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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的說 9-2 011 

新學年，休息了迫四個阿，還庭、糊糊抱有很犬的希望、精神奕
蚓、充滿朝氣地曰：1相去→話說當年，作品科大新生的我﹔
也是一樣 ﹒

你可能會間， r ，里店、 」’是每什麼要加上 「 3里應 」 二字呢？

作品各新生的你，當然對大學新生活充滿期盼，畢竟自 StudγL旬開
離開怖之役，在1隔至少半年才重返校間 ， 還要是械1竟平的函，！
興奮是人之常情喔 ！

不是說我們大二大三的，對於「＠f•I校廚」乏不t.!U臣 ， 可是 ，當你
的意志－ ifi,J耳、再Ji,三乎皮細 9-rade 、開學不足一個問就要測驗、 N
個 mid-term 、宿分四十移至主也沒宿位、上早笠坐公車回校要等至
少半4、自亨． ．這一連串的事情消袋，相信下一年你不再是新生的甘苦
候，開學，對你＊說也是法什／釗莘俐，只是又要熬夜做 proje此，
每天又再R垂不足五4、 e幸而已 。

有 j曳有俊得第一頁就看到伐滋的現實， 覺得大學生活絡糟糕、 ？還是
你會覺得自己會過得比一鍛科犬主持 ， 上述的情況不會出現在你的
生命程？

其實不l羽 ~－t之五苦 ， 糟糕不糟糕、完美不完美都不是你說不就不，很
多守備，就叫做學生 ， 都j叫不了的你想早啊？﹛刷品遇到
亨 ， 叫法J 的制作你的酬﹔一心‘峨 r帥了 f困參ra
～、知t荳人算不如夭. ’ 最t主還是爛 J ··· 

所以啥，找就是懇、要啥是每調整一下大眾對所謂 r ifr生活」的期望 ，
才不至於不久t,(f主會在見到大失望 ， 繼而責任自己越失敗。

可是 ， 與其對不可知的將＊恐慌不止，倒不如今看不同的刊物， 活品
設、給這個可愛叉可恨的校做 ！ 系 ！開始看我叫你精心晰的
學生級吧 ！

第十九IJ,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總草草委員會

總f為輩革招學直





職位hl4

嗨！我們叉見面P羅～

4、手拉大手是已圳是﹔本刊的連載稿件，社曰：熹你記
得的話，上期按著材、手拉夫手的，是「穿越車®港
島遊 J ﹔是連載的話，今期就應該也是介紹香港島

不同的地方，阿．． ． ．．．可是因屆時︱過去的，是一個天氣

踩得讓人不能不去郊區的季節，所以呃，心、手拉夫
手采石•I就略是每修改一下吧： 3

郁，郊邁的地點是哪裡呢？郊遊就郊邁了，
叉有什麼持別的呢？

’．．．一- i d ’、 1先指指吧！
看照片，不要急著看下r 頁的答是哦！ ‘一、、‘ ﹒’，’、 1 、－，，

、． ，

1看到喝？還是：生頭緒？要搞唬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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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手里，

是一個荒廢的地方
可是這手里，

各口：妥有被人忘記。

這r 片土地，

早就是地產崗的囊中物﹔
可是這一片土地，
卻乏善太累自由享 ︱罰。

口h 三心 τ~ 示：5 升士由 ‘ 
仕 I- 正 I 卅一

生了很久的章，走了戶段很長的路。
從市長坐面鐵i1I 元蚓站，再從車站走犬，概
十五分鍾的腳程﹔尚不洛易才的，1這經：
本系早上也門的甘苦候選下了 － i易火雨，豆豆
收在但包程進來說益，還在目笛子且要不要押
像這次的書互會﹔可是r路走系，方去晴的音菩

乎dt猿人心情愉快，縱使陽光純情得有點
兒過份 。 被F蔡先幸車1毒草包瞬間擎的我們，還是
堅持要走去：是弱，固定每過了漲 7j＜.；庭，才是
真正刮過海生閣。 弱﹔但圍不是－ i回旅遊盈，但卻2名人

竟也矣。 w仍年在海生關程，發現了 A扮
鱷貝貝，經﹛專撤銷導有關i兩蜓的消息
梭，太~封面有生闋的鴨況開始關注起來。
如」二不少歌星喜歡到海生國熱音樂錄影帶
取旁不少港人都被社團似的自然環
i竟、﹜屯，模的鄉村生活凜凜喊早︱﹔語，於﹛~l 日
紛紛系至， 1命生闇聚會、主義正主變，路荒馬是
已久的命生闇增添不少生色。

過了綠水漲，在心店買了飲料 、
休息、r下，我們久再也殺了 。 眼前是
r望象際的太草地，不’是r 望空i際
的車在草也才鈞。 后有y ((I 



或許很是多人會不幣，且各什麼奇主閣，這

皮鞋闊的一片淨土，會被荒廢至今？香港才

金尺土， t皇位的地方都不駒，怎反會把這1藍

廣闊的土地量是置不 l利？你這樣想就錯了。其

實衛生闇早在九十年代已被但基也產收購迫

／＼成的土地，﹔學備進仟﹛主皂頑固哥是展 ：為生

閣納一百公頃的J魚、嗨，全︱利作發展獨立屋住

皂、超乎每﹛主主權字、高爾夫球場以反其他會

所康樂設屜，只保留兩公頃的j晃地供野生動

植物棲息。雖然發展密度較低，綠化盎間較RE

l 

話生關不是－ i函旅溢益，但卻屆人

o W仍年在海生圍徑，發現了心亨
見，經f專娃處：主報導有關i兩鱷的消息、
止之%－封為主闋的情況開始關注起來。
不少歌星毒草但至， 1辦主閣3名者樂錄影帶
，不少港人都被楊主闇優美的自然環
純﹔攘的鄉村生活i芽、泉。晨？ I 著，於作1日
眾多︱命生闡歡會、主謀長樂， 2名荒潑
的海生圍增添不少生色。

彩，但仍要在被環保團體以及環保意識日漸

提品的市民，所接受。另外，由於當均未有

錦由主j）卡；共河道，填平魚、塘會力口創新界西

北的 7.k~安問題，加上高爾夫球場的 l羽 7.k 、

農藥等問題，都令不少人反對有關的發展

建議。在巨大的反對聲音下，即使發展商

在與政府的訴訟中勝訴，子反法官李，1得在衛

生闇有發展攏，再是展商也一直扳手足不動，

任由J魚塘荒廢章是宜，直到今矢。

還記得開， 1 ，查結7.k；皮特政揖船伯伯的一番對話。伯伯直言，在

這手里生活了主義十年，從永見過像這兩年系，達1史是多的人流， － t比

久一批的至， 1衛生闡玩樂，是不︱軒說是婚紗貝(I，取最勝地了。

在這十今年間，帝生闇實在是起了不少變化 ，附逅

的錦田主排：共河道竣工役， 7.k﹔受問題己解決， ifi, ；司道相闊

的道路;fr，方便了不少宜獄者，由青山公路經海主團路可直

入衛生園，加上曾有貝貝出現手也不少電視劇前眾取景，主主

經漸漸成是各遊人的消聞處 關大草地、直在進蘆葦、－ JiFN

的核蚓 、心心的木橋守成品指定的景點。香港溪地公園在

推濃濃地保育上， 11- L人命生闇作且每其中－個生態旅i益路

線，錦田JlFi共河兩岸經有不少紅尉， j司a、保留乎已？.！：：基質，

因此，每年冬衣都有犬批7.k島在海生圍河道閥混灘上覓

食 ，而吾有生閣魚粉過的太樹， 11-成且每：最~鸝擎的接息、1位。

拍攝和觀賞 ；~t位島類。反剃了不少人至1／訪命生圈，生態、旅i益

和考察謗、是呈;fT、以這程作品據點。海主國受歡迎程度不斷提

高，甚至被稱是每香港的筱花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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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行人走了這只是遠的路，終於$.iii 電視劇耳且是熱點之

一的破心屋了。滿豆巨大汗，熱得叫女生們都只甜苦泉起長長的需

裳 ，男生們夏不斷掠汗 。太眾都走累了，吸巧新人們國1／完成效

心屋的取最攝影，我們就在破心產停留歇腳，拍拍照叉聊聊矢。

喊叫、屋的位置國1/ ｛.是叫我們逃出太陽伯伯的魔

掌，風輕輕快起我們的髮絲，恍惚提暖著我們，「藍

夭台車，正在等著我們ψ︱！」這手里的藍矢，藍得叫我

們覺得「很假、很不其實」’姆像只有在電影手里面、

外地的外是戲才會看見的畫面，衛生閣，竟然讓我們

置身電影裡毒品一樣！可是．． 圓圓 ．．這樣自由自在他穿梭哥哥

主團各處的日忌，還有是多久呢．．．

i丘年，發展 1萬嘗試是ct發展 l司則，加入魚塘改善和

忠、地保育的元囊 ， 希望能是各大眾接受，平衡筱晨與保宵。

新發展l司最犬的改變將是海生圓的有三份之一畫1／作泰、地

改善 l豆，這些位處命生閣 jt.i蠱的j急搶會被保留， If是鸝

堂接息的樹木也會係呀，魚塘每年會輪流發塘 ， 1詹士是也

會改成較平後，主義水島有較秒的覓食盎悶。這些措絕當

然有助改善漠地功能，是第閩際重要溪地發揮緩街作︱利﹔

然而，位皂區去見劃在北部兩端的延伸部份 ，確實會升乎成

i壘緣效應，令：柔地功自巨大打折扣。再f寺細比較新興舊的

言設計︱圈，實際建屋數量應該i設有減少 ， 1詞作泉、地改善區的

土地是將原＊畫1／作品冒商夫球和溪地7j<_道改成的 ， 發展 i頭要

躁動︱畫真是無可犀碎。

或許人們會想盡辦法，嘗試去改變身i蠱的人、事、物，方便自己的生活，

令自己的人生過得夏j的手里精妙。叉有哪個蹋人不想賺錢獲利？又有。那個城市

人不想今點盎間体憩玩樂？可是，卻沒有顧及其他人的成受、顧全社會的需

要、顧慮對環1竟所造成的破壞。



沒錯， l萬人有的是錢，

他買起那塊地 、 有什麼用

途是由他自仟決定，可以作

品紋的高爾夫球場、可以繼

緝走進貴價豪皂，總之統統

都且最大錢就對了﹔可是，每
個人不是獨立f固體，每間企
主不只是對股泉董事負責交

代，每個人所做的每一個決
定對整個社會都有著夫大心
心的影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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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子之臼霍 、 青山綠水，是太自然給人類最寶貴的
禮物？沒有限期但只得r次，敢放了就回不了頭﹔人
們自以路是的？旦失輩就乎已藍，有草就有草喝？任何 .st
®都比不上自然而來的環境系得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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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生圍符」二一整矢，你會漸漸叫台

iii ，人可以改變世界、改造自然、眼線環

境，看 f已，（很強犬，但是，人卻沒有能力犯

被改變的世界完完整整他還反過來﹒．．．．，

可．．． ．， ﹒‘

·:(;"-' " ＇常
W/0 年 fl 月 -SI 曰，面主闡發

生該年1, 三次＇／（警，夫）是燃燒 1rt 1圓

心峙， l豆 1}q 1rt 1風景點遭嚴重焚毀。
現場發現今處火頭，警方不排除、有

人縱火。《萬人聯署 決不讓衛生

闇淪陷》仟動召在人夏猜測與恆基

地產發展頑固有關。

我們要記住，「生命朽 take

tl-10 J ，不單單括我們人和動物的

生命，大自然環境也有其生命和

價值的﹔不是立法有能力反抗，

我們就有權欺壓立。

~o~又失／

軍之司1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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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闆， 1 呼叫我們逃出太陽伯伯的處

j門的髮絲，恍惚提縫著我們，「藍

．我們圳︱」這徑的藍矢，藍得叫我

不真實」，得像只有在電影中里面、

－看見的畫面，這再生閣，竟然讓我們

l 可是．．．這樣自由自在地穿梭奇

蓋有今久呃， ． ．

嘗試夏砍殺展闡貝ti ’加入魚塘改善惡曰

：望能且每犬眾接受，平衡發展與條育。

妥將是這再生圓的有三份之一創作泰、地

告生圍 :Jti蠱的結j詹會被保留，展是屬

系留，魚j唐每年會輪流可麗塘，塘土是也

k島有車長秒的覓食盎悶。這些措施當

主，是各國際重要j晃地發揮綠街作用﹔

三 :Jt部兩端的延伸部份，確實會升乎成

3能太打折扣 。 J弄得細比較新興舊的

量應該：設有減少， l有作j晃地改善區的

椅子之球和j晃地1J<.:i'藍改成的，發展商要

弄過的人 、 拳、物，方便自己的生活，

郁個蹋人不想賺錢縫制？叉有。那個城市

布顧及其他人的風受 、 顧全社會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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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011 Ca11’t Fake 
Among many 的sumptions of what 

it takes to be a politician, one 

biggie is to be good at talking. But rarely 

does the so le act of talking is able to 

win votes from any audience. It is more 

than just speeches o「 the conversations; 

politicians have to be well versed 

in faking their body languages, in 

congruence to their speeches, to fully 

convince listeners. What the modern 

world has emphasized is wo「ds and 

ignored is the subtlety of body languages 

to truly reflect a person’s true emotions. 

So we tend to miss opportunities or 

give the wrong impression. It is best 

for us to seize this oppo 「tunity, while 

we are still young and can affo 「d to 

make mistakes, to learn to be m o 「E

conscious of ou 「 body languages and to 

learn to read others' body languages. 

By doing this, we will enhance our 

teamwork, leadership, and socia l sk ills . 

As University students, here are a few 

tips on how to better understand others 

in different s itu ations 回



俗的

頭WillJJ{filJJ'醉曲單價直個J7i(n扭動

This gesture 

creates a 

more open 

and sincere 

perception of 

you because it 

seems like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Also, this will pressure the other 

person to be more open to you. 

S函b

Even with 

faking a smi le 

will tell the 

， ，~~~~只 person
1、 －－ tnat vou a 

nonthreatening, usually rest』 lting in more 

positive feelings and outcomes. Research 

shows that meetings last longe「 and more 

smoothly with people who smile and 

laugh more often . Although for women, 

it is best to smile and laugh when 

appropriate, meaning not excessively, as 

it will make you look less authoritative. 

To detect a genuine smi l 巴， look at the 

eyes for characteristic wrinkles. 

單幽夢聽會啞市部位密田部擠祖rJ'®到

It gives off the 

impression that 

you are not 

listening or being 

defensive as your 

arms are acting 

lik e barriers. 

You should also 

be careful of 

placing objects in front of you when you 

are talking as it creates a barrie 「﹒ For

examp悟， hugging your bag when you are 

talking to someone or holding onto your 

drink above your waist can make you 

seem less open. 

歡讀旬到E胸前

There has been 

an exper iment 

that shows finger 

pointing induces 

negative feelings. 

Even when it is just to emphasize a point, 

you will most likely by losing li steners. 

Instead of this action, try pressing your 

fingers against your thumb to make 

a n ’O K’ s i g 『1. This will create a less 

aggressive, but credible pe「ception of you 

as the speaker. 

These are just some tips to help you gain a more positive aura to those you talk to 

(especially during interviews and presentations). Keep in mind that only with words 

and body languages combined can you convince others of your sincerity. 



「于－－－－：－－－－－－－

Am 
幽夢認E啞市單位密回茁莎現'll'＠恆~

It gives off the 

impression th at 

you a 「 e not 

listening or being 

defensive as your 

arms are acting 

like barriers. 

You should also 

be careful of 

lacing objects in front of you when you 

「E talking as it creates a barrier. For 

的mple, hugging your bag when you a 「E

1lking to someone or holding onto your 

rink above your waist can make you 

吉em less open . 

關illJif.斑U'f}l.道前
There has been 

an experiment 

that shows finge 「

pointing induces 

negative feelings. 

ven when it is just to emphasize a point’ 
。u will most likely by losing listeners . 

1stead of this action, try pressing your 

ingers against your thumb to make 

n ’O K’ sign. This will create a less 

ggressive, but credible perception of you 

s the speake「，

e positive aura to those you talk to 

Keep in mind that only with words 

}the rs of your sincerity. 

H(Q)w t(Q) dletect c8l he 
she uncrosse s 
his or her legs 
and starts to 
shift around 
when you ask 
a question 
This change 
of movement 
could mean 
that the person 
is lying. 

fl., 扭曲直前世四周~間曲哥哥混血
做攝取詞B由單]J' 田扭曲g甜啞ro:r 做話w

h海亞研
A very famou s example is Bill Clinton’s case . 
As he lied about Monica Lewinsky and stated 
that he ’,did not have sex with that woman ’, he 
was nodding his head, which is an incongruent 
gesture w ith his statement. But watch out for 
cu ltu ral differences as they affect the different 
ways people gesture to convey their meaning. 

l!.:,~祖閥混副回國加甜誼扭曲幽 (ffi'

k封個對hfumu缸島
The person is most likely hiding something, 
whether it may be his or her true feeling or not 
the complete information. 

am@ 血(i)[ro) lJ)@民認酬摘自ncil mm徵晶晶m

四E回mil田間用~
This usually requires you to know the person 
and his normal movements. An example would 
be the person has been crossing his or her legs 
as you hold a conversation, and suddenly he or 

il<OW t<0> tellJl d如，me<0>imefiS1
叫做e$texdl ~m茍叫
i!,, 冒出Ii'IiX!UfilJ~

4li 曲曲扭曲昭4個個世自由椒也
Liars usually get caught the more they dwell on 
the topic, so they try to switch the subject as 
soon as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Unbeknownst to all of us, our pupil s will unconsciously, her body language is telling you that 
automatical ly dilate towards those whom we are she just isn’t interested! So be careful where your 
attracted to. That is why men unconsciously find belly button points. 
women with lighter shades of eyes to be more 
attractive. It is easier for them to read whether 益 (ffi(lX斑益砲伊洹竄詛
females are interested because you can’t fake pupil May it be just adjusting of the belt or tucking in a 
dilation. piece of hair, the other person is trying to make him 

or herself attractive and gain your attention . 

Z』冒血陶k誼n.
If whoever is 個lking to you has his or her head ~瞌晒峙
straight up, he or she is in a neutral p。sition. If Unconsciously, someone who is interested will mimic 
the person has his or her head tilted, he or she is your movements, making it seem like you guys are in 
interested in what you are saying . On the other sync- a natural pair. But be cauti。us if you are trying 
hand, you must also watch out for other body too hard, you might come off as a creep! 
languages to see if they are genuinely interested! 
To fake interest, try tilting your head and nodding 
slowly at the person talking. Like someone once told m e’。ne gesture is like 

one word. You must watch for other actions, which 
~質區遇到曲nm盟伽IPllxlmJ!h!草旭闕血 strings together the complete picture to tell the true 

Even though the girl is talking with her head facing emotions of the person! Hope that these tips will help 
you, her belly button is pointing at another direction; you in with your career an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最為遁入熟悉的遞信活動 一 訶4頂峰帽層

都會有所聽闕，特別在「圳、人」區

應用程式，你耳1JII對其略知－二。

懦統的「打小人」﹒借助神醬缸

走 r ,j，人」’ r打你個小人頭，
等你有氣有聽這...... J ﹒並將 r

,J、人」呵至「遍體鱗傷」，以解

決生活主的道坡、阻礙、挫輛，

達到事事顧績。大家對 r小人」
的憤怒，令「打小人』這項遞信

儀式風廳於鵰頓桶，儷此天橋底

成為「柯小人」的第申勝地，不

少具好奇心的人也到此→看。



今年式月，美國有線電胡輛間網（CNN）糧遊篩目的詔

書譯自『亞測最怪食物』 。 中國的鹿蛋雀屏中選，撥

列在第一位﹒原因是其外形嚇人、聽道怪異，像是魔

鬼生的蛋 。 結果惹來了中國兩岸人民的極力航譜，要

求美國CNN公闖進獻。而CNN似乎摳受不住嘴舖掏濁

，於是健善如福地肉中國人民道歉，僑於成功地控胡

局面，避兔此事演變成＊交風iJl……筆者不是鹿蛋愛

野者，但是也很訝異處舊居然能力壓酵撞，畢竟亞洲

遍有聽奇怪的食物 。 而且西方沒有代表競遲，實在有

欠公覓 。 有見凰颱，筆者缺定為大家摺陸司之間國家，

麗多有潛質的候選者﹒礙於版面有眼底尺度閥題，前

為大家篇揖觸還聽個可以間那冠軍的代表。



著線電輛輛間網（CNN）橫遍節目的話

聾食物』。中圓的鹿雷雀屏中選，被

單是其外形嚇人、昧道怪異，像是魔

牽來了申國兩偉人民的極力航議，要

道歉。而CNN似乎攝受不住草草情詢獨

自肉中國人民道轍，錢於成功地控前

實變成外交風混﹒．．．．．筆者不是皮窩囊

哥異處留居然能力壓帶籬，畢竟亞洲

局。而且西方龍有代表艙題，實在有

藍，筆者決定為大家摺躍本岡國家，

E者，礙於椒面有限揖尺度問題，屬

區個可以閥鼎冠軍的代表。

據說除了味道好外．

呼吸系統疾繭，當地

乳酪你→定有吃過，也有姐攝的你有

沒有艙于當誠？這是，一種叫做的的

鍋酪製作的，經過峙的法棚峙

，最能融在專鬥攝姆醋的地告申發酵

而成。為了能大量生產，製造商就把

Sardo般在室外，刻意讓奶酪蒼蠅（

名酪蠅）在今面帥”，隨後孵化出頁
數白色半這l閥的姐會晴食奶醋。這

酪蠅的幼臘的消化系統會分泌酸性
’ , . 
背解妨酪中的脂肪，但進發酵4



起年來pl蘭科學家鍋，鐵手舍里爵的讀白質，

而且飼畫畫成本、消緝的水資滋都跑值於牲畜﹒錢乎

也付，..足跡。如果大家都能改眩扇子﹒ n~拯教熱
帶兩跡﹔胡JI:全球鹽酸﹒甚至減少全串串種食需求壘

酬a.:i緒。在一呼百應的欄下﹒憫人的餐桌
出現越來越多鐵乎俯身影。比如慘有肉蝕的聽肉

艙鐵菜等。 r肉鐵趾』別是→塵區用黃粉甲

娥的紡織，盟成的糕點。有些胸師迪儷耶融纖身主揖

取天照包請自﹒議彩色驗勵和巧克力輸亞聽縛區好看
難備都鐵手含有極府的窗白質﹒但是－般人迪是

晒盎對峙識的國感。

l'U錢是將醉了15至18天，~孵化成綴，，n旬，自宙間

關＊煮熟﹒敞開窗殼﹒加入體巴等調味﹒以小陰

真~~億吃。吃的時候可清楚見到小樹的骨備或羽

毯。越南、菲律賓等地哪有這鐵幕翎﹒是當地人

恆力推祟的回眷搞幟。但逼種似，em11 ，倒置非

麗的來包﹒並不是根多人能攝膏，不少人耳指眩

永成彤的，寫于是很躇忍的事 。

錢啟：美國財經緯誌 《富比主》 網織的 r 世界冠

噁心的珍繼』

荷蘭的代表﹒ 肉..

)PJ以為韓國只街閱名天下的泡菜﹒請吃生拿你

也是翩翩有名的特殊美食。活生生的車魚切歸

錢ii!i麻油和體巴直撥禽鬧。在進食的過程中﹒

皇軍魚會吸著舌頤!!I口腔肉部﹒久久不能下喻。

即使香下去也會感覺曦嘴中，官迪在扇動......

因此來曾嘗前者多半敬而隨之，但是→旦吃過

it會視之均住餓珍幢﹒永世難忘 1

錢譽：英國跡遍嫻站 rvirtua』Tourist.com J 

r全球十大男類食物掰行榜』紡行第二



時11715至18天﹒ tR孵化成雛厲的扇窗用

開﹒做間窩窩﹒加入間巴等調睬，以小燈

區。吃的時候可請聽見到小樹的骨備或羽

梅、荐給賓等地個i有屆種菜餓﹒是當地人

串的回眷捕幟。個糧種似鵬菲爾，似宙i~

B ﹒並不是很多人能磁盤，不少人JI!ffi吃

狗，身于是很殘忍的敬。

韓國財經徹誌 《富比主》 網絨的 r世界最

珍能」

荷蘭的代表， 肉..

為繪圖只有間各天下的祖幕，活吃生牽線

鵬則有密的特殊美食。活生生的車魚切盼

麻油翱體也直撥食肘。在進食的過程中－

g喊著舌頤或口腔肉那﹒久久不能r喻。

看下去也會晶質犧曬哼．．官撞在結動．．．．．．

家曾嘗試者多半般而趨之﹒但是一旦吃過

觀之治陸偷珍&I ﹒永恆難忘 1

：英國核逝制結 r VirtualTo叮ist.com 」

除＋大男顯食物繞行榜』辦行第二

（你們的眼睛和影響你們的胃口？事實主－
i作為是這來40年肉，全球90位人口肉類和fl!.

i昆鐵飲食。正如主文扭曲﹒通種飲食含高

麗殖家畜悟”﹒…所以為了拯救地球，吃嶺

在現實生活型發，心





港大校長向權貴低頭？

近年香港大學在深圳設立分校 ， 又不斷與國內

院校合作，有傳今次港大主動邀請副總理李克

強出席校慶典道（亦有指是副總理李克強被安

排出席）是為7討好國內領導層 ， 例如港大九

年前為7十億的捐款 ， 將醫學院冠名為「李嘉

誠醫學院」的事件可見一斑，今次事件 ， 港大

再次向權貴低頭﹒透過典禮討好更多城中富商

賢達 ﹒ 令港大在當集大學經費時更加順利﹒ 繼

而提升大學的研發資源以致排名 ﹒ 但究竟 閣

大學的排名重要 ， 還是同學的自主權更為重要？

作為校長，向權貴籌款重要還是保讓學生重要？

事件發展一星期內﹒港大校長徐立之教授先後

多次向同學道歉，但徐校長每次道歉的內容空

注 ﹒ 例如他在八月二十六日在港大中山廣場的

校友學生集會上 ﹒ 只僅強調對他重視今次事件﹒

對今次事件表示遺憾和會全力支持被推倒的李

成康同學，但每逢被問及會否代表港大控告警

方等實際問題時﹒徐校長卻支吾以對，而且他

在當天晚會上也拒絕參加代表港大己死的默哀

儀式，甚至學生校友向他發問7多條問題，但

他從來沒有記下來﹒被質疑他缺乏說意 ﹒

直至滋稿為止，還沒有任何人士因為此事而要

下台 ． 但同樣地，直至截稿為止，還沒有任何

人士勇於承認自己犯錯﹒身為老師，連承擔的

勇氣也沒有﹒怎能教導其他學生正確的處事態

度？

港大在一百年前建校目的是主張「 ﹔為中國而

立」﹒但建校目的不是只如徐校長所說 ， 是成

為中國國土上一間國際大學 ， 而是希望西方學

術 、 自由和民主思想透過香港大學為中國培訓

人才，但今次百年一逅的史無前例接待﹒卻為

港大一百年的歷史留下污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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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認為﹒譚者不知道內惰，不能排除該新

生的死因與迎新營有關﹒但未有證據證明兩者

有關﹒怎能一口咬定迎新營需要為事件負上責

任呢？縱使社會上好些人自於看過報導﹒披露

部份大專院校的迎新活動有不雅成份﹒而對迎

新營抱有負面印象，但作為有專業操守的傳

媒，不應該藉此炒作，歪曲新聞而取他人之附

和。

蘋果日報如此舉動 l 在今日幸今日香港的文字傳

線中早已見怪不怪。報導的質素下跌，又何止

是個別 兩家的事呢？就例如藝人離婚事件，

本來就是兩個人的家事，登上娘樂版無可厚

非 ， 但不用上港問頭版吧，而且更是好幾家報

章用作頭版，

難怪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畫於本年四月所作的

調查 1 香港傳媒的整體公信力評分較去年九月

的調查下跌零點五分，對整體新聞傳媒表現的

滿意率亦下跌十個百分點至百f分之五十二﹒調

查更顯示有過半數受訪者認同傳媒誤用或濫用

新聞自由，文字媒體的公信力卻下挫 ， 情況實

在令人憂心。

新聞貶值

香港報業競爭激烈，報章為吸引道者，符合商

業社會市場中適者生存的定理，早就把新聞專

業、記者使命扔到九霄雲外﹒新聞欠缺內容、

取材人有我有、報導手法單一 ， 在多份報章上

的新聞都可見到如此痕跡﹒加上新聞娛樂化這

早已存在的趨勢，記者偏向報導情色醜閩、嚴

重罪行等可塑性高的新聞﹒配合誇張的標題、

搶眼的色彩與大量主觀性的描述，報導已日漸

欠缺資訊性 ， 他們最關心的是，到底是否娘樂

性。

短而精亦是現在報章報導的另一個特點。香港

人生活忙碌，報章看準這個現象，將報導的內

容簡化﹒甚至製作成動畫新聞 ﹒ 目的只是讓讀

者知道有這件事發生，而不打算引導造者去思

考時事現象 ， 為何這事會發生 ， 對社會會有什

麼影響﹒社評亦是可兔則兔 ，多頁新聞裡面都

沒有幾則評論，更遑論見解獨到的評論 ﹒

更令人厭倦的是，好些報章經常利用二元角度

作出判斷，只管將事件標籤再作出批評﹒不但

無助讀者思考事件是否合乎公義或7解主角持

有這個立場是基於什麼考量，更容易將事件兩

極化，加深7解決問題的難度。

婊樂他的報導手法、不用多動腦筋就能夠理解

的文章內容、與續者分享網路上找來的組閩、

非黑即白的價值觀 ， 皆無助於社會進步﹒報導

事實、批判、分析，才是文字媒體應該搶當的

角色﹒也是唯一的辦法，去挽回失落7的公信

力﹒

「對有關當局不實

的指控，一次如是，

兩次如是，誰知狼

來了的故事何時發

生？．．．．．．



一「戶一

響。社評亦是可兔則兔，多頁新聞裡面都

幾則評論，更遑論見解獨到的評論。
不良影響

人厭倦的是，好些報章經常利用二元角度

判斷，只管將事件標籤再作出批評。不但

連者思考事件是否合乎公義或7解主角持

！固立場是基於什麼考量，更容易將事件兩

。加深7解決問題的難度。

公信力下跌，新聞被視為不再如從前般可靠，

主流文字傳媒己日漸失去過濾作用 ， 被垃圾資

訊慢慢滲入 。 讀者再也不敢依靠個別報導去確

定 件事件的真實性。現在的趨勢是，假若

個人想去7解一宗新聞，不但要看過不同媒體

的報導 ， 反覆進行比較，更要連上網路找尋所

需要的資料，察看事件有沒有前因後果，再和

朋友或網友討論一番，才勉強能綜合出事件較

貼近真相的面。

他的報導手法、不用多動腦筋就能夠理解

章內容 、 與請者分享網路上找來的趣閩 、

w白的價值觀，皆無助於社會進步。報導

、批判、分析，才是文字媒體應該擔當的

。也是日陸 的辦法，去挽回失落了的公信

多數的情況 1 市民從不同的途徑接收到訊息以

後﹒道聽途說難兔有偏差，這時候就需要有具

公信力的文字媒體站出來陳述事實，並作出中

色，加強公眾知惰的程度 。 可是現在。主流

的文字媒體都彷彿成了一丘之貓，歪曲事實，

公眾不但不能夠依靠這些報章作為7解社會

大事的渠道 ， 閔請過這些有欠真實﹒有欠公

允的新聞以後 1 更可能增加7對事情的不確

定性 。

對於三權分立的運作模式 1 大家最熟悉不過

7 . 三大機關互相制衡 ﹒ 防止任何一方濫用

權力。那有沒有第四權呢？有，增強公眾對

社會現狀的認知，為市民發聲的傳媒，就是

三個法定權力機關以外屬於民間的權力，可

惜是現時傳媒公信力j咸低，市民對於報導不

再如以往投放信心，更會不時懷疑報導的真

確性 。 今年年初就有報章大字標題報導內地

肯的分析，有公信力媒體是 個可依靠的角 檢疫電子車載卡具竊聽功能，及後被證實子

虛烏有，為中港車司機製造白色恐怖。對有

「對有關當局不實

的指控，一次如是，

兩次如是，誰知狼

來了的故事何時發

．．．．．失去了公信力會

嚴重削弱傳媒監察政

府行政的作用 。 」

弓
，
．

生

關當局不賓的指控，一次世日：是，兩次如是，

誰知狼來7的故事何時發生？情況一直持續

下去，可預見的情況是 ， 失去7公信力會嚴

重削弱傳媒監察政府行政的作用。話說出來

亦未有人信 1 要作第四權制衡機關。恐怕有

難度。

對新聞的真確性沒有7那份嚴謹 ， 對記者質

素的要求也就相對低。報章招聘記者或編弱，

對專業學歷的要求都不高，大多只要求求職

者擁有大專學歷及良好中英文水平。有資格

應1設立人眾 ， 薪金自然也就偏低 1 不少新人

職記者的人工僅能糊口 ，就是所謂的 「 餓陌

死，發陌起」。其次 1 社會上普遍對記者的

印象差 ， 提到職業是記者，有不少人立刻聯

想到是娛記，將記者和「狗仔隊」劃上等號 。

筆者有一次收聽電台節目時 ， 就有聽眾向主

持表示自己很討厭記者，因記者為採訪而不

擇手段。待遇差、人工低、更要不時四出烈

日當空跑新閻，結果是不少本科專業是記者

的學生對這個行業卻步，另覓其他工種，這

些學生未能將自己在本科所學發揮，令人惋

息。以上這些，不單不利於人才的培育 ， 新

聞行業亦不知不覺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

21 



改變現狀靠業界自4

百余年前，孫中山先生深明媒體對公民意

諧、思想同理論在民間傳矯影響深遠﹒與陳

獨秀籌劃在香港發行《中國日報﹜﹒將民主

以及革命思想植根普羅大眾心中﹒推翻滿清

腐敗統治的辛亥革命得以成功 ， 報章功不可

沒﹒報章的接觸面廣．不論是上流社會之士﹒

或是星斗市民，最容易取得時事資訊的渠道

惟有依靠報章 。幅蓋面廣 ，報業就更加應該

做好把關的工作，不能把傳媒與普羅大眾之

間得來不易的互信在劣質新聞充斥的風潮中

淡去﹒

香港出版報刊的傳媒幾乎清一色都是私營企

業 ， 固然需要以獲得盈利以維持日常運作﹒

可是同時作為公眾的喉舌，他們擁有著社會

福利事業的身份﹒要確保公眾的知情權和

言論空間不被扼殺，很需要業界自律，為公

眾提供準確的資訊，引導市民對議題作出反

恩﹒傳媒公信力下降，正正是個危險的警號 ﹒

表示7資訊的健康程度江河日下﹒傳媒的底

線為7誼者數量、市場佔有率和盈利而節節

後退﹒按照現時傳媒報導手法的模式一室走

下去，社會上難免會有聲音要求政府加強對

傳媒監管，若政府有心打壓言論，收緊傳媒

的自由度，有民意作後盾之時﹒政府便能大

行其道 ， 名正言順壓制新聞自由﹒到了這個

地步，業界也就後悔莫及﹒

要扭轉現狀走出惡性循環﹒任何傳媒企業都

不能獨善其身，必先以業界利益作大前提。

成功的文字媒體不應該著眼最能夠製造話

題、出紙最多﹒卻是能夠帶領業界走出當前

的困局﹒不要再周旋於無建設的資訊 、提擊

新聞操守的重要問、提升市民對新聞從業員

的尊重。

新聞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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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Ut暗自司長

四處闖蕩

作為下任特首大熱門，深受中央支持的現任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年青一章對他的政績最

熟悉的應該是他擔任過財政司司長以及政務

司司長兩職﹒但是，相信沒多少人知道他也

曾是一個四處闖蕩過的人 ﹒在商，他年少己

跟隨父親參與工業工作 ， 更一度出任香港工
業總會主席及香港總商會理事會委員﹔在法，

在立法局年代他亦曾成為委任議員以及其後
作為臨時立法會議員共達七年之久﹔然而最
多經驗的始終是政治方面：貿發局、城規會、
工商及科技局以及香港行政會議都遍佈他的

足跡。 而他更是自由黨的創黨會員，其後從

政才退出。這經驗，不是年長就能擁有。而
是必須具備能力與膽識﹒由此可見﹒唐英年

「應該」擁有豐富的視野與能力去處理行政
長宮的職務，帶領香港這般帆船重走正途．．．．．

但事實又是怎樣呢？相信不少誼者也不能接
受﹒ 一個這麼有能力、有經驗的人在四處闖

蕩的同時也四處闖禍 ﹒

年間i

英年
會影響別人對自己的印象。而最重要的當然

還是言僻的內容，直接地代表著自己的論

見 、價值觀， 亦深深影響著外界對自己的評

價﹒然而，唐司長從政以來卻一次又一次

的發表荒誕言論﹒令市民大跌眼鏡﹒先有

2002 年時對傳媒說香港的失業率在他有生

之年都不可能回復到九士回歸前的百分之二

點二 ， 繼而有 2006 年精﹒在昂坪 360 的開

幕儀式的致辭中把 Ngong Ping Three-S ixty 

E吳讀成 Ngong Ping Sam Luk Ling ；十分過
份的﹒有 2009 年於立法會會議上嘻皮笑臉

的承認政改方案會加深貧富懸殊問題，以至

今年的「車毀人亡」 、 「下任李嘉誠 」 、 「垃
圾論」﹒深深的打擊關心社會政治的 80 後

青年和傳媒﹒

上述的種種﹒無不印證唐英年「過人的 J 膽

量，亦十分反映他的 「識見」 ﹒然而 ，有網

民和傳媒在此時猜測唐先生不惜犧牲名聾作

出這些言論，其目的是為7以激將法吸引市

民關心社會政治﹒出演7一次又一次完美的

無問道呢﹒雖然上文有述唐司長是具有經驗

和才能之人，但是「無問道」言論始終沒有

真憑實據支持﹒ 而「昂坪三碌于令」的濁稽事

件卻是鐵一般f!<J擺在眼前。如果唐先生真的

成為下任特首， 相信會是香港市民比當年議

權當特首都更大的可場賭博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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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影響別人對自己的印象。而最重要的當然

﹔是吉僻的內容，直接地代表著自己的識

卜價值觀，亦深深影響著外界對自己的評

卜然而，唐司長從政以來卻一次又一次

J發表荒誕言論，令市民大跌眼鏡。先有

〕02 年時對傳媒說香港的失業率在他有生

字年都不可能回復到九士回歸前的百分之二

1二， 繼而有 2006 年時，在昂坪 360 的開

儀式的致辭中﹔巴 Ngong Ping Th「ee-Sixty
請成 Ngong Ping Sam Luk Ling ，十分遍
的，有 2009 年於立法會會議上嘻皮笑臉

承認政改方案會加深貧富懸殊問題，以至

年的「車毀人亡J 、「下任李嘉誠 J 、「垃
論 」 ，深深的打擊關心社會政治的 80 後

年和傳媒﹒

述的種種﹒無不印證唐英年「過人的」膽

﹒ 亦十分反映他的「論見」﹒然而，有綱

和傳媒在此時猜測唐先生不惜犧牲名聾作

這些言論，其目的是為7以激將法吸引市

關心社會政治﹒出演7一次又一次完美的

問道呢。雖然上文有迷唐司長是具有經驗

才能之人， 但是 「 無問道」言論始終沒有

詩責接支持 ， 而「昂坪三碌伶」的清稽事

。n是鐵一般的擺在眼前。如果唐先生真的

m下任特首J ﹒相信會是香港市民比當年讓

鵬當特首都更大的y蝙樽﹒

行嗨請自黨入梁！鹿員

人在做﹒天在看
能夠作為下任特首候選人﹒梁振英涉獵範圍雖

然不及唐英年廣，但是亦有十分豐富的資歷．

在商 ， 他是跨國房地產公司的亞太區主席﹒

單此一點令他比其他候選人優勝立處 ， 在於

他一定更7解甚麼是地產霸權，不至於說出

「香港沒有地產霸權」這種荒誕的話﹒在法，

他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 在這 方面

是否做得（祭出，則要看大家如何看待五十年

不變的基本法7· 在政。他除7是行政會議

非官守議員召集人之外，亦是全國政協常務

委員會委員和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

參與過基本法諮詢與一國兩制研究的他相信

對香港的政制十分熟悉，能夠提出獨到的意

見去為香港的未來改進﹒

有關梁振英的另一特點，相信是他務寞的個

性﹒用詞不修飾，不笑他其僻的特點令他在

所有候選人當中獨一無二，然而﹒作為特首

應該是一個能言善辯抑或實事求是的人呢？

兩者兼得固然最好，但是要選擇的時候，筆

者相信一位僥夠打動市民 ， 帶領市民一同推

動變革的特首更為佳﹒

不日曾蔭權對著幹？

或許在梁振英獲頒大畫畫荊勳章和被傳為
特首候選人之前，香港人對他的認論不

多甚至不知道梁振英是誰﹒但其實梁振
笑一直都有就香港的時政 回 政制等發表

己見，其評論和觀點都會上懿於他的個

人網站和網誌內。因此曾特首在本年t
月的答問大會中批評有人為建立政治形

象而隨意抨擊政策，雖未有指名道姓，
但其矛頭明顯直指梁振英。近來傳媒亦
頻頻報導有關他的消息，如在發表疑似
特首候選人的民意調查後 梁振英於網
誌上發表其結果和感謝市民支持﹒隨即
被傳媒報導成「為還特首造勢」 ﹒ 但其
實每一次發放民意調查結果他都會上戰﹒

根本與造勢無特別達繫﹒由此可見，究
竟他是否刻意建立政治形象，是否為選

特首造勢，需要港人用自己的意織去謹
慎判斷﹒



：體重回AA:ft護范餵霹棄

吃立不倒三十懿

雖然范徐麗泰的態度一直傾向無意參選

特首，但她如果決意參選，相信會是現

時暫有的疑似候選人當中形象最轟烈的

一人﹒從 1983 年擔任立法局議員，到兼

任行政局議員﹒後因與前港督彭定康不

和而辭職，其後車專按中方陣營 ， 協助籌

備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宜，遭受猛烈

抨擊。雖然受到批評，但回歸後她又當

上臨時立法會及立法會主席，其稱職表

現成功挽回市民掌聲，她更一度在民意

調查中當選民望最高的立法會議員﹒相

信「轟烈」是最適合的詞語形容范太大

起大落的政途﹒

.:a:. 曰：帶了。
惡、兄6767

雖然范太未表明意願是否參選行政長官﹒

但她對香港的政制以及未來發展卻有多方

面的建議和看法 ﹒ 她主張政府不應只為博

取市民歡心而行動﹒而是要為人民服務 ﹒

做真正為人民好的事﹒在福利方面 ， 她最

關注復建居屋和制訂全民退休保障計畫u • 
然而，與主流意見不同的她卻主張下任

政府有責任為二十三條立法，認為二十三

條立法是一件始終要執行但可以修改得更

好的事﹒相信請者看過范太的主張之後都

有一定的評價﹒而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

到底范太的優先主張是否符合社會真正的

需要﹒復建居屋或許能解決年輕人「上

樓」煩惱 、 全民退休保障或許能解決老年

人生計煩惱，但最水深火熱的問題是否這

些呢？會不會是嚴憐的貧富懸殊問題？會

不會是複雜的地產霸權問題？留待這者思

考，亦留待讀者更多7解范太的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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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未表明意願是否參選行政長官，

香港的政制以及未來發展卻有多方

議和看法﹒她主張政府不應只為i尋

歡心而行動 ， 而是要為人民服務．

為人民好的事﹒在福利方面 ， 她最

建居屋和制訂全民退休保障計畫v • 
與主流意見不同的她卻主張下任

責任為二十三條立法，認為二十三

是一件始終要執行但可以修改得更

。 相信讀者看過范太的主張之後都

的評價﹒而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

太的優先主張是否符合社會真正的

復建居屋或許能解決年輕人「上

惱、全民退休保障或許能解決老年

煩惱，但最水深火熱的問題是否這

會不會是嚴峻的貧富懸殊問題？會

複雜的地產頭權問題？留待讀者恩

屆待讀者更多7解范太的政見。



這個所謂的新系統有多糟糕咧﹒相信不

用我再多說一遍﹒大家用過的都知道，是比

糟糕還要糟糕！未到他g period 要加課程到

Shopping Cart ﹒ 還要逐個課程’，Search ’，

再’，Select Cl的5” ， 來來回回都不知按鍵按

7幾多萬遍﹒差點道 Enter 都按壞 ， 為保安全

有書讀、 j1多夠學分加7一大堆，看也看到頭

暈眼花。好7 回 到真正的選科日，剔好7心

儀而還有位子的科目，看到踏正 XX:30 一心

按 Enro ll ﹒順利的就恭喜你7· 不順利的不是

有 bugs 、 i衷 server 就是沒剔要在 waitlist 排

隊．．．

相信大家的怨氣定積下不少．要不然也

不會有同學在大字報貼牆上大快人心的字旬 ，

大家更在社交網站廣傳。「 REG 科如戰場，要

議就要搶」．以前舊系統就要打字打得快﹒自

己技不如人 reg 不到心水只好死心﹔但現在是

新系統出問題，根本就是靠這 ﹒ 難怪大家都勞

氣得很。 Reg 不到的人會很氣那系統﹒ Reg 到

的人可能會說風涼話說什麼逆來順受沒辦法﹒

但是你又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要轉系統呢？

- • I ? Yoursearch 叫II 削urn 仰的。白白白， 附uld you l ike l o 
I continue? 

」_2!<_」2盟U

E豆已

聽用新系統的出發點相信是好的﹒一站式

服務不用跳出來又按過去，以前還科 、 交費

用 、 印 t「an script 全部要在不同的地方運作，

按來按去費時失事，現在同 個地方作不同的

事情， 筆者相信校方是想方便同學的﹒可是，

校方忽略7同學的需要 。 沒錯，我們想要一個

不會在晚上十一點就關掉的系統，但是我們更

需要的是一個聰明的選科程式﹒一目7然 、 簡

單快捷地把想還要選的統統一次過做好，而不

是連 Add 和 Drop 都要分開按幾十逅的笨系

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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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earζh will return ove r 50 class缸， would you li ke to I ，已
: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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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新系統的出發點相信是好的﹒ 站式

不用跳出來又按過去，以前還科、交費

到底校方推出 SIS 的真正目的是為方便學

生使用、以學生為先，還是另有目的？本會敬

請校方正視學生的真正需要，聆聽學生意見、

清楚向學生交代會否對現行 SIS 的系統問題作

出修定、修定幅度為多大﹒

向來教育以學生宿祉為依歸，小學中學皆

是﹒唯大學令筆者開始質疑其說法﹔在此，本

會嚴正要求校方正面回應本會與科大莘莘學子

的疑問﹒好讓科大生都依然相信校方的辦學精

神不只在於追排名趕研究而已。同時，本會希

望校方明白，科大學生亦不會對校方所推行的

政策逆來順受，我們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問

題在於校方聆聽與否﹒

日仁

已一「t「「＼ \ l 

其實早在 2011 Summer Term 的時

候，同學們對 SIS 已經怒氣沖沖，生氣起來

真的直指螢幕大罵自那時候 SIS 還是在 pi l ot

testing ﹒校方大可以聽取同學們的意見作出
修改，不是說一句「每一個新系統推出都會引

起很多不同的意見J 就算﹒這只會令我們覺得

校方抱著「意見照受。態度照會」的心態﹒對

學生的聲音不聞不問、敷衍了事﹒還是因為那

時候聲音不夠大不夠強烈﹒才引致校方忽略7

同學的需要？

另外，其實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早已

推出 SIS ·中大最旱，港大則比我們早一點．

在 2010 年度第二學期推出﹒不論是中大生還

是港大生，無不對 SIS 怨聲說道、話論紛紛﹒

難道科大沒看到其他大學的狀況嗎？前車可

錐﹒為什麼各院校的學生對 SIS 都不敢恭維的

時候﹒偏偏校方依舊堅持推出此系統呢？在

此，請容許本會大膽假設，校方是否因三大之

身份象徵而堅持推出不便於學生使用的 SIS ? 



SIS 

SIS, or as HKUST students call it, 

“Student Is SoSad.'’ Everyone who has 
had to pick and choose which classes 
to enroll for must know the pains of the 
new system. Previously, all you needed 
was swift typing skills . Now, it is all 
based on luck. No wonder, students 
are upset. But don’t you wonder why 
the school switched to another system 
of operation? The reason is clear: it 
is a one stop for all that students had 
complained about befo「e . With the 
new system, students can now b「owse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courses, check 
your payment dues, request transcript 
etc. lsn’t this the ideal solution to the 
hassle we once complained about? Yes 
and no. We wanted this one-stop-fa月II

system; but we wanted an efficient one. 

W . E 

一 Student Is Sosad 

Over the summer term, our school 
has done pilot testing and has heard 
the students' complaints. But responses 
have been slow and disappointing. 
Is it because the students were n’t 
complaining loud enough , or is it a 
timing issue? 

Instead of jumping to tackle the 
complain怡， UST has simply stated them 
as “a common mix of responses to new 
changes. We are merely not used to 
the system .” Students are questioning 
whethe「 this sudden change of system 
has been truly for the students' sake, o「

to compete with othe「 Universities that 
have 「ecently also installed SIS. 

As students, we will always be trying 
to improve our school, giving feedbacks 
as needed; but it is up to the school 
whether or not to list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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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夫 >

哪個 SOSC course 較好 grade ？哪個 HUMA course 較有趣 ？沒有

理科底子的人還領什麼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 course 才可以不被

「屈機」？ 不少科大學生每到 Reg course 至 Add/D「op Period 期間都會

四周「收料」。務求完成 Common Core （前稱 Gene「a l Education ）的
要求，避免因不達標而被迫延遲畢業。

設立Common Co re 制度是為7引進通識教育，令學生除了主修科外﹒

亦能汲取其他範騁的知為及技籬，訓練出靈活的思考﹒批判地、客觀地分

析各事物，遠至政府一直提倡 ， 所為的「全人發展」﹒但事實真是如此？

加重負擔？引起興趣？
可能會有同學本身對 Common Core Courses 

有興趣，他們能選擇一些自己喜歡的科目去達標﹒

但對某些同學來說．主修科的課程已經很繁重，還

要選語 些自己未必有興趣的科目，真是百上加

斤 。就算是對黨些科目有興趣 ， 亦未必每個學期也

會開設﹒學生如想在該學期選讀 Common Core 

Courses 。只好無奈地在僅餘的選擇裡選讀。另外，

有些同學對學校提供的 Common Core Courses 
根本沒有興趣，同學只好靠死記硬背去應付考試，

為7考試而學，並非想學而學，這跟以前中 、 小學

的「填鴨式教育」有分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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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求學不是求分數 ， 但在學府裡﹒成績

是取決很多事的重要因素﹒要求一些沒有理科

底子的同學﹒選讀科學相關的科目﹒可能會因

此而被其他人「屈機」 ． 無論你在主修科中表

現有多理想﹒到頭來還是無可奈何地看著 GPA

被拉低。同樣道理 ﹒ 些沒有史科底子的同學

去選讀歷史相闊的科目，亦不能與其他同學競

爭，成績自然塌下去﹒「屈機」情況可能在主

修科也會出現 ﹒但最起碼這是大家入學峙的選

擇，會因自己的興趣、能力及未來發展等認真

地考慮清楚才作出決定，但於 Common Core 

Courses 裡 ﹒於有限的選擇下，就未必能充分

考慮興趣與能力等因素﹒

MA course 較有趣？沒有

)9Y 的 course 才可以不被

dd/Drop Period 期間都會

幫 Gene「a l Education ）的

t育﹒令學生除7主修科外－

9思考 ﹒ 批判地、客觀地分

展」。但事實真是如此？

重整言果可口加構
自 主討之T冉

提高學生能力
宏觀香港的大學，皆有與我們科大

Common Co「e 相似的制度 。然而，有些大

學於學生入學首年，提供必修的過識科，先教

授學生批判性思考的技巧﹒好讓學生打好根

墓 ， 再去選修其他過論科目﹒把所學到的運用

出來，這樣方可更有效率地培養真正通才的學

生。以香港中文大學為例﹒通給科的課程並不

會與本科重壘 ，而且分類仔細，例如有中華文

他承傳及自然、科學與科技等，選擇亦比科大

為多，學生可以更有效地選取適合自己的課程

來修簣 ，這樣方可更有效率地培養真正通才的

學生。筆者認為科大可以向中大借鏡，先在學

:es 

還
加
也

>re 

,es 

．學

說好的靈活思考呢？
真正的通識教育是培養批判性思考 、

繞多角度分析事物的人 ﹒事實上 ，學生於

Common Co「e Courses 裡 ，未必能在趕急

的課程進度中確切地踏足該領戚，往往只是懂

得點點「皮毛」知識﹒甚至未把其內容完全消

紀，考試過後，所有強記於腦中的資料便會馬

上刪除﹒根本未能鍛鍊思考及分析能力﹒

生入學的第一年設立一些必修的基本通論課

程，使學生擁有一些「基本功」，才進鑽進階

的過說科。此外，校方亦可將課程分得更為仔

細，好讓學生有更多選擇，選自己有興趣的課

程組合來修道。而通識科亦不會直與本科重

壘，這樣方可令學生有更多機會學習不同範疇

的知識 ﹒亦不會加重同學的負擔﹒總括而言．

現行的通論科措施必需要作出調整，才能令科

大人能夠真正地「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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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Education= Liber al Studies? 

All ofus full-tim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his University have 
to go though General Education, 
or Common Core as it is now 
called. And as we hustle to enroll 
for courses that are required for 
our ma]or, we must also carefully 
select which of these Common 
Core classes to take. For one, 
some are easier than others. If 
we pick the wrong, hard course, 
it may potentially lower our 
GPA. Another reason, it may 
increase our workload and bring 
more burden to us. They say that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re 
supposed to develop our critical 
thinking and make us well
rounded people. But the opposite 
of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ese 
Common Core classes occur. 可Te

end up learning ve可 little, if any 
at all, about the subject getting 
through the course by pure 
memorization skills.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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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tter our system of General 
Education, HKUST could learn 
from CUHK. Their exemplary 
structure can help make our 
system more efficient and in sync 
with the interests of students. The 
gist is a proposal to give students 
more freedom to pursue their 
interests freely without adding 
burden to their already heavy 
academic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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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死腹中的 RMBI im新營，

以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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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UHK. Their exemp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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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課程
J:111,的學生每年都面對著同樣
的煩惱：自己的學科沒有迎新

營，學生聯祖及康樂活動亦統統
欠萃，學生之間連互相認論都成

問題，更不用說關像平淡和欠團

結性。

據悉，這辦學生當中的有心人士 ， 曾兩度

嘗試組織學生會﹒舉辦活動以建立久未成形的

友適及歸屬戚，並兼顧專業導向的需要﹒可惜

兩屆學生的努力都付之流水﹒

? 

在沒有學科學生組織的情況下﹒這群學生

只能寄人藍藍下，參與一些其他學會舉辦的活動

（如商學丟失學生會的迎新營 ） ．以圓多結交

一兩個同系的朋友，日後便可有個一同上課、

生活和交流資訊的同學，算是比起見面如陌

路人好一點點﹒課程雖有舉辦活動把學生懸

在 起，但不過是一年兩次的午餐聚會，而

且主要內容是課程主任的口水式分享﹒學生

之間的交流實在有限﹒課

程舉辦的其他專業活動﹒

亦無助把學生拉近﹒

第一屆學生曾要求辦會，最後因為課程主

任認為「課程人數太少」．結果改為與雙學位

課程學生（「 Dualer」） 成立跨學科課程學

生會 （IPSU）， 然後這學會不論是發展方向及

活動內容，都與 RMB！學生需要的大相逕庭。

酬－M

當第二屆學生入學後，時任行政主任邀請

學生籌辦本科學生會，並清楚指出學生會代表

學生﹒學生會在三月提交7年度計畫u .包括舉

辦學生期待已久的迎新營﹒可是，計劃卻不被

課程主任接納及批准﹒以致

學生會無法按學生憲頗為學

生服務﹒缺乏自主權、舉辦

活動受到限制的學生會，已

經是形同虛設。到底這是怎

麼一回事呢？

風險管理及商議管自g ！~ 生會



難再舉辦的學生活動

學生會在早期試運期間，順利

舉辦7分享會、企業參觀及羽毛球

比賽等活動，讓學生得以全面發展。

學生會進一步提出7舉辦其他活動

的方案，得到的回應卻是否定的 ．

結果計劃中的活動因未獲批准而難

以實現。

被透露的官方回應指出，只有

學生參與的聯誼活動只算「玩耍」

若邀請了教授才是真正的「聯誼J

學生會應舉辦專業活動及「聯誼」

活動．間接貶低7學生聯詣活動的

價值。在學生會成員與課程主任會

面時，課程主任又指出羽毛球比賽

有十人參與是「太少」，對活動的

成效表示質疑﹒

胎死腹中的迎新營

學生會提交的活動計畫中包括7

學科迎新營（即俗稱的「細 O」） ．

然而，課程主任宣言「沒有需要」舉

辦迎新營，提出的理據包括己有跨學

科課程迎新營、參與人數可能不足等﹒

學生會隨即回應了所有質詢，當時課

程主任亦未有再提出反對。

「細 O」的好處包括把大部分同

課程的學生拉近及較為度身訂造等，

這些都是其他迎新營無法取代的。而

當這科嚴重缺乏效果相近的活動時﹒

學生共同生活三天的迎新營就顯得更

為重要﹒另外 ， 根據其他學丟失及其他

學校的經驗，因為新生意願及競爭不

大，學科迎新營人數不足的情況甚少

發生，更何況這科今年收生達數＋人﹒

「只有數人參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故我們有理由懷疑人數不足只是禁令︱
的藉口﹒另外﹒部分成員表示，不少

現有學生或來面試的中學生都對迎新

營表示興趣，反應比其他學系的更為

踴躍．而成員本身亦己想好宣傳方式，

將人數不足的風險減到最低﹒

在回應後 ， 學生會繼續進行準備

工作﹒後來，因為學生會需要申請租

用場地及物資，故向課程提交迎新營

的詳細計畫，並請求m核﹒可惜課程

主任堅持「看不出有需要」舉辦迎新

營，結果整個計畫胎死腹中﹒



胎死腹中的迎新營

學生會提交的活動計畫中包括7

學科迎新營（即俗稱的「細 O」） ．

然而，課程主任重吉「沒有需要」舉

辦迎新營 ﹒ 提出的理接包括已有跨學

科課程迎新營 、參與人數可能不足等﹒

學生會隨即回應7所有質詢，當時課

程主任亦未有再提出反對﹒

「細 O」的好處包括把大部分同

課程的學生組近及較為度身訂造等 ，

這些都是其他迎新營無法取代的﹒而

當這科嚴重缺乏效果相近的活動時，

學生共同生活三天的迎新營就顯得更

為重要﹒另外，根據其他學丟失及其他

學校的經驗，因為新生意顧及競爭不

大，學科迎新營人數不E的情況甚少︱

發生，更何況這科今年收生達數十人﹒

「只有數人參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l

故我們有理由懷疑人數不足只是禁令

的藉口﹒另外，部分成員表示 ﹒ 不少

現有學生或來面試的中學生都對迎新

營表示興趣 l 反應比其他學系的更為

踴躍，而成員本身亦已想好宣傳方式，

將人數不足的風險減到最低。

在回應後，學生會繼續進行準備

工作。後來，因為學生會需要申請租

用場地及物資，故向課程提交迎新營

的詳細計畫﹒ 並請求m核﹒可惜課程

主任堅持「看不也有需要」舉辦迎新

營 ， 結果整個計畫胎死腹中﹒

忽視學生文1t;活動的惡果

不論是 RMBI 學生會 、 RMBI 學生活動

還是 RMBI 迎新營﹒都是增強學生團結性

的工具 ， 亦是大學生全人發展及全面經歷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若果決策者只給予

學生參與專業活動的機會﹒學生不但與同

科同學距離遙遠，亦被剝奪7透過相處而

成長的機會﹒即使未致於f七成只僅工作賺

錢的機器，在生活及人格上亦有所缺憾。

面對學生組給被廢 、 學生活動被禁 ﹒

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課程的學生只能搖

頭歎息。曾幾何時 ， 這些東西是他們與同

科學生建立友誼、自信及歸屬臘的希望，

晃在眼前，現在卻無情地被破滅7· 他們

還能去哪裡找回屬於他們的自由、感情和

＊ 以上文章不代表本會立場

多謝 pp 同學立投稿。所謂不平則鳴，若您

對校iE.£ 、學科內容、或是學會事務有所不j繭，

對所見所聞有建誰要發表 ， 歡迎電鄧至 SU

eb@stu . u st.hk 來稿發聾 ，透過本會公開的

渠道。負起各位同學關注。稿件經篩選後除7

會刊登於本會網誌 ﹒ 亦有機會刊登於本會刊

物《振翅﹜或﹛振翅乏高飛報﹜. D陸同學來

稿前務必注意資料真確性，本會不會為文章

任何失實內容所引起的爭議負責﹒



在九用的蟬噶自 .flli、下 2 走過

車站外的林嗤 d、徑 J 意味著你正

穿越一條通道 J 通往大學的新生

活 J 甚或准閥第二、三以至更多

年的旅途。誠而穿過這連接新世

界的通道之後，又有設有困苦役

望那個給拋在腦役的世_ff- ？你我 ,. 

準備好往車在這兩個世界了嗎？

回想起剛入學時有一件挺在意的事，就是

Face book 上突然翻7一倍的朋友數量。經

過大大小小的 O Camp . o day 等迎新活動
後 ， 認為不少組 mates 、 Ex-co 、 組爸媽..... .

造成7這驚人的增長﹒然而 ． 這麼多「朋

友」，我們是否吃得消呢？答案當然是否定

的﹒有的會永遺淪為 Facebook 裡的一個

存在，比較好的．在校園碰面會打個招呼，

「 YO J 一下寒喧兩句﹔發展成有交流的朋友 ﹒

可能達十分一都沒有﹒

有關在大學的人際關像總有一

大學不能交到真心朋友﹒

我們都開始得太遍了. !(:. 

新世界中找到同伴。希望填滿大學生活的所

有時間，希望找到其他人口中的快樂而做的

一切﹒最終卻帶來反效果﹒

如果你亦有這種想法的話．不妨反問一下自

己 ． 這種「 j賣結友緣 J 的做法 ﹒ 是真的為7

滿足自己抑或只是像執行清單上的任務一

樣？好比「入大學一定要玩 O Camp」這種

迷信是不少人參加的原因﹒童醫者在此並非否

而

為朋友的主要目的 ， 相信就是在這個很大的 的朋友圈子 ﹒



界中找到同伴﹒希望填滿大學生活的所

間 ﹒ 希望找到其他人口中的快樂而做的

，最終卻帶來反豈宜果﹒

你亦有這種想法的話，不妨反問 下自

這種「廣結友緣」的做法．是真的為7

自己抑或只是像執行清軍上的任務一

好比 「入大學一定要玩 O Camp J 這種
，是不少人參加的原因﹒筆者在此並非否

ι九 ‘

然而，當中也會有一些客觀的因素令大學的 這就是現實的無情﹒

友誼不穩固﹒

你、我、他都需要在新世界填滿寂寞 ， 同一

時間又希望留住昔日的情誼﹒大概只能是遠

不可及的夢想﹒在現實裡 ，我們只能還樺﹒

選擇適合自己的平衡﹒ 有的人喜歡時常在一

起的關像 ﹒ 有的人只需要能和好友偶爾見面

便已很窩心 ． 這個天秤不是不籠平衡的，只

要我們懂得在每邊放棄多少﹒懂得放棄多少

才不至於完全失去﹒

常說大學是異世界，是新世界 ﹒ 因為在這裡

想想那己經成為回憶的中學生涯 ， 一班只有 沒有人會介意你以前是一個怎樣的人 ，只要

數十人而且所有課都在一起上 ， 幾乎做甚麼 你想，就能將一切重新開始﹒剛開始新生活

都在一起 ． 有自己班的課室作墓地，生活也 的﹒希望你能「攝高枕頭」考慮清楚這未來

較少其他方面的滋擾﹒在這種朝夕相見的1畏 的幾年要怎麼過﹔已經不再是新人的，希望

境下自然能發展深入的友誼﹒但是在大學 你已經找到7生活的平衡點﹒同時身負重任

裡﹒上一課少說也有近 百人，同丟失的同學 為新生指點迷津，像 O Camp 一樣做個稱職

卻不定所有課都會一起上。像是 BBA 的一 的組爸媽 . i教授組爸媽給予自己的各種經驗

年級生在未分主修科的時候 ι 整個學系數百 又再傳承給新生，這種溫暖的關像必須好好

人，每一課碰上的都可龍是不同的人，又怎 保存下去﹒因為是這種關條把科大疏落的人

麼能增進友誼呢？再加上學業以外不少人都 群拉攏一起 ， 成為整體的﹒祝願所有科大人

都能無惚地活過這最光輝的幾年青春﹒

~~ .·土一些課需要做分組報告會結為到

組員 ﹒ 可是很多時候報告完成f· 課程

~·tt;起朋友，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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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蕃薯民」﹒相

信你在八月份參加迎新營或迎

新日峙，也曾經到過賽馬會大

堂下的 LGS 進餐﹒但踏人九月，

LGS 內的金飯碗餐廳已經封閉

以進行大概三個月的改建工程﹒

昔日 LGS 人來人往的場面暫時

離我們而去 。

在科大過去二十年的日子， LGS 也

算是人氣旺盛的地方之一﹒從賽馬會大堂

下的扶手電梯或連接宿舍的連接橋走入

LGS · 除7頓時感受到一陣透心涼的冷氣

外，還會看見各個學生會層會在 LGS 兩

旁的宣傳攤位和聽到他們叫破喉嚨的宣

傳口號可他們有的在售賣 Soc 紙和文件

夾等福利品，有的在呼籲同學報名參加

精心設計的活動，有的在招收會員﹒好

不熱鬧﹒再踏前數步，已經聞到陣陣來

自美食的香昧，自從前的薄餅店到現在

的麥當勞餐廳和咖啡店﹒但不變的﹒是

延綿不斷的「人龍」．

在麥當勞餐廳後的金飯碗餐廳現已

搬到 LG7 繼續營業 ，為各位同學繼續

提供日式和泰式美食﹒而昔日金飯碗餐

膜的鈍圍已經封閉進行改建工程，現時

位於學都i大樓四樓的學生中心（Student

Cente「），亦即是學生會辦公室 、所有學

生會層會辦公室和供學生團體借用的會

議室便會在十二月進行相信是十九年來

第一次搬遷﹒搬到改建後的 LGS ·而現

時為於學科tj大樓四縷的學生中心則會改

建給其他大學學術部門使用 ﹒但各個學

生會組織和屬會在新學生中心的實際位

置仍然有待學生會幹事會的決定﹒

在學生會和層會辦公室搬到 LGS 後，

除7龍夠更加集中各個學生團體外，也

方便7各個學生團體的幹事們每次在深

商散會時能夠更快回到自己宿舍休息．

我作為一名等待「入伙 」的編輯委員會

幹事，也很期待新的辦公室能夠為我們

帶來更多動力呢！



在麥當勞餐廳後的金飯碗餐廳現已

到 LG7 繼續營業﹒為各位同學繼續

供日式和泰式美食﹒而昔日金飯碗餐

的範圍已經封閉進行改建工程﹒現時

於學前fij大樓四縷的學生中心 （Student

inter） ，亦即是學生會辦公室、所有學

會屬會辦公室和供學生團體借用的會

室便會在十二月進行相信是十九年來

一次搬遷，搬到改建後的 LGS ， 而現

為於學術大樓四縷的學生中心則會改

給其他大學學術部門使用。但各個學

會組織和屬會在新學生中心的實際位

仍然有待學生會幹事會的決定。

在學生會和層會辦公室搬到 LGS 後，

了能夠更加集中各個學生團體外 ，也

便7各個學生團體的幹事們每次在深

散會時能夠更快回到自己宿舍休息，

作為一名等待「入伙」的編緝委員會

事﹒也很期待新的辦公室能夠為我們

來更多動力呢 ！

~'(.'{.\\', \. 

學而教 而學

－－ ’，糧”..﹒叫闇閻明－·帥”

小時候 ， 筆者跟很多同學一樣都

有過當老師的夢想，然而時間慢

慢地把它淡化 a 本以為這個夢想

只是一個夢想，但在朋友的感染

下 ， 筆者加入7 EDP ( Education 

Development P rog 「am ﹒ 教育發

展組）．嘗試了教書的感覺﹒

EDP 
EDP 隸屬香港科技大學理

Educall。n Devel。pmonl p’。g,am

種’，’，農組 學院﹒ 它主要是透過科學和

數學的課程、活動、 工作坊等提升中小學的

教育素質以及中小學生對於科學的興趣﹒雖

然它以數學和科學為教授的內容， 而主要的

對象是－Jjf數學系和科學系的同學， 但是其

他學系的同學如果有興趣亦可以參加 ﹒它的

活動很多元他，除7一般的課堂外，聖誕節

和復活節等假期亦會有全日的工作坊 ， 到了

暑假又有科學營，在 Sem Brea k 時會有一

些到訪外地的義務教育團 ﹒ 讓 Jjf對教育有

興趣的同學可以試試教書的﹔當眛﹒

各活動中教授的內容很多都和我們中學常規

的科學課程相似 ， 所以其質有一種似曾相識

的感覺 ， 教班的時候不時會用回中學老師的

教學方法 ﹒ 畢竟我們還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

工作的訓紋 。 在真正教班之前 可 我們都要參

加訓練班 ， 以求每位同學都對教授的內容清

晰 ﹒ 以兔「教錯書」或誤導了來參加活動的

同學們 ﹒

筆者加入 EDP 只不過一年，參加的工

作其賣不多﹒但滿足/g£卻很多﹒筆者教

的班全以小學生為主，他們這個年紀最

活潑、最真心、 J最討人喜歡 〉跟他們相
處起來很舒服 ．，有時候他們創造的比你

還多除7 「 享扎還有「學刊 所似1筆
者十分享受跟他們全起的街iul,











科均每搶著高貴f每廿ι﹔ 科夫下有





otaract 
科大有不少以辦義工服務見稿的屬會，很多熱心

的同學年中都會參與它們所舉辦的活動，以行動幫助

其他有需要的人，為社區，以至世界出一分力。大家

在參與義工活動時，有否真正7解過各屬會的背景？

現在，就讓大家進一步認識一下科大扶青吧 l

扶輪青年服務團（簡稱扶青）是 個以 18 至 30

歲青年為對象的國際服務團體﹒不少扶青團都是來

自大專院校，以本港為例﹒已有土問大學設有扶青

團﹒而科大扶責則在 1998 年成立，隸屬國際扶輪第

3450 地區（香港、澳門及蒙古國），並由九龍扶輪會

( Rotary Club of Kowloon ） 贊助。

（ 您們覺得阿青與其他服務團體
（ 例如學生社會服務圓「四蛇」等）的分別是什麼？

f失實跟其他服務團體最大的分別 ， 是除7讓團員有機會服務社會外，亦幫助他們發展個人才能 ﹒

扶育的四大活動鈍臨（ Avenues ） 亦是其他服務團體較少見的﹒這四個範躊都設有專門的主委

( Directors ）統籌活動﹒它們分別是

l圍務服務 （ Club Service ） 為團員舉辦聯誼活動﹒例如在二月底舉行的 「環保心意卡 DIV J 工作坊，

以及主理迎新活動一一在暑假舉行的 RO-Day 以及在十月舉行的 RO- Night ，提高團員的歸屬感。

2. 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 透過義工服務以及和社區團體的合作計畫IJ. 加強團員對社區

事務的關注﹒並接他們有機會組織義工服務。二月中的「何處為家」探訪露宿者活動、在四月舉行

的籌款活動「 Save a Meal, Save a Life 」﹒以及與科大侍學行合辦的「科大扶黃綠悠遊」﹒都屬於

社區服務懿騁﹒

3. 國際服務（ International Service ）：負責外地義工服務圓的一切事宜，包括擬定行程 ﹒ 聯絡當地

機橋等。科大扶青每年會舉辦兩個國際服務圍，讓團員親身體驗世界不同地方人民的需要﹒首個服

務團已在六月初到訪尼泊爾 ， 另一個服務團預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舉行，暫定目的地為印度﹒

4. 專業發展（ p「ofessional Development ）： 幫助圓員發展才能，成為未來的領袖﹒活動包括在三

月初開始的「恨。’， ad to Success Series 」 講座系列 1 第一講邀請7補習名師 W.L. LEE 分享經營

補習社的成功要訣 。其他活動包括在四月底舉行的周年晚宴及在新學年的企業參觀。

（ 本~點活動
自主向科大同學推介？-- 我們將邀請政商界名人陳智思先生在九月舉行「’，RO’， ad to Success 

Se「ies 」的第二講 ， 另外參觀黑暗中對話 、 Refugee Run （一個戰爭體驗
活動）、上文提及的聯校高桌晚宴和國際服務團亦是新學年的重點活動﹒



服務社會外﹒亦幫助他們發展個人才能－

f少見的﹒這四個範疇都設有專門的主委

E二月底舉行的「環保心意卡 DIV 」 工作坊，

1舉行的 RO- Nig悅 ，提高團員的歸屬獻。

和社區團體的合作計割，加強團員對社區

何處為家」 j采訪露宿者活動、在四月舉行

子學行合辦的「科大扶青綠悠遊」，都屬於

5圓的 切事宜﹒包括擬定行程 ，聯絡當地

l身體驗世界不同地方人民的需要﹒首個服

底或明年年初舉行 ，暫定目的地為印度．

．晨才能，成為未來的領袖﹒活動包括在三

第一講邀請7補習名師W L. LEE 分享經營

宴及在新學年的企業參觀。









書名， Homemade 鬆餅小蛋糕

作者， Bonnie Yves 
種類，食譜系列

價錢， HK$79

出版日期： 2011 年 7 月

t＋ 亨 時 介

內容簡介：

小蛋糕與鬆餅是很多人的摯愛 味道香濃而體積小巧，無論是

早餐或下午茶可又或隨時口痕 ， 吃一、兩件已相當滿足﹒小蛋

糕的基本製法簡單，最快捷的，十敏分鐘都可以，而口味又可
變化無窮 I 令人百吃不厭 ﹒ 擅長百甘品的 Bonn悶 ，繼﹛精微家

ti!品﹜後 再設計多款鬆餅與小蛋糕，而且口味創新多變{I:;'

如﹔但肥、石板往i 、美祿朱古力、香蕉麥皮等﹒其中亦有低脂小

蛋糕類別，潑大家吃得健康一點點﹒ Bonnie 更把小蛋糕設計

成心思小禮物，潑大家在特別的節慶日子如情人節、生日等﹒

親手製作窩心禮物送贈親愛的人名副其實甜蜜又混馨﹒

已退2
•'=IIIJl• 

a帥w 諾諾益湯， 竺于風吟，

M仰叫做﹔ 楊矜持會。 w山區~

書名 泰國通胡慧沖樂遊布吉－泰新版

作者胡態沖

種類泰國通胡慧沖系列

價錢 HK$89 

出版日期： 2011 年 7 月

內容簡介：

－全書近 400 頁﹒收錄隱世酒店、名牌

Spa 、上山下海餐廳及滿 r Fun J 7.l<陸活動﹒

破紀錄最詳細﹒由北至南細分 24 區，涵

－蓋四大人氣外島等等

i曾噩介紹激新及話題酒店近 40 間 I i聽你

- Hea II每一分每一秒﹒

潮玩 Palazzo Dinner Show 、 Cable

- Wakeboard 、水上樂團 、民﹛谷主題公園、

Go Kart 、室外射擊及 Blue Elephant 泰菜

教室﹒

書名，一個人的喪憧

作者﹒榕光社

種類： ）為聞系列

價錢﹒ HK$79

出版日期： 2011 年 9 月

一
個
〈
的
失
禮

社會作過貢獻，到年紀老道 ， 卻被社會遺忘在一角﹒

雖然他們已落後於社會大潮 ， 但他們仍然各有強烈

個性﹒有自己的主見！有些還懂得為自己生活找樂

子 l 他們的想法甚至是我們料不到的智黨高度﹒而

到人生遺頭，他們都只想有尊嚴地告別﹒偏偏有一

班義工 ， 做著世俗嫌棄的工作 為這班無依長者奔

走．在他們最後的歲月，送上 絲溫暖，並渡長者

不用一個人被寥地步過人生終訪站﹒

內容簡介：

認屍、領屍、為與自己完全毫無關像的逝者出入買賣

儀館火葬場 1 完成其人生終極一程，一切只是義務，

而有時還可能面對已經是辨無可辨 、 面目模糊的屍

體 ·Im會無懼及有此能耐嗎？

隨著人口老化，香港頁數來愈多獨居長者﹒他們有些

辛勞 生﹒無親人照料，有些甚至默默離開人世，

至屍身發臭才被人發現，身後事也未必有人料理．

本書述說7 班長者的是華人故事．他們在年輕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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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 our big family now by visiting 。ur counter during the Orientation Week! 

Contact: Kairi 603 5 7176 

Dexter 6978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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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長會的前身是－九九1i$九月在香港科穗，每學曬蠢的

「實戰~轉學班J ，在－九九七年先同香港科穗，每學

實戰~棉哥哥術學會軍費嘴益。 Z長會戰攪向書主體乘瞌

睡螂警組積肅游豪華，副慘羅漢門翱游佛峙，＊教續

做材和各種真器。線留手？審時也會加入其他門i權最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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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

.a,會噓臨金at會

我們是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緝委員

會，是科大學生會的文字組織 ， 亦是

學生會四大架構之一 ， 透過出版《振

翅 WINGS》及《高飛報 High Fly 

Post》兩份刊物和網上部落格﹛墨

Blog Editorial Blog 》 ， 為科大同學

報導校園 、 社會及生活等資訊，務求

令各位科大同學在繁重的學業下 ﹒ 亦

能緊貼社會的脈縛，掌握最新資訊 。

我們會將《振翅 WINGS》及《高飛

報 High Fly Post》定位為多元化的

優開校園刊物﹒內容主要圍繞三大方

面校園 、時事、生活 ，一方面令同學

更7解科大的發展和科大內的大小事﹔

另一方面， 令同學認識更多在科大以外

的人 、事、物。 有很多其他大學的人，

甚至我們自己科大的學生，會認為科

大人只會讀書，甚至擁有’，Un iversity

of St「ess and Tension，，的「 美譽 J 。

雖然在科大讀書很有壓力，但我們希

望透過我們的出版， 讓科大同學體會

更多，在埋頭苦幹溫習的同時亦對世

界大事、社會現象有更深入的認識 。

科大學生會除7我們編緝委員會外﹒

還有其餘三大組織 ﹒亦即是負責行政

工作的幹事會﹒負責立法工作的評議

會和負責司法工作的仲裁會 。 我們四

大學生會組織透過各自的工作 ﹒ 推廣

康樂、文（七 、體育及學術活動 ﹔ 提高

會員的公民意識 ﹔ 為會員尋求續利 ﹔

在影響會員自身利益時代表會員和協

助大學發展。

除了我們四大學生會組織外﹒ 學生會

轄下還有超過九十多個層會 ， 不同的

學系或學院的學生會、宿生會、體育

學會、學社聯會屬禽等﹒除了代表各

位科大同學外﹒選為各位科大同學舉

辦各式各樣的活動 ﹒

你想你的文章能在科大的社章中引起

討論？例如校內校外事件的評論，以

至小說、散文、遊記、勵志作品，你

可以將文章電郵（su_eb@stu .u st.hk)

給我們，經篩選後，我們便會將文章

上截至我們的網上部落格 《墨 Blog

Editorial Blog 》。



是誰？

學生會除7我們編貓委員會外 ﹒

其餘三大組織 ﹒ 亦即是負責行政

的幹事會﹒ 負貪立法工作的評議

負責司法工作的仲教會﹒ 我們四

生會紹給透過各自的工作﹒推廣

之 、 文化 、體育及學術活動﹔提高

「的公民意為 ﹔為會員尋求逼利﹔

但響會員自身利益時代表會員和協

學發展 ﹒

我們四大學生會組織外 ﹒學生會

還有超過九十多個屬會， 不同的

長或學院的學生會、宿生會、 體育

畫 、學社聯會屬會等。除7代表各

井大同學外 ， 還為各位科大同學學

主式各樣的活動﹒

安你的文章能在科大的社章中引起

侖 ？ 例如校內校外事件的評論 ， 以

J 1 說 、散文、遊記、勵志作品 ， 你

法將文章電鄧 （su_eb@stu . ust.hk)

友們 ﹒經篩選後 ， 我們便會將文章

或至我們的網上部落格﹛墨 Blog

torial Blog>.

如果個仔第時讀科大－．．． ． ．

希望佢唔駛

好似佢老豆

。甘等車等到
慧居居啦！



B-COM 招募
設計／有內涵

不畏強權／愛抱不平

寫自己想寫是但中一樣的你
請加入我們
Mail to su_eb@stu.ust.hk 

Give us 
Topict)oi口ing Sub-Committee 

your name, contact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你想你瞞文章可以俾全科大同學臨？
你想我蝴寫包？

你想我鷗對校內校外事件深入探討？

你有包ideas?
有意見？

文章／意貝／觀點／ideas告
stu.ust.h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