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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魅力所在

我以戚恩的心情來寫下這一篇序 。

這半年以來，在大家的包容與教導下，我們不斷成長 。
相較於當初的我們，我們已從甚麼都不懂的離鳥，成長了不少 。 至少，我們

現在能乘著你手上的 《振翅》 ，在科大的天空中懷抱著對未來的夢想飛翔 。

世界很大 。 這一期的 《振翅》 帶我們從身邊出發，從而了解我們身處的世界

。 科大的同學出入校園都會乘搭港鐵 。（﹔巷織自悠行 〉 帶我們走出我們每天都
面對的港鐵車廂，發現近在咫尺的鳥語花香 。

香港以外，（加拿大遊記 〉 、 （ 英囡文化面面目弟 〉 及 〈 馬來西亞 一亞洲魅力

所在 〉 均以當地的旅遊景點為經 ， 該處背後的歷史和文化為緯’讓我們認識世

界另一處地方的人與物 。

2009年是充滿變化的一年 。經歷了不穩的2008年，社會上不同的聲音開始傳

到大眾的耳里 。（ 一個正在萌芽的運動 〉 及〈在職貧窮的現況〉和（最低工資
〉 均是社會正在討論的議題 。樂施會的黃碩紅幹事就為我們詳細解說爭取最低

工資立法的原因 。 在金融海嘯的陰霾下， 〈 創業001 ） 為各位志在創業的同學總

結了一些前人的意見，同時亦請到Hottutor為我們分享他們創業成功的經驗 。

作為一份學生刊物，本期 《振翅》我們訪問了即將卸任的朱經武校長，了解

這位人人稱頌的朱校長對科大近八年所發生的大事的看法﹔學生活動方面，我
們邀請了科大學生會評議會副主席許兩重同學在 〈學生會短評一屬會懲處 ） 向

我們說明去年十二月大規模對屬會作出懲處的因由﹔而 〈 地球另一邊的學生報

〉 則帶大家了解美國賓夕凡利亞州大學編輯委員會的運作，讓我們反思學生報

的存在意義，繼而推至同學參與各種學生活動的心態 。

我們在此成激每一個協助我們出版這期《振翅》的人 。 除了各位受訪者為我
們提供了寶貴的意見，我們還需成謝各位讀者給予我們的鞭策和鼓勵。

經歷了這短短的半年，才明白在科大、社會以至世界都有很多事情還待我們

去發現、關心、了解和分享 。 我們希望能藉著《振翅》 ，使同學們更關心科大

、更關心社會 。

半年以前，我們因 「科大應有屬於自己的學生報」的理念而站了出來 。 今天
， 同樣地，一群抱持著理想的同學傳承了我們的意志 。 我們期望 「 文嗚」的各

位能真正地讓編輯委員會在科大再一次 「振翅高飛」 。

再一次成謝各位給予我們的機會 ， 讓《振翅》 能再一次傳到料大人的手里 。

第十六屆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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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馬松興排：豆愛

報紙上登了一則男教師為情自殺的新聞，看了真的教人覺得可惜。其實世界之矢，學問

之深，人們的眼內又何必只有愛情可言。

無視電視播出冰天勤地和現代塵世羹，電視中的明星放下平日被金銀珠寶所粉飾的俗氣

，帶觀思遊歷一座又一座的奇山。從瑞士的火車望出去，慢浮在恩特雷布赫的綠草原上，經

過阿爾尼斯；自ij澄澈的湖水，然後又在格陵蘭的冰海上泛的，那一層層奇特的冰山如羅浮宮的

石雕，位立在汪洋之上，偉大而壯觀。也許是監製精心的策劃’在鏡頭的背後，在高清的拍

攝下，你探索了世界的另一個角度，發現了地球另一種面貌，一段段的藍天和碧海，伴著幾

旬意味深長的對白，你腦海襄對阿爾卑斯山和大鯨魚的印象又再一次更新。

生活在香港這個繁忙的都市中，人總把自己困在一個空間襄。香港有如一座由石屎牆組

成的迷宮，一班三十人的課室裹，老師和學生眼襄只有成績表上一個象徵式的分﹔中環國金

二期的玻璃窗後，人們只為市場上跳動的數字而側目。生活已經是一個滿佈隔膜的牢獄，假

如人再在情感之上為自己建造厚厚的圍笛那就如提早在死亡線上點著火引，然後靜待生命的

消失。

需知精神和情感的細綁其實是一種慢性病毒，它會慢慢地蠶食人的意志，讓快樂的心靈 ，

步向死亡的幽爸，能夠為自己解困的只有你自己本人。俗語說「別為一棵小花而放棄整個Iii/\

林」，把人與人之間的情比喻為花，其實也不為過。人們看到的往往就只是這一棵花＼他個1

在旁邊築起牆籬，然後盼望它有盛開的一天但他們忽略了花會有凋謝的一天，忽略了1天它

們可能會被雀鳥所昀去，最後小花園會一無所有。最糟糕的情況是，在一次突襲的颱風，所

有花田和樹木都被吹毀末日破壞，他們世界就只剩下一片廢爛的草地，再也種不出新機。

但他們哪有辦法阻止一切災難的誕生呢？世上所有的東西都一樣會變質，包括友情和愛

情。在緣份的輪盤上，又有誰可以確保另一位陪伴你而行的閉友或情人能夠擔當你的導航師

，全程與你克服一段漫長的海上之旅，達到幸福的彼岸？還記得當初兒時的夢嗎？你夢想過

當醫生，我夢想過做j肖火員。小學六年級畢業的那天，我們相約好一起好好讓書，即使分開

不同的學校就讀，我們仍然是好閉友。但今天我們在旺角女人街遇上了，彼此卻為雙方失去

了通訊而感到尷尬。詢問之下，原你當了記者，而我中五畢業後，現在只當了一名會計文員

。在離開的一刻，你的眼神迅速的回轉往男閉友身上去，一點也沒有沾上我的衣角。

變化是不變的定律，亦正因為有或然率定律存在 J世界才變得萬紫千紅，多姿多彩。人

又何~＼讓自己的視線縮得這麼窄呢？放下一時半刻的執著，胃望還鏡遙遙指向九千哩外的繁

星，望著天空那條銀河喜愛聽地流動，幾粒流星迅間的擦過，然後又沒入那茫茫的星空下，沈
沈的夜幕當中。弄衛妥你I恍然發覺宇宙邊竟然閃爍著過僑種科幻的領色，那種震憾和夢幻，是

如此動人，如此令人心醉。





萬曆朝鮮戰爭

公元1588年﹒日本太闇豐臣秀吉結束7日本長期被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統一7全日本。豐臣秀吉有個

很大的夢想，就是他妄圖將日本的實力向亞洲擴張。而征服亞洲的第一個絆腳石就是明王朝。為此，日
本在數年內儲備7大量的糧草，武器和戰船﹒試圖先征服鄰圓朝鮮﹒以朝鮮作為跳板﹒然後征服整個明
王朝。

公元1592年，豐臣秀吉去信朝鮮國王﹒稱他有意借道朝鮮進攻明朝，希望朝鮮包涵與協助。當時朝鮮作

為明朝的藩圈，自然一口回絕。於是第二年春，豐臣秀吉調動十五萬大軍與大小戰船士百餘艘，正式出
征朝鮮。適值日本剛經歷數百年的單混亂，對戰經驗十分豐富﹒部隊更配備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繩槍

。而朝鮮則因重文輕武，以致「人不知兵二百餘年」﹒明朝將領曾評價朝鮮士兵道：「他們就像一群羊

一樣﹒聽到炮聲就嚇得到處亂跑。」

因為雙方實力太過懸殊，日本人進攻朝鮮時幾乎沒遇到任何阻力。四月十二日，先頭部隊共1.8萬人在小
西行長的率領下在董山搶灘登陸，四日內相繼攻陷蓋山、東萊、梁山等海防重鎮。登陸十士日後大軍壓

迫王京漢城﹒守城主將李陽元竟嚇得把兵器沉入漢江，落荒而逃，結果日軍兵不血刃地進入漢城。 日軍
稍作休整，便繼續北上﹒輕易攻陷開城與平壤，朝鮮國王慌忙逃到義州。結果只用7兩個多月﹒朝鮮三
都（漢城、開城 、 平壤）八道全部陷落。百般無奈的朝鮮國王只好向宗主國明朝求救，希望借明朝天兵

幫他光復國家。

fl8 

日本對朝鮮的大舉入侵﹒也大大地震動了明朝。一連兩個多月，
朝廷上上下下就是否應出兵援助朝鮮事論不休。最後在明神宗的
大力支持下，明王朝決定出兵﹒將日本趕出朝鮮。

明朝一方面拖住日本人．一方面從全國各地抽調7兵馬。包括兩

萬騎兵﹒裝備輕甲 、 馬刀、長矛和火統，主要用來突襲﹔還有兩
萬步兵﹒其中有一半來自神機營﹒以火統和火炮為主要武器﹔合
共四萬兵馬，由名將李如松率領。

次年一月﹒四萬大軍抵達平壤城下。平壤城地形險要，易守難攻
。當時日本守軍共一萬八千人，由小西行長率領。雖然明軍裝備

的火統性能不如日軍的火繩槍﹒但火砲方面日軍卻是望塵莫及。

為7攻下平壤城﹒明軍部署，7超過一百門威力巨大的滅虜砲和射
速極快的弗聞機炮﹒類似於現代迫擊炮的虎蹲炮更是不計其數。
ι月八日晨﹒平壤之役打響 。朝鮮紀錄如此形容：「在距城五里
許，諸砲一時齊發﹒聲如天動﹒俄而花光燭天，．．．．．．優統之聲雖四
面俱發﹒而聲聲各聞 ﹒ 天兵之砲如天崩地裂，犯之無不焦爛．．．．．．」
。經過兩天的戰鬥﹒日本守軍只剩不到三成，小西行長只好越夜
率殘兵突圍，向漢城敗~。

平壤的收復有著相當大的戰略意義﹒整個朝鮮半島的戰爭形勢就

此逆轉。明軍修整十天便乘勝進軍﹒繼而收復包括舊都開城等多
座城池，朝鮮三都八道中的二都五道己在明軍控制中。此刻日軍
的處境非常被動，陸上城池被一座座攻克，海上的艦隊又屢次被

朝鮮名將李舜臣所率領的龜甲船騷擾，補給陷入困難。為7保全

大局，日本遂派使節與明朝議和。



由於明朝無人懂日語，便）~精通日語的商人沈

惟敬前往日本談判。豐臣秀吉在會見了到達日

本的明朝使團，並提出條件，要求明朝割讓朝

鮮八道的其四給日本 ， 朝鮮將一王子送至日本

做人質並且朝鮮大臣永誓不叛日本。沈惟敬欺
負同行的官員不懂日語，一口答應7這些條款

， 卻眼同行的宮員說日本已同意撤除朝鮮並向
明稱臣。隨後日本使團也抵達北京，議和使者
小西如安答應7明朝所提出的要求，同意日軍

在受封後迅速撤離朝鮮半島。結果，在兩方談

判者欺上瞞下的輯旋後，雙方幾乎要達成外交
史上最為荒唐的「雞同鴨講」協議。

直到明帝的詔書送到日本﹒豐臣秀吉始知受騙

。當他聽到詔書中「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一

句時 ， 勃然大怒，摔詔書於地罵道：「日本國

．我欲王則王，何待明虜之封？」當即將議和
使者小西如安之兄小西行長治罪，並派陸軍

141490人，水軍22100人 . 7.k陸並進再度入侵
朝鮮。其後明朝也知道受騙 ， 急忙再次招兵入
朝﹒沈惟敬被斬首示眾。

這次入朝的日本軍隊更加精良，幾盡日本全國

之兵力。戰艦也針對朝鮮的龜甲船進行改良，
還運用反間計令朝鮮王廷解除7李舜臣的職務
。 1595年7月，日本艦隊偷襲7停泊在漆川島
的朝鮮海軍，朝鮮海軍全軍覆沒。 7月底，日軍

十五萬陸軍分為左右兩路在華山登陸，採取鉗

形攻勢意圖一舉拿下漢城。此時明軍在朝鮮只
有三萬駐軍，形勢相當困難。日軍接連攻下明
軍據守的城池，很快逼近漢城。九月士日﹒明
軍與日本戰國名將黑田長政和伊達政宗率領的
日軍第三軍團在漢城前線發生遭遇戰。明軍後
續部隊楊登山率罩趕到﹒大敗黑田長政。此時

攻打青山的日軍也被參將彭友德率領的中朝聯

軍重兵包圍﹒死傷慘重。加上在萬曆的支持之

下，明朝在朝鮮增兵至八萬並展開反攻。形勢
l I 開始逆轉，日軍逐漸抵擋不住明軍~＇攻勢。

次年一月﹒明朝大軍兵分三路，直逼日軍各個

據點。起初進展順利，先攻取7雷州﹒再拿下
﹔四川。但中路軍在攻打日軍新建的j四川城察時

， ，大砲意外炸膛﹒並引起大型火藥庫連番爆炸
．日軍趁亂反擊，又重奪洒川。為安全起見，
明軍只好撤退。但此時的戰爭形勢對日軍已非
常不利。日軍盤揖幾處孤立的據點 ﹒ 互相不能

支握。面對明朝八萬大軍毫無對策 ﹒ 只好苦守

度日。此時大明水師也出動7數百艘戰船駛入
對馬海峽，切斷日軍的種勤補給。

（上圓）五雷神機

（上圓）虎閱炮

（上園）火銳

（上圓）佛郎機炮

前方戰事不利 ﹒ 給豐臣秀吉很大的打擊﹒萬眉二十七年﹒

內外交困 的豐臣秀吉鬱鬱死去﹒當豐臣秀吉死去的消息

傳到朝鮮 ﹒ 在朝日軍更加無心戀戰，打算自蔚山票船巡回

日本﹒大明水師提督陳磷派遣老將鄧子自巨 · 偕同李舜臣聯

合出擊， 率領戰艦八百艘追擊日本艦隊﹒決戰在露梁海爆
發﹒鄧子龍雖年逾七十 ﹒ 仍然意氣風發﹒他率三巨艦向日
軍進攻 ﹒ 並自為前鋒﹒直前奮擊 J 日軍死傷無數﹒此時的

日本艦隊已不敢求勝 ， 只為救出被園的小商行長﹒是次戰
役稱為露讓大搓，日軍死傷1萬5千人， 超過三百艘軍主艦被

擊沉或被﹛芋，日月軍士兵則只有400人受傷﹒

萬窟朝鮮戰爭歷時t年 ﹒ 明軍兩次派兵共12萬 ， 只損失三

萬有餘﹒臼本方面共派兵30萬，幾傾全國之力 ﹒ 惟損兵近

十五萬﹒經歷朝鮮之役的慘敗，之後二百餘年 ﹒ 日本再不

敢窺視中華之領土﹒盟巨家也因侵朝失敗而元氣大傷 ， 數
年後被德川家康擊敗 ﹒ 展開江戶幕府的時代﹒

道3



甲午戰爭
八九四年．在爆發中日甲午戰爭前﹒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最好的時期。此時的清帝國，國內無

大亂，國際環境緩和﹒中國與西方各國都處於和平狀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歷經三

十年，效果明顯。於 八八八年建立的北洋艦隊是清朝的主力﹒被當時各國軍事專家評為世界第八、
亞洲第 大的海軍艦隊。曾有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一一俄國、英國

和中國。」當時的日本同和中國的情況相似，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雖經歷7明治維新，日本的

國力和軍力得到大幅度改善，總體國際地位仍不如清朝。

但日本人仍未放棄征服中國的想法，因為他們知道，中國擁有廣闊的疆土和豐富的資源，這些是日本

成為列強所必需的。所以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 直尋找機會，再次經朝鮮人侵中國。

一八九四年，朝鮮政府的黨爭日益激烈，親清朝的保守黨因為不能以自力鎮壓東學黨，即向清朝請求

救兵。於是清朝依照條約，於該年六月派遣小艦隊到牙山灣。當日本得知中國要出兵的消息後，也出
動軍艦﹒以保護日本公使館為藉口登陸仁川。清朝受此挑釁，因此兩國都派遣大量的軍隊到朝鮮來。

之後兩國衛突日漸升級，日軍多次偷襲清朝海軍，並擊沉清朝船隻。到八月一日，兩國正式宣戰。

九月中，北洋艦隊十艘主力艦在T汝昌率領下﹒護送陸軍4000人搭乘的五艘運兵船到達朝鮮，回程

途中遭遇日本聯合艦隊。日本艦隊為尋戰而來，艦隊成尖峰形衝向北洋艦隊。北洋艦隊急忙變障，亦

排成尖峰形應對。但由於時間不足﹒艦隊中央是凹陷的。此時日艦包抄清軍右側．由於日艦較快加上

清軍指揮不當﹒右側艦隊迅速被殲滅﹔ T汝昌之座艦也被炮擊，炮震力導致正在持雙筒望遠鏡觀看海

面戰局的T汝昌從二樓炸飛摔落甲板，左手臂骨摔斷重傷。清軍轉而命令全部艦隻集中重炮攻擊日艦
隊司令艦吉野號﹒吉野號即中多彈，其中「發甚至命中艦長室﹒但因為炮彈火藥不足而沒有爆炸。戰

門持續7五個多小時﹒後因日艦攜彈不足撤離戰場，清軍雖嘗試追擊﹒由於速度不及只能無功而返。
是次戰門後稱黃海海戰，北洋艦隊損失巡洋艦五艘﹒受傷損四艘，損員六百人。日艦僅傷五艘，損員

二百餘人。

與此同時，日本兩萬陸軍也兵分三路，向在平壤

駐守的一萬兩千清軍展開猛烈的攻勢。；＊~戰持續
7整整一天，清軍雖暫挫日軍，力阻其入城，自
身也損失慘重。總兵左寶貴親自登上玄武門指揮

，惟中炮身亡。下午四峙，日軍攻克平壤，清軍
倉惶撤退，途中屢遭日軍伏擊﹒傷亡兩千多人。
平壤之後清軍又無可依靠的防禦支撐點，造成駐
朝鮮清軍全面潰退，撤出朝鮮。

（上圓）北洋艦隊

平壤之戰與黃海海戰成為中日甲午戰爭的轉振點。自此以後，
日軍完全掌握朝鮮半島與制海權，並開始向中國境內迅速推進

。九月二寸五日，日軍在鴨綠江上搭浮橋搶灘成功，攻陷清軍
的虎山陣地，及清軍其他軍各部。隨後日軍進攻大連灣﹒卻發

現守軍不戰而逃，於是兵不見血得到大連灣。至此清軍在鴨綠
江防線全線崩潰。該年十一月日軍強攻清軍苦心經營的軍港旅

順，旅順雖有東亞第一堡壘之稱，但由於守軍將領相繼潛逃，

日軍僅用數日便攻陷臨Ill頁。攻陷旅順後，日軍對市內居民連續
四天進行殺鈍，老弱婦孺無一倖兔1 。r全市兩萬人僅剩三十六人
被留下埋葬同胞屍體。

（左園）北洋大臣李鴻章



最後﹒日軍向駐守在風海衛的清軍展開總攻。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日

，日軍兩萬五千人在日艦掩護下開始在榮成龍須島登陸。次日攻陷戚
海衛南幫砲臺，接著叉攻陷成海衛城，此時北洋艦隊駐守的劉公島已
成為孤島。日海軍配合威海衛的岸炮向北洋艦隊發動多次進攻，北洋
艦隊堅持數日後彈藥告聲。為防止軍艦落入日軍手中，威遠號被下令

炸沉，總督丁汝昌自殺，其他人員向日本投降。至此北洋艦隊全軍覆
沒。

消滅北洋艦隊後，日軍在其海軍配合下，一路攻陷鳳凰、海城、營口

、田莊臺等地。清廷求和Jl,\ t刀，瓶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議和。簽
定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甲午戰爭結束。

甲午戰爭後，清朝撤出朝鮮半島，並割讓台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予
日本，向日本開放多個中國內陸的港口城市。日本又獲2.3億兩白銀的
戰爭賠款﹒經濟迅速發展並進一步擴軍備戰，躍身為世界強國之列。

潰朝則徹底喪失7財政獨立權﹒需向各國舉債度日。大清帝國的國際
地位更自此一落千丈﹒再次成為列強鯨吞蠶食的對象。

（上圓）李鴻章赴日益署馬關條約

兩次中日朝鮮戰爭的對比

不論是萬曆朝鮮戰爭還是中日甲午戰事，日本均採用相同的戰術。每次戰爭前，日本都先向敵方發
動偷襲﹒盡可能削弱對方實力。然後調動大批人力物資 ， 從海陸兩面向朝鮮半島進發，務求在最短
時間內佔領朝鮮﹒績而伺機進軍中國。但在甲午戰爭中﹒清朝軍隊的整體實力卻與萬曆朝鮮戰爭中

的明軍有天淵之別‘’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 . ... 一．兵不精
明朝 始終外患不斷，頻繁的戰事令明軍戰鬥經驗極為豐富。而明朝將領也非常重視練兵﹒不但著

有多本著作，更應用於實踐。射擊 、 格門乃所有士兵必修之課﹒不合格的士兵將受到嚴厲懲罰。

此外，明軍高昂的士氣也是制勝的關鍵。在朝明軍雖然也有過逃兵﹒但都是極個別事件。在大多數 ，

情況下，明軍縱使面對數倍於己的日軍，仍能與之頑強抵抗，並屢挫敵軍。

例如一次，明軍主將李如松率領五千騎兵往漢城附近偵查敵惰，不幸在碧蹄館遭遇日軍主力。兩萬

日罩將明朝部隊層層包圍並展開猛烈的攻勢。人數上明軍雖處劣勢仍奮力還擊。激戰持續了整整
一天日軍仍不能佔上風，還損失數員大將包括戰國峙的名將小野成幸。後來明朝援軍趕到，日軍只
好解圍撤兵。

與明軍相比﹒清兵卻剛剛相反，散漫程度可謂舉世聞名。
北洋艦隊曾訪問日本﹒日人皆慣其艦之巨。但日本聯合艦

隊指揮官伊東祐亨卻認為北洋艦隊不堪 擊。他說到：「

主炮乃戰艦之靈魂，剛才參觀過清朝的戰艦，卻發現士兵
們在主炮上掠短褲。如此不尊重戰艦者，想必戰門力也不
強。」不出所料﹒幾年後的黃海海戰中日軍果然重創北洋
艦隊。

清兵陸軍則更不堪入目，雖數倍於對方，又有險
可守，戰事發生時卻借不戰而逃。 大連灣、旅
順等要塞﹒全部依險而建 制如果堅守﹒定能重創

入侵者。事實上，日軍逼近就發現守軍已全部潰
逃 ， 結果不費一槍一」彈攻下要塞。即便清軍與日
軍交鋒，戰鬥力也往往不濟。戰後噱一日本軍官
回憶﹒：每當兩軍交鋒﹒日軍先臥下做戰術閃避

， ，清兵便胡亂向日軍開槍。待到清軍彈藥耗盡，
日軍則向清軍展開衝刺。每場戰門下來﹒被俘的

清兵往往比日單人數還多。 00 



二．將不善
明朝將領久經沙場，熟悉大規模的集團式作戰。每次出擊都做到進軍必偵
查，撤軍必殿后。與日軍交戰時﹒明軍往往採用多層次的火力壓制。兩軍
相持時明軍利用重型火砲打亂日軍陣營﹔待到日軍逼近則採用虎蹲炮和

弗聞機炮等速射炮給與其重創﹔當雙方相隔百米之內時明軍的單兵武器如

火銳、鳥槍、連弩齊發﹔短兵相接時明朝神機營退後，由手持大盾的刀兵
迎戰。幾次下來日軍苦不堪吉﹒以後每在野外遭遇明軍均膽顫Jl,＼驚。

而甲午戰爭中的清軍，雖然也裝備7一批較為先進的武器，但將領們卻不

懂利用其畏。如北洋艦隊的提督T汝昌，時人謂真「只識可馬」。一次，

一位外國人因事登船，愕然見他正與其他士兵打牌。黃海海戰中，清軍
一眾艦長也全用錯了炮彈﹒不用海戰時的開花爆破彈，而是用穿甲彈甚至

訓練彈。故此吉野號雖被濟遠艦的攻擊命中艦長室﹒卻因該砲彈乃固體彈
頭的穿甲彈而幸免於難。所以海戰後﹒日本重傷之四艦雖彈痕累累卻倖保
不況，凡見者皆大呼驚奇。

此外，每次作戰明朝將領均身先士卒。平壤之役中﹒神機營參將駱尚志冒
險登城，腹部被滾石擊中，仍然挺立不退﹒主將李如松的坐騎被敵軍的火

繩槍搶手擊斃，但他仍堅持督軍。這點與每每在開戰前私自潛逃的清朝
將領們截然不同。

三．器不利
明朝早有「戰爭不過是以大船勝小船 ， 以大鏡勝小統﹒以多船勝寡船，以多統勝寡銳。」之觀念﹒
所以開發與應用新型武器一向是明軍的核心。萬曆朝鮮戰爭時，明軍已配備大小火炮數十款。 j成虜

炮是明軍的主力重型火炮，射程可達千米﹒超過日軍的鐵炮數倍有餘。明朝曾大敗葡萄牙人，繳獲
火砲數門。後發現其火砲先進，遲大量仿製兼改良，並以當時葡國之名弗郎機命名該炮。弗郎機炮
是當時世界上最先新的後裝填火砲﹒採用子母彈設計﹒類似於現代火炮。該炮射速可達每分鐘兩到

三發﹒射程五百米，通常用作火力壓制。此外明軍遣大力發展五雷神機、迅雷統等單兵武器和裝備
火器的戰車，這些先進的裝備在朝鮮之戰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剛開戰時，日軍士兵皆身穿精

致盔甲 ， 卻見大部分明軍只裝備輕甲甚至棉甲，無不驚瞋明軍神勇。之後才發現﹒在明軍密集的火

力下﹒日軍根本不得近身。

大明水師在露梁海大勝日軍﹒也與其船堅炮利有很大關像。明軍水師的主艦褔船 型﹒長百餘米﹒

樓高三層，隨員三百人，配重炮與弗聞機三十多門﹒尚未計其他小型火炮﹔其他戰艦也有五六十米
長。當時日軍主力戰艦只有二十幾米長，頭尾配炮兩門。面對如此對手，日軍根本毫無對策。

到甲午戰爭時，清軍的裝備雖較鴉片戰爭時期大有改善﹒但普遍仍裝備西方己淘汰的槍械﹒少數部

隊甚至還裝備火繩槍。其武器品種繁多又不易保養，性能遠不如日軍的裝備。北洋艦隊雖然在重火

炮方面具有優勢，惟各艦裝備已久，航行速度遠低於日軍﹒又沒有配備速射炮，難以給日軍造成傷

害。此外，北洋艦隊雖配有魚雷﹒由於保養不善﹒多年來任由其在海灘暴曬﹒到甲午戰爭時己錯跡

斑斑 ， 全部報廢。如果在明朝﹒若有人敢如此對待軍械，肯定是殺頭的死罪。



四．心不齊
甲午戰爭前，北洋艦隊的經費已逐年浦少。
即使如此，剩餘的經費又多被政府挪置往其
他各處。 1888年北洋艦隊原本打算購入300
箱炮彈，後因為軍費被挪用去修建頤和園，

最後只購入7三發炮彈T汝昌戰前提出在主
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艦速射炮的優

勢，需銀六十萬兩，李鴻章聲稱無款。直到

甲午戰爭爆發時北洋艦隊己多年未置新艦。
清政府對是戰是和的態度也始終搖擺不定。
一開始李鴻章曾嘗試外交途徑解決中日衝突

，直到最後不得不戰﹒仍指示北洋艦隊：「

能戰便戰，不能戰便退」的「保船制敵」方

針。日軍進入中國邊境時 ， 清朝統治者又不

顧眾將頭反對急於求和，還簽訂7喪權辱國

的《馬關條約》。從此令中國陷入危機。

明朝的政府卻從始至終地支持對日戰爭，開

戰後大量的人力物資隨即源源不斷地遣送到
朝鮮。而開戰的出發點便是將日軍趕出朝鮮

﹒此外任何協議 概不談。偶有戰事失利．

將領被御使彈劫﹒明神宗也寬容以待，令到

在朝明軍士氣大增。整個朝鮮戰爭耗銀一千
t百餘萬兩 ﹒ 全部由明皇室所支付。被史書

描寫為千古昏君的明神宗萬曆皇帝﹒此時所

為與慈禧太后挪軍費為他用的行徑有著天壤
之別 。

l儘管此等逝事離現今已有數百年之遙，每每憶起皆感嘆不己。時人好奉康乾盛世﹒每每談起無不自豪
不己﹒明朝卻被認為是昏庸無道﹒腐敗墮落。然後為滿人所統治的清朝，每有大事時卻率先i考慮自身

之利益，捨華夏之利益而不顧。雍正為加強滿人文他而強迫士兵「哥馬騎射」令中國之軍事科技嚴重

地落後於西方 ﹒ 乾隆的閉關鎖國政策更令中國與世界脫節。爾後每當外強人侵 ﹒ 滿族統治者均率先逃

，亡，還簽署一份份不平等條約。

反觀明朝﹒雖然被清代所編的史書描寫成一個君昏庸、臣無能的朝代，面對列強卻從未低過頭。直

到明末﹒清朝大軍兵臨北京城﹒崇禎皇帝始終坐守城池與之抗爭﹒無時無刻流露出天子守國的霸氣。
荷蘭曾不滿明政府關稅過高，集結軍艦大舉攻明，結果被福建水師擊潰﹒從此被趕出南亞。三百年後

．剛經歷過康乾「盛世」的清朝﹒卻在鴉片戰爭時被英國擊敗，從此展開7割地求和的年代。這點上

．不僅清朝不能與明相提並論，就算和送海參威於蘇聯、讓喀什米爾於印度﹒任由東南亞小國強取豪

奪我南沙群島的中共政權相比﹒也有過猶不及之處吧。

文：周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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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三 : 
In the case of 

~ 

animals, some 

have now even 

先

argued for their 

strong 

resemblance to 

humans in 有

fhough inferio『 to humans, they have ample freed。m . displaying 

feelings. In fact, on a local news channel , there was a 

case quoted about a rhino showing signs of anger for 

another rhino, for having intercourse with the female that 

he had mated earlier. If mating is attributed to love, then 

one fails to see why love also cannot be present in all 

species alive on Ea叫h . It is merely but the high ego of 

mankind to enfo「ce strong definitions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very life they’ve made. At the current time of shift in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ough, it is now rather apt to 

question the past definitions, limitations, and restrictions. 

In the past, many have claimed that humans have 

stepped foot on Earth just in hunger of this very solitary 

thing; love. They live, and die, just to have the feeling of 

love addressed 

them. In 

charity, giving 

so阿1eone ’love’

often the best 

gift of all. 

Likewise, in 

any relationship, love is second only to respect in 

importance. With so much impo「tance given to this 

The school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has observed in 

large volumes, the human tendency to put labels on 

almost everything they encounter. In the words of Nigel 

Nicholson,’in order to make sense ... human beings 

developed ... capabilities for sorting and classifying 

information'. This classification has ’made life simpler 

and saved time and energy’ This generalised 

personality trait can be evident in all fields of life. 

Although the categorization and labelling have allowed 

humans to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life’s issues 

mo「e tho『oughly, one shrugs at the thought of how far 

this would go. There are times when feelings cannot be 

translated into words, and when it is done forcefully, all 

the authenticity is lost. Emotions, some argue, a「e

experiences. They cannot be successfully translated 

into a language without loosing some of its personal 

touch. Yet, in his stubbornness, a man would always try 

to go many-a-lengths to defy the improbable. He may 

then succeed, but only in his mind .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having only 26 letters, and the planet having 

more than 1, 143 million English speakers, it is highly 

to unlikely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ose 26 letters would 

be consistent throughout 

th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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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humans being in 

existence for over 21 

centuries and count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has now sp「ead to ove「 Is this your life’s oxygen? 
four-letter word, humans in the past have tried to derive 130 countries. In the 

specific meanings th 「ough classification and furthe「 process, several combinations of letters, i.e. words, 

categorization. Precisely though, many claim that by have attained various meanings & implications. There 

making relationships so clear-defined, and predictable, it were many in the past, who we『e important and lucky 

removes all ‘humanness’ The classification has gone to enough to have their thoughts and imagination exposed 

such extremes, that some people even get edgy with the on such large scales. In fact, some have become so 

mere mention of the word . In the same light, shaking influenti訓， that their views had become the drivers of the 

hands with one human like Brad Pitt, would be collective conscious of their generation. To save for the 

considered nowhere as synonymous as shaking the many generations to come, their expressions we『e

hands of just another human. It thus comes as alarming taken as absolute, and together they formed a large 

I that people are so conscious of just using a word o「 collection of subjective personal adaptations of wo「ds,

meeting pa付icular people, simply because some into what we now 「efe「 to as a dictionary. 

Tom司Dick-&-Harry had previously decided to pound on 

seve「al tonnes of extra mental weight. Under the psychological dictatorship of these maest「OS ,



From toddle悶， to the aged , a person who is ignorant of 

all languages, inclusive of sign language, would seem 

to be identified as having a disorder. Although this may 

seem exagge『ated to an extreme, they are often even 

reduced to be having the life of an animal. However, 

this does leave one to ponde「 if it is really the 

knowledge of language that makes humans typically 

superior. With language, one can then derive meani呵，

logic, and wisdom. This may make a person mo「e

socially equipped , but its absolute necessity can still be 

questionable. Many argue for the bliss of ignorance, 

and here they would be inclined to wonder if the Aliens to each other, yet st川 alike biologically. Humans 

ignorant person 一「ather, a 'soul' , as the are yet to be united.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in 

language-igno『ant is no more a seen as a ﹒person’一 is every sense, and every species on this planet may soon 

actually inferior. feel the oneness and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The 

the English language has now grown large enough to 

be used by 17% of humans on Earth. On this very 

invention of language, many lives, businesses, and 

even hea付s a『e at stake. Integrity, honesty, and trust all 

depend on the words one chooses to use.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then, that one is confronted with such 

phrases as ’a pen is mightier than a sword'. With so 

much at the hands formed by 26 'things', it would only 

be advisable to think more than twice on the choice of 

'combined things' one uses. 

reflects the vacuum that humans engulfed themselves 

in, with their very own invention . What used to be their 

core competency and help distinguish themselves over 

all other Ea「th’s creatures may now be their core rigidity. 

If humans really claim superiority over all other on based 

on one factor, to seek peace why do they then stoop 

down to an inferior level devoid of that factor? Are they 

not victims, succumbing to thei 「 own inventions? Are 

they not just putting a limitation on their own abundant 

suc.cess? 

Though there is no absolute answer, there are still some 

who believe to have achieved the absolute. Since 

everything is deduced by an individualized limiting 

selective perception, it is best that these people's ego 

take eternal rest in their respective perception and 

nowhere else. It is all but a man’s very own perceived 

limitations that undermines his pe斤ormance. Humans 

still hav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and power that is yet to be 

unleashed, but so far, they’ve yet to be unravelled 

beyond the iceberg. 

differences of language, and even per℃eptions , may 

Though it may be said that a language is to the mind soon cease to exist. It is thus in best interests of 

just as oxygen is to the lungs, the forme「 can still humans, that they refrain from still pulling the carts of 

survive in its main ing的dient's absence. In the absence traditions. They’ve 「emained , and will fo「·ever remain , in 

of all languages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there lies no the books of history. 

meaning, no understanding, but wisdom can still be 

obtained. When one meditates, or tries to seek true Many people have found life to be a great lesson, with 

peace, what they often seek is actually a piece of silent experiences being a great teacher. What now remains to 

nothingness, devoid of all voices, sounds, and noises. be seen if humans can prove great students, in this 

Language is used fo『 school of Earth. Mo陀over, they would only learn more if 

communication , but when 

one intends to seek true 

peace, more often than not 

they would like to be left 

alone, in the presence of no 

othe「 It is then that one 

claims to have achieved 

their peace, and become 

wiser. This inst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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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become students of the students. That 峙， if they 

were to teach themselves, they would soon real ize that 

the entire world’S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wisdom 

all comes from within , and they need not look afa「﹒ The

stationery tool to be used here is a mirror - to reflect on 

not just one’s body, but also the mind, and soul, and 

most importantly, on the extrapolated path ahead for the 

very species which all is so possessive, obsessive and 

dependent upon - humans. 



文：周理然排：司徒經略

根據聯合國統計，全世界共有195個主權國家。大國如中、美、俄、加 ， 管轄

著全球三成的陸地面積 。 有些彈丸小國像摩洛哥、梵蒂岡等，國土面積可能

還沒有香港大，卻也享有各種主權，在聯合國中與那些大國平起平坐 。 但是

， 有一些個人和團體 ﹒ 或不滿當局政策而揭竿起義，脫離原本的國家﹔或想

過一過皇帝癮而乾脆佔山為王，建立所謂的私人國家。

這些私人國家的君主通常引用各種國際法作為支持他們的國家合法性的依據

， 儘管這些依據通常被認為是強詞奪理式地歪解條文。例如澳洲西部的一個

農場主人卡斯勒就因不滿澳洲政府收購其小麥的價錢過低，於是援引英國叛

國法令第149511奈，認為州政府的行為己在事實上迫使他獨立，於1969年宣佈

他的農場脫離澳洲政府的管轄，成立7赫特河省公國。

幸好大國們通常不與這些私人小國一般見識 ﹒ 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任由那些所謂的國家自由發展 。 對民眾來說，大多數人認為私自立國只是

一種無聊的古怪行為或者商業炒作﹔但也有部分人認為那些私人國家的君主

在面對一個強大政府所表現出的堅韌與無畏令人欽佩 。 不管怎樣 ， 相當一部

分私人國家至今仍然存在於各個大國中 ， 繼續圓著他們的土皇帝夢。



西蘭公國（Principality of Sealand）位於英 西蘭公國自立國以來就風波不斷。公國成

吉利海峽，距英國英格蘭薩福克郡海岸約十公 立次年 ﹒ 一艘英國皇家海軍的巡邏船隻進入7

里，一個稱為怒濤塔（ Roughs Tower ）的廢

棄人造建築是該國的僅有陸上領土。西蘭公國

可供居住的領土面積大約有550平方米。

西蘭公國試圖驅逐居住在怒濤堡壘上的貝表等

人。為7捍衛國土，羅伊親王與兒子米高王子

以一門3.7英寸口徑的高射炮和自製的燃燒彈

還擊﹒最終擊退7強敵的進犯。但貝表父子也

因攻擊皇家海軍被英國法庭傳令受害﹒經過幾

第二次大戰期間，英國在本土和歐洲大陸之間的 個月的審訊，法庭宣布由於事件發生地處在英

海域修建前沿陣地﹒用於觀察敵機敵艦的出沒並發佈 國領海之外，他們無權對此事件干預。

預警，其中一個就是西蘭公國的報土一一怒濤塔。戰

爭結束後，這些人工建築也被徹底廢棄7 。

1967年9月2日，前英國皇家海軍上校派迪﹒羅伊

﹒貝羨（ Paddy Roy Bates ）佔領7這個無人堡壘 ，

並且根據他自己對於國際法的解釋 ， 聲稱對怒濤塔行

使主權，成立7西蘭公國，他則自封為西蘭大公。西

蘭還宣稱怒濤塔周圍半徑12海里的水域都是該國的領

海。貝項聲稱 ， 西蘭公園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

，採用君權父丟失世襲的君主立憲政體﹔君主擁有解釋

並闡明國家外交政策和修改憲法的特別權力。而自從

西蘭建國時起，帕迪﹒貝萎的頭銜就變成7 「西蘭王

室羅伊親王殿下 J ﹒自稱為西蘭國君主。他的妻子瓊

﹒員羨則成為「瓊王妃殿下」﹒被羅伊封為「共治者」

(’, injoint rule”）。而他們的長子「米高王子殿下」

被冊封為太子。後來由於老國王年事已高 ， 「米高王

子殿下」就成為7西蘭公國的攝政王。

. 圖 ： 羅伊親王與

瓊王妃殿下

獨與西蘭公園



1978年西蘭公國「首相」亞歷山大﹒G﹒阿亨

巴赫教授國謀不軌，企圖推翻洛伊的政府。他把

貝表夫妻騙到澳大利亞後，就率領－:ttli德國和荷

蘭籍同夥發動了武裝政變﹒佔領7怒濤塔，並俘

虜7米高王子。羅伊親王聞訊大怒﹒招募7一支

雇傭軍，乘直升飛機抵達西蘭上空，向下不停地

猛烈射擊﹒島上的人立刻抱頭自竄。參與政變的

人全部成為人質，羅伊親王也重奪怒濤塔的控制

權。此事震動7德、荷兩國外交部﹒兩國唯有致

函西蘭公圓，請求釋放人質。親王簽署7特赦令

，把荷蘭人統統釋放，但德國籍的前首相亞歷山

大﹒ G﹒阿亨巴赫教授由於持有西蘭公國護照，被

指控叛國罪﹒遭到拘留。

其後﹒荷蘭和德國政府都曾向英國政府提出

要求，要求英國政府設法推動釋放阿亨巴赫。但

是英國政府援引1968年的判例，宣稱西蘭公國不

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他們無權干預此事。於是

，德國政府決定派遣一名外交官前往怒濤塔﹒直

接與羅伊親王磋商阿亨巴赫的釋放問題。在幾周

的談判之後，親王終於釋放7阿亨巴赫。他還宣

稱德國外交官對西蘭的訪問，標誌著德國政府對

西蘭公園「事實上的」承認﹒儘管德國政府始終

沒有承認他的這說法。

政變失敗的阿亨巴赫教授仍不甘心。被遣送

回國之後，他在德國組織了一個流亡政府，自封

「樞密院院長」。當1989年﹒阿亨巴赫教授因健

康原因辭職後，原流亡政府「經濟合作大臣」約

翰內斯﹒塞格爾接管7叛亂政府的控制權，並自封

「首相兼樞密院院長」。之後，塞格爾繼續宣稱

，他才是西蘭的正統統治者。

園1： 西蘭公國發行的話照

款式仿照美國護照

圖2：西蘭公園十元面值硬幣

圖3：西蘭公園發行過的郵票

（圓1) （園3)

（圓2)

作為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西蘭公國擁有自

己的護照，郵票和貨幣。截止2002年﹒西蘭公國

共發出了三百多本護照，但其中有西蘭公國永久

居留權的只有二十多人。此外，公國流亡政府也

公開發售了超過十五萬本護照，其中的買家以東

歐 、香港人（ 97回歸前後）以及犯罪組織的人為

主。不過這批護照並不獲貝表家族承認。

西蘭公國的官方貨幣是與美元保持等值的「

西蘭元」。自1972年以來，西蘭己鑄造7許多不

同面值硬幣。早期的十元面值硬幣正面為瓊王妃

殿下的頭像，背面為公國國徽﹔二十元面值硬幣

的正面則換成羅伊親王的頭像。由於這些硬幣都

是用貴金屬鑄造的，因此不少投資者和錢幣收藏

家對此趨之若驚。而在德國的「流亡政府」也在

1991 年鑄造7-ttli錢幣，這些錢幣上所印的自

然是流亡政府的首相塞格爾的頭像。

西蘭的郵政則在1969年間開遍。該郵路建

立與西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之間，一架直升機在

兩地間運送信件和包里。為此，西蘭特地發行7

一批郵票。對於這:ttli來自西蘭的郵件，比利時郵

政部門既未徵收罰款也未退回，而是按照一般的

國際郵件處理。因此．有人認為這其實象徵著比

利時對西蘭公圓的默認。雖然西蘭只發行7幾批

次的郵票，數量也少得可憐，不過自西蘭公國寄

出的郵件上絕大多數還是貼上7西蘭的郵票並蓋

上7西蘭的郵戳。依照英國皇家郵政的一貫政策

，如果圍內信件的信封上沒有貼英國郵票，郵政

部門就會在信封打上「 revenue protection 」的

戳﹒之後他們會向收件人收取郵資。不過來自西

蘭的信件，如果信封上面有西蘭的郵票或郵戳，

卻不是被這樣處理 ， 而是與其他的國際信件一樣

正常郵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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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回顧
2006年6月23 日，西蘭怒濤塔發生懷疑
是由一個發電機引起的大火，幾乎破壞國家

全部的領土。該事件令到當時的攝政王米高

非常沮喪，他曾於2007年初在《泰唔士報》

刊登廣告，願意以6500萬英銬的價格出售整

個國家，但最後這項計劃被擱置，可能是米

高攝政王不想背負賣國賊的稱號。

2000年，一家名為避風港公司的數據主機
服務提供商在西蘭正式運作﹒該公司聲稱，由

於西蘭不是世界貿易組織（ WTO ）和世界知識

產權組織（ WIPO ）的成員 ，不在國際版權法

的管轄範圍內，因此存放在他們的伺服器上的

數據可以不受版權和知識產權法規的約束，結

果成功引起大批翻版商的廣泛關注。

最近米高攝政王己打算重建西蘭為了
籌集資金，他開展了一系列的業務﹒其中一項

就是網上公開發售公園的貴族頭銜，西蘭會為

其提供證書和護照等。另外公國還宣稱，基於

貴族身份，可以享受全球的各項特權，比如飛

機艙位會升級成頭等腫（視航空公司而定）、銀

行信用額提高、出席很多上流社會場所等．．．．．

由於金融海嘯，現在只需6.36歐元就可以購得

貴族身份﹒而男爵爵位也只售15歐元﹒可謂非

常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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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基本資料：

名稱： Principality of Sea land 西蘭公國
首都：西蘭

官方語言：英語

制度：世襲君主立憲制

國王：帕迪﹒貝表（ Paddy Bates ) 

共治者： 瓊﹒貝表（ Joan Bates ) 

攝政王：米高﹒貝要（ Michael Bates) 

總面積： 0.00055 km2 

人口： 27人（2002年估計）

貨幣：西蘭元（與美元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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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他騎士團全名’，耶路撒冷羅得島及

馬爾他聖若望獨立軍事醫院騎士團’，他的前

身是中世紀三大騎士團之一的醫院騎士團。

醫院騎士團成立於1080年的歐洲，原本是一個

以慈善與宗教為目的的騎士團，初期的任務是幫助

及提供服務給前往聖地朝聖的窮人與病人。騎士團

成立後不久，歐洲教會國家發動7第一次十字軍東

征，預備從異教徒手中奪回聖城耶路撒冷 ， 醫院騎

士團參與7這次的十字軍東征，並立下許多赫赫戰

功 。 佔領耶路撒冷後， 第一次十字軍遠征結束 ， 醫

院騎士團的宗旨也開始發生變﹛七，醫院騎士團的首

親們決定建立 支訓練有素 、 紀律嚴明的騎士軍團

捍衛基督果教的世界，從而逐步變成7純粹的軍事

團體。

1189年聖地淪陷後，騎士團總部遷至塞普勒斯

， 後又遷到希臘愛琴海海城附近的羅得島，繼續實

踐一個騎士軍團國家的統治與主權。 1522年﹒奧斯

曼蘇丹蘇襄曼一世為了解除進犯歐洲的後顧之憂，

帶兵二十萬大舉進攻羅得島。騎士團的五百多名騎

士和六千多名士兵進行7整整半年多的防禦戰 ， 雖

然最終被迫投降 ， 但土耳其軍卻付出7至少五萬人

喪生的慘重代價。蘇襄量一世對騎士圓的勇氣頗為

謂賞 ， 特許這支敵軍在1523年1月 1日安全撤離該島

在歐洲的7年時間稟﹒他們多次遷徙，居無

定所 。 到1530年 ， 譽教宗克萊孟八世和神聖羅

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命令﹒醫院騎士團來到馬

爾他皂 ， 在島上騎士團建立7馬爾他騎士團圓。

兩個世紀以來，儘管土耳其人多次進犯 ， 騎士團

從未被征服。騎士團的勢力也日漸強大， ）＼角十

字戰帆橫掃地中海 ﹒ 所向披靡 。 18世紀，騎士團

甚至把美洲西印度群島的聖克魯瓦（St. Croix）納

入版圖。

騎士團在馬爾他島的統治一直持續到1798

年。 6月11日，拿破崙迫使醫院騎士團投降﹒佔

領7馬爾他島 ， 騎士團在島上的教堂和修道院被

法軍洗劫一空。離開7馬爾他島之後 ， 騎士團失

去7領土，但仍然作為一個組繳存在 。 1834年

，騎士團在羅馬重建總部，終於再次穩定下來。

如今 ﹒ 馬爾他騎士團位於義大利羅馬市的貢

多蒂大街68號﹒國土面積1. 2萬平方公足。騎士

團擁有兩棟享有治外法權的建築，一為總部馬爾

他宮﹒是大教長官郎及政府行政中心 。 一為馬爾

他部，主管者為羅馬修道院院長，該部是馬爾他

騎士團外交部，也是駐義大利兼駐教延大使館 。

圓 ： 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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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主權國家而存在的「馬爾他騎士團」

擁有完整而特殊的政府體制。政體屬選舉式君主

制，元首為君主兼大教長（The Prince and Grand 

Master），設有總理及外長，重大事務取決於政

務會議（Council Meeting ） 。 此外 ，它擁有多項特

殊權力，包括簽發護照、發行郵票、派遣和接受

使節等。

人口方面﹒根據馬爾他騎士團官方網站統計

，騎士團國民約有12500位男女騎士。成員遍佈

歐美等國，其中包括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義

大利前總理弗朗西斯科﹒科西嘉﹒美國前財政部長

戚廉﹒西蒙等名人。

與前述西蘭公圓明顯不同的是，馬爾他騎士

圍的主權地位普遍為國際社會所承認。馬爾他騎

士團更己與世界91個國家建立外交關像，包括教

廷以及所有天主教國家，並與15個國家及國際組

織互設代表機構。 1994年更成為聯合國常駐觀察

員，同時，亦擔任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

衛生組織、駐歐洲理事會等十餘國際組織的觀察

員。

國家基本資料：

最近，馬爾他騎士團終於有望擁有自己的國

土。 2008年1月﹒馬爾他總統葛塞瑞布前往羅馬

，參加馬爾他騎士團團長法蘭吉洛的追思彌撒。

法蘭吉洛生前和葛塞瑞布就割讓領土達成協議一

事才公諸於世。根據他們二人達成的協議﹒馬爾

他將提供首都法勒他附近臨海的聖坦吉羅要塞給

馬爾他騎士團。要塞全部面積雖然只有數千平方

公足，但馬爾他最認騎士團擁有司法權之外的所

有主權 。 馬爾他同意割讓領土 ﹒ 主要是基於經濟

上的考慮。由於造船和觀光這兩大主幹衰退，馬

爾他的經濟己陷於谷底，若能吸引到資產雄厚的

馬爾他騎士團，至少與騎士圍有邦交國家的代表

團會移駐馬爾他島，對馬爾他的經濟和外交大有

助益。

儘管騎士團的軍事使命已經完結﹒他們仍然

秉承古老的信條’，Defence of the faith and 

assistance to the suffering，，從事慈善活動、管

理醫院、照顧難民和戰爭中的傷殘者。事實上﹒

「馬爾他騎士團」跟我們並非毫無關像，聖約翰

救傷隊的成立即源於「馬爾他騎士團」。香港聖

約翰救傷會於1884年創立，隨後救傷隊及理事會

分別於1916年及1949年成立。百多年來，為公

名稱： Sovereign Military Hospitaller Order of 眾提供急救及堅急救護車等服務，貫徹了「馬爾

Saint John of Jerusalem of Rhodes and of Malta 他騎士國」的服務精神。
耶路撒冷 、 羅得島及馬爾他聖若望獨立軍事醫院騎士團

首都：羅馬馬爾他宮

官方語言：義大利語

制度：選舉式君主制

首腦：馬修﹒費斯汀大教長

總面積： 12000 km2 

人口： 12500位騎士與女爵（2008年）

貨幣：斯古多

ro 
圖1 ：貨幣 圖2 ：圖旗



自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部分人試圖創立個

人的帝國。由於新中國政府歷來對揭竿起義的行為非

常敏感，而且這些所謂的’，皇帝’，大致為文盲或江湖

術士﹒身處偏遠地區和山鄉﹒由於交通閉塞、土地貧

脊、村民愚昧，而拉幫結派聚眾稱帝。所以這些’，國

家，’的下場通常極為慘淡。以下是部分1949年以來新

中國境內成立過的’，國家’，

大中華佛國（1947一－－1953 · 1983) 
歷時六年，共二帝。

先主石頂武：圖謀叛亂，被人民政府處決。

後主石金鑫：石頂武之子 ， 1983年在農民丞相李丕瑞的輔佐下

登基﹒於湖南體陵農村復圈 ， 旋被縣公安剿滅。

道德金門皇帝（ 1981一－－1990)

女皇T興來（盲人） ． 在湖北大別山創道德金門教。 1981年稱

帝登基 ﹒ 封’，正宮娘娘’， ’，西宮娘娘，， ’，宰相’，等21個人﹒並

賜”仙印”41枚。由於交通閉塞，直到稱帝後十年才被發現並被

鄉政府處理 。

中原皇清國（ 1982 ) 

皇清國地處四川大巴山 ﹒ 正皇帝張清安﹒副皇帝廖桂堂 ﹒ 以皇

清為年號。張清安刻’，玉璽’， ﹒並設 H後宮’， ﹒分封丞相與文

武百官。還頒布 《天律森吏》 ﹒打算定都巴中縣，把巴中川劇

團大樓當作皇宮。他甚至寫好7準備寄到台灣的的 M諭旨，’（

通過郵局） ， 冊封蔣介石為’，戚國王，’ ， 並決定要’，禦駕親征，’

， 結果還沒出師 ﹒ 就被縣公安局處理。

萬順天國（ 1990一－－1992 ) 
地處豫西 。 李成褔自建’，安民’， 、 ’，萬李’，起義軍﹒自稱唐朝

後裔，妄圖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復闢唐朝帝制，定都西安。

後被鄉派出所3名公安幹警剿滅。

大有王朝（ 1985) 
皇帝曾應龍﹒因反對計劃生育政策 ﹒ 於是在農村立國﹒立論旨

’，有地大家種，有錢大家花﹒娃兒隨便生，’ 。並親率禦林軍（

數百人）殺人縣城﹒攻陷縣醫院，俘虜全部醫生 、 護士 ﹒ 將所

有計劃生育用品搜出並銷毀。後人民解放軍迅速發動反擊並圍

困7縣醫院﹒皇帝率軍頑強抵抗後兵敗被俘。馬太尉使用大刀

與解放軍搏鬥﹒結果中彈殉國 。 本應判該皇帝死刑，念其無知

﹒判處無期。曾帝在位時曾立後宮四十名繽妃，其中主要為縣

醫院的護士。



投票選賢能？

早前全城哄動的 I我

最想、非禮的女藝人j

投票？十大新聞選舉

？這些都不是筆者想寫

的！近年來，科學家對

人類感到最為神秘的疾病

做了個排列，選出7十個

最為神秘的疾病。你們又猜

不猜到是哪＋大疾病呢？

本文將會重點式的介紹

其中四大疾病，分別是精神分

裂症、異食癖、愛滋病以及普

通感冒，好讓讀者們對這些疾病

有更深入的認知。那麼你們可能

會間是不是其他六種疾病便無其介

紹價值？當然不是！筆者希望能以

這四種疾病拋磚引玉，吸引讀者們

去探蒙餘下的疾病資料，藉此提高大

家對保建資訊興趣。
g;) 



精神分裂症的病癥歸納為陽性和陰性兩種 。 陽性病癥包

括妄想 、 幻覺 、 思想錯亂 。 陰性病癥則包括情感冷漠，木無

表情、語言貧乏 、 對日常活動失去興趣 、 缺乏快感及喪失注

意力 。 精神分裂症其實沒有一般人想像中那麼罕見，每一千

個人就有一至兩個是有精神分裂症的﹒就連名人也不例外 。

小甜甜布蘭妮（Britney Spears）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這個病

為她帶來7極大的困擾，經過一段時間治療康復後才得以

復出 。

精神分裂症更廣為人知的是它可以令嚴重的病患者分

裂出多重人格﹒歷史至今確診的病例還不到50宗 。 比較出

名的有1977年的比利﹒他是第一個重犯因得7精神分裂病

而不用受牢獄之苦 。 他立所以出名並不是他犯7罪而不用

受法律制裁，而是他一個人竟可擁有24個人格，而且每個

分身都有其性別、面貌、年齡 、 個性 、 特長、背景 、 特有

的口音和國籍 。







愛滋病的起源

相傳愛滋病是起源於1950年代的一個中非天花防

疫項目 。 據說這些疫苗是從猩猩的腎細胞培養出來的

． 由於猩猩的腎細胞被證實與多頂的癌症有

關﹒故此人們便有這種想法 。 但這項說

法卻在2001年倫敦皇家學會會議上被推

翻 。 原因是黑猩猩被證明不是被用來在製

造這種疫苗 ， 直至今天醫學界對於愛滋病

的起源仍無定案 。

愛滋病的傳播途徑

HIV是一種無法存活於空氣中的病毒 。 因此 ， 它不會經由

日常生活 ， 如握手 、 交談 、 一起吃飯等方式感染 。 HIV的主要

傳染方式是經由體液的交換 ， 包括與帶有愛滋病病毒的人有性

接觸 、 共用染有愛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工具或個人物品（如剃鬚

刀或牙刷） 、 帶有愛滋病病毒的母親在懷孕或分婉時將病毒傳染

給嬰兒 。 另外輸血亦曾大量傳播愛滋病，這是因為當時並未對

血清進行HIV測試 ， 所以當年有很多人輸入7受污染的血而患

了愛滋病 。



愛滋病病徵

愛滋病病毒帶菌者可能毫無病徵 ， 外表與常人無

異 。 患者感染愛滋病病毒後 ， 潛伏期可達10至15年 。

受感染初期 ， 患者可能會出現感冒似的徵狀 、 發燒 、

體重下降 、 疲倦 、 淋巴腺腫脹等 。

治療方法

測試愛滋病的方法

測試HIV通常只需少量血液 ﹒ 準確率達99% 。 市民可以

到附近的診所進行快速或匿名測試或是在家中進行簡單的

檢驗 。 結果若呈陽性反應則表示你己帶有愛滋病病毒 ， 應

盡快尋救協助 。 若測試結果呈陰性反應當然是你並未受感

染﹒但也有機會是因為身體內尚未製造抗體所致 。

現時愛滋病仍是一種無法根治的傳染病，但卻可以透

過治療控制病情 。 患者可服用處方藥物，降低血液中的病

章含量 ， 滅慢病毒惡f仁 ， 延長壽命 。

（頓穆IR）縛
據法新社報導，澳洲墨爾本大學的羅傑肖特教授及其研

究小組人員發現檸檬竟然可以殺死愛滋病毒。他們雖然還沒

有將檸檬汁在人類身上進行試驗，但已經在實驗室中進行7

成功試驗。他們在研究報告上聲稱，如果臨床試驗能夠確認

，在陰道內應用檸檬汁安全有效並且又是可為人類接受的話

，那就可證明大自然本身能夠提供這種「殺微生物劑」﹒或

許有一天愛滋病可在絕症的名單中揚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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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感冒，總會讓人聯想起傷風，因為人們習慣把傷風

和感冒並列起來稱呼，但兩者並非完全相同。傷風只是中醫

的稱呼 ， 西醫學的概念只有感冒（common cold） 。 所謂傷風

其實只是感冒的起始階段，所以症狀並沒有感冒嚴重﹒在適

當的治療和休養下 ， 康復期自然比感冒短 。

感冒是上呼吸道傳染病的一種﹒病徵有打瞋腫 、 流鼻水

或鼻涕及喉嚨乾癢等等﹒通常3到7天會自然康復。但抵抗力

較弱的人很 容易再度感染，因為感冒的病原十分複雜多樣一一多種病毒 、

支原體和少數的細菌都可以引起感冒。正因為來源眾多， 即使感冒這樣普遍 ，

到今天仍未有確實有效針對感冒的病毒的療法 ， 最多只能用藥物或調理身體去

滅輕症狀﹒主要還是需要依靠身體的免疫系統去消滅病毒﹒所以往往需時數日

去康復 。

感冒可以歷久不衰﹒和它的高度傳染性有莫大關像 。 感冒患者的鼻涕 ， 呼

出 、 日支出和打瞋睡時噴出的空氣都充滿7大量病毒，附近的人極易受到傳染，

只要身體較弱的人在這些「毒氣」內呼吸，便可能得到感冒 。 特別是人多空氣

不流通的地方，很容易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去 。



前面提過現在還沒有有效的療法，但還是會有處理感冒的一套方法 。 因為

兔痠系統對抗病毒峙 ， 體溫會上升，這是正常現象 ， 但要讓身體散去多餘的熱

以防體溫過高﹔多喝水或果汁以防脫水﹔用別是糖和止咳水去減輕乾咳和喉嚨發

癢的徵狀﹔充足的睡眠不日休息 。 雖然這些都看來是治標不治本 ， 但真的有效幫

助身體的免疫系統去抵抗病毒 。

既然一切都交給了免疫系統，是不是連看

診費也可以節省7 ？其實不是﹒特別是嬰兒和

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較容易因感冒而引起併發症

﹒更需要小心照顧 。 另外 ﹒ 都市人生活緊張精神壓力大 ，

感冒的痊癒時間通會比較長，有併發症的機會隨痊癌的時間

而增加 。 所以感冒時，請記緊看醫生，因為併發症嚴重的話也

可以致命的 。

給爸爸
香港人生活壓力大，精神緊張，好多時都「得闖死晒得閒病」，很

容易就忽略了身體及精神健康。其實，現今醫學昌明，大部份的疾病都

已經知道了成因，及有治療方法，我們只要花一點時間，便能夠從不同

的渠道獲取一些醫學常識，當自己患病時，也可以及時發覺病徵並盡早

求診，得到適當的治療。另外，如果想有健康的

身心，正確的生活態度也很重要，作息定時、均

衡飲食及適量運動都是缺一不可的。

筆者相信，身體健康遠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1i對海軍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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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賓夕凡利亞州大學（賓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成立於1740年﹒是美國
的第一所大學。她和哈佛，普林斯頓，耶魯等

組成7長春藤聯盟（ Ivy League ）。到1885

年，第一期學生報《賓夕凡利亞州人》（ The 
Pennsylvanian ）才正式出版。經過多年的經
營，學生報逐漸走上軌道 。 除7讀者的數量外﹒

廣告收入也越來越多。學生報終於在1984年達
到財政獨立。時至今日，《賓夕凡利亞州人》這
份由學生全盤經營的學生報發展出不同的刊物，

每年的廣告收入超過一百萬美元（約一千萬港

元）。

刊物多元ft
為了迎合校園內的不同需要 ﹒ 《賓夕凡利亞州人》 發展出日掘 ，

染志等等不同的刊物 。 他的旗艦刊物《賓夕凡利52~＇1'1人日報》 以
報道校自新聞﹒例如學校政策、學生活動等﹒為主 。 但遇有學生

普遍關注的社會大事 ﹒ 像總統就職等﹒也會派記者到華府探訪 。

除7日報外 ﹒ 學生報每週末都會出版一份休閒雜誌介紹不同的文

娛活動和學生優惠 。 針對同學選科和住宿的需要 ﹒ 學生級會定期

出版指南 。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學生報也設立了網站 ﹒ 讓同學

可以瀏覽學生報自己製作的新聞短片和網上日諒 。



賓州大學學生報的工作人員多達三百人﹒顯然以我們熟識的上莊模式運作是不足夠的。

為了推動這麼龐大的組纖運作﹒賓州大學學生報其實是以接近商業的模式營運 。 學生報裡面分為四大架惰﹒分別為：
商務委員會﹒編輯委員會﹒意見委員會和決策委員會 。 當中決策委員會居其他三個委員會之上﹒負責制定長還策略和

審批重大支出 。 商務委員會負責維持收支平衡 ﹒ 緝輯委員會負責出版事務 ， 意見委員會負責收集請者意見 。

為7保障學生報的編輯質素﹒避免因廣告利益而影響報道﹒編輯委員會和商務委員會是E相獨

立運作 。 學生報的守則上清麓的規定7商務委員會委員不可以意圖影響編輯委員會

的運作 。 甚至他們以學生身份致函編輯、接受訪問或成為雜諒模特兒也

是禁止的 。

'' 鍛煉

美式精英領導文化
很多美國公司都很講求 Meritocracy ﹒ 有人把它譯作「有能者當之」也有人
譯作「精英領導」 ﹒ 但其實都不盡準確 。 Meritocracy要求的是員工要自我增
值﹒力爭上游 。 員工一旦不能晉升﹒很快就會被解雇了。這個領導哲學也適用

於賓州大學的學生報 。 學生報每個學期都會就一般職位（例如 ： 記者 、 攝影
師 、 廣告設計等）重新進行招募﹒現任的同學如果想留任 ﹒ 都必須和新人競

爭 。 大部分表現一般﹒沒有晉升潛質的人通常在一個學期後就會被淘汰。

得以連任的同學很多都會想爬到更高的位置 。 從普遍的記者到一個版面的編輯

到總編輯﹒學生報的同學不但要和身邊的人互相合作 ﹒ 更要互相競爭。他在辦

公室裡的一吉一行和每一篇報導都會作為他能否晉升的指標 。 在這一層又一層

的篩選和競爭下，精英文fl:;推動著學生報快速發展。

和高壓

的環境，

讓各版的記

者鍛煉出驚人
的耐力和決心。

綿委會的編委不但

在學生報上有出色

的表現，他們在學

黨和之後的工作上也

。

Leonard Laude「帶有聶冒冒草草7"J[土方），
Josiah Penniman （前賓夕尺，利亞州大學校長 ， 下
方）和Michael Stuart Brown （諾貝爾醫學獎得
主，右土方）都曾任 ﹛ 賓夕尺，利亞 lll 人日報﹜ 的
總編 。



商務委員會

” Mritocracy要求的
是員工要自我增值，

力爭上游。員工一旦之前的部分已經提到商務委員會的責任是維持

學生報的收支平衡 。 每天九點到五點的辦公時間
內 ﹒ 商務委員會都會有不同的同學在各個部門值

班 。 廣告部的同學負責聯繫客戶﹒尋找商機﹔市場

部的同學致力於進行市場調查﹒宣傳學生報和為大客
戶訂定校園推銷方案﹔廣告設計的同學則落實有關的

推銷活動 。 另外為7確保財政穩健 ﹒ 信用郁的同學則

要負責催收款項﹒財政部的同學更要管理接近一千萬

港元的款I頁 。

值得一提的是﹒學生報為了鼓勵廣告郡的同學開拓財

濾 ﹒ 會向他們支付倆金 。 由於多勞多得的關

（象﹒廣告部是整個學生報襄最勤力的

部門 ﹒ 平均每個同學每星期都會

為學生報工作十二個小時。

不能晉升，很快

就會被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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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upport of Study Abroad in Israel 一

The University' s decision to cancel study-aboard opportunities 
in Israel is misguided and unwarranted . 
This issue has been dealt with inappropriate!~ by the University 
and misrepresented by the Daily Pennsylvanian ..... It is crucial 

to recognize that Penn stands alone in this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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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universities are clearly addressing the 
issue differently, ... In fact, study abroad enrollment 
since the second intifada began in 2000 ..... This is 
yet another indication that Israel not only remains a 
place where people feel safe studying aboard, but is 
viewed as an opportunity for educational enrichment 
as well ..... As students, we can vote, fight in the army 
and decide ... .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deci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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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路途上，我們會遇上不同的人，但他們都只是過客 。

有些過客很長久，有些迫害很短暫。

你的父母親可能就是長久的過客﹒在街上不小心碰到的路人可能就是短暫的迫害。

但無論是長久還是短暫 ﹒ 他們也只是過客﹒他們總會有離去的一天。

我們本來走著不同的路，在緣份的驅使－卡， 我們在這交點相遇 、 相識、相7解。
往後的日子﹒我們走著相同的路＼－ 在路上 ， 我們互相支持、鼓勵。

我們的步伐有輕快的﹒也有只重的﹔！~ 1§我們始終也是走著同一段路。
我們的步伐是一致的﹒我們師目光是相反的。

我嘗過走著你希望走的路 μ但是於我心有戚戚然。
你嘗過走著我希望定的缸， 但是對看到痛喜居住在你的眼裡。
你背過啥也有夢，已是~－；.－jJ固摹好啦4你說望能夠知七旬走向這個夢 。
我說過訪也趕夢戶，是一個零好的夢h 我希望能夠與你一同走向這個夢 。
可是我們的夢 ， －定要走著不同的路 ，＝我們都了解。

我們手顧一品的繼續走啊走 了， 走啊岩 ，終於來到分岔路口。
我堅持要向左走﹒你卻說要自右走。

這是我們能夠一起過的最和段話我們在此道別並和對方能找到仲的夢。
我們繼續走著不同的路﹒向著不同的夢出發 ﹒ 並沒有回顧對方。



在去年十一月，有鑑於屬會提交的文件未符合規定﹒

評議會對t十八個學生會屬會作出懲處﹒佔全校屬會

數目的五份之四。規模之大，前所未見。

用詭的是，很多屬會對它們要面對的懲處根本漠不關

心﹒更有為數不少的屬會是「俾人罰左都唔知」

撰文：牛牛
排版：兔兔

@ 



. 

α3 

筆者相信﹒不僅是一年級的同學 ﹒ 就連團會的

幹事對學生會和國會之間的關像也是一知半

解，所以學者首先介紹一下學生會及團會。

r團會」一詞對部份科大同學可能比較間生﹒

其實各位同學可以視 r層會 J 為所有「 soc 」

的統調﹒即例如「四蛇」、 r dance SOCJ 

所有的 r dept SOCJ 、「 House soc」等都
是科大學生會的國會﹒更精確的說是所有的

「 soc」都從國於科大學生會﹒他們的行為受
到學生會一定的監管﹒故稱為團會﹒

至於學生會和l盟會的關條方面﹒學生會幹事會

主要是為各圖會營造一個更佳的經營環境去舉

辦它們的活動﹒

如去年九月幹事會主動向校方爭取在賽馬會大

堂的績顯位置﹒又或者每年迎新營的活動塌地

及設施安排：包括團會在迎新日的攤位位置、

迎新當期間的宿位及塌地配套等。

有曾經做過幹事會的同學費示﹒向校方的官僚

無情學取各種資源的過程繁複得令人生氣﹒他

衰示校方曾想把理應是十八日的迎新當時間締

. 

？！ 憲章規則要求屬會的憲章
在行政、會員制度、財政、

屬會選舉作出適當的陳述。

當中絕大部份都是為7保障

屬會會員的利益。

短為＋二日，又希望取消借出「水戰」的場
地﹒所有的「成果」都是經過艱辛的學取﹒

而學生會評論會主要負責平衡各圖會之間的利

益﹒亦對團會的行為進行若干的規鈍。例如陌
制圖會張貼海報的位置、數量．避免閣會沒有

位置張貼海報。又咧蚓限制撤位的高度﹒澱少

撒位因強風而倒塌的危颱﹒

而學生會捕輯委員會則是作為學生會、屬會和

同學滑過的橋樑﹒報道跟屆會有闊的新聞﹒例

如在校方打算取消費厲會大堂的積額位置一

事，我們就報道了事件的前因後果﹒

評議會在平衡團會利益和規飽圖會方面﹒主要

以立例的方或進行。學生會憲章鵬予評議會權
力﹒評鵲會可因應需要而立制﹒規飽團會的行

為﹒現時評論會有兩份文件﹒包括：屬會守

則｛Internal Regulation) ，對屬會塌地使用、
海報、 mega sale 、在每年暑假要提交的文件
等方面作出指引 ﹔憲章規則.＜Regulations on 
JXffiliated Societies Constitution﹜則閻明對
層會的憲章的要東﹒保障團會會員權益﹒

、而權利方面﹒首先圖會可以在受到不公平對
尾，例如海報被無故爐蓋聽撕毀時作出控訴﹒

捍衛自已的植益﹒另外亦可在舉辦活動後向評
論會申請活動資助﹒

憲章規則要求團會的憲章在四方面：

行政｛Administration ）、會員制度
{Membership）、財政｛Finance）、團會選舉
{Election）作出適當的陳述﹒而當中絕大部份

都是為7保障團會會員的利益。

例如要求團會的責員大會（即 AGM 和 EGM)

的議程上不能有J﹔其他事項J {A.O.B.）﹒目的
是保障不打算出席會議的會員的利益﹒學一個

極端例子以輔助說明：如果在一個容許 AOB



＇＇ 今年的懲處是警示意
義多於實際懲罰，並希

望透過今次的警示，屬
會更能確實地解決屬會

憲章的問題。

的會員大會中﹒決議將該團會的資產平均分給

在場人士﹒那麼對於沒有出席的會員是一個很

大的損失。

又例如在三年前評融會要求屆會在憲章中註明

園會解散的程序﹒是因為當時發現有不少國會

成立一兩年便即解散，而且圖會的幹事把會員

Jili交的會費夾帶私逃﹒屬會髏章加入解散程序

後﹒有助於日後為會員從島事追討賠償﹒其他

今年較多屬會抵觸的憲章規則及其訂立之原因

可參考附有受﹒

順帶一提﹒各屬會較早前收到的「被認為不符

合憲章規則」的電郵中﹒被指出不符合的條文

ft號（例如 All 、 F2 、 E4 等）是憲章規則的
條文﹒不是各屬會的憲章條文﹒當中 A 代表

Administration 、 M 代表 Membership ﹒如
此顯推﹒憲章規則可以從評講會的關頁下毒草﹒

說固正題﹒今年評講會對於審核團會在暑價提

交的文件﹒結果萬海遍野的主要原因是評論會

改盤7對憲章規則的執法方賞。過往的做法是
每年評論會只會對數條（比較重要的）憲章規

則進行執法﹒並會因應屆會憲章違反7憲章規

則不同條文﹒作出不同的處分。

例如在第十三屆學生會評論會﹒他們執行得最
攝厲的是 r 會員大會不能有其他會頂」的規

定﹒觸犯該條文的處分為暫鰻團會的活動資

助﹒直至該國會對其敵軍作相應修訂﹒另外有

數條的罰則是暫鰻圖會的活動資助一個月﹒其

餘的就，面當告了事。而今年是對憲章規則的

所有條文都統一執法。

其實屬會憲章不符合規定的情況歷年來都十分

嚴重﹒過去的評鐵會方針是分階段執行，避免

出現類似今年哀鴻遍野的燒況﹒而今年的評議

正則認高I「分階fS!改善商會的、憲章」已有數
年﹒是時候將餘下的問題「一次過略決」﹒

在罰則方面﹒針對曾祖憲章違反憲章規則 ﹒今
年的畫畫高罰則只是暫線圖會的活動資助一個月

和暫停借出場地及設備一個月﹒大部份的層會

都是被暫緩團會資助一個月等7事﹒而且在大

考期間執行﹒

評議會副主席許間重同學衰未﹒今年的懲處是

警示意義多於實際懲罰，並希望鐘過今次的書
未﹒團會更能確實地解決國會憲章的問題﹒

對於今年是否合適的一年去「一次過解決」屆
會憲章不合規格的問題，筆者不敢妄自非議。

筆者認為﹒無論矗立前給予的警告，還是今年

的象徵性懲罰，目的都是希望團會盡快修改憲
章。筆者反而想討論評譜會和團會溝通不足的

問題﹒

在與評議會副主席面臨期間﹒筆者感受到他對

渴望與屬會滑過所付出的努力﹒包括他在本屆
莊期開始時即向屬會發出電郵及召開團會會

鵲﹒提醒團會遞交各項文件及解釋文件的要

漿。他又在檢查屬會憲章後過知屆會初步結果
和給予閣會上訴的機會﹒並蟬請屆會在評論會

會續上為自己的層會進行辯護。許同學衰未﹒

即使懲處已生如﹒團會在任何時候都可聯絡

他﹒以7解當中的問題。

然而﹒溝通的成敗令人沮費。首先．在近八十
個被處分的閣會當中﹒只有約二十個團會主動

作出跟進﹒擅比以前的上I:;率為低一－以前大部被
處分的屆會都會主動作出跟進﹒包括向評議會

主食情、補交文件和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修改憲章

等。

可是更令人失望的是﹒有一些國會（特別是不

太需要使用「塌地」和活動資助的團會）．對

擅些憲章規則置之不理﹒舉例說：有一些盾會

的憲章連續三年有六處或以上不符合憲章規則

的規定﹔又有一些團會連那封通知團會初步被

查結果的電郵當中’，A’，、’，M’，導的代號是

甚麼意思都不知道﹒

” 溝通的成效令人沮
喪。在近八十個被處分
的屬會當中，只有約

屬會主動作出跟
九」一一些屬會對這

則置之不理。

街





2.仿「維遲公民社會價值，反對宗教右翼窮榷」大遊符

文：曾世條

辨：黃康約



當 〈家庭J..1)11皓倒》 的爭議慢慢冷卻干尋丸，一班青年高p~~欲動 。 為了向
祉會忘呼對常教右翼的不滯，一名中考學生平前在社群網絡Face book的群組止，
{t J.長布急之士，發起了于人的遊符運動。娃娃二十夫的，使{4 J.忘了來自不同
界別的人企無加遊待，他們當中布學生、布放師、布社會主it脅，基至布基

管教徒 。 f盡管背奈不同，大家約有相同的信念：反對宗教窮榷 。

群組合名為 『香港瓦 「條守墓

骨教派窮榷 」 運動 j 。 謂是？第一眼可能

覺得 ， 這是一f國反對宗教的組織 。 然而
，他們耍反抗的並非任何宗教，品是追
尋之早些基管教間體非J！性的特地 。 發起
人認、地，宗教獲大眾尊重的同時，令他
們進份垃縱，角 ro地影響社會 。

他們遊特的起間，是基於繕道會恩福堂

和日月光社在 《家J. 11皓倒 ｝ lt ｛ 這惠條例〉
止，動員會泉，強特將自身的宗教價值

加於大泉 。 在 『 香港是 「條守基骨教派

霜榷 」 運動 J 的群組止，他們被稱~At.、
教旨主義脅 。 「 這種不同教徒a b l e to jo in 

ha峭的祉會不是他們想耍的，他們只希望

〈聖經》 的宗教特殊價值﹔是喝一切。 」
，群組止寫道 。

在 《進惠條例〉 的話詢止，保守基管教徒的意見被評為非J！性 。 他們提出租進威性的
言論，卻沒說挂術、版本等問題討論 。 再且，少數組織化身安 f國固體，重渡到立？是會

發言，以壟斷絆論宮悶 。 苟人t,t評，條守團體 「細胞余起 」 的做法，等同1'r 1反聽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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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此起 〈：要惠條倒〉 ， 〈家J.1聆倒〉 史受社會各界關注 。 為反對修例，宗教團體發動
人海戰術：在i&百份苟關條側的意見害中，反對保障同性急旁的意見他九成﹔立法會
為條倒停訂進持公聽會時，史蒂超造的f國團體就停訂喜1J場表達意見，是往紀錄的數字，
再其中三余之二表示反對條例 。 宗教組織因此再度被批評此動員 8量混淆視聽 Q

在公聽會主，有部兮宗教閻健的說邊令人髮指 。 大眾批評最奈的，其i&扮恩福堂誰祺
智址師的言論 。 他在出席立法令聽話會時說，保障同層同志只會帶來史安 「 接鴨－格

」、性紅、愛滋為反同性同忌 。 然而，－條條障人身安全的條側，怎會與溫交扯止闕
係呢？這眷欠缺邏輯的說：金，不禁令人覺得常教間體的做法寫道。

這令各方輿論t,t評條守派基骨徒的特地 。 明報的棋文 〈土帶啊 ！ 會寬怨他們嗎 ？ 〉 中

，評翁員吳忠森批評教徒違反基管教的精神，他們不但沒有包容反被助馮小，史此宗
教名義接連！！秒芳﹔同樣在8月報刊登的 〈尾，基層我不是基骨徒〉 中， 1'f芳安徒批評索
右派粗濫地動員對海倒一知半解的平1t徒，做法絕非成熱 。 以主所列祟的只是部兮

j子 ， 社會止正進新浮現對京秘密榷的不溝 。



此外， 〈家長條倒》 亦顯露了宗教間體
的動員有t t.J 。 保守派墓骨徒的反對令本身－it丈
待f停訂的各故黨份給改建立場，令條障同志的條

倒f停訂增添變數l學見附注） 。 布人認為香港已出現
故教合－的情況，隨若條守派基骨徒的動員有t t.J 
提升，將為香港故i告帶來輛面貌 。

然而，這正是那班青年厭惡的事情，因此而激發

他們遊待 。 他們在群組止寫道： 「 這種自我膨脹
、視 〈聖經〉 的宗教特殊價值島份﹛切的特雄心

怒，在人人平等的社會面前，正是最大的不義 。

思一位遊抒發起人袁膏，也苟類似的，也峰 。 本身是基骨徒的他，發覺社會的特地跟他
所坦解的基督精神新待新途。身為基督徒，他明白每一憫人都布罪，不此其他人為善
，故教徒不應帶芳岐視高傲的心態，告接觸社會邊緣的群體。大概是因為眼見教會日

益俠牢化，不成it倒也針對同志，違背了神愛世人的精神，所以他頗意站出來。

自籌備到遊待

﹔最群組於1 月 28 自由﹛位中老學生暴瞬輝成立，以

反對常教窮雄為目線，呼積網l夫走出來。此摩大
獲吾同民丈待 。 第二夭，群組人數使起進400人，其
後丈持是？數目繼續止升 。 遊特前F史升至 2500人 。

期間，吾同民自符組成了籌絆單位，並高度開會研

克遊符細節 。 房主時輝稱，他們之前幸承誰面，但

基有默抖 。 「 第一次開會時，大家好像已完全掌
握，令我戚到驚喜 」 。 在兮且止，各1員工作如設

計、物資、管廢聯絡、糾廢隊長等 ， 約是自動誌
役，沒有你推我誤的情況。 「大家都為了這運動

努沙 」 ，他說 。
之一~－司，－－’，－－ ．，一－一

~－邊廂，其他網民亦在群姐的積極發表意見，為遊符it－－：革補~蓬車子前， 4群組晨已
有1061國討論主題， 4已思廣益 。 常苟人批評香港青年不闕，也社會事楞，今次正是最好的

屁股 。 大家積極辭典的態度令智芳成欣慰 。



本來，籌備團體擔心大家承能搜身而出，估計只有200人辭典遊待

。結黑出望外，遊特組織♂， i在警方數字，當夫有超過1000人參與。當夭
遊特和平地進待，？是布與任何宗教團體發生街矢。

他們由括性1誰也贅，進經播i互
會恩福堂縛住師所為教會） 的會址

，再到太子8月光社。遊特人士志摩格話，
「﹔不耍i'r假見捶 」 、「向宗教窮榷說不 」
等﹔他們在起步前，合唱出名曲〈海闊夭
宮〉 ，表達爭取自由人榷的，心。

到達恩福堂門外，遊特隊伍綁止藍絲
帶，以代表和平理性的公民價值。大會史
安辦這會大學宗教bt.哲學家 it,級講師陳士
海博士在門外續禱。 f也以一段副教呼籲右

派基骨徒拿出仁愛，拿出聞自心： 「我主啊
，求你使我少地自己泉。少早已受安慰，但

,1(安慰人。少求被盼解，但求勝解人。少
求愛，但求全心付出裳。 」

期望

事後，遊符被安份報章報道，史成為《銷黑日報〉的頭條新聞。票時輝對
此fl( 到浦足。他說這次遊符引起社會迪響，一些盲從的基骨徒開始現衍。 「 問
題不單是來自 8月光址和恩福堂為f國團體，品是替f曲意識形怒，否則那兩備組織
的特韌不會布這／密妄的丈待芳。 」

f也稱這次遊符是﹛f國試、驗，亦是﹛f國捶吶。 「 這令我知道自己的想法並不狐單
．．．那l遊符！是值得的。 」 他說角責籌辦的一群網鼠，苟社五、荷大學生、布教
師、布家長、布：己芳、布格且會的，還有學脅。 「遊符結合了一路志同道合的

人，是胡芽中的新月7 量。 」

遊符退役，間是他們會否繼續符動，暴肯定地問答： 「一定會。 」 他表示一級
幹事會再附會決定組織之後的方向，並會設立吾同頁，方使與吾同j乳交流。

宗教霸植闢拾行制
．公民社會網絡喬遷這主基tt:IW合會 J

E竺竺竺竺三三一二二二二二三腦



後i己

曾有人f~t評條守基管派自閉在聖經律﹔在中，智者是同意的。：艾布程令世界的轉變，只

將對聖經條文俠牢的理解，強加諸社會大眾止。在《家j.f1學倒〉止，基於是對同性態

芳，其1聖地才7月已了 t~妙社群，繼而兮化社會﹔在〈這惠條倒〉止，為了防止進穢，凡
與性布闊的物品均耍被消除。這樣，就能釗這也無罪的世界嗎？我不放肯定，但違背

定阻止了社會的進步，是對人權的剝削。

管芳認為，基管教應本芳神愛世人的精神，以包容、寬恕、抉助t~妙的精神，對待生
活在社會暗處、徒用已迫的﹛群﹔同時間明地面對社會，在公共事梅止參與討論時，理

性地提出意見。

期望今次i是符能接結不滿常教窮榷的人士，再j成一股抗拒的鈔沙，在求求社會議題的
討論止發揮作用。正如剎辦人的一句： 「是胡芽中的軒tJ 量。」﹒

附挂：

《家j.f聆例〉﹛事止，能看出常教界在故？會止的影響劫。往年，立：金會說〈家j.條例
} 1停訂進符.：.讀搏搶時，立法令一致同意，將f皓側的保障範囡擴悶至同層同志。當時

有份出席的議員均認為，修改條例不會令婚個制度布改變。

後來，當故府打算提出條tr時，情況起了變化。停訂息來了常教界的大8反對。議員
芳慮到進祟利益，議員份給改變初衷。民主黨議員責成智基扮自己的教徒身份，向該
黨申請自由往祟。結黑引起黨的成員兮岐’三名民主黨議員李羊8月、員~家宮和：管道＠
隨tp提出同樣耍求。事件越i瑚越大，先前同意f停訂的故黨如民建聯、正聯會，約改變
立場，為這項f停訂增添變數。



發
. 



幾f圖用前’，當曾蔭榷宣俯開始為最f民主資立法時，

我，J長科大的朋，（＿拔起，他們的周恩約是 1見 面的。細問原
因，大家都搬出在經濟科學遍的DEMAND AND SUPPLYJf論：

． 且資主升的裙，使命令坑常人口干降，增加失常率。我
，當時愁，

大家永兔絲問題進份簡單化。其實，最低且資的議
題十兮竣雄，撇開社會因素不計，單單是經

濟因素止，經濟學家們也永能造成共獄。

可惜的是，警芳：丈布聽到很安攻性的
討論。 .t.持和反對最低工資的人，往往只

是志呼逗乎意織形態的口號，。因此，我們
訪問了樂施令，並蒐挨了 4各方視賊 i'f兮析，
為同學們提供技實質的論緣。



經鴻警備；l,T~部E畸與失常的關係 ／ 吋k學家的爭論－ :L 冒
的經濟學家丑側，最f民主資會增加失柳 州、＼ ~ '" ~~ L--寸

。 他們認為，若~ ii:, .I.資設立足險？官場水平的干限， \ :::>-----
違反自由命場原則，令企常戚本主升 。 彼黑是企常地 吋$γ \,, ...... ; --------
了維持本身的就爭力，削減部兮人手，基主持以科往 \ \ / J 
產品代替，只留于少量僱員管控系統 。 他們積計最恨且 \ / - 
資也爐佐夫常半會止升，故和t評丈待最低且：侖的人是好 \ // 
心做坡事 。

直到90年代令學界笈蔽的研克出爐，情況苟了新變化 。
美國普林所胡文學（Princeton U 『1ive間 ity ）的 David Card.DAlan k叫刊er檢視以往對最f民主資的研咒，
發覺研克方法欠克巷，於是自己用新的方法進符研咒 。 他們紛9S年發表 《 Myth and Meameme份
一書，吾定了最f民主資與失常率降低的關締 。 在書中引用的研克結黑顯示，且資提高彼，沒有增加

青少斗典低收入主人失常it倒﹔相反，有時f曉最f民主資與此常提升
如14, 產生 』← 同時出現 。 這研克格美國克林頓時期的最恨且資立法
V硬最低王：i，：..~種~主？了布

然而，反對清並求能提供強而

有力的是捶 。 A對.I.1氏且資為聞名的N叫mark手DWa叫肘仔絢
今析他們的數據後，得出同樣的結論，不得不p承認其研沌 。 從來黃禍

同類研克：青：指出，印f史最f民且資再說常帶來角晶投票，也是微不足道的影響 。

為基層最低且資設立彼，求出現經濟學家規期的情況呢？如干可能是其中的原因：

可唱團，

第一，發達國家經濟體系並掉以勞動密卒，企常的經管戚本息中於

租金、電清等經常性開丈，辦主4年金只佔少部兮（志學l!J:僱員除
外） ， 只要最f民主資維持份合理水平，對企常的管運輕微 。 以經
濟學的字眼，發達地區對6會主的需求，彈性不大 一 除雄主資布
大幅度變動，就常it倒雞荷大變動﹔

第二 ，最低且資可以增加的需 。 草根家庭的收入與時買 t;同時主升
，刺激的部需求。社會對勞動人口苟史大的需求，彌補了且資主升
帶來的角面投黑﹔

第三，在缺乏公平麓亭的商常常場， f在主僱用員工時，有能月，1己正：'If /fi已至低於會場供垠的水平 。 這
J！論輯且也「買方壟斷」（Mo叫S叫l 。

止i主旋lt曲台 J！論，？是布組所有經（濟學家接受，省pi,也丈持最f民主資的故黨反正人間體，帶來絕濟
學止的丈待，此后L版自由派學旁的論點 。 雙方正在此議題止爭論不休，但刮目前為止，為是「l包﹔艾布

局已倒性的提蟻，按自月自己的想法無撫 。



影

曾布不少人提出，最低且資會令僱主轉用科技產品，代
替員玉 。 黃安全石p布不同見解 。 他臂蜓，在香港不少常帶都不

能用機械代替 。 他摩側，有？面接再減低成本，曾輯用：先鈍機代
替清﹔當且，投票卻不Jf怨 。 「此起人手，用洗屁機清瑜的曉峰
遠不夠乾淨，不符合成本主£益 。 」

當經濟與否？ ︱

況且，一起能使用科挂取代人手的特絮，一早已轉用機
械，「最低且資立法後，科往對就常的影響很有限，外國苟
闊的失常數據亦不嚴重 。 」

布人擔心最低I. 'If會增加管運戚本，降低企常的競爭8 ，少則影響經濟，大則令資金撤離。
他們表兔if&.兮擔憂 。 其實，不少發達國家均布最低且資係障生活，倒如：與 m-1 、吳國、典國、法國、
日本、晶韓、台灣等，它們的經濟8量承受影響，且有t持續增長 。

香港統計處在2004年的數據顯示，人月7資源估中小企總開丈的百兮之十至三十八 ， 而受立法影
響的崗位詩酬較低，他總成本不頁。印f史為他們從f終結援水平的最低正：i （－小時B元l ’且資戚本仍
佔很少部兮，一祖大企常均承受 。

中小型受到的影響可能較大，但故府可以提出扶助故策，中fa員面影響。無花會的黃研紅小姐

說提出，：在律可在一定的時間的，豁兔少於且十人的中小企實施最低工資，令他們的發展宮間與大
企常對等 。 中小企布一定時間增加命場他布牢，在真正實施時有史大有［ 1.J應付最f氏且資 。

何況，在職貧窮人士主從事條安、清清、快餐等臥地區為本的特絮 ， 因為那些企常不能將服帶

進移到的地；；，.東南里，它們不容學撤離 。 至於其他特絮，印f史受最低且資影響，不少已將服梅外判
至i巷件（如電站客戶AfHf l ，立法不會構成大影響 。

~ 
其實最f民主資的議題十余被雄，涉及安頃因素，自由派學芳斷言最低且資會影響說常，是否意

鐵哥j悠it學呢？當然，以止的研克a論點不能鐵捶最低且資？是布角 \ID影響，但希望能份子各位丹紅芳
，安噶廈思芳問題 。







無花會香港項目倡議幹事

贊頌紅脅士接受本假訪問

兮享香港在職貧窮的問題





Where’s the justice? 

D。。ur expectαti。ns ever get fulfilled? 
D。 dreams ever c。me true? 
D。 we ever get what we h。pe f。”

If n肘， then why expect; why dream: why 
h。pe?
Why drive y。ur mind int。 anideαlistic
fαntasy, 

when we live in 悶。lity?

Black cαn never be white. 
G。。d cαn never be bαd. 
Male cαn never be femαle. 

Yet why d。 we 。”·em闕，。 mαkeidealism 。ur
reality? 
If this is p。”。f being humαn, I'd rather be 
αnαnimα1﹔ 

Free fr。”，。 mind
They q時， in fact, m。re kind. 

I Free. Free. Free. 

A bird, free t。 m。veαnywhere p。ssible.

Ali。n, free ’。 p。unce 。nαny。ne p。ssible.
A fish, free f。 swim 。nywhere p。ssible.
A pαrr。’， free to imitate any。ne p。ssible .
A h。rse, free t。 gallop anywhere p。ssible.

A snake, free f。 p。is。nαny。ne p。ssible.

A ’”。mmal. free f。 m。他 with αny。”e
p。ssible.
A mammal, free f。 1。ve 。ny。ne p。ssible.

A ’”。’”’”。I, free f。 kill any。ne p。ssible.

They’re 。” s。 free.
Free. Free. Free. 

Free fr。”，”，is sinful 側，d restricted w。rid 叫
。urs.

Yet, sαdly， αpart 。f it. 

With n。 ide。Is in mind, 
And justαmere life f。 live,

They d。 t’。ve m。re peαce thαn us. 
Peαce. Peace. Peace. 

With m。re freed。m & peαce, 

I n。w questi。n h。w，。h h。w,
Are ’hey inferi。r t。 US?

+++++++++ 
+++++++ 



:, 

1 。m th叫．
1 。m present. 
1αm thαt present. 

1 。m that. 
In the chirping 。f birds. 
In the bαrking 。f d。gs.

Eαm pre sen’- 

Eαm that. 
y。ur uninvited guest wh。
comes with。utkn。eking.
y。ur inner zest thαt cαn fly 
with。ut any wings. 
E 。m present. 

I am that. 
In the waves 。f the 。cean.
In the greenery 。f nαture. 
I am present. 

I am 咐。t.

InαII y。urth。ughts 。f
sadness. 

In 。” y。ur m。men’s 。f
mαdness. 

Eαm present. 

lam恥αt
In the rain 
In the sunshine. 
I αm pre揖叫．

1 。mthat.
In theαctsof吋。lence
In theα恥of cha兩y.

I αm pre揖叫．

lam that. 
In y。urm。ments of confusion. 
In your m。mentsofda兩y.
lam pre揖叫．

I αmthαt 
In your d側ial.

In yourαα叩tanee. 
lam pre甜甘．

lam that. 
lny，。ursleep.
lny，。urdreams.
I αm pre甜甘．

I 。m not that. 
lamnoG。d.
In y。uradd閉路eeofw，。吋司i阱，

lamnotpre揖叫．

I 。mw訓，in y。u.
1。m insidey。u.
Eαm 。·fyou.

I αm y。urthat.
l 。my。urpresent.
I αm y。ur that present. 

開ease love mew繭，αHy，。ur
will. 
開側峙。cc，叩tmew繭，

n。 conditi。m
imp。揖d.

開倒轉d。h。w
開e。聽don1d凹，y.

1 。m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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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take meαwαy. 

Take me to where n。。ne else cαn hate 
Where there is no envy of 。thers’ fate. 

Take met。 where n。。ne else can sin, 
Where αII the beαutyαIreαdy lies within. 

Take met。 where n。。ne else lives, 
Where heαrtsαren’， seαled with tight zips. 

Take me t。 where n。。ne else dies, 
Where reαlity isn’, disguised into white lies. 

Just’，αke meαwαy ... 

Just take meαwαy. 

Take me f。 where n。。ne else can see, 
Where I d。n’， even kn。w the l。。ks of me. 

Take me f。 where n。。ne else cαn heαr, 
Where its just not like here. 

Tαkeme f。 where n。。ne else cαn smell, 
Where thereαre n。。如rs of hell. 

Take me f。 where n。。ne else cαn talk, 
Where n。。ne cαn even define αwalk. 

T。ke met。 where n。。ne else can feel, 
Where life’s just not 。nαreel.

＋φ令＋。司令4恥。。＋吋辭令4恥。4恥。令司令＋





’ 青衣／欣澳 Tsing Yi I Sunny Bay 東浦綾 ＠諒自立法ung

前 往馬灣公園及馬灣各地 ： 乘搭﹔巷鐵到青衣站再轉乘珀麗﹔彎接駁巴士

旁 叫棚客中峙台 ：…到…剩08Mtt告繞
遺 往愉景灣：乘搭﹔巷鐵到欣澳站轉乘愉景j警接駁巴士持有學生八達通卡可享半價﹛憂蕙



青嶼幹線訪客中心及觀景台

Lantau Link Visitor Center 

若對青馬大橋的建造過程感到興趣的話 ﹒ 青嶼幹線訪客

中心便是你不可不到的勝地7 。在觀景平台有常設展覽﹒

展示青馬橋及汀九橋的組件﹒讓你近距離與大橋接觸。

在觀景平台遠眺除7可以見到青馬大橋外，右邊亦可看

到汀九橋。不但在日間氣勢磅喃﹒在夜晚當燈飾點耀的

時候﹒亦別有一番景致。觀景平台亦是一個觀賞日落的

好地方﹒看著落日伴橋﹒光是想像就已經令人心神響往。

政府在觀景平台種植超過三萬棵杜鵑花。現在﹒觀景平

台是香港在單一地點種植杜鵑花最多的地方。每年二、

三月杜鵑花季時﹒開滿杜鵑的平台更是美不勝收。要看

杜鵑花亦未必需要到禮賓府﹒青嶼幹線訪客中心亦是好
選擇！

若想享受寧靜 ﹒ 又想觀賞美景的話﹒不妨一到青嶼幹線

訪害中心及觀景台。

愉景灣

Discovery Bay 
人人都說香港人的步伐急但﹒想找一虛地方可以透透氣
也非常困難。不少人會選擇到外地旅行散心－但在香港

也有一個充滿外國風惰的地方﹒那就是愉景灣。

甫進愉景灣便被那假日情調感染﹒霎時壓力全淌。愉景

灣位於大嶼山東北﹒青山面海﹒環境清幽﹒深受外籍人

，士歡迎 ﹒ 所以．在愉景灣內會不時見到外國人在過狗或

散步。

／ 別以為愉景灣只是一個私人住宅區﹒沒甚麼可以遊覽﹒
其實在每逢周末的時候愉景灣都會舉辦嘉年華會 ﹒ 在節

慶時也會有特別節目慶祝。例如在萬聖節有扮裝派對－

l在踹午節也有龍舟競渡。
在愉景灣內的愉景廣場設有多間食肆﹒中西美食樣樣俱
全﹒而愉景灣的人造沙灘亦開放予遊人使用。

馬灣公園
Ma Wan Park 

馬灣最為人悉的相信是大型屋苑珀麗灣﹒但未必每個人
都知道珀麗灣旁有個對外開放的馬灣公園。馬灣公園是

三個以生態保育為主題的大型公園 ﹒ 佔地180多萬平方
映﹒園內景點甚豐 ﹒ 包括意中園 、 彩虹牆及鳥望台等。

而其中鳥望台更能還眺青馬橋景色，（黑龍能夠讓你有個

充實的假日﹒樂而忘返！

遊覽完公園後亦可以到馬灣東灣泳；itt稍事休息．夏天烈

日當空，到海灘享受海風迎面徐來也確實寫意﹔雖則沒

有椰林樹影﹒但仍稱得上是水潰沙幼。而在馬灣東灣泳

;U更可以近距離觀看青馬大梧的壯麗雄偉﹒即使在冬天

不游泳也可以欣賞迷人景致。每逢晚上﹒當大橋亮起燈

師的時候 ﹒ 整個畫面就更見浪漫7 。



東浦 Tung Chung 東浦繞
frXi\M Sunny Bay 
背衣 Tsing Yi 

昂坪救握徑起自東浦西﹒ 終點位於昂坪 ﹒ 是昂坪纜車的其中一項

配套設施 。 整條山徑以木板及石板舖砌 ﹒ 山路崎嘔之處更有樓梯

及拱手 。
山徑沿途景致甚羹，抬頭可以見到大佛慈容﹔俯轍則見機場 、 東

浦灣及東j南市惱人景致，海風迎面徐來，倍感，1匡意舒適。

由於山路徒斜，要是取道上山會頗為吃力。筆者建議由昂坪出發

再往山下走，昂坪救援徑昂坪終點位於纜車站旁 。

過!ii!固定：

東浦灣位於東浦西 ﹒ 鄰近東浦逸東部﹒從東j甫站步行至東浦灣大

概需時二十分鐘，也可選擇在東浦公共交通交匯處乘搭巴士到逸

東部再步行五分鐘到達該處 。
一~

東j商灣是一個廣闊的淺灘﹒與機場島相距大概只有一公里。每逢大潮退的日子 ﹒淺灘上總

有很多人在摸規﹒筆者也有試過到該處摸嚼，的確偶有斬獲 ﹒但收獲總不及專業人士來得

的多 。 東浦灣出產的規鮮甜昧美﹒辛勞一日．能夠吃回自己摸出的規亦是件賞心樂事 。

。 單且IL~·

污水處理廠位於昂坪纜車總部站旁﹒若不欲乘坐纜車亦可以於東浦站轉乘往昂坪的巴士。

昂坪污水處理廠設有訪客中心，逢星期二至日開放 ﹒ 訪客中心內設有常設展覽，簡介污水

處理過程 ﹒ 而經過處理的廢水更會供廠內的魚池使用．魚、池亦是開放予公意參觀的 。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香港建設費用最高的公廁也是位於昂坪 。 如若到昂坪遊玩時﹒不妨一到

昂坪公廁親身體驗該處的豪華氣派。

GfJ) 



。毒品
1、

。

。嘻嘻h 。哥學 。咯咯

昂坪現在已是廣受遊客歡迎的觀景n'rx遊區﹒拜過大佛參觀過大佛

底的展覽館後，遊人都喜歡到鄰近的心經簡林參觀。

心經簡林由三十八根木柱組成﹒木柱上刻劃上般若心經 ﹒ 隨著經

文順序走一趟﹒實在能沉；Ji!~雜念，洗；｛1幸心靈。在心經簡林側即是
鳳凰徑的起點。每逢假日﹒行山人士總喜愛上鳳凰山觀海或在山

上留宿一百靜待日出﹒觀賞日出美景。喜愛行山的同學們不妨到

此一遊。

。寧可長 。可長·t- 0 
種無



上環／中環／金鐘 Sheung Wan/Central/Admi叫ty





錦上路／元朗／天水圍
Kam Sheung Road I Yuen Long I Tin Shui Wai 

此哥哥1,
香港鐵路網絡發達﹒兩鐵合併後更顯優勢。在零三年十二月﹒

九廣西鐵（今西鐵總）通車﹒更為新界西北注入動力﹒由天水
圍乘搭鐵路到香港只不過是三十餘分鐘的時間。可見鐵路的確

縮短7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一路帶動生活。而天水圍及鄰近各
站除7是有住宅區外﹒還是一大片的生態寶地﹒就近的濕地公

園及位於穩灣的自泥更是不復不去呢！





鑽石山 Diamond Hill 
仿唐的建黨﹒散發著淡然的禪眛﹔

所形容的是咫足之遁的南蓮圍池﹒

南蓮圖池位於鑽石山﹒與鄰近的斧

山公園及志蓮淨苑形成一個大型的
古建黨群落﹒使高樓滿佈的鑽石山

多7一分清幽、古樸的氣息。

園中的佈局及裝置均細緻精巧﹒令

人百看不厭﹒南蓮圍池充份體現儒
家美即象徵善、藝術生活他的生活

態度﹒

或由科大出發乘搭

蓮淨苑下車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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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由馬

婆羅洲組成．有很多島嶼及
海灘圍繞。較為香港人所熟
悉的是《夏日麼麼茶》裡的熱

浪實（_Be街向 Island) 叫捏造度是祠
，耳膩逅的暫時其他的島山邊看清才才好

／~戶室西巴丹島（Sipadan Island），擁有濃厚的傳

/ 說的浮羅交恰島（ Langkawi Island ) ·著名漁島邦咯
／島（ Pangkor Island ）。吸引遊害的不止是清澈的海水和
／潔白的沙灘﹒還有那些讓你百玩不厭的水上活動，就好像香蕉船﹒水

／上摩托﹒當然不可以忘記可以讓你看到海裡色彩繽紛的魚和珊瑚的浮潛
./ 和潛水。這裡要為你重點介紹的是浮羅交恰島（ Pulau Langkawi ）。傳

.,,; 說逾百年前﹒有一個叫瑪蘇里的女孩因為被誣賴犯7通姦罪﹒詛咒這個

＂－－~蟲 島將有一百年的霉運，而她被刺死的時候身上流出來的血竟然是白色的。
從那天以後﹒浮羅交恰島就陷入一片困境，直到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敦

馬哈迪醫生提議開發這個美麗的島嶼。浮羅交怡島現為一個兔稅旅遊區
購物成7遊客旅遊中的必然活動﹒另外，浮羅交恰有－處老鷹每天定時
雲集的湖泊﹒遊客可以租一隻船然後在湖中餵老鷹 τ讓飛禽之主站在手

上的經驗﹒聽起來不錯吧。此島設7一座專門展示各國代表贈送給敦5

日合迪和夫人的禮物的展覽廳 九 島上的旅遊景點還有馬蘇里的墓碑讀黑沙．

灘、焦米海灘、海底世界及巨鷹廣場。來到熱力奔放的海島 f怎麼能不
到海邊曬得太陽浴、到清澈的海裡暢遊呢？浮羅交恰及附近的島嶼有很
多適合游泳及浮j蟹的海灘，前往的時候不要忘7你的助水相機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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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央是一肩，曾聽
動的關像，做成濁水量夫唱 ﹔6

拉瀑布。自此以後﹒世界各地的遊響

、地質學家及科學家紛紛慕名而至﹒尼加
瀑布因此成為7一個著名的景點﹒不過﹒過多

的排水量令瀑布下的石塊被快速侵蝕﹒尼加拉
瀑布估計會在不久的將來消失。



從安大略省往東北方向﹒便會到達

魁北克省（ Quebec City ) ·這是
加拿大面積最大的省份。當地百份

之八十的人口為法國後裔﹒而官方
語吉為法語。魁北克聖母大教堂

( Basilique Notre-Dame-de-
Quebec ）是魁北克最大的教堂。
這教堂屬於哥德式的建築。它的胡

桃木雕刻裝飾

．讓人一走進教堂便感受到莊嚴的
氣氛。新法蘭西殖民地時代的四位

總督加芳提納克和二十位主教也是

安葬於此。

同樣位於魁北克省的星型要塞（ Citadelle ）是一罩事建設的景點。從十八世紀
開始﹒法國軍在聖羅倫斯河旁興建罩事防禦建設。現時﹒罩事要塞卻是加拿大

皇家陸軍第二十二連的防禦據點。在這要塞的皇家陸軍第二十二連博物館﹒可

以看到十七世紀以來的罩事資料、武器等 ， 而夏季更會有衛兵交接儀式。

蒙特宴（ Montreal ）是魁北克的主要城市。這裡的天氣寒冷，為7抵抗漫長的
嚴冬﹒蒙特宴於一九七零年開始興建大量的地下建築。時至今日，蒙特冀的地

下城市（ Underground City ）串連7三幢購物城、六個地鐵站等。在冬天裡﹒
地面的活動較少﹒取而代之的是豐富的地下活動，故蒙特宴有「地下城市」的

稱號。不論下雪或下雨﹒都可以通過地底到公司上班 、 購物、娛樂等。



位於加拿大西部的卑詩省（又稱哥倫

比亞省） ( British Columbia B.C. ) 
相信大家都不會感到陌生 。 卑詩省的

首府溫哥華（ Vancouver ）更是加拿
大重要的經濟支柱 。 溫哥華有「移民
天堂」的稱號 ， 由於再看來自世界不

同地方的移民 ， 形成7溫哥華一種文
他交融的情況。在一八五零年期間，
華人伴隨著淘金潮來到卑詩省﹒部份

華人從此定居溫哥華。還記得一九九

士年回歸前夕﹒不少港人移民到加拿
大﹒而溫哥華更是移民城市之一。溫

哥華另有「出人口城市」之稱 ﹒ 溫哥
華機場的班次頻繁﹒前往世界多個不
同國家 ﹒ 而且更是亞洲旅客前往加拿

大東部的一個轉機點。

溫哥華有不少值得遊覽的景點。自然

景點有史丹利公園（ Stanley Park ) 
， 藝術科學景點有科學中心（ Science 

World British Columbia ）．但最與
眾不同的莫過於卡皮拉諾吊橋公園

(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
十九世紀末期，喬治麥基發現7這個

公園。一八八九年﹒他與印地安原住
民開始嘗試在這裡築橋。雖然吊橋於

一九三六年維修後已堅固7不少 ﹒ 但
吊橋仍然會因為風吹而搖晃不定 ， 故

遊客往往會在橋上嚇得動彈不能。事

實上﹒吊橋於維修後已經可以承載一

千四百人 ﹒ 最高承重量高達一萬三千
公斤，故過橋的人只需克服心理恐懼

．而不用擔心安全問題。由於用橋所

在的地方地勢險要，故吸引不少電影

工作者到這用橋取景 。 穿過吊橋之後

﹒就會到達對岸的自然公因 。 悅耳的
背景音樂及動人的圖片說明﹒能帶領

遊害更7解公園的背景。公園內的參

天巨木，蜘蜓小徑及天然瀑布都令人

讚嘆大自然的神奇。筆者認為這公國

的特別之處為遊客必須通過樹梢漫步

( Treetops Adventure ）才能到達對
岸的主題公園 ， 這一段樹橋之旅頗有

探險的感覺。



接連看哥倫比亞省的亞伯達省（ Alberta ）是
一個蘊藏豐富自然資源的省份。這裡的卡加利

(Calgary ）有「牛仔立都」的稱號 。 著名電
影 《斷青山》的其中一個拍攝場地便是這個

「牛仔之都」。卡加利競技公園（ Stampede 
Park ）為卡加利牛仔節（ Calgary Stampede ) 
的主要場地。卡加利牛仔節的豐富節目包括馬

術表演、鬥牛勇士示範 、 十六匹駿馬一起狂奔
的牧場馬車競賽等 ， 還有賭場 、 兒童遊樂場、

露天劇場等。除7表演之外 ﹒ 當地居民會盛裝

參加活動。他們會戴上牛仔帽 、 參加遊行、購

買牛仔商品，免費跟別人分享煎餅早餐等。可

見當地牛仔節 ﹒ 並不是單單只有牛仔的表演示

範 ﹒ 而是一個全省市民一同慶祝的嘉年華。

由於篇幅所限 ， 加拿大的優美之處不能一一盡

錄。畢竟，欣賞一處地方應從心出發﹒不同的
人對同樣的景色總有不同的詮釋 。 筆者希望以

此文為契機﹒讓你感受石原森林以外的生活方
式 ， 另一個地方的人的男一種生活態度。從而
細想現在自己的生活模式，開拓自己另一種的
可能性。





提到創業﹒相信不少同學都會想到谷歌（Google) · 
微軟（Microsoft）等等的科網公司 。 這些公司從大
學裡的一個概念變成影響世界的一盤生意 ﹒ 他們經
過的每一段路﹒不論是收購還是上市等﹒都讓人津
津樂道。他們的成功在於他們都能做到「創造性
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 。 也即是就市場
的需要提出一套全新的產品和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

以谷歌為例﹒創辦人Larry Page發明7利用網站的
相E閱（象改善搜尋器功能的程式 。 應用7新科技的
谷歌搜尋器﹒速度和準確度上都比當時領導市場的

雅虎大為優勝 。 除7核心的搜尋器外﹒谷歌並沒有
像雅虎一樣建立多媒體的首頁﹒反而以簡單快速的

介面示人 。 Larry在產品和經營上的創意顛覆7網
上搜尋的過程 ﹒ 從雅虎手土吸引了大nt用戶 ﹒ 間接
「毀滅」 7雅虎原有的經營模式 。

除7這些以科技為本的矽谷公司外﹒創業還有很多
其他的方向 。 想想李嘉誠發跡的故事﹒想想香港早

期的工業家們﹒他們都看準了社會發展的方向，憑

著個人的眼光和領導才能﹒用於冒險和面對挑戰，
終於創造出自己的事業主圈 。

無論是矽谷裡的科網公司，香港的工業家 ﹒ 還是一

個小店鋪的東主，每一間新公司從開始到漸土軌
道，都有著很多不明闊的因素和多不勝數的問題 。

因此也有人說創業就是勇於冒險的過程 。

前面一課提到 ， 創業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模式﹒也因
此創業者的性格可以有很大的分別 。 但當然要衝破

市場上各種障礙 ﹒贏得消費者的支持並不容易 ﹒ 所

以大部分成功的創業者都有比一般人強的意志、眼
光、自信和創意 。 他們在各種不明間的因素下仍能
指引出公司的方向 。 另一方面，他們賞事求是，是
成功取向的機會主義者 。

全球最大混凝土機械製造商三一集團的董事長梁穩
根先生大學畢業後就立志創業 。 他曾經買過羊 、 造
過酒、也曾做過玻璃纖維 。 不斷的失敗沒有影響他
創業的決心和自信 。 終於在1986年﹒他和間友用
了六萬人民幣成立7一間焊接材料廠 。

隨著中國基建快速發展，到71993年 ﹒ 他公司的
營業額已經達到一億人民幣 。 正當很多人都以為公
司已經成熟 。 梁穩根先生卻認為這是公司發展的開
始 ， 他利用公司過往的盈利 ﹒ 毅然進入7建築重工
行業這個需要高技術高成本 ﹒ 當時只有國際企業能

夠站得住腳的行業 。 梁穩根先生的這個決定不但反
映7他的眼光 ﹒ 更表現7他的自信和野心 。 他用7
整整四年的時間﹒從零開始專著發展一種產品，當

中的風險和他所承受的壓力實在不足為外人道 。 時
至今日三一重工已經成為7福布斯中國頂尖企業﹒
可是梁穩根先生並沒有滿足，仍然不斷尋找機遇 。

乞＠



這是世界上最

愚笨的主意！

a﹒司，~ －－－·電－一－ ·﹒
在公司成長時，創業者面對著公司各

種的不完美和日益繁重的業務，難免分

1. 個人志向和公司的目
標是否一致？

2. 公司的策略是否得宜？

3. 個人或夥伴有沒有能
力做到訂立好的策略？

心。就連Bill Gates也曾在會議上咆脖「這是世界上最愚笨的主意！」﹒大
家就可以想到一般的新公司會有多少的問題。創業路上有不少的障礙﹒也

有不少的誘惑。有不少人在各種機遇降臨下就分心7. 結果一事無成。面
對著多如牛毛的挑戰和誘惑，認清方向實在是創業的一個重要議題。

曾經擔任麥肯（McKinsey & Co.）高級經理的Amar Bhide 在哈佛大學商
學院任教時指出，創業者要認清方向﹒必須清楚地解答三組問題。第一組

問題是關於個人的志向。 Amar認為創業者的個人志向和﹔其公司的目標應

該一致。因此創業者要理解公司未來的路向，必先自間創業的目標﹒例如

自己希望在甚麼行業發展、自己能夠承受多大風險、自己願意犧牲多少、
夥伴的目標是否一致等等。

釐清自己的目標後﹒創業者就應該以自己的目標為準紹，
看看公司的策略是否得宜。創業者必須自問公司現行的策

略是否清楚明確﹒能否創造出理想的盈利和增長，何時應

該放棄整個業務或把那些部分業務賣出，如何面對日後成

長的挑鞍等。如果公司剛開始發展，連策路也沒有的話．

那創業者就必須走出日常運作，訂立長遠發展的策略。

最後一組創業者必須間的問題就是個人或夥伴有沒有能力
做到訂立好的策略。創業者必須自間有沒有適當的人際網

路和資源、個人的性格能力是否恰當 、 機構內部是否有足

夠的能力去完成每天的工作等。

利用這三組問題，創業者就能夠從日常的挑戰和誘惑中找

到問題的核心和公司長遠的方向﹒避免分心。同學如果向

更深入的瞭解這三組問題，請參閱 Amar在《哈佛商業回

顧》（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文章。



「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錢﹒就萬萬不能」。這個

傳統的智慧也能應用在創業上。從一個概念到實
行到變成商品，每一步都需要一定的投資﹒如何

找到資金是創業者的一大困難。

事業剛開始的時候，創業者通常都沒看足夠的市

場資料去誼閉概念的可行性。因此難於得到銀行

的貸款。這時願意投資的就只有創業者本身、

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和很容易受騙的自癡（創

業界稱他們為4F-Founder, Family, Friend, 
Fool ）。另外﹒同學當然也可以申請科大創
業基金或參與各種創業比賽。

憑著湊合的第一筆資金，創業者把概念變成
了真貴的產品（服務），但這離打入市場其

實還有很大的距離。用於大量生產的生產工
具，材料成本甚至廣告開支等等都不是一般

創業者可以負擔的。這時候創業者往往需要風

險投資者（ Venture Capitalist ）的參與。

風險投資者的投資額可以很大，根據香港風險投
資者協會，一般針對早期創業的投資額為一百萬

到五百萬美元﹒而當公司達到一定的規模，風險

投資者甚至願意把投資額增加至每筆五百萬到

三千萬美元。風險投資者承擔了龐大的風險﹒當
然要求相應的回報．一般而言他們只會投資在年

1句回報率達百分之六十及有可能上市的公司。而
創業者也要犧牲一點公司的控制權和股權。

商界是一個講求人際網路的地方，他同時有著無

限的可能。創業者的公司就算未能達到風險投資
者的要求，也有可能湊集到發展所需的資金。從

供應商到大客戶，創業者不但可以邀請他們參與

投資﹒還可以向他們借貸。甚至大客戶一筆過的
預付，或供應商對繳費的寬容都對創業者有莫大

的幫助。



要做生意 ， 自然不能沒有計劃

書。很多人都以為計劃書是用

來吸引投資者的，其實它最重
要的功能﹒是讓創業者深入審視全盤生意，理解

當中的風險因數和l重清各項策睹。 William A. Sahlman 教授在
哈佛大學任教的時候﹒提出了撰寫計劃書的一套框架。

他認為人事、機遇、外在環境和交易協定是一個計劃書，甚至是

一盤生意中﹒最重要的元素。在人事上，創業者應分析和公司相
關的人士是否有相關的經驗、技能、態度、以及他們之間的利室主
關像。如果創業者能做到 ’,know and are known，，﹒那麼他
成功的機會（或者找到投資者的機會）就會很高。

在機遇方面，創業者應該分析他將要進入的市場。一般而盲﹒快

速增長的市場比已經成熟的市場較易進入，而前景也比較好。另

外行業架槽，產品壽命過期（product life cycle）等等都影響7
產品的潛能。舉個例子，雜誌行業可以先收客戶訂金，遲付印刷

費，在財政上ti;競爭大 、 成本高的航空業吸引。瞭解了市場的機
遇，計劃書上就應該列明怎樣才能從機遇中得到最高的回報。產

品的定價、宣傳、實際的功能、銷售的方法（也就是市場學中的

4P - Product, Price, Place, Promotion ）都會影響公司賣質的
回報 。

市場環境變ft：；萬千﹒計劃書上不但應該分析好當時的經濟、科技

和政策等外在環境，更應該預測市場環境的轉變，並評估各種情

況對公司的影響和訂立應變的方案。最後，在交易協定方面 ， 計

劃書必須保障各個參與人士的利益，簡單而公平的協定能讓創業

者與他們的夥伴和投資者建立互信，有利公司長遠的穩定。



根據國際創業監察（GI。bal Entrepreneur 
Monitor）的調查 ， 在 2007 年﹒香港18-

64 歲的人口中有約 10% 正在參與早期
創業活動 ， 當中有超過一半已經有連續三

個月沒有收到任何回報 。 相比其他已發展
地區﹒香港的創業活動可算十分活躍 ， 但

和中國內地和印度這些快速發展的國度相

比﹒香港創業的機遇較少 ﹒參與創業的人

也自然較少 。

就年齡分佈而盲﹒香港的創業者集中在

25 到 34 歲的組別 ﹒ 他們代表7年輕沒
有很多家庭負擔的菁英分子 。 而就投資額

而吉 ． 在香港創辦公司的首批資金大概為

三十萬港元（當然不同行業的投資額可以

有很大的差異）．由於投資額不大﹒大概

有43%的創業者會以自己的積蓄支持創

業 。 而其他創業者則多從朋友（約50%)

和家人（約30% ） 籌集資金 。

可是香港新公司的表現大部分都未如1里

想 ﹒ 失敗的比率比世界中位數還要高 。 在

同一份調查中，超過 34% 的受訪者表示

他們損失了所有在新公司上的投資 ﹒ 只有

約 12% 能拿回所有本矣 。

國際創業監察同時也訪問7有關方面的專

家 。 他們都認為看港在創業上的優勢包

括：良好的網路覆蓋和與顧客的溝通管

道，擁有具消費能力和好奇心的顧客瓣 ，

低稅率和具長遠穩定的政策 。 而香港社會

在創業上遇到最大的難題包括：教育系統

不鼓勵創意和自立，缺乏政府支持及一站

式創業服務和大學新研發的科技未能有效
的聽他為具經濟妓益的產品 。



創業者表面風光，但很多內裡的艱辛其實不為外人所知 。 曾經擔任補習導
師的同學，可能都會覺得網上仲介公司的介紹費「容易賺」，以為補習仲

介是一個創業的良機 。 很多人忽略7當中的行政成本，投身7這個行業，
到「落手落腳」去做的時候才發現利潤比想像中少得多，也因此有不少人
又離開7這個行業 。 過往的六t年間 ﹒ 網上補習仲介公司開開關關，到現

在只剩下少數能夠生存的 。

Hottuto r熟識補習就是其中一個成功生
存的例子 。 在2002年 ， 就領科大工商
管理學系的何小姐和一些同學都有從事

補習的工作 。 他們有感於當時補習仲介

網站還有很多不足之處﹒因而萌生了創

業的念頭 。 隨著計劃的進一步落賣 ， 他

們聯絡7科大電腦工程學系畢業的師兄

紀先生﹒間始7創業的道路 。 時至今日

Hottutor己經成為7香港其中一個最大
的補習仲介網站﹒它不但擁有7一定數

量的員工，而且導師會員和家長會員的

人數也與日俱增 。

行業架構

補習仲介網甜的主要成本來自於伺服器

租金 、 宣傳和行政成本 。 相對於一般的
補習社 ﹒ 仲介網佑的固定成本（ Fixed 
Cost ）比較低，入行的門欄自然較低﹒
較為適合大學生創業 。 可是﹒同學千萬

不要忽略7其中的非固定成本，創辦人
之一的何小姐指出要完成一宗交易，

hottutor 的員工不但要應付家長不斷轉
變的要求﹒更要致電多達 50 到 100 名
導師會員﹒方能找到符合雙方需要的組

合 ﹒ 當中的行政成本其實非常高昂 。

經濟環境有起有落 ﹒ 補習的生意當然也

有超跌 。 可是香港出生率低 ﹒ 家長對子

女的成長非常重視 ﹒ 教育作為現代家庭

的必需晶﹒市場的波動相應其他產品也

比較小，收入相對穩定 。 而且作為新興
行業﹒補習仲介網的客源仍在增長﹒行

業前崇尚算樂觀 。

面對經濟衰退，補習行業出現了進一

步的鞏固（ Consolidate ） 。 何小姐表
示 ﹒ 金融海嘯後 ﹒ 市場上的流動資金較

少﹒令很多規模較細的補習機構無法經

營 。 在汰弱留強的情況下 ， hottutor 可

望吸納更多的生意 ， 逆市擴充業務 。

故事主角

Hottutor自創辦至今，已經歷了t個寒
暑。 創業的夥伴離離合合﹒紀先生和何

小姐司算是當中的靈魂人物 。

紀先生畢業於科大的電腦工程學系﹒在
大學的時期，他已經有過資料庫管理的

經驗 。 在創業初期 ， 紀先生以兼職的形
式建立了網站的雛形，也肩負起資料庫

日常運作和維護的責任。隨著公司的發

展﹒程式寫作逐步外判，紀先生精而負
責與系統開發人員溝通 。 回想過往的發

展﹒紀先生認為電腦系統的知識對他創

業有幫助 ﹒ 可是卻不是必要的 。 更重要

的是創業者瞭解電腦科技的應用與發

展，並懂得與系統研發人員溝通 。



繭的麗景＠

」』髓的經驗聽她自經習慣7不顧一

切。專心致志的工作＠

而主要負責營運推廣的何小姐則認為大學上

莊是她創業成功的要素 。 上莊的經驗議她已
經習慣7不顧一切﹒專心致志的工作。而當

年科大對學生活動的寬容和自由的空間，也

使她變得頁於爭取﹒永不放棄 。

創業過程

大學生創業 ， 資本不多﹒但卻有著無限的責

賽和毅力 。 由於宣傳費用高昂﹒創業之初實
在沒有可能在谷歌﹒雅虎等主要網站買廣

告 。 所以他們惟有自己走到科大附近 ﹒ 九龍
東一帶的地鐵站派發傳單。紀先生還記得當

時道路人冷眼的情景和失去個人時間的壓
力 。 本來一群雄心壯志的朋友﹒經歷7幾個
星期的宣傳，開始失去信心，也有人以私人
理由不廠意再派發傳單。何小姐回想當時的

紛爭﹒強調創業者應我熱誡而又承擔的人作
為夥伴﹒

而在程式編寫方面﹒紀先生為了儘快完成工
作﹒在接連三四個月裡面﹒差不多放棄7所
有娛樂和運動的時間﹒每天從早上九時工作

到晚上十一時 。 巨大的壓力也令他難於入
睡 。

長時間在九龍東派發傳單終於帶來了第一批
家長會員。可是，由於家長會員和導師會員

的人數還是很少，常常都發生「：有導師無家

長」或「有家長無導師」的情況 。 為7進一

步發展會員人數， hottutor委託了廣告公司
在香港其他地方派發傳單 。 隨著公司口碑的
日漸建立﹒慕名而來的家長也越來越多﹒業

務開始穩定 。 縱然如此，何小姐至今仍然每一
刻都想著公司的發展，差不多沒有停過下來

創業融資

補習仲介雖然是一個快速發展的行業，但由於

和高等科技沾不上邊 ﹒ 始終難於得到風險投資
者的支持 。 而當時科大和政府的創業基金又

未發達﹒因此hottutor一開始的融資都是來
自創業者。他們有的拿出大學資助，有的兼職
補習﹒亦有人以正職補貼公司的財政 。 好不容

易湊到幾千元港幣﹒但在租用7伺服器和印刷

傳單後﹒就已經所剩無幾﹒很快又要再籌集資
金 。

一次一次的付出 ， 公司終於有點成績，在東
方日報的報道下，開始有公司想參與投資 。
何小姐在得知有人願意投資後﹒立刻準備了
計劃書和彙報（powerpoint） 。 他們優
秀的表現得到7一間建築公司的認

同，向他們提出7半收購協定 。

協定要求 hottutor 成為7他
們的子公司 ， 他們將會為

hottutor 融資，而本來的
創辦人也可以得到固定
的工資。可是何小姐和

其他創辦人都認為 ﹒
該公司並不熟論補習

行業運作，可能限制

7 hottutor 未來的發
展﹒所以婉吉回絕 。



取得家長信任

H。ttutor針對的顧客主要是三＋到五十歲的
家長 。 他們當中有很多都未曾上過網﹒更有不

少認為網路世界危險重重 。 要贏得他們的信任

實非易事 。 紀先生表示明白家長的擔憂 ﹒因此
他們對hottutor的形象非常重視 。 從員工和家
長的對話到網站上的公司資料都十分小心﹒以

確保他們的頭諾能夠實現 。 同時他們非常留意

教育相闊的新聞，準備隨時為家長提供意見 。

一系列的服務終於為他們贏得7口碑 ﹒ 何小姐

也認為同理心和耐性是他們磁勝新鱗寧對手的
關鍵 。

橫向發展穩定收入
雖然補習行業不太受經濟週期影響 ﹒但一年裡

頓的旺淡季卻是比較嚴重 。 尤其是在暑假和其
他的公眾假期﹒需要補習的人數較少 ﹒ 生意也
比較難做 。 公司剛開始的時候﹒創辦人可以借

此休息 。 可是當公司擴張後﹒自然不籬「旺季

請人﹒淡季炒人」 。 為7滅小損失· hottutor 
除7在暑假多做宣傳外﹒更橫向發展其他業

務﹒例如興趣班、外語班等等以穩定收入 。

專注發展建立藍海

金偉練與美伯尼含蓄

的藍海策略﹒教曉7

我們與其和競爭對手
血拼﹒不知開拓新市

場﹒擴大市場價值 。

編者不知道 hottutor
老闆們有沒有看過這

本書﹒但他們的營運

方針卻和藍海策賠不

諒而合 。 在發展的歷

程上，他們不斷的利

用創意 ， 推出新服
務 ﹒ 例如補習出議等
等低成本的新服務﹒

成功的推動7整個網

上補習的市場﹒也滅

少7 hottutor 與其他
同行的直接競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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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Clear Water Bay, Kow\ooe、 Hong Kong 

Tel: 2335 1732 F以 2335 1728 

Emai l ： 且且旦旦旦旦L且也k Ho nepage: hno://home."'' hk/可u unioo 

本校工學院修譜工程及物流管理學系三年級學牛因魚病突然憐惜

本會章等示潰值及對何問學~屬表示深切慰問

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工程及物流管理學系三年妓學生何燦宗同學，於昨日凌晨

四時於家中突然因病去世 ﹒ 本會表示震，純及對！可同學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

何同學生前於校內資訊科技服務中心緒任資深學生顧問，常熱心幫助同學，為

人友善健談，注重學業成續同時亦熱愛課外活動，何間學的離去實在是本會及香

港科技大學重大的損失 ﹒

本會現正與校方聯絡何同學親人，並希望能給與協助，亦H創為何同學家屬籌

款，召集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及教職員以一衰心意 ﹒

T HE COUNCIL 
Hong Kong Universi月， of Sc阻n白：md Technology Students' Uruon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評論會

M詞，l \lo, ＃峙， Hong Kong Univnsi月，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rn凹，
CleacWar« B 呵， Ko •loon, Hong Kong Tel: 2719 7828 Fax: 2335 1728 
E-mail: su_urnun(a)s阻ust.hk Homepage: http:/ /ihomc.ust.hk/~su_ucoun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日

./ NOTICE OF HKUST STUDENTS' UNION 

ANNUAL ELECTION 2009 
二零零九年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大選公告

Sib Jmmary, 2009 

The Election Committee hmby announces that the following pas山ons of the Session 2009-2日 10 are 
no洞， open fo, nominauon 

I. ONE Cabtnel of the Executive Commutec which shall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posiuons 
(a) P凹sident G) Social Smeta可
(b) In ternal V』cc-Pcesi的

(c) External V』臼－President
(d) In ternal Secretary 
的 External Secret呵，

(Q cinancial Sccrec，可
(g) Public Relations Secretary 
(h) Welfa阻 Sec悶悶，

。） Publication Sec re t，月，

。I) Administrative Secretary 
(m) University Affairs Secreta叮
(n) Acadenuc Affairs Secrc閥門，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retary 
(p)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cretary 
(q) Up to a ma也mum of two General Secretaries 

2. ONE Cabine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which shaU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positions 
(a) Ediior in Chief （•包） Marketing Officer 
(b) T wo A目的rant Editors in Chief 的 Financia l Controller 
(c) Four Designers (g)Up to 泊 maximum of twelve Feature Editu自
(d)Administrativc Officer 

3. EIGHT vac metes of POPU!.ARLY ELECTED COUNCILOR which shall be ind ividually 
nominated 

Election D,,1c :md Tim" 18。－ 20'' Febmary, 2009 (WED - FRI} 
10;OOam -6:00pm Daily 

Eligib曲。， for Nominuuon.- Only Full ~!embers of SU (except members of the Elcct1on 
c。mnuuee) shall be cli目ible for nomination 

Nominauon method.- Nomination Farms m叮 be obtained ar 出c wεbsite of the SU 
Counctl [h 11n•//Hmrnr 11 <1 hk / ~ "' ＂＂＂＂＂） 。rat 4/F, SU 
Offi臼 The comp＼目ed nomination form(s) must reach the 
c。心目tton box 叫 4/F, SU Office on or before主姐且且 of且主

E也且fil)l」l!.Q2,_

Election Cummmec 
The Counαii, 
HKUST Students' Uruon, 
Session 200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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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UNION 
Clear Water B呵， Ko叫oon, Hong Kong 

Tel : 23351732 Fax: 2335 1728 

已mail ： 且」型值盛且已盟迪生 Homep呵e htto:1/home.ust.hk/-su union 

Fund-ralsina for our deceased student! 

Dear members, 

\twas m。st unto的unate when a student from the IELM department passed 

away 。n the tragic day of 1st February. 

Sam Ho, an active student of good conducl, was found unconscious at home 

in the morning. He was pron。unced deceased in the h。spilal hours laler. 

Starting from Wednesday 10am (17th Feb) until Thursday 5pm (19th Feb), a 

fund-raising counter will be set up at the Atrium facing the campus map 

Your support would be most valued and appreciated 

HKUST Students’ Union Session 2008 2009 

16趴 Februa內， 2009

／

亂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 UNION
Clear Water Bay, Ko叫oon. Hong Kong 

Tel: 2335 1732 

E-mail ： 且且也色也必占主

fox: 2335 1728 

Hmnepag，只 hno, home"" hk/吋U umon 

建證資訊科校H區務中心延長肉鵬總管理系統服務開放時間

現時本校內聯網管理系統服務鐘書：尚算完善，但歷屆學生會短常收到學生投訴有

關管理系統服務時間不足的問題 。

現時內聯網管理系統只於上午八時至晚上十一時開放服務，服務時間嚴重不足 ， 學

生於每天上課前查詢課堂資料及映上＋一時普遍科大學生之工作時間關閉目臣

務，實在為科大學生帶來極大的不便 ﹒

Service not available 

Thi悶 administrative service has been sh Jt down for scheduled 由， ly processing. Please 
﹜<indlyU門f again during the normal 叩eration hours or 08:00am t。 11:00pm daily . 阿 you h卸e
a吋叩ncerns. 則ease co叫act ISO at x6240 or email to 區組且且且＠；且l!ll forhe加

Sor,yfor a即 lnco附＠川ence caused 

但學生會亦理解系統備份及維護時間需峙，因此學生會建議資訊科技服務中心延

長內培育網管理系統服務早上開放時間延至早上五時，晚上開放時間延至映上三
時 ﹒

感謝向學的關注！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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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UNION 
Clear Water Bay, K。叫oon , Hong Kocg 

Tel: 2335 1732 Fax: 23351728 

Emai l ： 址』且且血也坐坐坐 Homepage: ht!叫hcme.ust.hkl-su ucion 

Thank vou for SUDO。叫inαour fund-raisinα！ 

Dear members, 

After 2 days of fund-raisin日， we have collected HKD$2886.5 of donations 

The money will be delivered to Sam's parents in-person. 

The Students' Union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of those who have offered their 

donations 

HKUST Students' Union Session 2008-2009 
20th February, 2009 

THE COUNCIL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ruon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評教會

趴Jail Box #46, Hong Kong Uni叫csi~· of Science and TcchnolOb1' Students’ Union, 
Cleac Watcc B可， Kowlo凹， Hong Kocg Telc 2719 7828 Faxc 2335 1728 
E-mail: su_ucoun『草stu.ust.hk Homepage: http:/ / ihomc.ust.bk/~su ucoun 

Resi!mation of member of HKUSTSU Council 

This is to announce that the following members of the Council have 

resigned from their representauon in the earlier time due to the江 personal

reasons. 

Name 

WONG, To J\fan 

CHEUNG, Shun Yin Jason 

Position I Reoresentafive 

School of Business 

Popularly E lected Councilo,· 

Should you h 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the Council 

through email: su ucoun@stu.u st.hk.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uon. 

The Council, 

HKUST Students' Uruon, 

Session 2008-2009 

20'" F ebruar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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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 

STUDENTS' UNIC 
Clea, Water Bay, Kowl由 1, Hoag Koog 
Tel: 2335 1732 F血 2335 1728 
Email： 且』旦旦里也』且坐 Homep,ge: hllo /ft,om, ust.hkJ-s,, uru。n

香潛科才重大學學生會與持？可歧封I協懿

學牛宿舍第七座宿你份觀對l庭四大眾諾

有關學生宿舍第七座未來發展及宿舍分配制度 ， 本會與學生事務處處長及副處

長於上星期二月二十日召開會錄。會談中本會向校方反映學生意見，以及指出本會

於上次聲明的要來，最後得到校方的四大承諾

t. 承諾將監個咨詢過程透明他，並公佈現有學生宿舍第七座？首位分配制度計制寄給

予學生共同討詣 ﹒資訊會已定於二月二 ，－五日舉行 ﹒

2. 承諾於一星期內公佈整個第七座宿位分配制度咨詢時間表 ﹒

3. 承諾整個咨詢過程將不斷聆聽各方意見 ， 期望建立一套師生滿意的分配制度。

4. 承諾第七座宿位分配制度將不會影響其他宿舍（包指現有宿舍及未來第八，第九

座）， 制度亦會定期作出撿討及修訂 。

本將會組續闕，主學生宿舍第七座宿位分配制度的咨詢過程﹒同時亦鼓勵同學於二月

二十五日下午六時至七時半ii］花旗集團演講臨札.TA）參加學生宿舍第七座第資訊會，
為學生宿舍第七座的未來發展出一分力，發表您的意見 ﹒

感謝同學的關注 ！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Clear Water Bay, Kowloon可 Hoag Kong 
Tel: 2335 1732 F且 2335 1718 
E-mail ： 址且坦且直且L且也主 Homep,ge hllo:1/home.ust hkl吋u u,;o,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聲明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專宋大璧仟設事賴寧自會公開齊詢及討論學牛宿舍書l\t庫宿位分研制111'

學生宿舍第t座未來發展及宿舍教育工作小姐f下稱 工作小組）已召開第二次

會謊，會主輯中兩位學生代表均有出席並積極發表意見，但無奈大部份意見未被工作

小姐接納 ， 工作小姐召開會說的目的，看似只希望對原有計劃會作出微詞﹒完全沒

有接納學生意見的空間， 本會與校方心目中的 “Living and Learning Community” 實

有極大的差異﹒工作小姐不接納學生代表意見，失去學生代表之意義立餘﹒亦對學

生會極為不尊重 ﹒近日更引來一群熱心大學事務的同學有極大的迴響 ﹒既然工作小

組中的學生代表已失去其作用，本會有以下安排

I. 自口日（三月二十日）與學生事務處處長區嘉!Ii!博士召開會說，會譜內容為

j豈責工作小姐不尊重學生會推薦之學生代表意見 。

要求工作小姐公佈學生宿舍第七座宿位分配制度計劃書 ﹒

要求大學行政委員會下令工作小組對學生宿舍第t座宿位分配制度作出公開咨

詢﹒

要求整個咨詢過程透明他 ﹒

2. 本會即時解除兩位工作小組學生代表職務，直至制度咨詢完畢 ﹒

3. 不容許工作小姐1it沒有任何學生代表情況下召開會議及通過任何議程 －

4. 盡甘t向學生會提交咨詢時間表﹒

本會十分欣賞一群關心第4三座宿舍事務的同學於本次事件中踴躍發表意見 1 就此本

會給予高度的i貴楊 ﹒ 同時亦鼓勵各方意見參與討論。

本會對學生宿舍第仁座宿位分配制度將會結續關注 ， 本會承諾會肩負起監察大學的

責任 t 為學生爭取最大的描益 ！

前謝同學的關注 1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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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ruon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許議會

扎1a;1 Box #46, H。ng Kong Un;ve叮叮 of Sdencc ,nd Technology Sn,dcn<s’ Uru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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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OF RESULT OF HKUST STUDENTS' UNION 

ANNUAL ELECTION 2009 
二零零九年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大選結果公告

26/h Febmal), 2009 

The E lection Committee hereby announces that the HKUST Students' Union Annual 
Election 2009 was held during l 自由 20th February, 2009 and votes were counted within 24 
hours after the close of cl1e balloung 

There was no complaint concerning the Annual Election within two clear 、、•orking days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Vote Counting. 

And so, cl1e Election Committee hereby announces that the Voting Results was ofl且口ally

approved 

The results of the Annual Election are as follows 

Pooul剖lv Elected Coun口lor 普遍評當員

Candidate No.1: LEUNG, Ka Kin 
Total Number of Valid votes. 1304 
Voting Rate: 24.5% 

Types of Votes 
Number of 

Votes 

Executive Committee 墜聖E聖

Total Number ofVahd votes: 
Voting Rate: 

Tvpes of Votes 
. v。但 FOR \Tes a 

Valid vote I 
' Vote AGAINST Vesna 

Invalid 
vote 

p、lumberof Votes 
1347 
55 

Editorial Board 緝輯委員會

Total Number of Valid votes: 1291 
Voting Rate: 24.2% 

互2丘丘旦旦

.Vote FOR 艾嗚
Valid vote · 

Vore AGAINST文嗚

Numberofl旬，es

1252 

39 

194 
9 

八ccording to cl1e Constitution of HKUSTSU and cl1e above rεsuits, cl1e Election Comm此時e
hereby declares cl1at the fo llowing nominated candidates and cabinet are ELECTED as th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EDITORIAL BOARD of the HKUSTSU for the session of2009一2010

The details of the candidates/cab;nets are as follows 

Pooularlv Elected Councilors for the session of 2009－泊的 普選評議員

－盟哩團－唔，... 固，哩哩－團團
I I I LEUNG，他 Kin I 梁家健 I ~IJ\RK I 2 I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the session of 2009-2010 監事會

Name of the Cabinet: V csna 

iuon Name 

President AU-YEUNG,K、，vun Lun 

Internal Vice-President SO, Yik Ching 

External Vice-President HU,Jia Tong Angie 

Internal Secreta r}r GE, Ching Keung 

External Secre閏月F XING, Yanghao 

Fin泊ncial Secretary CHENG, Kwan Yuen 

Public Relations Secretary CHEN,Lixi 

Wei fare Secretary 日， Qianru

Publication Secrcta可， TSAI, Ka Tik 

Universi月， Affairs
Jll心JG, Zhitong Secretary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LI, Kwun Chau Pondy 

Secretary 

General Secretal)' ZHANG, Shichen 

姓名

歐陽冠餓 BBA 

草草翊程 lELM 

胡嘉桐 BBA 

倪政強 IEEM 

幸陽臭 BBA I o 
鄭鈞元 IEEM 

陳立璽

李倩茹 ECOF I O 

蔡嘉迪 EEIC 

江志桐 BBA I o 

李酬！ I EElC 

張師農 I ECOF I O 

~~ I THE COUNCIL 
... I.‘ l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 ton 
__ ，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iii前宣言• ;;; l ~l:tilBox ＃峙， Hong Kong Uni,·m叮 of Science and T配hnology Students’ Uruon, 
可~＇想Y ’ I CleacWatcr B呵， Kowloon, Hong Kong Tel: 27 19 7828 Fax: 2335 1728 
＼斗斗f I l三－mail : su ucoun@sru.ust.hk Homceagc: h叩flihome_c<>生些企_s,,,,uc_oun

NOTICE OF RESULT OF HKUST STUDENTS' UNION 

ANNUAL ELECTION 2009 
二零零九年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大選結果公告

26th Fehma口， 2009

The Election Committee herebyπnnounces d1at the HKUST Students' Union Annual 
Election 2009 was held during 18th - 20th February, 2009 and votes were counted w，出m 24 
hours after the close of the balloting 

There was no complaint concerning the Arumal Election within two clear working days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Vote Counting. 

And so, the Elecuon Committee hereby announces diat d1e Voting Results w悶。fficially

approved 

The results of the Annual Election are as follows 

Po。ularlv Elected Councilor 普選評i盟員

Candidate No.l: LEUNG, Ka Kin 
Total Number of Valid votes: 1304 
Voting Rate: 24.5% 

乃pes of Votes 
N umber of 

I旬，es

, Vo閏 FOR LEUNG, Ka Kin I 1198 
Valid v。但

‘ υ峙 ，v。因 AGJ\TNST LEUNG, Ka Kin J 106 



Hn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學…；~i︱…一~!ail Box #46, Ho叫g Kong Unive自1月， of Science and Technolo1,,y Students’ Un阻n,

Clm Water Bay, Ko .vloon, Hong Kong Tel: 27 19 7828 Faxc 2335 1728 
E-mail: su uco肌肉stu.ust.hk H。mepage, http./ / ihome.ust.hk/~su ucoun 

./ NOTICE OF NOMINATED CANADIDATES FOR 

HKUST STUDENTS’UNION 

ANNUAL ELECTION 2009 
二零零九年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大選候選人公告

The Election Committee hereby announces that the nomination for H KUST Stud en阻，
Union Annual Election 2009 was closed at 5:00 pm. on 3吋 February’， 2009 and the election 
wi ll be held from 1 S'h 20'h Febru詞句， 2009. All HKUST Students’ Union Full Members are 
eligible to vote Details are as follows· 

D ate: 18th-20th February, 2009 (WED - FRI) 
Time. 10.00 a.m. - 6:00 p.m. 
Venue: Atrium 

The votes would be counted at 8:00 p.m. on 20th February, 2009 (Venue would be 
announced later). All Membe臼 are welcomed to attend. The details of the nominated 
candidates/ cabine臼 are as foll。ws

Nommated Cand,date of Ponuladv El凹阻d Conne,lms 
普選評諾貝候還人

~噩噩圓圓圓圓﹒團
I I I LEU悶， K圳n ︱ 梁家健 I MARK I 2 I 

Nominated Cabinet of Executive Committee 

幹事會候選內閣

Name of the Nominated Cabinet: Vesna 

Position Nominee 候選人 Program Year 

President AU-YEUNG, Kw屯n Lun 歐陽冠麟 BBA 

Internal Vice-President SO, Yik Ching 蓋章翊程 IELM 

External Vtce-President HU, Jia Tong Angie 胡嘉桐 BBA 

Internal Secreta句， GE, Ching Keung 倪政強 IEEM 

External Secreta月， XING, Yanghao 幸陽臭 BBA 。
Financial Secretary• CHENG, Kwan Yuen 鄭鈞元 IEEM 

Pagel of2 



Public Relations Secretary CHEN, Lixi 陳立璽

Welfare Secretary LI,Qi別lrU 李倩直白

Publicaaon Secretary TSAI, Ka Tik 蔡嘉迪

Universi月， Affairs
JIANG, Zhitong 江志桐

Sccret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 K吼叫n Chau Pondy 李冠泊l
Secretary 

General Secretary ZHANG, Shichen 張師晨

Nominated Cabmet ofEd1tonal Board 

緝輯委員會候選內閣

N剖11e of the N。minatcd Cabinet：文鴨／ Roaring Words 

Editor-in-Chief HO,HOYin 

Assistant 
LEUNG, Yeung Yeung 

Erlitor-in-Chief 
Assistant 

LEE, King Hang 
Erlitor-in-Chief 

Designer HUI, Kik Yeung 

Designer WONG, K, Chun 

Designer 、（EI, Tak Sau 

Designer CHAi'\J, Chun Lam 

Administrative Ofl且cer WAN, Yuen Chau 

i\farketing Officer ZHAO, Ye 

Financial Controller HUI, Ka Chun 

Feature Editor TSUI, Shun Fung 

Feature Erlitor HE,Yi 

Feature Erlitor CHU,L別咐他

Feature Erlitor 
RA GAV AN Mccnakshi 

Sundaram 

Election Committee 
HKUST Students' Union Council, 
Session 2008-2009 

3'd February, 2009 

何i告賞

梁洋洋

李璟恆

吉午｝ii易

黃家俊

余德修

陳俊霖

尹這舟

越自華

許家駿

崔j事峰

何以

朱麗梅

ELEC 。
ECOF 。
EEIC 

BBA 。
EETC 

ECOF 。

BBA 

QFlN 

QFIN 

COG BM 

CENG 

BBA 

BBA 

CPGBM 

Bl3A 。
QFlN 

BBA 

ACCT 。
QFIN 

EEG B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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