吋Irng

戶戶rs al tlch ~tlgt J h~11 be reto，d~d by Ihe Ekcl悶n
Comm1ttce 

仰、Nhen I cll l)d id~re h;u 10 be climin3ted &nd thcrc Î! 
a tiebt twccn 電andid . l cs ha圳ng thc 10\'、 CJl llum~rOr

\'olU 的cundid盞"圳Ihlhefe附叫 votC t “ .h.
ω rli叫""呵ullc個叫 5hlll beeiirninlled 

ü) If volu for [1~le candidMcs 、\'Uccqullat all 
P"叫個刊。"間， t ht! lr 、 ot cs 3h.\1I be Ic.dislr!bultd u 
Irlhey h~dðllbccn climinllcd. uch btlog 。惘。f \he
conlinui組IlClndidatcs ， lf ua rcsu ltooeεand id ale

I sodalllldothnrc l lUd t叩 ÎC1.mypcrsonmlψk
{跡。I)To oreanite nmlna ， t 的orums. t叫hordehtu I I invilcd to p~叫dpl leln 叭tdis叫ssÎ酬，﹒咽
。ncco間mic . poli t ic訓。 s oc: i3 1 .ndolherrel耐趴叩Ît' ， I 
~ nype rson t\\ aybe in叫“dωpJrtkip3te Inllm I 
d;叫“i;;;~;，d ~~ .. . .nv w ，..~.....~. ~.. ... . I !IH) To C t'iC~Url~~ ~nd圳nullleU川onMtmbus'

I ln lcruulnd 酬idp叫開 ÎncUITcnlarrai"rI_1-Ð學
圳) To cncouflgc Ind jtimulllc Union Mcmbers' I w~ki-l ll t仔1I11.Jo_‘ ~CllfTCnt Arralr.~ ‘hlilinci吋e
inltluIs &nd p.nlc加\Îon inCurTCnll伯 Jrs.ICK叫 “ l alllhecuflcnllrrai閥的“。nomlc. 但你ICl I . r禍 soda l
叫11 1.$ I nlcmallon~ t. ~臼rTcntAfn間"叫1 i nclude ! alpCCI，.耐件.... 兩品啊plttt1IH停-H1Htr-K"'to
aUthe 叫rrenla侃'ai r s In~conomie 開1 i11個 l .nds叩叫 l

ull"" h、叫th spedal ~mDhlJh 00 H側.lt KOnR . I 
11 , 5 I The Publlc Re岫ns CommlUte I nlt! Inl l.mtll/tJnøf Aflr伽伽叫M

(吋刊e Public Re1ðtioru Comminfe lhlll be 1 何 nrt Illtun rJ llollol AI/afrt 臼mmltttl. sltt!lI bt
﹒押。i川吋 bythc EXH叫".t Commitlft ;)nd sh~ 1I l appø如何d卸的， ε."CtC/{//I哲 CommllfrtnndJ"nll
ζ間，酬。(Ihc (0 11 0、v1ns mrmbru; 1 cøl/sIJ' øl tht lollo ,..trrg membrrs: 

(1) Pllb lic Rc lulons Sec rCla t)', who ~ha ll .c t u 1 仰 E.'t:ltrnn l Vlct- Praldtl r/, 1<"， oJ/lnllnctas lfl~ 
Chl~nono(lhePubl比 Rel~tiO lnCQfTUt1 i\U: e. 1n伽 1 Cllolrptrf Off oj 111 t / llItrnnllorrnl A，怕的 C""，mlfltt.
e\'entorv.c.n呵 。(the Públic Rel l tionJS rcr.e tary, 1'11 的t tW1l 1 01 l'rIen1l(}' ø!的e&lf!mal
r rn: Ch.坤ClJono川: PtJbllcR叫到fonsComrnittee 1 叮叮8叫你叫 11rtJ"f'fllatlanalA.阱d"Srcf帥 y
sI\J.l I IK't1 ecled ﹒吋 ~ppointrd ﹒ mong ill mrmbns by 1 s/rnll arf悶 IhtC/，alφtrsø凡 " 的 prl't"ltlll'r1 rn"，.1
Ihe f_.u cut"'e Comminte; 1 0[111 , E..'C/tfl叫，呵，Prrs /(ftn ( n肘 flltlnlttflllllofllll

l 利fTnllJ Srculrrr)', I /It (l1"I,p"IOII 0/的d
仰 Twoormore 。恥 r members orthe Extcut!\'e 1 ( /I (unøtlom,I A!lnlfl 白111m胸tJ/lallbttftcltdøn <f
CorrvniUre ; ﹒們吋 l 何ppolllltdørnon， IIJ ""mðtrj b，恨 tlltütcu/(rt

(ii i) Up 10 I m>>:imum o( Icn Full t.I叫IMrsof lhe
Coml1l llltt: 

u，'加 1 (11)εlll.mnl Srcrtln妙，叫的 .1rnllnC/GJllu

{帥b盼}川T喃，...岫b划licRe叫，，，刮叫!onJ叩C。叫mml仙 5巾lull 叫叫."圳叫l枷伽he I ~r叮叩c口，叫e
P岫崎l i c旭ε吋R.圳圳l川.叫1岫，咕s間~Cl et叮仰風叫州1η' m.酬叫"惜帕tωe釘e昀s com:cmm呵n可g 11!.,e tV~削'"可叭.叫吋4叭，伽 E'Cf，何附伽叫eυ仰削"川'11n l叫s"卸e“"耐q圳』叫，川
t枷h.叩p仰u岫blie時叫c帥lionsoflhe Un咖 I S~c~~~叮叭lu lll加I1ttlIOl， ø/ A//ol，叫帥Im/lftt

I sllallbttluUdJ舟。mnll闕，憬 tl/trllstl.'tSlhr

(c) Mtmbers orthc Public Rd， li開， Committee $hlll 1 Stettt"'l/or currtlllSrs.r伺n;
( lc ( 1 銜。m 'lIlong th tm,dveJ th e S~cletary (1M" c: urrcnt 1 
Smlon , 1 (11υ I'r t.s lrln的

(11'當 1"個"ollonlflA/!altsStcttta旬，

fν~ TI俐I orllloltOlllttnUlllbttJ o!tlrt E.ytCllt伽e

Conrmltt，呵;ønd

ρ'ljOl1tornroftPIlfIMclllbtl1 o/帥 t Ulllo"; 

向 n，t hr你rnnllOllnl AjføifJ COllln圳的1I01l lløl，t

11, t! /ollowlng dmltJ 

巾 T<J øu卸的，ε"“ull.tComflllllttonøllmgttr/'

呵，時間旬，帥IIInll，圳，叫""rJojtlltUn/o呵，

(11) T" OIRnlllu nctll'lllu 011 Inltrnollofløl øffølrl, 
any pttSOIl may bt In‘IIt<f t r.l pnrlldrrrlt lnllu 
rrbCIIJJlon j ønd 

(11砂 TO I.IICØIll的rg~ ""d Jl1111Uløft Unlorr /l(tlnbtn ' 
。IIt，“1. ""d pn'flf1l!.a!l~!!! .1ntcrnatlonol øUøfr之

" 后 I The Pllblk. tion CommiUte I nl~ Publfc RtlIJfl om (0111""(((1 

(1) lhf Pub1icl tion CO O1 milttt shJll bt IIppoillled by 1 (11) Tht P"bflc RdnllOllf Comml"a J/IIIII bt 
加 E"也U ! Î>'t CommilltC ， IKI 恥lI (ont i ，tofthe I np仰I，，"d妙的，E.，“叫l.tCrJllrm /，叫e.ndsll tJlI
(011 0叫ng mcmbus: I 個mJst q/ the/qllo叫呀 IIItmbtfs:

(i) Pub f!utionScuc!u)'，的怕，h~II I(l lIJ Chai巾閻明 | 仰 PII"，kRtfnIIOIrJ $tc't(llry" ，， 'lfOJhøll tJ cl a.J
。 fthc Publ k: at lonComrn l!tcc.lnthe e\'酬。("I<ln，)' 1 Cflnlrp肘。n 可(/rt 內bllcRt 呵 IfonJComffrlll，ι rn
。 f Lhc Publicarion SCC/ Cl ilry, lhc ChAlrpnson ofthe 1'11( CI"tn ( o/ I"lI 'Ø Tl cy øfl"t Pub /lc RdnllOnJ 

Publìallon Committct ,ha l1 bc d ecled .nd a. p岡州叫 I saUf(J恥 l1stChn坤的011 O/IlrtP"blkRt//J lloffJ 

m開& il! melnbu ! by Ihe Exc叫 iveCommiu肘 ICommllltt訓 1 l1 bttltttcdllsrrfnppolsrllrf a.mo峙的
1m“srbusby 的t E._.uwtfl海 c"酬，內部'tlt;

( i。 τ 咱Of mNC Ol~rm(，的bel :J o rth e E:..cc uti \"c 1 
Commincc; lnd I (If) r...o 0' tIItJ fl 0111(, m cmbt lJ o/ llrt E:..ftcul(,.t 

I COII!"，'"u，" 的nd
(ii i) Up 10 I muimu fl1 of fi\ 'C Full Mcmbers o fthc 1 
Union. 1 /'的 Ollt 0' hU1lT /-'1111 Mtll/bffJ Ofll! <t Un/øn 



(b) The P\l b1ication COJnmÍllcc shlll aui~llhe I (b) rht I'uhlk Rt/(III()/u COII酬rllfuJ/ru{/IHJÚ I ，ht
P曲 IiUliO/l Set lClar)' on.1I publ 叫iona圓“山圳'"“自'附Bof I p;吋耐，必bI，卅J你kR吋R帥仙2伽“ Sw削叫eυ帥"已吵圳""叫Ofl ll叫101111削圳，“叫，“s叫C血e叫叫H削圳，州/，
Ihc Union(c，ocduding 帥1ernc[\'cd f{)(lheEd岫旭， I 伽 pllbllr 叫“(OIUO/恥的f叫 -

B03nlcxc l \l剝削y)， 1 
l (c) ltItll泌的 .f帥e Publlc Rtlllllollr CommlUu Jhull 

~c) Mcmbus ~f lhe P \l blin lio /l Commlnec shall clcct I ÚUljtÚ/H 創附
自自fl'omllmon吋也 t刊山伽，，，旭酬u:m叩"'吟咐叫"叫， ，，叫$叫叫thc愣叫s釘叩e何叫".圳.. 吵>fi必ο“"ε仙u何m，“z、 1 ，.耐r叩rlSu叫，/，旬9肌瓜
Stsslon 

11.7 I The Soclll Comrninct 間， p，叫IICtl l/øllCø/lUlriflte

{的 The SOci3J CommiUce lha1J bc 叩戶inttdbythe 1 (1吵 Tlu 仇卅，必ð1，叫1/.忱lc叫a叫，/，ω'O/I CØ削no叫
E，“叫叫岫晰Ì\'eCommi“t岫帕.ood 必州.訓" ，恤岫伽岫叫M叫ntis叫1 。叫(，伽h，' I仙，的/.. ε曲w咐e何叫'"叫叫t“咐t伽I'C C，臼a叫"'1削g“4“叫a仰叫"叫"山"幼h岫a叫1/ 吋叫"叫岫山u卸s呵νψ，伽/ .. e 

1 following membcrs: 1 /011叫a愕ψg扣，叫
('叫i)Soci叫3訓叫'So仗c叫r“削e叫t盯 I 咐。叫‘ h.叫II I1Cl“"叫s叫11，旭叫eChd坤u叫s抽圳。叫n I 仰 P州t岫個削，枷f
叭he Sot i圳a訓'C臼。mm叫 '00州hcev圳 。趴( ，、 岫叫'啊唸y 。叫( l ë怕C口曰'1，叫.，.啊咖，叫叫sω叫υω圳110/圳，伽/.. 圳刊e叫州J仇川η切'lIb必刷圳帥bI.叫帥1/卅岫t付r
t伽h.S間叫a叫圳l悶s"叫..，旭a叮oy，'山h.叫c Ch~ì咿“帥。側1I 0f l自h ， S“叫帥JJ I訓， I卜e叫1'""川 可叭，.附.，何叫aωI/(yoj叭，咖 pu吋耐./叫1/.岫伺叫11.伽 S.“帥叫'"削叫M叫叫".仙叫r陶"叭 的，
C臼。mm刪m耐吭恥州s圳IIb恤.. 叫e訓伽1

mcmb~u by the Exccu!h'c Committee; 1 tlu叫。1111叩'pIJ/llltd叫叫帥mUllbus妙的，
1 "、“III/rlColllmtrl，白，

。i)T'的..0 01 moft othcf membcrs o( Ihe Executi\'c I 
CO lnlllÎ t仰t叫 '"闆d I (仰i句砂 T.胸@叫"'叭，川1110叫叫sωoω"叫o釗叫，/川川咐，川川"州叫"

I C.仰，川"圳1111/，仰'"“"伽"
(ii i) Up 10 ìl nllxÎmU IlI oft cn Full Mcmbcrs o{the I 
UnÎon. 1 (1仰帥'1/呻l砂υ o刮I'C叫"'叭，川，帥，

(b切) Thc Soc i ~ J Commime 5hl ll ω5i~1 the SOcilJ I (b) rll e Pubf/~I.J IIU/I C()/帥的IU Jlf IJIIIIUÚIII/t.
s缸e叩"釗吋叫叫訓" 0恤E口叫"叫圳"叫v咱圳"圳t吋叫i

(“c)t， fe凹閒叫E叮m、.. 叫150f t恥h. S。“閒"叫"圳lI C。蚵m叫叫ha ll d吋e
1 'lttUIII，ω'Oll(ex叮，/，“ dlll哼'11hOUft衍Stn'吋cdfi伯(øfl/ltEJilorl，，1t 

amoll呵8 '愉hems詞叫e叫"、γ!嗆e“s 自仙hc Sccwary for ω rTWIScuion. I 

(c)MtIll6euo/的 e Pllblli:u I/Dn CíJ/lUJ.fllttslral/ 
eftnþonta/ll ollg 的制rrtl，咽 Ilu Sta(lllry!of

11.& I ThcOfÎtnlBIÎ間 ^ ffilû~Comlll hlee
且旦旦控且ι一一
1hcSucln l CommlUtl 

JJ , JJ 

(a) TheOr i e nra l酬 A rfailS Commi峭的. 11 四n..“。Of l (1何a吵J 刊叫u叫"叫a叫'C，由a叫"州圳圳"川"叫lil叫，訓h ，叫耐11 缸叩Fρo帥h州，/卅"叫d 句'伽
，h，叫f“。1加蛤恤伽圳w叫，.，.j呵 自叫n肘附、w叫"咱咖e“ | 在缸‘Xt，“帥‘叫吋"叫J

《仰4句) T而b，唸叫"附帥叫l川川v叫"盼p"叫e訓咐岫d恥.n圳3。叫s拘h.訓11 叫 “圳4吋?、祕， I 戶向川If，伽'/.叫叫w叫f咕 州叫岫必伽削，
Ch.創l研刊叩。叫r，叫h，吋。"附e圳"'叫，nA何恥-肘 C臼。mm刷M州u恤叫e吭; I I叩'I) S，品o叫εd由{oIS(，削M“q吼t 叫o叫J/， ol叫1/，叫e“"“"的/，

1 0叫11u叫，叫呻，/，巾/，坤，ψ'p'削，“'，"叫" 吃.[，仙，" cS"ε".叫/C，白"O nll仰閒m叫，/仰1ft，揖<1伽11 IJu ( Itlll øf 
(li) Thc I nI ~r聞ISCClttary，咖伽I~AC laslhe I 叫叫仇叫，[ ，咖/11叫e吋s品o叫d巾o叫/S，必'"叫叫U仙仙，吋2
So<何，帥r吵)'oftheOri附叫'"削t叫a釗E“i，圳"吋A叫f恥f自u叫圳"“‘ Commi【峭 1 ，州heS，ω叫J句“III Cøα叫叫H川"叫叫 '州山/，岫1叩叫u叫1/川b， 的叫山叫'山'PP吋岫0<，叫

1 (lIIIO/ll lI s "，帥Iben' b)' Ilu E\tCUl fl't COllwlillU; 
。 ii)TwO lt仰t5C阱 til tÎwsfiom H凶犯^"缸'"沁肘; 1 

(iv) T\\o rcpfesen t a ' Î\'~s 110m lndepend訓lLCluM;

口泣:己足泣;;:;;er;泣;2:::::E:泊‘:們

ρ1) r ... o 01 IIIOU Ofl!u lIumborufrht ÚtcUI;,' ( 

COII/mlllt的 UIIIJ

1 ('俏'6) TπnltSoclll叫/C，仙圳""圳"“,/0 “ 1I 0n山t缸<"的IltSotlJ It 
(糾v圳i)刊T刊 『時e旬P'向e“'"圳n削t叫叫a圳叫t叫i\'e‘吋叫啥叫s fiomSchool ofεEn、皂剖ince削e臼oi伽"呵'.ι I SlC耐"帥，吵')' 11州lI ullJorl，叫 肘，川tω o/l/rtUII I。此
Deplmllelllal .1nd Sch國I Sodclies;

(r) Mtlll缸fJ<lj lhtSucluJColUmllluJ/，ulltft“
恥 ii) 仇坤 ， tp ， c~ c nta tt \'cs fl omS ch間10f Scicnce I j，olllo111。吋 帥'"叫fl'u'lrr Surnuryjorcl/fI訓，
D叩Jnmtnl lLllnd Sεhoo l Sodelics; 1 StlflOll 

軒iH)TworeprtlCntiliW5 品。m SpOfU Club.; 

( iX)Oilc ，Cp1Cstnt 9. tÎ\.已 from the Ed itorid1 8ωrd; U1d 

“)One lt pl'" ncntJti 、 e úom the Executi \'t~ COll\n、 imt

(b) η斑 。'時mation Affa Îts Committce sh1111akt 
charge <l nd be lesponsiblc (0' coordinl tion of 811 
ollcn圳 ion !l ffain o(,he Un ion. ~Oden lalion Arroin
i hall indude nlaUCU and pl0gri ll1nJU cOllceming 
Drie川叫他的 03.)'s ， OrÎtßlalÎon Camps 1nd Oricntðtl蚓
、，Ved.:s

(吋!~ ~cnt o(v.Ulney or the Inttrllli l 

(o l1owlngmem 紹他 c:orufst υf的eflJllo ot'/lIgnrtmbtrJ

的 WdfueSc:.c: r tl'ry，咐。州."叫肘 th e. I 叫“巾"tIJ/I)' Ajjolu Stcftfllly 叫OJ"OIl Ød D.J 州，
Chlirpc阿00 ~(， lh ~ .~V.C~(lle_ Commillcc , ln Iht evclll 1 ëhollptfJ叫 o/" rtUJ仙"叫，/，帕吋附1嗆."冉泊{血品血h圳b帥， C，白e叫n州附叫』υ圳叫叫"圳叫"叫岫，/，州，“t帥 ，扣

" , 。.r叫叫 。叫[ ，伽h<州叫叫w仙J必eω叫岫岫， r.伽枷f“加伽a訂削"吋山s"卸e“間叫乞叫叫s“叫ι吼叫t
。. "叫hcW圳e叫叫Ifarc帥 C伽。叫n\in咐叫，，，岫'"枷削IIbe恤"叫e叫啪，，，α叫叫￡叫自"吋d 閻叫d I s，叫仰
!e戶叫e吋d.叮'?'"酬n咕g i t咐'"闖祕 mb，“ b阿y刊E吋?唸 E"叫c叫叫u叫t圳'叭川\'t I Co岫".仰IIttS州h岫u叫吋1/ ，缸e c/tc叫cft.叫d山ωω圳"叫l1 øppo帥/，咐，
‘、_omml刊'“lce: I mlm必bersbyt州，，， ε'"“εα11//，、'cCOfllm flf你"叮

' 
(I i) T wo or morc othet mcmb:rs o f IhQ Exccωive I (fI) P，uldcllι 
Commintt: l1nd I 

1(111) Tw<) ，，，， dtlllrrþrt“r"ut/~t' WhOUd " lr 
(i Îi) Up 10. mJ.Ximumorl~的 FullMcmbcnoflhc I u，ω』叫，仙II，t附官I1llyS，“叫，.叫./何t c.白'"川
Unlon, 1 M，加，“，呻tlsof t的h帥e 晶e咖，ω仙o仰削"叫

。〉 τbe Wcl fu e. Commin~c sl， all lUl i討 the \Vclr.re 
s“utll l)' Onðl\ m削 lersε。ncrmingwc! filleof
mcmbc:u orlhe Unio~ 

(，) 恥 l e rnbe倍。( t heWtlr<缸， Comm刊tceshallclcct
fromll恥。ng IhemJC lves the Scncu ry(or CUlTtnl 
缸uion

』ιe 

("') Two HlIIJml r r:pr t.J t /l(tJ , /I'n "'''0 J tIJ("r 
UIIII'(fj!tyAd.叫'Jory 80JltJ 011 11 Oft. Full Mtmbus of 
II/C UlllolI; 

何間luOrmOleOlhu lII削blls叭Ilt. E.J，.tClllh.t
COlllllrllftC;UIIJ 

(1"( ρ'llt ()' _niort! FIt !1 Mtmbtt.f øf lht UIIIOII 

(b) TI,( UIII~'trjl(J' A1/ulrJ COllllllllUt 1"011 hlH'e 11" 
fo /lowlnf dUllu 

(1)1月o 01l lS1 IIIt Ufll,'uJ/ty AjJolls StcUlory on 1111 
/JI u/lt rs 帥IctwfllgUII"'UJ II抄 nlffJ lrs of lll t! 仙， 1011 ，'

州訕。'IIJI.lup，;.抑制UOII U叫附slty øUufr， IUJ)'
ptll0linlOyJu 仙 1'11(1/ ω pOlllrlpaU: lnlht
ill.J CUHlolI; 

(111) Toopmlyllomflluftlludml. ,O U"fvtlslty 
ÁII..úory ßoúlo fJlld UllfvUJlr)' Stnuu: COnll11 lUUJ 
WllflOppl0l'uloj的 ~ 1::XU'ulll'~ COlluJ1 /r肘，

(1吵 To t: Ol/1p/(~ r~polls)升。IIIfwd帥I ftofstll
UII/~/rsltyAd、 1I0ly ß oúlu ulIIl Unl..ltll f)l St Jluf, 
COIIIII圳，“JOI rlu fllfol lllufloll of Ilu ExUUIß't 
COIIIIII的.'1;

fν，) TOC(H)ldIIl UI~ IIIt ‘UOtlSflf Sludlll t Stuls 的
UIIJ~t1SII)' AÚI'JJfll)' 8odit.J UIIII UIIIUtllry SllIull 
COIIIWltfttJ ,' Olld 

ρυ T%clll他rtCOIII/IIII11!tUIIO/l 帥"吋Jllldml

f~Qts j" UII/I,ltfJry ."ú ... llol>' Bodlu umJ U/巾't1'妙
S，的徊ftCi1111111/1紹，.

(t:)/tIim“" 可帥， UI/ IVlrsl砂 1"1//0 /11 COIIIIIII/lU 
J/w/( ，leCl!rOlllólllOI你的tlllUJl'tf的tSUrtω'1/411
“'"帥 I SU悶 11m.

n，叫他/fureC，叫叫III/ te

(lJj Th1 1l智的jU( COmmllltt Iholl bt oppofnlt d by rht 
E.J:Ulllil'~ COllllllllfte olld Jltoll co/ulfl Of th~ 
fullo )ttll唔 /1I tmbuJ

(1) H'il}詣 IS~uno吼叫o JhullaCl øs 的，

CllUllptrSOI， oj l削"、/fOl1 臼間IIll1tl. /llll1tl l'llll
Of~UCU llcyO/ I" 叫"tljllttStt:lnUI)'， lfU
ChU/lp tlfOIl 0/ 1111 II't /ftUI CU /lllJl llltt shUflllt 
tluuúollúapp問仙ItdumollzllJ JlJ tlnbtrs bYll1l
εXt.llt1嘗嘗 Commflltt，'

(l1)T:恥。 or IIIOU ofl.er mtlllbtrs nf tll t' l:'Xiculh'l 
COIIIl/l lflt釘 øl/d

l fW OM ORMfP仔們，1/岫州bUJof咖 U叫恥

f'bJl阱， /1切，!!!!~_ Ç_C!lIIl1l lflUJI.uflUJJ“ (rh t' 1I 'tlflltl 

Vitc.Pruldenl. the E.uc \l (i\,c CommÎUee 俑，11

.ppolnl one olhcr mcmbcr oflhe E:l; CC \l the 
Comminec to I tI aJ the Ch!\rptrson of Ihc 
OlÎentationAIT,Îr3CummiUee 

(d) In lhe c \.tntof\ 'c./l(~of thc J川ana l Stclc t ~ 1')'‘
你c J;..'t ccu t;veColllmÎllccsh訓I .ppoint ont olh(( 
mtmbc r ort hcEu叫th'cCommÎltce lolct lU t he
sc<utuyo(theO， i 是 ntalion AIT.iß CommiUtc 

11.9 I The Unh'usity A fTðirs 臼mm叫“ 冊t OrltnrMlolI A/!ø/rJ Cømm{"tt 

(吋Thc Un iver\ity AIT,in Commitlcc 5hl11 be 
appointed by thc Ex浩浩 utlve Committce 3nd shall 
comÎ~1 o(thc followÎn皂 m~mbc!S :

( i)U川、 cnilyAfr~間 Scclcwy\'、 hoshJ II a， ' 的 ，..
Ch創叩crsono( 自h: Uni\'cnity Aff'În COl闕m訓 ，u ln

Ihec\'enlof \f;l目n呵。fthcUni\'rnityAIT.1 hs
Surctlry ， thcChli巾Cf!Ofl O flhe UnÎ\'enilyA ffai rs 
Committce ,h811 be eJcc tcd and ;ppoint~d 1m肘'"“
mcmbcu by thc E'(fcuI Îl'e CommÎUet; 

。i)Pr的iden 1 i

(0) rlle Orlw/ø巾""ffø/rJ COrrtllflucl J/I (I/I corubt 
oj (lltjolTowfllllfumbtfJ 

(I) nf~ /lIfallQ I 阿c~.PrtJlrfm'. who 1/,011 /1'( 1 ø.r I lr t. 

CI,oI'pt fJ on oj llr e Ollltt (<I / lo叫伽Irs Comllfll/tt;

(lI)n'C/Illt.lIIØISlCUI，吋凡叫øJ/rølløCf tH lflt
Sr.Uttar>, 0/ ,fu O,ltll l (l /lolI A/flllfJ COlllmll((t; 

(111) r..'o ttp TtJtllfnril.tJjlolllllollJ t AJJol旬，旬'"。

(/吵 1'wOlipr白 e(l/(l 11心U!føm fn rf"p(l lrftnICfll缸，

。ii) 恥、。"吋!nl rcprc.sen t訓 [vC$的hosc削 in I 何 Tl1'oupftJtll徊 III'UjtOIlf Scl/ool of DfH/n t.J f ønd 
Uniwr sily St l'\atf Comminc臼 .ndorcFu ll t.lcmbt閃 I Mølfolf'm凹tDcporllUCfll'l f ll叫 SdfQol S or:lclhs; 
oft~Un陷n ，

( iv)T叫“吋enl r C' p ruC' ntall、“吋ost，tin

r‘ 1) T!roUfr臼帥的1/>'t.J)向'rtJ/lrStfloo / øjCl/gl.叫trllll
Dtpttrtmtll(ffl (l lfd Srlfoø l SocltllU, 

Unh'cuity Adviso l')' Oodie~ 缸tdltt F叫1 M~mbc'$uf 1 
珈山肺- 1 例。 rW01Cp附側t.J fl叫1'0111 Scf.ool øj Scltnct 

(v) Tlv~e 01 nrole othtl "'tmb e~ o(lhe ExC'cutÎ \'c 
CO lT1minee;l nd 

(\'i) Up 10 a maxímum o f rh'C' Full Mcmbcn c(lhc 
Union 

(b)刊C Un Í\'C' nÎI... A fT.1 irs Cocnmiuee sh.1I hne Ihc 
fo ll o‘、 ing dUlie~ 

O'p旬"ll>llnlll/ rllldSCh"ølSøc/tflu，'

ρ 11仰f) 11110 1(，ψ'plUt叫"附0<ωar/l'U!1向作r10lnSpo仰"“， c口I

(lx) Onr1(ψ'p1t，“:Jtr仰"，ω'oJIfl'阿、暐，[，佇;01州" '的'htE，/lt，ω"叫Irtl lJ o咖nrJj

"nd 

(;() Olltrtp，tJtnloti，.t!rorn lllt ε，'I;(Cll lll'( 
c.帥"， flltt.

(仰I) Toa“削$“"山s釗'the Un川ive削e“s叮 ^'伯r，叫"叫，吋， s缸e“cαe叫e訓圳' ''y 酬 3叫圳11 1 仰耐1) T，刊.hcOr川/，仰"仙"叫0<，的"你"卅，叫巾f切o叫" 汁F叫呻，仿.sCQI/I柵吶 1仰11甜 ，/州I.n l/，仰呵 " e 
m圳z

l '叫，川巾/.岫削"叫1110削'afll伽oω叫" (11ft伊仰b神h岫.sofl的/0， 的御風 "OrltnlatlOfl 
t圳i訂叫lη)To。 呵叩"圳n附I肘ιu削e叫s臼5tm l柵m，附岫拘叫 f加ω枷um川m，丸叭仙圳， "伺叫帥a叫l趴ks呻w岫帥"盯， 1 相枷祖伽frJ"J咖/，岫'"州a
u圳m附"川川w呵叫叫電盯'"昀叫s

p戶'"閥削e山cα'P戶a刮耐t旭cinthcdi泊‘叫“削.仙。帥叫n叫 I flndOt叫Iln l，伽晶M叫1/咐tω'onWedJ

(lii) To opcn ly norninatCl srud t nts to Uni\'cfS坤
AdvuOf)' Oodies and Unh.C' tlhy Suute Comm 1t ltu 
、叫th l\pplo\"I 1 or the E.'~ClIli\'C' Commince; 

( I v) T。問mpilc rcpo巾 fromstudmt S e3Uin

Un Î\'C'lS ìty ^d\'isory Bodic.s Ind Uni\'crslty Scnue 
Cort1m;tlturor thcÎn forτnJlionoft heEucUli\'，e 
Comm iltec 

(v)To 峙。ldinue thecITorttO($1恤nt scalsin

Un Ìl'wity Ad\'iso l')' Ilodin 100 lJni \'C Isi ty Sen~le 
Comm i1 lteJ;lnd 

{vi) To racilituecommunicalion lmQng 51咽cn t St~lli 
in Uni\'ttshy AdvÎsory l30d ies and Uni\'usi ty SeMtc 
CommitttCJ 

。) McmbcrsortheUnh'c r剖 tyA (faÎ15Commiltce
Shl!l cleCl fi o ll1 1mong lhcmsd vts Ihe SCCl cluy ror 

"'~且主~ι一-一

(r:) 11I 的tCl'tn l olwrr:(U! c)'ol叭t lnlllllnl

刊刊-Plulrlml， 的t E.'f(CII /I時 Comnrll(ttJ/rø fl
trppO仰lont υ的。 mtm“，，[的c f..ter:III/!Y

Commilltt (0 øct trj I/rt C1lf1lrpuson nf Il! c 
O巾"'oll，， n 司肝的 c.晰的阻

(rlJ 111 "u el'wl D/WlCnIlQ' nftllC !flftrrrn l Str:tt(ary, 
111 ， ε電cr:u ffrcConr""IIU slli1 {/npp r; llI / oncollur
IIItl神tro/tI， t C.:ctCltlfrcCOII酬I lItu(onCl oj lh c
SterCløryo/的t O,ft nftrlfoll Alløfrs Conrrnltltι 

11 . 10 I The. Wclf~lc CommÎllce Th t. Uníl.tlJlryAjJ切IIsCommluu

{叫吋 刊， w叫叫恥farcC臼。m酬"'州州"州"附 s拘h.圳11beε"叩p仲p 。帥'"叫 br 削 | 何 rht 仙t伽削f峙抄軒，咿咖白岫由伽'"枷酬'"削酬"ω圳叫"圳"川圳『刊F
ε"叫t“i、W官 COlllmÎ川ttcclndshJl1何悶叫。r，仙he 1 0flDD伽已I(， {lwll， c εb克，，:t(唸 lIírt! Coml州圳"訂Uc.帥nd s/rllll

Sttttlllryonnllllr"UtrJ r:oIlCtt,lI fllf ""tl/"rco/ 
IIItmbUj o/IIIe Ulllon 

r<J βJcnr缸1S 0/lh t ll't/fartCofllltflUuJfrtrll c/cr:1
IromaMong 帥tnrscl" (J l/rrStr: ttl(uyfor cllrr間，
Stulon 

ART ICtE 11: T II E COUN C IL 

-由自圓圈扭扭. e. 圓圓圓圓，鬧鬧鬧冊"圓圓E
I:U I 的 SI)': Popuhrly m叫吋臼uncllors; 。)Elgh/ P叩叫“ lyE1e c t e.dCoundl。“

(m)Any 叫hu onc mcmber ofl t-.e EdÎlorÎ11 ßoud; I (叫 Ontmembuof伽 COlmcll ol的' P州/.仙
(n) One mcmbcr ort hc Cou l1cil ofthc prcvÎous Ulllon 1 U"lorr ItJJ/on tlt CltdJrOfll 11111帥t rl， tll1ul ， 'tJ，'
sudonclcc t吋 flomamon皂 themstl~'cs

(n)Ontllltntðlloj阱t Edllot fal DOfm/ 0/ r/l t 
p'的 'fO IlJ UII!OIl J1SSlot' tltC(l.dl，onr 酬10llg
II.tmu/,'u, 111 tltt tl'Ul I ðj阿t:oltcl ojrllt Edlfollol 
BOiUd fn ,'', pll1:10llJ Ull/øtl JeJ1ln爪 II.eColmcll o!
t" ~prt..fO/l J UIII;)ll lfUIOIf Jhølltltt:l COlftntUllbtt 
W !1_f!/l IOIIJ: IhtllUtl.'lS 10 JubJII""t' IlltDOJ llIOlf 

12 ,7 ITheC。開 c il. sh~ ll ~ec.， al1 t.a.st once.in.c\'cry scmClltr Iln IIl t IIbJtnr:c 01的tChol巾的。11 ， 1叫
and maybe by J e叫utlonmakcltgulltio的 forits 1 峙，一曰“坤的。1I，/rtrllp叫Irleo附 nndCDOI;f;nørt
~O(.!~dings ， Addil!ona,1 m_wi l\gs may bc ulled by 1 伽間咱可伽 COllncllnlldbt咐 C凹h川州何M仲t伽， 規4ψv叭，的h
IheÇ叫h.司刮l咖內棚 w峙 t伽M 以缸《岫巾叭u呻P帥酬叫柚。叫r. 1 自圳IIMt叫略 伽伽 IIbJe叫可伽 Chnlrp呵。n
啊 ltlcn J t申i訓lionnomnot 1叫 thanon叫ftho(伽 1 "nd l lrt ，巧'Ju.Cf，o峙的。 n， l/ltStr:t帥ryJIl øll
Counc川lcmbc他 I p叫，耐帥rølld toal啪11111'.伽師成，[的 ， c.叫<1/

l arui be ，lrtC了'loffO!llJ tCollflf;f1 Mrcrl ι

叫 I ThcCounc川yby間。lution dc \eg..a IC iu 白血，叫 I Th t CoulIcll J/IIIII ,"ul øl ItnJt圳目 IJlt:rfll
問mmiUce o f lts membc lS h lvinø 叫<h 間mpo圳on I stn間 UOrfrf11吋 bebJ ff1Q仙II0nnr".tt rtg，，/øtlons

' 玄，

and l erm$o r帥""凹的官叫 h恥tifi~d insuch I forfuprorudl吋s.ArfJlfl<J叫 IIIq.t;'fglmtlJbt
ruo!ut ioo, pto ，' i d叫訓 no dcci!ion or r~~/!.t:(b)'.!~的向叫11 01 妙的企
recomrm:恤Ilonof$uchCommintt 伽II ha吋叫“ |問時曲的iï1ib1õìsu叫'yupøllrrC"t妙，可。
\lnlcu 叩開。\'cdb)'. f\lr1 her 川'olUlionoflhc I k'''fI酬 ，何 ;， iJ l{'ø"l，onJ nøt'~JJ 的制酬t:/l/lhoj rf' lL'
Counti l. I COlll lt llolftmbttJ 

的'n) I"'hetl.tntøf" ，j凹nCJ'ol的tC/tri/'ptrson.nll
Cølmdl"rtt(l"嚼 JshøflbtcnlfcdbJ' 的e
I'/c t!'CJ;治句lIJdn

tf.t~(~1 " 4Wjcy OfIJû,C1lollpmøl , o"d, 
:首un唱IIMt嚕Ilnlls.lra ll bt '...'f '. 

帥 /II;flt h=líúO; i'dω1I(.J' oj助，口'fo ltp tt:f O Il， fh i.
'1_ù:~n~ I~"'/JOII Øll~的~S(cr(.trl恥 nllÇourlcfI
~tt'~~句:f/h~~μ l. flJ llt4.by， a叩 "ftJnbâ即伊
，你耐.tÛ叫峙/þ蚵掛~' ojo再!昕 N附'"f.i't削e吶訂叫岫/onρo酬11/ 1101川/，削" 俯伽a耐n 
m 合h 坦可d ι '，fl匕恤'Cti旨 t扭切"
sha/Jt' 

Tflt C，白b訕u附If m吵卸"叫"叫仇，叫H巾Ollddt，句lott 的 d恥'ulltJ ω
n 凹mml，l府(.(0.νf帥 111'附"nηm呻'吵咖b加帕"削IJII岫".咐b伽Ig slI ch 呵呵。而Itloll
(f/ld l~，喲， 可叫戶"肘t' IIJnrOJ' btJpu/f1td IIf J II的
rtJollllfOIl, p , ol.Idal " ,Ø( 110 duo/øIF 01 
ltcnmfl/ cl/ da帥mo!mchCon凹的IttJllo"/IIII'C

t1fu t l lIl ftss tlpp10\'fd bJ' 11 /1m"" I tJollftloll oj tht 
COflf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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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lCLE 17: VACATION OPOFFIC[S 

一﹒』苗1 1.1 11" '一一…﹒…"叫，一

川 IAny帥uJllrJ)' clccled office btlleroflhe Union mly I A吋間pulu lydec 吋瞞自 bearerof l!'lcUnion !ru)'
11'1'1)' 11川eresignfromoflicebygJving wτillennolice l 則 Inylune rcs旭、fJomofficeby gl酬g 朋inennolke
ωIhe EXCcLJljve Commlnec. The Ex關 Lllv e 1[0 the Excculivc Comminccjl..t UfJyllt. ød阿肘，
Commillcc , which shall post Ihc nOlicc 01'1 Ihc omcb.1 1 峙。IIlhtra他""巾"帥。，岫 tJft:eI/•. t , lhe 
NωiceArtaasdclermin吋旬 IheCo\Jncilnωltu 1 Exe，: ul Ì\' c 臼mmUl Cc，呻ich 恥 11 po~1 the I'IOtice 01'1 

Ih.an fl~'e ，on5eculivcclcardllysafttfteceivj ngluch I theOffid.i1 NωiceArcaudclerminedbyLhcCoUrKlI 
nOl ice 1 叫h伽 IwørJtQrwø成Jng døyJ.Su吋 fIOflctllL øllbt

EDøJftd f or lIor JUI rltøll n..~ r:OJllull lIl't cleQr j/iwl. 

11.3 I Thc臼urtCnairpClson，叫。“ign)ted Coun I 刊eCounChai加“帥，叫。“帆附臼叫
Chli巾erson and any Designa!eJ JUlor oflhe Coun I Chairpenon and any Dcsigna[ed Juror ofthc Cou r1 

may at Iny limc ru igJl [rom officc by 8i叫ng"'Tìnen I mly 別 anylimcresignfromofficcbygiving 叫 illen
nωice 10 Ihe Elleculivc Commillcc. The Executi\'e I nO(!ceωIheExc叫 i\'c Committccfl~c døJ's 111 
Commlncc，仙台 JchshB II 間5[ the nOLiceon theOfficia llu仇的'" 坤叫 IlLtrtJ/f ll叫叫 b，ωmestf.缸J1re， 伽

NOIicc A,ca udεtcnnincd by Ihe Council nOllm 1 Exe叫live Commillec , \\'hich $hl ll 戶51 Ibenωiccon 
Ihaflfi 'ie 凹osecutÏ\'c cleardaysa仇erreceivingsuch I lheO作'lci.INωicc ArcI as detumintd by thc Councll 

叫IlI ftll .... odtar l'lorAllIgli，句 J.SUc/III OI/ccshøll bt

ρ øsuJ (or 1/01 IUI I lI øl/ ßvc r:onluull.'c dtør dUI'J.. 

11.4 I Any members oflhc Cou忱。ther 俑1 1'1 the Coun I Any memben ofthe Cou叭。Iher lhanthcCourt
Ch' ifl>e n:Oil ， D臼 1&011 1吋 Cour1 ChaiT]>tfsons a.nd I Cha坤enon ， Dc signalcd Coun Ch~ iIpcaol'li 800 
D白地閣IcdJufOfi， mlYlllny timeresignfr。佩。“LÎce I De5ign~ted Jurors, may &lln)' limc re5ign from offKe 
bygivingwrillcnn圳etolne 臼叫 TheCou凡 I by givingwlinennolic e ωtheCoUr1 flu d.酬/"
which 5haU POU 1m nOI叫 00 the 0何時 i3 l NOti'e l øli.'Ollce 峙叫你問IgIIUf;OIl buonlu t1fecl俏，帥
Aru iS delcrmined by lhc Council nOl lesS Ih! n five 1 C。郎1 ， which sh ,1I poSC Lhe notice 01'1 the Officl t1 
consuutivec leardlysll f! er t eεc ivin&suchnω ice . 1 NOlicc NU 6.s detctmined b}' Ihe Co阻 çil )t'IIh/1I押。

rllor帥flillLg 向μSlL cll "øIIC~ $I/(111 bt pOJftdfor 
,101ltU IlwlI nVt rOIU tCIIII ." cltar daYS 

17.12 I The Execul i\'c Comm Ïllu sh.U he. ve 11 IculleVcn I The EllcculiωC蚓、minee ~ha l1 havc II luSI SI時的
m蚓、ben ， ind凶!ngtMPresidc削 or any oncofthe I members. including 趴， p，“ !dentorltlyollcof Lhe
Vìce.PtC$ idcllli and Ihe Fillanda! SeCrCllT)' i 1 Vicc-Prtsidents and 趴 C Finalldtl SeClctary; 
。!hen叫S軌 I heE)(ecutl 、 e Comm!nce sha l1 di“。1、 e. I O(hefIY j ， e.th~ ExeεmiveComm附切的all dl !J ol \l c . 111

的 t: trllJlof叫C叫cyvf Fl/J叫døl Secuføry"ltt
"，.，α帥c c.削'1II Iffttlllltllco.(Jp l /l帥JbtrlØflht

帥，徊11 lønllflDIJu 地帥II C Jl WlJlLllllwowtds.

l口7口.2 111nl愉h、圳"叫e仙叫信W叫叫e叫圳n圳'of叫H叫“a恥叫y 。叫fl恥hc. E XCClε叮昀cα‘JL i\'c Iln叫"伽T
C 。師nmi\l“ , amax imu fIl 。叫Ifs lxFu叫11 Memb ets shall be I Committee趴， ama制‘ irnu πmofJ illõ Fu泊圳11 Membtushe. llbe 
oom叫n叫'"'峭t悔e咱d b句yl山he Exccutive Committcc of [he I nomlnal吋 by the Execul Î\'e Commhlec oflhe 
pcr \l iousU nionscssion 叫叩阻inledby lheC(l叫 il I p阱。mUni師叫“onandappo山，d 句伽 COUL'lC il
10 btcomc the Provlslon~ 1 Exccutiv c. Committcc 10 110 becomc Ihe rro叫slonill Exccuti\.c Commlnec [0 
Ld:eupthe e.dm inim削 i\'cw。忱。fthcUnion. l n.曲“ IllkeuplheadlOiniSITjll\'cwor l: oftheUL\ion. ln 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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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的 Lhc Exe叫仙 e Commime of thc pcrvlo lU I wherc 山 e Execullvc Comm inee oflheprtv/OlIS 
Union sesslon ma l.:es flO nomlnllllon 訓 Ihc end ofthe I Union $usion mal:c$ l\O nomlnl lÌon at Ihe end ofthe 
fonh week since the vlcancy ofthe Exccutl~'<!l I fonh wcd:: si附訓 hc vaclncyof lhe Executlve 
Committce oflhe currenl Uni on SCHion Ot l he閃 Isa I Commltteeof Lhecuηenl Union Session 御自clcisa
\'a(這[ionof lh e Ellcculive Commlnce ofjhe ptrvious I \'a臼 [ion ofthe Exccut l\'e Comminee 0山hepft\'旬'"

Unlon Scssion, Ihe Counci l shall nomina!e .1吋 IUn[onSml。代 t Ìle COllnci l shaU nominat~ aod 
appoint I m!xlmum orJlx Fu l! Memb叫 他 become I ~ppoinlll mlXimum or l ix Full Membcnω 恥。 'u
th, 們的 Îsiona l Extclllh'e Committe c: . ln Ihe eVcot of I the Provis lonal Exec \J live C冶mmlnet.ln theeve川 of
anyvacðnc)'of lhcProvilional Execlll l\'e (;;間 millte. I lny Vðunc)' of Lhe Pro \l i!ionl l Ex<<U(Î\'e Committce, 
thc CQu flC llshlll ta l.:e up LÌlc neceuary adminluurÎ \lc I thc CO\loclllhl 1l ta l:.c up the neccusry edm iniu悶ti\'e
","orl.: of lhe Union.1he CouncH mlyby rt>olullon I worl:. ofthe Unlon. TÌle CouncU ma)'b)' ru叫“ion
remove any mcmbcrs ofthe Pr叫sionaIExecut i ，'e I rcmovelnyn\t耐的 ofthcPr叫SiOMIEx<<utivt

Coo、mince . I Commlnee 

C'"ηtirtobec(lmethe Proyj , ional Edil。叫.，日。Irdlo I Counelltobεc(lme lhe Provisional Ed itonlr Do~rd 10 
main' l in.n Orliclal Publkalion. In cue wh量 rt lhe I mlint.rn a.n omci11 Publkellon. In CUf 喃crelhe
Edítt'fi.1 BO lll'dofthe per圳叫s Unlon IU5rnn mlku 1 Ed l!oriar ßOlrd oflhe pltl'IOUJ Union lC ul棚"的“
no nominulon I lthe ~nd oflhe fonh wct~l; ,intC the I nonomin. Uon &l the end oflhe (o11h week ,lncc the 
Vltltlonoft he EdIlMia! 日 oard ofthctUfTtnl Unlon I \'ICllionoflhe Edito討﹒ I Boerd ofthc(u何cntUlllon
S的，[on 01 Ihcre iJ • VBc.ancy o(the Edlt射 1.1 Boudof I S cSs l冊。~ thue ls . vluncy oflhe Ed II Of!.1 Boud 01 
Ihe pm'ious Unlon Susi冊， t heCouncilshaH IlhePfl﹒ '/OIIJUnionSes剖開， lheColmdl s"， 1I
nomln.le .nd 叩開intamlnlmulnofthrcc8nd ﹒ I nominatcand 叩po inl l minÎmunl ofthree and 1 
mucimurn oflen Full Membcn 10 btcome th t I ffiuÎmum ofttn full Mcmbt的 10 b(comcIhe 
PrO\'11ional Ed Îlori81 BO~fd. 11'1 the evtnt ofan)' 1 Provhlon,l EditotÎa l BO~td. 11\ the h 'cnt oflny 
\'Aun可。rtJlc Prorision~ 1 Editorial Ðoard, lht I ncancy ofthe Prov的 io n.a l Edílori.1 B個rd ， the
Ediloti.ID目叫 thall rtmain VACltll. Th t Coundl m.1y 1 Ed岫巾IBOJ們d tha ll rtmain va C"anl Thc Council ml) 
b}' ruolutioo remo~'e 8ny mrmbe lS of恥e Provision. 1 I by ruolution remo\.t any membu5 of lhe Pr。穹的 lonll

Editodal Doatd. I Edilori. 1 Doard 

11 . Presenl3tion Oflhe newly eJcclcd Pøp\Llarly Elèclcd Council ors 2005-2006 (13趴 session)
12. Presenlatíon ofthe newly elec tcd E:<cc \l tive Commíttee 2005-2006 (13th sess ion) 

13. To adjoum the m凹ttng

Prepared by, 

J#血半
Sung Yee Ki Cherry 

Chai中訂閱悅。flhe Thirteen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HKUSTSU 



學|加CouncilIHoll早 K0 1啥叫Liversity of Science ôlnd TeclUlology Shld叫I s ‘ Unioll
l 香港科j畫大學學生會評語會

I M a.il Boxli衍， HongKolIg Uni'ulsily ofSdmçe ~nd Ttdu\ologyS!udm\$' U叫。'\

I C1仙 Wð.t HB~y， K。咐。"、 fI.呵 K，呵

I ~ I T，1 訂197828 Fu- 231S 1 72;3 已m.ul $u_ucour.@sluu sLhk 

Official All110UllCement ofResult of 

SU Re-Election of A 1UlUal Election 2005 
二零零五年學生會 大單當選投票結果公

βL 
...J2... 

111e Election COllllllittee hereby rnUlOll1lCe3 that Ihe SU Annnal 
Eleclio1l 1005 w's hel<l 23" - 2 有 Ih Feblll fl1)' 2005 alld vo tes were cOllllled 
wilhin 24 ho tJfs aficr the close of the baUoting. The resl1lts of the electioll 
a re 詞 s foUo、，\'S:

Totol NlUnl)f1 ' oC Vol<l's: 1602 
Vonl1g Rate: 28 ，96吟。

polll~o l'l\' Elected COIUlcilol'普裂評童話昌

NUJIllJel' of Votes 
Cnn c!klílle V:llict úl\'alicl 

No Nmlle 姓名 For "'go;IIS( Ullwnrkef1 
bU1Jl可r)t' r~l '

TOTAL 
mnrkf'tl 

WONG YING Yan 王砂f昕 lJJ2 234 86 146 1598 

2 YUEN Yik Ting 袁益霆 1087 314 80 121 1602 

3 LEUNG Kai Tat 3程啟這 1105 i口。 90 132 1597 

4 SO Chin Pong E宇晨邦 11 02 246 96 l 毛 l l ‘9另
5 TSANG Hoi Yan 會愷服: 11 16 2 毛2 94 121 l 有93

According to Ihe COll slih圳on of HKUSTSU í\nd thc a1.>o\'c result s 、
the 到edion COllunitlee hcrcuy declares thnt the foUowil1g c3ndidnlcs are 
elecle,l as lli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u.ORS oCllie 
T官王USTSU COIlHcil for the sessioll of 1005-2006 

Nonti1 lee 
叭10NG YING Yan 
YUEN Yik Ting 
LEUNG Kai Tat 
SO Chill Pong 
TSANG Hoi Yan 

The CO\lllc il 
HOllg KO llg Ulùversity of Sciellce :l ll c\ TeclulOlogy 日tudellts' Union 
香港科校大學學生會評:員會

M.UI Box#t.6, Hong Kong Un川HÎlyofScÎmceωdTtchnolo軒 SI\ldtnl$ 'U也叫

CJur WðluB位.y， Kowlo01丸 H ong Kong

TtI 27 19182& Fu: 233} 1723 巳mill二 叫lICOU叫~$tUU$甘心

Declaration of Result of Re-election 
of SU An l1 ual Election 2005 

宣佈二零零五年學生會大選投票

盆lfs_

111C Electioll COllullittce hcrelJy flIUlO\lllCeS th:l t Ihe SU A.lUlII:ll 
Eleclion 2005 、，V<l S held 23!d - 25 th Feummy 2005 and votes were cOllllted 
wilhin 24 h0 l1r5 ,fter the c10se of Ihe b，Uo仙g， 'I11e results of the elec tioll 
nre ns foUo、vs

Totru NlUnl).1' oC Voter,,, 1602 
v。他'g Rate: 28 , 96 '>Ó 

FoU1ùarly Elc('t ed C01U吋01'，"普選遲益益

Nl1l11ber of Voles 
C,"clidnte V,licl Invíltid 

No N:UllC 姓名 For Ag“;,u'l U帥IInrk叫
ItJ/)Jroprr(r 

TOTAL 
IJutrk('tl 

1 IWONG Ying Yan 王映昕 1132 234 86 146 1598 

2 YUEN Yik Ting 袁益霆 1087 314 80 121 1602 

3 LEUNG Ka i Tat 盟主啟i主 1105 270 90 1J2 1597 

SO Chin Pong M.展邦 1102 246 96 151 I 手9手

電 TSANG Hoi Yan 會值取 1126 252 94 121 I 毛93

a
暫

The C O\lllcil 
H叫19 Kong Univer剖ty of Science íH1d Teclu lO logy Shld e叫s' Utùon 
香捲科j宜太學學生會評語會

MaiJ B叫 M吭 HongKollgU前 tlSlt ，/ ofScitl1C tUlclT“訕。10gyStudt帥'UIÙOI\

C l euWð.l t l B句， K。叫001'1. HO l'lg Ko.ng 
Tt1. 2719 ïS28 F但由llm ιmð.Íl叩 ucoun喝咖叫她

Execlltiw COImnitt~e 幹辜會

1)'Ji 1'，I' ofl句的

。ng Tel'2719ï2 
Vote agninst Emerge 
U!U1mked b,Uol 1'"1Je1 

Jmproperly lll'rkcd b,Uol 
p'per 

TOTAL 

According to the COllstihltiOIl of ffiruSTSU mld the (loove res lIUs‘ 

Ihc Elcctioll COllU1 tiltce hercby dccbrcs Ih,t Ihe foUowill旦 cabin el is 
e1eclcd ns I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Ihe IDillSTSU for Ihe 
sessioll of 2005 -2006: 

Name ofNomillatetl Cηbillet: EMERGE 

Posilioll NOll山村 候選人 D<1'1. Yrnl' 

Presidcl lI L1 CltiH的也 李志倡 MECH 
Intel1l íll Vice-President LO SUl All 虛偽鶴 BBA 
E:\1el1l:l1 Vice-Presidenl LO Y<l l} Ki t, KelUleth 羅恩{裝 BBA 
.lJ tlemal Secretílly CHENGPo Ynll 鄭贊欣 BBA 
E:..1emíll Secrelmy KEUNG T :lt Chellllg 姜這J竟 COlJP 

FUlancial Secret íll)1 POON YUI WU1g 層姆穎 ACCT 
Pllblic Relaliolls Secretíu)' \VONG Ho Y<1Il / IS:lbeUíl 王可欣 BBA 
\Velf:lre Secrel :lly KWOK YceT, i 郭宜娣 BBA 
Pu lJtiC :ltion Secretmy NGAI HtllIg Chun 倪孔俊 COMP 
University AfIa叮苟 且ecretíl ly h'UNG P l1i YU, !Il! i貝研 BBÞ. 

Ac缸lelllic Aff<1 u's Secret :l ly LI Clti W, 李志華 CPEG 

Election Conmùttee 
HKUSTSU COllncil 2004-1005 
141h Aplil1005 

學
The CO\lllc il 
Hong Kong Ulùversity of Scicnce nnd Teclmology Sh1<!ents ' Ullioll 
香港科Il:大學學生會詳談會

MailBox#呦， H ong KO l'lg Ur.î叫 1 ~;ly ofSden~e ð.J\d Teci1凶ologySludmt~' UruOI\ 

Chu 、rVatu Bay. Kowloon, Hong Kong 
Td 27191823 Fu 213} lï2S E.-m.\Ïl 5 \1_\l，ou !'o@Sh.l\lSU前

E xeruti\'t' COlluniUec ~革命

乃1J叫 ofVoles NI叫I lJl!r(ý' Vol，叫

ngKong Ttl271 
7的2

9 
233S 1 7謂巳II\~圖 書

",. 
UlU",rked bnUot p'per 23 

Jl11properly "wkcd b,Uol 
I'"PC1 222 

L.__ 

TOTAL; 1567 

According to Al1icle 8,7 of the Constitlltion , 'ny cOlllpl~int 
conccn山Ig the Election shnU be lllnde witl山1 two clen l' wO l'king dηys ul 

wliting to the C hnuverson of the Elec tion C onUlúttee nnd the Election 
ConUlúttee shnU hnndle the cOlllplnults inun edintely , The result of the 
eleclion s lwU not be 0鈕cinUy npp l'oved 01' nIUlollllced b efo l'e nU 
cOlllp l nillts 削 e settled , 111e reslllt of the electioll shnU thell b e officinUy 
npproved nlld n1U1ollnced by Ule Election COll111uttee 

Electioll COlllnutt ee 
ID<USTSU COllllcil 2004-2005 
26'h Febntnl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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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負責人 陳蔚源

成員 陳敏祥黎琳 陳俊威

張曼婷劉珀深楊凱琪
葉曉恩陳偉文黃艷艷

工作人員 陳可游何穎賜汪磊

林澤恩李希萌馮時

梁藍田鄭文俊

鳴謝

人物專訪 林詠深小姐、深雪小姐

校園版 Professor Gordon McKay 
專題版 聯校科學展覽籌備委員會

承印:鷺達文化出版公司

電話: 2571 4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