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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翅十三 ﹒ 二﹜ 在各莊員努力下， 終於面世。 踐經辛苦，我們將於完成
出版的工作，為各同學送上第二本學生會刊物。

咬收了出版 〈振翅十三﹒ 一》的經驗和讀者對上期的寶貴意見，我們對自
己要求更加嚴謹。不論在選材τ撰寫、編輯、校對以豆，設計排版方面都更審慎
理，希望比之前做得更好，讓同學戚，受到我們絕不苟且、力求進步的態度。

今期的封面故事我們很榮幸能邀請到中英劇團＂＇監官天農接受專訪。 關於
他，最廣為人知的應該是《頭條新聞 〉 中 ， 他幽默諷刺耳支府的言論 ，但其實他

對演藝、聽體的貢獻遠不至此。他現為中英劇團藝術總監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

學學去，並種香港大學教育文憑。一九八=b-~獲亞洲文化協會獎學企赴美進修
， 回港後任香港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曾獲香港藝術家年獎、香港舞台劇獎的
最佳導演及最佳男主角獎，以及香港戲劇協會的十年傑出成就獎。導演作品繁

多，如〈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南海十三~、﹜等等 。在今次訪問 中， 他會與
我們分享演舞台劇心得和做人的態度。

除了邀請到古夭晨，我們也很榮幸能邀請到藝人胡杏兒接受專訪。她曾就

噴香港斜拉大學，之後參選一九九九年度香港小姐並奪得季軍 ， 接著加丈棋樂
團拍攝電視劇黨，人氣節節上升 。 曾參演劇無﹛流企歲月 ﹜j.＇﹛下一站彩社〉
、《街上雪宵〉等等。在今次訪問中 ，她會剖白由讀書 、· lfl i遲到演戲的心路歷

程、當中的苦與樂。相信同學在閱畢他們二人的專訪後 ， 必能從中學到他們處
世的態度，且有所梓益。

刊、 I

今年因為我們的努力也因為運氣，令兩！期〈振翅〉都能採用雙封面的設計
，迫可算是一個突破 。而從ilt無回來的反應，同學者可1ll歡迫這個新的編排。所

以我們在餘下的〈振翅〉都會盡量嘗試採訪多－些揖功人士，務求令學生會刊
物更切合同學的需要 、 應同學所求。

「無原忠成篇」是我們上莊峙的一句宣言，同時亦是本人對編委會工作的
座右銘。編輯的工作不是孤獨的工作，我們亦不希望閉門進車，地製出一本本
同學沒有興趣的刊物﹔我們希望可以更廣泛收集同學的意見，更希望可以把同

學的意見、聲音聚集成一篇篇優美的文章。令學生會刊物做到真正的代表同學

的聲音、反映同學的趣味。

所以，你的意見很重要！如有任何意見、疑問，歡迎電郵三編輯委員會
su_eb@stu.ust.hk 。

第十三屆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編輯委員 會副總編輯

陳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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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站在11!石鐵般先生的 《傅線的第四惱》 峙， 科妓級執行編誼 梁藍間﹛Tin}

已經對你ffl有好感。
當在傾古書時..！...哥拉就知道自己逃不績。

主撞在五，.ii ]f •1港時，由微不下的迪是你。
如今JIH甜 ，！捨藥。

總編 { vto) 

一直在家智的工作令懿學會了不少出版及
訪問的被巧，很感謝富生員們對畫畫的包容，

以放在過程中的互相交縛。 5輩們出版的每
－本刊物，I 都是經過itt員的努力和堅為才

能完成的，希望各位績者在閱讀的閑時都

絡感受到發們的認真浦謂意。

翩翩i 棚﹛Ka)}

海E服執行緝

~年三月畫畫未有的自閉上雄，但您們沒
有－刻想過離間集智，反而無條件地
為領翅13. 1勢力，至是為此感動不已。
一泌三折的上站過程，宮會六家更團

結。港蒞在郎，沒看牢里自傷感，因為
主垃深信翁們的友誼定必有增無瀉。

月莊翔眨眼遍， A 

經員似鐵十年多， 淑一一－
i如ti友闖進退， 自＼ 〈 ︱＼
倘不土豆生悔當初。 '1} J 

被國級串先行續留 11J珀深（ Emily}

雖然集蟹的延期比較短，但事昌們M
a前年＋二月開始組茲，上站過哥
生．． ． 到上年＋二月上菇。相信
大學生活中超級忘的事情。當IP,

i9都是快樂的回憶吧！ ︱

快要到港茲的時候了。＋七位堂皇員積_{lr~{r,棚會
進那－條路，~也E賞心的祝福你們！希望懿們往後亦
會記得今年共懸在起的寶貴光陰！友誼永固！

＋七i\t員富共峙， RIK 
智心相舖相成。 大白L

竟n主後各奔前程， ／且

友誼半里自也未停。 的

向t'-V<＼~可

財務蹲監揭凱琪（ Katherine} 

L
F

﹒
可
－
貝
目
勿

封
呵
，
f

靠
自

副總緝緝

紹過激前無數才可上延，曾有懇過

隘閥，但不知為何會堅持到底 。 留

下來盼到的，是不少經陸具體會 ﹔

是緝拿過後的喜悅 ﹔ 是成功過後的
滿足，＆ii重要的， w結員們的友

誼！慶幸自己的與六家－起當們早日
經歷這－段日子！

設計總監陳俊成（Wai ﹜

多謝富E員們，
認錯到你們是諧的空扭曲

你們讀書括學懂了很多

每當澆在鷗們－起」的相片的時候，
也會十分感動，

你們帶給了越無數美好
回想起組莊到現

大家都經區7ffl
雖然遇到了不少量百細

又有不少事斜，
但這些錯m與失敗都UI翁們成聽了
強們學會7互相挾持，

變得包以前更加國錯、
更會再跟單相助。

在剩下怕曰：懼，
哥拉也會‘宣讀t許

多謝你們
多謝集智。

行政秘書黨鷗恩（Magg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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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間自各方問 ： r何以上莊？」

r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開暇之時，有所泌心？』
吾曰： r電子生’，tt也」
再問﹔ r滿己之欲，中飽私囊？」

畜曰： r非也，消精神，嘻嘻體力，費時間，純收入』
三問： r何以前？」

畜目﹔ r不為利，不娘問這~諸侯，

今科大生，正直豈容臂，

把鍵時機，燃規臂彎，
如即開可樂，即飲方為痛快！」
＋個月的上給學俑，兩個星期的宣傳，
直到現在的每時每刻 ﹔

ril主友們，學替了！
送給你們，《始作。」

－個接－個 串串蓋越盟國清楚

fill因何時 Katherine Will Sum Alvin 

上”.. JI日悶f卡 'l .位運動員，始蹲了十多年，沒有什麼
綴迫成績，也沒有為庭史書繪圳， 1負來只是－身的街

窮和當怠。但回頭－霄， JJl!i'fli動員的心總會為自己所
走過的路而克爾－裳。

阿牛 Mandy James Karine 
Simona Dennis Vanessa 

在開－n書呈下，有＋七位這樣的扭動員。

今天，闊步將要散去，六家的心飽含停在那些日子。

－共＋七個 星撞們是－夥
如果純學摘自t像往年的經過
就如你挖去被激
落旺角再司長泌的hall

社會版執行

＊幸雄們 有wings作伴
高摘也－貨 t起來都心里在乎
mt如翁們員，提飽沉闊
viof.t有不滿轉型會充當小講那－半＊

如今幸撞車直通了 如今聽不寂寥
如今滿恩達了 如今始腦海集會不會退消

從前年的＋二月開始翎搓，似乎輯們EB＋三
偏遠定因般噩噩。先是上年－月上吾吾時的阻

滯，撥單畫是順應而來不自E搞成O Camp ’亦
都推遲了很多原定的計重1 。坦自說，迪普很
認真的想過中途散開集習，尤其是知道龔們

的Promotion period 正值是整個semil忙的
時被7竄復了自整支謎的按憲力令諸位自續留

低。 Promotion Period 雖然瞪得少，但是翻

設計總歐卿文俊﹛Ken } 

為甚星撞上EBil主7

到7」b經費寶貴的東西 p 蓋起看到了經員們

很袋麗的←函，大家共同擁有草草無弘’ E制
-wni挾持的精縛。主區慶書長現在路目是無

·~ 份于 －起為出版科犬的《線翅D 及
《a飛報》出力。

布獨秘書陳司游（ Karine} 

原因很簡單，大學偏輯~員會，在Wings懿童醫悔
誨，盡早有趣。

最小Z妻子的想法，
但大學，是軍事謬的地方。

或者，灣實是殘酷，傌變自日童車，也不錯。

－~三統的上站，
適逢其會。

說頁，自己辦縛，只是雞毛小事，其他自主民幣的更

多。
自己只不過是聽筒短文，心想， r起，她于芋，陪
飯時糙。 A

小朋友的想法，是要負w代價，寞的寫下去，也花
了不小心思，有H串串起自己~係好贈閱話，須要寫文
的時候『曲線胎是’，不了，撥了給次題目， .Q後總
完成，但自到馬虎，沒有機會再改進。

Promotion ，領問到， r你老啦···yr2 先來上
述。 J
初聽到，在闊的情況下更加薇。
有－段時悶，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給畫皇m ﹒ r只有ffi

餘的e~ 」
再想，－班ti友，成為 r，提包」－ j' I 

Ra巧合﹔亦是激袍的時駿﹔也是心諒他同Ill 九

4生活陌執行續留 liJii鼓﹛ James ﹜ , .J V" V J V 

林澤恩﹛Alvin)

w六~在一起的時候都
每－分每一秒書flUii益的生！
每－ a幸每－ J日~ifl!B:今後自荒
草草們的故事很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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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中環三位心區的一憧莊嚴而肅穆的建

築物，是中英劇團平常辦公的地方 。 我們一行人，懷
著緊張的心情？竟達踅幢「古璧」，在一間劇團經常用作排
練的房間，我們等待 。 不一會兒， 一位身穿便裝的劇團藝術總監走進來，
向我們親切的打招呼，他一一古天晨，便是本次訪問的主角了 。

13 



成長篇

古天農是中學一年級的時候開始接觸戲劇的：「中一的
時聖誕節有舉辦遊藝晚會，當時我是學校中文學會的會員，

負責老師說中文學會會員須要用中文演一齣話劇 ，說完後便

消失了。」當時的情況逼使一班對舞台劇完全沒有認識的同

學自編自導自演，無論劇本 、道具、主題，全由中文學會的

同學一手包辦，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古天農還需要帶領著一

班高年級的同學去處理戲劇上的所有事務。大家可能覺得奇

怪，為什麼古天農能有這麼大的能耐肩負起這個擔子呢？他說：「我小學六年
級時已經投稿，中一時寫小說，曾經有被學校刊壺，我還有翻譯過小說。可能

因為我自小便愛看書，尤其文學作品，所以令我懂得想故事。」

當時的話劇名叫﹛烏龍醫生傻助手﹜’是一齣喜劇，古天農是飾演烏龍
醫生的助手。到正式演出時，古看見他們誰台詞的時候，觀泉會發笑﹔完結時

叉會鼓掌，古便知道他們成功了。「當時實在感到很有滿足感，因為這是自己

一手一腳弄出來的。」古說，而古所飾演的助手，還被讚賞做得不錯呢！



︱ 從︱ 事教育只教「創意」

回 長篇（續）
雖然古在中學時代對戲劇是那麼熱愛，可是古大學的主修

科目卻是社會科學系：「因為當時並沒有戲劇系或演藝學院。

而社會系聽起上來包羅萬有，可以多認識社會，戲劇本身叉與
社會很有關係，因此便選擇了社會系。」社會系令古對社會的

認識加深了，可是古自覺對社會系的內容卻不是特別喜歡，因

此畢業後叉就讀港大教育學院：「我感覺畢業後應嘗試不同的
行業，認識不同的世界，擴闊自己的眼界，因為戲劇也需要不

同方面的知識的。」不知不覺間，我們叉回到戲劇上的主題，
可見古對戲劇的熱誠。

然而，即使在教育界中工作，最後古還是要面對教學與
戲劇的取捨：「當時我可以繼續教育事業，可得的薪金達六

千元，如果加入劇團，薪金是二千元，因此便要取捨，而我
最後還是選擇投身香港話劇團當職業演員。」其後因為有中

學時的演出經驗，古還在那裡得到不少當編導的機會。 一九

八七年古得了獎學金，到紐約的職業戲團工作，回港後便與
杜國威合作，導演了《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和﹛南海十三

良阱，直至一九九三年才到中英劇團成為劇團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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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一？
曾經作為演員，叉擔任過導演的

古天農，認為從事這兩項工作需要的

條件是不一樣的：「作為一個演員，
是需要用聲線、身體去演繹角色，因

此，口齒要伶俐，身體要靈巧。不過

最重要的，還是在舞台上，人的感情

要真摯，不是扮，是要真。」接著他
叉繼續：「作為一個導演，卻是關於
如何呈現故事給人看。在舞台上，導

演要想辦法引導觀泉去看他想觀眾君
的東西，這樣才是一個導演要做的。

古表示他本人並沒有對那一項工作有
特別喜好，不過他喜歡寫是因為故事

本身吸引他：「我今年寫了一個名叫
﹛芳草校園〉 的故事 ，內容是敘述間

學校裡，只有一個學生和她的狗，那

問學校的校長是一位思想較開放的人
，我把那老師設計得較古肢，其實是

在反映現時教育制度的一些東西，述

說教育的真諦，是一齣很有趣的喜劇

。 」 這齣舞台劇在聖誕時已公演，若

同學有興趣的話可能要等下一次了。

團演眼中的咱
有人說過香港戲劇劇種太少，反

觀外國卻有不同的劇種上演，對於這

個問題， 他反駁：「其實香港的劇種
並不少，但能反映香港不同層面的劇

本卻是少。例如，香港的話劇很少提

及警察、律師、法庭、金融等，可見
題材都比較窄， 這是因為香港的題材

比較知識份子型。 」其質 ，古曾經到
過紐約工作，感覺香港的戲劇並不比
外國的差， 「香港的劇壇是很有水準

的， 有些戲甚至已有國際水平。 J
那麼 ，古天農對大學的劇社叉有

什麼看法呢？「大學的戲劇最蓮勃是
在七十年代，因為當時很多社會事件
發生 ，例如文化大革命 ，釣魚台事件
等。但現在感覺大學的劇社並沒有以
前般活躍，可能因為不是太多事件，

因此題材偏向比較抽象，例如人的善

惡，大學生的理想與現實等等，可見
視野，不太夠，學生對社會觸角不足。

」因此，古天農向我們提出解決方法
：「你們應該多學一門藝術，因為藝
術不是模擬答案。 此外，亦可以多接
觸社會。」古說道。作為科大劇社的
同學們，便可在這方面多加留意了。



I 1:pl 象深叮 「戲」

用毒粥毒死她們。程跟和姐沒有辦法之下，唯有選擇
毒粥。她們希望這樣可以讓她們在臨終時還可以傾

談。吃粥的時候，程這樣跟和姐說：「對不起，你幫

了我一世，我卻沒法讓你舒服的離去。」和姐回答說

：「不要緊，我們一起離去，我很開心。然後她們便
喝下那碗毒粥．．．．．

戲劇性發展的是，那兩碗毒粥是沒有毒的！那黑

社會頭子對她們說：「其實我是想試探你們，考驗你
們是否真的如此幫助富人。好，既然你真的幫助盲人
，那麼我便放了她們，你們走吧！」
故事發展到這裡’相信大家都會以為是一個暫時

的完結，的而且確，古把以上的所有都放到他的舞台

上，但原來故事後來還有更感人的發展．．．．．．當回程到
美國後 ，那黑社會頭子給程寄了一盒錄音帶 ， 講述當

程走了以後，程的行為讓黑社會頭子反思過往所做的
一切：「你令我想起為什麼我要做那種人，你令我感
到很慚愧。」於是黑社會頭子決定洗心革面，離開黑
社會，並帶同他的手足一起返教會，去幫人 、 做義工

問及古天農印象最深刻的一齣戲劇 ，古毫不猶豫

地答道：

「 ﹛伴我同行〉 。」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則真實的故事。」

〈伴我同行﹜ 改編自一位失明女子的自傅，講述
關於一個老工人如何去扶持她自己成材的故事，老工
人的名字叫和姐而那失明女子叫程丈輝，當時故事演

出第一部時觀康的反應都非常感動，以下是故事的其

中一幕 ，也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在六十年代的香港， 一般失明女子都是以做妓女
或乞丐為生，但幸運的是，程丈輝可以成為一佰企
工，幫助有需要的人。當時程在九龍城賽開設了一間

中心給飯予一批九龍城賽的技女，但是，程很希望這
批妓女能脫離這樣的生活，於是便跟和姐深入虎穴，
要求黑社會的頭目放了她們。第一次去的時候，程被
黑社會的頭目趕走﹔到第二次時，因為有個盲人賭錢

欠了債，黑社會的頭目把她的孩子擴去，於是程與和
姐便再次深入虎穴，要求黑社會的頭目放人，但這
次，黑社會的頭目卻跟他們說：「能讓你進來便不會

讓你走。」於是黑社會頭目給了程和和姐三個選擇：
第一，用棍打死她們﹔第二，用檔打死她們﹔第三，

，他甚至承諾每年都會寄五張三十元美金給程，以示

支持。直到《伴我同行〉 公演時，那黑社會頭子還是

觀眾席上的其中一位觀眾呢！「我感覺對得住和姐， J
這是古對整件事的感受：「因為她是一個擁有高尚人
格的人。她不會寫字，但她耗盡她的一生去幫助這位

失明女子，幫助她渡過一切難關，使她成材。據說因
為﹛伴我同行〉將拍成電影，而古需要徵求他們的同

意，所以古最後一次見到和姐時是在洛杉磯。「當時

和姐已九十多歲高齡，並有患有癌症，我感覺經過那

一次握手後便可能要與和姐永別了。」
古感慨地說，幸好電影趕及在和姐去世前完成，

使和姐在臨終前都可以把電影看一次。
17 



︱封閉
看起來，古天農的戲劇道路似乎一直都很順

利，但原來在他剛起步的時候，也有難以面對的

困難，而這方面的困難便是來自家人。「最難忘
的是家人的反對，因為他們一直認為從事戲劇事
業難以維生， 一方面自己要吃飯，另一方面也要
交通費等等，這些在將來都無法承擔。」古說。

終於在古天農中五那一年，他與家人決裂：「我
叉不是參加黑社會，我覺得我為戲劇付出是值得
的。只要我覺得有意思，我學到東西，叉開心，
為什麼不能做？」結果就這樣，古離家出走了四
年，沒有回家，即使大學學費也是向政府貸款。
一直到了他大學畢業後，他的家人才把他叫回家
來，向他道歉：「我感覺在當時的香港社會，父

母向子女道歉是很難得的，你可以想像當時的情

形。但是我感到很高興，因為我向父母證明了自
己的選擇是可以維生的。試問叉有幾多人可以做
自己喜歡的事，叉可以有人工？這是我感覺最幸
福的地方。」因此，藉著自己的經歷，古說出了
自己對人生的其中一種看法：「我並不是鼓勵大
家離家出走，但是人要有種堅持，只是你認為是
對的，便要堅持。」

那麼，除了堅持以外，古在戲劇路上曾經過

過這麼多的困難，他叉是如何去面對的呢？「有

困難最重要不要自己『收埋』，要把問題說出

來。」他舉了一個例：他參與的劇團經常面對財
政上的困難，於是他把問題說出來，別人贊助他
們劇團在北角碼頭的一艘船上舉辦教育活動， 參

加者除了可以上觀光船觀賞話劇外，也可以上工
作坊，啟發他們的創意。古同時也鼓勵大家：

「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行
動要積極，便是解決問題的 <ning陶

重要一環。」

回吋期望
問及古對未來工作的期望，古回答：

「我希望推動教育事業，以前我曾經放棄
過教書，但我發覺我現在還是在教書，例

如《伴我同行﹜這齣劇，它的確可以讓你

感受到人生的某種意義。如果老師是在傳
遞信息給你，那麼導一齣戲也是在傳達一
種訊息，就好像老師一樣。好像現在我這
樣跟你說話也當作是一種分享 ，我的說話
對你有影響 ，我也是在盼演一個老師的角
色。」

18 



巨函但
對於大學生，古天農有以下的看法：

「一般大學生都不太敢表達自己的看
法，他們的視野較窄，只看到身邊的事物
，久而久之，人會變得冷漠、個人，他們
只會關注自己的世界，對外面的世界不聞

不間。其實所謂『大學生』’那個『大』
字的意思是指學生的思維要大、博，視野
要闊，而並不是因為有小、中學生才有

『大學生』的。」
因此，古有以下的信息想帶給大家：

「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例如我
經常跟我的演員說，兩個人做對手戲，你
是要幫他做好他的戲﹔但如果你只顧做好
自己的戲，便只有各有各做了。所以，人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看多一些別人，在
幫人的同時也在幫自己。」

． 「另外，我們要學習把事物看得闊一
些，即使遇到一些挫折，在十年後回頭看
這些挫折也只會感到這些挫折只是小事而

已，因此，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窄。」

團記

從看﹛頭條新聞〉開始，便對「古天農」的名字很熟悉，尤其對他在節目中的抵死表現感到十分
印象深刻。在中學的時候，曾經聽過古天農到我們學校做的一個演講，感覺上，以為古先生是一位很
嚴肅的人，但經過這次訪問，發覺古先生是一個很風趣幽默的人，在訪問過程中我們不時都笑聲百出

。筆者自間在這次訪問中除了學習到應有的訪問技巧外，也從古先生身上學到不少人生的哲理，希望

大家看完以上的文章，都可以好像筆者般獲益良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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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盲 當

一對新人結婚時，要宣誼－篇智富，內容大概是應允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離不藥，－起渡過每－個難關。

世界貿易組纖（世貿）就好像一個婚約，不同國家是在－

起，本著－個原則一一與其他國家平等地貿易。開放自己
的市場會增加競潭，但相對地，尤其是在世貿悔約底下，
本土市場會較易曼外國市場影響。我們生活在香港，資源

十分充裕，世界語地的貨品都可在這裡找到，但我們有否

想想每件貨品背後，其實都有不同的故事？身處於國際大

都市，物資的＋樟路口，雖們是否應該的思韋造個問題？

學 MC6在香港

種賈商宣夜三瓦}t,1[1:事，目的在於提棋一個帶台乎成員回
去處理貿易事務，解決貿易紛箏。世貿其中－項聽則為主!I低
關稅及自由平等的貿易，使貿易量增加，這樣，這易雙方都可

以從中得到益處。早前於香港舉行的部長級會議 J是組鶴的優

高級的會議，至今已是第六固舍。會議前有不少成員國對香港

會議不感樂觀，認為各國之間的分歧太大，香港首當將不．有

任何成果。在會議進行其間的幾日，－些發展中的國家表示不
滿會議的議程，認為他們所關心的議題不被詳細討論。那些國

家討價還價，盡力為自己的國家拿到最多的好處。

出乎意料地，在會議的最值一天，各國最終都趕及於深夜
達成協議。 《香港宣言》 涉獵了很多議題，例如最受詮目的農
產晶問題、工業產品的關稅計算方法、環境問題及一些中d

鱷－~··－ a 同一－ TC UN-

字？？以瑞士公式作依歸，計算工業貨晶的出口，方針為關稅7.k準愈高、調
11 .、 鑿的幅度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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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從土述的重點來說，－些發廣中國家的確可以拿

到不少好處﹒一直以來那些發達的國家都對本土的農業出品有
很大的盒錢資助于國眩， 發達國家的出口價措是低於成本的，
競羲力也，相對地高 。 但反過來 ， 那些發展中的國家因為資

窮，很本沒有能力去幫助本土農業。面對價格低朧的外國進口

貨，消費者自會作出精明的選擇。現在那些資助被取消，原本
沒有任何優勢的貨晶有望可以跟外國貨晶－比高下。另外一些
倚賴棉花出口為生的國家可以自由進入外國的市場，－改l英雄
滯銷的慘況。無線這是改善發底中國家的重要－步。

、電／

際專易＝糖衣毒藥？
‘冒 正如引申書所引述，進行貿易就好像進入－個關億’ ，但參與雙方不用理會對
的油畫畫，桶的，只是如何為自己爭取更加多。即使賞罰利潤豐厚，雙方會遞

過協商以不停的聽得好處﹔現實上，貿易就像－場角力避戲，誰的力氣較大，
誰就是大富家﹔誰的能力較低，誰的回報就• . 呦，

單易.，.，.， 在基礎上應是互惠畫剩自~與雙方必定可以從過程中得
’。就香、為例，本港人多地少，－位工人的價格相對地會較－眠土地便

宜得多 0 .. f.﹔白線地 ， －些勞工密集的工業，如製戳，電子業等 ， 會擁有相對的

勢﹒那些侖賴土地的工業如耕種，會漸潮地被淘試了。這個故事正正是香港
＋年代的寫嗯，自八＋年開始，我們入口沒有對比優勢的產晶如糧食 ， 同時

口可竺l裂和電子零件產品。
自由貿易其實是對雙方都有好處的。可惜的是，現在很多國家的政府都積

極地干預自由的貿易政策，最明顯不過的有關稅，其次有入口配額限制、禁運
等。一些較間攘的措施有出口補助、反傾銷法等。這一切的干預措施都會會貿

易本身變了賞。假設原本入口貨晶甲會會本土居民有較便宜的選擇，也會該出

口圍有利可圖﹔可是政府因為要保障本土工業而禁止貿易，這樣，得到好處的

只有那些受保護的生產商，但卻當了其他原本的受益者，這是其中－個干預自

由貿易的例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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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個例子是出口大量傾銷的問題。在自由貿易的大前提
下，各國的貨品以其成本定價，這樣生產者既可合理地收回成

本，消費膚又可以自由選擇合適的貨晶，互fl互利 刊可是，出口

捕助會事情變得很種雜。譬如說一個國家對某貨晶提供大量資
助，使其貨晶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口。這並不是－種良性競爭，

因為被贊助的－方會失去改善晶質的動力，而另－方會因貨物不
能賣出而終止生產的業務。最繕，市場上只會有－種貨品，那些

沒有被支持的生產者淡然地退下來，消費者少了選擇，更進一步
的是，那些用來資助出口的稿助用在錯殼的地方土，損失的還有

那些社會應得的－群。

政府往往都愛以各種不同的理由，如保鐘國家主業戶 幫助創

新幼嫩的企業，又或是阻擋外國文化入侵響，義阻礙貿易發畏。
當然有些理由是必要的，如反傾銷的行為，但卻有不少的理由令

我們E恩捧得其解。以下為－些不公平貿易的例子。

學 鵲入霍夫米？
在每－次世貿部長級的會議時，總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示聞自者﹔其中

最廣為人知的必定是來自南聾的農民。租訶聽道沒有加入世賢以前，農民
生活很好， f所生產的大朱可以拿到市場售頁。在沒有開放大來市場前，因
沒有競爭者 刊 所以價錢較貴。理論土如果外國貨晶流入當地d 供應量相應

增加，價格窗前會揖所下誦。而良性的競爭會導致貨晶質量提升，整體土
社會應是得益的。

但發達國家對祖國出口的大朱提供大額補貼，會南聾的大朱市場完全

失去競事力。－些南韓農民因為接受不了事實，遂放棄事業，走到街上維
護自己的利益。其實爾韓並不是雌－受影響的國家，南美的烏拉量也身受
其害。在那些發達國家的強攻下，烏拉壘失去了一些市場。其他的例子還
有棉花的出口鋪貼。

歸恨究底，現（t人在商言商，即使受了調失也不可＝以輸打聽要＼. o'i當初
簽署協議時，大家都是自願協商的。可是過分的榨取是否有需要呢？他們

要大來，卻沒想到考慮到其所產生的影響是何真的汰。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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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開放，自己的市場其實未嘗是一件壞事。如果一個經濟體系只靠本土的
道費，長遷來說是沒有很多的得溢的。而外來的資盒會把錢術和機器引進

到當地，從而助長本地生產。因此，貿易對本土經濟是看「定的正面影
響。

大家有晉想到，聽們現今眼看見手碰到的貨品，來到香港這裡並非偶

然，其實背蠻有很多人為這件貨晶付出過汗水利勢力。如果雙方都合作愉

快，這是－件值得高興的事。可是，發達國家的企業在那些貧窮國家僱周

之低價勞工，他們的工作環境續惡劣，工時長，時兢低。那幫完成晶在其
他地方售賣時，價並不是十分低。差額很多都落在那土生產商的口袋中。

當我們穿上漂亮的費服時，那些在遼方銷工生活好嗎？當我們在街市煩惱

晚上做什麼藥時，他們則正在為晚土有沒有食物而懊惱。

雖然有說法認為其實那些低價勞工別無他選，如果他們不被僱用，他
們可能會喪失雄一的工作機會，所以那些大機構可以繼續僱用那些員工。
某程度止是合理的，沒有了這份工作，疆生存的機會也沒有了。但他們長 團

期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尤其是那些童工，他們的待遇跟那件貨晶的售價

成比例嗎？為那件貧晶付出最多的人，是晉可以得到的報酬呢？要維持－
h、 1 -

條生產線，也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冉的健康和生命了。 - .• I 
要貿損公平祠，雙方都有不可推卸的重倍。軍﹛達國家在貿易時，應顧及

道德土的影響。工資要合理μ 工作環境要符合最基本的要求三 說到底品 銷

工也是人 、字號這個地球，聽們有責任去E相扶持，伊拉互相持~！ ,0 ·'1:'"·· • ~'....~ 
句句1W蟬圓圓圓臨輛

手，I

弓，

盟員會議順利績束，穿以說是完成了－份功課。這份功語a雖然寫處7 ！ 但還2豈
有被我們去批改 J只要看看到時各國有雷真的實行協議的兩容 r便知道這份功課是
盃及格j O ; 4 / ’ 旭

遺 L一·~＼ r. 必
憾的－點是世貿會議舉行其間正是輯們考試的時間 究會聽們的專達力都放在

書本」士 。現在新的學期剛剛開始，當課業還不是采繁重時 4我們不妨可ii看看有關
世賀的書籍，恩黨可下自－己在這個問題土的定位 ﹝抑或重11r＝下我們郡王單單』色鼻
臟的－星期 1 相信特定會獲益良多。 引自 ︱， 但 斗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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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月二＋七日至十－月二十八日，法國－家醫院的手術台
止，三＋八庸的法國女子伊莎貝爾﹒迪諾爾接受了全球首宗 r換臉」

手銜。

二＋四小時後，麻醉劑消散，迪諾爾從昏迷中甦醒，在她的股

上，原先被狗胺爛的巴掌大的皮膚不見了，替換上的是－塊來自另－
名腦韓死亡女子的股皮。

世界為之震驚！

目前，世界各國也正秘密研究這備受注目的換面接術﹔全球在

r換臉」手術領姆是在前列的是英國、美國和法國。二零零三年，英
國倫敦皇家自由醫院就曾計劃進行換臉手街，但是被當局勒令中止，

要求先進行更多科研 η以解除醫學及心理學的風險凝慮。美國儷亥儷
州克里夫闊診所今年也獲得7 「換臉許可權』，但是在全球尋找 r換
臉志願者」朱果，手術最終沒能成行。而撼有關專家透露，我國 r換

臉」手術也在積極進行之中，只要找到合適的病人，馬上能進入臨床
階段。

在香港導演吳宇森－九九七年瓢導的電影《奪回鐘雄》中，－嘗
一匪的換臉過程完成於幾個體美的畫面剪撥。而現實中，被醫學界認

為 r手術禁區」的 r換臉』’究竟有什麼神奇之處？

甚麼是臉？

臉是指雙耳之間、從額頭接際沿線－直到頸部的區織，包括眼

睛、鼻子、耳朵、嘴巴和頸部（下領）等器官，深度則為臉皮、皮下
軟組緻（皮下脂肪和肌肉），－直到骨幟的部份。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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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 r

為「全面部復合組饋異體移植」，只有全臘

為嚴格意義的「換臉」 0

‘－般的 r植皮」手術。

們給因燒傷、事故或其他原因進成面都畸形的病人實施

，將病人背部、手臂、臀部和腿部皮膚移植到艙土。但這卻會

捕人猶如懿上面具般難看，即使是最好的治療，也只能續他們看起來悔

聽著畸形而且刀疤橫生的面具，而且就算進行多次矯彤，亦只能做緝部
分的臉都功能。

現在，面都移植將結－些人 r重生」的機會。只需常規顯微外科手

術，專家就能從死臺僅六至八小時的措獻者身土取下整個臉部，割去病

人 r當臉」，將 r新臉』和病人受損血管及神經精確接舍，總會在病人

臉上。包括從土發際線到下巴、從在萬到右耳的所有皮膚，舅子、嘴
唇、眉毛、眼皮和所有皮下脂肪、－些肌肉和神經組織將全部「煥然－

新」。

換臉過程

蠣專業醫生稽， r換臉手術」對醫學界來說是－項重大挑戰，因為
臉部運動牽涉到超過三十處肌肉，比其他器官移植更為困躍。

過程如下：
－－首先要找到膚色、膚質、面都肌肉等與受贈者相似的揖贈者（死

者）。
三﹒將揖贈者從頭接到耳~、下領的臉都皮膚完整取下，移植到受贈者
臉上。手銜後，受贈者的新臉要保持正常形態，不影響吃飯、睜眼和視

物等。
三﹒手街時，醫生先取下死去僅六至八小時的揖贈者的臉都皮膚﹔
鄉的另－間手術室，醫生將剝離接受移植者的「蔔臉』，其面

用夾子夾住，肌肉和神經組纖則被留下。
四﹒隨後是最關鍵的「臉都再造」’醫生必須將受體的

與移植面都精確接舍，再將「新臉」飽含在患者驗止。

整個手街異常艱簣，至少持續三十四小時。



‘ .., . 
換臉事講
驗是不是可以像買致服一樣，不想要就

面雙雄》中，兩位男主角的臉被玻噶罩子摘
換﹔現實中，換臉手術不同於一般的器官移植’
的二＋四小時，其後果可能超越人們的想像，困

在著E犬的事議。

-) 潛在風險
手術失敗將成 r無臉」人

進行換臉手術後，短時間內可能出現血管堵塞，血液供應停止，

導致皮膚壞死，這是所有顯微外科手術可能遇到的問題。此外，人臉是
－個外暴露器官 ，可能數生面都感染，切口本身也存在傷口愈合不好的
問題。

人

、

他
臉

對
麼
無

到
有
那
r

而且是終身

喝題倒不

，藥物不能

手俯失敗，
將不得不從患

而造成更大的傷害。換臉

帶來終身的噩夢。

月時間才能做復正常。直

B進行充分的臉部運動和擁
，萬一患者對新臉非常排斥，

法挽回 r首臉」，從此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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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服用兔疫黨物﹔兔疫力下降增加癌症機率

世界止的第－例「換臉」手術雖獲得成功，對於真可能出現的後遁症
苟尚不德而知。 r換臉」後的排斥反應終1身不會消除，因此必須終身服

抑制自身免疫系統的藥物以避兔掰異反應，副作用肯定存在，目
只能把藥物的副作用控制在相對安全範圈，不會危＆患者生命﹔但這

胸仍會對病人的腎臟和肝臟造成不良影響。另外，由於是異體移植，

機體兔痠力和抗感染能力都會下降，會誘發腫瘤，增加癌症機率。

相對來說，異體驗的存活比較容易做到，但是面都衰惰的做復和功白色

重建比較困難。 、

從頭髮到耳朵及下領完整移植到受贈者臉上，兩張臉的血管和神經要

對應接過，功能也要撥通，否則受贈者的新臉無法保持正常人的臉都彤

態 。 r最曦的結果就是面容像面具－樣。」專家指出，從幫憊的移植到動

態的頭惰，做復，需要半年甚至－年，最難，恢復的是購巴土的皮膚。

二） 換臉者和家屬需心理疏導

r換臉手術」不是－般的美容手術，接受換臉的患者還要有相當健康

的心理質素。臉是人相互諒論的基礎，需要－定時間才能適應 。 病人要面

對自己完全不同的面貌，突然換－張新臉，如果換臉者沒有良好的心理質
豪會很難承受。

因此，必須對換臉者進行干預、治療、支持等－系列的心理幫助 。 同

時，手術後對患者周圍的人，尤其是親人進行心理疏導也很必要的，因為
他們的心理也需要接受新臉的轉變 。



可能引發的法律、倫理等問題

從法律上的肖像權說， r換臉」涉及兩張臉，供者和授者。只要棋書

或家屬簽下協詣，聲明揖出器官，換臘人得到一張新臉，就沒侵犯崗像
權﹔如果雙方沒有達成協議，換上一張新臉，意昧著侵犯了肖像權。

另外， r換臉」還有可能「換」出倫理問題。由於 r換臉」後的臉可

能既不像供者，也不德曼脅，可能是－個「第三者」。由此可引發－系列
的倫理問題。

心理學家說，對「換驗人」來說，自己要承受心理壓力，其中包括能
否承受因臉面變換，帶來的 r身份」難題一一他（她）怎麼面對其他人等
等﹔對其他人來說，怎麼來確認 r換臉人」和自己的關憬，絕對需要－個

心理適應翔。

r發們通常是看臉認人，要是換了驗，我們怎麼認？」因此， r換臉
人」的法律、社會關係肯定混亂。譬如說，如果 r換驗人」債台高鏢，別

人找上門， r換臉人」可以完全推腕。人是社會的人，臉面是這社會角色
的主要特徵 o

同時，醫生的倫理問題也值得關注，醫生做換臉手術究竟是出於新奇

還是醫學按術克分成熱後所傲的選擇仍不得而知。

四） 受者是對捕者的不尊重

土海專家經過研究後發現，換臉後，術後外親將會融合捐贈者兩個人

的外觀。因此，有人認為，儘管臉果是治用換臉者的原型，但實際面都畢

竟使用了揖贈者的臉，這是對死者的不尊重。

被撤早前於上海進行的－項調查發現， 64%的市民認間換臉，但是有

18%的市民反對，他們認為臉畢竟是社會的論別標諒，不能隨便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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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負擔：手術費用最高達二百萬元

L脫費用會根j膚病人衷情肌肉缺損程度有所浮動，－般在五萬至
二百萬元不等。如果毀壞者的羲情缺損嚴重，費用就需三E萬元。而

且換臉手術和其他器官移植手術－樣，換臉手術後，患者要長期服用
昂貴的兔痠抑制藥物，每年大概需要四至五萬元，經濟壓力是很大
的，過對於－個普遍的毀容者來說，難以承受。

六） t罪犯換驗鑽法律翩

，假使有揖臉人揖獻臉，也必須通過－套獨特的審批系
上級申請，通過行政部門審批，然後再經過留學倫

瘋鹽、衛生部門等－系列相關部門的審核才可以。

會觀必須嚴重曼擱一一一囡瓣，電懦、外傷、生病~畸形而顏面
受損的病人，長久以來都只能活在黑暗之中。



. 
基於「換臉」可能錯患者帶來的心理、倫理上的「後遺症」的擔

心，醫學界衰示「換臉術」應獨為「復合移植手術」 ， 只針對面都嚴
重畸形者，巴對生活、心理帶來極大影響的人，沒有任何其他整容手
段可以幫助，恢復他們的容親，例如那些火災或者車梢的受害者 。 對他

們來說 ， 換臉的好處應遺遍大於風險 。 手俯必須能滅輕他們精神、心
理方面的痛昔，提高其生存質囂 。

手術的目的是讓患者不再有－張令人恐懼的面容 。 因此，患者最
好是頭頸、兩頰、服都周圍、鼻子、嘴巴哀居全部毀壞，已不敢與社

會、人群接觸。

此外，癌症患者、燒傷面積達90%以上的患者均被掰除在外 。 因為
萬－移植新臉後身體出現攤斥，身體的其他部位必須有可用的皮膚姆

接到臉上 。

換－張臉到底有多難？
r換臉」手術難度極高，主要有以下兩大困難：

據中國醫學科學院外科醫院義示，顏面移植手術目前還面臨著多
技術難題 。 首先，手術時可能需要多個專家團隊以輪流方式在不只－

個手術室內進行。另外，整強驗移植後的血供涉及動脈和靜脈多個系
統，如此種雜的血管系統在探集和移植過程中，都需要極其精細的操
作。血管吻合後，新的血供建立時，出現任何小問題都可能造成移植

皮姆大面積續死。 k 『

面部移植要先去除移植者的皮下脂肪，再將－個帶有嘴宮、下

領、耳呆、鼻子、八條主要血管的完整面都罩在接受移植者原來的面

部位置上。其中眼臉部位皮膚操作難度最大，而激活被切斷的面都

經系統的再生1 則是因部移值手術的關鍵 。 神經點能否全部吻合？如
果神經不能成活，新臉會出現表情呆板、無表情的狀況。餐情要求的

精確度＋分寓，年容不得絲毫撞績，哪咱是－棋未謝神經的錯失，

也可能變奸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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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體非常難求

一般人可能都有這個疑問一一為患者換的「臉」是從哪裡來的

的臉都是從死者臉上來的，要搞到膚色、膚質、臉型、面都肌

曼贈者相似的揖獻者（死者），非常困難。

}? 
外， r換臉」手術難度之－’，臉要跟臉龐接上表J 要求很高，
血型相間，軟組鐵、脂助等都要相符合。 I - ...) • / 

現在的問題是，多數死者都是老死的，年齡~老的皮膚結構和彈
不好，血管可能會有小動脈硬化，影響血管吻合﹔因擔。可能存在

他不利因蠢，對於病死者的臉也不能用，因為害咱有癌細胞﹔最理
想的可以換給患者的臉是意外傷亡者的捐贈 b 對這些傷者的家圈，是

，將 r臉』娟獻出來，這都是很大的考驗。

醫生界羲示， r換臉』師御街預期教男主可分三個層次有 首先是移
植組織成活，切合愈合﹔再是有比較鴻章勵靜態面容﹔ r最高境界」

則是恢復自然、豐富的表情活動。 r換臉」供體非常難求。

換臉實例
接受世界首例部分面都移植手術的是現年三＋八誨的法國婦女伊

莎貝爾，今年五月的－天，她－人在j盔＆直食不慎服用了過量的領靜
藥物，伊莎貝爾在沙發土陷入河虜，，也穹間司司睡不拉多獵狗發現主
人「長睡不起」，便跳到主

副主人的臉頰， 伊訝，直爾的鼻子、瞄
吾吾與治療的醫生自輯： ： 軍伊莎貝爾的鼻

了－個大洞。從風揖割下巴的大部分
和牙齒還算完整 i」

正
/ 



十二月二日，她在法國E臨大學曹限接受了
爾揖獻器官者在手術前數小時死於自髓，死時恰恰也連三十八續。被
送到醫院時，這名婦女腦死亡。死者家屬同意揖贈器官，進行事締。

醫生於其臉土取出所需的驗都組鐵、肌肉、動路及靜脈血管﹔被割出

的三角形臉皮包括鼻子、嘴及下巴，移植到毀容婦臉上後，再切除多
餘的皮膚，手術歷時五小時。手術後她的情況良好。電腦模攤顯示，
她的新驗孔將會是自己及揭贈者的混合體。

方聾明說，這手術能有繳械復她在意外後失去的駿部功能，
r除了美觀因素，毀容造成的傷害，嚴重影響其說話及咀闊的能

力」’遺些傷害甚至無法利用傳統的口腔及臉部手術技巧治療。

該撮人接受手術後，仍在深切治療部觀察。她將需要服用抑制兔

權力的讀物，防止身體攤Ii揖贈者的組織，而日後將轉介至里昂的大

學醫院續續摟受過貝爾納的監察。

r換面』字胃爾曼世人關住，其研究與發底也日趨成為，是不是
從l尬以自畫面前揖甸的聽者可以依靠這種方法做復美麗？是不是未來我

們可以自由地變成另－個本的容顏？

”叮 II
日新月異，由以前換人體內裡的器官，如肝臟、腎、眼

在可以挽回肢，甚至是 r換臉」。不難想像，將來有

A都給換悶，那麼 ，i人的身份就會否變得愈來愈脆弱，優

跟機撼人t轍，使僅獨特的身份？

醫學界認為，目前蟲臉手品的科研價值大於實用價值 。 手術帶來
的負面影響可能遭遇大於手術娘果，因此意義不犬 。 就以接受手街那
婦女為例， 面都被狗嚴重股傷，面都可能做損、很不美觀，但是至少

命沒有危險，n@,I電移植手術和服用抗排異議的副作用可能引起致命

病，例如嚴聾！聽§輯、腫瘤。加土高昂的手術質和醫藥費，可見換臉

it續不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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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想想，若撇除－切客觀因蠢，如換臉手術的危險性、手術寶
貴、道德問題，身分認間等問題。沒有經歷過嚴重的面都創傷，亦

不曾換臉的我們，根本無法理解那些身心受害的人的心理，但有時看

到臉上小小的暗瘡，都會千方百計擠走官、化妝遮掩官、甚至達藥膏
,..b. ...... 0 將心比己，對於－些臉都被大面積毀容的患者來說，提出換臉

求可算是情有可原，但是目前很多年輕人也加入了盲目的要求
r換臉」的隊伍。這部分人所要求的換臉就是要通過無限制地手術使

自己看上去愈來愈年輕、愈來愈美麗，鼻子整形了三次，下巴盤形了
四次．．．．．

另一方面，毫無疑問換臉可以會受書者重獲新生，不用再懼怕別 1

人提以歧視的目光，丟棄面罩，理直氣壯地面對世人 ~. 由此亦衍生－ ！
連串問題，換臉是給受害者逃避現實、忘記過去“一決辦議 4他 1
飾了面上的疤寓，心裡的疤痕、創傷是否亦儷揮之則丟呢？若鐘用或 l
不適當使用這門技街，是否會成為罪犯逃脫法鋼的縣辦法？

還會產生其他問題。有的人

愈不滿意，愈改愈不痛快，
希望通過整容改變現狀。

、／

很多人也認為，換臉是萬不得已的下下績。選擇什麼樣的人換
臉？什麼樣的臉該換？醫學界應該有個尺度 O . l 'K 

(VI{ I v ‘ 

最後， r換臉」技術帶來的－些鍵慮，大家不妨深思－下。

「沒了臉還能算人嗎？」
「臉是人的身份証，換臉就等於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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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禽流！翻隨霸撞了全J:j告午多國家和地
區，給人員期3生命和財濫造成巨大威脅，引起了國
際社會的高度雷見。禽流感考驗曹公照自憫學素質

和心理素質。面對禽湖惑，一些民索出現了過度恐
痴心理。有的談「禽」色變，有的不敢吃禽肉禽蛋

： ，有的蹦蹦防勢匆。科學韌冒出，禽流廊見仍以
可 動物禮品為主，贈我已有人員贈澡禽流！到青毒並導

致死亡自叫固例，但目前尚缺乏禽流感在人與人之間
傳播的諂康。因此，大思烈必人，t,vl堂，.皇。

什麼是禽流感？

禽流感是禽畜流仿︱生啟富的簡稱，它是一種由

甲型流間商毒的一種亞型（也稱禽流研育毒）引起

自引導染性疾病，被國際獸疫局定為甲類傳染病，又
稱真性雞瘟或歐j~11
流感可分為高至艾病性、低致病性和非致病︱笠禽湖~

三大類。非致病性禽流感不會引起明顯症狀，（劃吏
染病的島嘯章內產生病毒抗體。低致病性禽流感可

使農議員出1那里度閉及遺症狀，食畫畫成少，產蛋量下
降，不會使它﹛閉E亡。高￥t病性禽流感最為嚴重，

發病率和死亡率均高，感諜自軍備常常「全軍覆沒

」。

歷史上的禽流感

刻獸中記錄自撮早發生的禽湖會在一八七八年
，義大利發生雞群大量死亡，當時干崩再為難瘟。到
一九五五年，科學家證賣其致病病毒為甲型流廟商
毒。此後，這種疾病被更名為禽湖惑。禽湖該被發

現百多年來，人員碰沒有唱戲撫恤9瓣廓。治療
方法，﹔當似消毒、 f麟、大量輔擒畜的方）卸方
l卡草草草証。



禽）沛惑和流得︱生感冒有什麼區別？

流佇︱世~冒一般分為三種，即甲型、乙型和丙型。乙
型和丙型流行性感冒一自趴在人群中傳播，？把傳染至u其
做翩。甲型流行︱咽富大部分者提禽流感，禽流！到搞

一般他總人發病。禽泊~主要在駕護頁中關專播，偶可感

染至人，用富床詢服必員流行性感冒相似，但人禽流愚
症狀重、併發症多、病亨薛漓，疫苗接種無效，與普通流

感有一定區別。

禽流感的主要傳播途徑

從微生物學角度講，禽流感並不容在人類問爆發。

有三個方面的原因阻上了禽流感病單甘人組~；蔓襲。首先
，人閉及道上關目胞不含禽流感病觀俯身生受體，即禽

流愚病毒不容易被人骨翻臨蹦恤吉合﹔第二， F丹有能在

人群中流j奇的﹔加翻譯霉，其基因他必須含有幾個人湖劉青

劃9基因片斷﹔第三，萬i¥t病性自白禽湖~病毒由於含鹼︱生

氫基酸數目較多，使其在人體內自嗨製比較困難。所以禽
湖~病毒一直被認為只會在獻頁間感染散佈’直到一九九

七年香港聽見了第一起人類感染禽流廟青毒案例後，人們
才開始意報到禽沛劉青毒也可能感染人類。邱吉﹔家禽；@E巨

離的接觸是感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病雞糞便中的

酬禽流感韻宋會在空氣中關霄，並被風帶走，人類若不

經意枷及入帥部，也會造即發染。但目前尚未聽見由於吃

雞肉和難蛋而受到感剿嘛例。

禽流感病毒難以消滅

流感病毒為了生存而不斷發生變異，以逃脫動物產
生的特異︱白鹿抗力。人們為了予郎方禽湖會也研製出了各種

疫苗。但棚童在產生特異性抗體後，病毒為逃脫機體m業

殺而之間社也發生智差異，這樣原有自由繭盟朕去作用，病

毒就可使輯燒叡撥病。聞自尤目前師右疫技佩日手段而
言，禽流勵育毒皂、尚j戚不了的。





、》 Tamiflu15





身為中國人，我f宮里應為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同時，相信大家都想瞭解這頂計畫。二零零七

年計畫發組訂單頁「婦燭→虎」（a+1 ）衛屬單用東方紅三號（闊的）衛星平臺，並使用運載能力
為他球同步關多軌道二千六百公斤自張征三號甲運載火箭，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升空。這顆月官銜
星的在動飛行一年 。星上搭載廿重有效載荷，分別是用於月球表面三維影像獨自螂酬謝鵬總射商
度計，用於月表化學元素蚓耀騙、目的楓樹吃譜（顛倒／激~嗨，用於月壤厚度翩l歐撤湖棚l服
用於1也月空間環境探泊的古肉湯高腦立子捕鵬觀除陽風粒子掃自惜。

弟一：

獨闖球表面封建景線，劃分月球表面的基本月3酥日構造單元﹔

第三：
分析月球表面有用元素含量和物質員膛的分佈愕白，對月球表面有用元素進行探測﹔

第三：
；目U月1鸚守性﹔
四：
f削他自盟關環境，記錄原始均扇風資料，研究她易活動華社也月空間環境自獨錯。









口

鴨寮歷史與奇聞

瓏喲窩棚暸街是個「爛J t助。賣馴t是「爛J 東西：二手鐵鋒、簧色雜諒。
然而，這條毫不瀏喲「爛J 街卻是「六熔爐J O 

它是一位傳寶聖地，叉是罪置身單床﹔
有高級影音，叉有爛小提琴﹔

國嗽日名，每年朝之吵吵幢幢害慕名而來，創防雨立瑕。

在一﹔欠的整瞬預牌，總共收集了六到自制廢惕。

無論你是轉篇甜蜜，或觀蟬態已敬而遠之，何嚇倒湖唐寮銜。你究竟對它有多大懿截？

讓我（師再究研究。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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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處是瞞你

申攝制淤地鐵翩翩A 、 C出口，
就在西九龍中，凶過政府合署對出的直街 o

用鳥 1

寮銜原是甲顧村佇
值。

原來，鴨寮街真的翩翩有關。

蚓包一百埔5 ，鴨難i 常是（咐，
有不少翻開閉，自如法申徹黨為名。

那中聞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一
直年4組今天，聲彈制咐卻成了國際
失睹的二手夫堂、尋寶瞬間呢？



一九一零～－11li霉的申暸

從六海到陸地

.. 『．

擔一些香油肪掌8姐載，在一九一零年代，鴨寮概誰止鳥是－ ..._.. . .. ’ 
片六海 。 其後，政府進行六繡真頃海工程，闖闖了汝州街、欽州街 ：L﹔三急起，今.. .;.:: • 四可于色·
、黃竹街等到l躺道，當然包駐角懶銜。 i～伏，也加拉話，而去﹔ ~－

111ijij ’”.::, "'"z:;iu 1; : ， 、－：~哎~圖 Llru~＂
如前文所述，最初的懶衛建→集J,~鸝糙的村落， 叫甲賴 ”：一心1月，； ！已 .....！注~.：： : .-

村。布局國提簡單的糊才生活。 ~｝，.，，「 4人＼」且－；：. ；

-11Ji零～一九八割9雄架攤
蘊架攤竟是黃金商揚的前身？

到了五十、六＋年代，鴨寮街開始轉變，或者由於當時有大量難

民湧入，人口大增，有市民因缺乏金錢，就在鴨寮街設檔攤擺賣，
將家中舊的、沒用的東西以康價售簣，當時有舊火水爐、舊鞋等，

還有五金和古董，以「街邊檔」（即小服檔）為主。那時並沒有太

多的電子零件出售，結果鴨寮街成了專售賣雜貨、二手物料的地方

，別人稱之為「妞架攤J 。

六七暴動期間，有人卻瞭銜投放手榴彈，政府官令所有店§鰱
早至五時閥門，令這條街道一度勸學一片死肢。

踏入七＋年代，香港的電子零件廠開腦曾多，當製造了一些質葉

欠佳的產品時，廠方就會把它們賣到鴨寮銜，電子零件這時已成為

鴨寮銜的主要售賣貨品。後來兩夫美國電腦公司一一英特爾（ Intel 
）和國際商用機器（Bv1）的電路零件賴轉封怪鴨難i出售，這類生

意﹛斯囉求，有老闊另覓地方，高登和黃金電腦商揚相繼出現。

亦由於商店位置不足，人作喝令是個鸝輸後段（鉗制街至樹楠 ？
』‘

段）和兩旁的積街閉舖，成了鴨寮街臨頭。

一九八零至1踢在的臉錦8
一登龍門，聲價E倍

六＋年﹛·~歸瞞的店2師金是每月六百元，但到了今矢，租金急
升接近一百倍，一間約二百眠的店舖’月租便要三萬至五六萬元不

等。

緣政府縮十，甲殷實衛在剿，亡時間鐵得平均每小時J喻為五千五百

人，數字相當驚人，有見及此，政府有意把它發康成旅遊點。為了
l 改善行人買賣績，運輸署於二零零一年＋月四日起，在桂林街和南昌

衛的－i如顧實銜劃為行人專用街道，由中午＋二時至晚上九時禁止
所有車輛駛入。

”H 



記賣什麼？

現在甲驟翎鳴舖可分為關買：店舖及胡同富。

握絕思義，﹔1晴是指在路中心，黃色格仔搬回包小服檔﹔店舖二字當然不用再解釋。

Apliu 'Stree .. t 

鴨寮街

影吉夫堂

店鋪以手提電話店最多，其灰是電子零件店，還有

售賣電器用品、音響暑蚓、汽輯己件、工程工具等店舖

。店S鞠港幣六E八＋元一套新型家庭影院音響系統﹔
有七百元一具「水貨J 國洲名牌室內數碼無線電話﹔有

一E元一路對低音揚聲器。

各位科大的同學，有沒有想過買一觀了卡懶跆放
在宿舍，一當當老闊的滋眛呢？棚飄香可以買一套閉

路電島市躍胡蘭放在家，在宿舍做→由小型保安中心．．．．．．

售貨員專家集中地＋精率為強偉事策略？

逛過鴨寮綿包朋友，者敗日道申躊E有很多插圖員，形

形式去的產品，例如潔頭頭騙自、魔街系列。它們每每可
以在短農副半小時肉，制農夫矗包市民購買其產品。

這些店鋪車常以短期形去租出，所以每隔一段時間

，亦會聽見老間不同了。

當中令筆者聽眾印象的是甲躊己賣力人與散貨特區。



申膳a,m人

賣刃人，其實就是指責力的售貨員，個F嘶劃包
，居苦挂飄飄具組合。

以1可是實力必蝠，基來上賣刃人是不停重覆j扯
下掰置：

「哥哥要－套（廚具），姐姐又要一套（廚具），我
都說，今日來都種做個宣傳，六＋元一翻拾，外面
的店舖﹒買把骨剪（可斷脅的剪刀）都唔止啦。 J

「現個做個宣傳，送埋把刀，把刃退完就沒有。如果
你轉竄來貫而沒有刃，我只可以說句不好意思，瞻，
你都盼到啦，那些刀只無j下這麼多......_. 

柄圈，發刊回星期之後又見鴨B賣力人，只是換
了另→固舖立，又是同樹包括，叉是同樹包刺骨”．．．

散貨特區

是一間類似＋元店的店舖，有各式趙國包物件，

＋充一懿旦子（即蜴絲蚓、清潔用的鉗等等，在舖
面貼了「糊劃東因，快速散貨J ，但我見它兩三個月

糊助長健在．．”．．

檔

比店舖更專業

早年側翩蜥紮棍的指捕，所賣貨品制自當專議

，就tlD r東帶J 專門店、螺絲謝血氣屬等亦可獨立SI
擋，釣魚專門檔﹔有賣光曾姆國包，甜可軍覽室新或二手
的影宙塵晶。

只耳目您想找果特創RD~貨品，檔主都能一一為

您儕臭。

Apliu ·wstree'l 

鴨寮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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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適其式的產品

而胡同I貨品可說是包羅萬有，有專賣電線插翻包（申篇B中人稱之為「甘四蛛」’取其貨品包羅
萬有的意哩），有實手錶鬧飽9 、有賣玩具電珊包，隨便數出的貨品都能的顧難論到，包括＋四

吋屏幕僻字鐘、目光「懼電膽」、新教防水電子錶、他珍手機充電器等等。

二手交易勝地

每每俗~扇賄，總見很多手鬧鐘人事，其實，車限是斗固關約二手交易市場。那些持拉
軸心有很多也是收買佬（或者服買婆），他﹛雕屋村倒賣收購後，有些就在鴨硨輯，→R科學
計算機，甲翩博當只收十元﹔姆總酬騙自差不遠。

那些贏樹脂胡同富，持民有甚麼齣乃到街上去， E釀有什麼就賣什麼，很多意想不到的東西也

可綿： d嗨琴、得捕，精掌上電腦、手提電鵬縛。

瀏里一擋，竟發現有任天堂（紅白機），隨即睛，竟只售＋五元，買陪聞見我欲意離開，竟

再自劃牌價至＋元。最後由於衛生問題，還是放棄了．．．．．．

被稱為「六姆爐」的鴨寮銜，當然還有行山用品賣、
萬周文踹士的，不知是否正鈞、專用指南針等。

有一攻，經過發現一支 ru巳（翻版，你知）的
行山杖，當時正劈著一整套西裝，間債，是七＋八元﹔及
後御自友口中得知，該行山杖其實只需三＋元（遇有避震

功能）！

剪西劈被關高價，是翻轉中事，但價格劑膳－a五

十四山！可見車曙翻動各彈性（AiCE Bas出ty）真的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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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刀＝瑞士刀？

←ti 算研骨：

大家千萬不可少看這小小的索帶，它的用途是非常廣泛。

搭棚、索電線、鎖儲物櫃（大家可否留意那些空的儲物糧是可

以用索帶索）、反世貿示威，警方拘報示威人士，亦是用索帶
。

但可否知道，廣泛用途的索帶，還不夠十年時光！一九九

九年開始，耳嗓帶才面世，掘。1聶哥全球。只六年時間，索帶
已滲透至我們日常生活。

耳「索帶亦是包謝園紮材料，比起傳繃拼輛闡司購隔著
顯翠拍到憂勢，輕、不會生鏡。

二零零三年下半年開始，由於鋼材大幅漲價，使「索帶」
帶來明顯的成本優勢，比鋼帶平均節省五十巴仙的成本，自知比
，該產品開始大量取代鄧時產品。

萬用刀刀刃可以折疊順旦，樹最瑚巨
的不同擁研之同事斌，重量單暉，方個餅

。當j您在戶外活翻寺， 一把隨身j當帶的萬用

刀是→牛非常好用的工具，可以幫助你料理
動勿’整5里營地，或居︱鏡里裝備。

但它自獨崙土人關月自嗎？

早在一百年前，瑞士→固名叫El羽W的

觀縱事打造各種刀具的事業。 －F\J＇＼零年
代，瑞士軍人自3個人裝備刀貝，由德國製造
改為瑞士自製。當時，瑞士軍方向他們訂購一種便於行軍攜帶、多用途的刀子，為了這個原因，

愉 I EISErer於一F\tL零年設血戰工工會，透過身支術力與政治手腕，在一I\tL一年十月他﹛F粥第一
枷騙刻合瑞士陸軍。軍人更將它命的社軍人的基本眉目篇。由於大受歡迎， E明W 家族在一八九

七年註冊取得專利，於扇揣士刀便正式誕生。

瑞士刀的德文原義是「瑞士軍官刀」’一九四零年代剩目，駐歐﹔﹜IN美動時喜愛濁重多用途的
精巧刀子，但因不會被史發音，而寮性稱之為「卻i ss Arrrr:1 l<n i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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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書機可以說是文具中最不起眼

的。

它可以$頭訝的巴普媽凶挪民整理，

也是最便宜罪喧關9釘裝法。 一且受釘

書攤訓賈錢是十月柄，在眉頭闖過章

可見。每年大學開放日更勢必減為贈
品之一。但對於它的關肢， 一自趴
卻摸不著頭腦。

其童話撞機最初不是一勵$公室

干盟D用品，是為印而！庄業而開發的，
解湖繕真縫割讓髓。

當時裝訂圖劃叫專車仿瑟詛按照「貝胡亂 1種頁縫合宣睞。這是→聞目舊鵝齣工序，對刺刺包

裝訂工人來說是簡單的，但由→H欄§來做卻很困難。因止間提高工作速度的裝訂工人，者鬧聲識
到用拼樂觀制探進行裝訂自湖怯。

一八六九年，波士關抗馬斯﹒布裹格斯發明瞭－（鷗擔當止七個說餾5 。僻卿一家製濁的饒事
這雷聲幾翻白「波士白馬車乖乖裝訂機公司」。伽9機器將鐵絲車L斷並使它彎閉路，然後用它來釘穿書頁
，最後再彎一下將書佮當地圓的3 。

布裹格其陪最初自9訂書機是相當中鯨帥，因為有許多道操作步驟。因此，他在一I\11四年採用了一
種動缸序，該工序首制發動線車L斷並弄彎，做成一串L膨釘書釘。這些釘子可以裝進一個簡單自1臟

器內，該機器可以把這些釘子跟入紙中。這個機器京提如今航運和家中所使用的訂書爛輝型。

打火機，竟比火柴早出現三百年？

現代的火柴是甚麼閻長發日月呢？是一八二六年，由英國的決克利用樹膠和水製成了膏狀的硫化
錦和氯化神，塗宜人〈對更上並夾在酬丘上扭動便產生火。胸了火棚尼？

’ ‘ 

自從世界上第一隻打火機發明到現在，打火機
已有幾百年歷史。它結合了齒輪、彈簧、摩擦、燃
燒餅耀學昔日化輯9元素，有二十多種毒件。

打火機誕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人類學會取火的

階段。最早的誕生可能是一個自寫偶然發現將兩根

小木棍使勁摩擦時會產生火花，由此產生了人類歷

史上最翱V打火機」。

火機的發明人還有待考證。過去一般認為打火

機的圖繪最早出自在西元一五零五年的德國，另外

譯文西的簧輪揖攤裝畫，左方是當輸前搶槍的創E圈，打火機裝置也可能是出自達文西之手，由於手卷的
看方是當年用彈簧驅動的打火機 。土發御手H:k.線以反時間無法確定，因此達文西的圖繪可能是在看到別
時鐘方向轉動，上完發條左邊臀旱卡住轉輸 。左邊幫旱人故宮揮自績錄下殊的。
釋放時，轉輪凶i陳善童方向轉動，輪面摩擦右邊臂桿上

的難觀點產生火花。



達文西護單謝謝幾裝置，左方是館自式槍棚捌面圈，右方是當年用彈簧

驅翻白打火機。上發﹛︱純打火欄法反時鐘方向體b ’上完發條左邊關早卡住轉
輸。在邊關早釋放時，關商凶︱價時鐘方向轉動，輪面摩擦右邊關早上自悔過聲礦

石產主火花。

十八世紀中至十九世紀中的工業革命，歐﹔11N抽個行業者聞單蓋了j澈的質量
革，打火裝置寬植業亦不例外。約一八五零年，香煙工難踏了火機製造業成

為不可分割的一對掌生兄弟。 －f軍采用了引信技計晶宮于丁火機車証生了。它的原

理和今天自助瀾制觀酬。

在十九世紀末，英國曾有一些相當有趣的火車赫白，它（嘲諷司

酌情穌日打火石被→固凸透鏡所取代，以便叫嚷盼l已將』J：幣以〈種

。它﹛F唱噱僵相當郁良。成為收藏家的追捧對象。

大家可知道，中國是生居以糊狀圈，佔世界產量到一半

。單盾﹔而五卸1111的年產量自清達十憶個！

下次大家到甲車霸釘，不防留意下賣相奇特自m：丁火機吧！

手提寵吉：＋年前的雷疆一公斤！？ 大家正值為通話時間超時而煩惱之際，有沒有想

過手機為何會出1則尼？

因為使用者須以手持方式使用電話，所以稱為手
機。

手機已經誕生三寸多年了。這個當年科技人員之
聞自甘競事產物現在己布置虛地開花，給我們的現代生活

帶來了極大且引更利。話說於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在
美國E約曼的目包某個主禍，一名男子的回E約的對
頭，掏出一刊區的有兩塊磚頭大的無線電話，這個人就

是手機的發明者馬丁﹒庫泊，當時他還晶晶torol拍D

工程技術人員，他通霸王動電話的原型系統，打了一

通雷吉，無：EM:>torol拍仿磕頭風雨 T貝爾實驗室扭扭蓮。

十年後， M)torola推出第一部商用行動電話的重重丘九百公克，售價

高達四千美元。 一九八五年，第一台現代意義上的可以商闊的移動電話誕

生。它是說寄電源和天線放置在→固盒子千里，重量達三公卉。姆見代形狀接
近的手機，則誕生於一九八七年。其重量仍有大約七百五十克。

此後，手＃馳2 「瘦身」越來越哩。 一九九一年 ，手機重量為二百五
十克左右。 一九九六年秋出現了輯責為一百立方釐米、重量一百克的手機

。此後又進一步小型化、輕型化，到一九九九年就串連到了六十周扯下。也
由提說， 一部手機比一枚雞蛋重不了多少了。

除了質量和餾霓越來越小外，現代的手機已組越來越像一把多功自圓白
瑞士軍刀了。除了最基本的通話功能，新型的手機還可以用刺激童問牛和
短消息，可以上網、研漣l童話、拍照，甚至看電影！這是最棚揮機發明者

帶料不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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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
非物質文化遺

中華刃月的言司流淌了千年，我們的祖先己給我
們留下了燦若繁星的無數文化遺產：紅牆金瓦的宮殿
道止，自成風景的皇室園林，宏偉浩大的皇家陵墓，

經歷了幾千年風霜況？還依究得姐l戲如故的長城，上千年
後仍舊絢爛鮮豔的敦煌莫高窟壁畫。他們謂知門混粵、

讓我們相撒讓我們感勸于古人的勤勞與智慧。然而對
於故宮、天壇、頤和園、平遙古城、秦始皇陵、龍門

石窟﹒．．．．這些有形的史化遺產的保護觀念早已深入人
心的同時，對於像昆曲、京劇、少林功夫、民間手工

藝等的保護相比之下還沒有足錦畫面見，以至於一些非

物質文化遺產在慢慢消失。現在λ（門對於提升1同攝電
文化遺產的保護措施自由于聲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人
對保護耳聞耀S別比j置產開始關注。

，自

根j優－；JjL七二寄通過的《保讓世界文
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有關精神，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tllnesco）自一九七九年實施了
《世界遺產名錄》 專案，極大地促進主世
界各國重.g!p.勿質遺產的保護工作，叫巨在非物
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工作卻相對滯後。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1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在第三十二屆大會閉幕前通過了 －《保護

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錦吟，對口頭傳統
、1表演藝術、社會風俗、儀式儡禮、節日

活動~~J民間知識、手工技藝等非物質文化
遺菌撫護作出rn必要愚膜。



司同勿質文化遺產又稱口頭或無形遺產，是相對於有形遺產E阿傳閱m頒遺產而言（上以日
我國就有長城、十三陵、自唐、麗汪古城、都5m等二十九處世界文他遺產或自然遺產）。根
勵台合國教科那躺在《公約》中發佈的最新定義，它是指「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蚓固人
視為其文化遺面包各種實踐、表演、認見形式、知i蜘技能及其有闊的工具、章罰勿、工藝品和
文化場所。割固群體和團體隨著月月間騙、與自然界的相互關係和歷史（︱到牛自狸化不斷使這
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個門自己具有－f聲忍同感和歷旦慰，從而促進

3文化多樣l性和人類的創造力。」松約》從概念＃鷗址對此定義作了具體的說明端ai1rr非
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口頭傳說和表述，包括作？非物質文化遺勸某介白質吾言﹔

二、 著古寅輯fg ﹔

三、 社會風俗、間義、節慶﹔
四、有關自然界和宇宙自恨臣赫日實踐﹔

五、傳車站3手工藝技能。

由佮國教科叉車蝸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宣

佈了首批十加頁「人類口頭及無形文化遺產
代表作」’我國昆曲1il9俱中﹔二零零三年
十一月七日，中國古琴藝佩服趴第二批二

十八頂世界口頭及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中。



保護淵據敘化遺產是指「採取措施，確保科游~·化遺圓白生命力，包括這種遺產街固方面

臨輯、立檔、研究、備芽、保護、宣傳、弘揚、承傳（主軍區MJ蜘非由撥兒育）和艇用。」

仕九用年的 《保缸間口豆贈階輯、二零零一鞠《世界.卦~·多樣，，生宣言》末日二零
零二年的 《伊其間布爾宣言》之後 ，聯合國粉碎艾組織切實保護無形文化遺齡4人勇敢化的多樣性
提供法律倒轍，組織各國專家和學者制定了這項國際部3 ，其宗旨是，：

一 、保護非4耀~化遣產﹔
二、尊重有關群體、團體細固λ的淵姆教化遺產﹔
三、面也方、歐和國際一線萬對消旗文化道奎及期臨騙自童安︱油噫識﹔
四、開展國際倒乍及提供國際援助。
《做3》特別要求對各會員國和各地區賄的淵姆蚊化遺產進市轍，列出急需搶救臨勵和有

重要自弋表會謝D遺毒專案叫接求建追回由專家和各會員（弋毒組閥宙間姆暫的些遺產備接員會
以協調有關主作，。

您最關目的積累，蘇繡已發展殷？→固掛軍寄至1百畫面豐
富，變化多端的斗門完整劉fq ’ ，涉及裝飾畫K油油畫系列1、
國畫系列、水﹔自研毛列、 1研系列、賀卡系列、．鴿翻毛列、花
瓶系列等）。實用品涉瑚隱帽、手帕、圍巾、賀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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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自喂作主懿十分？繡省各

封寄開﹔羽毛自由駐紐由兆選 p 著對島、淘 、. ＇.~哩腔~伽利 J . 
洗、 j爛、 H禪機，用模具作翩台入黨燒制惜3~的燒制採用自接L欠燒成法。從原料上來看，
它的胎骨髓用白色的粘土製成，在黨！郁：ffl一千至一千百攝氏度的素燒，將增燒過的素制飽冷卻
，再施以直讀好的各聞酬入竊峙，具燒成溫蔓為八百五寸至才l直p~攝氏度 3個阻止，利用
各種氧化金屬為呈色劑，經假i蹦妥呈現出各種色彩。

唐代是中國封衛士割3鼎盛棚，

經濟上繁鋒單鹽，文化封面上群芳報章
，唐3三前晶畫一時駒鞋的一種關

工蟄昂，它以造型生動逼真、色澤豐攝
和富有生活氣管而事捕。

唐三彩的生產已有一汗三百多年的

歷史了，由及取了;P圓圓畫、同盟等工
藝美細9特點，採用1傲自、刻畫輛三式
的裝飾圖案，線j1耕由廣有力。它主要是

陶至上塗上的彩刺，直供制油呈中發生

﹛時變化，自育種流汁目E靴，色月三
自棚調；rffi~統府是一種具有中國
獨特勵削戰紅藝品弋 j •·t 

一，

，~－芯，－ r 、、電’‘．．．主
唐三軍創另外刊固特點訪獨自色。作為→特§物上同關吏用紅綠白三顧自色 7這在唐1吟本赫尤

是首創但是匠1人們又巧妙地運用翩翩方法，紅、綠、自三色，讓它互通吉、間錯地使用言約組
高溫下車隨高溫燒制以後，細色又澆融流溜形助戰胡D法接近藝，出黨以後，三闖過成了很多的
色彩 l! .s：有原色、有複色、有兼色，1人﹛閉路喔割的自讀吾鄉交淋漓的多顧疤，這是唐三彩細色的

愕8日



鵬宣

飲茶習慣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苟代文人雅土平時經常聚集一起，且鼎且告， 以O］豆以

飲，視為四薑得無窮的情趣。搧莫代《軒易國志》’司馬相如，《凡將篇》細點值3 《方言》
品 苟且 、 、 干等書中記錄了，武王伐約時回社規將無作為貝品卅日反映西）莫閉弋買余生烹茶、 飲桶9事，

宋t~率都在安石曾有「人固定~a無論史」之語。可見飲茶由代川門生j舌中間值
觀白地位。

宜興位自嗎！湖、院三省交界處， i也章太湖之
潰。古（守轍贅，唐代已是著名的產茶基地，許多

名茶年年進貢字體扯下享用。唐代 「制」盧
寺雲： 「天子須賣房羨茶，百草不冒脫開花。 」 因

此 ，在宜興很早就出現用才山和眉山的泥幸，製作
飲茶的紫：：fj!J)墮 o1 ~8月胸觀酌《陽賠麗景》 一書
中記載，日月（弋朝前1紫砂器藝人龔春的出1見戶把中
國紫砂器推進到一刊酥油9境界。龔春本名「﹛共春」

74 

’已列鞠興頭叫自叫半懂，當知恥的會將讀劃寺
，他就偷闖出莉，，Jt.b訪金少末日尚， 1島湖田土，勤於
折捏制，能成本家叫龔春成宜興紫砂濃作的一代京
師後，做到乍~of,崩觀司「供春壺」’當時有 「供春

之壺，勝B之金玉1」之事訴禹。他比，宜興黨砂器生產

發展迅速，百日d智恥4名家輩出。
1- . 

清代中期），「西泠j噱」之一的時轉加入紫艦第十製作過程， （吏嬉法懼、工
藝於→艷D紫：~！：！）噎剛問世，就贏得社會肯霆，時贊「曼生壺」 是中國紫：＠墮製作歷史旬的又l
→固里程碑。此後，許多書畫家辦諜砂由協會畫和書法，諸如海上畫報盟主個白年和吳昌
碩’？要付歡紫~!P壇，當幾乎荒廢本業。這一習俗至今沿襲。





昆曲在長期自白寅出實踐中 j積累了大
量封上演劇目。其中有景建而又經常寅出

的劇目如 ：王世貞的《嗚鳳記》 ．可湯顯租
的《牡丹亭》 、 《紫釵記》 盡《g目都記》
、《南柯記》’沈蘭TI＼（義俠記》等育 高
）曠的《玉答記》’ 事魚的 《風箏誤》’朱

素臣的 《汁頂況，孔尚任的 《桃花扇》
’洪昇的、 《長生殿》’ 。另外還有一些著名
的折子戲，如《遊圓驚夢》、《陽關》、
《三醉》 民 《秘工》、《思凡》、《酬喬
》 等。

昆曲自到半奏樂器，以曲笛為主，輔以笙、簫、 日前、 三弦 、E龍等（打擊樂俱備） 。昆曲的
懿寅’也有它獨特自田縣A、風格，它最大的特點居予︱骨︱宮盒、動怖田膩，歌臨嘴蹈的身關拾
得巧妙而言篩日。

變臉，這是J 11劇懿賓主霸岫掛苦苦神支巧之七夕，它是揭
示劇中人物內心思想！劉青的－fii島、曼主義手法。把不可
見 J不可感自抽象的東西壘成可見、可！翻白具體訂東西

。變臉的手法大體上分為三種，它們是「抹臉」＼「吹
臉」I 、「扯臉」。



少林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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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巷科持六嘩嘩f幸會

土木工詩來學生會

二月的土箱甘（Civi I 協tival ） 是 Civi I 人一年一度的大日子，我f粥會在這關自間
舉辦學術講座、展板展覽、樹疑面試、高桌晚宴，其中最為囑目的要算是中學生砌橋比賽

（拙刀油ry 街叫甘i妙協助的petitim）。

印
行
壇
傳
聲
筒

中學生眼睛比賽已經轉辟了數年，今年
已他當入第六屆了。由於這頂比賽動里難艘
軍由1t韌性，除了可讓學生們懿醋的乍力之餘
，還可以培養倒閉3團隊合作精神，因此中

學生.iP嘟十分關麓參與。近年，這項比賽更
得到商見、朝請時各大媒體訂廣泛報導，證

明這項比賽亦曰笛聲告惘。

件
并.. 
司
，
凋
明
明
湖

4
h
J

，

A
l
k

a
m叮
C
K
P

今年中學生取精比觀訂閱憲同僚悶熱
烈，十五關援績名額很1倒更告爆滿。其中

不乏名校隊伍，包括陳樹渠紀念中學、陳瑞

祺（喇沙）書院等。今年的比賽比往年更具
難度財鹹︱笠，參賀敬伍不單只如以往一樣
，製造橋面5J'<頭重，更要製造出兩︱竊喜紅

作~掌整座橋面之用。各參哥家伍在十二月
自白簡介會後目空開始著手謊博日製作倒閉D

橋樑’務求以量已喝t胸料造出→︱寫這重語最

大臣輝線，以求在一月中舉fi自岱丑賣哨聲專
（對責。

本屆的中學生.fl珊喬比賽已於一月中進行了激烈的初賽，
各參觀家伍的1智剿且，i頁經過嚴格的結構及軍違章測試，才能晉

動真實，而中學生E圾桶比賽決賽將緊接二月的土特憫幕禮

於AtrM嘩行，屆時四支進入決賽的隊伍會即場講解其橋樑
的設計與及切合是次比賽題目的背景，而我們更會用一輛負

重鐵車測試參觀幫油2霜重。去年，參賽者能以一百四十
珀gt：會將優十l&j}斤的車子通過，實習佳以置信。

測試過程緊張刺激 ， 希望屆時大家也能到場支持 ，為各

參賽哥家伍打氣 ！而身為 Civi I 人自別扭則更不能錯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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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體農會現正學說于振翅之中文文學會ljf午比賽 9
笛子當鑼打同學參與文學創作？﹔居7千校園的文化氣，息。

第欠比賽分為首杖、新詩及小說王儡由lj O 

內容不跟習鄧嘲士均已閥、亞、季軍各一名。

比賽5晴女日下：

手式及乘朋。
：一百行或以下

：五千草或以下
：一萬牢或以下

每名得聽者均可轉獎盃己盛會得學詐晶亦將于自動悲觀吶。

觀且所有科大聞單參加 F
作品可灌交至屯的豆豆、重陪至科大二瞬諒自或轉陸叫一的鈔tu.L賠thk O 

投奇觀幸言語主明姓名、當郵地址、京站賣學系及年級。

問學如有畫畫詢習可言重重陸SL仁的＠如．協thk

第十

文中屆振翅
文
起＿，＿立

作創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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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屆
振
翅

中
文
文
學
創
作
比
賽
亞
軍
作
品 沒你韋正前

（﹔間醬：楊干樺小城大事？

天知不管怎樣要看得化
是我盡信買回高蟹的說話

話語沒有花假

讓落泊伴我度溫初夏

方失卜轉經日數個冬假
沒有站站去抹去但也沒法臭罵

祈求能招架

日後各種痛劇，自

社
什.. 

可
直
川
自
勿

I
J
4
1

話
本
自
川

傳達給的電話

潘豈有氣力量主

那是高懼牽無預計的道別

從前種種1情感

（簣，已一荒lj降臨到
去到我的自由民

說句話你好嗎

知道﹔第見真話

世會B里角霜的臨海伺E巴

本
由一

篇

可
i
E

土

除
一
一
軒

宜
在
一
斗
斗
．

占
算
妨
南
何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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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給的電話

連撥也欠下文
記著重g~昌毫無力氣的自間

為何種種情感

未多年一剃已成了
我眼祖的血淚



﹔誰傑

又是新年 9 看完電視聾車播的煙花活動？搧蜀自一寸圍人在

家中的洋台著星。與其說看星 9 不如說看誰旅館做會更為貼

切。

一種文明的表現？
-f星人惰的冷漠。

天上的繁星多如組塵 p 又如︱由可詢問沙？美麗的星光充斥著

我們共間擁有的天空。在士觀求上？每一才回星空的夜景都是

與眾不同的 9 在你家後圓的星空看上來可漂亮如是羅棋佈

？在我家洋畫畫上的主究會是自古淡無光。但天下間最美麗的星
罕事是在背景寧靜 p 黑暗在空中輯關。星 p 才會展現她

的幽靜美。

？處處不同的夜買？但共同擁有的夫宜。

在荒島看星一置是我一寸圓遙不可及 P 但又衷，G嚮住的夢想。試想？躺在柔
柔瞋醋的青蔥草地 p 加上擁有獨特眛道的陣陣海風？再配上海鳥j丘吉壽的音
樂。關直就是一篇最美麗的大自然合奏 F 有了最好的襯托？還有我們的星

空眠。看星星一顆兩顆王果真囚騙車廠泉 p 斗目兩個三個四個動人的星陸在

我腦袋中浮現？日鱷且了一斗目兩個五個四個二千多年前勸人的古希臘1時昌。

酒存有平了。

鎧p自~的～聲日蹦握了我？錯日郎的一聲彷彿，－｛I集鐘韓東把謝鋼材的幻想拉回現
實世界一樣。我j聽聽頗育事自居畫一口冰冷的空氣。發覺眼前的夜空是多麼
的阻生 p 腦袋中的古希1輛轎古已經商餓而去 9再也找不膏。天空中的一顆
兩顆巴昭之見了。用1下孤獨的北斗星。車也不再車媳婦晶晶自習右路芋台又
變@J)t)k）學舍。﹔每鳥j皮﹔書亦響曲電視台的九點半新聞。星？不再連成線。
間生的夜空學又回梅熟悉的嚴重哀。

一種文明的伸延？

一種廠惰的摧毀。



尋找本自才企圖 布朝拜

可周說不上是個關朗的女孩會﹛目的觀軸刮目︱哇 p 愛勉勵別人的ij':對各會

往往容易取得別人的借任。取悅人事就像她的天職一樣。 ~iID古在人群
中 9 只有在人群中 p 才不封令迷失自己。

踏出社會半年會單靠在崗算可以會至少還﹔氮置上什廠勞才搞克豹＇ 『割l愈;j\

人 F 大家軍聞主！著一副正常日騙。每日廳里均住文件事跟著老闖進出
寫輛軍事工f咳嗽 p 剛畢業的幹勁不消半年會自觸即軍事戚得一車乞淨

o ｝的買一霄，辦公室雪白攝盤上的耳聞力皇糧 9 又走到了大家其所把
久的五點半。

美其走至！同凰的奧前 9 像是每天下班自鳴式 9 是習慣罷，也可能扭曲可風獻毛太快
事最高縷似在道閻公司畏此下去 9 所以擺脫觀是聞單畫伽l§B輩，應工作是工作，該

湛藍如守邂戲。三是其比可風年畏是不多十年 9 但看＇ 良出門走在一齊－活像輛白敕末。所
以話習女人事最重要還是懂得保養。這培頁的女性，早可以把埔舍，單諸腦後。

「可風雪明天可有約呀？普夫向厲的聖誕節應該好好利用嘛習別告訴我你要躲在家
裡自己過耶！ J 

「年尾工作上臨安︱、tu.肺i P 都沒時間好好休息、會今晚回家呼呼大體 9 一睡著 p f這事守要等

27號才願意起來呢！ J 

快吾友者ffi1I走啦理我曲事聞﹔也先加拉， MERRYCH閥割lVIAS ! J 

「既得闕，u點牙習 MERRYCH閥割VIAS ！」、



-1圓人日在豔拉大餐？
一斗目人去住i顱？
莫瞄斗屆人坐通宵攝制緝捕巷：1盤何？會更覺

其璀燦閃t星空

是也想品尤越怕。

朋友們要雙關日愛個共油輸 9 到了這個年紀也正常市晶 p 不可以怪獸閑事要I

只友于︱奎自曰了 O 拿著手機事自J著雷呂簿裡面每斗醒過的名字書手才搬出的「輛都」
聲，就車司觀控蕾她每一下心目懼。任憑有再多的醬醋虎碼事再多的朋友曾蝴防不
著斗國車當的人選來鵬也／他過一個l會快的平安夜。痛痛快快的來闊別峙 F 然後才
回家再腫，也不算過份罷。



「MERRYCH問STI\制 9 你女子 p 我是靈頓露天事會計部。 J

「你好？我Pll程可風」 給突如其來的問好事嚇得有點出神。停在買了三秒 F 者過耳聞圓白

不釀臨天的人 9 才懂得擠出一點笑容「聖誕快樂！」

自于一張英（韋蝴鯨L P 想不到這僻尤是傳說中的數曉夫。可風從美其的口中知添置個人
的名牢吋獻臨窗 p 他是個少雷的人？辦事能力高習從不阿誤春承任何人事可風？往沒見

過他？由想不到自臂上去原來由蠻年草草。要不是﹛的比其割、女子幾歲？美其早已主動出

擊了。

可風從／l)f里感到－~軒史書。因為還裡竟然有﹛矗跟他一樣閑著的人 p 他的出現給她盟是
一講IJ那節日中的寂寞。

可風唐突的問他 p 晚上可有增方可去。

而曉夫似乎對藺草行朋友的問題謹無戒，G 事關借書起他鬧個社府有自唸頭。 「如果去但沒

有約自甘冒昌＇ fjl汗如跟我一起出去是是罷。」

大家心裡都感至︱雖絲京高興 p 因為總算有﹛國半罷。大家間是年草草人，越﹛頃 9 發覺大家驢
技寞。滔j曾有富的談天5帥，雖是陌生人事由版一腳融。

他（阿拉車肚宜界中心走出來會、禮是連談會身世家~習學歷成動 g 抽負理想，通過都不放

過。像似ICC體事第一﹔欠交談的陌生人一樣﹔想起什麼？便說峰什麼。可風仿彿忘記

了心靈的空隙＇ r －｛閣人自惜自咒J ' ｛卸堯夫講的第一句話開始失效。至少 p 今晚不愁
寂寞。

「我有黑鵲我 p 我﹛阿姆自東西日創巴 p 皮帶麻？」 曉夫國期拖蓋 9 耳聞抬頭脅著溫個文輯：扮彬

的大男孩 p 不禁笑起來回答 F 「女子呀 F 可是平安夜至IJ處都人山人海事至蝴僻盟主呢？」

兩人四周張肇事才發現（的們已經走過7尖東、髒 p 餐廳食軍事一律爆滿。曉夫置來有點

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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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口自 P 我做東。 J

珊瑚尤不客氣PtiLJ

他1問子不容易才從一堆少年中找到位于 o 穿著整
齊西月鼠的他們 F 且由置餐店顯然有厲的韌的支入 9 背

裝異服的少見少女熙熙﹔皇宮襄 ＇友Pi之熱鬧。市壘，
鵲留意他﹛閉關？



他（爾良香腸燕 F 飽嘗一有體醬缸快餐後便開始盤算著 p 封那兒找些研j帥。

甫步出餐店？一陣寒風撲閣。但街道上的人群書似乎並未有受到嚴寒景縷佳麗梅史

騰的1C.>1I宵。

「自~日月夫有自麻？ J 曉夫女子可象不（也思索 9 隨口開著。

可風對藺草朋友胡鬧誠實事毫不禪師自己 9 完全j騙了平日都？其其的那種
慣性。她，沒想過要為自日安Jj懂什麼節目 9 也沒想過要為自已找借口 F 推卻曉
夫。她，重差不吝當自己的坦白。

「你覺得呢？ J 

宙間府l P 毫無題騙國留圓圓圓圓要有三只在 p 蹲尤不用問了。」 H露天為著可風的答案？開始

變得有厲的可知所措。曉夫對自己的行為 9 覺得有點耳笑 0i臨9答叢書重要嗎？做
鵬、觀屬L P 唯有？用笑去插話。

「明天我還是閑著呢。 J
「我們出去玩好嗎？」
「5元矗麼？吃主要麼 F 你負竇 p 我是下屬，當女友會聽且真指調拉。」

可凰樂得甚！聽者B不用想 p 不用擔心。她市民想騙子放假。「我負賞玩 F 好嗎？」
「行！」

「昕嘲！隔離哪？ .....固我家子里的九申辦充都由鵬聽見？我家是值1床上用品生意的
P 在屋村封南朝當包圍姐回 E 國」

？的童手建措古中 F 可勵騎視著曉夫自切准容 p 趙霄越有熟悉的感覺 p 是似曾相輔罷。
他自譚命廓習韶主酷鎮影下 9 別有一番韻昧。

而耳目灌廂 F 曉夫每每覺得大人自世界太凶險 p 他對人對哥哥都淺嘗輒止。他只求做
好自日的本份。但當他看著她曾聽著去也的每一句話？他就想、失敗也的更多 9 更多。

久違了且宮女子背心 9 回魂了。在加拿大，他溫見的女孩不算少， 1.E!t往沒有一4圓 9 能
給﹛杜拉見在的藺草感覺。他很希望白扭歇腳鯉才女子女子的朋友。組笑得爛闊 P 只可惜 F
H良千里的一絲蒼涼 7 聞自知蔚壘。

凌晨一點習他們圍繞尖沙咱、尖東鑿鑿一圓了 p 再加踏足梳士巴利道。少男少女
依然雀躍 F 瘋狂地揮霍著青春的分秒。然而？他還是很想失最矗 F 去問關重的蒼涼書

畫IJ底是甚麼一回事。

是他多1G?
抑或 9 愚也存心埋葬 p 糊憶﹔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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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夫突如其來的問「給你做一個愛情Gl麒麟？哥嘍？」，他想祖以往輛車站睡一個
心理j貝︱幟 p 這正好用來探討可風的情感生活，以往或現在 o

r如果有一日 9 你多畏一只眼？你會希望它長在哪兒？有四個選擇 9 背部 p 心 p 客車頁 9

或者是手ll) o 」

「手。」可風不能愚靡 p 油重回答事完全不用想 F 單憑直覺回答。她自己其實也很想知

溫 p 自已至I］麗堂教喜愛抱著華麼態度事自？做也的初戀搞得－:t！替胡準之後？她久久都搭不扭

勇氣？去跟斗圓其︱。生 P 好好相處。

「嘩盟國姐姐.. J 曉夫故作驚訝。「妳很難果豎一斗凰人 9 儘臂的南很多朋友，谷閉關扁找不到一

個愛人。應該是個受過愛情重創的人。」

可風露出一點轉莫自台前申§， f蹦蹦扭頁。

曉夫但不笨 p 乘勝撞擊事「不介意跟我分草一下吧？」

輛車下自恨的事只是自顧自地日于出一口氣。
靈車且觀瞬之不去的就記憶。

「耳目t且是很久很知其前的事。我就不妨告訴你連種瑣事罷。曾經我跟.-1圓間班男同學相
愛？由中－~，種截書中五開始 p 相戀兩年多事我們的廠︱背一直要好。縱使及後兩年 9 我在

文科班 9 他5鄭重平等:fl}I ＇我﹛開9﹔劉青一直有增無減。可惜，中五過後 9 的整夜仁下 9 舉家
移民。我（內且不得日分開。本來？我倆 9 大家約定好每過都給大家過當郵 9 上網見面。

將來？等大家出身時事他會接我至的日拿大 9 跟他御醫。 J
可風一直下沉的，G情曾在臉上l慢慢浮現。 r "i:iJ'I嘗過了不夠三個月 p f館尤如斷繃甄草草書抓
不住，提不著 o 間中一日 p 我會收到馳罵自台信 F 告吉闊別也很好事不用掛念。每當我看到

他耳陸 p 可有可無的言書內心就覺衛畏委居 F 每每看著那些沒有廟前9短句 p 淚水便敏

章交流下。不出一年 9 閥割也完全沒有通訊了。朋友（仟皇軍斬嗜好我們？老是說 9 造種
關係莫臨崩驟。我穹嬉謝信問酥油 9 事情會鞘髓樣糟。愷真做﹔要受？斗圍觀觀我

如止聞單貼入1般的人事會造樹站棄我。畢覽會初戀于古商量輯 p 當時的我 9 十分愛園子， 'I 
聽別人的閑話 9 所以每當他Jr腎居坦他自甘日幸1棄 P 我都會處處最借輩他。直至一年多後 p 我才

改變口風 9 跟人家自傲關他合不來 p 最終會和平分手。而事實是會我由始至第冬 F 都深深

不忿 P 執著而且真信壘。但按卻不質文E蝕于友提及此事？深︱由制門會擔，[i:我。我需要的事並

司做闇們的問惰。我真正需要的 p 正是那壞人的回應？我並不想、大家的骨︱‘青就連樣觸芙而

終。我寫過好些倍，問他曾至IJ底我們之間發生了轟廳哥哥 g 令我得到如此的對待會然而 p

我一切戶用自緝令只是說走去去。我？放棄了。蝴蝶了自己女子一陣子。」

曉夫深表闆＇I窗事「甜女棄了隨後的廠︱點活？」
「差不多罷曾是我太害＇I甘冒或是我真的沒有遇上一斗目合溫的灣當對象罷。」可風時闖紅

過的眼睛 F 開始︱髏闢夫了。「你具有幸 9 會關惠到我的愛情慘劇，你是我睛一的富息男人口牙

「他離開自←天正是五年前的今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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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夫不禁，G想、會五年前的今天 9 應該由是日良家人一間在家日在大餐的一刊國晚上罷。

在聖誕節當天 F 他（門一起到山頂撞5元 p 然後再到每洋公國事過7一寸閩南快的聖誕。可
風的聲傷口 9 終於開始懂得自索橋合。而曉夫會亦終於得到阿鷗跤，G的朋友了。

自嘲善的地方？再一次是麥當勞。麥當勞 F 就女子像是他們的指定獨聽一樣。不是他們沒
有其他的選擇會只是個「嘴才它？的確有點︱背有1舊體重。

重撿一般人來冒商會麥當勞？可能事賄選擇中的選擇 H 文或者是 p 匆忙間易買易吃的

食店商號。僅妨他們會麥當勞魚台予他（仟個交心的空間。

它熱鬧 ＇ 1.且不藺令他們覺得少鬧出贓。顧割輯有自 9 但不曾為聽到自們 o 倘大的空
間？谷阿之曾給他們空虛的感覺。

因為大家有對加制半。

之？組甘一年裡 9 曉夫被公用派駐多個不同的地方 p
審計、核數、交流。而每當恤走過不向自兮地方？他
都會抽時間至1悴闊的麥當勞1快餐店會光最賢一下。每

一﹔欠 F 他都會不其然想起可風。像習，，質 9 由﹛象儀式
。回想去也的微笑 9 去胡殿里的光芒。如果餐店裡？

甚l觀考別趣＇I：對甘東西會他會用手才樹自下來？然後把
影像用重重重筒說合可風。每﹔欠當他公幹完畢，的都會帶一些麥當勞玩具給可凰作紀念。

有日報事覽會專不到守玩具潛聲鹿港 F 做世一黑墉聾。

沒有曉夫在港的日子事可風斗目人 p 依舊過著她的生活。閩中一日？她會收至︱胞的電
郵 p 明借片等等瑣碎的東西，為著她平凡乏味的生活，作出黑白品頭。每當女叫控制由的東
西，她都有種臨絲帝的感覺。

五年前曾她多~.渴望敏倫會道樣，﹛相撒﹛i袁 9 關輔音繫 p 當做也 p 他們的將來事在不

癌的地方。總值的情感？雖樹﹔也棄？但自己谷問扁偏難以放棄。曾經有一昆明擱i，她在

鏡子面前 9 恆不關良自己對望。關為屬也自己 9 世君

不扭自己自台執著、盲目。幸好？時間把女也的身·，G g 慢

慢﹔如i菜。

世界上 p 沒有莉還色的第頁。

日子 9 還是噩噩。
生活習可甘苦自己的選擇。

今日習她有曉夫。

雖然時而分開暫時而一起書個時間見撞著兩人的情感。是借任書

聖誕再灰將至 9 今年 9 個問I算一組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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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夫在二十三日由港﹔二十四日 p 下午理由公司嘉軒聖文件。
五點半 p 公司上下？集骨學解放。

他們再﹔欠走在一起書 j獨但他們雖辭而非常且馨的平安夜。

平安夜這個名宇 p 比任何節日的名宇 p 來得更貼切。

可風終於初當在曉夫懷禮的分秒。他的脈搏撞車 p 隱約而又實在。寬敞﹔油畫的日潮堂會讓

女磁盤IJ現實裡的天章。

「農曆革時 9 期再弓警方狀（如至肋日拿大吉斯于＇ }II頁道雷聲探望我當自馬＇友持好？」曉
夫E臟的問 p 品結載有對可勵制日壓力。

「研牙－ ＇反正我？往來沒出海墨門。 J
「又或者 p 胡鬧以先到美國西岸 9 ﹔各本身幾、揖丹慟鵬等地方，然後才七上退回溫哥
華書去跟我普車馬手享年。」

「你比較熟悉那連的地方？你決定好了。」
可京市1·餓會將妳賈家都嗎？」
「我才不︱幌 p 撒瞳有人不﹔對專道樣做 o j 可風立自問自岫斗醉厲的樣子。

兩人~道自闖關而笑。

可風從東盟過會帶（也是出香﹔巷的人事是曉夫。

去加拿大的事會全盤由曉夫策劃。

他（閉室農曆新年之前的一個星期起行。甫？俗街頭幾國際機場下機，他f世即到市內觀

光 p 之後又至︱主七華利山。

隨後的→血星期會他們至1值不多著名自吋馳2勝地 p 包括通士尼樂閣、環球片場、景姆

大道。甜蹦欄目斯的嘲寞，他們除了開︱觀者域大溫外，他們更暢聲大峽谷西緣 9 在
風光明媚的密德湖上丌觸多不勝數蹦臉。步行在方峽谷攝象 p 看著君臨單晶千萬億年

風雨侵蝕而成的老鷹巖 o 在三千五百英尺j二瞭望北美第二大河，科羅拉多河。可風才
深深驚覺至l}f由們自制蚓、。

他，fFEJf©各亦為幾乘內陸機？到三己藩市逗留7其豆短一天 9 參星點晶三藩市的唐人街、金門大
龍服三藩市軒fLJ.皇宮後，便在第二就且不星 9 飛宙間哥華 9 曉天的竅。

「不到中且巾被子 9 我是曉夫的縛，馬 o i欄，聽買辦亞國骨~1JID ＇薄禪師。一闡憂
雅，而蹲點J]繭的感覺？從轍，轍，厲的身上散發出來。
「新年快樂呀 9 伯母。叫我可園就行了。真的是打攪你們7 。」
「你們干車道i軍事過來探望我﹛門章些老人家，我們開，［；1也來不及呢。」

曉夫聽棚內離制話 9 差點您不住笑7出來。靈敏喪失櫥數抨翱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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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夫 9 舅舅他們明天會過來。你跟可凰 F 大夥兒自去lj丘克罷。我跟你當事就去輿菜 9
做一餐：盟軍的晚餐。」 載自顧鸝斷聾兒 9 「他們應該會在道裡住上至少」闊天 9 你﹛rEJt愛

夫走 9 翱麻？他們大抵是跟你們闖一天離開溫哥華 9 ﹔車由多倫多。」
「女子久沒有見過表弟他們了。白的制內的單單朧i康岸去？我就受再見溫閥門。」

第二天的早上 9 叉濕又冷。
「你（門真早 9 想不到這麼早就來了。」轍，轍，馬匆匆的到門口湖數也的弟弟。
「舅舅 p 竄去馬 9 好余波見了。還個是我女朋友 R 可凰 O J 

可風即時給他（門報以笑容事不敢獻憬。「麗麗智麗自厲害好。 J

r表弟呢？」
「他說車子女子（象有點問題？很，，劍盟會進來。 J
一講曹操 p 觀點經IJ O 

「表弟！ J 

曉夫不知恁士的事看到還處臨來自←個人影 p 興奮自智囊著 0
個髓個穿著男其＠；大衣的男生會緊緊﹔如個＇ ﹔割象兩個大男﹔難玩摔跤 o

正當﹛剖開故于習輔臣直買來自價制要＇ i5J凰差點兒給眼前自鳴﹔（象＇ ~.赫梅b衰喝。

您會是他？去蚓、良病毒一輩子的有哥哥矗見道個人。敏倫是曉夫的表弟？

「敏倫事績是可闢 o j 要不是曉夫開口5借古 H 可閥的靈魂蓋黑揖颺僅肉體。

然而事敏倫立即大方地擠出一個笑容「你好，可風。」
眼前的敏倫上昨日自倒也聽rt膩 9 更高大 9 更（由頁。眼中5trt轟出一有結棋書布壘（也播節得

很好。很好。

舊愛新歡 p 分~高半﹛巨性吐露求？仍只補缺自驟。

耳聞決定書屏息、靜氣 9 有力聲色 p 務求f知幸v喃喃蔥。她可以嗎？

除了數種種章是自勵開兵夕本書所有人都出去了。希望有助令一日內＇~句唐人街、煤知j喊、

史丹利公園和闡騰小村。然後 F 在晚上趕回聽鐵皮。曉夫跟舅舅一數民主始尋來習尤其是
跟敏倫。這黑蝸署在再厲的眼內事（數帥怨說鞭打了結習起訴說暉，快聖母鵬是一樣。

他們喜好那關官似曾所以＇ i的軒支書是＇ ill實屬正常目。

可風從值的話竟中 9 看至︱皺倫的位︱聶·~ ＇她I＇畏不？暫且他推出車外。恁麼事他自巴多句表現如斯自

然 p 對他們的重海嘶平淡？品糧沒有關是。
車上的i5J風 9 日禁若毒草單 p i主知←堆又一堆的問題中。

可風在整個行程中，表現得有罵的當賀禮 9 個總算是布晶不失。

由︱鐵站 p 曉夫、敏倫、童提錯眼興興到？是庭團聊天去。 ~P！騏載自勵駐廚房擺攤餐
。只剩下可風 p 躲在曉夫的睡房裡事育事喜爭的在大床上躺在 o 良師民想獨個兒霸仿一個完完
整整的空間 p 封船去閉關師布爾L的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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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凰？」門關專來敏倫自台聲音。

可風是關智雄E來 9 狠狠地昨罰多步上前自令他。

「妳i由敢于？」

「不比跟你在一起自個新農差。」

敏倫似乎有需臘語墨休。「白白嘩才我戶用直鍋台東西 p

真的一點者問之明白嗎？」

可風強忍著淚水事她不想概也看至i鼠也，，.鸝5自←面
。她實在不想在他面前 F 城躇失敗者的角色。
他面容扭曲 9 力增置辦闢喊了一句「長痛不如短

痛 p 莫臨去肝明白嗎？」

房間裡 P 仿彿只有他聲音的回響。

雙方的關愛習了角祺及借心。騙自你己的可能回頭。心肝能？難 O J 耳風會輸
出事衝進洗手聞事眼淚無聲的落下。市島事她清楚鋪蓋 9 她不再是以往自領也曾不再為
悔塘，不會再方蟬痛哭。臨盟分鐘 9 她回過氣來 9 便昂然走到廚房去幫手。她需

要在人群中曾確定自己的存在。

晚餐上的可風雪照舊﹔想史 F 但去胡在七不其然自由散笑 9 就令敏倫不安曾因為他中關聞自了

事她在宣示自己的勝利嗎？

只－~風由日失時董事她笑的對象 p 不是倒可人。
英 9 是因撤酥畢失去了 9 蜥專至峭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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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best places to study in 
Asia. The qua I ity of education is excel lent. There are numerous 
benefits for students, with discounts on taking the germ-fi I led 
MTR, buying tickets to the latest Spielberg flick, or even 
having meals at your local Hardees (Eat your heart out, Ronald 
McDonald!). And to top it al I off, the first nine year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re absolutely free of charge! Even in 
university, there are sti I I many scholarships and grants avai I
able for financial aid, and if one succeeds in obtaining a 
degree there, he wi I I have a definite advantage over those who 
merely possess credentials pertaining to pub I ic exams. Competi
tion is thick and fierce amongst Form 7 graduates and private 

candidates alike. Those who manage to get accepted into any one 
of the prestigious tertiary institutions wi 11, without 
question, be the envy of their less successful counterparts. 
So when spring comes around every year, just pop on down to the 
local I ibrary, and you' 11 find a massive logjam of human 
traffic, many of whom are there to cram in for their final 
為ssault on the A一 level exams (or GCE equivalent.) These young 
men and women are fu I I y aware that they must ace the pub I i c 
exam if they want any chance to keep moving up the educational 

I adder. It ’ s do or die time. Winners of this unreal tourna
ment achieve the next level of pseudo-satisfaction and gain a 

feather i n the i r cap ; losers catch a breather, nurse their 
wounds and prepare for yet another run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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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wait. What ’ s that I hear? Students not 
mak,i ng the grade, cou I dn' t get a di st i net ion 
I i ke the next person in I i ne, yet st i I I being 
accepted into university? Mouhaga. What could 
this possibly mean? Are the upper echelons of 
.the .. teaching staff p I ay i ng favorites? Accepting 
的bes? Non伽︱削 ly sneaking in their niece ’ 
second cousin in the back door as a “family 
favor ”? Or is it a fault on the part of 
students? Could it be that those academically 

of getting a hot spot just didn't make 
cut for other, more s i, · 

ev i I I urks within the cement: 
facu I t~h1.bu i Id i ng? 

er, reasons? What 
al Is of the 

11 y, none of the above conspiracy 

remote I y c I ose to being the \ti,l:htb. 
、可•t••等設F

S令該that the universities have tar: 
and a 11 owed 

to enter. 。你he basis of池里眼可curricular
achievements, non-academic cf伯克er i a, etc. 
example, let ’ s say that thi s 沱young aspiring 

student. has the pot~ntial to become the - " s i an footb1irL I , but he 

I ack I uster brainpower. 

get down to the brass tacks and 
、 d iscuss the problem 結t hand. We I I, perhaps it 

would be more accurate to say “ public relations 
cr isi s ” i n this case. What do the voices of 
dissent have to say? In theory, those against 
the scheme, would consist mainly of those who 



have no problems whatsoever in passing their 
exams with flying colors, and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test out of fear that the university place 
that they have toiled and worked for so long, might 
one day be snatched away from right under their 
noses and handed to somebody who can' t even dif
ferentiate exponential functions to the second 
degree, but CAN slam dunk better than Yao Ming. 
This, of course, is a violation of equality and 
fairness, so they claim. And in a way, it is. Natu

ra i 一born sports talents are rare indeed, but 

“homegrown ” ones are much more common. And 
although sports is not the only category in which 
exemptions are given to candidates, it w i 11 def i 一
nitely be a major one. If this exceptional treat

ment became common practice many boys and girls who 
noticed that they excel more at various physical 

activities than they ever could i n “ boring math ”, 
and wi 11 adjust their time accordingly. P. E. wi 11 
be treated with as much respect (and future oppor
tunity) as any other subject. Net result? An inun
dation of kids swooping out there on the 
playground, trying to perfect that corner kick, or 
the backhand smash, obi ivious to what goes on in 

the classroom, which is al I but empty. We ’ d have 
parents clamoring for better coaches, more physical 
education c I asses, and te I I i ng their chi I dren to 
stop studying and get out to p I ay ba I I (what a 
reversa I, what a re I i ef ! ) And that' s just for 
sports. What about al I the other types of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that are subject to consider
at ion? There is no tel I ing what might happen. We 
might inadvertently breed a new generation of 
uber-confident, multi-talented people, but where 
would our academic geniuses go? Our rocket scien

tists and visionaries, the next Einstein or Nash? 
We I I, worst-case scenario aside, it probab I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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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n ’ t be that hor rib I e. Just that' be i 
wou Id gamer a I ot I ess respect from the 
tiqnal system. And I have no problem,with 
knows ，、 i t might even prove to be a we Lcome escape ..... . 
from the memorization suffocation that us students 
~ndure in true textbook fashion. But in a society 
where it h.as bE}en repeatedly drilled into our heads 
for generations on end, that ge--tt:i ng a• good educa
tion requires good academic/results, it simpl 
i sn.’ t that easy to undergo .a paradigm shift, 
expect the rest of the peop I e to fo I I ow suit. The 
upheava I of any so I i d、 structure requires much 

叭。effort and strategic planning. And if proper care 
isn ’ t .taken, the ent i rfsystem grinds to a shud：一

i ng ha It. It is not(such a great idea to change 
something if you know it can, and w i I I, I ead to 

professors, 
intellect. 

Now we 

good graces of university 
an insult.to old-school 

happen, I et ’ s take a look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Every ,cloud has a s i I ve.r I in i ng, and this 

some 



brighter image of Hong Kong, fit, healthy and in 
shape. We 11- for students, anyway. I do see a 
(quite possibly) large drop in the business of 
Internet cafes and karaoke boxes cropping up not 
too long in the future, since teenagers ARE after 
al I, the main target consumer of these establish

ments. 

But let' s deal with one problem at a time. 

It ’ s hard enough keeping one person happy, much 
I ess the who I e of Hong Kong. 

Finally, the time has come for me to state my 
own position on this matter. As if that hasn' t 

been what I ' ve been doing a I I this ti me. I I a ugh 
at your narrow-minded constituents, Mr. Pol it i 一
cian ！、 At .least my narrow-minded readers buy my 

stuff. 。

Now, where was i 。 Ah, yes. I ’ d I i 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iterate my enthusiastic 
support for 間γ ， Tung ’ s pol icy address. No, wait, 

not ,it. The scheme, that ’ s what this was 

,about. Of .course, of course. Now, every p I an 
;/},needs fine-tuning to some extent. I persona I I y 

｛何.think that this one needs a I ot of work. I ts 
叭叭… Lntentions are admirable, though. No one can deny 

'f-t'.he benefit of a we I I-stocked campus en r o I I ment 
、~｝th more v.ar i ety than your run-of一句the-mi I I math

,ernag i c i ans and Nobe I Prize hopefu Is. We shou Id 
沁g

11be promoting diversity of culture, not assimi I a一
了 t ion of facts and figures. Are we the City Of 

life.’。r City Of Strife? That' snot up to me to 

of you six-year-old whiz kids reading 

this, mark.my words. Time wi 11 t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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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
張瑩基

今天是聽誕節，但我晚上沒有出街，只是在家看電視，看了

槃女與野獸呢，實在太感人7 ，忍本住看完千金立刻記下一些兒解。

其賞美女與野獸是…個耳熟能詳的故寧，很小時候就聽妞，間且
由聽＠很多次了，故事要帶甜的（當息真的是萬顯j遲沒有，有古以敵之
就是肉在英比外在美來得靈耍，有I轟轟老生常談。既然對故事的內容
和主皆龍那樣熟悉，按道彈再看感覺該不大，但當一輩看埠醫經j車士
尼靈新個裝的故事時，不期然被深深眼疇，敏被感動，我想車要的原
因是種影把姜女和野獸之間的愛情描繪得梅等的轟擊和細膩和黨中關
於男女主鶴的情節又是何等的真窟。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英女與野獸並

一段時間的相處中互生情憐的，當然我不排除野獸

好感的可能性，（且這已經跟很多有愛情成份的童話被
說， i童學童話的男女主魚都是…見鐘情或一吻是惰，

再跟讀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試想想體公圭和自
一吻定惰，灰姑娘和三籃子又聲如何在舞會中一
點的了。

英女與野獸一開始蹄，美女

轉掠點在於一﹔女英雄救藥

之後﹛也們的發展t基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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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蠹電影中，我有兩幕特別深甜，買1幕的情景對於現實世界

中的兩性關館當很有敢發的呢！第…幕就是英女被野獸救了後，

美女在城盤中E展覽了傷的野獸卒吵的場醋，很明顯，那時的野獸

其實是喜歡龔女的，問姜女官對野獸敏感激並闖始對他改觀， f更
為何還要爭吵呢？燼跟現實生活中情侶們的蒂吵很似，朗朗雙方
是深愛對方，卻要狠狠的罵悴侶。為何呢？原閻明年．．．．．．就是做們
啦太愛對宮，太緊張對方7......養女因為不聽野獸的話闖進了回

囊， A問導致野獸大發脾氣，英女士拉國孺憤然離開城盤，結果就受
到草草線的襲擊，要野戰拾身相救才能說險．．．．．．聞到城盤後，野獸
間很靈的語氣罵養女為何不聽勸告闖進西翼，其實野獸罵龔女只
是由於緊張姜女的安全，調襲女當鶴其黨i!?,.富豪有點悔麓，但她一

聽對野獸用這樣葷的語氣筒作出民舉，一細小毒草貼、就i盡樣展開了
。試想想現實生活中的情侶之鶴寧盼的導火線是不是當很相似
呢！男方自於緊張女方而用置了語氣。女方就因她的韻氣太蠶前

民擊，聽著展開一塌哥哥吵，啊，如出一徹！

第2幕是這樣的，當時美女和野獸的事件日發生了，
E展野獸陀巔，野獸立豈不用餐具，食梅望寄鑿，可︱捏了謊言室的

t蠻制藥女的不悅表情後，使用游點來輯：蕩，去自於﹛魯平：
即以還嘉三位了 i斜目的，個美女的反應是由奇的聽聽i 泠冷

不躊 j器是主來喝湯呢。這點囂的根體驗關11生關億中
，可 ~l' 歸入就獲顛意為對方？而故變崑己的一聲習慣，

的東ili只連一些小事，問且改變的初期也很不JI展駒，就
匙那樣，恆另呵呵！方看到對方顯意為鸝丑聞改變的、

,t，頭，不講介意改變的結果，龍、更能容易對另
的鼓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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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妹

Xiong Zhibin 

本來媽媽是不準備生第三胎的。可

她有那麼一個大肚子，所有人都說是男孩
。家里已經是三代單傳。那麼再多一個男
孩還是好的。

共賞另外還有一個原因。當峙爺爺的

堂弟很想有一個兒子，他們有兩個女兒。
甚至和家里說好，如果是男孩就領養。

當時已經開始計劃生育，要做手術。

老媽在藥房，于術如預設的不成功。既然
生了，旁人也沒辦法。但老爸好像有扣工
資幾百塊和檢討。

曾經和她說，如果生下來是個男孩，
被那個親戚收養，會怎樣。她回答，肯定
會出走。在高中她有過那麼一段青春叛逆

期。

有吹老爸開車送我去車站，中途送她
去寄宿中學。下車後我和她說要努力請書

。當時有父親的同事在。他和老爸說，看
，你兒子多懂事。

那是我第一吹和她說要努力議書。

她一直是第一名。從小一一宜到高一

，而且是年級第一。無數獎狀。以前獎狀
是貼到牆上的。所以，客廳就成了她的展
覽台。我一卡宜用她得的一個省英語比賽一

等獎獎品，﹔一本厚字典。



我有時自私的想，還好她是女孩。如果是男孩，我肯定感到不受軍視。老爸
把她當作明珠一f樣，帶她出差，去韶山沖。而我印象中和老爸的一起出遊，是他

送我去上大學。

點。

其實，老三是真鬥喜歡到帥的真真一樣的喜歡
大妹成績本是很好，可是她很漂亮。所以老爸總問她，我穿這個好看峙。

高考的時鵝，她考的不錯。可是志願沒有填好。去了一所名不見經傳的重

於是她叉開始做第一。

老爸說她是井裹的青蛙。她很不慎。和我抱怨。我說，這是老爸激勵你呀。

她在我們那個小縣城。的確很強勢，自然有種目空…切的感覺。

造一直到才她去東部領研究生。開始由於語吉的問題，很難跟上進度。現在

語吉終於沒問題，而且最近過了碩士的考試。

她說，持一個從德國來的同學特別聰明
我覺得她終於長大了。

她說將來要寫一本書，是關於姥姥（爺爺的母親），奶奶，媽媽。用德語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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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輔龍的﹔ 羅山山
昨天凌晨回到香港。趁著新的學習生活還沒開始，對加州的

印象還新鮮熱辣，﹔趕快寫幾筆，記銬在加，·M 埠近十天的旅行。

12月 17 日上街，做完交換課程的最後一個…ntati恥然
後開始收集東西，﹔真正認真考慮在加州的旅行計量。我知道自己
想去矽谷看看高科技公司，去Stanford和Berkeley這兩個大學者
看，去看看金門或橋，然後就是在三藩市、洛杉磯、草地牙哥這
幾個城市走走，建立些實際體驗。另外，坐灰狗和火車在加州南
北穿行一趟，對力r'.11•1'1 整體有點概舍。我有一本功能嘴大的《走過

全球（美國篇）趴在手邊作參考，在加州 ti?,有幾個同學問友，就
這樣， 18 日下午， J帶著些興奮和茫然，從印地安波利斯坐飛機到
了三三藩市。 ; 

一. .：：.藩（主藩市）
三藩宙就是主藩市，是San Francisco的音譯，叫租來順口

一些。我在底特館轉機。 j底特律靠近密歇根湖，在美國偏東部，
但離東海岸的滅士，頓，坐飛機還有快兩個小時。但就是從肢特律
飛往三藩市的飛機，竟然還要四個多小時
，可以感受到美國幅員的燈闊。從飛
機上往下看，可以看到積雷幢幢
的群山。

到五藩市機場的第一個
感覺，就是華人多了（或者
說是亞裔）。機場取行李鹿
的工作人員，門口指揮交通
的人員，看上去都是華人。
這和我到過的美問其他地方
的機場有很大的不悶。

在三藩市胡績：逗留了四

五天，有我大學同學夫婦和
在柏克利交換用擎的幫助，
對三藩市和灣區（﹔Bay Area) 

的精華算是大致有了認識。



1. 景色

正藩市地處西海岸，靠近太平洋，處於海灣地區（ Bayi 
area ）的入口。一個比較適合生活的城市：不太大，氣候

好，到周邊的海灘、小城、 h iking都很方便，公共交通系
統也不錯。對中國人來諦，這襄有大量華人聚居，有多份
中文報紙，還有大型的中圓貨超市。

三藩市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個景點：
一是城市像個山城。來之前，我大概請過三藩市市內

多坡地的措述，但到了實地，身臨其境，才會有體驗。我
同學Rickie開著車帶我在市肉靠海邊的一側穿行，很快就

有上城，而且挺陡也挺畏。接下來的下城就更 impressive
（印象深知），真就像Ricki e所諧的像是坐過山車，連續

下兩個大坡。我在重慶讀書生活了七年，重慶是出了名的
山城，但我感覺和三藩市是不冉的風格。重慶市肉是有不

少山道公路，但多半曲折，不象三藩造樣幾乎是筆直的上

下圾，車道也沒這襄闖闖和整齊。

第二是在林肯公園附近的高地上望金門大橋。這一天

的天氣非常好，望過去，夫和海是藍的，雪是白的，紅構
在中間，跨接兩岸，風景如章。

第三是在twin peaks上看王藩和灣區夜景。非常經典
，一定不能錯過。 Twin peaks是在三藩市區內的兩處高地

。看地圈上的灣區（ Bay area ）很清楚：西北i晏海灣入口
是金門大橋，連接海灣西邊的主藩和東邊的柏克利和奧克
蘭，再往下就是Bay bridge（非常畏，揚說有八到十英
里），海灣的威部就是矽谷的中心， Sunnyval e和San Jose: 
（聖荷塞）一帶，斯盟福大學就在這襄。

105 



在twin peaks上看夜景，對王藩和整個灣區，就建立起整體

概念了。城市，橋和海灣，就像模型一樣，平放在那襄。這種高
度感，是很舒服的感覺。在淑士頓，我上到五十層富的pruden-
tia i 大塵土俯轍，對整個j皮士頓市臣和查理斯河南岸就建立了整

體的認識。同樣，我沒有上到紐約的帝國大廈和芝加哥的西爾斯
大廈，也就沒缺乏對這兩個城市從一個高度上的整體感覺。生活
中的學習工作也有類似的地方，積累一皆具體的認識（

成系統），再找機會從一個高度上馬巾E系統的認輸（
作幾年後再來念MBA）。豆 豆 : 

區守？＼ 告為灣 嗎

Z藩其他的一扭地九是包可閻可點，如市區內一憶著名口：
（簡稱可以叫Colorf叫灣警eet），據說是世界上最曲折師街道
( the most cr 穹oked st阿拉 i n the wor Id ) . 

在市區的一個斜城上，鯨長，＇ ~－且有七相關彎。路邊酬
花，大概這就垮花街的由來 o Rickie喜歡刺激，／還真開著車從上 1
往下過了一遍。另外，在去@li才t郊的史T森海灘（音）的斗號高
速公路，沿著海邊間，‘下面是一望無際的海景 ι 但路多曲t牙，往
下看有點害怕。這個海灘非常長，可少也還不錯﹔時間串串係，也就
站了幾分鐘就離開。主藩的漁人碼頭〔 f isherm題n wharf ）也一定
是要去看看的，見一見在這襄蟬的酬。此外棋會Be巾 ley大t
學附近的M。r ina看日落，也是一景。沿著[1er協ley這邊海的灘走
，感覺這片海灣融融..－~國大湖，對面主藩有5眉苦t融中心的高樓宋
慶清晰可見。聞始覺：\i:I 灣區的好了：在大城市附近，享受小城的
氛閣。謝謝Rickie這個好嚮芋，我們之間這兩天談的苟，真比
去一年還多 o , 

區
2. 高科技咎由

矽谷的高科技公司世界知名，不可互之者
因為不能逛到里面，也就只能右手外面走走？
一遊。 ,, , 精

k 機在

到灣區的第工夫，大學向學夫婦就帶著我
公筍，如C iscoo Cisco占地撒說相當大，樓基
色的破璃和外牆，看t吾吾像圖書館。

遂藍色 、μ以
我同學工作的Oracle公司（甲曹文公司）值得一看了有失棟圓

柱形的建築在一起，外觀是藍宜的玻璃幕牆﹔去司邊上是一個連
過海灣的大水池。公司附近是f條通海灣的河道，傍晚去世寺，可朝繽紛

水還沒有起來，河道中器出濕地，也有不~~＊鳥在附近J就好像
一個小型的濕地自然保護區。說實話，矽谷吾吾所見到的多數公司
大樓，和國肉好的高科技團軍，有差別並嗎廢、但這種良好
生態環境，在圈內的高科技凰匣寞的﹔專見到名

囉 彎彎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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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大的同學Ken在Berkeley做交換，家就
在矽谷。見面後就帶著去矽谷的其他一些企詞是

走，如App I e （蘋果電腦） , Google （著名的搜
索引擎公司） , Intel 。

Intel 比較好看一些，因為它樓下有一個
lnte i 的博物館，介紹公奇的發展歷程，有實物

和照片。我在這襄第…汶昆主ij聲片的晶園（如A

英寸和十二英寸），和上面哀︱！好的許多微處理器

。也覓到7提純後的矽體，長得就好像一個熱水

瓶。

3 ，大學

灣區有幾所世界知名的大學，如斯i.§福大學

和Berkeley大學（伯克利）。

我到的第二天恰好是星期夫，問學就帶著我

去了斯坦福。學校的建築風格是很有特色，頂姓

，黃牆，加長廊（長廊兩個I］的牆是大閻弧形）。

由去學校裹的教堂看了看。大概學校已經放假了
，加上是星期天早上，學生很少， j控客倒是更多
。我一眼單過去，覺得幾乎都是華人。附近的一
位同學正在給家人朋友做介紹，地道的成都話，
世界多小： ）在回來的路止，也請同學在斯姐福

附近的小城Palo Al切停車，前來走一走。這個
小城比較知名，是斯坦福師生常光顧的地方。

接下來在Berkeley的時候 j Ricki e帶著我去

了Berkeley大學，重點看了Has﹔s商學院。淺綠色
的樓，把一個院子圈在中間。樓不高，也就兩王
厲。就設施來諦，印地安納大學Kelley商學院的

新權大概更好些。但Hass商學院的園書館很好，
規模不大，但感覺很舒服，坐下來看看書，會是

一種享受。 ; 

另外， Berkeley整個校園是在－團，個城度不算

大的 LlJ坡上。和美國別的大學十樣，尖頂的鐘塔
是一定要有的。學校的園書館蘊築比較雄偉（有
點像國會圖書館的傑佛輝樓，不知道是不是也屬

間間期的風格）部門ley的時間是



在12月 23號，耶誕節期間， Ricki e一提醒我，確實注意
到學校襄見不到什厲聖誕樹造蜂烘托節目氣氛的裝點。

大概如R i ck i epff譜，！ Berkeley的風格是反傳統，不重視
形式上的東西。（調侃一下：真理由得要穿衣服啊： ) 

工. j:各杉機 ( 

洛杉機即Los A~gels的音譯，簡稱凶，是我加州︱之
行的第工站。

從五藩坐灰狗（大自）南下到洛杉機，大概要八九個
小時，貫穿了半個加fN 。一路上她形多鐘，間邊山地居
多。有山坡下的大牧場，見到了不少牛群﹔有中回內地
少見的撞地（如同手心向下，期亭亭指扭扭來，中間取
成的凹陷形狀）﹔還見到了大片的灌木嘍。很多地方看
上去也很荒涼。

我訂的學生旅館（ student inn ）就在好萊塢的中
心地段。著名的中國劇院（ Chinese center ）就在lli仰
，不到一個街區。（中國劇院門口地窗上有很多明星的

手模腳模以及簽名等 l，第二工夫早上我去找過海姆．漢克
斯的，走了半間沒找到）。下了灰狗後，沿著好萊塢大
道是，一路上經盟的大概也就是星光大道了（幾公里2畏
的路兩側地面上，骰入星形青銅圖案，記錦對電影、電

視、廣播、錄音等四個領織有成就的人士，有關于塊以
上）。

說實話，對好萊塢的印象很一般，沒有給我留下深
刻印象（ not impres~ive ）。第二二天早上沿著著名的自
落大道是7一段（也就是兩邊以棕攔樹曲名），發現這
學棕擱樹雖然挺高，（里很纖細，感覺一禪大風來都要吹
彎，沒有什麼英感。﹔

好萊塢真正給我留下深表IJ印象的，是第工夫罩上誤
打誤撞去任進的一條小街。 i章f，象小樹完全是住宅，一頓lj封
閉。我發現每家門口的花圈風格大不一樣（有的續上一

些白色碎石塊，種上闢掛館人掌，很簡潔）。我把照片
洗出來，大家一看就鸝鸝鸝鸝羈蠹鬱羈竅﹛司去研拉A幸靈幾乎～/ 

完全不問的花圈風格鹽鸝驢鸝驢鑫蠢籲鐘γ入們很有﹛值』︱
，真是各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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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I盟總牙哥

聖地牙哥li!PSan Diego ，是南加。M最靠近墨西哥的
一個城市（離墨西哥的邊境城市T i juana只有工十五公

盟）。從洛杉磯往南坐大巴，不到主個小時。

到聖地牙哥時已經是晚上，但也注意到了市內的一
聲建築特色。如﹔不少建築頂上有一從內向外的小弧形

（我們國內包括香港的建築基本上是上下一樣粗，聖地

牙哥這里是到頂部時向外擴展出一弧形，也就是頂上要

略寬…學）。而且有控建築顏色比較深，如土黃色或褐

色，大概這就是受墨西哥的影響吧。

聖地牙哥好玩的地方很多，我自己住7兩天，感覺
有兩個亮點：

一是我們住的青年旅館。

我在美國住了四五個青年旅館，這家是最好的，規
模不大，兩三層樓，樓梯間在中間，樓梯中問掛著一些
裝飾品，如墨西哥特色的草帽等，也掛有中國在肉的多
國由旗。樓上各房間是璟繞起來，是廊相遇。這種設計

，有庭院的感覺，覺得溫馨，也很適合溝通（大家見面

的機會多）。

而且這裹的經理等很會摘氣氛。我們到的這天晚上

是平安夜，也就有個Cockta i I Party （雞尾：商會），花
上兩塊美金，買瓶啤酒隔世不錯（從前住的青年旅館是

禁止在里面喝酒的）。在公共的party房間，大家坐下
來聊聊。喝到後面， Christine（也就是這裹的經理，
從紐約束的女孩）還烤了些小蛋糕出來，過一會兒，又
端出一盤蘿蔔等做的沙拉。有些家庭的氛閣。

第工夫還有耶誕節的晚餐，大概有五十幾個參加，

每人J\j聽美金。挺值的，如火雞餐和火腿肉（ ham ）等
，還包括一瓶啤酒。 Christine挺讓人感動的，做這頓

三十幾個人的晚飯，有幾個人幫忙，也花7大半天時間
。而且是在大家都吃完後，她才一個人坐下來吃幾口。
我就自告奮勇，幫助她們洗一些鍋等（在青年旅館，自

已用過的碗和刃又是需要自己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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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岫…一北位：§ ( La J川的海灘 I 
拉霍亞在聖地牙哥北部十八舍里左右。我的自助旅遊書介紹是“美麗的藝術

京城市”。我主要去了它的海灘，的確如書上介紹，“富於曲折變化

在三三藩市， Ricki e有車，那種…自避
海灘i毒裹，就屬於細細地品昧和把5元 o （~＇六

一一 、 、 弋、、仲、、

著這殼一起走）。我捉
又把它們救出來： ) 

但深度不鉤。在拉霍亞

後來知道7印度洋的海嘯，發生在東南到輛三百面早上。算算時間，在那段
時間在右，我正好是在拉霍亞海灘。幸好不是發生在太平洋。

在等車去拉霍亞峙，見到i這麼一幅景象：…位豆豆人扭著手杖，穿著短褲，
慢走過來，走過垃圾桶時，還會往襄苗望上幾賊。當j令長椅上，老人開始

著別人留下來的報紙。這可是耶誕節的中午！我走過去和著突喙聊了幾旬，知道
他是從中西部來。問到他晚上怎闢？等日見智雄廢符晶晶？和朋友。這情
景和對話讓人覺得有點心酸。分平時和老人互致：BJJrII機握手翻lj 。我一路刷信用
卡，兜襄實在沒幾塊現金7。老人接到我睡過去臘驢盟黨聽會主看到他眼中閃爍
的光芒。

一天的早上，寫完7這決加州記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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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LG堅堅Titl

1 hr 13'' S帖sion Fxrcutiw Conunlttcr ~krtlng 

Si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IJ'' Annual General Meelin且 to 17'' September 2005,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巴s were hold so as to discu臼 b叫h internal <111d external 
matters of the Union 

In the 13'' Session, there are two type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s, which are 
reg叫ar nnd 叩ecial ,mes For regular meetin軒， they are convened m scheduled basis. For 
叩ccial meetiu阱， they arc convened on emc阻ency b間的 In this Y叫r, there are totally 13 
general meetmg and O spccrnl meeting 

Minute誼 of these Exccuth c Cmnmittec Meetings h肘，e already been posted on the onicial 
homep.晦e of the Union (httn:llihomc.ust.hkl～叫 union I. D品te, time ,1nd 、 e肌肉。r the 
meetings are sh叫vn as follows: 

Meetings of the 日出自己ssion
Date Time Venue Executive Committee 

i 、＇ General Meeting Jo'' May 2005 1330 Meetin且 Hoom6

2叫 General Meeting 7'' June 2005 15間） Mee tin且 Room 5 

3叫 General Meeting 25'' June 2005 11叫﹜ Meeting Room 4 

4° General Meeting 27也 June 2005 1230 Meeting Room 5 

5'1' Gcneml Meetin且 c,"' July 2005 1430 Meetin且 Room 5 

已由 General Mcclh旭 19'" July 2005 1530 Meeting Room 6 

7曲 General Meeting Jo'" July 2005 1630 Meeting Room 6 

拉出 Clcnernl Meeting 9'' August 205 1200 Meeting Room 5 

9由 General M叫tiug IJ''Au且ust 2005 19t:岫 Meeting Room 6 

10山 Geneml Meeting 17山 Au凹叫 2005 1700 Meeting Room 5 

11 '' General Meeting 31 心 Augt叫 2005 14（岫 恥 leeting Ronm 5 

12'' G叫eml ~lceting 2叫 SeJ前ember 2005 12叩 M叫iug Room5 

13趴 General Meeting s• September 2005 18)0 Meeting Room 5 

14" Geneml ~feeling I J'' September 2005 1630 且leeling Room 5 

1.5.Sln!TA!Tt山s

The Executi、·e C叫mnittec is also in ch泊rge of the a口叫地cment of stn叮 iusurance, hlPF 
and holiday,’l here is cmrently J lull time st,,fl employed by the Union. One nfthem 1s 
叫 SU omcc, one in Co opt Shop and one in P巾ti Shop. In addition, a part time staff is 
also employed to help in the Print Shop. 

Part III Action <Due to HKUST Students’Union 
Constitution) 

1. General Administration 

1.1,Achnlnl電tmtlon ofGen,ral Office 

'I his yc,1r, each ofthell'h Session Executive C'omm1ttcc Members has lwo hours ollice 
hours per week, wluch me.ms they lrn、·e to stay in and open the SU ofllce for members' 
visit. Members are welcomed to share their 叫，nuons with them by visitm日 the office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during pre-scheduled oflice iJ,cur or make prior armn且cmcnt

The Executive C'ommittec is 『espousible for maua且mg equipments such ns banner 
punche丸 hanner machine and trolleys for 叫liliated societtcs to use 

fhe Exccuhve Committee is nlso m charge of matters concemiug 、內ending machines in 
Gener.ii Oll1cc such as handling complaints, refunding and manageme叫

0th叮 udministrnh。”、，'Ofks inclncle subscribin耳 newspape刊 nndmmrngin且 resources such 
as keys, trolk）叫 etc

1,2, Administration of llig Choi 11ctc1 Post 、、法II

The Exec叫1w C'onmutt闊的 responsible lbr the management of the Big Character Post 
\Vall at LOI, to lac11itato its proper use by students, st叫r、叫id O舟山：izntions in the 
University ns n channel for expression of id的ts and op1111ons. 

fhis yea只 the Executl\'e Comnuttee has succ臼sfully striwd for plnnting bonrds on the 
\Vall for more convem,nt use 

l,J, Adminlstrntion of Union Notice Boards 

The Exc,uh,·e Committe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management of the Union Notice 
Boards 

1.4, ~lemhmhlp Affnirs 

fhe E、erntive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hnndling nil enquiries for membership from 
HKUST students. The lntem,11 Secreto叮’的 responsible for the 1Ss1te of the utcmbership 
cards. 

This year, the Executive Comnutlce has changed the design of the membership cards 

2. Reoresentation 

2,1, ii叮》rcscntntion in Connell 

Ac叩rdmg to the Constitutton, three Executi、＇C C'onumttee members are mandato可 to be 
the councilors of I IKUSTSU Council. They arc Internal Vice-President Ms Lo Sm Au,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Mr. Lo Yan Kit and Fmancial Secretary Ms Poon Yin Wing 
They nttended the 1.1• Sesstolt C'onncil meetings 

Besides, thre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rc the ex-official m叫n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s of the Council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Representations nrc hsted as follows· 

Emuli、e Commltt« Members 
Lo Sin A”, Aslrld 
Lo Yan k比 Kenneth
Poon Yin Wing, Nicole 

Slnndlne Committee of Conndl 
All11iated Sccietics Committee 
Election Committee 
Hnance Committee 

2,2, Representation In HKUS f 

Executive Committee Sta tu宣 Committee under HKUST 
M•mbers 
lnlemal Vice President Ex-ofticial Member University Court ( Supreme 

Ad、惜。rv B以.ly in HKUST) 
lntenial Vice President Ex-onicial Member Univers,ty Senate (Supreme 

Acadenue Body 叫 HKUS 『）

Extemal ＼司ce President Guest Sueaker HK UST omcrnl welcome 20的
lntemnl Vice President Discussant Meeting with HKUST fund mising 

consultant 
lntenml Vice President Membe『 Selection Committee of Michael r 

Gale Teaching Awanl 
University Aflhirs 日ecreta可 Regular Observer Committee on Linde『gradunte

studies of Senate 
University Affnirs Sec開個可， Observer Committee on Postgrnduale studies 

。f Senate 
University Alfoi的 Secreto可， 口bserver C'onunlttee on Teaching nnd 

Leaming Quality of Senate 
Un,versity Allnin. Secreto!)' Memt、er Student Calcting Committee of 

Sennte 
UnlV<rS!tY Alf.tirs Secretory Member Hall Selection Committee of SAO 
Un的啥時ity Alfuus Secrctruy ReenlarOb甜f\＇盯 Catering Advisory Committee 
Uni\川ersilv Affnirs Secretary Recular Obsmer Sludenl Allairs C'omm,ttee 
Publtc Relatlons Secretary Ornm11zer Stude叫 Outreach Dav 2005 



2,3, Repr四目前叫Ion outside HK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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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叮nment Agen叮

Curre叫 Affairs Secretary『 I Member 

Joint Committee of Student Fin<mce
{JCSF} 
Review Sub Committee of JCSF 

2.4. Dech1rntlons 

In the first halfofthe 甜峭的n、 two declamtions on behalf of the IIKUST Students' Union 
had been publicize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Ctear Water Bay, K，。wlooo, Hong Kong 

Tet: 2335 1732 Fax: 2335 1728 E mall：叫一uoloo@stu.ust.hk

香港科技大學學布會聲明

l'[i(主﹛誼先生具有二， i多if(t＇；公紛ti工作，的識政府迎作反l唯有多年行政管Fjl糾紛。
行種民意♂j宜結果再、馬示他得到rliNl}I泛的支持。 i青海陸1尋找大學學生白對位先司令成
為香港特區行政民有表示歡迎 a

我們強求的；，；；你先，i'.IEff:IUI內：

1，終1'1政制改革，制定行政長白皮ι法命令1Ufi立的時間灰

2 倍Ott ｛「d約市內l't做的lf附it﹔例

3 此間九他文t棋是互作江山；（i·Jlf-1'~！現式結i你與挺起是11有糾紛， f'.<t[:\'{l}j圳的行取
Ill仰的投liQf且成

4. 認1'i11;1v1社f，各界包的大4年抖的佇音，施政以民的本

首港I收支大＇W在生自
二零容亢年六月二卜日

t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Ctear Waler Bay, Kowtoon, Hoog Kong 

Tel: 2335 1732 Fax: 2335 1728 E mall: su un 。叫＠stu.ust.hk

認識歷史﹒以史為鑑

IWJc•Ji「l的合N不自1·gv1出J屯的fr~.）正 111 人才iWl!"i的。六月 Ti:H消役的泣 1月 1111 ，將
成為永忱的l正史垠的。 i起來他的，人 （t'令人li'f'1', F溶f、IVJ 令迪剋名也娃似‘而t忍、 1）於
才穹 lit出1士「（iiJ句，， 1）＜），芷存a見技來﹔吐’泣 ·11.'i 刻﹝l'J 戶，.且i'cJJ,

1,,1h巨 i「j(t~﹝＇<l ＇.＼（惋：n﹔尪市t l 切的人J注｛}l~j，＇（啦！陷阱JIIH＇.＜’他11,1:T1r!l1rri去做問她 1、他
的教it(t,!1日汗， j芷些地t'fJJf+(,,((l',,\'i' -11r,j,il'J'I，、 你 3個1陡挖取回V1晶WH、lllJ!Ni
他的1111府人中、內稚的仕fr 、治j計划Ji.(l}! .....’,l 泣是紀錄﹜干﹛天安門） q11J/,1'4 
事件俐的有力的ffi況，侶，1、JJ'.FIIJi﹔JI ＼的內的大Jt;1@YJ- 切自1il百表現1恥的自;J,l致。

九八九年六月刊mrJ 們悄印，﹔J/[f,j一例（cj良知（J'.Jrt1闖入心中永不陷前的
的印，＇J!悶︱六年，（E(IJi,i:i:\,C(1lJn』 t'(Tji•lf,,,J!il:往是的位公1月111潭，「六I＇【lJτJill

已快人對J.(JU!互 t ft＆淡化， wm這 月1,·m·1必在也到1日＊公談的俏神， J-L'Ji以公
1EWN'\lt,(H1J ，作內叫除Ql(:, 1: · ·Hi.；＇.！；，型 ',1且）il'J衍盤，可1岡比JJ也fer.取兒也車， l'i你
J\J曰：女的fl，的1,;;r~rm訓，＼＇i!H去逃組R,！肘，一方的l在同際社白t斥J'！刊 4,,;(l('.fl｛（，皮

If.（史敘利﹔時，要求他人去1Ei'l!l!i哎， iitJlillfli＼﹜悶1E自主l"llJliff!'l'i雪封，ii!，（哎， l'\lJil1F.
叫八九1\\Jill ·；豆豆Z\.'!.li巨悅耳jl山 υHJI七 1'1，：是怎﹛i巨IJl!Ji!何 9 凶此:f吐 fl'I認為rj1Jt必可!IE
,i,!lft'且， 11,';j丘＼l（船， nr，的Jtili話!i且耿fll('tl:i'lil：♂

f~們:ll',l泊，r荒們（)lJ(;J＇：＼：＼；司導人（；巨 UlliJfijJ(1<Jf，血！在成FJI泣存玟已久的iUJ筒， U,l（；亞惚
之旭、 W~tlt,;;,3成1幸存持'1•,'ril之心ii!

也此， 1世。1位1iWt＇求：
( ·) r,，放民J坦人 i
（一） '!'ti八九民遮
（一三） 何時人民3月cl•i'iiif,1<lv（、 ＇！＇.什約c'J：、 tHlei'，辛基本人ti』

l'i'illi芋ll主大學可阱。白
守字7﹔Ti.年六月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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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 Public Lette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ssion, I public letter on behalf of the HKUST Studen怡， Union
had been publicized. 

請支持「六四」十六周年悼念活動

X(,'LH月？.

「六間J 十六周年燭光悼念築會暨盛該會

為紀念 r ；、凹」 •Jif'l'b',!9悴，缸l討會:i勒令六月 fllJflllli于 fλ的 JI 六周年起﹞）凶申
念Ul岱院時談侖， IJJill!i'WH守將組織1日！學叫今JJIIJ主次ili>Ji.力， .fci興趣的！”i]!fl可以有。
六月二一日或以lifi，往那卡拉且也必巫山且hk 故.W乎I r參加「六四J 十六周年觸光悼
念集會暨座談會」

iMh詳1月，
l. 「平反六凹 Vs 問＇..i:f;'l，江」 l')i訣rr
口呵J: 6 月 4 日 （ _Jc革開］，＇；）

1時!Iii: F'F4 時
j也旦出： Hl.1,4 ,! IJR ！是ttJ持
，（~苦 ： RJ!'.ffll.先生（雷池！MiJX 仁，但Hi1守自lj i作）

余冠翩而l學＜W勝It：真（，7 !Jin 
1N：名Nil: （香港J•克市大早公JUW（＇，行政學系副主ii亞）

2. I ／、1'-'l, I－／叫司年射光悼念挺白

l也．民N!L\!H！先鋒同胞，掉1取!i!l l:U﹔ i治﹔已：
II i叫： 611 ,[ fl ( )Jl.Jl)Jt;) 
的問：除1:811幸

地呵1,:iffJII且Y，~J母
內容：捕!ix六凹j／，（俗、 1,乎哀樂、紙花、悅的火iii 、故J,;1僻、默哀分施、掃bk

f ﹞ －f，＇，＇.致阿拉！”；!ff包冉」、論；，1各界11 r f、1~4 J ~·rnrn1 主II刊YO＼＼人寸：來泊、
支m﹝lf_ti＜反正｝］聯代表論弱、部i﹔而火台汽，-f 、：kit司1日方冊、閻健絨的民述
目~11!1 、 f，·可11\J吏，里放11!1 、 1后勁泊的嚀。

的il':)\IJ似的1:t,'L 「 1\\i1::11:;1<m不朽J 紀念阱， u','i'· L 9時j坦問欣的市民的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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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tel'nal Cool'dina“on 

3.1. Society 耳lcctlngs

lllfee Society Meetings have been held so for. Th叮 acted ns channels lb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con1111unicate with the nOlllnted societies in many matters、 such as issues of 
Megasale, Fmancial Subsidy and Orientation Comp The nttemlnnce rnte 叭•ns recnrded 
的它可 time nnd ti時間spons的 ofsociell師、vernιood.

In each S凹tely Meeting、 Jntemnl Vice-President presided, ns the clwinnnn, wns 
responsible for setting agendas and holding the meetin皂， while Jntemal Secretary、叫tmg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m即ti時，、V由 responsible for prepanng materials nnd 個king

minntes for the meetin且， All the minutes have been uploaded onto the website of 
execntl\'C commlllee 

3.2 Ontstandlng Dntles 

J.2.1. lntcrual Regulation 

The Internal Regnlation 叭·ill be revie叭，ed m the next half of the session dunng Society 
Meeting and will be executed during the next sossion of Executi、•e Committee. 

J,2.2, Society Meetings 

In the next half ot the session. two society meetings will be schednled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The forth society meeting WJll mainly focused on the rC\'iew of lntenwl 
RcgulatJOn wlnle the fillh one will invite nommnte<l cab mets of allilmt叫 socictie結 to
attend JJJ order to deliver the guidelines dnrmg Election Penod clearly (Early I ebrnary 
2006 to Mid March 2006) B叫h these meetings are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叭·ith

amlmted soctelles 

3.2.3. RC\lcw of OAC 2005 

Recnnunendations about orientation m,tters w可II be made to the next Orientotion Alfai凹
Comnnttec so as to improve management. OAC 2005 has totally six meetings. The last 
one is schednled in Jnte Septcmh叮 to discuss and review OAC 21115. 

I) 

4.5.2 Rc,·lew Snb-<ommlttce (RSC) 

This JS a snb-conunittee of JCSF. The Current AtT.1ir Secretary wa請 elected to rep間sent

nllmstitntions’ Students’ Union to examine nnd con,tder the marginal cases of Local 
Stud叩ts Finance Scheme opplic喻的 m o吋盯 to reduce their hardships 

4.60utst削1dlng wurks 

4.6.1 Basic Law Promotion Funding Scheme 品， Tcrtla叮i lnstltutl別的

The Extemal und Curr叫t AtTnir Committee has been working on njoi叫 project with the 
Basic Law Promotion Steering Commtltcc and the Educnlion and Manpower Bureau 
tilled "Bnsic Law Promotion Fundi』祖 Scheme for Tcrtimy lnstitutious” A proposal will 
be s11bmitted the end ofSeptemb侃

4.6.2Long Term Project 「今期焦點J

The Exten抽land Cu汀ent Amur Committee has been workmg on a long term proJcct at 
LG! entitled r 守JVI焦點 J .The aim ts to arouse stu<

Cur閃ntAffnirs 、、•ill be the topicοf the board nnd ti>e topics will be ch【mged 間皂nlnrly.

Newspapers related to the topic \1111 he 仰sted and background Jnformallou will he posted 
on the hoard right aOer the incidents happot叫I. The board will be renewed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the incidents. We strongly encourage students to give feedback at叫
comments on the Btg Chamcter Poster Wall. lhe commtllee JS dectdmg to prnvide A4 
paper and pen for students to giv叫hctr feedback or opinion immediately nllcr they have 
間吋 the board. ll1is board will Inst until December. 1 六方。泛突的，人人部j丘，＼＼（＇.,j(J
(20191刮目5) and r IVlihjti吋核IHI也)lj，且阻!;IJ J (21用2005) ha凹 been po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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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xternal and Cmrent Aff3irs 

4.1 Extmrnl and Current Affairs Committee 

ro handle all 凹tcnc,l matt巳間， cxtem刊l enπespondences and cnrrent ntfains of the Union 
To organize seminars fomm弓， talks or debates on economic, paliticnl, social and other 
related topics. 
To 盯ouse members' interests and pm1icipation in curre叫， local as 叭·ell 的 mtematwnal

a flairs 

4.2 Event of Juuc 4 

4.2.1 Cnndlc Night on .111110 4th 

We have trted to Invite schmilmates to parttctpate in the Candle Night thmugh mnss email 
nnd we haw sent representatives joining the C'andle Night Ol)lnntzed by the H叫1g Kong 
Alli;m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叩1ocmtic Movements of China on the 4th June 2004 

4.J Deel的ntlons & Public lcltm 

From 2叫 J圳te 2UU5 to 17'" Scptemb盯 2005、 a total or 2 declamttons cone盯ning ditlerent 
soctal tssttes hnd he叫 proclaimed and pnbltctzed. 

4.4 HKFS Mc.tings 

4.4.1 Standing Commlllce 耳lceling電

Members of the EC AC have been sent to attend the HKFS Standing Committee 
periodically since 且 lay 20叫 The meetmgs created nn atmosphere tor different 
mstllutions’ Stu<lents可 Union discussing socmt tssnes and also a chance to rnr可 ont action 
collectiwty. 

4.SAnnn肉l General Meeting und meetings of ,ICSF, RSC 

rh, ChtefExecutl\'e、且 Ir. Donald TSANG Yam-Kuen oflhe HKSAR Govemment has 
appointed the Curre叫 Amur Secrctmy as one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Jomt 
Comnuttee ol'Studcnt Finance and the members ol' the Review Sut、』committee.

4.5.1 Joint Committee of Students Finance {JCSF) 

JCSF is an adviso月， commillec of the Government nbout Local Students Finance Scheme 
The Current Atfair Secreta叮『 has ropresc叫“i HKUSTSU to participate in the meeting and 
t可 to help I。”npr，叫e the system and 間CTect the opmions of the stndents 

14 

5. Financial Matter 

5.1.Admlnl州atire 、rnrk

To verify the financial reports of applicntJon limns for Union subsidy. 
To P間pare the cheque ofpaymeut tor U』，ion subsidy nnd sponsorship. 
lo keep the normal mnning of the Studen尬， UnionOllkc、 C《》opt shop and print shcp. 
To keep the expenditure of the S帕dents’ Union consistent with the uppm何d aJl10l”Jttn 
tho M的ter Bud且et

5.2. Union Dndg叫

fhe M肘ter Budget !or the Students' Union was prepared at the be即：ming orthis session, 
nnd some of the items have alrendy been discnsscd nnd nppr,。ved by the council. The part 
m cnrrent fund orthe Master Bud且et mainly consists nr 3 parts. I hey are· 

5.2.1. Budg叫。f the Union Council: 

The expenses bud且eted nre the admini封閉live expenses of the connctl, its committees and 
the Union el間lion.

5.2.2, Budget o!Exccutlvc Committee: 

The 凹penses cnnld b叫cally be broken down into: 
Administrative expcn臼s for d川ly opcmt1on of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dnunistr,111、 e nnd function expense何 for the etght standmg comnu ltecs organizing 
vorious activities. 
Students’ Union stafi sala丹， expenses and the telephone expenses 
Ac可msttion of fixed nssct for the Union 

5.2.3. Bndg<t ofEdltorlnl Bonrd: 

As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is session is still in vacancy, there is 恥， budget prepared for 
them. 

5.3. AC11ulsltlon of Fixed Assets 

The ll1'\JOf assets that are needed to be ocquiml during this sess,on inclnde a desktop 
paper cutter, binding machine and saddle sltlch tor print ,hop, LC'D monitor, chair, 
shelves forstom且e room, shop st位n rutd security mirror for tho Co-opt shop and also the 
partition boards and pnnter tor the Execnt叭，e Committee. 



5.4. UGC Fund 

A proposal of requesting the University to issue tho Union a gmnt covering all the 
telephone SCfl'ice char盟的， the sala可凹pe阻es of the staff、 member, currently employed 
by the Union has heen submitted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prepa間d d恥用ments to ask 
the Student Affairs Ollice { SAO ) for snbsidy to the Union The Union obtained 
HKS 120,000 from SAO which can be used to subsidize the expenses of the Um。”。

5,5, Union Subsidy 

About $50000 of the spo』\Sorship revenue will be 間ceived in the fl自t Mega sale This 
l<V的me 、viii he put into Union Subsidy to suppo11 student act ，叫t,cs. Bes,des, the Union 
has requested the Univers,ty to gmnt an additional HKS90,(}00 for the pu中ose of 
subsidizing v,irious student activiti臼 and it was appro、吋 by SAO. 

5.6. Funding [leconunendations 

The Finar cc Committee had submitted a lot of lilnding applications dmit球 the ti凹t half 
ol the 13" Sess1011 Meetmgs of the Committee we阻 held prior to Council meetings and “unling recoumend{1tions were submitted for considemt1on and discussion In the Counctl 
meetings. [ntonnation abo叫 expenses III the Master Budget and activities in the Union 
subsidy application fomts has been collected in details before each Furnnce Comnuttee 
and Conncil meetin皂s.

finance Committee also regulates the bank account of the Students’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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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elfare Affairs 

7.1. Fornrntion of Welfare Committee 

The Welfare Secretary ，、可rked on the fon11nt1on of the Welfare Commiltec under the 
provision of the Cot叫1tution. Aller the open recruitment nnd cnrerul selectwn. the 
Wellarcl'ommitt個 wns formed The Wellore Comnuttee nit仙詞t assisting the Weltlrre 
Secretary on nil mntters concerning w可l詢問 ofmembers of the Umoa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mm:“ee Is as follow. 

Name Department Year Position ns in Position as in 
tho U111on the Committee 

KWOK Yee Accounting 2 Welfore Chat~ierson 
1 祉， Karen Secr<lnrv 
LO Sin Au, Markctmg 2 Intcrnnl Vice Vice-
Astnd President Chnirnerson 
LOYn Kit, Marketing 2 External Vice Secreta可

Kenneth Pre.si<lent 
CHENG Po Marketing 2 Internal Member 
Ynn, Eli Smetmv 
POON Yin Accountiug 2 Membe『

、Vin缸” Nicole Sec間tarv

Ho Siu Fai, Mechanical 2 Cu叮·e11t Affntrs Member 
Benny Engmeeriim Secretary 

7.2. General 

The main d叫ies for the Exc'Cutive Comnuttee in the welfare a中ects are maintaining the 
operntion of the Co-Opt Shop and the Print Shop, organizing Mega Sale nnd makmg 
、，Velfare products such ns the Unton Dia可， U111011 folder 

7,3, Operation of Co-opt Shop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keeps running the Co Opt Shop, nmkin且 regular purchase ol 
stock and keeps selling nt reasonable prices Men泣，ers will be entitled to ten percent 
discount with the mcmbc"hip card being shown 

7,J,I Variety 

Conceming the needs of L ST student器， di ff ere叫 new kmds of merchnndize had been 
p11rchased cg for e、ample‘ new types of folders, nccessories nnd other stattonenes In 
addition、 bi且 discounts hnd been ,trived for keeping the pr認自 low. In ord叮 to cope with 
the needs of the hall residen怡， many kmds of electricnl appliances nnd computer 
accessones had been purchased Positive response had been received they we間 soon

sol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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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ublic Relations 

6.1. Mcetiug 、、ith Mainland Tertiary Institute 

6.1.l. Sharing with the ,tnfl from Htrnzhong Unl\'Crsl的，。fScl<nce and Technology 
We had dmed with the staff from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nnd lechnology to 
discuss the <llfterence between student societies in Hon且 Kong nnd Mainland We keep 
contact 、，Vlth Utem through c mail aOerwnrd 

6. 1.2. Student O叫r<肘h Dny 2005 
'!he Student O叫reach Day 2005 has been held on 17th Sept叫1ber. 2005.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has organized the societies to prepare some exhibitim\S, hall tou『s and 
perfonnnnce s on that d，可可 w月e have olso orgmtized 仿 campus tour for the vis』tors.

6.1.3. For11111tlo11 of Public Relntlous Committee 
The Public Relntion, Secretnry worked on the fonnatwn of the 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 under the pro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tler the open recruitment nnd cnrefi1l 
selection, the Pubhc Relations Committee 、ea, lbrmed llte Public Relntions 
Committee aims at assisting the Puhlic Relations Secretmγon nll mntters conceming tlie 
public relations of the U叫on nnd to work on functions or projects, whlcl cnn promote 
HKUSTSU as well as HK UST to the public Its composition IS ns follow: 

Nnme Departmenl Year Position ns in Position ns in the 
theU則。” Committee 

;;'.~~:~ Ho Ynn, Marketmg 2 Pnbhc Relations Chniqierson 
Isa ella Secret a口，
K吶·okYee Tm Acco1111ting 2 Wo!tltre Wei fa閃 S閃閃tnry

Sc>cretnrv 
Nam Ho Cheung Fmance 2 Member Member 
Cho、v Stun且 Fung Chemical Member Membc『

En >ineerin, 
Lam Kai Cheuk Finance 2 Member ilember 
Lenn ’ MavYee Morketmc 2 Member Member 
Won• Mi”, Wni Bwlosγ Member Member 

1, 

7.4. Operation of Print Shop 

刊M Welfn阻 Secreto可 checks the weekly revenue 間port on pnnt-card selhng at吋 color
photocopying Print-card charging is also the Executive Comnuttee's ,iat!y dnty. 

7.5. M<ga蜜”le

The Welfn間 Committee has planned to orgnmze n Mega Sale m the lnte September with 
the 叩ecificatton on IT products. Promotion has started to let fr臼hmen know. 1 he 
second Mega Sale ts scheduled to be held in late November and the third one in Febmnry 
2006. 

7,6, Notebook 。”的叮ship Progrum 

After the negotiation with ITSC、 Purchnsln且 omce nnd nll screened veudors IBM with 
PCC\V 、vos chosen 酬I note加oks and deskt叩 compu.Jers we間羽田地ed to be sold tn 
Cha-Wni Woo Acadenuc concourse on 8-13紹， 15-17瓜， 1-3,9 and S-9.月， IBMhns 趴叩a
dlscounl to HK UST students nnd stnlf. A choice of IO notebook models {from around 
訕。000 to SI 3,000) and 2 desktop models {from around S5,000 to $6,000﹜ We間 nvnilable
for students nnd stn侃 Students and staff can choose the payment among cash, EPS nnd 
cre<ht card 111stallme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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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到過k且tion 主ctixities

8.1. Fonnntlon of Pnblkntlon Conuultko 

Due to the res,gnntion ol the Pobhcnhon Sccrelmy, Publicnhon Committee has nol 品nned

yet 

82. X-Post 

X-Post focuses on the" ork ccccntly held nm! done by the Exceull、·e Committee members, 111 
on!叮 to mcrease the fi叫世liacity nnd trnnsparen,y ol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lmportm1t 
issu臼 rclnted to ouc students nod u圳、•ersity \\onld also be r℃P＂的ed.

Due to the cesigm1lm11 oftlie Publicati叫I Seccet,i可， the ficst issue has n叫 been published yet. 

持 3 X-Exprcss 

X-Expccss mm, ut mfomuug students about hottest 』泊、m and issues closely 凹lated to th, 
students. As thecc 叭•ns no importu叫 nnd u咕叩tissue that needs to J’ublishX可Expr<'S, no X
Express J,n, been publish,J ,lucing these fow months 

8.4. Orlcntntlon Book 

Ocient,tion book 05' was 自smed ond distributed duciug cegistrntion days of freshmen Ill 
August. Its tncgets nee freshmen thnt joine<l llKUST Ill the cuπcnt session llic O ’ Book 
locum 叫I gi、 ing out infonnalion as well '" promotm也 Students' Un,on und her nftilinted 
soc1et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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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Orient型j_Qn_Affuirs

JO.I. Orlcntntlon Affulrs Conmtlttce 

'I he lntemal Vice-President worked on the fommtion of the Orientation Aflhirs 
C'omnuttee under the pro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fter the open nouunalion lium 
various fields ofal111iatcd societies, the Orientation Affairs C'ommiltee was tormed ll1c 
OrientationAfTnirs C叫nm!llee tukes clml)le und is 間spon.sible for coordinatiott of all 
orientation alfairs of tho Union including allocat1on of resources、 gntdelmes und 
progrnms concerning Orienlahon Days’。nentation Camps and Orientation Week也 rite
COi叫1osition of the Committee is ns follows: 

Nnm, Department Year of Study Representing Position in tl1<• 
Field Committee 

lo Sm Au Marketing 2 Ex-oflkinl Chaiqmson 
member 

Cheng Po Yan Marketing 2 Ex-ofllcinl Secretary 
member 

、，Vong Ho Yan Mnrketing 2 Executive Member 
Committee 

Lam C'hnn Economics and 2 SBM Member 
Shing Finance 

Fan Ka Yan 
lnlbnnation 2 SBM Member 
Svstem 

Chonl'szOn 
Computer 2 SENG Member 
Science 

Lai Wing Kai 
Mechanical 2 SENG Member 
Enuineermu 

lo Ho Mm, Chemistrv 2 SSC! Member 
AttSiuChn日， Biolo,v 2 5日Cl Member 
To Shuk P1k Manauement 2 House Member 
Lo Yeclak Mana ,cment 2 Hot伍已 Member 

Ng Jones 
Electronic 2 ICA Member 
Enemeenn• 

llui SmChnug Manaoement 2 !CA Member 

Chin Ka Ho 
Computer 2 ICA Member 
Science 

Chen 'Jono Hoi Chemistrv 2 SCA Membe『

Ng Wai Fnng 
Computer 2 SCA Membc『
En •inecrin • 

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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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ocial Actiyities 

9,l 01 knhltlon Cnmp 

The Orientation Camp 20{}5 of the Execnt仇，e Committee has been held nt J 8,8-20/8 The 
Execnti、州。 Committee hns made use of s。me acti、•ities lo fam1har1ze freshmen 、vith the 
school uud their follow schoolmates. Durin且 the camp,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lso shared 叭·1th the campers their v叫υable experience bemg in the Union, m叫
bring along n dose relation mid a sense ofbelongin且 to the campers, helping them to 
explore themselve沾自nd enjoy their new life in the University. 

9 2 Formation of the Social Committee 

Due to the vacancy of the Social Secretn可， the tonnation of Social Committee is Ill 
pro且ress. The Soc,nl f叫nmiltec mms nt assistmg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n nll 111atlcr, 
concemmg the socinl nctivilies 。fthe Union and to work on function or pr吋eels, 11hkh 
can promote social acliv1ties mnongst st山lents

22 

llJ2,01lent叫Ion Pro研制IIS

Ori叫“。岫 Progrnms we間叩llectively relme<l to Orlentution Days (JUPAS Registrnt圳I
Day, JO'" August 20115 to 12" August 2005J、 Orientation Cnmp ( 13山 August 21105 to z5•h 
Au且”“ 2（的5）。”d Orie叫at1011Week(I 、＇ September 2005 to 30" September 2005) 

Orie叫alion Atlnirs Committee 2削15 was set up to handle nil the matters on Orientation 
Prn且mms. II consisted of representntives from vmions society fields- Two ore from I louse 
Assocrntio肘， two am lrnm Ind叩endent Clubs, two 的ro lrom SllM Departmental and 
School Societies, two a阻 from SENG D叩﹔1rtmcntnl and School S肘k{ies, two nre lrom 
SSC! Departmental and School Soc,eties, two are from Sports Clnbs and one is trom the 
Execnt11•e Committee 

Five meetings 、，·ere held from 27山 ~lay 2005 onwards. In 的，，可 OAC Meeting. Internal 
、 ,ce-Presidenl presided、阻 the chamnan of meeting 、vhile prcpanng agenda While the 
Internal Secretary ncted ns the secrelaiy oflhe meeting, wns 間sponsible for t{1king 
mi11utes and preparing materials for the meeting. All the minutes have heen upl叫<led

onto the website 叫‘Exectthl'c Committee ,on, to better 臼1hance the comnmnication 
between OAC and societies. 

Despite from that, Eqnipment Deposit 且lethod 洞的 first adopted in OAC' 2個巧， And

Re且ulation ol Eqmpment Anangentcnt during Orientution Camp was 間vwwednnd
amended 111 OAC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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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Universitv Affairs 

II.I. F叫 mntion of Unlvcrsltv Affairs Committee (LJAC} 

The llmvcrsity Alfairs Secrclaη， worked on lhc fonnalion 叫！he llnivcrsily Amur 
Committee under the prevision of the C'onslilulion. The LJAC' wa、 fonnc<l with lhe 
Executive C'onumllce member an<l sludc叫 rep『esental叭，es and lhe other vacant 
commillec member will be n >minatcd and interview will be held in the late of September. 
The UAC aims at i} To assist the University Affairs Secretary on all mailers concernil地
university offoirs oflhe Union, 11) To organize senunar芯， I【muns、 talks or dclmtes on 
Uni、·crsity affair iii) To openly nominate students to University Adv叫ng Bodies and 
University Sen;1te C'omnullee with appro、•al ot the Exe ;ul!vc C’。1111山!tee II'} To compile 
reports lrom students seats in University Advisory Budies nnd Unive削ty Senate 
C叫nmittces for the mtonnation of the Execul!ve C'ommillec. v) fo c<>-Onlinate the efforts 
of the sli叫e叫 seats in University Advisory Bodies ond Uni、心rsity Senate C'onunitlecs. 
vi) ro facilitate counnunication among students seats in University Adviso可 Bodi臼 and

University Senate Committees. Its compositron is as follo11• 

Name Department Year Position as in Position as in the 
lhc Union Connnittee 

Kung l'ui Yin 。l時間lion Munugcn>e>ll 2 Um、＇＜r'II)' Chuiq><rson 
Aftarrs 

Scml<>rv 
Poon Yin I的ng Accouutiog 可 Fin.mcfal Seιrel a巧，

Smet a巧，

Kwok Yee Tai Accounting 2 Wetfon: 訊lcml、er
Sccrcla內，

Lo Sin Au Hirkcung 2 ln1,m,tVic, Member 
President 

Ch凶igPoYnn Marketing 2 lntonml Member 
Semtn可

Ho Sze Wai’,r1a,y 。pcrnlion Management 2 Member ClinicC'ommill凹
S111dc111R,p. 

N,m Hn Cllcun日 Finance 2 Member l\>mmillc'c on 
S1udcn1 i\lfai「H
Student Rep, 

l 且用 h"i Ch叫L Finance ' Mom her S1U<lcn1('.t1cring 
c，朋m1t1cc

Slu<lculRcp. 

2汽

I U. Hnll Affnlrs 

This year the University Affairs Sec自la可 was.one oflhc members of the UO Hall 
Selection Committee, becuuse 、vilh the &1ke of the increasing lmnsporcncy of the 
mechanism orHall Sekclion, the Uni、·ersity A叮品問 S叫『etary had lo keep do,ely wilh 
the Slud的ll Represe叫ativcs, so thnl the fairness ol the mechanism C<>uld be ensured. 
Ho11e、·er, the whole mechanism was decided not be disclosed since ii will resull in on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 

11.S. CJ叫“nndlng Dntlcs 

11.5.1 Student School Bus Sc, vice 

Aller ti姆”。且otialion with lhe I-lo Y叫 Tmnsportation Company Ltd 、 th, stud叫t school 
bus service will be 01沁mted in the coming October. In the middle ol Augu訓，、、可《listurbed
the quc討tionn臼ire to stmlents in order to collect mnrc comments on 泣ndent Hυ叭，c、er，‘u
this moment we are still dbcussing the detml of the sci訕。l b”s service, so the d叫：， ilsw,11
be reported later. 

11.S.2 Transport叫ion Sl!trntlou Chm惜的

Due to the low pe即cnlagc usuge o[298P, the Trnnsporlalion Department is going to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298P. The UAC' b following up the change. The Committee 
posted this new卦。” ENB nnd sent the m祖S E-mail to infr rm Um students An叮閃閃i\'lll且
the comment i『om students，吶！。、、·ill annlyzc 叭hat will be atlcctcd by this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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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Nomlnutlon of Stntlcnt Rcprmntotl、 <S

One ol the respons1biliti的 of UAC is to nominate student represcntallve for the 
叫，mmittccs rclale<l lo university atfai甜、 the nomination wmk was done \Ve hod lannched 
n nni叫臼ii）」wido student rcprcsc叫ative 間cnrilme11t pro耳mm, which was promoted 叭:ilh
the use of the boards and END The following rs the hst ofstndenl 阻P間sentalives

『elevant to university allairs. 

Univmity Connnillee Nome of Student Rcprcscnlnlivc D,p,rtmcnl Year 

Commillcc on Srudcnl Nam Ho Ch,ung BBA UG2 Affaics 
Ng Ka 札＇eng DDA UG2 
Ko Ming Stun BBA UG2 

Studenl llbciptin且ry
l司;ung Yul Ho CIVL UGJ 

「ommillee

亡ban Pui Yun, Fiona BBA(GBUS) UG2 

Clinic Commillec !lo Sze 、，Vai, Trncy BOA UG2 
Tung Wnn Chucn CI\L UG2 

Ge11dcc Discrim;n,tio11 
Loung Kai Tnt BBA(Accountiug) UGJ Commillec 
KoClκ， i Kam BOA UG2 

Student Cntcring Kung Pui Yin, Cirri到inu 8日，、 UG2 Commillee 
、、＇ong 可＇ingYan,Amta BBA(Accounling) UG3 

Tsang lloi Yan BBA{11"rkelwg) UG3 

Lok Sze 叭，mg DDA(Managemcnl) UGJ 
1、＇ong Wing Tnk BBA UG2 

Lam Kni Chcuk BOA UG 2 
Book Slore Use『 Group Chak Kong Fnn且， Paulo BBA UG2 
Committee 

Lau Yat Hung BICH UG3 
Supcnuarkcl User Grnup Ho Chun Lum CIVL UG3 Commillcc 

TamlaiM;Ill BBA(Markcting) UGJ 
Hair Salon User Group Lam Sze Wing CIVL UGJ Commillee 

Chan !Yuen BBA{Gtoh;,IJ UGJ 

11.3. 且 Ieetlng \\ith SAO 

There were me叫in甚S 叭，ilh Executives onicers of SAO and ITSC wluch discuss our 
Studenl ID card (Smart Cnrd) as we am going to combined the Students’Union 
membership with the Smarl Canl aml fin1her develop the uses of the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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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cademic Affairs 

12.1 Formation ofAcndemlcAn凶lrs Committee 

The Academic Atlairs Secrela可、.vorked on the fonnalion of the Acndcmrc Aflmr, 
C'onu叫ttee nuder the provrs1011 of the Conslitution. ll1e Academic Aflairs Committee 
aims al: 

a)T‘＇ I叮也、”1叫e acn<len
b} To ass is{ the Ac<1de111icA血air Sec間taryοi】 all ni.,tters concemin草 ac【，den】IC atlorrs o[ 

lhe Union 
C} To organize seminars, fon11肘， talks or dcb.1tes on aeademk atfaus 
叫） To encourn且e and stimulate Unron Members' inte間sis nnd pnrlicipntion in ncndemic 

n!foirs 
。） To openly nominate students to Univer,ily Senate Committees with approval of the 

Execuli、•e Committee 
。 ro conduct Uni、·ersity Student Senator可 Election
g)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mong student seats in University Senate Committees. 
Its composition is 的 follow:

Nume Department Year Position as in Position ns in the 
the Union Commrllee 

Kungl'ui Yin Opernlion Management 2 Uni、•crsity Chai中erson

Atr,irs 
Secretary 

lln Sin Fai MECH 2 Cu『rcntAlfoirs Secretary 
Secretary 

Poon Yin Accounting 2 Financial Member 
Wine Secretary 

Kwok Yee mi Accounling ? Welfare ~!ember 
Secretary 

Cheng Po Yan hlnrketing 2 Intemnl Member 
Secretary 

Ng Chun Po>g EEE 3 Member Engine 
Undc『grntluatc

Studies 
Tut旭、.Vnu CJVL 2 Member Engineering 

Chncn Undergraduate 
Studies Committee 

12.2 Selcctlon o『 StudcntRepment11tl、！的

Acndemic Alfair, Committee and Univc時ily A!Tnirs Committee have Jomtly a口nnged the 
seleclion of the stu,le叫 representahves ol various committee or the Uni、•ersity.11,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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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unation work was done. Board sh叫，VS were made to introduce the l'nrious positions 
Alto且ether about 45 applications were received for various stud叫t rep即scutati\'cs this 
year. Afl叮 serial processes or interview‘有， the student represe叫ativcs were selected and 
list is as folio、＂＇

Academic Committee Name of Stndent IDepm叫 IYcar I 
Reorcsentatil'c 

Comnuttee on Tam Long 
CHEM UG3 

Under且r; duatc Stud<ies lfang(Scicncc) 
Ng Chun P，οn述（Engine) EBE UG3 
I\ui Yan 

BBA(Global) UG2 
Tung(Business) 

Comnuttee en 、，V,1ltnwk Toste {MPHl)IEEM PG 3 
Post到‘叫uatc Studies Jawt(Fngi肘）

Leung Chi Yuen( Homa SOSC 
And Sosc) 

l:mt Jing Kw吼
(MPlllL)CHEM P02 

(Sc1cncc) 
Bllsine叫 and Management 

Cheng Chun \\'ah BBA(Olob泊I) U02 
School Board 
Committee on 
llndergrnduate Chau Cht Han BBA(Acconntmg} l/04 
Progrnmme(SB且（）

M:Lsten;' Programme 
Conunittec(SBM) 
l<t1ginming School Bo,ud 
Engmeering 
Linder以，tduate Studies r,mg \\'an Choen CIVL UG2 
Committee 
En且meeting Postgmdu川e

Wallmark Toste Jawi (MPH!) IEEM PG 3 
Studies Committee 
Sc,en,·e School Board Ltu Fang BICH UG3 
Science Undergraduate 

Lau Yat Hung BICII UG3 
Studies C叫：ltnttk'O
Science Postgraduate 
Sit叫t<s Committee 
Conunittee on ’reaching 

Lm Fang BICH lJGJ 
and Leanltng Qunlity 

Ceng Lin COMP PG3 

2" 

12.3 Student Scnntors Election 2005 

The Academic A叮叫自 Committee has held the Student Senators Election 2005 in 16也 or
September. 1he election will be held from 21” to 23'" of September and ts 叩叫 for ull 
UST students to vote and one PG nnd one UG will be nominated hy the Execntiv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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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l叫im reno cl of Pounlarh Ekrll'd Co 1111 cil o1 Srniuu 2”。5 2110M 13" Scsslou) 
WfllieYine Y沾自1.A uil,i

主且山且坦且
垃且斗

Pnpnlarly Elected Couucih叫
l 叭的 ckctc-d by SU lnll mcmbc店 to be one of th e Popular!} Elected Counc ilors in th e 
HKUS『SU Annual Elc<t iou 2005 

G,· ncrul Duties 
I rcprcsent<d nil SU members to ex 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ideas to the Council 
l 吶•as the ＇°川叫ttee member o f th e Finance C:0111111ittec to 間凹，lnt c nil Ii’rn neinl 
matters o f the U圳。n in order to keep cxpenditu何 wit hin the limits of 刊、Clll! CS in 
d"1wing up its bud些ct nnd a、oid d叫icit s. Iii the A lliliatcd Socicty Couunitt,·c. I 、、的
responsible for conducting rcvi叭v on the 印uslitution ofnniliatcd soc iety in HK USTSU 
‘and cns u rinι th e proper admini str.llion of lhe alliliatcd s削cti cs

Conndl 恥 lel'ling(s﹜
Durin品 counc il meet ings, I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di自scuss i on s and give n opinio ns based 
011 lhc members' concern s. I was honored to 叫,rcse川 lhc 111c111bc時， vo le for mcml,cr玄

in1ercsls. lhc 叫中1opriat c linal decisions ean be 曰：,c h cd based on lhc rnntpro川自
bclw山n di no rent slndcnl bodies 

Affiliated Socicl、 c圳，1111ittce
1 、、· a s 叩poinlcd lo 1hc Alli li atcd Society Co111111ittcc . I was responsible fo r 凹vmg

s”ggcsl ions in lhc 閥、！’。叭， 。” lhc rnnslit uli on o l 叫·nli aled socielies and c nsurin且 lhc
proper ad111iniS1mtion ofn llilial« I soc叫ks. I h肘，c gi、叫 my 們pinion lo make 
rcco111111end.圳ons on lhe applicalion of anili訓 i on,,ru”。凹110 lhe council. For 1he Ii的l
half ）、叮叮 thcro 、vns one appli cat ion ofallilialion to lhc Union, a”d 1hcrc was on lr onc 
sue‘:css liil 11 pplican1 who could H叫 U provision alfilintion lo lhc Uni on. ASC have olher 
d111i es arc to 刊cc叭＇C and hand le a ll lhc complain ts concernin g aniliatc<l societi es nnd 
shall 阿fer lite cnscs to tltc Court by lhc r<soluliou o l th e Couuril ifucccss可句， Fur1hc
!i r,t half ycar. th en: was one co111plnin1 lrom allilialcd soc iel ics. I had given mil my 
叩川叫1 about hand ling cumplainl. Al l吼叫‘ lhc co川l a int was referred to lhc Courl h} 
rrn, l111ion of(otut<; ii 

Fi11a11cc Co111111ittrc 
I was 叩pointcd lo be lhc 叫n1111itt cc meml,cr o l‘ 1hc Finan山al Com圳，lt ce. I was 
rcspon s 』ibl, for 阿拉叫‘，11 in g all linancial mailers or the Union bcl叭cc” lhc Co1111ci l 
圳叫ling in accord祠，\CC 叭 i llt il s resolulion and instrnclions. I ant a lso 1hc H州K H 剖起ner

!or 1hc Uni on. \\1tc”,tcCCSSa1)'. I 叭，ill take parl in the inveSli~a liun inlo all 111耐心問
conwning lite finance of lltc Union I w羽s al so respm芯，blc lo review and make 
rcc-0111111011d品li o n s lo lhc Coun cil fo r approva l on any policy 間lalcd to financial matters o r 
lhe Uni on o『 lh c allucni ion o f Union limds for affiliated socie1i,·s 

Prep況閃d by 
、Vong Ying Yan An叫“
P叫，ularly Ek叫自I Counci lor 
Session 20115-200(, 

Inte rim rnport of Popularly Elected c。unci lo r
Sesston 2005 - 2006 (13th Sessi。l、

Yuen Yi﹜， nn目 Dicky
SBA Economics (Yea r 3) 

Int叫uct1o n
I was de lighted lo be elected as one of lhe Popularly 日ecled Counci lors in Iha 
HKUSTS U Annual Election. 2005. 
During lhi s half year, I a lle nded c。uncil meeting to vo帥。ut 。pi nions representing 
S U full members 

Ou1tes 

I was responsible lo r叩開明nl members of !he Union and s il for !he counc il 
meetings. In ord er to rep resent members regarding the matte rs of the constitution, I 
joined the Constituti on Committee 

C。u nc il Meetings 
Ma ny issues have been discussed during cou ncil meetings. I was honored t。
represent a ll members lo speak and vo le fo r the ir inle『est s. I had also pa叫他ipated
in th e discussi。ns a nd given opinions. The fin a l decision in coun cil meeting therefo re 
involved different s tude nt bod ies' c。n田rns

Conclusi。n
I have tried to protest about the ri ghts a nd bene fits of the members. I hope that I 
can con tinue lo he lp members lo v叫ce the ir opini。ns in HKUSTSU and protest 
the bene fit of them 

Prepared by 
Yuen Yik Ting Dicky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Students’ Union c。uncil
Session 200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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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香港科技大學
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出版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電郵： su_eb@stu.ust.hk

鳴謝
人物專訪 胡杏兒小姐古天農先生

將軍澳電視城藝員發展科

校園版 就業輔導中心
Soc壇傳聲筒土木工程學系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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