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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的大學生活在匆忙之中便度過了。回憶起前年

開學時的我，就像今天的你們，懷著既興奮叉緊張的心

情，跨進大學校門。

大學生活的確與別不同，空間大了，接觸的事物也多

了。個人要思、要想的在新環境的衝擊下，有如雨後春

苟，一下子都擁出來了。這新的環境正是自我成長的地

方。

回顧過去十九年的人生，我們的生活都離不開書本、

學校與課室。過去，我們為認識周遭的世界，為尋找個人

專長與喜好而學習﹔現在，是時候為過去的學習作個總

結，為自己所認識的世界進行一次徹徹底底的定位，為踏

上社會舞台而鋪路。但這是絕不容易的。

有人在大學的漩渦中浮浮沉沉，找不著邊際，最終被

吸入深淵中。對於他們，歲月就像一條發不出聲馨的小溪

流﹔生活就像一首永不變奏的樂曲。在川流不息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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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們漠視身邊的「天下事」’日復日地重覆著指定的

動作：吃飯、上堂、交功課、睡覺。三年的生活，留下的

只是一片惘然。

我不想這樣，我希望能成長。但，成長是要付出代價

的，當中包括血、汗、淚，也帶來痛苦與無奈。不過，得

到的卻是一段段值得再三回味的生活片段﹔是一次次難能

可貴的成長，它將在你與我的大學生活裡刻上難以忘卻的

標誌’為我們的人生添上燦爛的色彩。

大學生！
願你能活出生命的色彩！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委會總編輯

周春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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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編書難，編一本好書更難。」

當各位「新鮮人」拿著一疊疊厚厚的學校簡介、屬會

宣傳單張的同時，我們亦希望你們能花少許時間看看這本

由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委會特意為你們編印的「科大新

鮮人手記J o 本手冊內容包括了學生會的架構和運作﹔科

大的環境、設施，還有師兄師姐們的經驗和感想。

編印這本手冊的過程困難重重，使我們身心俱疲。然

而，當我們想到「新鮮人」那種茫茫然不知所措的感受

時，我們叉再振作起來，繼續努力。因為我們有個心願：

希望同學們可透過我們所出版的手冊，對科大有更深一層

的了解，對這所大學裹的人和事有一份更親切的感覺。不

錯！你們已經是科大的一份子了！

各位，現在就請打開這本手記﹔打開你人生新的一頁

吧！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委會副總編輯

陳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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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HKUST Students' Union ）由

全民投票產生，今年巳是第六年了。學生會的結構並不算

複雜，它是由幹事會、評議會和編委會組成，三個架構各

有各的功能，我們將逐一介紹。另外，科大九十多個學生

組織均附屬於學生會，由學生會管理，而每個屬會均會舉

辦不同的活動給其會員參與。圖表簡介如下：

全民投票 全民大會

評議會 幹事會 編委會

院會及系會 學社聯會 體育聯會 社學生會

及其學會 及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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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幹事會，即學生會Exco (Executive commit ” 

tee），是學生會的一個重要部分，在學生組識當中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一直以來，很多同學都誤以為學生會等問幹事

會，其實學生會是由三個學生團體組成：幹事會、評議會和

編委會。他們各有不同功能：幹事會主要負責行政工作，評

議會負責監察及立法，而編委會期負責出版校園刊物。學生

會之下約有一百個附屬於學生會的學生組織。

根據學生會的憲章，幹事會最少有七位成員，每年由所

有學生會會員投票選出，任期由對上一個全民週年大會至下

一個全民週年大會。一個完整的幹事會有十四位幹事，分別

負責內務、外務、校政、學術事務、出版、文娛和福利。基

本上所有學生會的工作，除了監察、立法和出版校園刊物之

外，剩餘的全是幹事會的工作範圈。每屆幹事會的方向、理

念、目標以及實際工作都有些不同，這視乎每屈的幹事怎樣

理解自己的位置和角色，以及當時的環境，但每屆幹事會的

理念及方向應大致上一致和有連貫性。

科大學生會幹事會是科大同學選出的代表，它是同學與

外界機構和大學校方的重要橋樑﹒幹事會把同學對社會事

務、大學政策以及校園事物的意見向適當的機構反映，並提

出要求，以達致學生自治、校園共治的目標。作為大學生，

我們應多關心週遭事物，參與學校的管理及行政，為所有科

大學生爭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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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會（The Counc i 1 ）是學生會三個平衡架構之一，專
責一切與學生會及各屬會有關立法及審批的工作。由於評議

會的工作主要在議會中處理有關行政、財政及選舉的事務，

並無籌辦任何給同學參予之活動，所以評議會與同學的接觸

並不多，但她卻在學生會擔當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為方便有效運作，評議會轄下共有四個委員會（Student

Committees），成員均是議員（Councilors ），分工合作地處

理議會的各項職責，包括：

屬會委員會（Affiliated Societies Committee, ASC): 
負責管理及監察所有屬會的運作。

憲章委員會（Constitution Commit tee, CC）：定期檢討

憲章內容以作出適當的修改建議，在評議會以及全民大

會討論。

選舉委員會（Election Committee, EC）：處理及決定一

切關於選舉的事務及決策

財務委員會（Finance Commit tee, FC）：負責管理同學

的會費之運用及所有學生會的財政收支，也負責審核及

向評議會提供批發資助的建議。

除了選舉委員會外，其他三個委員會都只是負責向評議

會提供建議，所有決策均須由議員於議會中討論後才投票通

過，某些決策甚至需要交由全民大會或全民投票

(Referendum）才可通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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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評議會亦負責舉行一年一度的全民週年大會

(Annual General Meet i沌的M）總結學生會全年之工作及

通過新一屆學生會幹事會及編委會的全年計劃（YearPlan ）。

由於評議會權力不少，其決策亦會影響學生會及所有屬

會，因此議會必須包含各種不同聲音。議員可說來自「五湖

四海J ’當中包括四個院校及系會的代表，亦有學社聯會

(Independent Clubs Association, ICA），體育聯會（Sports

Association）及社學生會（Home Association）的代表，另外

亦包括有七位 Exco及三位Wings 的代表，最後不少得的就

是四位由全民投票選出的普選評議員（Popular 1 y Elected 
Councilors ），負責反映同學意見。議員亦會互選主席、副

主席及秘書，負責所有評議會的行政及運作，並且主持所有

會議。因此，評議會是有足夠的代表性，收集到不同學生組

織及個別同學的意見。當然，我們亦歡迎同學向議會提出寶

貴意見，投訴或列席會議。

今年學生會空莊，評議會人手減少了，加上議會中仍有

數個代表席位空缺，但卻要承擔大部份學生會的行政工作，

可謂百上加斤。但在各議員的努力工作及支持下，幸好學生

會仍能維持一般運作，減少空莊事件對同學造成的影響。當

然，我們仍然熱切期望各科大新血能繼續支持及參與學生會

的事務，延續為科大學生服務的精神。

若同學對學生會事務感興趣，不妨參閱學生會記事簿

(Union Diary）中的憲章及其他資料，甚至出席會議發表意
見。如有任何查詢或投訴，亦歡迎與評議會聯絡。

鄭元山

九八至九九年度學生會評議會主席

當三個平衡架構之一，專

叉審批的工作。由於評議

友、財政及選舉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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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回到一九九一年的科大。當年，科大剛建校

不久，一群熱血青年抱著對文學的熱愛和服務同學的

熱誠，毅然肩負起創辦第一本科大學生期刊〈振翅〉

的責任。在九一年底，第一本《振翅〉期刊正式出

版，此期刊命名為〈振翅〉，取其展翅高飛之意，此

名蘊含著創刊人對它的期望：「振勇啟航，展翅高

飛。 j

《振翅〉由九一年創刊至九三年雖然肩負起報導

校園事件、社會時事、以及作為學生發表意見的渠道

等角色，但卻並非一份正式註冊的學生報，因為當時

科大學生會乃未正式成立。直至九三年三月，在全民

普選下，科大第一屆學生會正式成立。而《振翅〉亦

於此時正式成為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繼
續作為學校與學生溝通的橋樑。

直至現在，編委會已出版了十九份《振翅〉以及

十一期高飛報。日後，它將繼續為科大學生努力出版

屬於科大學生的學生報。

早期：早期的〈振翅〉內容範圍比較狹窄，主要以校

園事件、學會動向和文學創作為主。由於內容較少的

關係，頁數亦只有二十多頁，製作亦比較簡單。插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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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繪漫畫為主。印刷及釘裝分別為單色印刷和「騎

馬釘」釘裝。

發展初期：內容及設計已稍見規模。內容分為六大

類，包括：校園新聞、社會時事、趣味小品、文藝創

作、科技發展及專題探索。隨著內容的擴充，頁數由

初期的二十多頁增至五、六十頁再遞增至百多頁。除

了內容方面的改動外，插圖、排版以至釘裝都改善了

不少。插圖除了手繪漫書外也包括了相片。排版方

面，每一版的版面亦較之前美觀和易讀。而釘裝方面

亦由原先的「騎馬釘」釘裝改至「完美釘裝」。最後，
不可不提的是已加入了為數不少的彩色印刷，此階段

是〈振翅〉發展中的一個大躍進。

近期：近年的〈振翅〉在內容方面仍維持其多元化的
特色，但在設計及印刷方面卻與之前有很大的分別。

由於有電腦幫助，現在的設計較現代化和多元化，亦

較美觀。而彩色版頁也增加了。

〈振翅〉由初期的簡單製作發展至今，是多年累

積的經驗以及各位《振翅〉成員努力的成果。當然，

〈振翅〉成員仍然會繼續精益求精，在內容、設計、

排版等各方面著手加以改善，務求做到最好、此外，

編委會也會舉辦書展和文學創作比賽等活動，以提高

科大文化氣息、提高同學的對文學創作和欣賞的興

趣。

海

命



第一1@歡穿：
房睜開在靨數唔
例如（2) 1蠶蠱工
空軍稽。

第二室黨的姆雷告牢：
房體錦練唔間的啥直

入的許諾唔手提1開目的
ltt組略估計最嘩古

lttf在庸的科縛蟻。
哼，1roxc;oa 1革X月20
的啥五λ權都寵

xc;oo. x呵。的房體

一一『喝喝嘲

渴常數嘩古2月1主26繞
科講機可直在ltt額噓。



：窒黨的1@歡穿：
1編繞唔間的啥五
﹜常話唔戰1開前的
i略估計最嘩fff
t房的科禪機。
)X月oa倍X月20
5五入嚷著苦農
l. xc;oo的房體
：鞍嘻古2月1主26聽
f磯， 會集 ltt額噓。



唱團喝酒圖

，~＇.；擱六師曾‘草人手記 甸甸國丸靜靜沁園 φ 蜘盟會時每間棚聯會的均每國學國每每份國刊每
暐 ﹔每每國倆每每辦國闊。 每
圈圈。 會＇，＼作 ii\>
軍車

間

’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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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ff!!Ii !JJ 'i白Jβ ：位於兩所銀行之旁，主要銷售紀
念品，如恤衫、手銀、海報等。而學校各部門的！當做

表格亦會在中心內派發。

；｛－子？艾滋樹

的要椅均已.：~；~a＇. 糊口對臼是投周內經全白



陳露每學盤驅辭令學會園。 命令替國哥吾國每每持國國。 每 甸甸園丸村辦國瘤。聽眾命路啥叫每齣國輛輛會閣。均每帥國圳發舉國國爭奇 i ，制六新鮮人于自己
錚錚 E聲令國峰是會發舉國國電醫 命 v 

每每國國
鹽
你
帶
鼠
可

﹔．位於兩所銀行之旁，主要銷售紀

手銀、海報等。而學校各部門的應做

I 內派發。

17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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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區丸每每撈囡囡 φ 唱會是智國吾吾國命令
J科六師鮮人手記 會磁帶 均每國棚命令聶華國國電許會i ' F命令帥國倆的閥 φ ＋
儲髒命 ＂＂11 I} [1 你

國

國

折，
' 18 

須是f!!JJ!;k賞，閣下若站在此處向上望，便會發現有一個面積一

千平方米的玻漓天幕，而陽光可透過玻璃照入整個校園。這兒經

常有各類展覽及學生活動舉行，如n寺裝表演、武f,j(j迪、舞蹈表

演、跳蚤市場等。

產哥哥訝，﹛立於觀景台左邊的是一所高度電腦化的周書館，

是科大躍生最常到的地方。全自自樓高五屑，該書量多達一

百二卡萬冊。全部圖書目錄儲存於電腦之中，雖有超過二

百萬項書目的資料賠可連接世界各地主要圖書館。



，每鹼國輛輛貪圖爭備均每圓每每爭奪圓圓爭奇

海向上望，便會發現有一個面積－

ciJ透過玻璃照入整個校園。這兒經

7 ，如時裝表演、武術週、舞蹈、表

的圖書館，

當量多達一

權有超過二

館。

~ 

每每圓丸每每爭奪圈閱聶 哥會是會國帝國還會每鈴響國體會今學會圈。 命每每圈令國倆的國發命 t 酷六朝鮮人手宙之
每每國吾吾國每每爭奪囡囡聶 哥層 干！111111＼央有 Y

命令鷗盟 國

Co-opt Shop ﹒此店位於 LG5 ，同學可在這裡沖印相

片、購買文具及精品用其等。

正買主'i:''I甘心h ：位於Atrium入口的右邊，負責校園保安及供保安人
員休息之用，同時也為同學提供報失、失物認領、申請i自車位和

駛入校內准許証等服務。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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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個

人間六朝鮮人手記 …國紅靜靜的國帶鞠園附每絢爛輪會關。均每隨叫悶圓圓爭會
峙 ' r每每間吾吾國村辦國國種各 種智
圓圈。 會、也
關

國

, ! ' 
/T一，

20 

it Ji會再習考句句：位於Lift 3的四樓，為學生提供就業

資訊服務，更會舉辦職業講座，協助學生擇業。

心1



已1\\ii//

每每國昏昏關每每替是按國國電許 會

命令圓圓

制六新鮮人§：記
•. 是全

r于 i:11

離營緣關輪會學會盤。 每每每閣會國每靜靜靜國間爭 奇 ＠甸園毒品是雪峰會辦圈圈。略帶學髓命國運會是智發給國棋9像學會盤。 每每每國相錚錚融會圓圓爭 會

國
航
v
a
v

li!efr ：科大一共有五座宿舍供本科生居住，分別為 UG Ha 11 I 、 Ha 11 I I 、 Ha 11 

I I I 、 Ha 11 IV 和 PG Ha 11 I I , PG Ha 11 I I 全部房問均以聽架床的形式給二人居

住，而 UG Hall I I 、 I I I 及 IV 則有二人房和三人房。 UG Hall I 只有二人房，而

且離校舍最近，但面積則比其他 UG Ha 1 l 小。

皮定信會：若問學沁著停車場的路向下走，應發覺有一特別建築物，這便是校長的

宿舍。此處環境清幽，且臨近海旁，相信能助校長舒緩龐大的工作壓力和提供理想之

居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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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園丸每每份圓圓爭j科六新鮮人手記: 7、 余的命國倆的閣 φ 會

盟每E壘曾· .回學 4每每每隨.國喔，是每爭學國醫學 每

關

國

圓。 ＋巴，﹔方試 ll t有

百五音﹒位於 LG5 的百！去是一問迷你超級市場，它為住

宿的同學提供新鮮蔬果、肉娟、各種食物及日用品。營

業時間為早上八時半至晚上八時半。

有f:llil/J辭去F及E金錢＇HJ ＝ 位於 Lift 2 附近，它們
除了提供一股銀行服務外，亦會處理向學們的學費，在

銀行入口處更設有自動價員機方便同學提款。

量亨正f：位於 Lift 3 旁邊。店內書籍多為學街性的教
科書及參考書。本校同學前往該處買書有折扣優惠。

22 



會輯學均每帥國每每份圈圈申奇 何國紅的國國＃鞠間科僻的心均每瘤細的圈圈。命，，；科六串騙人手~.
每每國命國每每爭學圓圓嚼 啥 ？身 111,,,,.

國
車
帶
麻
可

叫

f.＇.笠絞ff ： 位於 Lift 2 附近，它們
行服務外，亦會處理同學們的學費﹔在

：有自動植員機方便同學提款。
LG7 ：是一個會集中西式自助酒樓的

飯堂，美食選擇豐富，地方寬敞。

一搜Coffee Shop ：由美閣三文治店經營，主

要銷售三丈治、沙律、侷薯等美食，且設有露天茶

座，喜歡美式風，惰的你，千萬不要錯過。

23 



刀闊六新鮮人手記 …國紅每每偽圓圓 φ 鞠國倆每
每智 、 ~＇.每每國每國每每辦圈圈。 每
圓圈。 每～力 1/[i\\'
關

國

' 
24 

產寧波炭J筍，校方也相當關心同學們的健康，所以

言豈有務所免費為同學診治及檢查。同時，亦有牙臀

服務，收費較市面的便宜一半以上。

臨a i 1 room: 
位處地函

Sports Hall 
旁邊，雖然比

市而上的郵政

局小得多，但
各種郵政服務

俱全。

SHO (Student 
Housing Office): 

位處 UG Hal 1 I I 一
樓，主要主作是為同

學處理一切有闖入住
學生宿舍的事宜。

一「圖

重智麗種吾 吾吾每每閥梅園命令爭奪國飽。 會



＂＇續增 會盤。 每錚錚閣會國學是會發舉國間爭 會 甸甸園丸每每份國國電齊聲靜靜國枷還會每 會間。 命錚錚間相村辦國國學會 f乳制六制鮮人手~－－
每每國會國每每爭是今關閉爭 是學 、 iol\i ·· ' 

每每囡囡 囡

是害身諾諾：同學們在科大進行不同的運動，無論你喜歡

跑步或游泳、戶外或室內，只要能在科大內找到地方，便可

一展拳腳。學校的運動設施除了有符合國際標準的露天泳池、

田徑運動場外還有人造草地足球場、室外室內籃球場、

小型足球場、網球場、單球場、羽毛球場、健身室等。

此外，非本校人仕只需購買一張二十元一天的

許可證便可使用上述各運動設施。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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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六朝鮮人手記 …劉紅每每份國國帶胸帥時每
帶 \ 試＼錚錚磁命圓每每爭奪國劉爭 奇
當齒。每》州j\1

會圈發 均每帥國每每聶華國國唱詩 句

國

國

, 
I - J . 
' 26 



會極有魯 特繪圖每國每每份圈圈。 每 4砂＠圓丸虛會是會靜靜圈閱電費 峰會帶齒帝國還皆是會 t撞 Ill? 特阿輔料紛囡囡爭奇心制六甜鮮人手里已
是陶鎧命國每每靜靜囡囡喔串 串 心 1111 叭 v

主f身亨，g ， 鄰近LG4 Common Room的音樂室，設有卡技OK 、

鋼琴和鼓等樂器，供各位！司學一展音樂才華。

科大髮草草 1 世'LJj~

LG 4 Common 

Room 的隔鄰。由

洗髮以至1局油，髮

廊都有提供，價錢

亦相當服宜。

且會結坊：離碼頭不遠的地方，育一個ffi土木工程系的師

兄師姐們興建的燒烤場。同學們可在此作課餘小敘。

每每國國

27 

臨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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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會







／﹔~六師：鮮人手記 ... 111 ·－.時圈圈。騙帥國制辦鞠輪會國爭輛圓的問圈圈。
暐 寺、 {c ＋命帥國每每給國臨爭申
電懿 o 申Jα♂
圓

國

作為科技大學的新成員，你有否想過要怎樣度過末來三年的歲

月？繁重的功課和持續不斷的考試會否就是科大給你的印象？你有

否想過科大的生活也可以很精彩？還是你只覺得科大是個「書蟲」

的天堂、「懶人」的地獄？你知否科大不只是一個埋頭苦幹的地

方？相信每一位新聞學對大學的校園生活都充滿憧憬，無論你是活

躍型、運動型、讀書型、還是「睡覺」型，大學生活都會令你畢生

難忘。現在就是你把握機會去享受大學生活的時候了。就讓我們從

體驗科大生活的一天開始吧！

上堂是科大生活的重要節目，你大可以選擇不作筆記、回家不

溫書，但絕對要上堂，否則你會後悔莫及，白白地浪費寶貴的時間

和金錢。請記著，「懶惰」並不是一個缺諜的藉口。土完堂後，勤力

的你或會選擇到圖書館來個「第二摺合J ’讀個痛快﹔但這並不一

定是件好事，正所謂「吊頸也要透氣」，你應該爭取時間休息。當

然休息並不代表睡覺，做運動也是鬆馳神經的好方法。

在科大，你可以享用各式各樣的運動設施，而費用當然是全免

啦！科大有一個多用途的室內運動場，可供舉行籃球、排球、于球

和羽毛球等活動。一些大型的學界球類比賽也會在此舉行。科大還

有一﹛國人造車皮的足球場和標準的田徑道，喜歡足球和田徑運動的

你絕不會錯過吧！除此之外，田徑場的附近還設有一個符合國際標

準的游泳池，是炎夏最受歡迎的地方。其他運動設施還包括網球

場、戶外籃球場、室內舉球場、和一個綜合健身章。這些科大的運

動設施是你鍛鍊體魄、鬆抽緊張情緒的好去處，不要忘記加以善

用。

30 



胸露給國體均每會路爭 是均每國每國每每份國路爭

/ 

1過要怎樣度過未來三年的歲

？就是科大給你的印象？你有

主你只覺得科大是個「書蟲」

大不只是一個埋頭苦幹的地

三活都充滿憧憬，無論你是活

型，大學生活都會令你畢生

2生活的時候了。就讓我們從

﹔可以選擇不作筆記、回家不

E及，白白地浪費寶貴的時間

缺課的藉口。上完堂後，勤力

打，讀個痛快﹔但這並不一

，你應該爭取時間休息。當

立神經的好方法。

i動設施，而費用當然是全免

可供舉行籃球、排球、于球

3比賽也會在此舉行。科大還

E道，喜歡足球和田徑運動的

3附近還設有一個符合圓際標

。其他運動設施還包括網球

時宗合健身室。這些科大的運

的好去處，不要忘記加以善

吋圓們每份囡囡爭辦帥的輪向輪會叫均每隘的叫閥叫命 ，：i闢六師障人手兒
每每國申圖 't4申辦圓圓聶 哥學 。身 1/11 兮兮，

每每盟國 國

@ 

若你於課餘時間想、充實自己，想學習他國語言或提高英語水 @ 

平，科大的語言中心會是你的最佳選擇。在語言中心內，輔導員會

因應你的需要，協助你安排一個時間表學習，中心還設有先進的視

聽器材和閱讀資料助你提高語言水平。

對於那些優閒型的同學，你大可選擇相約三五知己到位於 LG4

的 Student Common Room高談闊論一番，這襄更設有大電視和擺放

大量雜誌供大家消磨時間，優閒型的你絕不要錯過。

科大的生活當然包括「飲食」’位於G/F是一間中式酒樓﹔ LGl

是中西式兼備的快餐廳、﹔ L仍是一個美食廣場﹔在這稟你可選擇漢堡

飽餐，旦式和東南亞美食，還有中式粥麵。至於LG7 同樣是中西式

兼備的快餐廳，特別之處在於其自助式的中式酒樓，會是你午膳的

好去處﹔ UC Bri st ro 位於 University Cent 間，是科大的高級餐
廳，環境高尚，當然價錢也比較昂貴。位於 Ha 11 I I 地下是一問

「車仔麵檔」’營業至凌晨，實是「宵夜」的好地方。食在科大，你

的肚子大可放心。

作為「科大人」，你應把握機會去認識朋友、擴闊眼界，參與

課外活動便是一個最好的途徑。校園內除了學生會、學系會和宿生

會外，還有種類繁多的興趣小組和運動學會。透過參與各學會的活

動或擔任幹事，你的校園生活將會更精彩﹔時閉會過得更有意義和

充實，相信你會懂得把握這些機會的。

科大的生活雖然忙碌，功課和考試壓力不斷，但畢竟是你、我

付出三年時間的地方。至於這三年應如何度過就掌握在你的于真。
如果你懂得適當地分配時間，校園生活必定會過得有意義和有價

值。最後，祝各位在科大「活得精彩」。

科大人



＠國紅每每份國圈帶喜歡每腦會劉再會有PJ科六新鮮人手記
蟑 < i＇－＇命令鷗每圓每每爭會圈圈。 悔

會圓缺 命令峰會關帝國是皆是會爭奪圈圈。

當圈。每，，；，！il/\111
關

國

J:S( F書之

眾所周知，除了「超資J 外，工作量大亦是科大的特色之

一。功課、 Proj ec t 、 Quiz 、 Exam ．．．．．．等等怪物，常伴左

右，想起也怕↑白。為了在這所 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 生存，同學們無所不用其極，「矛招」四出。

云云「矛招」中，同學們最精的，莫過於「抄」。基於種

種原因，例如：莊務繁忙、功課艱深、甚至乎「懶」字當頭引

致，很多同學在「死線J 邊緣仍未能「起貨」’正所謂：「趕

交功課要快手，遲睦扣分無得救，『梳史』唔明也要抄。」同

學無需理會「原作者J是何許人物，只要其「梳史」答案齊全，

質素高，那便值得抄了。

此外，做Project 時想要「事半功倍」，便要找一些「抵

誌J的組員，務求達到低成本高效益的目的一一用最少的勞力

腦力就將分數袋袋平安。

然則「旨意別人」始終不是上策，最重要的是自巴有實

力。有一位講師曾說過：「做功課，有人可幫﹔到考試，找誰

打救？」各位同學，還是多用功吧！

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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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義
傳聞科大的功課壓力十分沉重，功課數量好比繁星，舉凡

九月聞課之時，科大的功課便像山洪暴發般一發不可收

拾．．．．．．凡此云云，音在外亦略有所聞。

還告

作量大亦是科大的特色之

．．．．．．等等怪物，常伴左

ersity of Stress and 
屋，「矛招」四出。

實況叉是怎樣呢？其實科大學生的功課壓力比起其他院校

的同學並非特別沉重，而是「不相伯仲」’據我所認識的其他

大學的朋友透露，他們一樣要應付排山倒海的功課。因此「辛
苦」一謂不是科大學生的專用形容詞。

﹞’莫過於「抄」。基於種

民、甚至乎「懶」字當頭引

2 「起貨」’正所謂：「趕

且梳史』唔明也要抄。」同

只要其「梳史」答案齊全，

這一年悶，我認識到功課的本質：它是一項工作，一項作

為學生應面對的工作﹔它是一個測驗，用作測試我們在課堂上

主功倍J ’便要找一些「扭

的目的一一用最少的勞力
是否有所得﹔它是一項磨練，令我們鍛鍊出更堅強的意志力及

更妥善安排時間的能力。

策，最重要的是自己有實

有人可幫﹔到考試，找誰

頻繁的功課所帶來的，不只是忙碌，還帶來了鍛鍊自己、

認識自己和驗證自己的機會。我，更懂得怎樣分配時間去應付

沉重的工作﹔更懂得溫故知新的道理﹔也認識到功課的真正意

義。

懶人 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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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圓

在科大「緊逼」的生活中時間過得特別快，轉眼間，一年的青

春叉消逝了。

不知道是幸運定或是不幸，我家住得比較遠，要回校嗎？快則

個半鐘﹔慢的話，兩個鐘頭就少不免喇。因此，我取得一個宿位。

人們說：缺乏了 Ha 11 Life 的大學生活，根本就不完美。
對我來說，一年的舍堂生活，當然係有得亦有失。得到的便是

節省了許多交通時間﹔得到獨立生活的機會（可遠離父母的爪牙）﹔

而最難得的便是認識到一班既可惡叉可愛的知己好友。但在眾多的
收獲之中，有一樣東西使我十分厭惡：那便是一磅叉一磅遞增的脂

肪！討厭！

失去的亦唔少，我失去了唔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失去了飲
「媽咪靚湯」的機會﹔ 這便是我最大的損

失。亦因為這樣，我 R百古部反而更加感受到家庭
的溫暖及父母的關懷 1扭扭羊 I i 鬥 I I 愛護。每次我返到屋
企，總是受到百般的 1 自主J ""::JI 遷就呢！
我住在Hall I ’ I .).J:... ..L自 1 人說Hall I 的宿舍生

活是最開心、最溫暖 1 －貫一 I Z夢；； 1 的﹔對此我並不太清
楚﹔因為我並沒有住缸且一草草早早J 過其他的 Hall ，所以
並不能比較﹔但肯定 的係我十分享受呢一

年的舍堂生活。真的十分難忘！

我是讀商科的，所謂奸商，奸商，縣商科班襄要覓得知己好友

談何容易呢！尤其在科大，讀 EBA 關有成七百幾人﹔沒有固定的班

躬，上堂時閑文不一樣，大家不到最後一刻叉不會走進班房，下課

後叉鬥快似的離開﹔與中學時的情況大大不同，試問叉怎樣建立友

誼呢！

由於我住得比較遠，叉多早堂，所以每星期只可返屋企一次。
除了上堂時間之外，我多數都會留日係宿舍。但係漫漫長夜，要獨個

兒坐在房裹，叉是何等孤獨呢！好在我有一班活潑的 Hallmates ’
與她們的投契程度之高，外人是不能想像的。單是和她們談天說

地，已經是一種賞心樂事。而從一些日常的鎖事之中，她們更帶給

我無比的歡樂：一起吃飯，一起睡覺，一起刷牙，一起遲到，一起

吹水，嘻嘻哈哈，不知不覺間已建立了一種感情！

我衷心的希望你們有機會享受這種生活！

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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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快，轉眼間，一年的青

得比較遠，要回校嗎？快則

1 。因此，我取得一個宿位。
1生活，根本就不完美。

係有得亦有失。得到的便是

機會（可遠離父母的爪牙）﹔

蟹的知己好友。但在眾多的
？那便是一磅艾一磅遞增的脂

家人相處的時間﹔失去了飲
這便是我最大的損

可I 反而更加感受到家庭

r II 愛護。每次我返到屋
:J l 遷就呢！
=l l 人說Hall I 的宿舍生

育 i 的﹔對此我並不太清

JI 過其他的 Ha 11 ，所以

的係我十分享受呢－

H係商科班襄要覓得知己好友

「成七百幾人﹔沒有固定的班
：一刻叉不會走進班房，下課

﹔大不同，試問叉怎樣建立友

？以每星期只可返犀企一次 o

j舍。﹛且係漫漫長夜，要獨個

﹔有一班活潑的 Hallmat 巳 S , 
想像的。單是和她們談天說

︱常的鎖事之中，她們更帶給

一起刷牙，一起遲到，一起
伊一種感情！

：生活！

小天使

體團.

每每國國 臨

無可否認，宿舍生活是大學生涯中重要的

一環。住宿舍令我感受良多，當中是苦樂參

半：樂的是住宿舍令我有機會認識各學系、不

同背景的同學﹔在交功課及考試前夕，宿友會

發揮團結互助的精神一借答案供你「參考」或

一起研究問題﹔享受甜蜜蜜的糖水及非常耗時

但滋味無比的煮飯仔。

苦的是宿友不負責任的行為所帶來的不

便。有些宿友把自己的房間當作小型麻雀館或

卡拉ok房，擾人清夢﹔有人偷取休息室內的報

紙、雜誌或各宿友放在雪櫃真的食物﹔有人去

完廁所後，沒有做好「善後工作」’把阿姐當

作「扒糞專家」。

除此之外，我亦學懂與人相處之道。所謂
「相見好同住難」’生活習慣和性格的不同隔

導致和宿友有衝突是無可避免的事，但是只要

大家互相體諒，事情是可以解決的，就以我為

例，我的 Roommat e 喜愛在房中開音樂，但曙

吵的音樂令我無法專心溫習，後來我向她道出

問題，她亦樂於改變，願意以耳筒聽音樂。這

令我明白到只要大家能多為對方著想，遇到問

題時坦誠相對，莫為一些小習慣而大動干戈，

大家就能融洽共處。

無論各新宿生懷著何種原因住 Hall 〔好

奇、不想、迫巴士、想識人．．．．．．〕，我都希望各

位將來能在宿舍中留下美好的回憶。

小青夫

令

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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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今日食包呀？

乙：無所謂啦！邊處都一樣。

丙：一於前面班人去邊就去邊啦！

甲：你地話佢會去邊呢？

丙：日甘大班人模係 LG7 啦！霸位都易喲。

甲：但係 LG5 m的嘴食多花款蝸！

乙： LGl U的輯都幾好食睹。

丙：佢地去飲茶叉點呀？一齊去？

甲：總之唔係落 UC Bristro 就得啦！

丙：唱！講講盯 Lunch Hour 得番三個字

昨！就去 Cafe 攪拈啦！煩！
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串

其實科大酌食肆都幾多，誰去邊到食都誰︱想
到你抽筋，有時真係跟住前面喲人去食飯，懶 I I 

得誰！雖然科大食肆定價較其他U高少少，但勝

在夠彈性﹔平有平食，貴有貴食，總之食包都

可以飽啦！

唉．．．．．．．．．雖然係咕，但係如果縣科大一日

三餐， Set Lunch 、 Set Din 一路棺食酌峙，

話就話唔係一樣，不過一日夕數餐，鋪頭喲餐

單叉一成不變，真係遲早食到一命嗚呼．．．．．

好彩喲食肆久唔久都會轉日下手，哈！ LG5慨上海

舖啦啦執眩，日吾知會有包U野食呢？

胃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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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易喲。

「噢！天光了，還未睡

嗎？」從洗手間出來的爸
爸問道。

「已經差不多，也該睡

了。 J 我慢慢地回答。

躺在床上，想起了半

年前的一幕．．．．．．

「你，上莊嗎？」我的

一位好友問道。「也好！」

想了幾天的我一口答應

了。希望上莊能有新的體

會．．．．．．．．．能結識更多朋

友．．．．．．．．．能與投契友伴們

一起工作﹒．．

半年的時間瞬間過

去，當中有苦有樂。從當

初上莊到現在的路程，究

竟自己有什麼得與失呢？

「若要做得好，便要睡

得少。」畢竟要同時兼顧

學業及莊務並不容易。

但，這是意料中事。然而

當你埋頭苦幹，用自己的

汗水與淚水累積出成果，

? 

k 串串串串串串

誰去邊到食都諒︱會

E的人去食飯，懶 l I 

U高少少，但勝

食，總之食包都

如果縣科大一日

一路口甘食喲暉，

數餐，舖頭呦餐

一命嗚呼．．．．

，哈！ LG5廠上海

已？

臂食人

結果卻是被人輕視、受

人白眼．．．．．．．．．真的苦

吧！

「亦快樂！」矇嚨的

我喃喃自語著。畢竟自

己辛苦工作之時，我的

夥伴們也許亦在另處工

作呢！對！大夥兒一起

工作﹔一起通宵達旦、

一起專注學業﹔一起分

享上莊的苦與樂，的確

令我高興不已！能透過

上莊認識到這一班朋

友．．．．．．．．．夠了。已經十

分足夠了！
仰望窗外，天己光

了一半。睡吧！明天有

明天的新體會，要爭取

一分一秒嘛．．．．．．．．．

你會嘗試體會嗎？

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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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y: society nam巴， room no., ma11 box # , e-ma11 address I 

A. Students' Union 

Executive Committee (Room 4027) 

Union Council (Room 4031) 

Editorial Board (Room 4029) 

sa umon I
M
刊
2

sa ucoun 

sa wmgs 

B. School and Departmental Societies 

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oom 4008) 
Business Students' Union (BSU) 15 sa bsu 

Accounting Studehts' Soci巴ty 21 sa acct 

Economics Student日， Society 7 sa econ 

Finance Students' Society 27 sa fina 

Information and Systems 

Management Students' Society 30 sa 1smss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 

Students' Association 35 sa msa 

Marketing Students' Society 39 sa mkss 

2. School of Engineering (Room 4009) 
Engineering Students' Union (ESU) 67 sa esu 

Chem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70 sa c巴ng

Civil and Structural Engine巴ring

Students' Society 54 sa civil 

Computer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77 sa_cpueg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s' Society 3 sa c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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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巳－mail address! 

1 sa umon 

46 sa ucoun 

2 sa_wmgs 

~s 

iment (Room 4008) 
15 sa bsu 

21 sa acct 

7 sa econ 

27 sa fina 

30 sa 1smss 

35 sa msa 

39 sa mkss 

1009) 
67 sa esu 

70 sa_ceng 

54 sa civil 

77 sa_cpueg 

3 sa c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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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串圓圓 圓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

Students' Society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巴巴ring

Management Students' Societ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Association 

3. School of Science (Room 4012) 
Science Students' Association (SSA) 

Biochemistry Students' Society 

Biology Students' Society 

Chemistry Students' Society 

Mathematics Students' Society 

Physics Students' Society 

C. House Associations (Room 4007) 

House I Students' Association 

House II (Vertex)Students' Association 

House III (Glaci巴r)Stud巳n的，Association

House IV (Vista)Students’ Association 

House V Students' Association 

22 

72 

49 

23 

13 

16 

17 

6 

5 

59 

44 

58 

56 

95 

D. Sports Club (Room 4010, 4011, 4018, 4019) 

Sports Association 63 

Archery Club 84 

Dance Society 25 

Distance Runners'Club 94 

Fencing Club 64 

Gymnastics Society 53 

sa eee ‘’ 
sa ie日S

sa 訂1巳sa

sa ssa 

sa bcss 

sa bio 

sa ch巳m

sa maths 

sa_phy 

sa_ughl 

sa_ugh2 

sa_ugh3 

sa_ugh4 

sa_ugh5 

sa_sport 

sa_archy 

sa dance 

sa run 

sa fence 

sa_gym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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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ball Club 62 sa hbc 

Judo Club 78 sa_judo 

Karate Club 24 sa karat 

Kendo Club 76 sa kendo 

Sailing Club 18 sa sail 

Shaolin Martial Arts Society 55 sa shao 

Softball Club 50 sa soft 

Squash Club 40 sa squas 

Student Basketball Club 60 sa bball 

Student Rowing Club 33 sa row 

Student Tennis Club 9 sa t巳nm

Students' Football Club 29 sa fball 

Students' Badminton Club 14 sa bad 

Swimming Club 90 sa swim 

Table Tennis Club 71 sa table 

Taek昀Won-Do Club 41 sa tkd 

Taichi Club 83 sa_ta1J1 

Track and Field Club 28 sa track 

Volleyball Club 34 sa_ volly 

Wing Chun Martial Arts Society 96 sa wcsoc 

E. Independent Clubs (Room 4010, 4011, 4018) 

Independent Clubs Association 74 sa 1ca 

AIESEC-LC-HKUST 37 sa acust 

Astronomy Club 42 sa astro 

Band Society 75 sa band 

Catholic Society 51 sa catho 

Comic and Animation Club 68 sa c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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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 Bridge Club 8 sa_bridg @ 

Current Affairs Research 
62 sa hbc Enlightenment ( CARE ) 93 sa care 
78 sa_judo Debating Soceity 32 sa debat 
24 sa karat Electronic Media Soci巴ty 66 sa em日

76 sa kendo Film Society 86 sa film 
18 sa sail Fishing Club 73 sa fish 

55 sa shao Games Soceity 38 sa_games 

50 sa soft HKUST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48 sa CCC 

40 sa_squas Interactive Multimedia Society 100 sa media 

60 sa bball Internet Broadcasting Society 98 sa ibs 

33 sa row Linguistic Society 57 sa_lings 

9 sa tenni Nature Clrrb 79 sa natur 

29 sa fball People’s Campus Radio Society 97 sa radio 

14 sa bad Philosophy Society 4 sa_philo 

90 sa swim Pottery Society 99 sa_pot 

71 sa table Student Christian Fellowhip 10 sa cf 

41 sa tkd Student Drama Club 31 sa drama 

83 sa_taiji Student Mu日ic Society 20 sa music 

28 sa track Student Social S巳rivce Society 11 sa ssss 

34 sa_ volly Students' Internet Society 87 sa SIS 

96 sa wcsoc Students' Photographic Society 19 sa photo 

The Award of Young Peopl巴

;4011, 4018) User Unit 43 sa_ayp 

The Mast巳r of Business 

74 sa ica Administration Association 88 sa mba 

37 sa acust University Choir 82 sa choir 

42 sa astro Visual Arts Society 12 sa varts 

75 sa band Wind Ensemble 61 sa wind 

51 sa catho World Travelers' Club 91 sa_trave 

68 sa comic Yo-hoo Club 92 sa_yo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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