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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正如其名﹒主力發展科技﹒而這也是科大的創
校宗旨﹒研究科技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並且肩負培育人才的使命。

陳校長認為科大一對香港科研方面有很大貢獻﹒提高7整體的研究

水準。陳校長第一次回港到香港大學訪問是在1985年，而在1992
年則去了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亦因此認譜7兩所大學的科研有關人

仕。陳校長指對方雖然也有在做科技研究，但畢竟彼此使命不同﹒

科大在這方面的表現較為突出，是一所名副其實的研究大學。



1R1\ 
在科研上﹒科大在世界上已是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學，各種科研

成果的發表和出版物都做得很出色。陳校長認為科大暫時不可能做

到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般出色﹒但以科大的成就和質素﹒絕對能在
美國公立研究大學中擠身頭二十五名 。 科大不同的是規模較小﹒所
以並不能跟其他外國研究大學直接作比較。而且陳校長覺得麻省理

工學院擁有一百四十八年的悠長歷史﹒科大創校至今則只有短短的

十八年，能夠有如今的成就﹒己是非常出色。科大的教授都是從世
界各名校招聘過來的，他們的研究和論文．在其專業範疇內都享有

很高的聲譽。當然﹒科大仍有進步空間，陳校長希望科大在科研方

面能做到一個帶頭的角色﹒而不是單純的跟隨。雖然現在已有部分

研究做得到﹒但陳校長認為若要有更大的發展帶頭作用，便需要更
多的資源﹒而這就要看校方眼中國的合作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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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摳出壓力是永遺存在的﹒關鍵是我們如何去應付它。假如只是單純地滅

輕壓力﹒那麼只要j闊少課堂數量和降低課程難度便可以7· 但這個方法是不能接受

的。陳校長表示無論讀甚麼學校﹒「 No Pain, No Gain 」這個道理都是成立的﹒
假如畢業後學生學無所成﹒到頭來也只是自欺欺人。只要學生心中能有一個清晰的
目標和動機﹒便能輕鬆地應付壓力問題。例如﹒同學在玩電腦遊戲時從不會抱怨有
r Stress and Tension 」﹒即使連續玩上半天也沒有問題﹒就是這個道理。例如另一
方面﹒陳校長表示校方會不遺餘力地協助學生應付「Stress and Tension 」﹒例如學
生事務處定期舉辦不少活動，就是幫助同學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同時﹒各院校的教
授都可以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之一﹒教授可以持一個「幫助學生學習」的態度﹒而不

是單純傳授知識的角色。陳校長相信科大的教職員們都已能做到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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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學生一向給別人的印象都是非常著重效率以及實用性﹒陳校長認為這種

想法很自然﹒畢竟不少學生都非常重視將來的就業出路、家長期待等問題。但

是踏入7大學的門檻﹒代表這裹的學生已是社會中頂尖的一輩﹒ 也是未來的領

袖．在數年的大學生活中，學生要掌握未來投身社會所需要的技巧﹒所以陳校

長認為學生不應只局限自己於被訓練的學生。重點是要懂得學會學習﹒能適當

地應付未來不斷灑現的新事物﹒陳校長指自己在小時候﹒電腦尚未被發明，而
到了現今電腦則是家中必備的東西7· 轉變非常巨大。陳校長表示雖然當下是

要賺錢過活﹒但學生應要將目光放得長連些。陳校長回憶自己在中學畢業時，
並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當時只有一、兩所大學，沒有人想過出路的問題，只

要入請大學後取得不錯的成績﹒便自然會有公司聘請7· 但是﹒現今的處境不

同，學生必須要考慮自己的職業是否心中所想外，還要清楚7解其未來的增值
和雷升機會﹒絕不能掉以輕心。



要擴展科大，陳校長認為首先要看大環境 ， 也就是香港政府對科技的看法。香港地方
小 ﹒ 政府官員亦承認香港的薪金水平並不低 ﹒ 所以要維持經濟上的競爭力便要進行所謂的
值，而這方面則可以從科技上入手 。 美國資金雄厚 ﹒ 科研發展成熟﹒陳校長覺得很大程度
是因為當地知道科研投資對社會經濟有增值的作用。政府若果有這種認知和看法﹒才會制
政策來協助本地的科研工作 。 否則 ﹒ 陳校長認為科技大學將只會是一所普遍大學 。 另一
面 ﹒ 陳校長表示科研工作是國際性的﹒世界上有不少跨國的大型科研項目，亞洲各國也有
與進行﹒而香港乃至科大如何善用地方優勢發展 ﹒ 將會是未來要研究的議題。

陳校長指出科大是一所研究大學﹒其最基本的使命就是培訓學生 ﹒ 為學生增值。就害
而言，陳校長認為一所大學的教學成果就是要看其畢業生能否成為社會上新一代的領袖和
樑 ， 他們的成功就是學校教育的成功，當然這需要好幾十年的觀察呵。陳校長希望科大生畢
後能感到自己經過幾年大學生活後是增值7的 ， 而不是手中只有一張文憑﹒腦中只到有數
公式在轉。現在 「三三四 」 新學制給科大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實現這個目標。

科大的另一個使命就是研究﹒陳校長認為科大各學系和教授們都是社會上的智囊間，
彼此的專業範圍以及學科上都有出色的表現 ﹒ 能直相合作為社會作出貢獻﹒將各種科研按自

應用到經濟、能源、讀境等各方面。亦因如此，陳校長把Resea rch and Education 作為他
的最大目的。學生的出色表現，能直接在世界上起到品牌如應﹒令科大成為更為知名的國際
級學府。

陳校長說現在最希望是找個機會眼科大生
有密切的交流和構遇。 他認為科大是一所
草ij＿悍的大A專院校，亦擁有很

大的潛力﹒進行的科學研究

水準也是世界知名。為7讓
學生充分體驗到這份優勢﹒陳

校長表示學校將可以從行政上

提供協助﹒也是對未來社會棟
樑的一種投資。科大學生要有
自信和野心、 .同時亦要放眼追

處﹒廣作交流，才能成為一個

成功的Global Per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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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計分制的也來．．．
「在香港，科大是唯一錄用十 二分制 的院

校，而其他的院校大都是採 j羽四分制的， ti. 是

以官司點三、切點 .1,.. t布滿分。相信不少同學都曾

經在 JL 工、申請獎學金、中論研究生哼砸到了

吉十分制不同的問題。有的地方會直接把同學的

CGA除以三，當然，這個方法對於同學來說，是

＋分不公平的。因為科大絡用的十二分制，與

由分制並不是一個線性。央射（Linear Mapping) •這

就是說，若果在科大取得了 l 0分，要是直接除

以三的話，就是 3.3 分 。 但科大的 l 0分相當於侖

的成縛，而 3.3 在四分帝l 來說，就只有 B＋’這就

使同學帶到了一個劣勢。學 4文知道學生一直以

來都有改變吉十分制的訴求，在去年八月， 4文董

會副主席 Michael Mak會見了上屆學生會主席一

楊智勇，他也提出了足改計分制的要求。」譚

嘉因先生混混迢來。「另一個考慮是何特轉變

晃改計分制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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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十分帝I . J.克

特 2年了三三

切新學制，

學 4文｛！立了 4良
多 措施司己

︱ ︱合，其中－
I I倒是大學資

︱！十訊系統的重
· ~.叩開叫 直二二二三f l新整合﹒整

' I｛國系統牽涉

很 廢 ，包括與同學有切身影 響 的課程註冊系

統（Cou「se Registration System）等。我們認為，
這是調整吉十分制一個很好的契機，令同學在

各方 Ji) 乏~方使﹒於是，在今年三月左右，

我們開始草擬支改計分制。」

譯嘉因先生表示，新計分章。l 預計在 20/ 0年 l 0 月推行，但這需要

配合校方資訊系統晃新的進度﹒細心的同學識許已經發現，／ 2分制

與4-.3 分制之間的轉梭益不是．線性的，也就是說，部分同學會因此而

得益，也有部分同學會成為輕微下詞 。 有見＆.此，校方得證「沒有
任何一位同學會蒙受

任何損失，包括縈譽

等紋， Dean' s List ’ 
獎學金等等。」但對
因此而得益的同學，

學校俊不會對其分量之﹔

有所下詞。這個得

i登，會適用於所有 ，於

E文章·）前入誠的同學，

直至他們畢業為止、 。

而且， E文章』l 之前的 RI..

縛，還是會沿用以往

的吉十分系統，在 h1. 縛

單上以 ／ 2 分制顯示 i

SGA <3 . 5 
SGA >=10 

First Class Honours GGA 9. 50 - 12. 00 
Second Class Honours GGA 7. 50 - 9. 49 
(Division I) 
Second Class Honours GGA 5. 50 一 7.49

1(Di vision I I) 
. hird Class Honours 



吉十分制。現

自守為了三三

由新學制，

吾sr-1---l學校做了很
l多措施記

r I令，其中－

IJ I倒是大學資
問---J訊系統的重

~ I新整合。整

個系統牽涉
﹜ 響的課程註冊系

「）等。我們認為’
契機，令同學在

今年三月左右，

討論的過程．．．

「大學修訂每一項措施都必先經過幾重審

議，才可以正式執行。以支改計分帝！為例，因

為此事與本科生有闕，首先要經過本科生教務

委員會（ Committee of Unde「grad咽te Studies ’筒
稀cus ）討論。而計分帝l 亦影響研究生，這亦要

通過研究生教務委員會（ Committee of Postgrad

uate Studies ’筒稱CPS ）。當為進都通過了，使

會提交教務委員會（Senate）審議。當然，在此之

前有很多的諮詢，對象包括院校 ﹒ 部門、學生

等。另外，我們亦參考了一些本地、外國院校
的做法，研討了兩種吉十分制的手，l 弊。最後在6 月

/ 6 日，教務委員會決定錄用 q. . 3 分制。整個過程

也諮詢、 cus 、 CPSi· ］ 教務委員會通過。」

5 月 I q. 日，就在教務委員會通過計畫之前，

校方與學生會合辦了一個資訊講座，吉普述有關

轉變學分章，）的利弊 、 措施，和諮詢同學的意

見。面對學分制的轉變，同學有很多不同的意

見，有人認為科大的 －伶分比較嚴格，若採 ill 與

其他院校相同的吉十分制，相較之下會對科大同

學不手，J ＇說這一點，譯嘉函先生指出：「我們

就這方 Ji) 亦做了一些資料

同學意先與學生參與度

料大一直沿用的十二分制，其實一直對同

學們都頗為不便。工學院的朱同學指出：「當

我見工時，人事部的同事不明白十二分制的轉

換方法 。 他們只知道將成績除以三，我解釋了

很久他們才明白科大獨特的計分方法 。 」商學
院的陳同學亦表示，十二分制對到海外做交換
生、申請獎學金帶來諸多不便。這次校方正視

言十分制度的問題，出發點固然是十分好的，同

學亦太多 贊成改制 。 但不少同學均表示這次
改制造明度不足，諮詢亦不夠 。 學生會內務副

會長蘇同學表示，學生會也是後期才得悉言十分

方法的改變 ，而且其時已是討論的尾聲 。 他形

言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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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晨，發現科大的給分並不如傅閩中嚴格﹒第

一項資料是學譽等級的分佈’我們比較了香港

大學、中文大學和科技大學，發現三間大學的

分佈是差不多的，甚至科大的分仲，比其中一

間大學還要好一些。而另一項資料是課程的給

分分佈’科大的分佈是60%的人數得里，l A至 B紋

的成哼，這亦與其他大學相若﹒同學對科大的

給分可能一直以來都有誤解，才造成

科大給分特別嚴格的說法。另一方

豆豆 豆5 位 品，可能有同學認為科大的內地生比
自皂 白白已 較多，而他們的成綺都比較優秀，把

ttJt-,c本地生的成特比了下去。但這種說
法，其實是不合理的。再者，科大

每年所收的內地生數目也只是一百

五十人左右，佔整體本科生的－ Ji'}__ 

左右。」

容：「整件事情的推進未免過份急促 。 」

我們亦訪問了參與了 cus討論的工學院代表

一一陳頌邦同學 。 他表示，在每次會議之前校方
都有提供詳盡的會議議程，學生在會土發表的意

見也普遍受到重視 。 但在是次改制當中，他在很

後期才得以參與，整個議案已經進入最後的審
批階段 。 而且當初的安排是在今年春季開始四分

制，這對於三年級的同學來說太過倉促 。 另一方

面，陳同學建議校方加強學生代表的透明度， 讓

其他同學對學校施政有意見時，可以透過他們向

校方提出 。

教務委員會由以下人士所組成﹒校長、副校長、所有院長、系主任，另外每一個學院再可以退一至兩位代表、學生事務處
主任、一些主要部門的主任，還有學生代表，而學生代表是由學生推選出來的 。 以上人士在會上均享有特言權、投票榷 。

教務委員會負責範茵包括與本科生、研究生學術事務有關的政策制訂、修改等等，任何學術政策的修訂都必定經教務委員

會通過。 •• 



各位讀者身在科大，無論如何都一定會知道什麼是可主” 。可主’，這個詞在大學生群體中

被普遍地使用﹒意思是的是學生會﹒由學生組成並由學生營運的組織。就如前兩期《振翅》所
提到的一樣﹒科大擁有一個會員人數達五干，代表科大大部分同學的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以
下簡稱科大學生會）．但在其之下﹒科大還擁有八十多個形形色色的附屬學生會﹒包括學生宿

舍的社學生會、各個不同學系和學院的學系學生會和學院學生會、各種運動學生會以

及不能歸入以上獨立學生會。這些學生會每年都為科大同學舉辦各色各樣的

活動﹒豐富科大同學的大學生活。大家在享受多果多瓷的活動的同
時﹒又有沒有想過到底這一個一個的學生會到底是怎麼

誕生的呢？

’ 每個學生會成立的背後必然有她們的理由﹒例我們編輯委員會﹒作為科大學生會的四大架構之

．其作用就是宣傳科大學生會的事務﹒鼓勵同學發

意見並提供給他們發表自己意見的渠道。和我們編
會一樣﹒每一個學生會都有他們自己獨特的目標和

文旨﹒以不同的方式去為科大同學服務。如果今天各
同學有意服務科大﹒大可集結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去建
一個有自己獨特目標的學生會。然而﹒作為新成立的
生會﹒要如何得到其他人的承認呢？例如﹒如何說服

校借出場地和設施與這個新新學生會去舉辦活動呢？又

何去說服科大學生去參加這一個全然陌生的組織呢？加
科大學生會﹒成為其下的附屬學會就是其中一個最合宜

方法。



1在大學生群體中

j兩期《振翅》所

1大學學生會（以
1會﹒包括學生宿

陸運動學生會以

！舉辦各色各樣︱

月三多瓷的活動自4

﹔生會到底是怎i

肯她們的理由，

討會的四大架構

1事務，鼓勵同l

句渠道。和我們編

己獨特的目標和

務。如果今天各

志同道合的人去建

﹒作為新成立的
例如﹒如何說服

舉辦活動呢？又

自生的組織呢？加
：其中一個最合宜

要成為附屬學生會並不難﹒只要按部就班地完成

申報就可以了。首先，創立新學生會的同學必須向
科大學生會提交一份該學生會的憲章﹒憲章的內容

函蓋該會的宗旨、架構、運行等的重要資訊，是每

一個學生會的最基本而不可違背的法規﹒也是學生

會存在的根本﹒所以一字一句都要考慮周全。這份

憲章的內容有幾項限制﹒第一，申請附屬資格的學

生會的宗旨必須和科大學生會相符合﹔第二．該學

生會的宗旨不可不日現已存在的附屬學生會重壘﹔

第三，憲章要滿足科大學生會評議會的要求﹒

以確保該會幹事擁有適當的行政權和能夠真正

代表其會員。

同學在草1捏造份憲章的時候，可以參

考現有附屬學生會的憲章、科大學生會

的內部守則和屬會憲章守則等文件﹒

甚至去向科大學生會的屬會委員會

( ASC ）求助，以確保萬無一失。除
憲章之外﹒同學還要提交一份二千

字以上的計劃書連年度計畫u .在
計劃書中略述該組織未來兩年的

發展目標。
這兩份文件會經過屬會

委員會（ ASC ）的審核後﹒

屬會委員會（ ASC ）會就

這宗申請向科大學生會

評議會提交這個申請和

向科大學生會評議會提交

1 新創立的學生會憲章

2 年度計劃書

組成內閣

受提問。如

申請順利通

過﹒候選內

閣就會得到暫時
的屬會資格﹒可

以進行為期五天的
推廣﹒向同學介紹該

對該申請的分析。而

在向層會委員會提

交文件期間﹒同學
要就草擬的憲章

內容組成一個

候選內閣。候

內閣各科大學生會評議會

就新創文學生會之事宜

作簡報

學生會。只要在隨後

的大選中取得8%或以
上科大學生會會員（科大

學生會現有正式會員人數

大約五千多，也就是說最少
要六至t百票）的支持。層
會委員會（ ASC ）會把投票

選內閣要派
代表該向

評議會作

簡報，

並接

結果在兩天內向會員公佈﹒如果

該學生會成功得到足夠的票數﹒又

在結果公佈後兩天內學生會沒有接

獲相關投訴的話﹒該學生會就正式成

立並獲得科大學生會的正式屬會資格。

至此﹒整個過程便大致結束﹒但其

後還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向科大學生會會員推廣

並於大選中獲得超過8%的
會員支持 其中一項就是所有的屬會幹事都必須

是科大學生會的正式會員﹒否則是不能擔任

幹事的，所以要記得加入科大學生會。另外．
當選的屬會幹事成員要向科大學生會評議會提

交他們的幹事資料，表格可以在評議會的網站下

載。

正式成為科大學生會屬會

正式成為科大學生會的屬會主後﹒屬會的名字後

面要掛上科大學生會（ HKUSTSU ）的名字﹒可
以開始招收會員、向學生會申請活動津貼和在學校內借

用各種場地和設施去舉辦各種的學生活動。但是．有權利

也有義務﹒屬會必須小心遵守學生會的內部守則﹒干犯內
部守則的處罰可以由暫停屬會申請津貼和借用場地的資格﹒

重則會被暫停該屬會的運行。



當然有生就必有死﹒說完’，起莊’， ﹒便到7所謂’，死

莊’， 。 一個學生會在怎樣的情況之下才會被撤銷呢？

如果有學生會不幸在六月的第二個星期五（一般學生會

的選舉期在二三月間而交接期在三四月間）仍未能組成內
閣﹒該會的屬會身分將被立刻暫停﹒會桌和會櫃立時歸還學

校學生事務處，而郵箱和其他財產包括所有銀行戶口將交由
評議會管理。在屬會身份被暫停期間，該會將不能得到任何

津貼和不能使用任何場地。但如下屆內閣能順利組成﹒該會

的屬會身份將能繼續。

但如果在以後一年的六月的第二個星期五屬會仍未能組
成內閣，該會的屬會身份將無限期暫停﹒而所有財產包括

所有銀行戶口將被評議會沒收。這就是所謂的’，死莊’，。如

有同學有意在此後成為該會的幹事﹒將要從新申請屬會資

格。

以上的種種步聽都必要先經評議會決議才可實行。
正因為此﹒各大學生會的幹事每年都會為學生會的傳承

六月後第二個星期五
仍未成功組成內閣
屬會身分立刻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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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希望這些資料能幫到各位讀者，使得科大內的學生活動更加豐富、更加多元化。

而所有申請成為附屬學生會的表格都可以在科大學會的辦公室（ 2號升降機﹒ 4樓）索取。

後記
不論’，起莊’，也好’，死莊’，也好．在他們背後一定有其存在的理由。

做為一個學生會的幹事甚至會員都有責任去7解自己身處的這個組織的憲章、理念﹒否

則﹒身在其中卻不能理解自己在做什麼﹒那一切便失去意義。如果學生會的所作所為﹒與本
身理念背道而馳 ， 只會令人惋惜。

文 ／ 排：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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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到7所謂’，死

胺撤銷呢？

期五 （ 一般學生會

目）仍未能組成內
和會櫃立時歸還學

有銀行戶口將交由
會將不能得到任何

能順利組成﹒該會

期五屬會仍未能組

而所有財產包括

謂的 ’，死莊” 。 如

要從新申請屬會資

i義才可實行 。
會為學生會的傳承

後
且成內閣
假期暫停

卜更加多元化 。

·4樓 ） 蒙取 。

！憲章 、 理念，否

﹜所作所為，與本

文 ／ 排： 小人物

學生會大地震
會長請辭

二零零九年四月三十日晚
上，科大學生會幹事會成員在

花旗集團演講廳（LT-A）舉行
7第十士屆學生會就職典禮。
典禮中，十二位幹事會成員精

神抖擻地宣誓就職，代表他們

正式為學生服務。然而，在不

久後的六月二日，卻傳出學生
會會長歐陽冠麟辭職的消息，

原本十二人的團隊在短短兩個

月內變成「群龍無首」。編輯
委員會藉此機會訪問了現時

兼任會長職務的內務副會長蘇

閥程，希望就此機會讓各位會

員﹒特別是今年新入學的一年

級生﹒可以進一步7解這件事

件。

記：黃家俊

蘇．荒草翊程

記：辭職的實際經過是怎樣

的？

蘇：事緣是在今年五月，那
時候年終試剛剛完結，我們學
生會的原會長歐陽冠麟向我們

表示他的家庭出現7一些巖重
的事故 ， 而這次的事件將會嚴

重影響到他未來處理學生會的

事務，因此他向我們表示有意
辭去學生會會長一職。在聽了

詳細的事由後，我們全體的莊
員作7多番的討論，最後還是

一致決定支持他申請辭職。至

於到底確實發生7甚麼事故，
由於這涉及到他的私人原因，

加上他本人也不希望被公開，
所以我沒有辦法在這里向各位

作出說明。在那之後，我們正
式向學生會評議會交代事件 。

在六月二日 ， 歐陽冠麟便正式
辭去學生會職務。而我作為學
生會內務副會長，在原會長離

開後會兼任他的土作，這些都

學生會幹辜會 、 評議會和編委會 同於就職典禮上宣誓

與蘇同學對談

是遵從學生會憲章進行的程

序 。
記：當選只有數個月便出

現重大人事變更 ， 是否造成

對選民的不公現象？

蘇：我相信各位選民支持

的是我們學生會的理念和方

針，而不是個別的成員。當

然 ， 我們也明白到這次事件
多少也會影響到各位學生，

因此我們學生會全體莊員都

需要更加盡力使這個影響減

至最低。會長的辭退並不是

我們所希望，但考慮到他家
庭發生的事件，我們都支持
他的決定 。 就我個人而言 ，

我認為他辭去學生會職務

是個適當的解決方案，因為

雖然學生會會長是由數千名

選民共同選出的，但也不能
因此而影響到重要的家庭。

我覺得他辭職的理由十分充

分。

記：辭職至今，學生會

公開事件的手法適合嗎？
蘇：由事件開始發展至

今 ， 我們向科大全體學生都

發了電郵告知會長辭職一

事，也在論壇以及各處的告
事版上張貼了聲明，因為顧

及當事人的意願﹒內容並沒

有提及到其家庭因素的原

因，但我覺得我們應做的也
做7 。假如有些學生或許沒

有留意到我們發出的通知，

我們並不會介意。也許有些

人會質疑我們在聲明中只用
「私人理由」解釋會長辭職

原因的做法，但我想作為學
生會不可能在聲明中大字標

題地大談他的家庭問題，他

有權利遵從自己的意願以私

人名義公開事由，但學生會
本身將不會就他的私人原因

再作任何公開發表。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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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由副學生會長兼任學生

會長的工作，在安排上會否出

現工作量過多而影響效率的問

題？

蘇：我認為暫時也能應付

到。正、 I』學生會長的工作多
少互相有所關連，我作為內務
副會長，其工作範圍就是聯

絡莊內以及各屬會的運作﹒這

方面的工作因為有所重覆﹒所

以影響並不大。另外，會長的

工作也包括跟校方進行會議．
這個職務現在便轉而由我代

任，但問題不大。至於各社團
方面的協調工作，由於各主要

迎新營都己經結束﹒剩下的也

只有O’ week和 P「omotion
Pe 「iod ﹒並不會做成太大的影
響。

記：會長離任對學生會有甚

麼實質影響？

蘇：學生會會長的主要職務

是面對學校，大部分要跟校方
進行的會議都是由會長負責。

另一方面，內務副會長則主要

負責面對各大小層會，而外務

副會長則是負責對外界的工

作。在會長辭任後，會長的職
責都會轉由我這個內務副會長

代任，所以現時我除7要面對
校方外﹒也需要面對校內各屬

會。實際上的工作轉變其實已
有一些，例如不久前眼校方進

行的CGA 12分制轉為GPA 4 
分制的會議，便是自我代為出

席，校巴路線的安排我也要代
為幫忙處理，而科大藝術中心
今年度舉辦的活動安排會議，

也改由我負責出席。

記：事件對科大學生會的對

外形象影響如何？

蘇：我相信外界會諒解我們

這次的事件。我們的情況跟香

港大學那邊的學生會會長下台

事件不同，這邊只是會畏的家

庭發生突發事故，而發生時間

恰巧是在任期內罷7· 由於他
是學生會會長，所以才會引起

較大的迴響。會長是逼不得已

才決定辭去職務的。雖然我們
公開事件的方法主要只是依靠

電郵﹒但其實我們莊內所有成
員己就如何處理這次事件討論

7很多遍，而最終的定案便是
允許會長作出辭職﹒並以電郵

的方式公開。我們一向也沒有
明文規定類似的辭職事件要通

過怎樣的手續，所以我認為在
處理手法上並沒有甚麼不當。

記：學生會有沒有措施預防

類似事件再發生？

蘇：就個別事件而吉，我認

後記

為我們每位莊員都有可能遇上

學業或家庭上的困境，我個人
則覺得我們沒有理由特地去為
難過上這些問題的莊員﹒而要

他們勉強繼續從事莊務。這是

所有莊員一致決定的事，而我

認為沒有必要特地修改學生會

憲章來應付這類情況。

記：有謠吉說今次學生會會

長辭職是由於莊內發生內部矛

盾﹒請解釋一下。

蘇：這是不可能的原因。

老實說﹒莊內發生矛盾或爭執
是常有的事 ， 這是莊內各位成

員討論時一定會遇上的事，但

不可能嚴重到要有人辭職的地

步。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上莊

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學會與其他

人合作和包容，因為意見不合

而辭職是臺無道理可言的 。 事

實上，我個人就從未看見過一
支莊因為內部矛盾而弄到要有

莊員退出。

雖然事件的透明度一直被指不足，亦因如此出現7各種各樣對辭職原因作出解釋的謠吉。但

是，筆者在跟蘇的j程副會長進行訪問時﹒對方的態度並無異樣之處，在有進一步證據之前，筆者

只能希望事情真的如同官方解釋的簡單。無論如何，學生會作為維護全體學生權益的組織，理所
當然1也有著公開其營運情況的義務，在人事變動等敏感範圍更加需要清楚交代。科大學生會將會
以缺少會畏的情況下渡過這一年度，筆者希望各學生會幹事會成員能負起相應的責任，並屢行當

選時許下的承諾。

文：俊排：小人物



（立莊員都有可能遇上

庭上的困境，我個人
們沒有理由特地去為

些問題的莊員，而要

繼續從事莊務。這是
一致決定的事 ， 而我

必要特地修改學生會

︱寸這類情況 。

謠吉說今次學生會會

由於莊內發生內部矛

擇一下 。
i是不可能的原因。

莊內發生矛盾或爭執
事 ， 這是莊內各位成

卜定會遇上的事，但

重到要有人辭職的地

︱吉大家都明白，上莊
個目的是學會與其他

包容，因為意見不合

喜無道理可盲的。事

個人就從未看見過一
柄部矛盾而弄到要有

作出解釋的謠言。但

一步證據之前 ，筆者

生權益的組織，理所
代。科大學生會將會

應的責任，並屢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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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 ！｝ .當笠，本今也有參與 r 1圳It須，鈍 J 的「 ：六、，-rs] J 絢爛持韌。 . 
＼ 如果今年六 ｝］ ,-rs) 1:) d~上大村山利亞公l萄參加「六羽戶
的持，府才產令收到、對本進七 l司大 a擎的結幸F委第令（包括科大錯委） ︱聯合

l 州…t籽，卜《我叫 闊的，l叫的侶， ［ ~＇i
六。」豈只是一系列過年紀念式給動，它戚或是役時同性的討論義題，

＼ 直至，中央政府做查益，承認「六。 J 真相﹔直至，有－ 11·司正式~l firy 采道
在吉賣＃ 大民眾蚵「 7元、白」建立.iE?/'1忠誠﹔直至，中共中央政府實質地改

＼ 雙﹒

今年是八九氏造三十11!1 午，不有企挑起人的 ＼g}峙的情感，當件 1且在

＼ 學生們街上卿一伺促進社令改善的梭子，再一次空在大掌心土。 是
人們心率已學俑峙絆，受這一份使命的峙君，逕只是莘莘這一4r~l 契機

＼ 去達峭的人政伶局的吭？我們不1、管道. i青楚的是，今年付諸抖挂到
f:1.J吏， ~t 叫4主吏答﹒

處古巴特﹒ •i • l •J • i ﹒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遊址，觸發北京

學生土街悼念。此時，中共干央政府的貪污

舞弊事仲連綿不斷，經濟／＼.生情此惡劣，活

動 中的 學生們指著

這一個聚集機會，

甸政府提出訴求。

他們 E危在人氏久會

堂前，向人久常委

提出七太訴求，在

天安門處場聚集並
絕食。及 J是即使有政府級學生的「對話 J

出現，出席官員的態度卻給氏 i墨學生一種

i莫 ill, f也們、 ι莫視／＼.主的威覺，吉襄 f也們賀喜乏

政府的取態，認為「對話 J I來於表面﹔另

一方面，學生的綾種行為，北京市氏、各

地方于國人氏﹒甚至全球華人，都看在 H良

哀，他們也站起來上街支符學生，有些華

人還籌錢捐助以表示對活動的支持。

時關推進至六月，一直沒有正面回應

學生訴求的中央政府終於有所反應 ，可 是

這反應卻不是學生們戶時期望的。應該說，

事情發展完全是他們最不想看見的一一一解

放軍進城，封鎖各久路 口 。這一次，學生

們深深戚，︱ 生命受到威脅 ， 然而引發威脅

的，不是不汝之仗，乃是這 4失。央太圓的執

政黨一一一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接連鑄巫

一切／＼. i是參與者，而最血腥的一系圳發生

在六月三號晚至六月四日啃晨。當時解放

軍接令往天安門廣場推進並 i青場， 用的，

是冷面告戴晴的槍炮垣丸。當然，學生與人

民們乎無寸鐵，他們只能在枝條與犧牲之

宇二 i是其一 。然 而，學生們的選繹不能影

響中央 「 短暫的月券和l J 。事實上，當年墊

個活動被冠以「動亂」，但就幸者看來本

質上這是／＼.主的訴求，非但十分和子，且

毫熬推翻中副共產黨的意思。而中央的血

腥處理，把軍隊的槍炮椅向應該被之係護

著的、自己的人氏，殺害示威學生，事 f牛

是太是太 j上 的例題。即使久部份吉費者當時

只不過是一兩歲，相信太家長久以後會留

﹔色列相關的報導和鴿，怠。每一年 ，社 會各

界都會舉辦不

且呈各位發生

過的血腥鎮

盛， j是重星當

權者要關注

/\. 萃，尊重

自己的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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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一丟在圳發生

日彷晨。當時解放

進並 i青場， 用 的’

。當然，學生與人

能在投降與犧牲之

生們的選擇不能彩

。事實土 ， 當年益

， 但就幸者看來本

非 但 十 分和子，且

意思 。 而 中央的血

，指向應該被之係古草

．害示威學生 ， 事仲

仗太苦F f分吉賣者當時

太家長久以 」!i. 會留

。每一年 ， 社會各

一’，’，－－一一一

「我的 意 見就是代 表 香能在人的 整體意 見」

r, rM"~ 持昔曾蔭耀

~~~ ，. －、～～一一一
去挑{g年＆，當年學

r ；~~ ~~－Mf目的中典故舟學生當年卅一寸：：：；~i~~ ？完
戶！：：:1：司：J1! i輩份解決~：？就問：訊社空：宇：1括吾先（咐他從衣
先！而且在乎全勢力的刊’勻，↓
且是門 t紋絲）她 γ 」

﹔﹔：：：：：＇：乳制的體）例如氏，成牠﹔﹔：；車間的

「所謂屠城統不真實，功t缺乏社會共識」

：有T輪有貨但車司機危險葷段， 一桔撞死
吸 ！＇， 倒人，你可啥可，在給個司機係屠城？」

「（學生領袖）在太四屠
喊一刻之前逃走了，－開始他們就臨碎
退縮，我覺得好痛心，為何學益領紛合乎
在最 4家－創逃走呢？ J 

公函政協委真劉夢蛙

站在大本地益 ﹔才代花了，是 ？｝ ¥-t; 正
iJf. i. ＃.曾 有「必定 書是i ），書 譜是？

存在荒島！：：£it～
「（學益 ）糊糊哎，背的的私，久樣呢？你，一：：：：~：

．入」 t瑟夫 I令她益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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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太古巴在收看完討論節目從﹒都會

聽量，︱或者看到這一句或帶有類似意思的才是

示字句「以上內容 f堇屬嘉賓倒人意見 ， 只

作參考」’向綠地，以上評論皆為「倒人

意見，只作參考」﹒難道，簡單的八個字

就足以為人先責？然而，在筆者看來卻是

荒吉夢的。而為重夫不少的人也應該在忍向一一一

人應該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要不然﹒以

土的言告命就不會引來那麼多的批評。這

衷，筆者並不是希望此役所有人自害怕背

上治名而變得係守、沉默，相反池，學者

不希望 Z民那些 1是倡言吉侖自由的人唱反吉周﹒

每一年六月四日晚﹒維多利亞公國都

會聚集上萬 t\ :.r.. ’聆聽不向嘉賓在台上分

享，久家會靜靜地為死難者默哀﹒也會久

家一起高呼著「母忘六四」。今年，參

加的人數特別多，可能因為久家皆認向

二十 i[l)_ 年是一個作品反省的適當時機。

再加上，曾在主權與一眾人士發表的爭議

性言論，把「六四」主義星星鬧得熱烘烘。

那麼，太家有參加今年的「六四燭光晚

會」鴿？如呆有的話，久家在一片「吵

忘六四」呼聲中，所 ti 受的是熱潮帶來

的一點歡偷，還是鏡頭一縛，也身處熟

悉的維多利亞公園去釗陌生的天安門廣

場和長安久銜，身不 tb 己地聽著學生和

t\ 眾在街頭央嚎， f士也絕望的情戚在身

上游走悅？究竟要「母忘」的是否就是

這一幕一慕的映像？這一切 ， 筆者認為

是要緊吉己的，因為

絕對支持多方面的討吉侖，特別是像「六四 J

I)~ 一種對氏主、自由等方面有不遠影響的久

事 。 建設性的討論能幫助太家建立對「六

四」的正確價值觀. i是醒太家認 a青「六四」

史霄， 1是經市氏有一種監察政府的能力，被

經當權者要避免盒放歷史錯誤。不過，要避

免討吉侖流於室 1乏﹒無建設性，方向有誤，更

甚者是對事實的這說，筆者認、為有以下三點

是久家可以先嘗試自我學備的 。

的忘義、

它們是一切的詮縛，但，更重要的是， 1至 1屆

「子反六四」的意義。

在很多人眼中，或許「子及六

四」是一

個悼念 i古

動﹒是－

f副主持八九

t\ i是人士

重力﹒就筆者所 見，乞不

港、只局限於上述意義。乞之所以值得久家參

與和尊重的 ﹒ 是乞本身能 jl i率為社會維符公

義的作用﹒此後，人 t\ 才能追求更高道德價

值觀 。 事實上在天安門事件中，中共中央政
府有逢的是再久之久非不過的一點一一「不

可殺人」。當政府觸及社會的道德底線時，

人 t\ 起來反抗，質真是政府的措施和手段 ， 是

最無可厚非的 。但 不幸的是，那份人瓷、向或

同情「六四」持中共的處主里手法﹒是 ；＇｛， 程度

」L 否認一直以來的道德標傘，可以想像的

是﹒假若底線失守， － 1的充牛恐 I盟的社會將

會降臨 。 簡單來說，「子及六四」最重要的

是教仗政府調查以及公玲的「六四」真祠，承

認過失， 1比 J是重視人權，尊重中國人，為

社會道德標學把翩 。



4 是像「六四 J

b笨遠影響的久

L 家建立對「六

在思 i青「六四」

句 。

k主要的是，發才在

四」是一

個悼念 i古

動，是一

個為八九

ffe... i是人士

除去「而

f匡l 正主冶 a古

JL . 它不

戶 以他得太家參
為社會維符公

追求更高道德價

i中，中共中央政
的一點 「不

的道德底線將－

H昔流和手段，是

，那份人認、向或

寺 i去 ‘ 是c... #s 桂皮

年可以帥的
牛恐 I盟的社會再寄

六四」最重要的

六四」真相，永

掉室中國人，有

m 搏』金真相

筆者相信「真相越辦越

NJ 」 ，因為討吉侖是一個十分

之好的資訊交流渠道，久欽

止有兩個前題：一，「認自青

史實」’二，「尊重真相」

「認 i青史實」才是經久家應

該盡力了解事實及一切背後
動機，品在係討論當中的才是及

的所有論點均是建立於正確

的事實，否則討論會變得 s史

有意義 ﹔ 「尊重真相」才是經

我們不要試圖糢蚓真相以及

捏造事實，如采討論是放檬

一些無發檬詮 H月的采函 ， 參

與討論者可能有機會把自己

一切的推測融入事實，使雙

-Ji 爭才存在一些在史實之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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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的~闕，討論方向失學之餘，未免有 b昆兩

視聽之嫌疑， f余了使討論毫無建設性，對社

會艾布負面影響。

吉皂、誠「六四」。在「認 L青史實」這一個

樣坪上，筆者認為最應該被 I金貴的是企

圖掩飾真祠的政府，要不然，討吉命就不

會那麼容易被引導去一個「佑佑下」的

方向。不過 ， 即使在政府接力妨從下，

「六四」在經過多年的耐克及討論後 ，

要瓷、 i青「六四」真實情況，實在不是一

什容易的

事。事實
上，在香

咚，很難

b青楚了解

「六四」

的所有真

祠 ，本主也

學生容易

被誤導，
更遑論 l苟

地學生，

f也作可一向

身處在一

個對「六

四」資訊

完全隔

的世界，

放本 i豈有

渠道正准

不少史實均已流血。例如「八九 ffe... i是 J

峙中共出動軍隊實彈鎮巫並造成為數不少

干 ffe... 有死傷、中國政府拘捕 ffe... 逢人士 、 中

共阻止討論「六四」。假若太家肯做一點

資料搜集，雖然並不是每個地方都能一帶

二楚，但也足夠了扁平當年久欽上的過程，

建立對「六四」的才早t 念 。

而且如以主所述﹒有~自「六四」的「

史實」室條很多，雜質也不少﹒的且在能夠

令人有不少推斷的全關。正正因為這樣 ，

太家更加耍，l、心、避免再，恭維質 ， 所推斷的

並不是、再 b昆入事實，舉！，•］說， 8 智偉先生

在《城市論壇》才發表有關主忍為學生一定

有武器的言論時所 1走出的「竣檬」’苦苦者

認為是個人雄主侖，如采谷方也使用向線方

法跟他人討論，幸者相信，討吉侖也將會向

樣是「口向鼻 1功 J ’ 1.. 甚者，模糊聆聽者

對「六四」的主忍識。

” 



每一個人都會有犯錯的時候，華者並

不否認錯誤需要改正，當年學生領約在一

些環節土可能有用錯方也去，做上錯誤的 s失

定，導致一些始料不及的結采。不過，套

用手呈翔先生的話，「學生的錯誤怎可以政

執政輩的罪相提並告侖」，中共當 H守所 j牟取

的是血腥鎮盛，戶時犯的是再＆青耐不過的殺

人「霏」

可是在「六四 」 這一仲卒于，出現了

部份討論集中在 「 六四 」 支卻主的「錯

誤 J ’像是「軍隊有 i豈有用通克車線過千

I\ 」「究竟在六四事件中有一千人、二千

人定還是只有一人，混血呢？」「于央的鎮

笙又算不算是屠城呢？」這些叫題，筆者

主旦、主持，不在於傷亡人數又或者是「屠城」

這一個形容詞的正確性，而是在於中央政

府有 i豈有用軍隊武力鎮巫示威的中國 I\

E戶 ， 只要是有’事仲就是血腥，事情就屬

太是太非，除非有吉全雄主登 H月 4炙布于 I\ 在「

六四 」 主真巫于受到解放軍的生命威脅或者

有所傷亡，否則這有關事實細節的討告侖對

六四以役的社會發展 i豈有影響。又例如「

學生們是赤手室拳打死解放軍 ， 還是利用

武器去還擊」「學生領拍在最攸關頭逃走

了」這一切的質疑，的而且確是久家心中

的疑闕，但 J再提出來許擊 I\ i是價位自句話，

筆者認為，借用一下李牟人先生的形容，

有「冷血解告。l 」整個 I\ 逕之嫌。

NI s 了這一個糊口的話，當太家還
在指責 I\ i是參與者種種不是的時候，會否

正1 至，l 自己正在幫助中共 4先脫罪名呢？會否

有一絲良心、的責備？又會否戚到自己遺忘

了一絲對生命的尊重呢？可以至里解的是，

當太家請過止一部份「認清史實，尊重真

相 J ’可能會更加想去透過不同的方法去

盡量了解所有有關「六四 J 的事實，耐克

氏這過程中可以改善的地方。不過，耐克

歸功咒，以氏 i是過程 中 的不當作為為中共

護忱的設樣，似乎說不通。筆者建議太家

認識「六四」價值役，對部份事情有適當包

容 ， 切勿以此糢糊其他人的認識，甚至作為

否定「八九 I\ i是」倚仗的板娘。

回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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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正吉它。語教育
譜是聾 ）:.i＠ 歸主？元
工具。 f也是，自糕、，~長

t♀喜戶車t E佳的教育科

立育 f’E 本基6望。

．喜P分聾人沒法 t·才是
：生語﹒ ’是i!it f巴 i門才但

是 *2 (2) 0叫 聾人甚至 3吾

社會六嘻t是

聾人佳話Q 是一＇，＠ 5 l 子。

其實令I主伏 i門戶丹：宮、 ω色的聾人的需？又何
止在語言。在告：楚，妄言吾吾羽譯自的人骯十分

不是，不 l司的社會設施，也Q穹院． ．？在院萃，

聾人常常學位“誰 16) 鴨譜”的情況下晶晶 a
'i'~ 供 可 ！品。手政府不 16) 喜P 門（、甚至 16) 喜 p 門）空寸

聾人的 J皂哼穹活已有F I函，會寸 f巴 i門中是？之不公

平 J· ：丘年來 ，等著L 聾人 l前設的學校它起來越
少﹒政府雖然有對司是鈴聲人的學校發封存iii'

帖，＇，§！這些重毛是 5 真的 l有 f·J ］ 聾人身上谷1J ：豈

有保豈宜，老師也沒有得到足夠的訓練表幫助

解？灸聾人的需寺。告：登聾人統一告：楚﹔長 3吾的

標：1豆，在聾人之間的手話也可有可是多不 16) 6'::i 
I-ii主 "f I (6) 峙的－ ＇，＠單詞可 l，＇／、兩冬季畫不 1司的

令：去世己：東埠。例子多不門毒害立， q 自g_ 說一句伏

i門，不搞政 17.這是社會其他有划，對聾人的

3 解和 1，~1 ：主真的然少了。其實何止是聾，對
其他得特人士、也是一樣。

代i門可心、做的？

代伊可能 fb＇，；：的可泣不多，他是最 f忌戶直

l室，代 i門可山、主動了解一下他們常學﹒ ri~l ＇＂＇、

的 r•J I這是什 l墊。告：是多掌聲人的︱扑克惜構加今

年九月 t，；＂，，卅告：是聾人詐，志每年九 ︱司草包＇，＠
重真的。又是＠隙聾人。．尋堂六寧可~·／， t令惜

這＇，＠機會。平。也可 Lγ、吾吾吾力。一呼 ：，，： 工，;5

盡力 ，科六褪色有時售等 3主軒義精工作的哩！正

組織。認識他們，了解他們的做啥？品。事是占

有，在手的只是你有 3豈有心。

主你做官 ﹒

最近φ女大學$封閉聾人種語聾女ft敏盲
﹒的l;ff有‘就是以李語為宙語‘結合其他
﹒語言達到相輔相險的教學肯式。希望這

瑩 l;ff 嘴能隨雷港聾人敏盲制唐單附進

步可提高百港聾人整體的留 tJ日恩總聽4

陸和社會地位， T噩噩多聾人賢惠。

綠色己 , 
做了這他訪問，才知道聾 人的世美可 ω、有倍多咕。括：n荒 jf喻戶可是咐惡

的兩E受串的﹔主義’這有支化的﹔主義丸

兩E望學上的﹔主義．．相信不 l羽絨多講，車在這把聾﹔主義氣一桔禍。謹、J 是
有病，需~宮：色、學校<2J詣。

',§! I車來，聲色可 ω、令I主＇，主義色一通支 i匕。車tf.1場不 16) l善企﹒不 16) te? 擎的... 
人，有 l員許他們台 己的司！$峙的語言和主化。只不過聾人的不 16) 也許聽力， 做f門
有 6 己的語言（手 5g ）和支 f匕。是一＇，＠’卦掌z提高。

聾人儀器恩來也可~·／.、是一椅支 i匕桔鼠的:I~徒，實在值得六字 ·t:： ；是~ 0 

. , 到 l在 n'i門誓山、一咕：E、樣的態 rt 乏對待聾人， ω、且其他的哼哼人士句I~ ？
這可提是一＇，＠永進不會‘主兒的議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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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東亞運動會將)j~:7$年十二自在香港舉行 ， 不知大家有否間受到「創造傳奇一
刻」這一股屌捲全港的旋風呢？隨著舉行日期臨近 ， 一切闖闖人士亦正密蟬緊鼓他籌備東亞
運動會的宣傳活動。然而，義工的招募巴船上半年完成，他們正在接受嚴密的18訓以ff)j~不
同的埸色服務 ， 可能．．．你身邊的閉友也是當中的一個DIE ! 

原起
東亞運動會的晴思早)jQ I 99 I 年由 B

7$東京的奧 mm匹克要胃雷1世區代表肥東亞奧
刪匹克委昌雷第一屆理事雪上提出， §)jQ促
進東亞地區國家及他區之間的體育及文化交
流。同年十一目獲各地區代表通過成為兩年
一度的區1讀性體育活動並決定首屆於中國舉

行。第一屆假上海舉行的東E運動雷一共服
引了九個國家及地區的運動昌套間，競逐十
二個體育大I買的 tt害。不辜的是，翱鮮由經

濟問題而放棄主辦隨後的第二屆東亞運 ， 東

亞運組會從而t巴運動雷由原7$每兩年舉辦改
為每四年舉辦。

東E還在香港
申辦 7$ 屆東亞運動富的包括有中國

香港、中華自 :ltffiD蒙古。蒙古後來遷出， )jQ
2003年 l l 目 3 日召開的東亞運動雷總雷會議

上，中國香港單眼中華自 :lt取得主辦懼。隨
著香港的申辦成凹，東亞運動會總會總部在

2006年2自由上屆舉辦城市一一澳門搬遷到
自由擺灣大球埸徑的奧運大艙內，順站著香港
東E運週期的開始。東E運動會總會規定每

屆東E運動會最多可以舉行 l 28 （ 包括開幕
B及閉幕B ） ，而7$屆將)jQ2009年 1 2 目 5 日
至 1 3 日舉行。



各I買 tt賽運動項目
東E運動雷每屆謂有最少十項運動體育項

目大頂，而當中tiili必需是奧mm匹克運動富的 tt賽
項目，其他的I眉目可以由主辨城市籌委會提出。是

屆東亞運共有E刮目大I眉，細分下告一共有262個小

I眉，是東E運創辦以來最多項目的一屆。 跳水、最

球、？曹 ］良風帆、單車、 t人朧諒及壁球等6個項目

t司為9﹔欠的新i曾 Iili 白，但上屆賽事中的空手道、龍

舟i包被取消。

吾吾國國家及他區
7$屆東亞運動會共有9

個國家及他區害問：

中國

:Jt韓
閱島
中國香港

87$ 
南韓

中國澳門
蒙古

中華自 :Jt

D號
「居Ui宣傳奇一支u J 代表舊運動員以及香港人

獨一無二的堅毅精神。每一個運動昌臨埸發揮他們的
個人潛能時，都在創造一個個不肥的傳奇，無論勝制

問否，他們都是值得尊重的。而全香港市民亦l隨著闢
奮的） ll\ I惰，熱tD期待香港在2009年舉辦的東E運動會

取得空前成凹，為香港在國際體壇上創造另一個傳
奇﹔在此希望凹的東亞運動會會敗為往復東亞運動富

的成IJJ !14範。

I Y\ 

S,r0;~; r2}; 
吉祥物

「東仔」（ Dony ）及「巨妳」（ Ami ) 
是9屆運動會的吉祥物，兩者為兄肺閱（蕉，由梁

伯強間毛i市直接創作，設計以火個獅子作為天素，

象徵香港人靈活變通，在獅子山下蝦錦出同舟共
酒、自強不息、永不言傲的香港精神。至)'j告其身

上的斑紋源)'j8志屆東亞運的會徽，有象徵不同體

脹而D膚色人士匯聽香港之窟。

、、”，-~ , 
a “ 
’，’‘小 ’吧，
去＂'.f l\'

’，、、HONG KO NG• 
2 0 0 9 

EAST ASIAN GAMES 

更至u 「創造傳奇一

躍緊鼓i也籌備東亞

f!BD措訓以1f)'jQ不

﹒
昌
，

l

主題由
東E運動會的主題曲由全措連作曲，關少E其 I買

詞，以「創造傳奇－要u 」為創作主題，並命名為「簡出世
界」。作曲書希望透過這首旋律）fi﹔；拜激昂的王題曲，宣揚

運動精神。此外亦鼓勵各參加害if盡渾身解數，為PIT代表

的國家ffiDi也區締造傳奇的一刻。

(c) You are the Legend, this is your time 
身體以潛能形成動態再主天階

一起會越拼越勇越快

聽著理想衝出世界
You are the Legend, the Legend of your life 

詞︱陳少琪

1) 放開胸撥願豎在汗水申前行
你的體沮和力量驗證了墓困

制

(a2）每一顆心像陸地大海的聯盟
勝出一刻榮體健代替了艱辛

repeat (b) & (c) 

衝出世界
帥 ︱ 金培達

(b）雲止有學麼潔的足閉

只因一種﹒決心
熱後你嚼著兩份熱情

讀頌你對手間時亦會拼盡每一分

霞的包括有中國

5古後來遷出， )'jQ
E運動會總會會議

：取得王辦懼。隨
i勤奮總會總部在
自一一澳門搬遷到

：內，嘿站著香港

i動會總會規定每

· 12 日（包括開幕

2009年 12自 5 日



東亞運義工計劃
為了讓這J央匯集東亞區內二千多名體育精英的體育盛事能夠 Ill目前。進行，

當然少不了需要各方面的攜手合作及鼎力支措。其中，人力資源也是運動會

凹的閻健要寰。這﹔只東E運義工計劃由香港賽馬富起名贊助，而義務工作龔
自主要倡言宮中的招事工作。申請義工的人士坦2百年滿 1 8嚴，並無抽i盟及國
B農制，只要申請人具備中五或以上學腫，並自E操流刷厲東話、英文及 （ 或 ）

通話則可。在運動雷籌備及tt審期間，獲取臨的義工會提供接待、技術及物i
支援等協助。

鬧大火炬接力傳遞
為了宣揚東亞運熱情及迎接即將在港舉行的東E運，鬧大體育聯雷

特1世連同一m擔任東亞運囂工的鬧大同學組成籌委宮，一同策劃鬧大火炬
傳遞的活動。他們希望透過舉辦這活動支持香港首，!R.舉辦的國際大型多項
運動競投tt書及在服內推厲活力生活。

當日火炬傳遞的主題為「燃亮傳奇

一刻，邁向前的東亞運動會」 ， 我們的前任

服長陳繁昌博士更親身主持傳遞的巨買動儀

式。總共二十三名火炬手由教職員代表 、 學
生會代表、體育聯會屬雷學生代表、及其巴

學會代表組成 ， 最後一驛由陳服長白色學生陌

罔下接力傳逞。現在敵東直逼開幕只有不足

一個目 ， 在此希望東E運動會能舉辦取得完
滿成凹，同時，也希望香港的運動健兒能為

7$港i！光，與香港市民間創傳奇一到 ！



2育盛事能夠 I l l自別進行，

人力資源也是運動會

i贊助，而義務工作發

i 18價，並無i也 I甜＆因素i
i東話、英文及 （ 或 ） 奮

：提供接待、技術及物？用

）主題為「燃亮傳奇

。雷」’我們的研任
主持傳遞的 jg目動儀

F由教職員代表、學

雪學生代表、及其E
車由陳服長白色學生恬

買亞運閉幕只有不足

畫動會能舉辦取得完

雪）舊的運動健兒能為

2副傳奇一刻 ！

記i署在二電需t年罷，

有入預料說那世紀置員filll要叮 叮

的重融岡暴即將開始，也有信鼓布
！！伊〈堅決否重這一說：畫，母說白嗨，
固和敢面對現實，還屋前有ftJ7Ji岡露這一

間枷？事到個弓，口徑早目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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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申有兩項新技備大幅溺d總油!II學所排出 ﹔成阻富﹒因富車窗帽趾避過改變引擎
的活染物：第一項是利用竄，聽直接中和獨氧化腦的設定莒擅颺噶爾通DI的，1度，或是
物，第二頂是避過徹粗過油器蜜糧油磁粒﹒油器申1JD簣，E J’l用高溫燃煽讀聽
當柴油經過燃蜻毯，產生的慶氣會經過一個磁鹿﹒便以住珊，研鵬的黑煙便消失得 r1

嘲 催化器把一氫化磁租一氯倒轉化為二氧化八九九」﹒
~哩， 飽和磁氫化合物，然後原東會被注入還些初
；：；三 步處理過的廣窮，尿素因受熱而轉化成阿摩 歐洲團軍近代都被視為環保份子，而
4司ι 尼亞，最後這些混合物會在流經第二個催化歐盟定出的汽車鹿氣排故規定具有一定權扇

心3 器後變成飽和水。另外，微粒過濾器會把鹿並受世界許多國豪地區所棚，故此直具學
唔唔1 氣申的污染物服附在過油器的網格肉。即使考價植。

.w:J 長期使用，也不用揖心微粒於綱格積聚而造

N-可 .t• f NOx…… 
吼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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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發 ﹒柴油汽車懸浮粒子排放量 ﹒無鉛汽油汽車懸浮粒子排放量
屋 由上圖可見柴油汽車與汽油汽車的駛而且油蹄。同時亦都解釋了為何組
·~ 廢排差距正不斷收窄，而且在某些污染領攝常載貨、運輸的商用車會使用柴油作為動力
~ 上，柴油車比汽油車管制得更嚴謹 。 來源。

事實勝於雄辯，試看看現今柴油車柴油車遇到的阻力
的實際表現 。 德國著名車廠寶馬旗下的3系 在歐洲的斬草銷售統計中，逾半數為
房車有汽油版本和柴油版本。在配備極相近柴油車，可見柴油車已經成為歐洲的主流。
容積的引擎下， 330d（配三公升柴油引擎） 臨然如此，為直麼香港一直未有引入柴油引
排放的二氧化碳為163g/km ，比330i（配擎私家車呢？這主要跟香港政府的政策有關。
三公升汽油引擎）的 173g/km更低。至於
耗油量方面加出現相近情況，柴油版的平治 雖然政府沒有明文規定不准柴油私
E350的市區和公路油耗分別是10.23L和軍車入口，但卻苛刻地規定只有符合歐盟五
7.35L/ 1 OOkm ’汽油版則為 13.84L和型「汽油車J 廢排標準的「柴油J 私家車入
9.SL/ 1 OOkm • 口。相信有記性的讀者仍記得兩種引擎排放

表現各有種銬，就像米高佐敦與馬勒當事同

柴油車適合香港嗎？ 為體壇巨星，但卻精於不同種類的運動，而
馬力和扭力是兩頂主要數搶去量度引且柴油車近年已經盤得比汽油車更環保，何

學衷現，簡單來說，馬力主宰車輛的極遠，以政府仍然堅持舊有政策呢？可幸歐洲車廠

而扭力則影當車輛加速力和負動力。相較之圓的達標﹒本港市民才有機會甜甜新科技﹒

fa繩愉揖l擎的優勢是高轉數高馬力，柴油

窩扭力﹒以香港的地理

員拉；去纜跨擠皂、高1., 
而另一方面，汽油稅乃香港政府的
那燭，香港政府一直對柴油租汽油

制度：為鼓勵商業活動，政府
稅h同時對汽油徵收高連
篇私軍車屬於曹侈品）．
單單輸港，政府將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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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當引入柴油引擎私家車後，即使 那麼降低汽油稅率又如何？這樣做對「
駕同型號的車輛，汽油版便要入貴油，柴油有車一族」當然是喜訊 ＃但政府每年便少收

版卻可入平油，完全是不公平的表現。可能數十億元油稅（政府的重要稅收來源）。 而另一
有讀者認為只要提高柴油稅便可解決公平閏個比較可行的方法是於油站為商業和私用柴

題。但「一刀切」提高柴油稅率並不是理想油車標不同價錢，而私用柴油和汽油繼續維
的做法，因為本港正有大量商業用車使用柴持相同稅率（可能是47%） 。推而廣之﹒同屬

油作為燃料。在物流業方面，本港碼頭、車 奢侈品的電動私家車，於充電時亦要付上額

租、車位等成本已經高昂，若果油費再升只外的稅款，然後才在首次登記稅等稅頂作出
會削弱物流業的競爭能力。再說公共交通運滅免以鼓勵市民購買環保的草種。

輸業方面，它們為了彌補油質上升的開支，
可能會藉著加價來把成本轉嫁於廣大市民。 在歐洲的柴油私用車大軍被奔香港

因此絕不可以賀然增加柴油稅，避免增加普前，政府實在有需要盡早更改油稅政策，以

羅市民的交通費用。 便市民在成本、璜保、興趣等方面選擇最適
合自己的車種。

lsfo『 11et『ol cars 

02 (1996) 

0,6 O,l 0,6 。’，

計中，逾半數為

自為歐洲的主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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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符合歐盟五

「柴油J 私家車入
得兩種引擎排放
敦與馬勒當事同

種類的運動，而

油車更環保，何

？可幸歐洲車廠
會試試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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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活動，政府

對汽油徵收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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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庸置，圖，

牛頭魚 τ 暢 （. .：. ） 區

個︱從「 件 下」

AU KOK ("} ESTATE 

皇后碼頭：

哥常百膛的生活無非是「憑」、 r儘J 、「住J 皮「行」 J 而每）只日固上一輩的人鼓起「住」﹒卻
總酋響起「l東祖屋」吐t害事嗯，彷術「l黨祖屋」市他們人生中不司分割的＝B骨。

r／東祖屋」其實是公共屋郁的通俗稱呼。面名而恩輯﹒迪是一種供以市民間低廉價路組佳的層層。
公接屢郁當你不是雷港的專制 ﹒不少國竅敢她區的政府都有提供六恩師自E負擔的住屋飯施﹒包括中國、

j興門、日鼠、 員國反瑞典嚀。

哥回顧屬於我們的「陳祖居」故事﹒則雪把時鐘扭回到半個世紀之前。上世紀四＋至五＋年代﹒

雷海人口六咽膨臆﹒單單在 1945 年至 1950 年之間﹒人口敵油加了近四倍。湧入的六多是由tfe圓其內
轍而逃到重港的難民。然而ffiR乏相應的社會政黨﹒不少難民只自E以非法搭建的寮雇作為容身之所。東

幫興建的寮屋不舖衛生反肪Y<的帽j兒都極為思緒﹒ 1953 年的聖誕節﹒白眼雇寮屋區就直逼生了一塌改變
置港社會無來的六Y< 0 

六Y<學五萬多人流離失所﹒矗動了全j巷﹒亦學當時的港與政府不得不正

視寮居問題。而在蠻生Y<災之處鬧近興建的德置六廬，撤回說屢m她公共圈

.郁的祖興﹒後闢願祖屋郁、新市鎮、居屋、夾l位脂層（主屋計劃嘻嘻﹒盟遍了
ztI｝巷住宅周她的雛型。



：：揚
：：日兩日前

. 

E廉價蟬組值的房屋。

眉眼施﹒包括中國、

t促四＋至五＋年代﹒
的六多擅自tfe圓其內

f屋作為容身之間。東

區服讀生了一塌改變

然而社宮發展的步做不斷加遍，公共厲屋j輔j斬老化﹒ f噩皆不乏翻新

工程﹒然而以現兮的生活！慷準看來，舊時的公共房屋的功用只純為了轄

市民俗語所舌的「﹔有百迎頭J 。對所謂舒適的生活噴噴戲台理的規劃嗯

m:乏善足陳﹒因肚，上了日子的公共房屋不見成為磁目目的都市污點。

由七十年代開胎﹒分脂殿的重建計劃還步將舊式的公共屋郁拆哇。反

搞建。而自八十年代無關胎﹒最六型的「薑體重建計劃」展開﹒旨在重

建六部分的提置六擅反廉祖屋郁。直到 2009 年﹒「瞳體重建計畫。」的

重建工程巴到連屋時 ﹒尚無根拆帥的﹒就只剩下一個屋郁。

牛頭角下郁。

當自tt卸的牛頭角上哪巴經重建兜戚並於

五周入伙﹒牛頭角-p,帝MJ1幾近完成歷史任

務。敢年年初﹒報車間胎六個報導牛盟員局下
部即將j青拆重建的j局息﹒結，黑刮來了1社當嘔

六的過響。之後﹒報的、牆前、電視皮電台

嘻各六傳臉都推出以牛頓飽下部作主題的特

輯。在短短的日子裡﹒連個位處牛盟員商﹒廠

廠無名的純置屋哪一下子服了港人「售體固

楣」的屑一見誼。

’”·1 !.' I 
牛頤局下郁的內部間其他的公共屋都並沒有六六分別，住宅、種肆、仰體公園嘻嘻。然而重建泊

祖傳出﹒為適個平尺的地方廟宇兜璟﹒也改變了適裡行經的人戶。一群茶時煙頭伸頂申報望 ﹒手上無
不是椒著鏡頭的手提電話頭六仙過真的歐碼個繭 ，他們酋體她把自自置的句切璋進自己臆：~·然而商前的

聲j自卻叉闢噁緬的1位精扯不上大關係﹔另一群則）等職曹觀﹒六概是早習帽間近出沒的居民﹒當中不乏

年紀老邁的﹒老化的心境反身體鰻嗔向前 ： 似乎對舊事j旻有去六留戀。｝~ti(為年少優睡前﹒老東盟顧
彼﹒原東也不一定。雖然也呵他們六多帽抱當臨別的不搪l位fi~ ﹒但過快興奮的帽緒也印誼了早鼎的報
導指出前來嘿舊的人開拍攝嘻活動對無選出的人造成j話攝· ＇~祖有點也刺﹒也揭露了形式化的嗯舊國
捕。

牛盟員局下部 k在我、圖釋讀過的刊物中﹒有以攝峨熬過之。烈日當空﹒

先下的＋六層建鼎﹒確能看出粵掛峙的一直 ： 原學外摘御自漲盲點貝舊 ﹜ 顯
出不少老態。~許是該書刊作者為人酷性， . ）扇胸難以排厲的幅標﹔ ：文對撞照
相臘的j爾分效黑 ﹔＂＇每他回到·fm腦前觀看相片時看到失了真的－＇－.,.I;面﹒叉載者﹒
他純粹賴為 r牛下」眼§I更多的撫訪者旬至快六圓的內部 戶也輸血岡無數以

寧I郎為佈’景的j罐片可服﹒帶點j照邊的昏睡﹒聲聲插頭朝鎖間﹒徊術戶到j自
南、山難見峙的無固 刊也回到羅蘭扮演青包仕蟬的歌聶之抱。沒有孩提的福

與聾﹒卻只有關涉反澤東在唇脾盪扭 」 I ~• 且 峰，



到過牛頭備下郁的人都j更有辦法否認，這裡的最物在世罵的任何

一處都找不到近制的。唯有見恨雷j草﹒卻也常見tfe置j壘。個距不適的

影虹郁﹒不也有蕾帽近的國貌？只是重建一事神化了這裡﹒為平同的

福加冕、為剝港的抽施令't 。撥開傳幌皮六眾所搬上的鐘韓玉在﹒牛頓

局下郁的棋實卻是無異於一個茵茵通過供人留居之拙。然而套用異國

殿堂級。昌作人 Neil Young 一旬非常有名的歌詞：

rlt’ 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

普遍人也態是﹒間真9E時乏人間j韋﹒倒不加轟轟烈烈她咄闖一遍。
黨體回憶嘛，就是一個六家都有份兒的故事。更何況固帽沒有高價1e;

胞之分﹒固臆只j聞自恐往事﹒一個平尺的她方，雷港人總不見得它配不
上一個傳奇﹒「牛下」顯然巴做為一個傳奇﹒尤其在日輛被卸的社茵
茵中﹒人們的不自體總廣為即將費扔蕪的蕪西添價值﹒加她位。連回

「 E 事沒有宙間1皇之分﹒只誼闖入們價來態度訴諸鄉愁，而這行徑﹒則往

往出自對煎熬反轉變的擔憂﹒戰對轉變所日自從的方向憑這出來的焦慮。

然而回臆j聞自想往事﹒亦應終於往事。就像牛頭角下部服﹒六家作
出緬嘿過後﹒欣然措買轎佳D事實﹒給牛旦真局下哪完成一個歷史責任，

甜甜裡的居民一個故舊生活頭罵的鵬會，而舊苦的生活1慎武反無構則

為肚作出甚微構性﹒ m也是一舉多得，究竟破舊立新，在現代社會都

是無司避鼻而且有真的霉的事。但繭繭固體過去幾年一些新舊交擋的

節骨嗯﹒卻盡是鬧得不甚愉快﹒要在官臣之間劃出不淺的撫隙。

白日皇后碼頭、~星碼頭、灣f子街市、六排祖嘻嘻﹒都在買到廠脅

的一刻成了全民捍衛的事物﹒連個現嚴價j寅蝕烈她颺蠍市重俯視劃對

當幹﹒在社雷的熱門六事稱中體胞愈寓。有人說保育成為新興行黨、
保育人士做了新興職位、保留黨體固幅員H服了一個新興市塌予人爭奪

眾議組保育－m藉事帽來增加曙~率以反摘歐政治m餒。不過事稿費

為「六恩化」的意義其實在於到底置港的無乘專ttDf旬在新興奮之間取
得平衡﹒才籬避免事帽油化成唇蝴鬥爭（抑載體m過無司避？）。踏
實她想﹒當雷港人不停飯鋪雋幢囡牆之隙，是否也應該暸儷掛市發展

的1.0,曹？回臆反舊時代產物是否凌駕現實環噴的考慮﹒~應該仙也審

視。至於扣爭當屬理性戰盲目﹒卻沒有客觀學者，只能夠說傳臨的炒

作有時學事情討論的量也都個側了。

品燭，＇／；

) ,, 
I E屯 過重＇'fl• ＂！.：過

學均發延耕‘時



3景物在世悍的任何

tfe雷j巷。相距不遠的

化了適裡﹒為平凡的
上的全體王忍﹒牛頭

之她。然而套用異國

le away﹒」

軍轟烈烈她哄鬧一遍。

調j見固臆沒有富貴低

港人總不見得它配不
：其在日拆稜卸的社酋
i價值﹒加她位。追回

︱愁，而適行徑﹒則往

向景逼出來的焦慮。

頭局下部傲，六家作

完成一個歷史責任’

的生活棋武皮無構則

立新﹒在現代社官都

幾年一些新舊交捕的

H不j冀的掛隙。

嘻嘻﹒都在買到廠脅

她闢撤市重新規劃對

保育成為新興行黨、

個新興市增予人爭奪
治m餒。不過事帽更

加何在新與舊之間取

m避無可避？）。踏

也應該瞭儷蠍市舊車展

考慮﹒更應該仙也富

，只能夠說傳嚼的炒

皇后碼頭

三守非

就像 2007 年皇后碼頭應否原址重置掀起了軒然六液。 ！

為了留鰻港島區交通嚴重措富的問題﹒維j巷南岸的墳jffi工程

正在進行當中﹒而皇后碼頭亦巴被分件拆即等待重置。但

是皇后寓里買的前進選手長有一個學各方滿意的方黑。問題就在

tfe ﹒墳jffi工程過後﹒皇后碼頭應否在原址重置。墳jffl工程完成之緩﹒皇后碼頭原處的她育成為了值抱﹒

亦成為了新道路的一部分。在傾自取泊原址重置的考慮一方的理搶在於﹒原址重置售等碼頭身處瞳她－

9窩頭身分變得尷尬﹒也學部分道路需曹繞道而行﹒影響規劃反成m 。而爭取原址重置的一方﹒剛強

調在m目目的歷史意羈皮肉六酋盤問罷了盤厲塌之間的關係﹒並重申原址重置才是最有效龍公眾都笛真

歷史窟義的方騁。

渣埸爭朝中雙方所持的理搪﹒一方縱容觀的現實精況作做歸﹒另一方則傾向實讀皮影響力層面。

與「保育 Vs. 發展」遣散闖m質上是一致的。保盲人士堅持的方向普遍來說圍繞著環境保護、歷史傳

承反回臆保留﹒常常強調黨體回艙，司觀是偏向人文層面。政府則著重解決社酋問題﹒關注司行性、

效益反間那控制﹒提倡的是實間主義。在上述的皇后窩頭重置問題﹒司買得到兩方的爭輸是沒有可能

遷至雙贏﹒因為六竅爭抽的是目置方位﹒盼非把喝頭一分為二﹒否則必然曾有一方得不到他們所醋的

結黑。當然﹒決策單位的是政府車身﹒它總會在這事晴佔上圈。所以近日巴有消息指出﹒原址噩置將

酋被否決。適個結黑是旬以預期。茵興﹒原址重置不同於墳jffl問題有活娘環境曹雪觀影響作支持﹒因

吐t原址重置的爭議被搬到司法塌所的鵬當極低。再者﹒原址重置沒有在普羅六眾之闇揚起其凶惡性﹒

損包話說原址重置的民意基礎非常薄眉﹒故世故府否決原址噩置並沒有嚴重的後顧之置。

一經政府落實重置方黑﹒墳jffi計劃反皇后窩頭的事宜珈鑽近塵埃活定。只是過程當中波折圓圓﹒
對當局來說服路就是一個睡不理想的興俐。往後j彥反到社酋知名抱嘯的新發展計劃﹒旬以預視政府也

會處於步步為營的位置。

然則值得關注的是. tto黑m岡皇后碼頭的事睛發生在「牛下J 之上﹒事情叉酋是憊輾喜慶展眼？敢

許有人酋贈﹒「牛下」重建是造福人們的偉黨﹒祖扯起以皇后窩頭作囑牲的墳油工程﹒時晨兩碼子的車。



實 不 狀

首先，兩者的出發點都是改善社會。 重建 「牛下」是

淘汰欠佳的生活環境，填海計劃則是為舒緩港島交通擠塞而設 。

然後 ， 兩者都威脅到固有的歷史象徽，包括「牛下」的屋部生活和皇后

碼頭的存在 。 亦即是說，剛才提及的「係育 Vs. 發展」對立問題同樣存在於
兩個情況 。 尤有甚者，皇后碼頭只不過是遷移，但「牛下」卻是真真正正永遠消

失 。 由此可見，皇后碼頭所引起的爭抑，「牛下」不見得免疫了 。 那麼事情終究沒
有產生安紋的原因是甚麼呢？是政府早近上世紀已經公佈清拆公共屋都這方案的緣故？

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亦旱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爐，時間不見得是關鍵 。 是皇后碼頭比「牛

下」更具保留價值嗎 ？ 皇后碼頭的地位在於歷史悠久及歷史閱歷豐富 ，但 「牛下」乃地道文

化的絕佳體現，更是重建計劃最後一個星郁 ，而且面對是比搬遷更徹底的清拆，因此哪建築

物的保留價值較高在社會之中實在難以評定。那麼是因為知名度的分野嗎？或許這就是答案 。

「 牛下 」 的清拆期限本為本年的五月 ， 然 而卻一再川頁延到九月 。 原因是部分租戶拒絕交出
店鋪 。 相 比起皇后碼頭事件 ，租戶拒把店鋪繳出的新聞無疑鮮為人知得多 。 由 「牛下」清拆令
發出到居民接受事實，那確實不是高談集體回憶的時候，更是保育之風尚未大吹之季節 。 於

是居民樂於接受安排及清拆 ， 反正他們得到的是更好的環境，實在沒有必要大搖大擺把清
拆一事推到最顯眼的位置 。 到 了 「牛下 」 引人注目之時，一切皆成定局 。 相反，天星碼頭
以至後來的皇后碼頭拆卸事件，在經過高調的保衛及「清場」 事件後，確令不少人對

事情更加關注，於是有關人士就可對政府施加更大壓力 ，今政府進行決策時不得不
把這些聲音予以考慮 。

賤、下來，兩件事情好像正在比鬥 宣傳技倆 。 看似荒謬 ， 卻不無道

理 。 所以從 「 牛下 」 到皇后碼頭，不是港鐵之旅，而是如何人

工地把遙遠的社會保育問題滲透到你我他身上的高深學

悶 。

﹒
守
斷
制
V.. 



役 。

主方案的緣故？

皇后碼頭比「牛

牛下」乃地道文
青拆，因此哪建築

或許這就是答案 。

部分手且戶拒絕交出

由「牛下」清拆令

長大吹之季節 。 於

要大搖大擺把清

相反，天星碼頭
且在令不少人對

共策時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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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φ釣台噗阱。啡府

溫柔的世懼、琶瓏的但菜、巴眾的感間，－＠l.'J嵐只 ？
能扭曲三次元的世軒在感覺，原捏在現實φ也能域至，11 令 －
0萬訪的對袋，是已乏信交rt雷聽室＜ Japanese Cu I ture 、

laboratorv ），簡誦了Cl主叮的莒騷計畫ii- Mai der I anct · 
的倡言人小i章、法::'.2 .羽tz樸Quki 。

Maiderlanct於2007年8Fl盼唔，希望藹仗自琶
港的大眾行招E);$;f°t葉︱語式的-tzr冀枷啡店。鬧市φ

一閉小小的聊啡店，前在i羽抖悍的鱉島兩組一樣：

蜻它的闊的1布置，能人一種白鹿的感間，回l.）：＇.靜靜地

強揖－1®f玄間的τ午，罪OACG •即動畫＜Aninations）、
這薑＜Con i cs）詞曲齡的anes ）、 cosp l av的問悍鵝講一

番。 φ大C本吉ff純學龍的真1奮8日教授，司下大讀們aid-
er- I and啞 r~ 莒τ偏偏的白憶：「們G i di種

？他 id ﹔主人1種主人 J O 

手 。大~作

Maiderlanct的創辦人，才F即星｝Cl的
戰事﹒主雪更重〉告大書院校的動噶舉盒，

可下軒在踏人士。他們立旬的共晶動就是難

題已本支rt 、喜歡ACG 。 JCl在2007年SFJ成
立，白的霞l.）：＇.體驗的？可式在唯鷹。本女化，

讓琶港大眾能鉤難與感受們G i d 、 Lo Ii ta 、
ACG莘莘。

成立立桶， JCl的一班車幸事對世T冀聊啡店
的認識只兩於1畫畫上，幸軒T控制認識一位在庸

卅經營企樸聊啡店的老間，？干能鞠了鶴一睡rt: 慎
枷啡店的﹝璽 1吧。由於s9育科悍的主搏羽嚮帥﹒能tr

f黨的訓練學校，至il trr冀瞞自你的設計，都由JCl的戰
事一寺包辦。而布局特牟取︱運動體﹒ JCl經營枷啡店

何？旱的未11導全部間從女rt確信，一班車幸事盡位盡

1) ，只是另含章言書生香港人能夠體路。本支 T亡。令

己，｝Cl在旺自問－1®壇上誦，輪3荒經營平已是3
動！量故而詣的Otaku Ca仰，崖斯六、己的ti:樸

聊味l吉Maiderland ﹒ l.）：＇.日盒湛唯一，只吾有精定 －
E)手汁營攘的輸事枷啡店Green Uood ﹒盒都 ﹒

經營得高聲筒色。其φGreen uood噩霍場場 ﹒
曝錯， r岱往稿的汁能夠一嘗輛車枷啡店的過 ：

呀。在） t起 q丹。啡店唯觀塘撤至ii 了旺自﹒至， 1訪的 『

客人草案了動通﹝萃，也多了些一位靠碟筒中E • 
霞的人。舊是客人不講起tzr冀枷啡店崖 路九
~廬的一回事，它棋王o其『控訴事官會耐C " -
地行把它樸枷啡店主O主人應軒的信態。

與大眾仍窒tzr冀聊啡店的體聾，直 :fF 皂

JCl 服立”aider land的︱草包立一。

P, -=,. 9 ，、 －
＿ ，眠，一 、~益區， － ” , ... ’ .,. ‘, 

正J （主－－



過，研tzr寞的酬。講廢

「葫」皂R三容百盤，值人憩.f!5 ~·都曙的人故
事物，多數皂白蟹的小企／唐生， E夜興地生物。

也回 l--J 問 rt動詞，蓋宗也喜歡、撥單事的注
明。而在的CG丈rtφ ， trr賽就是真φ－ 1＇＠甜「
葫」的白色，從霞商人想起將QT鞋帶入現實也
軒在當一姆雷膺，意看反應的徊。最初的QT冀
枷啡店l--J連串獻《歡芯，更至11 Pi a Carrot 1 口商藍
本，在 l GGB年蜻寰宇表白色層中第一次經營。店
白血揖trr賽日日，帶點詩＠置棋援塵中T冀人的~
髓，而主人（客人）自︱︱種確地喝茶。這種福立豈有
「 E慌張 cc lassie) J 。而現峙的世樸聊啡店軍
高多元化， QT冀緝名飽羽會作重〉我們紹， trr冀
與主人主旬的關嘿芥噩搗融詣， trr賽會主O主人

(i 

玩揖戲、合在﹒甚至將台樸噶暐rt ，－ 岩石£
推出一些問這產品，頭︱的CD 、荐、間人誌害 ，
這種白，，皂「葫豆豆 J ﹒芥霞E見。哥哥畫，琶曲的。 與～
臨的智臨相仗， trr冀聊啡店噩著重於服務的結
慮，前︱的報宣替自的青式：每次走古智語， ·t:z

f餐都必宇生宗意﹒仕的鞠朗、故意對主人說聲不
評意思。捏得筆老至，1世 T冀聊嚨店內~峙， 世喂
每次~上
糧品，都

往會隨

坐，的信

地行但每
一殼智

餘，並詢
閉皇嘟一

位主人
的，才會

吧盤手上
的餐館~
至ii 該位客

人面前。
這與一賠

禮上枷啡
店每：但還

更一大堆
f1I'. 品， i章

吾同盡各樣ti 三去請 ~fJi l 笛一再皂T十唐f1I'.品相t亡，

世樸枷啡店的服務雪貼心得多了。 $金色(z模

都是盒，δ生意志服務每一位主人的﹒在T奮S在蔣
國莒祺社會φ ， trr冀博春主人芷不是基於盒錢

上的舖嘿，而皇包商世世代代均皇島問一援族

服務﹒ T寺毒主人巴服局把憫生命的一部竹。

若說至1＼酬。啡廳所提供的餐館，那磨＠一臨禮上酬。可f廳皂差不多的。們自︱︱皂
在於們G Tderland看電多精俐的食品、 tff 品種 f共. Q'平 l舞台 T糞雷包飯、這豆豆鴨多
士、手lonev Beaγ班殼、自CG精位莘莘。 - 

台「 T冀雷包領
........ ’ ‘ ........ ‘ 

” 一 Hon e\J Be.oni王軍某

1、數民待

呎； r!s樣 F 訶」酌fJ.品﹒也罷
附＼d昕 lnM的監聽一 o ＇且是告老

開ti l'lai a仔τIona 也峙的的I I 
about 們aide, I aod 7. i 立嚕，卻
不~嘗試寸。 i1＼障，單單上的

tlone\J Bear班戰種不甚軾的畫上
冉說的那種思怖呢？



． ． 包 ，
冀 1串 1種 ft ﹒屆世樸

卜塔、間人誌算－

E崎最﹒普嚼的。與－

E豎著重於服務的態

：每次走古餐車﹒ tL

、誠意對主人說聲不

如啡店卡1te吾峙， ttr冀

事皂T十靨(ff品相tt.

需多了。這盒巴巴Z樸
丘主人的，在T車 ~ft 車S
E人芷不是基於盒鐘
弋代均皇島問一壞棋

1生命的－gµ衍。

啥？岱＜＞＜＞＇

j 不多的。竹日II 皂
包飯、言重2 日需多

電島、色電

i},, 『旦草種爸
出版的 H\11
a 2）立唯﹒卻
主﹒軍事皇上的

是不皂軾的畫上

呢？

． ． ζ ﹒ 

在單程庭上要說，它 f冀枷啡店種供－ f®

暢所獎金店買刺客人參與－ j＠白色吶！區的當

~: tL 店宮前！自己t f寞，而客人自︱︱吶！自主人。
繁論是世慎還是主人，都，岱讀完宜地站，入

€)2 的白色，三才能童受到 tL f冀聊啡店的過

味。們a i der l and的倡言人主－，〕、還強調， tL

喔，¢頭經曲訓練，汁回 l',L 主乏主人服務﹒「否

則，瞬間峙的『扣婦吵在；~~＼主it 、亡主人樣』
（主人，歡。由接）就會變成了歡＠W臨， E單是
『 1 2刊』（已語「歡芯，而臨」的諧音） J 。自主司

已tr黨訓鍊班的事阱， I〕、華一百強調訓線的重害

性。

作品tL f冀，最重霉的不喜拼盡、對動黨的

認識，威是餐館!lf;l 務的站時﹒「矗重富的皂對

主人看－j@ f寺霉的，·15 .其他再諧的語氣聲調、

海蟹的寺騁，盒gµ日 l',L訓練出捷的。但是這種

信態皂態法訓練出吏的，如果豆豆軒這種博霉的

位餘，何看都只是培四、一種畫面的I－／）乎是，這

樣皂質雪茲感受歪1l tf橫貫E的意義的。」就是這

一種博霉的心態，種ttr冀 阱。啡躊吾芳自ii 於一船稽

上聊啡店，開動黨的南語聲說，就是看一種「

治需i J 的感問﹒司l',L吧平己的t百星星晶晶放τ －

l{fff.辛苦感受害一種ttr冀聊啡店峙軒的氯氣。

相對於ttr囊，電宮”G id er l a nd一班倡言人
t5惱的是主人的代入慰。 T控制坦言，並不是笛

一協提至ilM a i der l a n d的客人都能夠完全＊!al'主
人的白色，反而會感到軒動不已在。 I于這唱

出，客人喜萱受至11 tr.r冀聊啡店的服務，就必先

調節色已的心態：色已是主λ﹒ ： 也是益最 偉－
坐、間還是、閥的語調說話是福E常＞－＋－述
的﹒琶璋的客人常常會'lt)Qf冀 1偶辛苦﹒巴 （ ’、＂ . ~ 
ttr寞的島市就皂ttr冀，主人不怯于T唔，就 － ,, 
能在〉宣言地章程世樸枷啡店的聽起。 ？三車

站 1'感不臣， ol l',L興琶港羽己本兩地支陀 、）
的不問直嘻垃上i輯憬。琶港的世生素¢琶憶室 ：

它奎意 l'll;lf寺自ii 人，而事之生自︱︱不習愴站台生自s • 
T寺﹒吉他們慰問禱不重〉住。高仗，｝Cl在已竅啥 ：

出的一整間人誌宮中，扭曲丈牢、 1疆軍警在11 ﹒

把它T賽和主人主閉的關 f栗。當φi室看主人評白︱︱ ！
王ottr冀捍酬，讓人生0\011控制應按敢T十麗、不應
該做什懂。值得富囂的霆，主人並不曜從事之性

的，相反，它主人也十們普晶。 l--,LMa i der I and 
!El咧﹒軒 tL ttV9il 大的是六巴左右。 tL生立丙l',L

. . 

。 ﹒‘’



':,, t) 
舍先頭trr冀聊啡露，曉了巴街跑憫一臨都喜

伊拉歡看濃重抖，也皇®主芳trr黨枷啡店R弱了 r
＇－－＂＂＂ 葫 J 的氣息， tr性在生喜歡司蜜的事物， t
y 嗔枷啡店是「葫 J 的 ft盡立一，妥~能錯過
;. 呢？

. ．為動﹔是迷、 Cosplayer提供
、w 個教腳點

在琶道，喜歡雪白黨的人也難白血霉的人
竹章罰i關勸道的信禱， T也偶甚至不酷白白I ＼ 人

捏起對動墨、強畫的主要誠。「齡 3墨故宮了 1®

墳型，島 l霉的人只會說：你皂不皂看病。這值

年位置花數百元信啤禮巴架Q J :,ii:立說。但星
在們aider l a n d ﹒雪白嘻﹝學回l--J也高興地羽別人竹
章對雪白！壺的位于書、頭皂至1\ 1言詞購物的戚與。他

1悶不白白l--J羽 -t:tr冀封論﹒ i壹百l--J＠其他客人竹
章。「兩豆豆本要互不認識，但轉頭巴經吧

已豆－＋哨在一起，立過 i罩在計論區OCL的計
論壇〉峙的τ一垠的至11 訪。」~囂的客人

﹒ 都對問樣的事物感到興起，在直－1宙空閉

． 內，大農田l--J輕厲地結交至11 罔悍。扇動道

： ﹝家中重供－1®~腳動﹒蓋章T控制交~荒對動黨的
﹒ 數霆，這司下里JCL最初假立們aider l a n d的巴
、 的立一。£, 確了動強改．們G

i畫看姐大 gp 竹皇 C osplave r 。「 C OS
p l ave r不會至11 一閉普 i爵的樓上枷叫

室，至， 1 琨寺閉織上cosp l av的 fl居攝態

稜嚀處吧憬。 J I 〕、還說。 「 巴露在
~ ..... . 

們aid肝 I and , cosp I aver泊在Co沾沾沾rff-) tt .. 
前︱大的靈三亡左右。在這章，你回l--Ji;1'你的， ，

我鱷轎看我的這畫，大度不會開一種嶄露的c

t1正在看得cosp l aver 。 J 蜻別是在一些青輔勸

道的活動前于是，們G i der I ando7J 月1 重多的Cos
pl aver買主蕉。每年動通摩、崗人活動都人頭頭
頭﹒是巴~1控制每年只看數次機會回l--J~集在
一起，瞬間，δ它地交端、吧慰。這也iEiE反明
出琶遍提供儲量n~轟﹝學、 Cosp l aver的空睡嚴重不
皂， Maiderland的出現﹒自T控制惶供了多－ 1屆
選擇。

~：~·$明丰厚
在大壞的tff)φ ，空事之就是只會選手三攏在

壞中，不僅王0人交往、相處，育事只會上鋼崗
別人＊帥。這樣的再三捷，把《電盡管》中的主

自月三種需奎吻合。回崖﹒是不是何看電輯部是

這樣的嗯？是不皂阿青喜直讀辜的人都崖問－

1®性格的曜。

其窟，「宰」乏信且是一筒中性的詞語，霍

梅蔥蔥於契樣事物，就f是集郵言、聶華宰﹒只
不品在T書館的道提τ喔喔看了白面的意思。疇

三來立說，節C 《港軒. 3tltr 》訪閉了他們過多
的閉走言，只不過最f，＠節（）：；－喜出峙，就只看Peter

一掏出鏡，這種車峙，叫乎也包商Peter最符合
T書館所希望營

臼：﹔： ··~γeelοocl 幸
主 l韋 l司'flo i de, I onc\1 1 

- 1函孟晶τ立，位7：‘ l司
日 1 營亨、

.. . 
... .., 

.... 
.. 



在cosp l av~r的t! , ._, 
! '1'1F日l;:'.i;:tf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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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慰。志也LELE 反日也
﹔ l ayer的空閉嚴重不

詩 1世 1開揖供了多－1"@

就是只會壁荒島是在

，看事只會上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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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皇再看＇£軒都皂

這晝的人都是問一

1宙中性的詞語，皇

島室、高毒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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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電車之旺發。說至t i底，盡翠玉00本對雪白：蜜的

重視桂直也需全不間，。本的大學回l；：＇.軒這畫
豆豆，回l；：＇.輯聾種（即配皂白）的害問訓跟學校，

還畫授是一f®普通職黨，也不會報視局不事生

產。但當憊，售1＇®棋群都在行數眼前的、較平同

的 。喜歡！墨畫只不過皂~也1俏的其中－JI高興悔，

栽們也不應該吧1控制定性商內崗、擅

長只會躲在壞中的人。

• . 韌事與六，1、台日

什唐皇朝事。第巷，δ嘉
煦的日能是事之版的 (zr冀嗯？回

暉 ，那皂完全錯誤的！包商報

事到大小姐的關嗯，既要組合唱

的主人的關憬皂截憊不闊的。在

大竅，6日中， 大小姐回誰是氣，搞

章、梅、蠻不講理、鶴立就「殷勤︱

你盡 J ’事處說，大壞吏至ti Gree n 
uo oct ’是不皂司l；：＇.疇意嗎懂那白
的輸事o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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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1®輸事會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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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姐說的皂 T：書舵軒＠琶族

的大小姐，而告緝的大小姐其

實皂軒禮著羽育教養的 1 J (z 
f賽日Uki唱出。「而且﹒雪一甸

人上去，？『司l；：＇.感受到一對一
的報事 fl6款，？于感受到皂崗
tfy一姆大小姐﹒而不是一群

大小姐φ的真φ一嚀。」

平O至t ＼要Green uooct的

大小姐，大多數色的船了「
大心、組」的意思。鼓噪是大壞Iδ
巴φ的大小姐一樣，雪＊輸事制

獨官他們的j5fi軒雪三＼（ .而且必定

崖雪：「立在ti 、立在1卜立刻。 J
嘟'10霞輸事的動作硝梅敢情了一

動，白色1肉也會立即起棋不錯。對

了，是起棋。包商琶堪的世生在
華史事聊啡悔，都皇宮憶三五成

酵的，歪1J Green uooct在意現一

τr 大I〕、組」的回範也是把制 . 
一種集體活動立一。

而難事與(zr冀相t亡，吧個
羽大小姐的扭扭廢舊借一動，

甚壹百l；：＇.說是看距韓感。大，
小姐雪煤增f義餘，阿以需 （•• ／ 守 a1 、
舊報事局把重東西：大，〕、 J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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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函，只軒在一對一的悟到τ汁軒司能做到。是言

又一，搓，當一f®~增距韓慰，已處處月1 領大，）、組. 富有的報事﹒也甚自tH戰性oPc 1 . 心 筆毛對輸事的白鹿司下只屆亞於！墨畫、鄭重弓，
： 只百倍Green uooct的營黨時閉少，袖的的人
． 交本書生，一直未軒體會親自體臨－ τ 。不晶．

． 舊是筆毛看歸于1世霞的話，也應接崖三五服酵的

大小姐立－ 1 說到這蠢，莒軒雪6欄目已I〕、還能割
草3體1H寺，頁的重重鼠忌IE)本的報事枷啡躇坐

坐，＋ Ii?平盒大小姐一樣：問搖話。負否在輸事、
喝一培菜譜點頭，盒徨儘量T是帶儀態。大I J、組

三五服輯查1\Green Uood ，這芥1道把1側重難樣入

大小姐的~態。巴是司肥1何認是芳在閑在面前，做

出這些合乎大小姐島前的仔局也造性。

治4 ’, 
1車架，們aider l and的合嗔都是錯薪的。他

們每崖斯跨上t.tr冀日日，織上與平已絕不一樣的
語氣和態底， fff;zf:寺歪ii 吏的主人，靠的露對吾有這

mo本女T亡的主要塵。這蠢的世嚨大都喜十數穢

的學生，華吉它噗霍®局對華告：寰的喜題。就1舞台
f冀 Quki ，他一直都喜歡t.tr冀東的白色，一直希

望嘗試難與聽聽當t.tr寞。問峙﹒胞也希望扭曲

當 t.tr冀的經歷，~鍛錢包召的1由人處事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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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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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aider land最窩頭的t.tr賽是小蓮，他干下皂白 d
f賽日報事訓鍊班的~阱。「一次更面試的rz
f賽中，其中一姆是©~僑措間的。胞的儕峙

十竹贊成他敵台T寞，買得看不闊的東西回l）＇.學
宮。在我敵台1黨立前，也想不至111車架直言辜百以

德觸到這值多不問獨型的人， i室看做人處辜的
咕：豆、噶晶持四、應鍾的能1) • 1當 t.tr冀茵的商

過多哼著。 J

看聾的霆，她們都畏。問聲地說不會吧，

在〉已的閑在：「 1白話仰面前的主人皂你本民
經費其惡的老三人， f中咱乏信不能每λt.tr冀的白色 。
」「若2開車至11 吏的話，我會01.j翼地合唱高fl
憫服務。J

當 t.tr冀，﹝皇宮至I I 肥1俏的C常生活也看蓮

香1、的改變。小還說 ： 「 I皂白說，雙百人稽的「
嚼多了， l'f'.臨黨兩語要再三容，轉織做態百l）＇. 呵~－
t慎。現在的情2月皂白廚房的問前閃過，已經司

l',L'. 完盒不一樣。 J 、「說話軒峙會不在〉閻嚕地
刊高了／＼懂 J Quk I 白︱︱試曲在本屆互作的環睛 ，

不在〉寶地自客人鞠鬧。在筆意做這 1＇®訪閉的峙

慎，也稍稍體聽到，）、毒。中的雙百人略。 在，）
S羽Qukl ＠答筆巷的閉題。書，語氣就1種平嗎S
R一樣﹒ 38軒付醫精日I I 的﹔但是當肥1何評三容

些企T冀的經歷、 C常用語峙，就f是霞「指婦~H

吉L、京甘、亡主人樣 J ’聲調您~刊高了、 語但
也還罷了，就像是動畫蠶的巳語配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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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前的主人宰你本P e
F能站／＼. ttr寞的白色 。

．我會0叫興地ttr賽崗T也

內的巳常生活也看著梅

巴巴說，雙宙人格的縛
在容，轉續做能回i：﹔正喵

穹的問前閃f皂，已經回

控話罰。弄奮不包間干旱地

團在本事3互稚的唱唱 －
E筆意做這吉姆訪閉的。書

3φ的雙百人格。在I ）、

學峙，語氣就f是平時談

何 ﹔但皇宮他們再三容頭

﹔峙，就1誰是「扣帽吵元﹔

單調:ITT~刊露了、語氣

！的巳語配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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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服務· tto水刷工程﹔醫欠以來的圓場二 費物也是不酋間少的一賴，在古時絲網之路pfr邁進的貨物除
了典籍﹒也有燕蕪 4水黑嚀。我們體部無法把「個民族的種文化因素剝離﹒不岡民族都各自有一套濃

厚的「儘」色彩。基快真對生活厲泛的滲透性﹒告文化已成了很多歷史學家爭相研究的對竅。

中國民族的歇歇仰自非常愉J
我們經常聽到「霞、包﹒性也」 h 申國古人把「儘」 J解作 r WR儘」，而「皂」解為「男吐」。長

欠以來．我們祖見一費都是把飲盒放快吐t兩穴慾的首位， m六家耳熟能詳的「！要以重為其J 、「人生
萬事﹒ 日宣敵第一」嘻嘻。敵種更是他們最重哥、最墓Z恆的生活內容：「開 門仁件事﹒無卅油
鹽醬醋隸。」件件都日自敵儘有關。 你可自巨(5若懸j零部只是平民巨性的看

)n ﹒中國費服就是俐外 非也。《j草書． 、主轉傳》：「！要以種為晶﹒

以貨為自﹒是以八放以種為首。」古代國察抽取的八個方面﹒ r儘」
還是1n居真首。

正因為霞在中國百姓自生祖國政中居事ttott重哥的她位，我們
可從中看到一些中國的文化思質. q日「順應失節‘」：賴于真以其然
m制裁竹支製戚﹒唯一的加工步臨是削雷雨安願子﹔「重人際關
係」：以圓儘轍﹒常看放在中典與其他人一起分專﹔「有實趣」
霞在你杯碟碟上雕龍雕闖﹒抑E宇晨給黑嵩改上「且有趣黑名﹒ m
「胃tt2難」 、 r徊不理包主」等﹒與平舖直述 ﹒ 平j交無奇的外國需名真是有

~壤之別。

我們的祖趕在包旦的敵種生活中注入了亂不少的注胃力，給它帶來了芭影﹔而遭種 r WR霞佳影」不

僅意現在餐黨上﹒塵愚現在中國人儘生活的全部過程之中，也帶出了中國飲儘文化的「四六理鵑」 （霞
醫台一、做儘醫生、 :m瞞主張、 Jl孟種道 ）

/ /, 

f童醫台一

~~中醫在現代醫蕪學的舞台上Jiij麗~﹔芒﹒置j巷六學在七年前也開辦了中醫學科學士。至於中醫

藥的出現／其i實在原胎人還無幢得耕種的生活時代巴曲穿﹒我們的祖F尾巴注意到想多日常種物 （多為

植物）真實有『些超越一般費用的:t1J籬，醫加入基金司j白種戀不f店、眩目前﹔稿才在對國熱頭痛、臨國情有
留鰻作用害，那就是醫蕪學是隘酹原胎人娟的敵重生活圈中。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持萬物質體一一人與

自然問諧的觀念﹒由tfe歐霞的營聲問治病雙重:t1J自巨的相互借助問影響﹒從「醫儘罔j閒」的寶路形成了

中國特色的「體台一」的酬。 一》戰 自 II 創論
二千年前的醫蕪學根稱為「站草亂，而以做貧富述的醫 ~~t , ·~ .:. r1 tJ .1: 

蕪學舊作亦相繼出現﹒有jt觀賈恩掛 《富民軍術》、自自代字時 正 戶主﹔片，~』:.i fl..J ff·~, 

珍《:m草綱且》嘻嘻。歷史上「:m草」書中的蕪物﹒六多屢戰 ~~~福﹔戶 ，h ﹒ 巴屯』』仇
們正在Dz截留Dz過的種物﹔相對她我們種物的原制制（諒黑員頁） • "J_""~" ’ J) ) __)·, ·:, , ~ 

可•P ＂＂＇ 過II&! ~~忌。 、 “翩翩「敢訓為具有蕪性。 教γ• ，﹔一J b 



種醫著目自人間自然的問詣闖入的機佳的協調來配台進霞﹒主張台理

雜種﹒注重師學變化進霞﹔重視。而型興季節變損闖進費者的種慾與健康

的關（系。罩在兩千多年前的古人敵對飲種種生健身提出了較為原緝的辦
法。主宮中把．．儘醫．．到自仔服醫之首﹒文說明了當時對種種、種標的重

視。雖然這些作法還欠科學與全面，但基白骨唇欠實踐的朦朧韶其日下卻也
得有道理的。

往後的干儡年﹒一直都有不岡n:agx霞療棋有關的書作﹒有唐孫恩邀

闊的《備蠱千金單方》﹒他主張「為醫者﹒當曉病j原﹒白日其所犯﹒以重

j台之﹒種療不值﹒然梅酋蕪。」院以儘物治療，不黑才用蕪。其後﹒著

名醫學家孟說也編寫了《費標m草》一書﹒認為自黨真過tfe台理拋進儘﹒

而身體較虛頭看，儘療更為適台。僅日目醫兩者已經到了分不闊的程度﹒
所謂「蕪借貸間，儘助蕪力」。

《暑山撮》序寫過： r ......書生之人，務潔清、務熟霞、務制閥、不侈賢、不尚宵。僅晶曲多﹒

思品不少﹒有佛有酌，有益無損﹒過生頤薑﹒ tAn:日 tfe生，日用歐儘﹒斯為尚矣。」不僅需當m身體書

生有重六的關係﹒時學、諷刺也佔了一個不司分割的位置 r 歐儘書生﹒是j聞自恐醫儘罔j閻部誼即重醫台

一的恩想肉賣跟﹒但飲食書生不間tfe飲儘標1頁。飲種標棋是醫治已發作的棋病，算是「罵後炮」的工兵﹒
而做重聲生則是無雨綱穆的﹒旨在通過特定藺草的歡儘調理苦連

到健康愿書（目的是理論寶路）。 , rnr‘ 、

歐儘種生的獨立發展從兩漢時期開胎起立 當峙人們推崇老 I r., 

莊、道學恩醋，前緯之學語日仙過之國盛行﹒加上經濟的發展﹒上 ︱

流貴族聞胎造成了一種做種書生的觀念﹒一種屬於躍胃脂層特研

生活棋式。

j真代人首見間到撫究古人專賣「于青年」閒「永年」的與制﹒ i 
得出「儘歡有節﹒起居有常」的結論。由灑j佳南主劉哥哥日他的門 ！

下士們提出了一套簡易的種生方法： rr-u台身種性﹒節寢處、適



l台進重﹒主張台理

﹔儘者的種種E閻健康

i出了較為系純的辦
！對僅僅、種標的重

！的朦朧認其日下卻也

︱舊作，有唐孫恩邀

i ’血其所犯﹒以重
i才用蕪。其後﹒舊
運過自想台理1世進酋﹒

︱了分不闊的程度﹒

：尚奇。僅晶愈多﹒

不僅需嵩~身體霞

（罔j聞部甜甜種醫台

「罵後炮」的工共﹒

WR霞、即喜路、便動靜﹒使在巴畫得﹒而那篇因而不生」﹒部為只喜做到「適敵儘」閒「省嘻餾」－

ijiJt可以塵喜8年。與華1'1?齊名的「神醫」封銜，被曹操間皮書生之法峙，他回醫「身體切過根據緒，

廠會唇舌肥膩﹒少Dz酸曲曲﹔ j戚少恩慮﹒不以喜感f篇神﹔ l皓嗜欲﹒還包晴﹔ i富屢見池瘤，砍去尋宜閉轍。 J

WR霞巧其中之一重曹先素 。

「 1重傲的稿於m草J 、 r飲幅為書生之首務J ﹒都是完朝植大醫伯恩慧對WR儘原則的看法﹒他主

種治療病菌見南敵種調種﹒失敗後再京之蕪療﹔對自怨聲間做儘衛生當帽，也應多加注意 o

書籍也是一個有力的單搪証明敵霞量生的說法。他編

撰的《敵帽正曹》一書三巷中有六量篇幅介紹儘標種生間

保體思想﹔青代人買銘所撰寫的《飲儘須知》中以「WR儘

種以種生」作胎，提出了 r醫生者無僅不富生」的觀點﹒

告前人們在日常飲重申曹台理幢儘﹒注唐敏儘衛生﹒不司

「﹔多儘」﹒迦~困敵種木當而損害健康。以色理的歡貧富 ，

現體康塵囂的區的﹒也成了中國古代的做儘觀。 i 

站附主張

fl P.,r.:,磁

中國人除了非常講究蜜的圖進﹒對身體的益處外J 聞道也甚為注重，甚至有人說中國人不是在Dz

種物﹒而是在日2日前的。種物原料﹒各有各的？竟然瞞性﹒「一物有一物之嘛，木可j犀而間之」， r各有

m瞞﹒自成一竅J ，我們祖~最注重﹒最講究的就是儘物異之晰。 ra兩性」兩字各有色體：「瞞」是

人的感觀器官可以體置問判斷儘物的屬性﹒而「性」是人們無法直措體聾的物制的工且能。

烹調儘物的技巧，由灑觀的組糙加工，到了唐 《E陽輯旭》八字概括黨種精髓「暐在＊候 ，普掏

五瞞J ﹒再進展到自自j青時期主張偉物應兼有「m口J 開「懿人」﹒可買？中國古代人們對峨的追求憊索
價高﹒且其烹調技術也蟄居坦通。

「 Dm.1 若再細分，可分成日兩厲、觸贖罪日嗔蝕。最初包含的兩體是重物色在口中的體覺﹒而「嗔」

連個由鼻產生出來的感覺是在較領期才被列入其中。由 《呂自憲制》得悶，人們所諧的j懿阱，都酋以「甘

瞄」來形容一一連裡的「甘」是瞞菌聽到的j誼晰，而「瞄」是種物刺激口腔刮起的觸覺。另外叉說：「故

欠而木蟀﹒熟而不爛，甘而不曜﹒酸而不酷，自障而木j戚﹒幸而木烈﹒ j詹而不簿，肥而不膩。」文中甘、

酸、騙......屬。兩體﹒而「熟而不爛J 的「爛」• r肥而不膩」的「肥」、「膩」則屬觸慰。

「嗔」最初的漢字是「真」· tto 《禮吉2》的「中興土．．．．．．其瞞甘，

真真置。」這也帶出一點，就是真、瞞清拋區分閣。真字從穴酌，《靚

女僻字》的註解：「禽走臭，而知真番，穴白。」「真」 mi昌績。而，屬

中性詞﹒但禽獸的氣喘多非常難聞﹒故宮椒以後的歷史記動中巴有側重

意思腐之峨的傾向 ﹒到了現今·我們也普遍以「真」來形容一些難閣的

東阱。當時有見真字酋弓︱申出「真」的讀恩 ·E無法準確意達其m唐﹒

因此曲買了新字「」取而代之﹒反值再改用「亂。人在進種過程中﹒
嗔覺｝jfii斬日自 r喘」結台﹒以致富在日閉目用鼻卻加上口胃作SB首的現舉﹒

形成了新的「瞞」。

於是，傳稅費恩上的「日前」被一分為三﹒附體：舌頭對儘物j翩而

感覺﹔觸慰：口種物的觸覺﹔嗔體：晶體對貧物揮發的東峙的嗅覺。
的



不得不提的就是儒家對中國飲儘文化的影響﹒尤其「儘不聞稿﹒值

不厭細」這「八字主噫」更是耳熟能霞的。《論語﹒鄉農聽＋》中「1量

不厭精﹒體不厭細。霞瞳而晶晶魚餾而肉敗﹒不僅。但愿﹒不僅。真思﹒

不僅。失旺，不償。不時﹒不償。割不正﹒不盒。不得其醬，不僅。肉

雖多﹒不使關種氣。唯酒無量，不反亂。泊）i!H市自由不霞。不撤薑霞。不

多種。第1fe公﹒不宿肉。第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重之矣。種不語﹒

寢不吉。雖疏儘幫羹﹒瓜學﹒的齊白日1E 。」總括來說是「二不厭、三過慶、

十不僅」﹒飲種車道時守，節 6 講究營種﹒烹製怕到世子處。

他的「八字主張」﹒是他對當時無悍的一般原則而發﹒是關自守黨耙

儘物曹京青日黨干巴做種規矩。「儘不厭蜻」的 r；情」是解當卅﹒一組組男

聾的卅。在JL子生活的年代﹒穀物脫殼的工序原胎﹒出卅率低﹒因此在

第絕時應選局最優質的種物作組章﹔ rij會不厭細」則不僅有嵩晶司口的

意聶﹒同時也告有加工的態度認真， r膽」是指肉類原料tm晨（其生霞的

語﹒「細」就是不厭精細的讀恩。 JL子霞逼中的「八字主張」哥︱申為日
常生活中的一般原則應當是：重物原料的選擇、加工、制作，都喜嚴肅

認真﹒重視生 ·rt分別陶物性肥直接揖技藝水平﹒使物性其間的耐用昨日加

工技聾的種揖都達到最佳狀態。

孟子以孔子的吉行為親臨﹒深化兜噩為「1董忠一一儘珀一一種德」，
他主~「非其道﹒剛一盾會不可買於λ ﹔自日其道﹒則舜費堯之于走下﹒不

以為寮。」鈞動者以自已有益自每人的創造性蟬勸告﹔再取種生之種是正六
~8目的﹒道就是 r偉志」﹔以等量的營動損歌聲宜之霞的過程﹒是為「儘

J!J.J ﹒「士無事而霞﹒不司也」﹔「1智麗」是堅持。堂正六清自之僅需日符

• JL子像

台禮儀進霞的原則。

...._ - _., ,( , I ) ,, I r e 
單看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司以

四個墓m先需：「弦、霞、住、行」

作蔚藍礎﹒而在云云的「儘」文化中﹒

想少她方能夠像我國服j青體分戚幾個

理舖作觀察、考究。亮凱、昕冀﹒是不

同民服對敵霞的共間基聶哥求，但是

中國歇會文化之道在亮觀、瞞其之上﹒

遇有他更高的哥求。

文／排：蹦蹦

f6 



子﹛學

給旋律披上外衣
所謂“人靠衣裝”，

就連鹿律也不能例外。

試想一下，你愛上了
的旋律，那種讓你喜歡到可以
重撞地聽上幾十遍甚至鵲百遍

的那種鹿律，打動你的，難道
員的僅僅是旋律本身麼？

聽音樂的時慎，尤其是沒有歌詞的那

種，我總是喜歡聯想，猜一猜作曲家譜出這些

提律時心襄是怎樣的滋味，想起曾經讀到過的某
個故事，或者是自己經歷過的某幾個眼間。就這

樣﹒聯想出的情節往往會伴隨著某種情緒，然後

無聲地，佔領了你心襄很深很深的一個地方。這
些故事，這些情緒，就好像是給提律披上了一件

外衣。喜歡聽律，也喜歡它的外表。然後﹒漸漸
地，你迷上了它的舞姿。在報寞的時候，就把它
放出來，看書它帶蕃憂傷，或是喜悅，為你講述
那個令你著迷的、熟器的故事．．．．．．

每當看完一個精彩感人的電視劇之後，

我總是會去找襄面所有的曲子，然後反覆地欣賞
薯，同時回眛那鵲個讓自己感觸頗深的畫面。等

待著旋律舞到高潮的鷗間一那一種享受，美不

勝收。也許正是因為這蟹，在這個商業氣息濃重

的時代，很多歌曲都要依賴於一個唯美的仰，以

便服引更多人注意。

熱愛古典音樂的人，
應該對此更有體會。

作為一個業餘的欣賞
者，我不懂得那些古興音樂

中所蘊含的技巧，卻不能不在

意它的“含金量”。我喜歡讓

可i:. I \\\\~~ \\\ I 想良~

那些時快時慢的節奏梳理我的思緒。我喜歡命

運交響曲，是因為喜歡上了貝多芬的個強﹔喜
歡莫扎特的小提琴協奏曲，是被他所描繪出的
那種華麗的景象迷住了﹔喜歡海頓的小號協寰
曲，是欣賞它所傳達給我的那種歡快．．．．．．

偶爾從流行音樂中，聽到自己中意的
經典庭律時，我總是會感到一種莫名的價恕。
彷彿自己心中最珍愛的那個花園，被一個年輕
的園丁隨性地修剪了一番，那些富經精心搭配

過的顏色忽然變得陌生了許
多。然而，就算是修建後的
花園比曾經的更加美麗，卻

少了那一種獨特的風韻。有
點像是被踐踏，褻潰了。

有很多人喜歡Canon
’可又有多必人知道Canon背
後的故事呢？

也許是這首有幾百年歷史的曲子已然
被運用到很多電影、廣告當中的緣故吧。越來

越多的人開始晶陳Canon 。聽到Canon的提律響
起，有的人會聯想到刻骨銘心的生死離別，有

的人則會想起浪漫唯美的愛情故事，還有人會
覺得它在傳達一種激昂，向上的精神。仁者見
仁智者見笛，就這樣，他們迷戀上了Canon • 
無法自拔。沒有人可以說得清楚，他們喜歡的
到底是那種調的提律，還是那令人感概萬干的
弦外之音。

迷戀Canon ，就像迷戀上一本精彩的小
說。他們靈上的，是那些引起了共鳴的章節，
如同找到知音一般，遲遲不願離去，對它愛不
釋手。很少有人會追根究底地去查找作曲家的 ... ~ 
故事，顯然，他們已然沉醉在了自己的故事之 ’，



中。 憶便鋪天蓋地襲來。

被我們搬上外衣的，又何止是隨律呢？ 所以 ﹒ 即使哪天我
們身邊的璟境巴不再熟霄，

其實，人員心地喜歡一樣東西，往往都 即使因為種種原因失去，或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周敦頤之愛蓮﹒不是因 者錯過了值得珍惜的事物﹒

為簡簡單單地喜歡上了蓮花的色彩或是香氣，而 細心的人會明白，其實一切
是因為她“出淤）!B而不染”。珍藏一塊普普通通 都還好好地，完整地被保存

的手鎮，也許只是因為那是你在乎的人送給你的 在了心底。最珍貴的，是我
禮物。每當看到它的時候，你們之間那美好的固 們的故事。

Pachelbel＋稽，自時 ﹒ 但淪II讀完﹒ 怕被鐵盧鍾的琴師峽簣，

了”，．

而當時續上，激亮的女孩－ Barbara Gabler ’，但種有錢育，．
扭過 Pachel出的凶手， Bar岫ra Gabler對他一見饋帽﹒從小徵爾到大的
Barbara Gabler不敢向他聖自﹒種錯了個連自﹒對Pachelbel脫自巴嫩噩
音樂﹒希望可以寫飾，. ﹒ Pachelbelll!I'.下了過圖使錯，但沒有用心，徊，
的組﹒遭到了Pachelbel的責罵﹒她119f1Pachelbel早日明自自巴的心窟，
遍，與風遍 ﹒ Pachel~I•他固倉 ﹒ ..她不喜歡 ， 也不適合，副書 ﹒

Barbara Gabler值下定決心好好昌，琴 ﹒ 想：在續上的饋，比實
埋頭!ill了華社年之後﹒她縛了鏈 ， 想拿迪筒，電否宏錯PachelbelftS•
:tlPachelbel時，他已故征宏打仗了﹒他決定等他固來 ﹒ 而遭－－揖種

”畏的兒子看上了Barbara Gabler ﹒ 他清楚Barbara · Ga凶街、
所．．但叫人從前.連回來一具碎廚 ﹒ •j$Pachelbel8死 ﹒ Barbara

,abler趴在 rPachelbel』的風值上哭了3天3蜜之後 ， 在郁悶數”，的敏
：擅自間自殺了﹒

在Barbara Gablerll闋的尊重事種 • Pa的elbel貧親自已早已實上
了Barbara Gabler ﹒只是因.她’，不努力使自巴金瘋，怒，E適撞了他聽
她的變，．．清自己的心，後﹒ Pachelbel萬．．寫一首歌﹒..向，tlR•的

i’”﹒可惜﹒當他固到帽子時• Barbara Gabler已經看清王獨﹒他呵，姐姐
t宇宙o，後， I!苗，農村寓所有人﹒.詔書，頭,J(彈出了那酋lR姐也﹒回Can。n t.
唱的所有人沒有一個不•2而.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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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通防護信Z剖，一阿文型商Ill要包握莒圓崇霞，一間1世撞倒過至1鼓餐廳

耶E經個琵琶1世莒囂，目懷IE7ii出戶遣回l'ADll剖，~賞 。 區區室主揖自醬章

制間，日it胸腔吉到福凱區咽，個信E程前圖文說個說常喂飯 。 正開謂

「間JJt恩ii』，在i前面臨告他i畫臨倒罔聞，有沒有鑼鼓過信咽育能BQffi,;

耐員學ft間？在這一珊，華盲雷jlifl紹－li r lffl81JJ91\J BQ嘉°A刺紛

[Pasta] 。 t夏文：Bn11JC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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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a 至3丑ftBQ

。聞編號

hetti(5 號﹜ l .~ 包
員的種妞，告指飛回熹撞值文 spago ，間
呈一限組睹的麵i疇， i囊團圓圓廣泛， 1:11隔

直fl暉，通信興莒鱷醬汁－I 里， Spaghetti

ISS﹛間醬囂個﹜甜星用l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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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capellini ﹛1 號﹜
： 別是〈繭 Angel Hair eg天1頁鈕，是意文刺置組組
1 eg誼嗨，醬汁琶扇間上，做搭配較清浴血星眼睛eg

j 醬汁Ii圓圈臣，因扇tt較布庸間馴服濃郁的醬汁

：而顯得口惡較鬧 。﹔

rJ青平的麵條－
I Fettuccine I 
： 貴隙鈕，眉眼前量Ii童、
﹔ l事實的麵嗨，皂字路f1:
j little ribbons ，通E
j 量口帥的醬汁， l刮目。

\ Fettuccine alfredo 

! U每蟬疆尷詛3

： 型誼m
﹔ 民主咐

： 噩噩：
! i畫， I§
﹔ 夜礦i
j ID!盲

Linguin 
組貴庸的﹝話
里nn圓HU g章

文刺甜甜，就，.. 置

i揖區庸7的

Spaghetti 

時，百字眼f1:

little tongues , 

興－ni固暇的晨

，感覺ILYI , ...”“ 

屬筆雷eg t .阿幢兢逆』‘
莒甄需 ‘ 立范－﹜﹜〉

描醬汁 圓－且a叮「可T
卸車f型 題~~t1 l

jLasagna I 
i 平眉誼，用宰I!宇間一瞧式的盟皮置起 j
j 來，肉居央主富腫芝主夜間醬，經儡製 ﹔
： 詞。最而斑 。 ; ..,. 

勇軍咽 。



「 Short Pasta ，一殿里措司巨畏，攝取妝的意文刺

i 俑， l§IJIDimJlll棚、貝殼粉、長通愉善 。

I I Conchiglie 
I ） 貝殼蹄，貫鍵宇間屋？宣告間的航＋另盲目眼間醬
L 毛汁，通信搭配組碎的間醬車輛鳥醬，簡單的！UH由醬

﹔ 但是m錯間選擇 。 眼Ti去間，富有提肺醬汁由貝殼
） 肉甜臨別出來的感覺 。

…………………….J Fusilli 
!Farfalla j 螺絲棚，面假身能沾間醬汁，量的是ffliWA屋前醬
油H串串瞞刪組 ﹔ 汁、做幟由醬汁、間醬﹛Bolognese﹜！！i棚 。
： 霄，由，m厚實， 心…… r ·--r··· 
j 自雙重口！蓮，置通信靈前醬汁皮 ; 
） 居庸醬汁，耀即告昌。

1i臨輯：

jMacaroni 
i fn:n寫在黨餐廳常見間牢目fH通，m棚 。 由~
j 真空間的造型典章面臨假回沾上濃厚的醬

： 汁，通常使用在芝主帥輝的口服由 。



;Rigatoni 
j 個當直貫通llll棚，悶i童車口，偏主育紋，厚實白眼口，富攔住，由台醬汁頁窒當間，通信莒 ：

！.~！.~.~ －予厚的干干－~＝~~~~~~「－~－~戶月~－﹔~！：~恥于 計？哩－ .. ...! 

IQ意文刺

。

iPenne I 
j 間暐星直見過llll細1旦真間還自厝制口，自空前H興農面這刻 ﹔
﹔ 假回眼間m完，豆~eq醬汁，而制口則自－m臨笛一臨的凹 : 
﹔ 用 。 這些實用設計告 Penna lil關許Z封關貴的自富，格 ：

i RIJ通信搭配置前醬汁民竄到府醬，而常用f1:i!9偉i牢碟 。

I .... J~t3六ζ玉立℃忘了二：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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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一重眨過宇 ：
字回敝閉關固，

。貝教育意義，哪里 ：
Dz宇宙胡鴻一邊學宇 ：

Arzo I 
瞬間看去做厝星竄去刺Iii Risotto 

的措施的財竄去刺俑，田里 Orzo

由IJl歪這駝，常用恨自V\iHini軍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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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3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正式於江蘇泰州白馬廟
宣告成立 。 建立初期的中國海軍可以說是「從零開始」 。 剛創建峙
的海軍裝備非常簡陋：民國初年下水的「永績」號炮艦 、 一些被打
撈修復的沉船 、 連清朝年代建造的「踅」字號炮艦也包括在內﹒裝
備之缺乏甚至連當時的海軍司令員蕭勁光要到山東威海的劉公島視
察 ﹒ 也得租用當地漁民的漁船。

中國海岸線長約三萬二千公里 ， 海軍可說是中國領土的第一道防
線 。 為此 ﹒ 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表示中國必須建立屬
於自己的海軍 。 其時﹒國民黨軍隊已基本上撤出大陸﹒而其中被遺
下 、 俘虜 、 投降投誠的國民黨海軍艦艇便很自然地被新中國海軍接
收﹒重新組織成一支保護沿岸沿海地區的海軍部隊 。

要談新中國建國初期的海軍，便不能不談中國解放
軍的魚雷快艇部隊。

接收自國民黨海軍的艦艇中雖不乏驅逐艦 、 巡洋艦
等大型艦隻﹒但解放軍海軍卻沒有將戰力重點放於這

些大艦身上﹒反而側重於小型快謹的部隊上﹒魚雷快
艇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 這其中的原因有二 ： 第一﹒當
時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海軍經常派兵到大陸治岸作偵察

任務﹒戰門經常發生在近岸海域 。 軍方意識到使用數
量不多 、 行動緩慢的大型艦隻進行防守並不有效，利
用快艇部隊 ﹒ 雖然脆弱但小巧靈活﹒用以進行伏擊、
突襲反而更能收奇效 。 第二 ﹒ 相比使用火炮為武器的
大型艦隻 ﹒ 使用魚雷的快艇具有更強的攻擊力 。 使用
炮彈十多發也很難擊沉一隻戰船﹒使用魚雷的話﹒
五千噸以下的船隻一枚魚雷己能致命 。

中國解放軍的第一支魚雷快艇部隊建立於1951年 ．
當時的快艇全是接收回來的二手貨﹒及後亦有來採購
自蘇聯的成品或半成品﹒品質參次。儘管如此，中國
的魚雷快艇部隊卻建立了不少出色的戰績﹒其中較有
代表性的的便包括1954年部隊第一次出擊時以四艘魚
雷快艇擊沉「太平 J 號護航驅逐艦﹒以及1955年第一
大隊的102艇以單艇擊沉「洞庭」號炮艦，使當時流
傳著「小艇打大艦」的佳話，印度海軍艦隊司令官阿﹒
查克洛蒂少將甚至說過：「任何一位尚未學好躲避魚
雷攻擊的艦長 ﹒ 都最好不要在中國海域同中國海軍遭
遇 。 」

0 1型成都級護航艦，為解放軍參照蘇
聯提供的樣版藍圖改裝，自行建成的
第一代護航艦。

高速巡航中的P-6型魚雷快艇編隊l
此型號魚雷快艇當時在解放軍海軍

量服役。



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贖

,f\JP ” 6型魚雷快艇編隙。
艇當時在解放軍海軍

噩他區發展
中國解放軍海軍在建立初期一直只能使用從外國購入或俘虜而來的艦艇，而並未員有自主生產的能

力。建立後四年，情況終於有所改變 。
1953年6月4日﹒中蘇雙方簽署7 「關於海軍交貨和關於在建造軍艦方面給予中國技術援助的協

定」﹒簡稱「六四協定」。協定中規定由蘇聯提供預干成品或半成品艦艇給予中國﹒並派出專家來華提

拱按術支援。 1956年，中國建造的第一艘軍艦「 01型成都級」護航艦下水，望年中國建造的第一艘潛艘
「新中國」 15號下水﹒自此中國便開始了自主建造軍艦的時期。 1959年，中國第一艘自行設計、自行建

造的軍艦「0111型」高速護航艦下水。這一切﹒都成為日後海軍自主設計水面艦艇的開端。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中國得以再次把軍事力量
集中本國。由於當時跟蘇聯關條友好，中國西北部的

西沙畫島海戰中，中國海軍以簡陋裝備戰勝越南

邊境幾乎沒有國家安全方面的憂慮，三萬二千公里長
的海岸線便成為7面對西方世界的「最前線」 。 在蘇

聯的技術協助下﹒中國將目光集中在全力發展海軍之
上。由蘇聯引進的新型導彈、艦艇等武器不斷裝備到

中國海軍內﹒成為海軍規模﹛七月 現代他重要的一步。
然而﹒由於跟西方世界的對峙﹒中西方在海洋上一直

處於封鎖狀態，以致海軍一定程度上只能依賴蘇聯的

技術﹒而未能吸收西方先進的科技。

海軍，但也付出沉重代價。圖為該場海戰中重傷

而傾側自訂389艦。

聽靈靈
六十年代．中蘇交惡，蘇聯由當年的「老大哥」搖身

一變成7 「蘇修」﹒蘇聯的專家全部撤出，物資援助也立
即中斷﹒西北部忽然成為了最迫在眉腫的潛在戰場。整個

中國一下子要改變其戰略調配 ， 重點在西北、東北步署大
量軍力 ， 隨時準備迎擊入侵的蘇軍。另一方面﹒越南戰爭
的爆發使以美軍為首的西方勢力暫時無閑兼顧中國沿岸的

戰事，從海上來的進攻的可能性越來越低﹒加上當時中國

海岸的防禦措施亦漸趨完善 自 海軍在海、陸、空三軍中的

重要性一下子成為最次要的一員﹒中國海軍發展進入7低
潮時期。在往後的t十年代﹒中國海軍跟越南海軍爆發7

西沙章島海戰﹒雖然中國最終以其擅長的「小艇打大艦」
戰術擊退越南海軍﹒但同時也暴露7中國海軍裝備落後的

巖重問題。

022級隱形飛彈1J央艇，為解放軍新一代
自行研製的現役飛彈快艇。

冷戰後期﹒中西方關像開始解凍 ， 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的

對外貿易更是得到急速發展 ﹒ 海洋成為經濟發展的重點所在。西方
的先進技術開始流進中國﹒中國也不再採用對外封閉的政策﹒使海

軍再次得到發展機會。 1985年 ， 中國海軍首次派遣艦隊出訪外國，

目的地是巴基斯坦、孟加拉與斯里蘭卡。 1997年﹒中國海軍艦隊對
美國夏戚夷珍珠港、聖送戈、墨西哥、秘書、智利進行友好訪問．

這亦是中國海軍首次橫渡太平洋。 2007年，中國海軍「深圳I J 號導
彈驅逐艦駛入日本東京﹔莓，進行為期四日的友好訪問﹒成為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首次有中國軍艦訪問日本。連串的軍艦互訪活動﹒再fl&

上中國經濟貿易上逐步與世界接軌，以致時至4【 .....由、

再困於﹔向海活動：而是開始往近海有j 撞撞草莓
I!!: 111 _ y ... ;tt ...... 

:t，﹔再去干忌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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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發展
現今的中國解放軍海軍共設有北海艦隊、東海艦隊和南海艦隊三支艦隊，分別負責黃海及；1h;tii 、

海、南中國海的海域防衛。在規模方面 中國海軍現在擁有超過四百艘各式軍艦 其中以潛水艦為
發展。儘管仍有半數的軍艦屬於上數個年代下水的舊型艦隻，中國海軍近年已積極研究及建造新～
艇﹒以取替舊式的裝備﹒而其中較為突出的成就則如下：

「中華神盾」

「相控陣雷達」是現代最為先進的沒用軍用雷達。撇開複雜的原理不談﹒「相控陣雷達」相比
統機械掃瞄雷達，其優勢在於掃瞄速率、改變方向速率、精確度都更為高，也能同時鎖定更多的目
戰。對一支海軍來說，「相控陣雷達」能大大提高艦隊的作戰能力﹒也是海軍現代忙的象﹛晶。

美軍早於六十年代已研究出以「相控陣雷達」
為中樞的戰鬥系統，且發展出空軍及陸軍使用的
版本。中國雖然己應用此類雷達於陸地防空導彈
上﹒但海軍艦艇使用的版本卻於2004年才正式投
入實用階段。 052（型防空驅逐艦「蘭fi'I 」號是中
國海軍第一艘裝備「相控陣雷達」的軍艦﹒同時

也使中國海軍第一次擁有區域防空的能力。由於
「相控陣雷達」正是美軍引以為傲的「神盾戰鬥
系統」的最大特徵﹒「蘭fi'I 」號及其同型艦「海
口」號均被稱為「中華神盾」 。今後，配備 「相控
陣雷達」的新一代軍艦將陸續加入中國海軍的行
列﹒令這支正不斷急速成長的海軍作戰能力進一步
提升。

「海口」號防空驅逐艦。她與其同型艦「蘭州︱」
核潛艇 號使中國海軍第一次擁有區熾防空的能力。 J 

潛艇一直是海軍中的暗殺者，悄然潛入敵人腹中偵察，毫無預警地發動到命
一擊後， 再悄然離去。然而 ，常規動力潛艇能在水面下逗留的時間往往受制於
電池蓄電量﹒以致這位暗殺者必須每隔一段時間浮出水面進行充電﹒完全失去
隱身作戰的最大優勢。
核潛艇正是以此為前提而開發的產物。

裝備原子能反應爐的核動力潛艇，由於無須像常規動力潛艇一般，以燃燒撫
司空氣來提供動力﹒因此自巨大幅提高潛艇在水下逗留的時間，一般能在水下連

「本目控陣雷達」近觀 航行數個月之久而無須上浮補給，使核潛艇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核潛艇又分
攻擊型核潛艇以及彈道導彈核潛艇，前者是負責攻擊海面及水l
目標的海戰型潛艇﹒後者則是用於發射戰略飛彈攻擊陸地重
目標的「水下導彈發射台」。由於核潛艇是具有如此潛力的
器，儘管其建造及維護經費極度高昂﹒各海軍大國都不惜巨
大量建造核潛艇。美軍自從1955年建成世界第一艘核潛艇種
便宣布從此不再建造常規動力潛艇，只建造核潛艇。前蘇聯

加自1958年起建造7超過二百多艘核潛艇 ，超過世界上任何
個國家的數量。

無論如何﹒核潛艇已是現代海軍的大趨勢，今後中國海軍
將建造更多的核潛艇，以加固中國沿海的這道「水下長城」﹒

中國第一支潛艇部隊於1954年建立，但中國海軍第一艘核
艇﹒ 091型「漢」級攻擊型核潛艇，在1974年才正式下水﹒
一直沿用至今。 1983年 ﹒ 中國第一艘彈道導彈核潛艇﹒ 092

092型「夏」級彈曼導彈核潛艇，服役 「夏」級彈道導彈核潛艇正式下水 並於今年4月23日的海上
”每？多年終於由區方安排第一次公開兵典禮上首次公開出現 。雖然最近有傳已開發出編號叫型

094型的新一代核潛艇﹒但兩艦一直未對外公開亮相 。



船塢登陸艦

船塢登陸艦是海軍制陸的重要工具，在登陸戰爭中

作為兵力運送的工具是最好不過的首選 。 相比傳統的登
陸艦，一般排水量上萬噸的船塢登陸艦可以運載戰車 、

直昇機、 氣墊船以及更大量的兵員﹒的艙果用半吃水設
計以方便氣墊船等進出，同時亦能作為一個海上的臨時
指揮基地﹒為岸上的登陸部隊提供火力支援 ， 對於現代

的兩棲登陸戰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也是海軍大國必
備的裝備。

「相f空陣雷達」相比起傳︱ 2007年中國自主設計建造7中國第一艘現代化船塢
能同時鎖定更多的目標語i 登陸艦071型「崑崙山」號，同時也是中國海軍現役最

1代（七的象﹛扭。 1 大最現代﹛七的登陸艦 。 雖然該艦作為中國裝備的第 艘
現代化登陸艦，在武器系統乃至搭載量上皆仍有很多改
善空間 ﹒ 但它的出現卻代表7中國海軍在未來的大型兩

棲作戰艦艇發展方向上，將有重大的革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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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艘國產船塢登陸艦「崑崙山」號，跟外

國同類產品比較，在性能上仍有不足之處。

未來發展：中國建造航空母艦19

他與其同型艦「蘭91111 J 

豆 :t:或防空的能力。

在遠程武器及信息傳送發達的現代，海軍已不能只局

限於近岸活動，而是要主動地向外海及遠洋發展﹒進一步

來說就是要向全球性通行的方向發展 。 現今﹒只有美國海

軍能做到自由穿梭全世界海域﹒並可出擊到世界任何一角

作戰的地步。假如進一步7解﹒便不難發現除7尖端的武

器科技與兵力質素外，美軍為數眾多的航空母艦戰門章
發揮7關鍵作用 。 海空合作一直是戰爭致勝的必要條件 ，

「沒有空軍支援的海軍艦艇與戰靶無異」是第二次世界大
戰留下的教訓，而航空母艦的存在正好為遠離海岸 、 陸上
飛機無法顧及的遠洋艦隊提供了流動的空軍基地﹒即使是

近岸海域 ， 航空母艦也能大大浦低附近機場的出勤壓力，
提升部隊的流動性﹒是具有龐大潛在戰力的軍艦。這引申

出一個結論：中國要發展真正現代他的遠洋海軍，航空母

艦的建造勢在必行 。
到底中國何時會建造航空母艦，一直引起各界猜測 ，

官方也自始至終沒有透露有關消息。然而 ﹒ 其實早在民國

年代，便有過航空母艦的建造計畫iJ ＇當年曾設想建造十二
艘中型航空母艦﹒以編制多個戰鬥章﹒但後來因資金問題

和國共內戰﹒該計劃最終不77立。

說到中國的航空母艦，實際上中國的確擁有一艘航空母艦

「外形」的艦隻﹒那就是1999年采購自烏克蘭的「瓦良
格」號航空母艦，而這艘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的來歷

卻充滿了波折 。

！ ﹒毫無預警地發動致命也美軍福特級航空母艦完成相像圖。福特級
裡留的時間往往受制於司為美軍最新次世代航空母艦，首艦預計於
面進行充電 完全失去喝 2015年服役。美軍現時共有十一艘航空母
I 1 艦在全球服役。

l力潛艇一般 ， 以燃燒燃料

時間 ， 一般能在水下連讀
戰略價值。核潛艇又分

1者是負責攻擊海面及水
對戰略飛彈攻擊陸地重
贅艇是具有如此潛力的

L 各海軍大國都不惜巨

後－
n~; 
f可

「瓦良格」號是前蘇聯於1983年建造的第二艘航空母艦 ， 1988

年在烏克蘭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廠下水後處於半完成的狀態 。 隨著前
蘇聯解體 ， 半完成的「瓦良格」號也終止了其建造工作，而一直被遺

棄在尼古拉耶夫的岸邊﹒並成為烏克蘭的財產 。 由於烏克蘭本身沒

有足夠財力去完成這艘前蘇聯的航空母艦，又跟俄羅斯的轉讓談判破

裂﹒只好四出尋找 「瓦良格 」 號的貫家，最後找到了中國。儘管當時

中國有意購買，美國卻以經濟制就恐嚇烏克蘭 ﹒ 必須拆掉「瓦良格」

號一切的武裝和設施，才能將之售予中國 。 經過一番談判後﹒ 1999年

中國終於以澳門一家「服游有限責任公司」的名義向烏克蘭購入「瓦

良格」號﹒當時購人的理由是將其改造成一個「大型海上綜合服遊設

施」 。 然而﹒當時的「瓦良格 」 號已是一個沒有引擎 、 沒有武裝 、 甚創
麼也沒有的空殼 。



剛運抵中國大連港口的「瓦良格」號，
可見船身已是非常的殘破不堪。

至此以後﹒「瓦良格」號便一直停泊在大

連港口內﹒但沒有進行過任何真正的修復工
程，當然也沒有所謂的「大型海上綜合服遊設

施」 7 。 然而在2009年，卻有照片顯示「瓦良
格」號正在其船塢內進行大型修復工程，原本
殘破不堪的甲板也被換上全新的鋼板。 2009年
4月 27 日，「瓦良格」號更首次被拖出大連港
口。有傳「瓦良格」號將被改裝成一艘航母訓
練艦﹒而非實戰用的真正航空母艦。但無論如

何﹒中國軍方的確在為建造第一艘航空母艦而

作積極準備。

要將位於烏克蘭的：瓦良格」號運往中國優
須採用穿越黑海及地中﹔母的航路，而這斷航程可～
也不輕鬆：被土耳其政府以安全為由禁止穿越博斯
魯斯海峽、在愛琴海遇上暴風擱淺、穿越直布羅陀
繞過非洲好望角、再橫j度整個印度洋。終於．在構

的三年後，經過7627天，「瓦良格」號於2002年
月4日抵達終點，中國大連港口。這時的「瓦良格I
號，由於長年風吹雨打加上缺乏維護，已經是～艘」
跡斑斑的破船7 。

「庫茲涅佐夫」號航空母艦，是與「瓦良格 J 號同
的姊妹艦。現為俄羅斯海軍唯一的現役航空母艦。

中國有著建造航空母艦的需要性﹒這已是

可置疑的事實。各大海軍船廠皆宣布有能力承

航空母艦的建造工程，以中國經濟能力來說擁

航空母艦也是非常合理的事 ． 剩下便有技術上
問題：動力爐的選用、通訊系統的聯繫性、艦

機的設計、飛行員的訓練等等。這些問題雖不H

一朝解決，但絕非解決不7 。中國建造航空母

已是蓄勢待發﹒甚至在某個不為人知的地方己＃
開始7也說不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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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排： 日兩日前

8個

2艦的需要性，這已是無

船廠皆宣布有能力承擔

中國經濟能力來說擁有

事．剩下便有技術上的
訊系統的聯繫性 、艦載

等等。這些問題雖不能

了 。 中國建造航空母艦

個不為人知的地方已經

E母艦戰門童在大洋上乘
巨的現代他軍艦穿梭世界

E艦隊上空列隊飛行﹒ 但

？侵入別國領海。誠如中

育。」我們希望今後無論

E原則，堅持防禦性的國
－永不稱霸 」 。



「機輔化」是指以照料推進弓︱擎產生動力的緊通工祟，佔了現時流行的超過力慨。自典國發日自費

回特偎＋八世促發明了新武蒸汽機後︱﹒工業單閉關展司機輔化的新一頁﹒蒸汽火車黨內輪船等相繼出
現﹒再經過不斷的改良制技術上的進步﹒種展出明代化的貫通工具。

磁浮列車
一 一一一一 」A 斗，. l 'L 

交通工具中可分成海區里三路﹒而瞳路哭過中au F車J 的佔了六多數都有車輛的，就只有一歌
「列車」是沒有車輛的。連交通工具也可算是現代化都市的頭街﹒目前全世界有歡個國察部擁有建

造的技術﹒包括德國、日敢、與國皮我們祖國。

rMAGLEV）耐用磁力將車身往上眼﹒使列車站身不興她面措觸﹒因而完全j戚掉摩擦

力的作用。哪她產生有使用似磁輯、電磁臨頭是兩者j匣台並用武 <tto清華磁浮車Pfr使用的方
式）。在車輛還‘區空中們﹒由於沒有車輾轉動帶動車輛﹒最常見的解決方法是耐用線型馬達

( Linear M肘。時向扭捏獄快惜輛馬達攤閣，使線圈繞戚直﹛︱無狀. tt日世原敢跟轉的磁增就
變成了直線方向往造的論獨司區區子的轉lfl1j:i變戚直線移動了。同時，線型馬達除了推動車輛之外﹒

直敗應愈來憊嚴重，使世界各她都六力宣傳環保﹒

輛要環保·~不會排放廢氣﹒對她形載氣候的

站i函， i也有列車間路敵之間沒有什磨磨撩

路為少﹒加上自l§j原效率i自高﹒

最高時適可以超越五百公里。



門慨 。自典國發日自費

車黨內輪船嘻相繼出

國的﹒就只有一歡

自個國家都擁有建

3而完全j戚掉摩槽

的專車開使用的方

E是耐用線型馬達

1血腥騁的磁墉獻

了推動車輛之外，

5六力宣傳璟俑，

對她形頭痛慎的

1間沒有什磨磨擦

上白白原效率得寓，

到超越五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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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駱駝車
若鼎幸控告訴你 ， 世界上有一款巴士旬

以霸近四百人，你曾相信嗎？在還未被空
調巴士取代的古巴首都睡百郡的公共交通工
具中，確實出現了那部不可思議的六巴士。
這甜頭六．由拖車1ffi三節中間低兩踹高的車
廂﹒喜過二十卅反共有十八個車輛的柴油車﹒ －
5§儼雙峰駱駝，因而得名。

除了它外形特別之外﹒行車路線已相當奇怪。巴士j的

：：平說J：：常；；：：：：~訴訟：：：它 適
當：：語已等：：：是＇：：~：！：哥哥：：：~：~＝~ tt掛逛街的速度還曹
曙兩倍。

「人力」 穹j重E再是指那等有機贓服仿配件加車廂，但沒有摩打﹒曹由人親手（敢親制）推動的

哭過工具。真實摩拘剖面世電！?A~顯工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為車輛載船聾的總型才慢久以前巴經存在﹒

只是我們結搏咱們轉i闖入h直搗推動，才發日自了摩打遭劃時代的機晶。到了＋穴世棚﹒
牌轍化車輛也得1但由只帶車（r，才慢昂貴． ．因吐t未開胎苗皮，人力哭過工具仍然六行其道﹒醫即單車、

7↑1撰嚀。 1 、 i ! ’ J 11 I \ 
! !’ I 11~ ~I I ! ...... 」iii 』

三輪車

北京市酬I立的六躍閩台1t鮮的轎車是撤市主害國貌﹒但在禹活仍可見具特

色的價觀﹒加四台院副老胡間。這些古建黨還無被現代化的都市阿告嗤﹒走

進去借然是前種簡單﹒純牌的生活環境，當中籬夠在山告中窮酸自凹的數人

交通工具就只有人力三輪車。



人力三輪車的設計簡單，像－BB沒有後輔的單車扭著個可當兩人的雙輔有蓋的車箱。當她車供關1

力非尺﹒在遇害前一遍臨一邊說與﹒一絲喘氣都察覺不到。筆者兩年前菌基金加交流團聚到北京，我1F

一行二十多人一起坐上十多部三輛車在胡同中劈插﹒加上車供的個人接術在車速袍高的時候來過急聽
喜﹒使一邊車輛龍她的一剎那﹒ tt過山車更刺激更真實。

德國個耐市市霞茵茵廣稿請人力三輪車為「零刊汽油計程車」﹒說得一

站也不錯。－BB鮮筒色的計程車配起老北京的騷貌絕對是格格不入﹒簡簡l

單－BB三輛車在胡閩中獻給遊零一種畫龍點睛的感髓。在全球油價高益的祖

況下﹒三輛車作為獨f鼎的傳偏要通工具，仍有為人類服務的市塌閱價值。在

異國紐約﹒經過改造的中國三輛車六出國頭﹒打m了觀咒罵車制計程車的宣

斷她位。以璜f泉、飾自E的角度來看﹒三輛車確是一個臨的替代晶。



J車緒。當她車供闢

i團來到北京﹒我ff!'

i高的時候來過錯缸

i計程車」﹒靚得－

i絕路不入﹒簡簡~

﹔全球油價高佳的幢

i的市鳩問價值。在

﹔馬車間計程車的

重代晶。

J. 可亮作牽引的動

E視劇中出現﹒古時

？一世紀﹒仍然使用

澤牛

在血：：~：：：：；：：，：~：＝：~：：：：：：：：：~可：：：：
!!liEE:!f~ 盟﹔是f~告慰問：2
：~1:E﹔當于是輯：1 暫 且：：：：品

, .i .I.:\ \ u "rt 叫 ／筆者也僻的容時是基啥嗤噸j農厚防衛戰／J「鴨船」以二戰兩南軍車改騙過質工具以示撫
舌戰爭的權民ID貝繁織的唐阿﹔ 何人力毫b 的興盛悶持共揭ffi社酋j大舊損楠、間時並邊的現實﹔ 1肇牛

間駱駝的月1壘示人類發展情借六自倆每句：破壞而是應該保護它。世上的哭過工具列日繁
星﹒甚具 皂的文豈只仁歉＼？﹔學配望 HO'.請者們多加發嗯，才更多有趣的哭過工具問我們一起分享。

、 ， ~,- Jr t ll, I 
Il l.. II /. 

學者僻 、 I r , 斗、＇， 1, ... \. I ·~· " 
http://hpJ削mpLs.net/~ hp-phy/teach.htn,I 1ι 
州w.bostondu~~toyr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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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Composition 

I In thi 

The full hst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ts shown as follows 

Vice-President (Internal) (Acting President). Mr SO Yik Ching （蘇翊程〉
M可or: !ELM Year 2 

Vice-President (External): Miss HU Jia Tong Ang閱（胡嘉桐）
Major: MGMT Year 2 

Internal Secretary. Mr GE Ching Keung （倪政強）
扎1aJor: IEEM Year 2 

External Secretary: Mr XING Yanghao （幸陽吳）
MaJor' BBA Year I 

Financial Secretary: Mr CHENG Kwan Yuen （鄭鉤元）
M可or· IEEM Year 2 

General Secretary: Miss ZHANG Shichen （張師農）
Major: ECOF Year I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retary. Mr LI K、mm Chau Pondy （李冠洲）
MaJor: EEIC Year 2 

University Affairs Officer: Miss JIANG Zhitong （江志桐）
M呵。r BBA Year I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 Mr CHEN Lixi （陳立軍）
M吋or: ECE Year I 

Welfare Officer: Miss LI Qianru （李倩茹）
恥f句or: ECOF Year I 

Publication Officer: Mr TSAI Ka Tik （蔡嘉迪）
M旬or: EEIC Year 2 

P.S. Past President Mr Au-Yeung Kwun Lun （歐陽冠麟）自由且ned on Ju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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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This report covers the acluevement of the 17山 Session Hong Kong Um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mon Executive Committee during the period of 

April 2008 個 October 2009. 

In the session, all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have been devoted to the!C jobs 

and have tried the best to fulfill their duti間， Due to their proper in扭mal administration, 

appropriate handlmg of external matters, contmual provision m social and we！品問

activities and better presentation and part1c1pahon m academic and university matters’ 
。ur Students’ Umon has been operatmg smoothly and efficiently. 

The coming pages will provide a detailed presentation of the work accomplish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dunng the penod indicated above. 

[lJ 

τ11£1戶SESSION IIKVST STUDENT;,, VNION EXECtJTI\＇τCOMMπτ主＂＂τERIMREPORT

Part II General 

th 
The 17 Session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也
In the 17 Session, for regular meetm醉， they are convened on scheduled bas時， In the 

“ 17 sess10n, seventeen regular meetings were held. 

τhe date, time and venues of the meetmgs are shown 阻品llo明：
瞌睡置~師瞄盟國國自體帶國醋圈瞌睡呵研

l" General 卸leetmg

2°' General Meeting 
3"' General Meeting 
4ili General Meeting 
5自 General Meeting 
6ili General Meeting 
7ili General Meetmg 
gili General Meeting 
9° General Meeting 
1。由 General 此1eetmg

11 ili General Meetmg 
12趴 General 卸leeting

13" General Meeting 
14" General Meeting 
15'" General Meeting 
16趴 General Meeting 
17自 General Meeting 

24/2,20 日9

02/3/2009 
10/3/2009 
17/3/2009 
31/3/2009 
05/4/2009 
19/4/2009 
03/5/2009 
07/5/2009 
02/6/2009 
10/6/2009 
22/6/2009 
12/7/2009 
19/7/2009 
24月／2009

03/9泣。09

20/9/2009 

[3J 

由單單盟軍區間

19:00 
18:00 
18:00 
20:30 
18:00 
18:00 
18:30 
19:00 
18:00 
19;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 00 
18.00 

區血溫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SU General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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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presentation 

2.1 Representation in Councll 

According to the Constltut10n, thre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re compuls。可 to be 

the councilors of HKUSTSU Council They a間 Vice-PreSJdent (Internal) (Acting P間sident)

Mr So Yik Ching, V1ee PreSJdent (Extemal) Miss Hu Jm Tong Angie, and Financial 

Sec間ta可 Mr. Cheng Kwan Yuen They attended the 17山 SesSJon Council meetings 

Besides, two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re the ex offie10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s of the Council accordmg to the Constitution. Representat10ns are listed as 

follows 

Vice-President (Internal)_ 

Financial Secretary 

' Affiliated Societies Committee 

Fmance Committee 

Addit10nally, other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ere appointed as members of 

standmg committees. Details are as follows 

Vice-P阻SJdent (External) Election Committee 

2.2 墅epresentatlon in HKUST 
圓~Ill咽WllllffiTllfi1l:Bl.1叮叮一一…1,u .. ,1,11rililll['II一

Actmg Pmid,nt 

AcUng P,esid,nt 

Fonner PceSJdent 

Fonner President 

Acting P"sidcnt 

Acting Prrndont 

Intemat Vice President 

Unive路1ty AtfahsO田間r

Unive時ity A品hi間omm

Unive時1tyAtT叫的 Offiw

Univ，路ity A行nir.;Offim

University Affai,s Officer 

Uni閃閃ity A而已i"O間cer

Puhtk Relet10阻 Offiw

Public Relatforn Officer 

Information Technotogy 

Sec間＇＇＂＇

EX·O由e10Member

Ex-offie10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G"est Speaker 

Member 

Men、bor

Regular Obmver 

Member 

Member 

Regular Observer 

Regut,r Observe< 

Organim 

Organ間r

Member 

[Sl 

HKUST Unimsity Court 

HKUST Uaivmity Senate 

HKUST Sub-Group 叩 LLC lmplemeatohon 

President Farew,tt Org,ni,ing Cnmmittce 

Uniw,ity Notebook Ow司nmhip Programme 

Commillee 

HKUST Un ,en;;ty Wekcme 2009 

Workmg Groop ofMerlieot mviee provide< 

Selection Committee Mic油act G G,letmh;ng aw,rd 

Commit怯e on Undergraduate St.,dies ofSenate 

Student Catering Cnmmitlee of Senate 

Hall Setect10n Cnmmlltee ofSHO 

Cateri"g Adv;socy Commhtee 

Student Affairs c。mmitlee

Student Outreach Day 200S 

日KUST Open Day 2009 

Univensity Notebook Own，時Mp Programme 

Comm Ht他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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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PreSJdent and V1ee Presidents attended meetings to receive the 間port from 

Vice-Chairman Dr. Mak Hoi Hung of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Searching committee to 

monitor the opernt10n of the searching committee and provide advice on the nominated 
UniverSJty President 

Former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s attended the designated President Prof. Tony 

CHAN’s meetmg and welcoming session on 30"' March 2009 to discuss the future plans of 
HKUST. 

A meeting with New President Prof. Tony CHAN, HKUST Council Chairman Marvin 

Cheung and the Exeeutive Committee was held m September. Exeeutive Committee 

attended 血e meetmg and exchanged ideas and concerns over the university adm1mstratlon, 

student affa1r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HKUST. 

2.4 Declaration Up to October 2009, thJS session of HKUSTSU has issued 8 declarations. 
(Appendix I) 

I. 集結學牛于1暈為大學賠本科生宿舍第十庫采哥拉發罵鋪路（04 03 02} 

2. 粵東材于于於各7詩書語音科大一長踏﹛直機的4/03/09)

3. 關於；！）！門設l荷中F港λ人蜻7間應（09，月3/09)

4. 本會不i高校立了於本科牛宿會第t際公開論糟的安排諱言聶於第三三衍生闊論

t曹標時主且體學習字＋群會嘛1-i草草（09 日3旭9)

5. 諧音iErl存財政預草草案踐踏大學牛草屆主il坐白皮包

6 本會借鑒學牛對學校飯章新婦側的建且血的盟旦i

7. 2拉會的封7臨時芳草撈學習科群會怖？于主笠i旦旦公主坐坐

8. 高f1l'關沖本特司F濟牛被監事f牛 （27月 3 09) 

9. 蓄黨磁鐵楷書宮會獻刑事案﹛29 日4 09) 

10. 本會不滿clr戀中修喜事業會計學收牛公式（02/05/09)

11. 本會諧音特首曾蔭榷的六四言論插言申本會支持「平反六四，維吾昔民午 1

位主血型但i

12. 結于于軒會計在撰科「司單件處理 l 作出且聽租車釋﹛16/05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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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Action (Due to HKUST Students’ Union Constitution) 

1. General Administration 

1.1 Administration of General Office i 
This ye吭伽 17'S叫on Ex叫!Ive Comm，岫， e叫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nJ 

品ur hou自 per w叫， called 。恥 hour m wh岫 they 叫ed in the office 問d op叫呵

members' visit. Members are welcomed to share their opmions with them by visiti 呀

。ffice of Executive Committee durmg pre scheduled Office Hour or make 
aπ·angement. 

τh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responSJb!e for managmg eqmpments such as 

computer, partition boards and trolleys for affiliated societies to use 

τ＇he Executive Committee jointly with SAO are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door lock access right for the Council, Editonal Board,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Umon general office. 

The Executive Com叩ttee installed a color printer on September 7“ 2009. The Exec叫
c。m即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all matters eonceming this pnnter. ~; 

.1 The Exec叫ive Committee is also in ch呵。 of matt間 concern時 vending ma咄11峙一
Gene間al Office such as handling comp！剖nts’ re臼ndin呵且 and management 丌
O伽a岫

叫恥缸ol 刊

1.2Adminis付ation of Big Character Post 、，Vall ' 

訕c Exe叫ve Commit is respo ble 跆r them叫em叩t d伽 Big Ch師叫蠅l
Wall at LG!, to facilitate its p呻er use by s仙dents, sta能 and o朋ni叫ons m 悔！

Unive目ity 田 a channel for expression of1deas and opinions. ) 

1.3 Administration of Union Notice Boards i 

The Ex間ecutive Co缸1mittee is also responsible 品rmanage位l削 oft!】﹞monl、z。ti

1.4 Membership Affairs I 
The Executive Comrr 

and handlin呵gall enquiries re且ardingmen

1.5 Staff Affairs I 

τli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in cha耶 of the arrangement of staff msurance, MPF 磁l

holidays. The間 are currently 3 full time staffs employed by the Union. One of them is in t1:,I 
SUOffiee，凹時間 Co opt Shop and one in Print Shop. In addition, a part time staff＂叫l品i

employed to help in the Print Shop. ; 
[4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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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本會＂持平反六四林坪篇大室主一起參與六四燭難時會 （01灼的綠

14、＊單身，！，＇丰弄TF牛莘莘胎常精鈴響（17/06/09)

15. 士了一女辦仟官育﹛28 06 09) 

16. I誦會擺開抽＋倍于手彗星唇聲明 (11/08 09) 



意
！

nion Constitution) !” Internal Coordination 

iJ.1 !nauguration attending 

,Diis ye缸，伽 Exe叫“ive Com’E 
:ee, each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haL'iociet阱， This serves as the first step to communicate with affiliated societ間
ich they stayed in the office and opened for : 
are 伽ir opinions w抽出m by visiting th, 'J.I so由tyM叫ng

e-scheduled Office Hour or make Prioi. 時ree Soctety Meetmgs were held Society meeting acts as channels for the Executive 
co nun抽e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affiliated societies in many matters. The attendance 

-'~te and the responses of societies were good In addition to the Society Meetmg, small 
,r managmg equipments such as per,0叫“;sions of conversion were held, which aimed at learning the interest of societies and 
rnted societies to use , ,dping them to solve problems on administration 

are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electronic ~ each Socie可 Meeting, Vice-President (Internal) presided as the chairman, while Internal 
I Board,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Studen~'-• '$ecreta可， acting as the secreta可 of the meetmg, was respons出le for prepanng materials 

•,nd taking minutes for the meeting 

mter on September 7° 2009 The Executive、＇Outstanding Duties 
ung this prmter 

:p Review of OAC 2009 
of matters concemmg vending machin阻 atηRecommendations will be made to the One叫aho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next session so 
funding and management 油to improve management There were totally 6 mcetmgs for OAC 2009. The last meeting 
g newspapers, and managmg resources su也～祖 scheduled m July to d1Scuss the review ofOAC 20。9.

,u 
the management of the Big Character P岫 l
/ students, staff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I 
and opinions I 

>r management of the Union Notice Board. 

IUU 

ip fr《o『n HKUST students. 

' aπa em閒t of s祖ff in阻surar

明1ployed by the Union. One of them IS in the 
t Shop In addition, a part time staff was alsa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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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external committee participated in important social issues, by attending the June 
－起參與六四燭并且魚會 （OI/06/09叫orth Candlelight Gathering and the July I" Demnnstr剖ion.

什5Hong Ko明E Federation of Stud旭nts(HKFS)
可！KFS uphnlds an important role in s個dent and social camp呵間， m咖ding mgamzmg 
1~。但如 and e;en個 In this session, HKUSTSU has been a co－凹·gan間r in many e、 er豆

計HKFs. 

但且

E 且

inHKFS 

Vice-President (Ex但ma！﹜ Chief Observer 
Exte叩al S自reta可 i Observe, 

可6 Meetings of Standing Committee 
'!be Extemal Affairs Committee attended meetmgs of the HKFS Standmg Committee. 

1:•P叫atives from S個d叫 unions of differe叫叫可 mstitutes has 叫anged

opinions and cooperated in a spectrum of activities The work by the Extemal Affairs 
,Committee was constructive in maintaining a good rela!lonship wi出 the counte中arts m 
I other mstitutes 

)1.1 Meetings of C叫I
i1'' Extemal Affairs Committee has also attended the 叫ncil meeting of HKF且， to gam 
個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regulating branch 

AsAtte耐ng Inauguration Ceremonies 
1TheExtemal A的irs Committee, together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1ttee, 
\as attended inauguration ceremonies of counterparts of different mstit叫間， mcludmg,

？枷hnic Unive臼ity, I叫扭扭 ofEd叫酬， Op叫n叫ty and City Univ叫y

(71 

J,1.9 Spokesperson 。fthe union 
「Vic reside 恥mal)has叫咐th閻明叫f outside pa 閃ostly

, •spapers, related to the union 

…}10 Environ血削al Concerns 
The Extemal Affairs Committee has had meetmgs with the non-profit orgamzation 
fGrecnpeace China" to discuss matters 聞自ard阿 global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ays

f吭!Ch叩

sl,IJ ‘‘Pass the Love” Fund Raising Campaig, l 
}he External A叮airs Comr芷
岫ve” to raise 且mds 晶br the 5.12 S1chuan earthquake. The raise吐 funds Will be used to 
rildap伽ary school in 剖chuan through 伽n。r rofito聊uzatlon ‘

[10] 

THE: ！戶 SESSION IIKUST STUD£冊， U.'HONEXEC叭，ECOMM＜而且，NTERIM REPORT 

4. External Affairs 

4.1 The External Affairs Committee 

Aims 
The Committee (aka EAC) deals with external matters. It 1S also responsible to hold 
various events on econom凹， political, social and other relevant topics, By domg so, as well 
帥 other activities, it is hoped that members' awareness to and participahon m current affairs 
will be enhanced 
Members 

Vice-PreSident (Extemal) HU, Jia Tong Angie MGMT(2) Chairperson 
External Secretary X恥lG, Yanghao BBA(l) Secretary 
Acting President SO, Yik Ching !ELM (2) Member 

Executive Comm抽ee Ge Ching Keung IEEM(2) Member 
Full Member XU,Huansu PHY(!) Member 
Full Member SONG,Difan ECOF(I) Member 
Full Member YU, Binyuan l3BA(l) Member 
Full 卸!ember SUN, Shan Nina BBA(I) 恥!ember

Full 恥1embcr Zhang, Junyi BIO(!) Member 
Full Member TU,Hua BBA(l) Member 
Full 必!ember ZHU, Xiao Dan BBA(I) Member 
Full Member Huan臣， Ye ECOF(I) Member 
Full Member HE, Shuanglin CIVIL(!) Member 
Full Member JIANG, Yue PHY { l) 心!ember

Full Member SHI,Xuezhu BBA(I) Member 
4.2 Declarations 
Declarations dealing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so01al and current 1ssues 、.vere drafted and 
publicized 

4.3 “Political Series’, 
The External Affmrs Committee or且anized the “Political Series" from April 27趴 2009
till May gih 2009, to reinforce students' a、,yareness on the topics, June Fourth, the 
Umversal Suffrage and the Basic Law.τhe theme of the series was “Democracy” The 
senes mcluded an open forum at the atrium where the Hon LAU Wai Htng Emily, Hon 
HO Sau Lan Cyd, and Professor SING 孔1ing were invited to talk about democracy The 
senes also included a documentary screening of 
LG!. , 

4.4 Par ticipntion in Soeml issu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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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earthquakes first anniversa句， on May 11th to 1少2009, there was a fund raisi月
counter set at the atrium for stu位ents and staff to donate to the campaign. 

Students' Union also organized a one minute silent tribute at HKUST for mourning of 

the earthquake victims. 

To continue raising funds for the campaign, Studen紹， Union has organized a charity 

concert on October 阱，

4.12 Exchange Trip 

An exchange trip to Beijing and Tianjin was held from June 13曲的 20th 2009 for Student日，

Union’s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im was to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current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Mainland 

China. 



間的目!Oc'< HKUST STUD£l'fTS' UJl,lOc'< £X£CUTJ\'£ co:,.L\tlTT£E間ERL\I 阻，oST

5. Financial Matter 

For the financial matter, mainly is to monitor nil the expenditures of the Students’ 
Union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approved amount in the Master Budget. 

5.1 Union Budget 

The Master Budget for the Student Union expenses are prepared, and most of the items 
have already been d!Scussed and approved by the Council The part in current 臼nd of 
the Master Budget mamly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pa巾 They are. 

1 Budget of Council. Editorial Biard And he budgo of l's <andmg ,mnmitte白，
the Umon election. 
2 Budge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expenses could be basically broken down mto 
a Admmistrative expenses for daily or monthly operat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b Admm1strative expenses and function expenses for the standing committees 
orgamzmg different activities 
c s個dents’ Union staff’s salanes and telephone expenses 
d Acqmsition of fixed assets for the Umon, including photocopier. 

5.2 Administrative 、Vo1k
1 To collect the Apphcations Form for Subsidy of Student Activity 仕om the affiliated 
soc1et1es and venfy the related financial reports for consider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of the proper amount of subsidy. 

2 To prepare cheque of payments for Umon subsidy and sponsorship an吐 keep the 
nonnal operation of Co op Shop, Print Shop and Students’Union Gene間l O血ce.

5.4 日AO subsidy 

A proposal of requestmg the University to issue the Union a grant covering all the 
telephone service charges and the salaries of the staff members currently employed by 
the Union had been submitted. Documents had been prepared to ask Student Affairs 
Office 品r subsi且y to the Union. 

5.5 Funding Recommendations 
The Finance Committee had submitted a lot of funding applicatlons for approval m the 
Council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6th Session Meetmgs of the Committee were 
usually held pnor to Council meetings and 臼nding recommendations we間 submitted

for consideration and discussion in Council meetings lnformat10n about the expenses in 
the Master Budget and the activities in subsidy application forms would be collected in 
detatl be必re each Finance Committee and Council meetmg 

tl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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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elfare Affairs 

7,1 Formation of 、Vclfnrc Committee 
The Welfare Officer worked on the formallon of the Welfare Commitlee under the 
pro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lier the open recruitment and careful selection, the Welfa阻
Committee was formed The Welfa間 Committee aims at assisting the Welfare Officer on 
all matters concemi e of members of the Union. 

Welfare Officer Lr Qianru ECOF(l) Chairperson 
ExCo So YikChmg IELM(2) Member 
Ex Co Ge Ching Kueng IEEM (2) Membe, 

Full Member Yang Shuo cs (!) Member 
Full Member LruZhe BBA(l) Memb己r

7,2 General 

The main duties fo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n the welfare aspects are maintain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Co op shop and the Print Shop, organizmg Mega Sale and preparing 
、，velfare products. 

7.3 Operation of Co-op shop 

Co-op Shop arms at provrdmg UST students and staff a large vanety of products at 
reasonable pnces. SU members will be entitled to 10% discount with the SU membership 
card sho、.vn before the purchase 

Daily operation of Co op Shop 

Concerning the needs of UST students, different new types of goods was imported All 
goods had been set at a reasonable pnce. 

Daily operations of the Co opt Shop also included monitormg the stock flow and 
supervising the officer workmg at the Co op Shop 

Vendor List 

In order to provide goods in a more sensible and a叮ordable reasonable pric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had renewed the vendor list of Co op Shop Vendors were invited to UST to 
present their ne、v products and provide the ne、v pnce hst 
New items include USB Flash Memory Stick and new 句，pes of stationery. 

7.4 Operation of Print Shop 
Prmt Shop provides UST students Photostat and bookbmding service at a reasonable pnce 
Due to the completion of previous contrac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has signed a new 
contract with Ricoh Company Limited. A total number of 5 printers have been mvolv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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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ublic Relations 

→『司，
毛＂＇

f『

6.1 Formation of PubIJc Relations Committee ” 
The Public Relations Secretary worked on the fom祖tion of Public Relatrnns Committee rh 
under the pro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fter open and careful selection, the Public 訓

Relat 1S Commi岫 was fo口ned The Public Rela 

P，且bhc Re ions Sec岫叭nail m枷rs concerning ti叫t’blic Relations 。ft!旭e Union and ; 
to work on functror>s orpr吋目的， which can promote the HKUST S山den怡， Unron as Well a, ,"1 
HKUST to the publrc. 
Members 

6 2 Inauguration Ceremony 
The m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l 7ili sess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叫dents’ Union was held on 30'h April 2009. A total of over 2日 D guests were , 
invited, mcluding Mr. CHEN 九Vei On, Kenneth, JP Under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Vice-l'rcsident for Administration nnd Business Professoc Yuk-Shan Won, ! 
faculty members, and ,epresentatives of the Alumni Association, Students' Union of oiher , 
inslltutes and affiliated societies of HKUST Student弓， Union I 

6.3 Reception of Exp et ience Exchange Gm ups 
The Public Relations Comrmttee members had given a presentation and had discussion 

with a group of23 student leaders from the Singapore Management Umversity Students' 
Association (SMUSA) Councrl on Tuesday, 28 Apri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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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act, including 1 color printer in SU Office, l color pnnter and 3 black and white I 
pnnters in Print Shop. By doing so, the price ofprmtmg service has been successfully 
reduced, providmg the students with a better and cheaper service. 

Diary 

7.5 Mega Sale 

Date: 9/9/2009, 18/9/2009 
Trme: 10:00 am-6 OOpm 
Venue: Area C 

Mega Sale rs one of the main financial mcomes ofHKUSTSU. It arms at offermg vanous 
kinds of product to students at a low pnce 

Normnl operation of Mega Sale 
Academrc Concourse was booked as the venue 品r Mega Sale SAO and FMO were 
contacted for assigning chairs, tables and electncity supply to booths for Mega Sale. In 
order to offer products to students at a reasonable price, dif西erent companies was contacted 
and cooperated 、，；ith

Booths 、.vere assigned to affiliated societies and guidelines of此1ega Sale 、vere also provid吋
Vanous types ofpromotron had been done to arouse awareness of the Mega Sale 

The first Mega Sale was held from 8th September 2009 to 10th September 2009. Disp叫es

between affiliated societies, companies and HKUST during the Mega Sale were 
successfully se位led The first Mega Sale was successfully held and received poSJtive 
response 

7.6 、,Vclfare Product Distribution 
Welfare product is a free gift to all HKUSTSU members. It was drstnbuted at Area C of the 
甜ium 且nd c叩 be c。ll耐d叫U office afte e叫咖per of di帥叫ion. So far 伽︱
Executive Committee had designed and distnbuted an HKUSTSU drary as the firsi 、.ve[fare , 
product of this year. 

7.7 Sponsorship 
Over 40 items, each at the amount of 300, were sponso間d by companies includmg 
“Between” and “N、v” m the Orientation Camp Gift pack, to attract freshmen to participaie 

A 3D crystal was sponsored by Pixtra Company as the farewell souvenir to President Paul 
Chu, which was presented by the acting preSldent ofHKUSTSU. 3 crystal coupons 、vere

also sponsored to the Orientation Camp. 

8 USBMemo可 Stick were sponsored by Easy Group Company Limited as the prices of 
、.vinner dunng the Orientation C由np.

7.8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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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Formation of Publication committee 
Publication Committee is leadmg by Publication Secretary ofExecutive Committee. After 
open recruitment and careful selection, the Publication Committee was formed. The 
publication committee aims assisting the chairperson on all publication activities of the 
Umon (excluding those reserved 品r Editonal Board) Its composition IS as follows 

8. Publication Activities 

at10n of Pubhc Relallons Committee 
and careful selection, the Pubhc 、等free snooker 
:ions Committee a1ms at assistmg the 、） pool 個ble has been placed in Print Shop, offering the s山dents an additional entertainment 

g the Public Relations of the Union and c;oenjoy in their spare time. Members ofHKUSTSU will have the priority to book the pool 

e the HKUST Students’Umon as well 蝠，泌le.

「穿紅而NHKU盯盯UDENTS 削…

3電fr叫ho川rinting Machine 
等忌《：nidents who bring along the1r SU membership card 阻 SU Office will be allocated one free 

、伊叫叫開ch day. 

8.2X』post

X-pnst focused on the work recently held and done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familiarity and transparency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mportant 
issues related to our students and universities 、vere also reported. 
Sinc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anted to promote the S阻dents' Union and recruit more 
members for standing committees forming, the first X-post was published in May. 
Many important activities have been held in summer, the second X-post focusing on 
reporting these events was published in October. 

8.3 Orientation Book 2009 
The Onentation Book 2009 was 1Ssued and distnbuted to local 企eshmen during the 
registration days in August and to mamland freshmen m late August The Orie叫ation Book 
focused on giving out general information ofHKUST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Students' 
Union and its affiliated societies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e One叫別ion Book was d1Stributed 

to mainland freshmen 

8.4 Outstanding Duties 
Publicat10n Committee was conscious about University and other current issues and 
immediately published X-express to inform members 

ECE(I) I Chairperson 

!ELM (2) I Member 1 \ 
BBA.(2) 1 －~l戶…be ～～

ECE(2) I Men﹔ber 叮
由λ（3）一下一一兩….；～﹞！
ECOF(l) I Fmancial secretary I 
CJVL(I) I Member I 
C:忌（IT-=] 一一兩…ι－－，，

ECE(I) I Member I 
ECE(l) I Member 

CS(l) I Member 

Math(!) I Member 

CS(!) I Member 

話•(_IJ.=:1•二古風r

8.5 X-express (Appendix 2) 
Three X-express were issued to HKUST students and staff. Most members gave high praise 
of the timeliness ofX-express 

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2009. A total of over 200 guests were 
Under Secreta可 for

i Business Professor Yul• Shan W凹，
i Association, Students' Union of other 
妞， Union.

,n a presentation and had discusSJon 

,ore Management Universi大y Students' 
,r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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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Formation of the Orientation Affairs Committee 
The Vice PreSJdent (Internal) worked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Orientation Affairs 
Committee under the pro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fter the open nomination from various 
fields of affiliated soc1et間已 the Orientation Affairs Committee was formed The Orientation 
Affairs Committee takes charge and i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on of all orientation affairs 
of the Umon mciudmg matters and programmes conceming Registration Day, Orientation 
Days, Onentalion Camps and Orientation Week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mmittee is as 

follows: 

10. Orientation Affairs 

阻11•sE且ION IIKUST STUDE盯V UNION EXEC凹l\'E CO:\-L\HTTEE I盯ERIMREPORT

9. Social Activities 

11.1 Formation of Social Committee 
1The Social Sec間tary worked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 committee under the provJSion 
,fthe constitullon After 。pen recrurtment and careful selecl!on, the Socrnl Committee was 
'orrned The Social Committee aims at asSJstmg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n all matters 
}oncemmg the social act1v1hes of the Umon and to work on funcllons or pr可ec阻， which
;an promote social activ1lles amongst s個dents.

1161 

1 color pnnter and 3 black and white 
tmg service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er service. 

1/9/20 日 9, 18/9/2009 
10 00 am-6 OOpm 
AreaC 

Chairperson 

笠旦旦立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恥！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恥！ember

2

－2
－2
－2

－2

－2

－2

－2

－2

－2

士
、
二2

一
句
，
三2

－2

－2

SENG Representatives 

SSC! Representallves 

SB卸I Representatives 

SA Representatives 

Ivan So Yik Ching 
Ge Ching Keung 

Li k吼叫n Chau 

Yei Tak Sau 
Au Chi Sing, Len 

Chan Chun Man 

品lichelie Lee 

Cheryl Chan 

Chow Hiu Lan, Natalie 

Kwok Yu Hang 

Leung Wai Ching Vincent 
Chung Ka Chun 

Wong Ch山n Hang 

YauHiuMan 
Cho .v Lm g Man 

Chan King Heng 

ielines of卸lcga Sale were also provided. ; 
' a、eareness of the Mega Sale. i 

/·l Orientation Camp 
!he Orientation Camp 2009 of the Students' Union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held from 
；~／08/2009 個 08/08/2009 and this year we have more than one hundred participants 
,During the camp,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shared with campe凹 their valuable 
/<periences of being the Union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brought along a close relation and 
.ISense of belonging 怕 the campers, helping them to explore themselves and enjoy their 
圳V hfe m the University. 

Chairperson 
Secretary 
如！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Member 
卸！ember

ELEC(l) 
!ELM(!) 
!ELM(!) 
ELEC(I) 
!ELM(!) 
ECOF(O) 
BBA(O) 

ECOF(O) 
BBA(I) 
BBA(O) 
ELEC(O) 

MATH(2) 

Lt，也叩n ChauPondy 
Ge, Chmg Keung 

So, Yik Ching 
Tsa1,Ka Tik 

Chen耳， Kwan Yuen 
Lr, Qianru 

Jrnn臣， Zhitong

Zhang, Shtchen 
Hu, Jia Tong Angie 

Xtn臣， Yanghao

Chen, LIXI 
Ng, WaiYm 

IT Secreta可
Ex Co 
Ex Co 
Ex Co 

Ex Co 
Ex Co 
Ex Co 

Ex Co 
Ex Co 
Ex Co 
Ex Co 

Full Member 

Jega Sale. SAO and F恥！Owere
supply to booths for Mega Sale. In 
ice, different companies was contacted 

1bers. It was distnbuted at Area C of the 
,unter penod of dJStnbution So far the 
an HKUSTSU diary 自 the ft凹t welfare 

IKUSTSU. It aims at offering vanous 

)09 to I 0th September 2009 Disputes 
'dunng the 卸lega Sale 、.vere
sfully held and received positive 

House Representallves 

10.2 Oilentation Programmes 
Orientation Programmes we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Orientation Days (JUPAS 
Registration Day, 03/08/2日 09 to 05/08/2009), Orientation Camp (06/08/2009 to 19/08/2日日9
and 20/08/2009 to 23/08/2009) and Orientation Week (03/09/2009 to 11/09/2日日9 and 
21/09/2009 to 25/09/2009). 

Orientation Affairs Comm:“ee 2009 (OAC 2009) was set up to handle all the matters on 
Orientation Programmes. It consists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vanous fields: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House Associat10ns,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Independent Clubs, two 
representatives 仕om SBM Departmental and School Societies, two representatives 仕om
SENG Departmental and School 日oc1elles,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SSCJ Depart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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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eruitment of Standing Committee 
,Orientation Camp IS a chance for Executive Committee to find out those who have 
)otentials to become a Standmg Committee member among the part1c1pants. Executive 
,Committee also part1c1pated m different kinds ofRe-Umon functtons to have more 

ih…帕recruit叫c…e…

\Sored by companies including 

pack, to attract freshmen to part1c1pate. 

he farewell souvenir to PreSJdent Paul 
'HKUSTSU. 3 c可stal coupons were 

,p Company Limited as the prices of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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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chool Societies, two representatives from Sports Clubs, one representative from tl祖

Editorial Board and one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6 meetmgs we問 held from 02/05/2009 onwards. In eve可 OAC meeting, Vice President 
(Internal) presided as the chairman of meetmg while Internal Secretary, acting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meeting, was responsible 品r taking mmutes, preparmg agenda and other 
useful materials for the meetm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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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 Sernester 

Route No. I. 18.05 and 18: 15 UST->Choi Hung->Kowloon Tong 
Route No.2. 18:05 and 18: 15 UST->Tsuen Wan->Tsing Yi 
(The rnorning service can start only when the school provide subsidy) 

11.4 Student Housing Subgroup 

Students’ Umon 1s an observer in this subgroup. We provided necessary help and 
mforrnahon to subgroup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ew hall allocat10n systern. Norninated 
mernbers m Hall 7 task force group and LLC theme select10n panel 

11.5 Catering Affairs 

I Report the oprmon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to CSO 
2. Request 1mprovernent of sanitary condition of LG5 
3. To be a member in Catering Committee 

TIIE 17" SESSIONHKlJ叮盯UDEl\'TS' UNION EXEC叩＼＇E COMMflTI:E 11'\'TI:Rli\l REPORT 

11. University Affairs 

11.1 Formation of University Affairs Committee (UAC) 

刊eU于C 、vas 戶rmedwith
executive com口uttee.

Executive Committee 
Executive Committee 
Executive Committee 

Full Member 
Full Member 

Hu Jia Tong 
Li Qianru 
Huang Ye 

WangJueyi 

11.2 Nomination of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呵呵

Member I 
Member 

Member 1 
Member ·.I 
Member I 
Member 

One of the responsib1hties ofUAC is to nommate student representative for the commit！楠
related to University Affairs 

Lists of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Group Formed 

I. Hall Selection Committee 
2. Half Salon Committee 
3. Catering Committee 

4. 、,Vorkmg group of dental service 
5. SEA Fund panel 
6. Hall? task 自orce group 
7. LLC theme selection panel 
8. Bookstore User Group 

11.3 Student Shuttle Bus service 
Spring Semester: 
Route No. I: 08·30 Kowloon Tong->HKUST 
Route No 2. 18:05 and l 8 15 UST->Choi Hung->Kowloon Tong 

Route No 3 18 05 and 18 15 UST->Tsuen 、,\lan->Tsing Yr 

Summer Holiday 
18:10 UST->Chor Hung->Kowloon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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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cademic Affairs 

12.1 Formation of Aeademlc Affairs Committee 

TheUACw叫rmed with the Ex叫iveComm，“…embers Th叭叭。minated b) llr,J 
executive committee 

信悟空~~i[;1Ii·;ir~tI!ii ~r.~~t·.1~0! ~~·~~，~！﹔~i!"l~哩！ 這﹔1盜︱
Universi可 Affairs Officer Jiang Zhitong BBA(l) Chaicprnoa• 

Actmg President So YikChmg IELM(2) Member 
Executive Committee L1 Kwun Chau EEIC(2) Member 
Executive Committee Xing Yanghao BBA(l) Membe『

Executive Committee Zhang Sh1chen ECOF(l) Member 
Full 恥!ember Feng Ye ECE(l) Member 
Full Member DuanXinyu ECOF(I) Memher 

The Academic Affai凹 Secretary worked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Academic Affarrs 
Committee under the pro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order to 扣Jly function as a bndge 
between students and the U nrversi句， we open the recruitment to all students and mvitc 
some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to join The Academic A的irs Committee aims at 

(1) To promot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剖ty﹔

(i1) To assist the Academic Affl刮目 Secretary on all matters concerning academic 
the Umon; 
(111) To organize semmars, for011泊， talks or debates on academic affairs; 
(1v) To encourage and stimulate Unron 扎1emb盯f interests and participation in academic 
affai凹，

(v) To openly nommate s叫dents to University Senate Commit扭臼 with approval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v1) To conduct Umversity B個dent Senators Election; 
(vii) To co-ordmate the efforts of student seats in University S叫dent Committees; and 
(viii)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mong student seats m Umversity Senate Committees 

12.2 Refilling the Scat of Student Representative of Student Disciplinary Committee 
Since the seat of student rep. of SDC has been vacant, on behalf of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we nominated a qualified student to refill the seat. 

12.3 Nomination of Student Representative of Science School Board Meeting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openly recruited qualified students as Student Representati、
of Science School Board 恥1eetin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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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州。關inntlon of Stud叫R晰的er叫ve 。fE恥ceri削伽ol Bonni/Commit扭e
1,ademic Affairs Comnuttee openly recruited qualified s個dents as Student Representative s 

iEngir 

e {UAC) i,l,S Student Senator Election 2009 
你e Student Senator Election 2009 was held by the Academic Affai目 Committee. We 

tee members They are nommnted by the !"' 
• ninated one PG and one UG student representative. One briefing session was held for the 
M帥， inwhi出 we mtroduced soπτ叫acl《grour 

體醋騙輯揖輯輔輔曙
BBA(I) 
!EL泌t (2) 

BBA(l) 

!l 6 selection Committee on 耳1ichnel Gale Teaching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Teaching 

Chai中erso；；－＂和， u01versi可 Affairs Officer attended the meettngs of the committee in September and 
即!ember ρntributed in selecting the award rec1p1ent 

Member ! 
]VIG恥1T(2)

ECOF(J) 
ECOF(I) 

Member 到J.7 SBM Committee on Unde, graduate Programs (CUP) 
Member ';Jbe University A侃airs Officer attended the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in November and 
Member 伊＂mber, participating in discussing the issues related to undergraduate programs of SB恥1.

CS(!) Member 
11 g Follow up works to the Accounting majo1 selection worlr 
伊M finally promised to treat two selectmg systems with flexibility for 09 fall semester. 

student representative for the committees I 

(owloon Tong 

rsingYi 

BBA(l) 

IELM(2) 
EEIC(2) 

BBA(I) 

ECOF (1) 

ECE(l) 
ECOF(J) 

Chairperson 

心!ember

Member 
Member 

心!ember

Member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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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Z…Declarat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Cleac 、~alee Bay • Kowlo凹， Hone Kong 

Email lliJl立k且過星也』旦占主

墾益變主裂主量
為女學及玄科生宿舍勢七座未來發價銷路

i 有關本科生宿舍第啞（下稱宿舍七）未來發展及宿舍分配制度，本會昨日回

τnation of也e Academic Affairs ︱三日）與學生事務處副處長召開會主義。會主語中本會要求校方承諾本會上次聲明中提

. In order to fully function as a bridge ！及的要求，以及向校方反映學生及本會的意見和考慮：

recruitment to all students and invite I 
c Affairs Committee aims at I 

1 聲明要求 1 公佈學生宿舍第t座宿費的詳細收費資料’即雙人房每年約$13000

：：：﹔﹔玄scone叫耶c甜mica伯出 or I 學人房每年約$17000 的收費項目明翎表﹔
, on academic affairs; 
mterests and part缸中atlon in academic 

ate Committees with approval of the 

on; 
Jn1vers1ty Student Committees, and 
1eats m Umversity Senate Commit扭es.

e of Student Disciplinary Committee 
ant, on behalf of Academic Affairs 
,fill the seat 

clence School Bonrd Meeting 
lified students as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校方表示﹒ 當時政府支付 75%費用興建宿舍仁，大學支付25% 。因此宿舍t宿舍

收費制度為自負鼓虧，用者自付概念。如宿舍學習社群

( Living-Leaming Communi紛落實，宿生也無需負捨宿舍學習？士群落

實任何額外行政費用。比現有宿舍提升大約20%住宿費，全數為宿舍

七設施與活動空間等等的管理費用。

i 學生會回應﹒校方仍然不願意透露所有收費現自明細衰，本會認為絕不合理。正因

為用者自付的原因，消費者（福生）有必要性和權利清楚了解每項收費

制度的明細。同時，此段時間為公眾咨詢期，校方有必要將收費項目

透明他，從而令師生可作出討論。因此本會將會於本日公闊論壇中提

出此問題要求校方正說，並要求將宿舍收費項目明細公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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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ffairs 

13.1 HKUSTSU Notebook Ownership Program 2009 
The HKUSTSU Notebook Ownership Program 2009 are separated into 2 rounds, the first 
round was held start from s"' September to Io'" Sep扭mber and the second round will be 
held from 13'" October to 沾自 October.

The preparation stage of the program begms with attendmg product presentations by 
different vendors, followed by vendor selection, the mv1ted tender itself 自1d end with the 
award of 出e contract. By the resolu!J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Lenovo has been 
chosen as the vendor of this program. 

13.2 HKUST Notebook Ownership Prngmm 2009 
The HK.UST Notebook Ownerslup Program 2009 was held start from 20'" August to 30'h 
September. 

The role of the Execuhve Committee representative in the HKUST Notebook Ownership 

Program 2009 1s part1c1patmg m the vendor selection committee. There are five meetings in 
total, 2'' July, 3"' July, 14的 July, 22"' July and 27ili July By the consensus of the vendor 
selection committee, HP has been chosen as the vendor of this program 

13.3 HKUSTSU Membership Card 
This yea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dopted a new design of membership card, which is a 
PVC card, mstead of the old fashion paper card. 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printed on the 
card is the expiry date. Since HKUST Card does not have an expi可 date printed on 泣， our

card will be a strong evidence of the full time student identity, so all ofour s如dent members 
can benefit. Infonuation Technology Secre祖ry of Executive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mg technical suppn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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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要求 2. 公佈於資訊會中校方提及的《香港科技大學就現有宿舍

發展模式的詳細研究及檢討報告》及《國外院校宿舍教育橫式的詳細

分析及研究報告卜綜合以上報告的分析，介紹宿舍學習社群

( Living Learning Community）如何有效地幫助學生課外的發展。

3. 公佈校方就學生宿舍第t座發展路甸的詳細研究報告。

校方回應 宿舍學習？士群參考資料已向學生提供，但暫時未能提供所有校方研究

及檢討報告，現計留j於第二次公開論壇提供。

學生會回應：本會認為校方提供其他院校宿舍學習社群的參考只屬資料性，不同j

學亦有不同的文lb及需求，校方亦明白此考慮而成立委員會就“香港

科技大學的宿舍學習社群”作出研究。跟據上次資訊會校方提及到，

校方在選擇宿舍學習社群於宿舍七應用前，應己對相關項目作出詳的

分析、研究及對現存宿舍開闊的撿討和提出有關改善方法。本會認，.，

參與討論人士沒可能在個星期對所有資料自行進行研究、作出結論上l

及提供意見。有鑑於咨詢期時間所限，直至現時為止校方仍然未能土

佈以上資料，本會仍為極不合理。因此本會將會於本日公開論壇中提

出此問題，並希望校方於第二次公開論壇前提供資料，給予師生參

考。同時亦會提錢校方延長咨詢期，給師生充足時間為宿舍七未來季

農吉十劉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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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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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Clea, 、.Vote, Bay • Kowloon • He ,g Kong 
Tel. 2335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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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d
續
發
研
制
。
．

Clea, 、，Vat" Bay ’ Kowloon • Hong Kong 
Tel, 2335 1732 

E-mail• 扭」且垣且丘＇＂＂＇＂＇＂＇＇＇

聖墓益主於各宿舍設置科大卡增值機

科大卡電子錢包（e-Purse）的用途漸趨多樣忙，學生宿舍冷氣機費用早前已轉用科大

卡付款，近期學生宿舍洗衣乾衣服務的付款方式亦由硬幣付款改為用科大卡付

款，茵此科大卡電子錢包使用率上升，學生對科大卡增值機的需求亦同時上升。

但現時全科大只有三部科大卡增值撥給予學生使用，鄰近學生宿舍的就只有本科

生宿舍第二座地下休息室的增值機。

除此之外，現存的科大卡增值1揖亦經常出現問題，以至未能為學生提供增值服務，

本會亦曾經收到學生投訴於深宵時分增值時三部增值機一同出現問題，未能及時

為學生提供服務，為學生帶來不便。

有見及此，本會認為科大卡增值機的數量及維護嚴重不足。本會特此要求校方於

每一座宿舍的地下大堂增設科大卡增值梭，並定期為科大卡增值機作出維證，使

學生能真正受惠於科大卡電子錢包系統。

感謝同學的關注！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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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聲明

＊會不滿槍？命令本科牛宿舍第ti$公開論訴書的安排

藍藍藍矗於第二次公闊論其實捍供具備學習社登堂鐘主盡

校方就學生宿舍第七座未來發展於二月廿五日學辦本科生宿舍第七座資訊會及三

月四日舉辦本科生宿舍第t座公開論燼。其後本會立即召開會譜並收集學生意

見，現發出本聲明。

本會認為校方於三月四日公開論壇中所提供的本科生宿舍第t座的學習社群

( Living-Learning Commun旬，以下稱為 LLC) 資料空洞，未能令本會與學生仔細

了解校方所構思的詳細運作方式，從而令學生不能明智地選擇適合自己的宿舍。

有鑒於此，本會希望校方能答應以下要求：

A 由於校方於三月十三日才舉辦第二次本科生宿舍第七座公闊論壇，學生難以在

餘下的諮詢期（三月十三至二十五日）內作出深入了解並反應意見，所以本會強烈
要求校方能延長不少於一星期的諮詢期。

B 因為校方在第二次公開論壇時才公開學習？士群（LLC）的資料，所以本會強烈

要求校方增加最少一次公開論壇，確保同學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C 本會收集並整理了同學的意見和提間，希望校方能於三月十三日第二次公開論
壇前，以電郵或告示向科大全體師生公佈落實學習？士群（LLC) 制度的具體方案和

公開以下資料．

關於 LLC：﹒

1. LLC的學習目標

2. LLC的活動計劃

3. LLC的組成方式是什麼，是以樓層為單位或是以其他方法。

4. 每位學生要對 LLC貢獻多少？要求最低的參加活動時間是多少？

5. 學生會以怎樣的形式對 LLC作出貢獻？是學生做組織者還是被 senior fellow/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聲明 圓圓囡囡...＿迦扭

關於澳門政恃強港人入境芝回應

早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到澳門，出席一項法律研討會，但卻被當地λ

境署的執法人員拒絕入境，遺退香港。當地有關部門由於電腦名單上有他的名字，

所以不能設他入境。陳文敏是香港著名法律學者，並非政治團體成員 1 他這夫妻

澳門，本來要出席澳門大學一個以「公平審訊J 為主題的法律研討會，並準備＃

表演講。這個研討會是周年講座，他每年都有出席，今年則被澳府拒諸門外。

本會強烈譴責澳門當局的做法，並要求有關當局作出更合理解釋何以拒絕某些港

人入境，澳門當局以陳文敏是「依法被視為不受歡迎或對內部保安的穩定構成！＼（

脅」的理由拒絕其入境，本會認為此理由十分牽強，他只是受邀到澳門參加法律

研討會，何以對其內部肝、安的穩定構成威脅？

本會認為澳門當局沒有提出充分理據便拉港人於境外的做法嚴重影響學術及交提！

自由，而且在欠缺連接情況下被澳門拒絕入境，亦揖害了港人的尊嚴。本會i問：

鬥當局盡快作出合理的回應及希望香港政府加強處理力度，向澳府提出價正女 { 

涉，保障港人權益。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三月九日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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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tutor 領導？
6. 怎樣制定 LLC 的基本原則？誰來評定這些原則的合理性？

7. 為什麼每個 LLC 都需要每位成員$4000 的年費？

8. LLC 有哪些贊助者？

除了經濟上的贊助者，還有哪些人會支持 LLC 的活動。
9. 怎樣曜定 LLC 的主題？

10. 怎樣鼓勵成員參加活動？
IL 怎樣懲罰不積搔參加LLC 活動的成員？

12. 誰來評定每一位成員參加活動的表現？

13. 用什麼標準來評定成員參加活動的表現q

14. LLC 中教職員的職責是什麼？

關於收生程式．

15. 選定第一年人宿學生的評審小學且由哪些人組成？
16. 怎樣選擇合適的學生？
17 選定第一年＇Leammg Commumty Coordmator’,‘Residential Life Officer' I）及

‘Leaming Community Assistants’的評審小組由哪些人組成。
18. 選擇上述評審人員的標準是什麼？

關於管理方面的問題：

21 對 LLC 的相關負責人，如 ‘Learning Commumty Coordmator’,‘Residential Life I 
Officer＇及＇Learning Community Assistant’，是否有相應的機構對其工作進？于考
核？

22 上述評定機構將自哪些人組成？

23 怎樣保證上述機構中的人員盡職盡責？

關於整體評審過程

24 將在f十麼時候對 LLC 制度進行考核？

25 怎樣考核 LLC 制度？

26 評審小組由哪些人組成？

以上為學生所關注的問題，本會希望校方能夠認真對待，作出詳盡的解答“

本會會積極跟進本科生宿舍第七fil發展的有關事務。希望校方能以誠懇務實的態

度公開相關資訊，諮詢學生意見同時鼓勵學生及教職員工於三月十三日（屋倒五）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到科大林鐘演講廳（LT-B）參加本科生宿舍第t鹿第二次公開諂
壇回

國謝同學的關注！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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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話科技大學學生體明
譴責政府財政預算裳路踏大學令尊嚴

學生會召集全體科大學生爭取切身利說

於明天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五臼

現，更有機會導致失業率急劇上升。

我們不能容忍政府貶低我們的價值，能踏我們的尊嚴！因此我們希望全體科大學

生響應抗議「財政預算案﹒踐踏大學生尊嚴J 大遊行。

感謝同學的關注！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已f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四t

H莘莘華人入境立圓臉

出席一項法律研討會，但卻被當地人

有關部門由於電腦名單上有他的名字， e

t學者，並非政治團體U成員，他這次去 I 

f訊」為主題的法律研討會，並準備發

：有出席，今年則被澳府拒諸門外。

遼闊令香港大學牛力量參加抗營大遊行

i當局作出更合理解釋何以拒絕某些港

7不受歡迎或對內部保安的種定構成威

A分牽強，他只是受邀到澳門參加法律

” 

本年二月底，財政司司長曾俊草公布了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財政預算案當中推

﹔出 r大學畢業生實習計劃r該計劉鼓勵本港企業招聘大學畢業生實習，政府將補

貼每月二千元，企業則另外補貼每月最低二干元，合計僅凹干元。換言之，每位

實習生月薪僅得四干元！我們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本應設社會受到重

用，但政府郤為整個社會定下我們四千元月薪的標準’完全是在踐踏我們大學生

！的尊嚴。此政策一出，立即受到眾大學生們強烈的反對，各大學更連續發表譴責

聲明。然而面對眾人的呼聲，政府仍然一意孤行，更批評大學生不應計較工資的

！高低，要珍惜實習機會，美其名曰“為大學生著想”。實質上，該政策無非是希望緩
解失業率急升的問題，企圖樣牲大學生來躲避市民的指責。

i人於境外的做法嚴重影響學術及交流

、境，亦損害了港人的尊嚴。本會促澳

的日強處理力度，向澳府提出嚴正交

f明

l 針對此事，本會在此鄭重表示譴責，要求政府立即道款，並作出修改措施。另外，

本會強烈呼績同學們參加星期日舉行的盤行活動，響應全港大學，奪回我們的尊

i 竅。

遊行日期﹒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五日（星期日）

l 車合時間，下午三時

i 單合地點：立法會大樓（面對太子大廈）

目的地點政府紹部

政府的 r四千元標準」更將會成為社會招聘標準，影響整個香港社會的未來的價

1 值觀，大專生／中學生等更面臨四千元以下的薪＂＇危機，大量四千元廉價勞工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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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LLC 的活動。

！香港手斗技大學學生會聲明

本會徵集學生對學校飯堂新規劃的意冕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聲明

人組成？ ：本會代表於三月十九日出席學生膳食小組（Student Catering Committee）會譜，對海

i 旁，j、食店（Seafront Cafeteria）的合約問題及擴建後的 LG7規創作出討論﹒

inator'’‘Residential Life Officer＇以及

、名且由哪些人組成？ ﹔校方與現今海旁小食店的合約有效期至本年六月，學校將公開招標選擇運營商。
ii',使學生得到更稱心的服務，本會希望同學對此事積極發表意見。

叩unity Coordinator’，‘Residential帥 i 海旁小食店是科大唯一提供夜宵的餐廳，主要售賣車仔麵、糖水、懦、飲品及
是否有相應的機構對其工作進行考 i 零食。本會希望各同學對現今海旁小食店各方面作出評價，如營業時間、衛生情

！況、服務態度和食物質素等。同時亦歡迎大家反映對未來運營商的要求，為招標

︱慢供參考。

︱棚按 3-3 4制度，科大現正擴建校園。學校計劃將LG5 除麥當勞之外的地方將變
︱為學生會及其屬會的用場，原有的 LG5 餐廳將搬遷到續建後的 LG7• 另外， LG7
︱暫定由兩家運營商管理，為學生提供更多種類的食物和更完善的服務。

︱恥叫繞劃仍有崗題尚未解決。酷的 LG7闊了一個特定的活動室，作為
！大型活動的場所。部分學生對此表示不滿，他們認為活動進行待會產生過大的聲

均認真對待，作出詳盡的解答。 ︱量，直接影響用膳。因此新LG7 中活動室的位置及使用規定均需慎重考慮﹒

關事務。希望校方能以誠懇務實的態！
生及教職員工於三月十三日（星期五）﹔本會希望同學能夠積區參與校園規鶴，為LG7 的接建貢獻出自己的意見並電郵
約日本科生宿舍第七座第二次公開論 1 至也且也且處些山盟鐘，本會會諒真向校方反映，使學生意見成為未來規割的有力

依據。

本會成功與校方草擬學習社群宮縮污案

本會代衰（Sub-Group on LLC lmpleme叫ation）於三月十九日及三月二十一日與學生
事務處（St吋entAflai.-sOffi吋會議，商討有關本平等生宿舍第七座的學習社群

(Living-Learning Community陪羊細實施方案。本會除積極為學生爭取權益外，亦傅
建了早前學生的意見，本會戚謝同學們對此事熱烈的關注及所在是出寶貴的建議。

學生事務處將於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公佈有關學習社群的實施方案，歡迎大家於

網上瀏覽。校方將於三月二十四間星期二）下午五時至t時於張安德講堂（叮－E）舉
行第三次本科生宿舍第t座公開論壇，本會鼓勵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參加，並積極

發表意克。同豆豆亦iif訪華Ii卒sn unio的！stn.nst.hk衰達自己的想法，本會會認冥向校

方反映，全力協助學校建造更美好的校園。

鷗謝同學的關注！

香港科按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11,x謝同學的關注1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三月九日 1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34J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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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學生會聲明

高際關于宇本校交流生被監事件

日前，五名本校的工程系學生在瑞典交流，趁假期到波蘭Af(避，乘火車時適當地

數名存演出言侮辱及毆打。據知，該數名同學在波鬧督局尋求協助時遭受不認真

對待，本會高度關注此事，並強烈追責當局的態度，並促請校方盡快為該批學生

提供協助。

同時，本會亦希望其他j將會到外地交流的同學注意人生安全。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幹事會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七臼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聲明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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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學生會聲明

產盒丕且當改戀司主修專業會計學：l&生公式

臺趟車金追查邁過學主盡且

亦？但有生學早通知相欄學生

本校商學院於早前為工商管理一年級學生舉行資訊會，為每一選修科提供基本資

料，如，收生要求、名額和課程簡介等。當晚Prof. Rod MONGER指出二年級工商

管理學生還修專業會計學收生公式由原本50%BCGA+ 50%ACCTI01變
至60%BCG1主＋ 20%ACCTI01 + 20%LABIJIOI O 

本會於五月一日（星期五）晚上收到學生發表大字報牆的文章，本會巳立即要求

與會計系主任於五月四日（星期一）會面作進一步7解並作出以下回應，

本會明白校方每次的教育改革都經過長時間的慎重考慮和詳細的分析，必定有其

背後的教育理念和目的。海I華主修科對每位大學生都影響深撞，但校方於整個過

程中並沒有諮詢學生意見，會主語中亦無任何學生代衰，令制度欠缺完設性。同學

往往都不能發表自己的見解和學校制定出更合適的方案﹒

另外，大部份科大的工商管理學生都以為是沿用一如以往的方式錄取人才。但校

方於下學期中才公佈改變制度，寺學生於心理上受到一定的影響。有很大可能擅

長會計學的預科生因為對主修專業會計學有信心才報讀香港科技大學。更有學生

為求主修會計，因為知道會計科（ACCTlOI ）成績的重要性，所以於上學期投放

大量的時間於會計科目上。至今才得道轉變制度，令他們蒙受策略上的失誤。

邊有，雖然本會明白語言對會計學都頗為重要，但本會認為把 LABUIOl(20%）和

ACCT101(20%）變為同樣rt重並不恰當。 LABUIOI ( Business Case Analyse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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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笠E

戶（言，l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聲明

蓄意破壞橫額會屬于Fl事案

致各科大屬會

昨晚，本會轄下的某一屬會在賽馬會大堂（ Atrium ）和本科生宿舍第一座（UGHall

I ）十樓大堂的橫額被蓄意磁壤，由於事態嚴重，所以事件已交由警方處理。

掛橫額的位置是科大提供給大家寶貴的資源，是一個給各商會宣傳活動的好地

方，而不是大家互相報復的工具。選記得去年學校曾打算取消’屬會在賽馬會大堂
旗海憋掛橫額的位聾，本會與各商會曾一起爭取捍衛旗海，今天的橫額位置才得

以保留。昔日同心維證學生權益的科大學生還在嗎？假若各屬會之間互相也不尊
重，也不保鐘共同既有的資源，學校以此為由收回摺橫額的權利，恐怕本會往後

便難以再為各屬會爭取權益。

與此同時，橫額是各屬會的資產，毀壞其他屬會橫頓是刑事罪行，違反了香港法

例。希望大家不要等到學校真的收回此權利，科大變得冷清清，閣會沒有一點宣

傳的時侯才開始反省。

請各屬會自律和臼重！

香港科技大學學集會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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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的必修科，著眼點在於表達技巧固但其課程導師眾多，評分準則亦不喜J : 
主觀分數難以令人信服學生的語言能力。

再看，“專業會計學”顧名思義會計學是一門專業的學科。為何會計科的成績能量關

佑五分之一？是否未足以設明該學生於會計這個行業發展的潛能？本會認為有＼獨

對的需要提高會計學的比重。 ＇＇！：＇雪

最後，本會希望校方可以於決策過程中加入學生代表，並於制度未落成前先到
學生，容許同學有時間表達他們的意見。並且促請校方重新考慮這次教育改會F用
需要和急切性，能夠推遲於下一年度在通知新生的情況下才推行。

！鼓謝同學的關注！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l I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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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畫豆

）和本科生宿舍第一座（UGHall

清以事件巳交由醫方處理。

千個給各屬會宣傳活動的好地

f曾打算取消屬會在賽馬會大堂

E衛攘j莓，今天的橫額位置才得

j? 假若各屬會之間互相也不尊

﹞掛橫額的權利，恐怕本會往後

i額是刑事罪行，違反了香港法

大變得冷清清，屬會沒有一貼宣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TEE INTERIJ\I REPORT 

~s<ONHK…………c… 
手若望政府在雙普選正式落實前，多聆聽、多思考、多諮詢，令香港市民對政府重

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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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五日

法果程導師眾多，評分準則亦不賣u－電

Hong Kang Unh ersity of Scie羽ce and Technology 

專業的學科。為何會計科的成績能讓－－
渲個行業發展的潛能？本會認為喘過固盟，圍

嗨，E圓圓間團

STUDENTS' UNION 
Clea,V.旬tee B勾心 Kowlooa, Hoag Koeg 

：.~~.且可Y :::' 
i ‘\ ~ 

、學生代表，並於制度未落成前先遁詞

E且促請校方重重新考慮這次教育改劇

1新生的情況下才推行。
校方對會計系選科「彈性處理」作出具體解釋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自新選科制度公佈後，不滿批評之聲法出。為有效地向校方反映學生意願，本會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舉行簽名活動並將所得的 180 餘個簽名交給校方。

1 隨後校方在大字報牆上作出回應，聲明指出會對受新制度影響的學生「彈性處

1 哇。其後，本會代表再次撫肘，要求對此作出具體闡釋。校方聲明，彈臨

理實為採取新制度但有可能參考舊制度分數。首先用新制度進行篩選，如有學生

：認為制度的改變對自己選科結果構成影響，可以向校方申訴，校方將查看其在舊

制度中的排名。如果確實運用舊制度可被錄取，校方依會會將其錄取人會計草色。

此政策與先前的單一新制度相此有明顯的改善，而其最終效果取決於具體落實方

式。本會將織領跟進此事，盡力為桐樹學生爭取到公平的結果。

本會在此多謝同學對此事的關注與支持，持別戚謝 180 餘位簽名同學的幫助。這

l 些簽名將廣大學生的不滿成為校方轉變態度的主要原因。學生的權利需要我們自

︱己來爭取！而本會承諾會繼續成為學生向校方反映意見的橋標，同時希望更多學
i 生可以支援本會工作，聽現科大學生的推權意識。希望今後同學如有建議可以讀

懂及時地向本會反映，我們會盡最大努力為學生爭取應有的利益。

第十七屆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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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聲明

本會諧音特首當薩糟的六四言論

並重申本會亨梓「主拉皮六四，俗音曹長，中 l

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行政長官曾蔭權回答吳靄儀設員有關六四事件的問題時，

表示明白港人對六四的戚受，事隔多年，國家發展在多方商都有成就，並為香港

帶來紹濟繁榮，相信港人會對周家的發展有客觀評價。特首曾蔭權更聲稱自己的

意見，是代表「一般」港人之意見。

本會認為行政長官曾蔭權此盲論實濫用民意，於沒有諮詢「一般J 市民的情況下，

以非普選所產生的行政長官身份，於立法會上將個人立場加諸在市民身上。事後

更惹來不少市民及本會強烈批評，證示了特首該言論並非代表「一般」港人之意

見。

雖然特首在結束立法會答問大會後會兒記者，表示無意以自己的意見代表所有香

港市民的意見，並願意致歉。但本會詔為事情總不能在營生及遇見問題後才作出

補救，特別是行政長官一職，一言一行也必須為香港及市民負上責任。

本會除就事件譴責特首曾蔭權之言論外，更一再聲明本會的立場為「平反六四，

維吾草民主」’並希望此事件能替示香港特區政府，香港民主政制改革及雙普選（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香港立法會論員由全民普選所產生）的急切性。本會表明

只有在民主選舉下所產生的政府，才能真正代衰香港市民的意見和立場。本會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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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金三主持平反六四並呼籲大~一起參與六四燭＊.B盟會

2009 年，我們不能忘忘記。八九民運 20 周年。

二十年前，天安門廣場上，手無寸鐵的學運大學生們倒在解放軍的愴聲之下，

鋼鐵坦克開向無辜的市民，戒嚴的北京城一夜間血腥遍野。中國，在經歷了大躍

進、反右肅清、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折磨以後，再次在民主之路上停滯了前進的步

伐。

六四屠城之后，伴隨而來的肅反、畫畫頓又將許許多多的民運人士陷入了迫害的

境地，注明的逮捕，迫害的迫害。以去丹、吾爾開希等為主的學生領袖織永久驅

逐出境，不得固國，二十年來，他們與家人異地把俑，無從相見。而民運之后，

渴望著自由聲音的學者們亦無力發聾，從被公安緊密監視的趙紫陽秘書鮑彤和陳

子明，到發動聯名簽署﹛零八憲章﹜卻被逮捕的劉曉波，他們的悲劇，隱隱透露

著中國的憂患，經濟開放了，何時輪到政治與人權？

面對鐵證如山， 20 年來，歷屆中央政府卻矢口否認當年慘無人道的屠殺，企圖

通過封鎖信息的手段，讓國內沉浸於一片無知之中。然而，發生過什麼，不能掩

蓋的終歸會大白於天下。我們不能忘記那些追求民主反腐求康的學生，他們跪在

天安門廣場上的哭訴，我們不能五左右已趨錯陽總書記，致力于中國的民主改革， r決

不做調兵鎮陸學生的總書記』’卻郁郁而終，我們不能忘記在戒嚴的北京城陰霾

的天空下，身按國眩，手掌火炬的民主女神像，最終傾然崩頹的那一支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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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成就共榮，博愛推動慈善

一一一一本會支持正生書院搬遷

近日，本港有關陶澄藥青少年提供康y創區務的話題再一次成為城中熱話。事件

綠自一所向澄草書青少年提供康復教育的正生書院的jl;q道。由於現有的院舍舍額

不足，正生書院申請自大嶼山芝麻灣散去梅窩，卻遭受梅窩居民的強烈反對。

正生書院為本港基曾教正生會向成癮青少年提供正規學校教育的機構，旨在以

寄宿學校的形式為因成癮而行為備，信念澳散的青少年提供重退社會的機會。

就內並無任何戒毒草設施，然而追離毒品的良好學習環境使這些青少年室里富文fie

知識，增長各頃技能，增強自我認知能力，重新豎立償值觀。

部分居民誤將書院與戒毒所混淆，無t見書院過去與居民和洽相處的~史，指出

正生菩提的!if1遷將影響當地社會風氣。部分居民則搶心正生書院與當地普通學

校強爭位置，公然學出，出外頭學凹小時，原區就讀最適宜， 等標語。本會

認為，書院本著教書育人的束旨，縱然青少年曾因一時不慎鑄成錯誤，社會應

該給予一次改逅的機會，人誰無過？正生書院遺址亦不會對社會風氣造成不良

影響。然而如若居民堅拒接受書院，只會顯示出思想狹隘，自私自利的風氣。

在一個弘揚平等，宣導尊重他人的社會，為什麼會讓書院學生在諮詢會上受到

當地居民的斥責歧視，為什麼會議誤入歧途的青少年因部份人的一己之利而失

去接受教育、﹔先心革闊的機會 ?'Lt們希望與人為善並非一句空話，而是對這些

青少年及其他需要援助的人真心的尊重及行動上的支持。

本會呼籲全體科大學生及其他社會各界人士能夠以包容，博愛之心對待﹔監藥青

少年，支持正生書院做遷行動。

第十七屆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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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帶來了蓬勃發展，也許大家逐漸開始關注著越來越怕划

生活，關注著和內地之間愈發密切的經濟交往。然而，不要忘記，那扇逐漸才Tl,:,tl

的經濟大門之后，仍有一扇開明自由之鬥仍緊緊閉鎖。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日,ti

召著『回家』的聲音﹔沉默的群眾們，正在積聚著憤憑與不滿﹔﹔無辜喪子的趕制︱

們，仍然用她們的眼淚，向中央討回一份公道。
;I,_ 

新的中央領導班子，讓大家看到一線希望。過去的中央曾經犯過錯，我們希草收1

在的新班子能夠正視過去的服史，還大家一個真相，記住這個血一般的歷史教育1·吉

因此，我們呼呼平反六四，哪怕說千次萬次，都不能讓真相溼沒。平反六四！科I

只是一次簡簡單單的為屠城道歉，更關系辛苦中圓民主開他的轉折，關系著中國幸

來將何去何從。

戶
同學們，希望你們能堅持平反六四，并將這種堅持真相的精于申一代代薪火相傳

今年的維圓燭光晚會上，希望能見到你們約身影，讓我們為六四苑難者哀悼，有

中國的民主寄予希望。六四問題，沒有人能夠回避。

以下為燭光晚會具體信息：

時間； 6 月 4 日 18: 00 24: 00 

地點：維多利亞公園

相關活動．

宣劉哀悼詞

默哀

民主論壇

主辦單位﹒香港支聯會

感謝同學的關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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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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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大遊行宣言

12 年前的7月 l日，我們頂風冒雨，高申請 r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1 奔向

政府大門，

6 年前的7 月 l 日，我們不關酷暑，在憤慨中呼筒『反對廿三，還政於民』’氣

勢恢弘地在大街前逛，

5 年前的7 月 l 日，我們身穿紅衣，力提口號『爭取的、 08 普選J ’呼聲響遍全

香港。

從當年反對廿三條立法， 5日j反對官商勾結，我們都一直在爭取的雙普選。年復一

年，每到這個時刻，我們便會集聚一堂，表達我們對政府工作不滿的訴求。我們

期望政府能聽到人民的呼聲，希望政府能改善香港的民主狀況，推進香港的民主

進程。我們熱愛民主，我們熱愛香港這片土地，我們心中有太多的話觀情首說：

曾蔭權，你聽見了嗎ο

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堅持要求實現著雙普選。從港英政府時代，到回歸，到

人大澤法，到現在。渲麼多年，我們的這個訴求一直得不到實現。雙普選作為民

主政治的重要因素，如果在香港無法實現，那麼一直以來香港實行的所謂“民主”

都只不過是假民主。我們強烈呼筒，普選立法會，取消功能組別，普選行政長官，

落實民主政治。我們愛香港，我們希望公平正義與民主常駐於此。我們要改善。

當蔭權 1 你聽見了嗎？

除此之外，我們呼簡改善民生，要求政府推行更有效的經濟解決方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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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許大家逐漸開始關注辛苦越來趟車站手們呼籲言論自由，對香港電臺遭受言治限制表示不滿﹔

’。然而，不要忘記，那扇逐漸打鷗t們呼籲平反六四，讓八九民運的受害者得以受到公正對待﹔

f緊閉鎖口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設們呼籲對學生實習計畫畫予以改善，一個草率的『四千元計畫」不能解決問題，

t索著憤憑與不滿﹔無辜喪子的母親再們呼籲對學生資助計畫進行改革，舒緩學生還﹛貴的壓力﹔

f（上種種，都是我們的心聲。曾蔭權，你聽見了嗎？

過去的中央曾經犯過錯，我們希望專輯們，不是為反而反。我們，只是希望香港有個更好的明天。在此，請傾聽我們

真桐，記住這個血一般的歷史教訓訴求。我們愛香港。高呼 F爭取民主，捍衛自由，燃點希望，重建香港』，我

都不能讓真相j里沒。平反六四，不 1前進。

1國民主閱（七的串串折，關系宰亨中國法
司學們，如果你們懷著同樣的心，請一起2日人七一遊行的隊伍。發出自己的訴求，

為J個更自由的香港，站起來吧！

陸堅持真相的精神一代代薪火相傳：

f影，主起我們為六四死難者哀悼，為

百回避。

第十t屆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六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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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g,c 坦]Q;/L!ll"J1點點主組2止且因＂＇＂

－，~：普車窗曲重··
保衛同學的尊嚴和利益

E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奔向

r反對廿三，還政於民』’氣

本主手之間﹒帥，特闢喇喇司長會

機奪公WT二零零先平二零一零年財政摘算算是，當撥

出，六學學乘坐，隨哥哥討回＇.說計起餒，給本辦到較為覺悟

稍大學學樂學闕，賀詞!l;•Jt•月伊政府將每月肉每位，賀詞

單位慎地三子元﹒命黨蚓”夕$悄給般很三司乎完﹒領貫

之﹒傍役軍費留盔的月薪聲響配司區向于完：“站撥一做很

出﹒立即受詞大學生們強烈的捉到﹒各大學個爾賈翱

個地發樂趣貧瞥明 •II<弱，教府仍然登組行﹒賀電呼

徹大學呵，集啥不....織工資的高低 •l聲附骨食習側

會﹒但事實主，闢積肅然非希哲緩解失蹤學急玲的悶

悶﹒余劉織終大學學來錄錯＜Ii峙的借貸﹒

取07 、 08 普選』’呼聲響遍全

A除T"''t會科研．間＂吟唱，•M大

一直在爭取的雙普選。年復一

對政府工作不滿的訴求。我們

的民主狀況，推進香港的民主

鬥心中有太多的話想對特首說，

’，四字會進悅耳﹒臨被..包圍...阻，＇ .. ＋六鹿村＊鍍金
會會否蓮”，掌，祖先f史學習篩衍，學院精＋t國鍍金會想，半

學....大學生.，，.，昌，’，當咽

~－玲是咐鵬酬i會的4 分局蝕的帥﹒當

9位。但新敵對食揖字良編古拉統對制制大學生工資的棋會：其次。

扭學且大學學教學也論到賺個勢動力， ,JE括學企盼梁金﹒能學

松身依靠，1，惱的禽等人，舊軍整個勞動，，市喝修造~沉重庸的訂

司曾﹒議司國人士許是雄氣上的1il!lt飽食將會被六六樽但﹒令飽問給

敘第＇＂喝命的地位下降， JI!磁於,t,;t,f;喝內＂＇荐﹒聞從﹒’問

于先政策a 不但踏踏大學單說軸神餓，買戰樹i會平街﹒敏

鈍，會大學唱，論是券，賀詞..圓A 娃一項失傲的故l!Iι 對即將割草

的大學生歌曲偈努主界lO街負誨的影轉﹒

從港英政府時代，到回歸，到

宜得不至rJ實現。雙普選作為民

直以來香港實行的所謂‘‘民主”

取消功能組別，普進行政長官，

民主常駐於此。我們要改善。

l效的經濟解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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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甜甜』血且直sJQ&SLl,!i Homepag,c hltp，；／也旦旦此！MsiL＜旦旦旦

屬會誤用迪士尼形象聲明

本會近日收到投訴聲稱學生會某屬會在迎新營活動的宣傳中侵犯華特迪士尼公司

版權。經本會調查，投訴內容屬實，該屬會確實在未經華特迪士尼公司投權清甘情

況下，在網頁，海報等宣傳品中加人﹛玩具得動員﹜中的角色，導致部分新生說
認為該商會之迎新管有華特迪士尼公司參與。

本會現向全體新生及在校生聲明，本次迎新活動完全自科大學生會及其各屬會主

辦，與華特迪士尼公司毫無止開除。迎新活動旨在幫助新生儘拱撩解大學生活，結
識朋友，無意宣傳任何商業主題，更無意用來招練任何新生。該屬會所用華特迪
士尼公司形象實為該用，迎新活動的宣傳及活動內容都與迫士尼公司完全無憫。

本會對此次商標誤用事件深表道筒，並將聯絡上述屬會進行處罰。我們將在今後
的活動中加強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儘量避免顯似事件再次發生。本會代表屬會

向華特迪士后公司致以最單切的歉意。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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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重番

I S吾與鐘行的!lit但桐鍍金會絲萬”。闢

針現且軸﹒神咻月卅日磨出譴

責費哲明，U炭麓的，大學蠟乘車貨會:t個a

的不講﹒H夕$．本會也椒油，是他大學﹒ S醉如

7時文5月1卡否也》暫行的可＇＇＇＂＂草藥﹒

闢國大學習k尊....盟會行活動﹒爾夫，憑行

阻滯由立誼會大續出蟹，叫致胸防部為閥的

岫﹒是通緝成的為戰Jff代教路交稅關俏﹒街正常

府2借錢我們的的訊線的不清 l 木會＂＇＂＇要＊

融鴨鳳Iii苟憊，大學魚，蟹，即It蚵a 的總怖和

肉轉﹒ ）;LO\到大學崢很快~a還個勞動，，，纖通

成不起的影，．

本胡鬧蝴鬧輛行。為大學學肉
價益和給隙吵一口氣的陶學﹒設承施將會繼

續爛惜呻閥酷的不公平現喝足﹒間將本

會；，,i學聯將自時間m s，計學間的問閉想鐘，

行指向JI!縛合科大學生﹒ m，~木會呼渴同學

研梅會與且是次情呦，保航同學的海餓和祠

畫畫－

H夕I• 本會亦繪制日 tl可3又何多喔，的時學絢

輛警瑕。會與俊樹1'.il含有個弱﹒承擔一級良

好公岫厲聲衡的資ff ﹒

且必a次通行總間，如果將來jl會全出現＿，，

不公平、不公義的現＂＇＇絨們會立即為同學

習賣聲﹒ e字庫！為擎的開訟，問時熄，t會向教府

柚何不平﹒

1 第＋臼帽副會長4肉ffll<t輛吉一〉﹒會錯《的教二〉﹒閣會將《夠給》

蝴會二附帶啥？電稍會長（獻出一抽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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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成功爭取第三衣公體益壇

紅本刊生積會＂＂三線IT輔宿舍叫娘二次公開為續蝕，

本會立即向艘方圓搶手可闢宿舍佑的具總學智;La字

《U甘甜L由世.ogCli圈也叫y•T禍U.C,J賣給芳，長﹒

般均發未u.c陣A令人蟹核1臨時鈕，T僧人，’，會風微有m
e ﹒皆在踏車定一海面街只間與饋的學啦？是﹛共領巨細

交流的亭台和街禮練入的發颱﹒彼方胡妙計研胡立的

＂錯不開畫圖的且是，.由 LC rdlo11-';I 領導制令開

G且也圓明雖阱摯生旬練到這東興能曲認威剖丹咱會

甘＆還能學全國主學楞，回肘，LLC的書蹋令要是由學生

的甸人興總筒畫畫龜， ＊酋會較＊星期已月十六至二十8)

錶做方過行會誦，協助遍世la！贊 LLC E字細

貿街口可車，所以本會盤盤笠盆恆盤盤盤
，貴的建Iii.董←晶有置，雖悴的有霉

了，說們會苟，）λ!J\本會計會議中向搜方反

？關﹒伺舉可親臨畢生會關歌曲唱曜郵歪

i心且已叫止過喪您們對峙仿的體講﹒

蒞臨，本會將輯輔協助單祖祖高度關注宿

舍位的未來觀展﹒何時酷聞所有睡生且融

職員工於5 月三十四日（星期三）下午班時
至七時到張貿體講堂（ LT·﹒的醫胡本科生宿

舍第七盛車三次告欄論壇﹒

本會與您真鬧事手Tl. 創畫封電糞悍的校圓申活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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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lnl剖開live Officer 

Marketing Officer 

Financial Controller 

Feature Editor 

Feature Editor 

Part II 一 General

A - General Meeting 
From 1st April 2009 to 30th September 2009, thirteenth General Meetings were held to 
discuss the gen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Editorial Board 

B-Homepage 
The homepage of the Editorial Board wa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Apnl. The functions of 
the 。fficlal homepage are to maintain the most updated information of the Students' Un『
Ion Edltorial Board as well as collecting opinions 什om the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The 
homepage has been maintained properly to facllttate the fulfilment of duties of the Edlto
rial Board. 

。 Part Ill - Official Publication 

A-Wings （振翅）
1. Wings tssue 1 

The preparation work Is still In progress It Is expected to be published in early No
vember, 2009 

B - Kao Fay Pao of Wings （振翅之高飛報）
1 Ka。 Fay Pa。。！ Wings

Kao Fay Pao of Wings was published on 13th May, 2009 釗I the copies were distrib
uted out except those reserved for reference and acknowledgements. 

The content In this Issue is shown as follows 

題目

1. 大電讀一E-board 存在價值成疑。
2. 避稅天堂面面觀
3. 海旁小食店 Seafront Cafeteria 
4. 「泰」混亂
5. 民藝坊邀你訪受中華文他盛宴
6 The Obama Phenomenon 
7 A new option for students - REDbird Award Program 

C 自 Extra Edition of Wings （按翅之號外〉

1 Extra Edition of Wings Issue 1 
Extra Edition of Wings Issue 1 was jointly published by Undergrad,HKUSU, CU Stu
dent Press,CUHKSU, on 28th Aprll, 2009. It is contained two pages with title ＂豬流戚

聽見UST Stud叫
E血色豆豆

This is the Interim Repo此 of the 17• Session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 
nology Students' Union Editorial Board 

Th.~ 17• Sess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commenced on 1st April, 2009 immediately after the 
17m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his report summarizes the w。rk of the Students' Union Editorial 
Board in the pe『iod beginning from 1st Ap訓， 2009 to 3oth September, 2009. pi 

The Students' Union Editorial Board shall be the sole organization that maintains the Official Ac 
Publication of the Studen帖， Union. The Officlal Publlcation shall have the name of 'Wings' m nn 
Engllsh and in Chinese •振翅西 tn the tnttial position of the title The function of the Official Pubi,. ' 
cation is to promote the objects of the Studen悟， Union as spec悶ed in the Conslttulton. It also -
acts as a means to provide opportunity for and encourage the free expression of opinion by the -
students of the Umversity 

Beside maintaining the Officlal Publlcatl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the Editorial Board also pro 
motes literary development among the students of the unlve阻ity by means of the Officlal Pubi,. 
cation and other activities 

The members of the 17° Session Students' Union Editorial Board were devoted to se叫ng th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All of us contribute wholeheartedly to produce the Officlal Publica-
tion of the Union The Edito計al Board members have been dedicated to orga叫zing various Well
planned activities for our members We have gained a lot of Invaluable expe巾nc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current session We promise to continue serving the members with our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The following pages are detailed tnformalton about the composition, act1v1ties organized and 
planned and the duties of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dunng the period Indicated above 

Part I - Composition 

The 17• Session of the Studen恆， Union Edltorlal Board consists of twelve membe悶 Including
the Editor-In-Chief, two As叫到ant Editors m Chtef, four Designers, the Admlnlstraltve O冊cer, the 
Marketing Office几 the Financial Controller, and two Feature Editors The ltst of the 17m Session -
Students’ Union Editorial Board Is Illustrated as follows: 

p 
Members of the Ed1to叫al 編輯委員會成員 Position 

Board 
Ho Ho Yin 何浩賢 Editor-In-Chief 

Lee King Hang 李璟恆 Assistant Editor-In-Chief 

Leung Yeung Yeung 梁洋洋 Assistant Editor-in-Chief 

Hui Kik Yeung 許激揚 Designer 

Chan Chun Lam Wlls。n 陳俊霖 Designer 

Wong Ka Chun, Felix 黃家俊 Designer 

Ye1 Tak Sau 余i璽修 Designe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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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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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建§叫us
製港臼. 800 copies were issued and all distributed 。ut t。 students and sta何 before the 
evening of that day 

口，－ Joint University Publlcatl。n

1 Speciat Edtti。n 。f June F。urth Incident 
Special Edition of June Fou川h Incident was Jointly published by 
• Undergrad, HKUSU 
a Student Press, CUHKSU 
e Editorial Board, CITYUSU 
• Editorial Board, HKUSTSU 
• Press Committee, HKPUSU 
e Edtto叫al Board, SYUSU 
• The Press Bureau, LUSU 

on 1st June, 2009. It contained eighty pages with title•我們二十…..國家走到那裡”
20,000 copies were Issued and all distributed out to the publlc at the venue of June 
Fou付h Gathering. 

Part IV - Functi。ns and Activities 

A - Orientation Day 。！ Wings （振翅之迎新日）

The Orientation day of SUEB was successfully orgamzed on 7th August 2009. There 
were totally 40 participants in this function, including freshmen, spies and leaders 

The persons In charge of the Onentat1on Camp are listed as follows 

Chief Person-In Charge 梁洋洋

Person-in-Charge 黃家俊

余傳修
李璟恆
許激鋸

陳俊霖

尹遠舟
崔淳峰
何浩賢

All the functions In the Orientation day were organized smoothly and successfully. ActM· 
ties such as Mass Game, Camp Fire and Orienteering were organized 

B - Subcommittee Function 
Preparation work Is still under progress currently. Photoshop and lnDeslgn workshops 
have been delivered to the subcommittee. Several meeting have been held to discuss 
the theme and topics of the upcoming Ka。 Fay Pao. The distribution of Kao Fay Pao will 
be 。rganlzed In early Dec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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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串削STS
The persons-In charge of the Subcommittee Functi。n are as foll。ws·

續t叫dents'
In the latter half of 。ur sessi。n’ act1v1tles such as Book Exhibition of Wings, Literature Competi
t1on of Wings 叫H be organized to promote the litera叩 development among the students 

Chief Person In Charge 梁洋洋

黃家俊

余德修

許激揚

By means of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s and venous activities, the Editorial Board has been making 
every effort to fulfil the functions and duties as laid down t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udents' Un
Ion. In the following half of the session, we 叫II continue to devote ourselves striving for the 
benefits of all our members 

Person In Charge 

part V - Representatives in the Students’ Uni。n Council 

1Aceordmg to the Constitt蜘n, two members of the Studen咐ts' Union Editori剖 Boar sere ap
pointed as councillors In this session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HKUSTSU Edito討al Board, 
Session 20日9-2010

Name 
Ho Ho Yin 

HeY1 
臨
一
間
一
剛

Position/Representative 
Editor-Ir恥Chief

Financl副 Controller

A - Standing Committees 
1. Constitution c。mmittee

Editor-in-Chief in the cur悶nt session should be the member of the Constitution Com
mittee as specifi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Review has been taken 
and possible amendments of the Students' Union Constitution were discussed tn de
tall throughout the regular meetings. Ho HoYtn 

Editor-in-Chief 
Name 

Ho Ho Yin 
姓名

何浩賢

Position/Representative 
Editor」in Chief 

呵呵M End of Report -

2. Finance c。mmittee
Flnanclal Controller of the current session shou岫 be the member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Meetings we用 held
to discuss the recommendation on Master Budgets, financial reports of different bod
ies and recommendation on Union subsidies. 

Name 
He Yi 

姓名

何以

Position Representative 
Flnanclal Controller 

ta叫 VI - Conclusion 

The first half sess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Editonal Board has been summarized as above 
louring the fo『mer half of the session, the members of the Editorial Board have fully dedicated to 
offering members with quali句 publications Kao Fay Pao 。f Wings, Extra Edition of Wings and 
•Joint University Publication have been published Theo伺cial publications were tailor-made for 
'the purposes of promoting civic consciousness，他e expression of opinions as well as lite間叩
development amon日st the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1rhe Editorial Boa吋 has also organized va討ous activities t。如lfil our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
stitution Orientation Day and Subcommittee Function were successfully orga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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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m report of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Session 2009-2010 (17th Session) 

LEUNG Ka Kin 

fhS is 叫h camplian凹 of the HKUSTSU Constituton, submitted to the SU Cauncil, the Interim repa此 of

tEUNG Ka 酬， P叩叫arly El叫ed 恥的，11肘，叫ed by SU full me咖rs int叫叫 El帥n2叫

劉型到盟

'• Ccuncil Meeting 
• Affili悶ted Society Committee 

'. Con蜘lion Commit!自
品 Election Committee 

+ Finance Committee 

注 ConcluS1an

、組且也鉛i且且

扭扭堡包且且也

The Finance Committee duties com仰sed a large portion of my work as a Councilo「 in the past h叫f year. I 

attended mos! meetings 怕他 by the Committee and pa叫cipated actively in d的叫ssions on the Master 

Bud gel of the HKUSTSU. 的。！her of my m司叮 duties in lhe Finan凹 Committee was lo examine lhe subsidy 

app icaticns submitted by the Affiliated Societi峙， B由id間， I am also a bank sgner for the Union in the 

current Sess on. 

色也必i且且
During the first half yea「 of servic品， I have tried lo pr叫est abo叫 lhe rights of membe「S and voi時 opinions

based on the benefits of members. A major obstacle to 削ly pert，αming my duties was that most SU 

members did nol know much about the SU Council and Po仰larly Elected Coun凹ilo悶， I look fo附a「d to 

availing myself of opportunity to promote !he Council and continuing acti e y to parti也！pate in the Council to 

prot的tlhe int軒的Is and bene侃s of all members in the remain怕g terms of servi臼．

j•llend吋 12 out of 13 meell哪怕個 by the Cou叫 int加 first half of the S臨Ian. Ou叫臼u叫 Meeti吵， Prep a用dby
'1 active y represented SU members to expre品 opi川ans and 版eas m many Im仰自nt issu由 based on th前

benefits I also represent the members to speak and vote for their interests. 

~ff/Ii 
p1eAffill前ed Soci吻 Com叫她ed雌scamp巾甜 a ponion of my work as a Coun伽 in the 間st half year. 

I partlc pa祖d act ely In discussions on regulations of A間Hated Societies. On the other hand, 間v e叫ng the 

,constitutions submitted by Affiliated Soc eties was another major duty in the firs吐 half of the Session 

one significant Issue dealt with during the past half year was the copynght-m制ngeme叫恰sue of the 

Atarketing Students' Society, HKUSTSU. I pa此iclpated 1n the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and actively 

'e,pressed my view in accord叩開 of the interests of SU members The matter was settled in a fair mann肌

Constitution Committee 
1w品 also 叩P圳ed to the Constitution Committee of the Cou叫 The Commit!叫ad he岫 no meet呵 so
Jar 

洹坐坐盟姐型值
punng the past half of the Session the Election Committee had held a few meetings to d1Scuss the matters 

'abaul, incudmg regu旭lions and budget for, elect ons to be held In the c山rent Ses到ons I had 仙間lied my 

11espansibility to express my 岫easdu「 ng the discussions in 凹der lo facilitate the e他ctions

LEUNG Ka 附n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HKUST Sfudenfs’Union, 

Session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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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eng Kong 

Tel: 23351732 F間， 2335172日

E冊的 1：扯』股股也坐坐坐 Homepage:hlli1過且也巫山世且l'--l!!li且

_............... 
本會公開招募髮廊遴選委員會學生代表

由於學校與現今變廊合約將於今年七月三十一日到期，校方將成立髮廊遴選委員

會，負責新髮廊的遴選工作。本會現公開招募兩名委員會中的學生代表，以在決

策持表達學生意見，使學生得到更滿意的髮廊服務。學生代表將有機會對遴選標

準及最終決定發表建議，同時有義務準將出席相關會議，並積極徵集學生意見向

校方反映。

感謝同學的關注！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六日

'l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351732 F叫： 2335 1728 

E-m訓，准J!filQll里且也坐坐 Ho間page: htt叫＇/hcme,u,thk/～su union 

四川籌款活動

21JC8 年 5 月 12 日這一天，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因為﹔史川縣映秀鎮就在這天發

生了黎克特制 8.0 級大地霞。頃刻之間，一切被夷為平地，死傷無數。

眼看國內的四川同胞們仍然面臨著重建家園的巨大困難。身在香港的我們應該竭

盡所能幫助他們，給予他們希望，傳達我們的愛意．在門，12」發生一週年之際，

學生會將舉辦一次嚮款活動，將大家的普款送達山區，與內地慈善機構合力，支

持重建工作。只要每人獻出$20一一一餐飯的價錢，我們便可以為山區兒童建立

一所小學。

以下是鑄款活動的具體內容：

主辦單位：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時間： 5 月 11 B-5 月 13 日

地點：夏利萊博士及夫人演講廳 (LT-C)

方式：募捐籌款

汶川大地震已經發生了一週年，請讓我們對那些靠著頑強意志生存的人們表示崇

高的敬意，傳還我們的愛心。有愛，便有希望。

致此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

Students' Union is now openly recruiting two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to the Hair 

Salon Committee. As the current contract with the existing operator will be expired 

on 31st July, tender exercise will be Initiated and the committee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election work.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will be of critlcal importance In 

reflecting students' preference and facilitate the school to provide more satisfactory 

serv1ce. 

To make recommendation to the University In choosing the new operatoιstudent 

representatives are expected to actively collect students' opinions and attend the 

relevant meetings punctually.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committee please fill in the followlng 

Information and e-mail to su union@stu.ust.hk on or before 201h May, 2009.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HKUSTSU Session 2009-2010 

16th May, 2009 

Sichuan Charity Fund raising 

Do you remember the photos of demolished buildings 。n the newspapers? Do you 

remember the scenes of crying parents on the news? May 12th I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Slchuan 7 .8 magnitude earthquake. Although one year has 

passed, there are stlll many victims who are living In the temporary 

shelters; many young victims who stlll do not have a school to be educated 

In; many victims who still need 。ur help. As such, the ’Pass the Love’ 
Slchuan Earthquake Charity Fundralslng will be a chance for all of us to 

pass 。ur love to those victims through generous donations. 

The funds will be used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Slchuan province, 

Including rebulldlng schools and shelters for children to live In. 

With your token of Love, you will be giving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a 

chance to recover and lead a better life 司 one that Is n。t filled with 

fear, doubt or scars, but of hope and education. 

Organizer: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gy Students' Union 

Date: May 11th -13th 

Venue; Padma & Harl Harllela LT C 

Method: Donation 

Pass the Love; bring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Thank y。u for your atten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11th May, 2009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此次交流闢共設名額叫，自學生會副會長（外棚嘉棚任交流團團長。優先一可
權將留給以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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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UNION I. 有學生會及其屬會工作經驗

2. 有志成為下屆學生會幹事會的一員

3. 有責任感和團隊精神，強烈渴望瞭解組國國情Clear Water Bay, Ko叫.oon, Hong Kong 

Tel:23351732 F缸， 23351728

E-maiJ·su u111on＠山l.Ust.hk Ho間page: 山正f卸且些也坐坐且i旦旦 有興趣參與的同學，請於2009 年 5 月 14 日 8:00PM 前填妥以下表格並電郵至

盟」旦旦旦巫山k

國家教育部贊助 2009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而且闢內地交流團

你是否對中國內地日新月異的變化感到新鮮和好奇。
感謝您的關注

你是否想與祖國的大學生面對面交流，促進相互的瞭解？

你是否覺得自己對祖國的瞭解和認識不夠，很想親歷一番？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幹事會 20C9-2日 10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部贊助， 2009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祖國內地交流閣

叉揭開了序幕。今年的交流目的地是北京和天津。北京作為祖國的首都，近年來

的發展一日千里﹔天津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就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之
一，更是繼上海之後的經濟金融中心。天津亦即將舉辦 2012 全國大學生運動會
和別的東亞運動會，也是夏季達汶斯世界絕濟論壇的舉辦城市。這兩個城市都

是中劉現代城市發展的傑出代表，能夠幫助我們全面瞭解祖國圓惰。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

此次活動為期7天（ 6 月 14 號至6 月 20 號），全程由國家教育部組織和接待，

遊覽專案包括國家教育部、國務院港澳辦、八達鐵長城、故宮、北京高級人民法

院、中央電視台、清華、北京及天津大學等等。我們很榮幸獲得國家教育部的贊

助，交流圍在國內期間所有費用（包括食筒，交通以及遊覽、景點門票）全部由

內地贊助單位承挖，同學只須付出來回機票所需費用。

為了選出最符合資格的參與者，學生會將為此舉行面試，詳情如下：

時間：2009 年5 月 15 日（星期五） 6：狗肉4 及 2日ω 年5 月 16 日（星期六） 3:3日IPM

地點：學生會辦公室（2號電梯4樓）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駐
嘲
嘲EH
N

STUDENTS' UNION 
CJ目r\Va的r Bay, Kowloon, Hong Kong Clear Water Bay, Kowloo 1, Hong Kong 

Tel: 23351732 F缸， 23351728 Tel‘ 23351732 F叫‘ 2335 1728 

耳m剖k坐過也旦旦斗叫」﹞k Home開阱，世必自民怯怯臼L且也且
E-mail· su union@stu.ull hk Homepage:hJl!l必盟主坐坐坐坐』jQ且

H1N1 Infection case confirmed in Hong Kong Attention to Standing Committee recruitment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has confirmed on Friday night of the first swine flu 
The 17th SU AGM reached a conclusion on April 1st, and 17th Session HKUSTSU has 
sta吋ed the new one year term. Thanks for your kind support and valuable 
suggestton. HKUSTSU will act on behalf of students and try the best to bring you 
better service. 

(H1N1 infection) case In Hong Kong. The patient Is a Mexican man, aged 25, who had 

arrived from Mexico via Shanghai to Hong Kong on Thursday. The SAR government 

has already raised the alert level from series to emergency. Mr. Donald Tsang said Currently, Students' Union Executive Committee Is preparing the recruitment of 
Standing Commltte凹， namely, the Academic Affairs Committee, the External Affairs 

c。mmlttee, the lnternatlonal Affairs Committee, the 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 
the Publication Committee, the Social Committee, the University A仟airs Committee 
and the Welfare Commtttee. 

there are no plans to close schools at the moment, but authorities will keep a close 

watch on the situation. 

Students' Union places series concerns on this infection and we here remind all 
An information session of Ex』Co Standing Committees wlll be provided on 22nd April 

Ex-C。 wlll Introduce the function and responslblllty of Standing Committee in detail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it, you can send back the reply slip below through 
且μ凶旦旦坐.\.JJ.)\.

student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personal hygiene and wear surglcal masks at all 

times when leavlng residence. The Students' Union has already contacted the 

university about prevention plans and will join hands with the university in fighting Information Session of Ex-C。 Standing Committees: 
Date: 22.04.2009 (Wed) 
Time· 19;00-21·00 

Venue: 3408(lift 17-18) 

Language. Cantonese & Putonghua 

this infection. 

Warmest Regards, 
Thanks again for your support and h。pe t。 see you on 22nd Aprill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18/0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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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幹事會2叩9-2010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

Editorial Boar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何浩賢

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副總編輯： 梁洋洋 李璟恆

ENTS' UNION ~1:i語言： 尹遠舟
何以

剖， Hong Kong 

F阻· 2335 1728 

JJk Homep祖E﹒ htt2:i/home,ust.hk/斗u union 

1g Committee recruitment 

non April 1st, and 17th Session HKUSTSU has 

s for your kind suppo此 and valuable 

f of students and t吋 the best to bring you 

ommlttee Is preparing the recruitment of 

1demic A仟airs Committee, the External A仟airs

ommittee, the Public Relattons Committee, 

Committee, the University A仟airs Committee 

市場秘書： 趙嘩

設計總監： 黃家俊 余德修許激揚陳俊霖

執行編輯： 崔淳峰 Ragavan M.Sundaram 

Telephone: 2719 7826 

Postal Address: 
ngCommitte叫11beprovidedon22ndApr11. j Mail Box 2, 4/F, Academic Building, Phase I, HKUS℃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esponsibllity of Standing Committee In details. 

I back the reply slip below through 

Commtttees: 

e to see you on 22nd April I 

;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18/04/09 

Email: 
su_eb@stu.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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