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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傳說

科大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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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伊始，歡迎大家成為科大的一份子，在此開展你的大學生活。自二十五年前 
創校以來，科大聲譽日隆，今天已成為全球頂尖的年輕大學之一。校園環山靠海， 
綠意盎然，大學致力為同學提供全人教育及培育創意的氛圍，讓各位能夠發掘自 我，
盡展所長。我希望各位同學會善用未來四年時間，深入了解自己，不但在學術 上取
得卓越成就，亦成為一位有承擔、關懷社會、品格高尚的世界公民。

作為一所研究型大學，我們努力創造知識，亦致力塑造一個能讓各位同學發揮潛能 
的環境。除了鑽研學術及應付考試，我鼓勵各位把握機會參加海外交流與課餘活 動，
學習不同地方的文化，建立友誼，擴闊視野。科大為同學積極開拓學習機會， 各位
應抱持開放態度多嘗試新事物，培養不同興趣，與來自不同背景的同學相處， 成為
一位能獨立思考、具國際視野的科大人。大學生活是一趟探索自我的旅程，你 會漸
漸了解自己的長短處，發掘自己的志趣。當然，各位同學亦應善用時間，在學 業、
興趣及社交等方面，兼顧得宜。

科大以一系列核心價值為指導原則，推動大學按其使命與理念持續發展。待各位同 
學畢業之時，無論你們身處世界何地，實踐這些價值將令你們在工作上表現卓越， 
擔當出色的領袖，並會推己及人，成為有承擔的世界公民。科大的核心價值是：

1. 追求卓越、堅守誠信、維護學術自由 
2. 放眼全球發展，貢獻地方社會 
3. 凡事皆可為的精神 
4. 和諧共融、匯聚多元、彼此尊重 
5. 同一科大 

在科大生活、成長，你會漸漸明白到這些價值的重要性，而且我相信當你成為科大 
人後，定會將這些價值付諸實行。

我誠邀各位同學參加於九月一日舉行的科大開學晚宴，認識新朋友。我期待於未來 
日子與你們在校園見面交流，謹在此再次歡迎大家。

校長

陳繁昌教授

* 請到大學網站詳閱有關科大的核心價值： 
http://www.ust.hk/zh-hant/about-hkust/hkust-at-a-glance/mission-vision/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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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is day when you begin a new chapter in your life,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the HKUST family, one of the top young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today that has 
seen its reputation rose meteorically since it was founded 25 years ago. In this campus 
surrounded by striking natural beauty, HKUST offers you holistic education and an 
environment to unearth and pursue your interests. I suggest you spend the 4 year 
university life wisel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self and discover your own passions, not 
only striving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but also becoming a responsible citizen of the 
world who cares about the community.

As a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y, it is one of our major goals to create knowledge 
and provide you with an environment where you can realize and unleash your full 
potential. You will learn, study, and be challenged by exams, but I would also encourage 
you to learn the beauty and valu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make new friends and broaden 
your minds through our exchange program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a sprawling 
network of student clubs. Through these many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in 
HKUST, I encourage you to try things which you have never done before, find new, 
different interests, work and live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develop 
a strong sense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University life is a 
journey of discovery. Take your time to think, get to know yourself, you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terests and passion. Of course, you should also organize your time 
well,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your academic, interests and social life.

HKUST is supported by a set of core values that form the guiding principles towards 
the advancement of the University’s mission and vision. These values will make you as 
a HKUST graduate distinctive at work, as a leader, and as a thoughtful and responsible 
citizen in whichever part of the world you choose to put down roots. They are:

1.　　Excellence, Integrity, and Academic Freedom 
2.　　Global Vision and Local Commitment 
3.　　Can-do Spirit 
4.　　Inclusiveness, Diversity, and Respect 
5.　　1-HKUST 

As you grow in HKUST, you will lear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values, and I 
believe that you will come to embrace them when you become a member of the HKUST 
community.

Join the University Welcome Dinner on Sept 1 where you will meet many fellow 
newcomers.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some of you in person on campus in the 
years to come. Again, I welcome you to the HKUST big family.

Tony F Chan

President

 *Please visit the University’s website to learn more about HKUST’s core values: http://
www.ust.hk/about-hkust/hkust-at-a-glance/mission-vision/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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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啟航

大學，是個尋夢、追夢和圓夢的地方。

先說尋夢。年輕的你們，可能在入讀大學之前，未曾好好想過自己的理想，因為作為中
學生，很自然會將精神和努力貫注於唸書和考試上，目標是拿好的分數，入好的大學。 

科大是一個理想的環境，你們會接觸新鮮的人物、活動和思維，讓你們可以啟發靈感，
尋找和建立你的畢生夢想。

然後追夢。你們會交上很多本地和海外的朋友，擴闊和鞏固你們的人際網絡。他們會成
為你們追夢的平台和支柱。同時，你會在學問和思想上大幅提昇，你的夢想也會不斷調
校、昇華。  

最後圓夢。接受大學教育本身已是莘莘學子的夢想；它不僅是一條途徑，也本身是一個
夢想。所以你們在這四年裡，要盡量善用大學的各種資源和機遇，取得最多的學識和智
慧，並且建立最廣闊和深厚的人脈。這樣，才算是徹底完成大學的夢想。

在尋夢、追夢和圓夢的過程中，我希望你們注意一些要點。

首先，大學的空間相對中學來說，是更加廣闊，更加自由。如果你停留在以往的舒適地
帶，大學教育只會成為中學教育的伸延版或提昇版。 

然而真正的大學教育，是你們爭取知識和培養品格的平台。你們要學習的，不僅是知
識，更是追求知識的方法。由於知識不斷增加，你們在大學得到的知識，會逐漸變得過
時，所以惟有是懂得如何獨立學習，保持對萬事萬物的好奇，不斷更新，才可以與時並
進。  

你必需付出努力，積極投入大學生活，才能享有豐富的校園生活。取得良好的學業成績
固然重要，但你的成就並不能單靠學業來量度。你需要作全面發展，培養獨立的能力及
判斷力，善用大學提供的資源和機會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如多與教授交流、參與各類型
的講座、學生組織、比賽、實習及海外交流。

學業以及各種的課外活動會令你的學習生活變得忙碌，所以你必需學習時間管理，根據
自己的目標將事情的重要次序排好，了解自己的能力可以應付的工作，量力而為。

最後，我祝願大家身心康泰，事事順遂，夢想成真！ 

工學院院長
 
鄭光廷教授

工程學院院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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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機會　發展抱負

新學年伊始，我謹代表商學院師生歡迎大家加入科大。

大家從小學、初中、高中已經歷過無數的公開考試，最終獲得入讀大學的資格，
邁進新的學習階段，你們應感自豪。與此同時，我亦希望大家為未來四年的大
學生活作好準備。

大學是一個全新的學習環境，讓同學了解和尋找新的知識，更重要的是這裡將
為你提供一個自由的空間及不同的機會，讓你們發掘、追求和實現夢想。

對定立心中夢想躊躇未決的同學，科大除為你們提供課堂知識外，同時重視多
元的學習體驗，例如本地的社會服務項目和海外交流活動，又或者透過如企業
實習、校外比賽和研討會，增加同學接觸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廣闊視野，令
大家的世界不只局限在校園或維港兩岸，更懂得待人接物、結交更多新朋友。

無論你打算未來加入大機構服務、創業、繼續追求學術上的成就、致力服務社
會或改善環境，我希望大家在這四年間，都能從所見所聞、從所結識的朋友或
老師身上，得到新的啟發和靈感，發掘出心中的夢想，以創意找出新的契機，
並逐步實踐。

面對未來全球商業環境的急速轉變，社會競爭越趨激烈，新一代的大學畢業生
需盡早自我裝備，為自己的理想奮鬥。追夢的過程難免會面對困難和挑戰，但
只要大家能堅持，勇於嘗試，必能取得成果。

我期待大家以熱誠擁抱及善用新的機會，並好好享受未來這個新的學習旅程。

商學院院長
 
譚嘉因教授

工商管理學院院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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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i t o r s ' 
word

    當各位收到這本迎新特刊的時候應該休息了大概三四個
月了；恭喜恭喜，恭喜你們經歷了一場漫長而痛苦的DSE後，
再入苦海，再次經歷一個又一個會讓你痛不欲生的 mid-term 
exam、assignment、term exam、quiz（佔分極高的測驗）、
final exam。

    我經常這樣形容，每個學期每科平均兩三個 quiz 或
mid-term 猶如高中的 mock  paper，一個接一個；而 final 
exam 則如同公開試，壓力大、辛苦。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
香自苦寒來，辛苦過後的回報是巨大的。也不用太擔心，反
正彼此也在熬，一起努力就過去了。

    每個學期的周期相若（以 fall  term 為例），大概半個
月的 add-drop  period 沒有甚麼壓力，主要講一下 lecturer
的規矩、分數怎樣計算等等；半個月後，（大概 9月中，）
你會突然發現一堆 mid-term 和 assignment 洶湧而至，這星
期這科要交中期報告，隔兩天又有另一科的 mid-term 要考 
，每一個星期只會比上一個星期更忙，沒有最忙只有更忙
（UST 這 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 的真•名可不
是白叫的）；到了大概 11 月中，忙夠了，就只差一些 final 
report 要交，生活節奏驟然慢下來；（１２月中，）study 
break 之後就是 final  exam 的時間，咬緊牙關，很快就能熬
過去了。

    我想，各師弟妹大多放榜後選科都是自己選入 UST 的，
或許你本身不喜歡壓力大的 UST，迫於無奈入 UST，抑或
只是圖 UST 是三大，在 UST 就讀的這四年就不要讓自己留
下任何遺憾，要好好珍惜「chur 到爆」的大學生活。Sub-
committee 是挺好玩的，我就參加了 4個，開會工作是免不
了的，卻是給予了上莊大概要做甚麼的參考，體驗一下舉辦
活動的樂趣。上莊的機會不多，有心就試試吧。交流團、遊
學團甚麼的有空、有些閑錢就去去吧。擴闊眼界、磨練自己，
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不管你是打算專心讀書，還是打算專攻學會活動，決定
了就要全力以赴，不要中途放棄而 free-ride。這種行為任
何時候都是死罪，有損自己聲譽不說，影響他人、打亂別人
計劃才是大問題，切勿犯之。

    開場白說夠了，在此我謹祝各位盡情發光發亮，珍惜僅
有的 4年大學生活，振翅高飛，勿留遺憾，留下美好回憶。
（是的，正文只有一句。）

    副總編輯

    梁柏軒

編 

者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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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學生會四大架構簡介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Students’ Union）是最高的學生自治
組織，由全體科大學生投票產生。學生會獨立於校方，是擁
有社團註冊的組織，主要由四大架構組成，包括幹事會、編輯
委員會、仲裁委員會及評議會。學生會主要職責為代表會員意
見，向校方爭取權益，是與校方溝通的主要橋樑。

Referendum
公投

General Meeting
週年大會

Executive 
Committee

幹事會

Council
評議會

Editorial 
Board

編輯委員會

Court
仲裁

委員會

P. 8



幹事會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學生會的行政機構，對外代表整個科
大學生會，負責各樣對內校務及對外
事務，對內方面包括收集民意，為學
生向學校爭取權益；對外方面包括代
表學生意見參與校外活動及與其他大
學交流，例如學聯、六四集會等。

評議會
The Council

學生會的立法機構，職責包括︰監察
各架構及學生屬會的運作，審批四大
架構的年度財政預算案，修訂與解釋
學生會憲章和舉辦學生會全民大會及
選舉等。

評議會由各個屬會的成員組成，當中
有四十六個議席，其中最多有八名的
普選評議員。普選評議員的選出方
式，與幹事會及編輯委員會相同，需
在不少於百分之十四的總會員人數投
票下，而且支持票多於反對票時便正
式當選。

仲裁委員會
The Court

學生會的司法機構，負責解決屬會之
間的糾紛、闡釋學生會的憲章，並對
違規的屬會作出裁決。仲裁委員會並
非常設，而是在有案件時方會召開。

案件分三類︰刑事、民事與司法覆
核。 
民事案件是個人與個人（不諳司法運
作程序的人）之間的糾紛及追討賠
償。 
司法覆核用以推翻行政或立法機關不
合理、不合法的決定。 
 
民事與司法覆核是撤消錯誤的行為，
即追究違法行為的責任，並在可能的
情況下追討賠償。但「賠償」異於「
懲罰」，後者是針對刑事訴訟。懲罰
包括中止對屬會的資助、租借場地設
備的權利及其屬會地位。 
 
現時學生會刑事責任頗窄，大部分法
案只針對屬會部分運作，一般並不涉
及刑事責任。

編輯委員會
The Editorial Board

作為校園的傳媒機構，負責出版學生
會唯一具代表性的官方學生刊物，分
別為《振翅》及《振翅之高飛報》。
本會同時負責監察其他三個架構的運
作、維持校園的文藝氛圍、促進科大
學生關心時政的風氣。

學生報有不少題材，主要為︰時政、
校政、生活、文藝及學生投稿等。此
外，本會亦透過Facebook專頁，發放
即時新聞、分享文學作品等，讓科大
人得以緊貼時事和學校的最新動態，
並維持科大人對文學保持接觸。

每屆幹事會及編輯委員會皆由學生自
由組成。組成候選內閣後，會在宣傳
期後進行投票。在不少於百分之十四
的總會員人數支持的票數下，同時支
持票多於反對票時，候選內閣便正式
當選。

SU憲章 QR code

撰文／排版：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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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UST Students’ Union
Organization 架構 Email (@stu.ust.hk)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幹事會 su_union
The Ediotiral Board 編輯委員會 su_eb
The Council 評議會 su_ucoun
The Court 仲裁委員會 su_court

Affiliated Societies
Art and Cultural Clubs

Name of the Society 屬會名稱 Email (@stu.ust.hk)
Art Club 藝術學會 su_art
Artiste and Show Production Association 演藝製作學會 su_aspa
Chinese Folk Art Society 中國民間藝術坊 su_cfas
Chinese Orchestra 中樂團 su_corch
Comics and Animation Society 動漫畫學會 su_comic
Culinary Art and Culture Society 飲食藝術及文化學會 su_cacs
Drama Society 劇社 su_drama
Film Society 電影學會 su_film
International Cuisine Society 國際美食滙 su_ics
Korean Students’ Association 韓人學生會 su_ksa
Magic Club 魔術學會 su_magic
South Asian Students’ Society 南亞裔學生會 su_sass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東南亞學生會 su_seasa
Taiwanese Students’Association 台灣學生會 su_tsa
The Band Society 凝音社 su_band
The Photographic Society 攝影學會 su_photo
The University Choir 合唱團 su_choir
University Philharmonic Orchestra 管弦樂團 su_upo

學生組織一覽

科大學生組織多若銀河沙數，甚至大部份的 Year 4 學生亦未必認識所
有的屬會。認識各屬會之名稱，有利新生們根據各自的興趣，而加入相
應的屬會；不但可以發展興趣，亦可認識更多朋友，一舉兩得。再者，
「上莊」乃難得的經驗，有助磨練新生之意志力、決策力、判斷力、責
任感與待人處事的態度。故編委會於此列出各科大學生組織之名稱及電
郵，方便新生了解各屬會。

撰文：妄自
排版：phil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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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Association and Sports Clubs
Name of the Society 屬會名稱 Email (@stu.ust.hk)

Archery Club 箭藝學會 su_archy
Cricket Club 木球學會 su_cricket

ICA  and Independent Clubs
Name of the Society 屬會名稱 Email (@stu.ust.

hk)
AIESEC-LC-HKUST 國際經濟學商學學生協會香港科技大學分會 su_acust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校園傳道會 su_ccc
China Entrepreneur Network 中華創新與創業聯盟	 su_cen
Christian Choir 基督徒詩班	 su_cchoir
Christian Fellowship 基督徒團契	 su_cf
Contract Bridge Club 橋藝社	 su_bridg
Debating Society 辯論學會	 su_debat
Games Society 棋舍	 su_games
Golden Z Club 崇德社	 su_goldz
Greater China Vision 知行大中華	 su_gcv
Model United Nations Club 模擬聯合國學會	 su_munc
Nature Club 自然學會	 su_natur
People’s Campus Radio 科大校園人民廣播電台	 su_radio
Progressust 科大行動	 su_prgssust
Rotaract Club of HKUST 科大扶輪青年服務團會	 su_roust
Student Air Cadet Society 航空青年學會 su_aircadet
Student Astronomy Club 天文學會 su_astro
Student Social Service Society 社會服務團 su_ssss
The Catholic Society 天主教同學會 su_catho
The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 User Unit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su_ayp
University YMCA - HKUST 大學青年會（香港科技大學） su_uniy
Yo-hoo Club 遊蹤社 su_yohoo

Dance Society 舞蹈學會 su_dance
Distance Runner’s Club 長跑會 su_run
Dragon Boat Club 龍舟隊 su_dboat
Fencing Club 劍撃學會 su_fence
Gym and Fitness Society 健身與健康學會 su_gymfit
Handball Club 手球會 su_hbc
Judo Club 柔道學會 su_judo
Kendo Club 劍道學會 su_kendo
Korfball Club 合球學會 su_korf
Rowing Club 划艇學會 su_row
Rugby Club 欖球學會 su_rugby
Shaolin Martial Arts Society 實戰少林武術學會 su_shao

撰文：妄自
排版：phil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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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ball Club 壘球會 su_soft
Sport Climbing Students’ Society 運動攀登學生會 su_climb
Squash Club 壁球學會 su_squas
Student Basketball Club 籃球學會 su_bball
Students’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學會 su_bad
Students’ Football Club 足球學會 su_fball
Students’ Karate Club 空手道學會 su_karat
Students’ Swimming Club 學生游泳會 su_swim
Table Tennis Club 乒乓球學會 su_table
Tae Kwon Do Club 跆拳道會 su_tkd
TaiChi Society 太極學會 su_taiji
Tchoukball Club 巧固球學會 su_tball
The Netball Club 投球學會 su_net
The Student Tennis Club 學生網球學會 su_tenni
Track and Field Club 田徑會 su_track
Volleyball Club 排球會 su_volly
Wing Chun Martial Arts Society 詠春國術學會 su_wcsoc

House Associations
Name of the Society 屬會名稱 Email (@stu.ust.hk)

The Undergraduate House One Students’ Association 本科生社一學生會 su_ugh1
VERTEX, House II Students’ Association 社二翱峰學生會 su_ugh2
Glacier, HOUSE III Students’ Association 冰川社三學生會 su_ugh3
Vista, House IV Students’ Association 嶄越社四學生會 su_ugh4
Endeavour, House V Students’ Association 社五卓毅學生會 su_ugh5

School Societies
Name of the Society 屬會名稱 Email (@stu.ust.hk)

The Business Students’ Union 商學院學生會 su_bsu
The Engineering Students’ Union 工學院學生會 su_esu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Union 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 su_hssu
Science Students’ Union 理學院學生會 su_ssu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Students’ Union 跨學科課程學生會 su_ipsu

Departmental Societies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Name of the Society 屬會名稱 Email (@stu.ust.hk)

Accounting Students’ Society 會計學系系會 su_acct
Information Systems, Business Statistics and Opera-
tions Management Students’ Society 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同學會 su_isomss

Management Students’ Association 管理學系學生會 su_msa
The Economics Students’ Society 經濟學系學生會 su_econ
The Finance Students’ Society 財務學系學生會 su_fina
The Marketing Students’ Society 市場學系學生會 su_mk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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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Logistics Manage-
ment Students’ Society 

工業工程及物流管理系學
生會 su_ies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Association 機械工程系學生會 su_mesa
The Chemical and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化學工程及生物分子工程學
系學生會 su_cbme

The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土木及環境工程系學生會 su_civil

The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學生會 su_csess

The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電子及計算機工程系學生會 su_ece

Departmental Societies (School of Science)
Name of the Society 屬會名稱 Email (@stu.ust.hk)

Biochemistry Students’ Society 生物化學系學生會 su_bcss
Chemistry Students’ Society 化學系學生會 su_chem
Mathematics Students’ Society 數學系學生會 su_math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Enrichment Students’ Society 國際科研學生會 su_iress
The Biology Students’ Society 生物系學生會 su_bio
The Physics Students’ Society 物理學系學生會 su_phy

Departmental Societies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Name of the Society 屬會名稱 Email (@stu.ust.hk)

Environment Students’ Society 環境學系學生會 su_evss
Risk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Students’ Association 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系學生會 su_rmbisa

Departmental Societies (School of Engineering)
Name of the Society 屬會名稱 Email (@stu.ust.hk)

Computer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計算機工程學生會 su_cpueg

若對任何學會興趣，欲了解更多，可掃瞄
右方的 QR code，進入該學會的網頁；或
者直接發電郵予相關的學會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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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人文及社會科學學
院學生會（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Union, HKUSTSU，簡
稱HSSU）創立於 2012 年，是本校人文及
社會科學學院中的唯一學生團體。歷史雖
不及科大大部份學生組織，但仍然致力於
堅守使命，服務本會會員的同時亦希望在
科大宣揚人文精神和對社會的關懷。
本會每年舉辦不勝枚舉的活動，以期為學
業繁重的科大學生提供了解各地人文、關
注社會議題之機會，例如以時政或文化為
主題的「焦點活動」，旨在以有趣的展覽
和互動遊戲，加深科大學生對相關議題的
認識。另外還有時政論壇和與各大院校合
辦的政策研究青年峰會，目的是鼓勵學生
了解及討論香港時事，並與外界社會科學
學生團體交流合作和維持友好關係。

Yo-hoo 有句組訓叫做 「We are 
wild, exciting, challenging, 
fun and excellent」。一睇就知
我地最鐘意玩刺激野，上山下海樣樣
都岩。我地搞過嘅活動有綑邊、探
洞，遲D仲會有石澗、單車定向同埋
游繩，係咪見到都覺得好玩先。總之
我地會帶大家去做一D平時唔會做嘅
野，務求大家玩得開心又刺激！

各位商學院新生：
大家好！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學生會（The 
Business Students’Union, HKUSTSU）
（BSU）歡迎各位加入商學院的大家庭！經
過艱苦漫長的考試，恭喜大家踏入科大，
迎接人生另一個階段。在大學生涯中，雖
然會有各種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難關，但
作為青年人，我們要勇敢作出各方面的嘗
試，才不致以令自己後悔 。大學作為社會
的縮影，正正是最好的平台讓我們努力裝
備自身。最後，希望你們能夠享受往後四
年的大學生活，如果你們有任何關於學科
或者大學生活上的問題，歡迎向本學會查
詢，我們很樂意為大家解答！

和而不同 周而不比 立足科大 放眼世界
知行大中華由7位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印尼和印度，各屬四個不同學院
的執行委員組成， 藉辦時事沙龍，文化講座，學習之旅，促進科大內
地，香港及海外學生互動，共賞文化多元的異彩，燃點思想衝擊的火花。
過去活動：性別平等：〈婦女參政論者〉電影展播及討論，那個似近又遠
的國度——朝鮮之旅
2016 秋季：走進雲南民族秘境 ……
Website: http://ihome.ust.hk/~su_gcv/cgi-bin/index.html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KUST.GCV

即將寫下人生新一頁的你，準備好了嗎？
作為新生難免要經歷迷惘的時期。工學院
學生會（ESU）作為服務工程系學生的學
生會，希望能擔當各位新生的明燈，協助
各位新生渡過艱難如斯的時期。
我們舉辦的迎新營（O-Camp）正是你們
結識良朋益友的絕佳場所，三日兩夜的營
期，你可以輕鬆認識一班良朋益友，更加
認識大學以及科大文化。組爸和組媽會為
大家護航，幫助大家面對新環境，新事
物！
成為科大的一分子後，難免會受到濃厚的
學習氛圍影響而立志成為「真•學霸」，
但在平日的壓抑之中，我們也為你準備了
一系列的活動，助你脫離書海!
最後，再次恭喜各位進入科大工程的大家
庭，祝各位在四年的時光內能一展所長吧!

以下為部分屬會之簡介和對各位的說話，謹供各新生參考。

SOC自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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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Food Soc，全名Culinary Art and Culture 
Society （CACS）。
有粒粒雪糕注1食係日頭，煮緊野食係夜晚。
有樣野我比人哋叻就係我識煮好西注2，但我同其他
人一樣我係怕悶嘅。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識玩得煮
得兼識食好西嘅Food Soc。我唔淨係識呢啲架！
除左識搞每月Cooking Workshop，仲識搞出海
Chok墨魚、Food Festival同13／8至15／8嘅O 
Camp！至於搞Welfare，重頭炮係將於9月隆重推
出嘅Membership Card！
如果你想食住玩，玩住煮，請玩Food Soc！

注1：我喺Promotion Period時派粒粒雪糕派到人山人海
注2：你唔係唔知食好（東）西啊！（Google' CACS HKUST）

中華創新與創業聯盟（CEN）是香港高
校第一個以社會創新和創業為主題的學
生社團。我們的願景是將學者、創業家
和學生相連，把社會創新和創業的理念
傳遞給科大學
生。我們為科大學生提供每月兩次的創
業創新時事通訊，也會舉辦日常的創新
主題活
動（如社會創新模擬活動，講座，工作
坊等等）；同時每年度也會有社會創新
論壇，
社企實習計劃，創業培訓項目等等。熱愛
創新，渴望突破的你，趕緊加入我們吧！
http://goo.gl/forms/
lIPub3ds7hhGMaI63

各位freshmen大家好！我哋係科大扶
青！可能大家嘅中學都會有Interact 
Club，而扶青就係佢嘅大學版，即係
Rotaract Club啦。我哋係一個社
會服務組織，可以比大家體驗唔同類
型嘅service。我哋係過去半年已經
舉辦咗香薰蠟燭 workshop（club 
service），同智障兒童一齊遊玩科大
（community service），由梁家
傑先生主持嘅talk（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同埋去咗
尼泊爾探望山區學校同孤兒院
（international service）……
等等嘅活動啦！嚟緊下半年我哋仲有
更精彩豐富嘅活動等緊好有愛心嘅你
哋㗎，快啲嚟加入我哋扶青呢個大家
庭，一齊係大學做啲有意義嘅事啦！

University YMCA中文名為「大學青年會」，我們同時隸屬於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及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是一個注重青年發展的學會，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及領袖培訓
等。
我們鼓勵會友透過參與社會服務，關心弱勢社群及本地議題，再放眼世界，為世界各
地有需要的朋友服務。
我們歡迎大家加入Uni-Y這個大家庭，一同享受服務社群、回饋社會的樂趣！想了解
Uni-Y未來動向和活動詳情的朋友，請密切留意本會Facebook專頁及學會網頁。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uniy.hkust/
Our SU website: http://server1.wingsv.org/uniy/

香港科技大學模擬聯合國學會（MUNC, 
HKUSTSU）是科大鮮有的官方語言為英文
的社團。它學術與娛樂兼備。過去的spring 
semester精彩不斷。Elite Team－－精英集結，
加強訓練，UST Salon－－Prof. Barry Sautman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共同討論旺角騷
亂，Mock Conference－－「各國代表」在女權
問題上激烈辯論。Summer Online Discussion－
－真知灼見層出不窮。此外，MUNC加強校
際合作。Fall semester更值得期待。核心
function: MUN Conference為一年一度的盛
會，聚焦国际大事，讓思想發聲。還有Elite 
Team 繼續招募，Social dance &amp; wine 
tasting，Welfare Distribution 等。言語的辯
論，思想的交鋒盡在M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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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依山靠水，從校園有名的的景點「蘑菇」望出，可飽覽
蔚藍的牛尾海，鄰近有幾坐山頭，鬱鬱蔥蔥的，令人忘憂。
照理說科大人擁有如此美景，為何還有不少人為之嘆息呢？
據筆者了解，雖然科大的地理位置在自然景觀方面其他大學
少有能及，奈何地理位置讓我們來往科大頗為不便。
科大主要的交通是巴士和小巴，以下分別是南閘及北閘車站
的資料，僅供參考。

科大交通

南閘
南閘起建於四年前，是學校為應
付三三四學制所帶來的人流而興
建的，它鄰近李紹基商學大樓，
沿路直走，便可抵達。而在今
年，校方更在沿路修建了避雨設
施，方便同學雨天前往南閘。
順帶一提，南閘的車輛都是前往
九龍各地，北閘則前往新界各
地。以下是南閘交通路線的粗略
資料。

夜歸科大如何是好？！
不用怕。11S是科大（唯一）通宵開
駛的交通。同學可以在寶琳二期的小
巴站候車，並於南閘下車。值得注意
的是，筆者一般習慣從坑口小巴站搭
車。但在午夜12點後，候車時間便會
長達40-50分鐘。

香港科技大學南閘巴士路線資料
巴士路線 出發地 目的地 運作時間 服務形式 車費

91 清水灣 鑽石山地鐵站 0610-2330 每天 $7.4
91M 寶林 鑽石山地鐵站 0540-2350 每天 $7.4
91P 科大南閘 彩虹地鐵站 1725-1830 註1 $6.1

註 1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科大夏季學期及假期期間不設服務。

香港科技大學南閘小巴路線資料
巴士路線 出發地 目的地 運作時間 服務形式 車費

11 坑口村 彩虹地鐵站 0540-2350 每天 $6.6
11B 科大南閘 彩虹站 1630-1900 星期一至五 $6.6
11S 寶林 彩虹站 0000-0500 每晚 $7.9
104*  科大南閘 牛頭角站 0625-2140 每天 $7.6

* 來回科大南閘與牛頭角站

撰文：CPLUS 

排版：妄自，phil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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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閘
位處於 科大著名地標「火雞」的北面。雨天的時候，同學可從恒生銀行旁邊的樓
梯，Skywalk有蓋天橋前往北閘車站。不下雨的話，同學一般從青蛙路沿路到校。
而最有趣的是我們從下車過到青蛙路途中，會看到一條小徑。那塊範圍原本都是草
地，但套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走的人多了，也變成了路」。這條小徑便是校方看
到太多人行走，索性特意修整了這塊地方，方便同學出入。以下是北閘車站的粗略
資料。

香港科技大學北閘巴士路線資料
巴士路線 出發地 目的地 運作時間 服務形式 車費

91 鑽石山地鐵站 清水灣 0600-2225 每天 $7.4

91M 鑽石山地鐵站 寶林 0600-0010 每天 $6.1*
91P 鑽石山地鐵站 科大北閘 0755-0850 註1 $6.1

792M 將軍澳地鐵站 西貢市中心 0545-2300 每天 $6.9
*北閘往寶林︰$4.3
註 1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科大夏季學期及假期期間不設服務。

香港科技大學北閘小巴路線資料
巴士路線 出發地 目的地 運作時間 服務形式 車費

11 彩虹地鐵站 坑口村 0520-2350 每天 $6.6
11B 彩虹村 科大北閘 0730-1000 星期一至五 $6.6
11s 牛池灣村 寶林 0030-0525 每晚 $7.9
104 將軍澳站 西貢 0625-2140 每天 $7.6

12 西貢 寶林 0640-2315 每天
雙向途經 $10.1寶林 西貢 0540-2225

資料來源︰hkbus.wikia.com
圖片來源︰hkbus.wikia.com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及教職員收費穿梭巴士服務
路線 起迄點 校外開出時間 科大開出時間 收費 備註

鑽石
山線

鑽石山（上元
街）<>科大廣場

08:10、08:20
、08:30、08:40

、08:50 18:00、18:20
、18:40
、19:00
、19:20

$6.2
2015-2016學年服務
日期（星期六、日及
公眾假期停開）：
秋季學期：2015年9
月1日至12月18日
春季學期：2016年2
月1日至5月28日

將軍
澳線

將軍澳（寶邑
路）<>科大廣場

08:15、08:25
、08:35、08:45

、08:55 $4.5

午膳
穿梭
巴士

科大廣場<>東港城 13:45、13:50 12:35、12:45

備註：
上述穿梭巴士之「科大廣場」上客點設於「火雞」迴旋處（紀念品中心及保安中心對出），落
客點則在A路近20及21號電梯。
上述穿梭巴士只供在讀科大學生及教職員乘坐，車長有權查核乘客之科大卡，以甄別其身份。

此外校方也有校巴服務，除了價格比小巴更為划算外，也不失為一個不用和人擠
車的好選擇。以下列表是去年的資料，僅供同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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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肚」去邊到？
美心快餐 LG1
LG1是最「就腳」的飯堂，地點就在Learning 
Commons對面，位置非常方便，價錢與LG7
相若。食品種類繁多，午餐的燒味飯甚為受
歡迎，叉燒、油雞、燒鴨隨意配搭。常餐也
是熱門的選擇，炒蛋多士公仔面永遠百吃不
厭。該餐廳更不時推出新款食品，例如午市
的越式河粉，晚市的日式火鍋和芝士雞煲
等，應有盡有。

McDonald's與Mc Café LG5
LG5 McDonald's和Mc Café像是從外面整間
搬進來，與普通麥當勞大同小異，卻有9折優
惠。當其他附近的餐廳都早在晚上8到9時關門
的時候，麥當勞一直為學生守候至12時，是宵
夜的好去處。在繁忙時間如午餐時間會比較熱
鬧。而不少學會會在這裡設立Counter，作方
便會員聯誼和宣傳活動之用。

學生飯堂 LG7
Asian Pacific Catering （大家樂）、金飯
碗、Milano Fresh三間餐廳位於LG7，雖然位
置相近，但各有特色。大家樂的食品跟街外的
沒太大分別，但價錢比較便宜。大家樂是下午
茶的好去處，因為它提供了最「抵食」的下午
茶餐。炸雞脾、豉油雞脾、西多士、豬扒包是
同學的至愛，每逢兩點半都會引來大批同學排
隊等候，售完即止。金飯碗售賣世界各地的菜
色，亦會不時推出廚師推介（即新菜色）。新
菜色的味道參差，具有冒險精神的同學可以一
試。其中兩餸飯最受歡迎，配搭豐富，而且二
十多元就有交易。晚市有鐵板扒餐，大約四十
元左右，配上意粉或飯，是晚餐首選。Milano 
Fresh 提供自選沙律，多種主食、配料和醬汁
任君選搭。晚市有西式飯或意粉，份量較大，
適合「大食」的同學。餐廳獨有的果茶，值得
一試。

撰文：River
排版：妄自，phil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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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bucks 
科大的Starbucks和一般Starbucks無異，
持有學生證的同學可享有7折優惠，大
概二十到三十元就可以享用飲品和蛋
糕。

露天茶座 Café
Café 位於人流旺盛的concourse（SCI/
Home旁邊），每逢下課時間都會「排長
龍」。該餐廳主要售賣西式美食，例如芝
士煙肉焗薯、肉醬意粉、芝士餅和雜果沙
律，其中以焗薯最受學生歡迎。此外，該
餐廳也會提供不同種類的咖哩飯，也會提
供素食，以迎合不同同學的口味。值得一
提的是它的美式早餐，有美味的茄汁豆和
煎得剛好的太陽蛋，再配上獨有的磨菇腸
和牛角包，為科大學生提供足夠的能量。
價錢比一般科大食堂稍貴。餐廳門外設有
咖啡閣，主要售賣熱飲和零食，位置方
便，價錢亦相宜。

南北小廚
南北小廚是飲茶Re-U的好地方，
因為可以叫不同種類的點心與多
人分享。點心與普通茶樓無異，
最特別的是甜品，例如咖啡糕、
紅豆糕、豆腐花和芒果布甸是學
生的最愛。酒樓「落單」比較
慢，亦經常出現漏單情況，如要
到這裡飲荼，要預留多些時間。
午市約一點半會出現等位情況，
但不算太多人。晚市提供小菜，
也有美味的雞煲，可加烏冬進
食，味道不遜於外面的雞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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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基商學大樓餐廳 
LSK
學生對李兆基商學大樓餐廳的評價
好壞參半，有人認為餐廳食品味
道比LG7的佳，也有人認為食品的
份量太少，因此稱它為「精品」
餐廳。曾經，這裡是LSK的唯一食
堂，即使格價較貴，也有不少學生
光顧。西式千層面的份量剛好，熱
騰騰的面挺適合冷冰冰的冬天。另
外焗飯亦不俗，大可一試。

UC Bistro & Uni Bar
UC Bistro & Uni Bar 位於盧家驄大學中心 （UC） 
，可飽覽海景，環境優美。
UC Bistro售賣貴價西餐，如卡邦尼意粉。午餐提供
套餐優惠，價錢大約$50-$100，質素比其他餐廳高。
下午茶提供英式Tea Set，是三五知己聊天聚會的好
地方。晚市有自助餐供應，週日則提供早午自助餐
（brunch buffet）。
Uni Bar是科大唯一售賣酒精飲品的地方，有專業的
調酒師為同學服務。下午5至8點Happy Hour下單更
有優惠，大約三十元一杯特飲。昏暗的環境，營造
出浪漫的情調。Bar內有飛鏢機，按局收費，亦不用
排隊等候。

Ebeneezer's Kebabs & 
Pizzeria
該餐廳去年從LT-A對出空地搬至
LSK，仍然無減它的人氣。它最
著名的大pizza和烤肉卷是必試的
美食，份量相當於一個碟頭飯。
土耳其式的炒飯沙律尤其特別，
和其他食堂吃到的顯然不同。咖
喱飯亦充滿自己的特色，值得一
試。此餐廳搬到LSK後明顯地方
不足，所以繁忙時間會出現「人
龍」。

Café lodge 
Café lodge 位於IAS （LSK後
面），比UC Bistro的西餐和自助
餐更高級，所以價錢更貴。持有
科大學生卡可享用自助餐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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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front Cafeteria Seafront
Seafront是學校裡的深夜食堂，營業時間為晚
上6時至凌晨2點，絕對是住宿同學的宵夜好去
處。車仔面是seafront的「特產」，可自選配料
和面。一碗滿載配料的車仔面也只是二十到三
十元右，味道不俗。炸蕃薯和煎餃外脆內軟，
是不能錯過的選擇。芝心丸、蟹籽丸、龍蝦丸
和海膽丸也是熱門選擇。餐廳每日還提供5款
飯餐，可加大飯量。此外，同學也可到此購買
甜筒、雪條、薯片等零食和飲料。

美食車　
美食車位於Café 對出空地，售賣燒賣、煎
餃等小食，隸屬於seafront旗下。小食以杯或
膠兜盛上，方便同學邊走邊吃。此外，多種
醬料亦可任意添加，同學可調節不同口味。

熱狗車
熱狗車隸屬café，是上年新開張的。內有
不同款式的西式熱狗，例如美國、荷蘭，
大約三十元便能享用即叫即整的熱狗。

Subway
位於鄭裕彤樓 （CYT） 地下，Lift35、36旁，
Subway預計於9月底前開張。
Subway的食物分為一般、傳統、premium 三類，
科大學生及教職員可享有5%至17%的折扣。
由於空間有限，CYT內不會設有座位，但會於CYT對
出的空地設置。營業時間暫定為早上10時至晚上9時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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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本科生社一學生會

　　咁多位啱啱係 DSE 日讀夜讀嘅苦海中脫難嘅科
大 freshmen，入到大學點可以唔體驗下住 Hall 嘅無
拘無束，逍遙自在呀！科大嘅 UG Halls 星羅棋布，
不過識揀一定係揀 House One。

　　House One 社一，紮根係 UG Hall I。我哋冇
最浮誇嘅名，但係擁有最富人情味兼零代溝嘅
members，無論係 freshmen 定係老鬼都玩得埋！如
果你嘅理想 hall life 除咗回憶，仲有一份對 House 
無與倫比嘅自豪同歸屬感，House One 就 fit 曬你
啦！除咗一班 Exco，roommate，我哋仲會定期舉辦
各類型嘅活動，好似鬼屋，邊爐夜，樓會決鬥等等。

講到活動，畫龍點睛嘅一定係 House One Festival。成個科大
任你裝飾，包你過足癮。

　　除咗多活動，Hall I 另一樣吸引嘅地方就係佢嘅硬件配套
同埋地理位置。作為最近 Academic Buildings 嘅 UG Hall，9
點堂 8 點 50 分起身都仲得，落雨上堂又全程有瓦遮頭，幾大
風大雨都唔怕。而且，Hall I 所有房間都係雙人房，唔使爭碌
架床，又唔會太迫夾。除咗每層 common room 嘅 pantry，來年
Hall I 仲有新落成嘅廚房，有焗爐有廚具，焗 cake 又得，煎牛
扒又得，總之就係唔洗再食頹廢 canteen。唔想煮？唔緊要，

House One 夜晚仲會開設「宿一宵」，成本價售賣
各類零食，飲品。

　　講左咁耐係咪有少少心郁郁，想快啲搬入嚟
Hall I 呢？咁就要報 House One OCamp，趁機物色
下 roommate，同埋一班帶住你入 Hall 玩渾 UST 嘅
組爸媽啦！ House One OCamp 唔單止有全 UST 唯一
嘅 Formal Dinner，沙灘水戰，high 爆 Party Night 同
埋真點有火 Campfire ！

　　仲諗？唔駛猶疑喇，即刻想我哋網站 http://
ihomeust.hk/~su_ugh1/，或者 WhatsApp Mic（6238 
2727）或小玉（6038 4698）報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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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社二翱峰學生會

　　常言道：大學五件事，上莊，住 hall，拍拖，Part-time 同讀書，如果想要有一
個精彩大學生涯，五件缺一不可。不過，想要一個畢生難忘的大學生活，擁有多姿
多彩的宿舍生活必然是首要滿足條件，因此 UG Hall 2 絕對是你的最佳選擇。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社二翱峰學生會已經度過二十數
載的幹事 (Executive Committee)(Ex-Co) 更替，但其宗旨依
然貫徹始終，本屆幹事致力服務一眾會員，促進各會員之
間關係，提供各色各樣的福利，豐富所有會員和宿生的宿

舍生活。每年我們都會舉
行 不 同 的 活 動 讓 一 眾 會
員 促 進 友 誼， 就 如 入 伙
飯「 囍 宴 」， 翱 峰 夜 市
「Bazzar」，萬聖節必玩鬼
屋 Halloween，以及社二翱
峰獨有「Cocktail Night」，讓各會員夜夜笙歌，狂
歡盡興。此外，本宿舍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位於科
大的中樞地帶，附近有各種康樂場，被其他宿舍包
圍，例如地下 G/F 便是 Seafront Canteen、游泳池和
人工室外足球場 (ASP) 等；而且 UG Hall 2 就近學
術大樓，只需經 Bridge link 步行約十分鐘即可到達

上課地點，沿路都有上蓋遮掩，不用受日曬雨淋之苦。不論想做運動強身健體，還
是到其他宿舍與朋友相聚，抑或在深宵想解決肚腹之患，住在 UG hall 2 這些都可以
輕易辦到。

　　有時深夜時分感到肚餓，但又不想到 Seafront 
Canteen 購買夜宵，怎麼辦？位於 2/F 的店小二 (Tuck 
Shop) 必定可以滿足你需求，解決你口腹之慾。晚上
十點至凌晨兩點便是店小二的開放時間，售賣貨品以
小食、杯麵和飲品為主，全部都以成本價出售，比超
市或便利店都要平上一半。即使不是店小二的正式營
運時間，只要你找到任何一位 Ex-Co，不論何時店小
二都會為你服務。除此之外，店小二有各種康樂設施，
例如足球機，桌球枱等，並會免費提供 BOARD GAME
給大家。晚飯過後各個樓層的宿生都會來到 2/F 相聚
遊玩，一方面可以與朋友促進友誼，另一方面藉此認

識其他樓層的學生，擴闊社交圈子。另外，洗衣房位於店小二隔壁，由洗衣到乾衣
只要不到 $20 就完成，方便又快捷。機身
更貼有使用教學，即使剛剛入住亦能立即
學懂使用，各位 Ex-Co 亦樂於解答你的疑
問。不得不提的是科大的網上列印只提供
基本的功能選項，而店小二獨有的影印服
務可以供應宿生額外的功能，如雙面和 A3
影印等，滿足宿生的各種要求。

　　想要充裕精彩的大學生活和宿舍生
活，社二翱峰學生會和 UG Hall 2 絕對是
你的不二之選！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社三冰川學生會 

　　冰川社三係科大 5 個學生會入面既其中之一個學生會。

　　而藍色就係我地 Hall 既主題顏色 !

　　首先簡單介紹下冰川先啦！我地冰川
社三學生會早在 1994 年已經成立，每一
年都會舉辦各式各樣既活動，例如富有特
色既冰川週 (Glacier Week) 、春茗、獨有
既燒豬會同埋 Halloween Party 等。

　　喺 Hall 入面，我地又會有一連串既樓
會活動，例如校服 Party、冰賭大戰，仲有
各層既樓會節等等。

　　我地冰川亦都非常重視 Sports，Sports team 包括有男子足球、
男子籃球、女子籃球、混合排球、乒乓球隊以及羽毛球隊，定期都會有練習同埋舉
辦一 D 友誼賽，提高冰川人對 Sports 既興趣之餘，亦令到佢地有好多機會喺球場上
鍛鍊自己！

　　同埋我地仲會盡力提供會員獨有既福利俾咁多位
冰川人，除左有定期既福利品派發俾大家，仲有喺 UG 
Hall III 設有既三多士多，星期日至四每晚由十點開到
零晨兩點，以超抵既價錢俾咁多位冰川人買野食買野
飲，更提供一個好舒適既環境俾佢地傾下計同玩下唔
同既遊樂設施，例如有足球機、籃球機、氣墊球機同
埋桌球枱添 ~

　　冰川除左能夠帶俾你地４年既精彩 u life
同 hall life 之外，更加會識到一班出生入死既
好兄弟姊妹，話唔定仲可以係度搵到你既終生
幸福添 ( 真係有架 !)，哈哈！

　　冰川社三既官方網頁 : 我地今年既 Facebook 
page: Glacier Trivereign 同 Instagram： glacier.
trivereign 想 follow 番我地既最新既動態，就記
住 add 番我地做 Facebook friend 或者 follow 我
地 Instagram 啦 ~

P. 24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社四嶄越學生會 

　　年復一年，數之不盡的科大新生懷着艮坎而蒙
的忐忑走進了一個上山下水之地。在這裡，他們交
到了大學鮮聞的摯友；在這裡，他們獲得了點滴於
心的追憶；在這裡，他們享受到得天獨厚的地利，
亦把骨肉情深的兄弟情融入山水之間，當初的蒙昧
忐忑，化作永難忘懷的美夢……沒錯，這裡就是嶄
越－我們的家。

　　身在嶄越，我們一見如故，無分彼此，我們可
以一同到一步之遙的健身房中操練自身；亦可到近
在咫尺的海岸運動場中跑步打球；還可以在眾宿
間最高大寬敞的 Common Room 內一邊欣賞微波粼
粼的大海，一邊玩趣味無窮的房 Game，還可一同

觀看動人心弦的球賽；餓了，我們可以到比鄰而立的 Seafront 共享晚餐、宵夜；渴了，
我們可以到地下的老四士多買點零食飲料；甚至風和日麗之時，我們可以到一街之遙
的 BBQ 場中燒烤聊天……眾多的活動中，我們培養出濃厚的宿友情，亦能找到幾個志
趣相同的好友，發展成莫逆之交。

　　身在嶄越，我們絲毫感受不了時光的流
逝，體會到白駒過隙的道理。正當我們驀然
回首，那神秘刺激的樓會、那樂在恐怖的鬼
屋、令人自豪的 House 4 Week 、令嶄越人找
到歸屬的 Vistalian Day、還有團結大家的開
SEM 完 SEM 宴……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切。在
大學的四年中，天長地久是不可能的了，但
擁有了蜜糖般的 Freshman 年華，我們還有什
麼悔憾呢？

　　年復一年，數之不盡的科大新生懷着艮坎而蒙的
忐忑走進了一個上山下水之地。他們帶着未知的恐懼
而來，卻帶着深深的不舍而去；他們把山水蒙化作濃
烈的嶄越情，帶着一顆相思之情懷把嶄越的精神傳至
世間；嶄越的精神，由你我傳承，開花結果，桃李滿
天下，把這分團結與溫情，根植在嶄越人的心中。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社五卓毅學生會 

　　無憾或許是最好的形容詞來形容這
一年 House V 的 Hall life。

　　這一年住 hall 的一點一滴盡在心
中，沒有住過 hall 也不知道當中的趣味，
House V 帶給每個 residents 和 members
不但是充實的校園生活，更重要的是那
一份人情味，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團結、
默契正是我們所嚮往和追求的。

　　House V Endeavour 由三個元素組成
sports、music、unity。

　　Sports，House V 十分重視體育，設
有不同的運動隊伍，絕對適合喜歡運動
的你。我們每星期均設有常規練習，還會和其他學會進行友誼賽，藉此建立團隊精
神及試驗各種戰術。閒餘時，各個 Hall residents 亦會相約去自行練習，加深友誼及
默契。

　　Music，我們設有全科大獨有的 Music 
group，亦有自家的 band 房，能定期在 hall 夾
band。練習過後亦有很多出 show 的機會，
我們每年暑假都會在旺角街頭舉行 Annual 
Performance，讓 House V Music Group 的成員
能大顯身手，吸收演出經驗。

　　Unity，在一年的 hall life 入面，House V
有一連串的活動，由 O'camp 至 wild camp，
annual dinner 至 farewell dinner，每一樣都能
體驗到 House V 的團結。Exco，sub com 們通
宵達旦的付出，members 投入的參與，令每
次活動都能圓滿舉行。這無疑亦增加了我們

對這裏的歸屬感。無憾或許是最好的形容詞來形容這一年 House V 的 Hall life。

　　這一年住 hall 的一點一滴盡在心中，沒有住過
hall 也不知道當中的趣味，House V 帶給每個 residents
和 members 不但是充實的校園生活，更重要的是那一
份人情味，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團結、默契正是我們
所嚮往和追求的。

　　正正因社五卓毅有多元化活動，成就社五卓毅成
為十分團結嘅宿舍，為各位宿生帶來精彩嘅宿舍生
活。



UG Hall VI
簡介
　　學生宿舍第六座為科技大學內最多宿位
的宿舍。宿舍可容納 594 人，其中 402 人為
雙人房，192 人為三人房。而每個房間內均
設有獨立洗手盤。此外，宿舍彼鄰 SEAFRONT
餐廳及游泳池，方便宿生日常飲食及游泳。

設備
　　房間大小約 150 呎，內有獨立的雪櫃，洗手盤
連半身鏡。每位宿生有自己的書桌，椅子，床位加床
塾。儲物櫃等家具，房間內的冷氣機採用充值方式運
作，需要使用時，使用有餘額的學生證到位於電梯大
堂外，每層一個的充值機，輸入房間號碼，插入學
生證並輸入密碼，最後輸入要充入的金額就可以開
啟冷氣機。房間外每一翼的洗手間配有洗手盤、4 個
坐廁及 4 個淋浴間。洗手間內的設備無男女之分 ( 意

味宿舍內沒有尿兜)，
唯二至八樓會根據每
邊翼內男女宿生的比
例分配男女廁，而九至十樓的洗手間則為男女共用。
洗手間正對面為煮食間及交誼廳，煮食間內有微波爐，
雪櫃，餐桌，洗手盤，煮食用具需由宿生自備。旁邊
的交誼廳則擺放了液晶電視，電話，梳化，工作台以
及露台。在高樓層的露台還可以欣賞到清水灣的日出
美景。地下大堂的洗衣機及乾衣機運作與房間冷氣機
相似，放入衣物後，在旁邊的充值機輸入機身號碼，
學生證密碼，使用乾衣機需額外輸入烘乾時間。

架構
　　宿舍內的架構層級中最高的職位為舍監。舍監之下
有樓層導師，Residentail Life Officer(RLO) 以及項目助理
(PA)。樓層導師負責主持每週的分享環節。內容隨導師而
定，例如有餃子工作坊，電影欣賞會，大食會等等。RLO
負責宿舍內的日常運作例如管理宿舍內的物資。整理宿舍
的開支，籌辦活動以及負責舍監及導師之間的聯絡。有
別於學生宿舍一至五座。第六座宿舍沒有設立宿舍學生
會。負責籌辦活動的學生組織有 Connection Team 及 LLC。
Connection Team 的角色為學生以及宿舍之間的橋樑，負責

為宿舍舉辦活動 , 提出
改善宿舍的意見，並協
助宿舍的運作及聽取宿生的訴求。而 LLC 分為三個
小組，每個小組的 Fellow 和 OC 會因應各自的主
題而舉辦活動 , 包括有主題為環保的 Live Green，
體育項為主的 Fitness Connection，以及透過座談
會和小組分享等形式幫助同學拓展人生的 Rise &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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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Introduction

Hall I Hall II Hall III Hall IV Hall V Hall VI Hall VII Hall VIII Hall IX
層數 10 11 5 6 5 10 8 7 6

宿位 544 424 473 471 460 594 356 360 340

單人房 - - - - - - 50 48 48

雙人房 272 122 130 132 230 201 153 156 146

三人房 - 60 71 69 - 64 - - -
可供入
住人數 544 424 473 471 460 594 356 360 340

撰文︰妄自
排版︰phil軒

每一位宿生，皆有冷氣機、1 張桌子、1 張座椅、1 個衣櫃、1 個書架、1 個
上網線插座、1 張床及 1 張床褥。

HALL I 至 VI 總共有 2976 個宿位（包括雙人房及三人房），HALL VII 至
IX 則共有 1056 個宿位（包括單人房及雙人房）。

HALL I 至 VI 洗手間乃用每一層共用的，部份分男廁女廁，也有男女共用的。
而 HALL VII 每 1 個洗手間連同 1 個浴室，由 2 個單人房的學生或 4 個雙人
房的學生共用。而 HALL VIII 及 IX 的洗手間、浴室、Living Room 及廚房則
由 6 個單人房學生；洗手間、浴室供 4 個雙人房的學生共用。

HALL VII 每層均有 2 個 Common Room，內有電熱水煲、洗滌槽、飲水機、
2 個雪櫃及 2 個微波爐；但沒有任何煮食設備。HALL VIII 及 IX 則只有 1 間
Common Room，內部設備與 HALL VII 大致相同，但只有 1 個雪櫃及 1 個微
波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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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I 至 IX 均設有洗衣間，內有洗衣機及乾衣機，需要科大卡才可使用。另
有熨斗及熨斗板提供。

每一間 HALL 皆有由各宿舍學生組成的組織，為大家的宿舍生活帶來難忘的回
憶。他們會舉行各式各樣的活動，讓大家有機會認識你的「鄰居」。除了前
數頁的 HALL I 至 V 的 House 外，HALL VI 有 Connection Team，HALL VII
有 Living Learning Communities（LLC），HALL VIII 及 IX 則合組成一個
Organizing Team。

以下乃小編一些簡單的「揀 HALL」建議︰

若想居住與距離 campus 近一點，可選擇 HALL I 或 II；若想享受科大的無敵
大海景（或山景），可選擇較近海邊的 HALL IV、VI、VII、VIII 及 IX；若
無任何特別要求，亦可選擇 HALL III 或 V。

假如你想認識多些 local 以及玩多些 HALL 的活動，不妨選擇 HALL I 至 V；或
想認識多些 international，則可選擇 HALL VI 至 IX。

Hall VIII 及 IX 地下設有 gym room，方便宿生多做運動。

資料來源：http://shrl.ust.hk/

撰文︰妄自
排版︰phil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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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ium：香港賽馬會大堂。

Art Hall：Tsang Shiu Tim Art Hall，科大演藝廳，Starbucks旁邊，不定期舉行演出活動。

Barn：電腦室，同學可在內使用電腦和打印，其中Barn B為最方便的地方（沿Atrium的
電梯上Concourse轉右）。其他的電腦室有：Barn A（Room 4402-4404，Lift 17-18）、 
Barn C（Room 4578-4580，Lift 27-28）和 Barn D（LSK GO10）。

Cafe： 臨近Science Corner的Cafe，因為掛有愛因斯坦等科學名人的海報而得名，是堂見
休憩的好去處。

Concourse：吳家瑋學術廊，以創校校長命名，由Atrium上扶手電梯，一直到LT-K附近。

Co-op Shop：由學生會所營運，位於LG5的商店，主要售賣文具，學生會會員享有折扣優
惠。

CYT：全名Cheng Yu Tung Building，鄭裕彤樓，另一大主教學樓，穿過Concourse往南閘走
即可見。

LC：其士綜合研習坊（Chevalier Learning Commons）的簡稱，位於圖書館的LG1，大部分
日子二十四小時開放，是不少同學的溫習之地。（現在必須要以學生證拍卡才可進入圖書
館，要記得帶！）

LSK：科大李兆基商院大樓，位於科大南門附近，如果從Atrium開始走則要穿過整條
Concourse並經過CYT樓。

LT：Lecture Theater的簡稱，演講廳，由LT-A至LT-L，主要分布於Concourse兩側。

Print Shop：學生會影印場，在LG5的麥當勞旁邊，提供影印、訂裝服務，打印費用比Barn
較為便宜。

Seafront：位於Hall VI地下的小食店，營業時間至凌晨兩點，是宿生吃宵夜的好去處，提
供碟頭飯、車仔麵、糖水等食物。

Skywalk︰多指由Atrium乘搭Lift 13-15 至二樓，再經二樓各課室及辦公室通道往返 Lift 31-
32 的路徑。

The Base： 又叫做Cafeology，在29號電梯旁，是學生自己營運的咖啡館，旨在為科大學
生提供一個交流的場所，並成為startups的基地。許多由Entrepreneurship Center主辦的活
動都在此進行。

Uni-bar：大學酒吧，位於Tower C & Tower D樓下。

火雞：北閘迴旋處的紅色日晷的俗稱，乃科大地標。

天一泉：位於LG7食堂旁的噴水池，但實際噴水時間一直是一個謎。

拉把：Liba，即圖書館。

青蛙路：北閘巴士站和火雞之間的小路，路面有「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十二大
字。

金兜：位於LG7食堂中的餐廳「金飯碗」。

蚊池：Hall IV和Hall VI之間蚊子橫行的荷花池。

偷情小徑：智慧石旁沿樓梯而上可見一條小徑，路兩旁有樹木包圍，環境幽雅；由宿舍出
發經此路去CYT樓和LSK樓所需要的時間比經Concourse的短（好似係）。

科大術語

地點/設施：

P. 30



智慧石：學術大樓和Hall I之間連接橋上的一塊石，聽說學生觸摸此石後，下場只有兩
個︰一、GPA爆4；二、Quit U！

蘑菇：Atrium往觀景台的半圓形拱門，因遠望狀似蘑菇而得此名。科大的學生在成績不
如意或學業壓力大時會戲稱要「跳蘑菇」（危險！勿試！找你最信任的人傾訴哦！）。

共振橋︰連接UC與學術大樓的藍色行人天橋。

Chanting：指「叫莊」或「嗌莊」。候選內閣於Promotion Period期間在Atrium呼喊口號
（Dem Beat／Dem Cheers）的活動。

Cons︰學生會或其屬會之憲章（Constitution）。

Exco：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的簡稱，學生組織的幹事委員。

Freshmen：初入學的新生。

Inaug：就職典禮（Inauguration Ceremony）的簡稱。

Nom莊：學生會或其屬會的候選內閣（Nominated Cabinet），大多需經過相關會員的投
票選出後才可成為正式內閣。

AGM︰全稱Annual General Meeting，週年全民大會，用作新舊幹事交接，檢討現屆幹事
工作及了解來年幹事計劃。

EGM︰全稱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特別全民大會，在突發事件急需解決時召開。

冧莊︰連任學生組織幹事之位。

傾莊︰有意上莊的同學於正式組閣參選前討論內閣立場、方向。

撼莊︰多於一支候選內閣競逐幹事。

斷莊︰沒有下莊接任莊務。

上（/soeng5/）莊：擔任Exco。

上（/soeng6/）莊：上一任的幹事。

下莊︰下一任幹事（現莊為上莊的下莊）。

OCAMP：Orientation Camp，迎新營。

ODAY：Orientation Day，迎新日。

Pro P：Promotion Period的簡稱，各Nom 莊宣傳自己以爭取認識和支持的時期，一般會在
Spring Term的開始時段 （二月） 進行。

老鬼：Year較高並為已落莊的師兄師姊。

出Pool：拍拖（對大部分科大男可謂mission impossible！所以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哦！）。

報Status：報戀愛狀況，由表示現時狀況的字母和表示曾戀愛次數的數字組合組成，其中
A=Available，O=Occupied，C=Complicated等等，例如「A0」指從未拍拖，「O1」指在第
一段戀愛中，「A1」指現時單身但曾有一段戀愛。

摺拉：除上課和進餐之外，大部分時間留在圖書館溫書。

蛇︰非法於宿舍房間留宿宿生。

蛇主︰收留「蛇」度宿的官方認可宿生。

屈蛇︰「蛇」非法留宿的行為。

校園活動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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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形容詞或動詞，主要解作「令人筋疲力盡、費盡心神的人或事」。

Dual莊︰同時上兩支莊。

Sit堂︰蹭課，旁聽沒有修讀的科目之課堂。

Source︰音「疏史」，指往年試卷、已完成的習作，以作參考。

Tutor︰導修堂（Tutorial）的簡稱。

TGA：學期平均積點 （Term Grade Average） 。把某一學期修讀的學科的成績換算的得
分。

CGA：累積平均積點 （Cumulative Grade Average） 。把入學以來所修讀過的科目的成績
換算的得分。

GGA：畢業平均積點 （Graduation Grade Average） 。把所有入學以來所有畢業所需修讀
的科目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的成績換算的得分，其中第一年（year1）所修讀的
科目的計算比重會折半（half-weight）。

Credit：學分。科大的大部分的課程為3學分，大部分學生須完成120 Credits 才可畢業。

Day-off：不用上課的正常上課日。

Defer：延遲畢業。

Dean List：俗稱「顛 list」，正確名稱為「Dean's List」。TGA過3.7 （平均A-） 的學生即
可進入Dean's List。

天地堂：大學的上課時間表比中學的更有彈性，課堂間的間隔或會達數小時，尤指出現
第一堂在早上，第二堂在傍晚的「一天一地」的情況。（所以要好好善用Swap Class的功
能！安排得當更可以製造Day Off！）

好Grade：課程的評分較為寬鬆的課程，比如成績只到mean仍有B或以上，教授會被稱為
「Grade神」 。

爛Grade：課程的評分較為嚴謹的課程，比如成績到mean只有C或以下，教授會被稱為
「Killer」 。

過三爆四：CGA或GPA大於3.0甚至大於4.0。

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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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Center：學校就業中心，為學生提供多種就業相關的幫助與服務，學生可以預約時
間與就業輔導老師交流，中心也會舉辦多種活動。 

ARRO：Academic Records and Registration，負責管理與安排學生的入學、考試、學業管
理等事務，辦公室設在Concourse的入口處附近。

Counseling & Wellness Center：心理諮詢中心，協助學生應對生活中的困難與挑戰，學生
可以預約時間與咨詢師見面。

SHRLO：Student Housing & Residential Life Office ，舍堂與宿舍生活辦公室，設於HALL II
樓下，負責處理有關宿舍的各項事宜。

學校部門：

便民設施：

Language Center：語文中心，負責科大的多種語言課程，包括Lang系列以及各學院的語
言課程，提供與語言考試有關的課程輔導，舉辦活動包括iLang 以及 Buddy Program等，
學生更可以在Language Common借閱書籍、電影。

Entrepreneurship Center：Cafeology由該機構負責，創立於1999，旨在為UST community
提供企業性服務。

銀行：科大設有恆生銀行、中國銀行（香港）、東亞銀行，在環形學術樓的兩翼。

科大Starbucks：設於學術樓，科大學生能享受折扣。

書店：設於環形學術樓，星巴克旁。

科大百佳：設於LG7，科大學生能享受一定折扣。

科大診所︰又名「獸醫」，位於東亞銀行旁 Lift4，需落一樓至LG1。

Gym: 科大多處設有健身場所，包括LG4，HALL IX。

紀念品中心：開學一般都會有新品上市，位於環形學術樓，在恒生銀行附近。

撰文：本小毒毒
排版：本小毒毒，phil軒

圖片來源：ust.hk，ja.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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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妥註冊手續，辛苦了一整天，相信大家都接觸過不少「地產經紀」（準二年
級生），想盡辦法「哄」你報O' Camp吧！大家是否在想︰應該報多少個O' Camp
才好？哪些學生屬會的O' Camp比較好玩？玩O' Camp有什麼注意事項？小編去年
報了四個O' Camp，所以說到O' Camp的經驗嗎，不是我在自吹自擂——我的確是
有不少心得！

五花八門的O' Camp選擇
大家是不是有成為了「明星」的感覺，被包圍你的「粉絲」（一眾學會幹事）嚇
到呢？到現在還分不清他們的來歷是吧？讓我來解釋一下吧！

科大的O' Camp主要由6種不同的學生組織籌辦，分別是：

參加O' Camp是否等於成為該會會員？
參加學會的O' Camp並不等如成為該會的會員。學會是於9月初招收會員並收
取會費的。所以，O' Camp的費用並不包括會費。O' Camp的其中一個作用
是讓你們（新生）了解該學會的架構和宗旨，從而決定是否加入該學會。

該選擇哪些 O' Camp?
其實，你們不需要因為認識某學會的幹事，或因朋友們都參加了某學會的O' 
Camp而影響你的決定。因為在O' Camp內，你會被編排到不同組，你未必可
以與你認識的人呆在一起。更何況，入大學就是要認識新的面孔。所以不論
參加哪一個O' Camp，還是自己決定的好。對小編來說，我入大學的其中一
個目標是擴展人際網絡，這對來年的學業和將來的工作也有幫助。所以，我
參加了四個O' Camp。一個社學生會的，一個學院的，一個系會的和一個學
社聯會的。

學生組織 例子 O' Camp大約價格

社學生會（House）
House 1社一、House 2翱峰、
House 3冰川、House 4嶄越、 

House 5卓毅
＄650

學院學生會
（School Society）

Business Students' Union, Engineering 
Students' Union 等 ＄400 -＄500

系會
（Department Society）

Management Students' Association, 
Economics Students' Society 等 ＄300 -＄400

學社聯會（ICA） People's Campus Radio, Uni-Y, Magic 
Club, 等 ＄100 - ＄200

體育聯會（SA） 足球、柔道、划艇等 ＄100

學生會四大架構
會舉辦O'Camp/O'Day的只有

幹事會（Executive Committee）
編委會（The Editorial Board）

＄100

O' Camp? 我該怎樣選擇？
撰文：獅子
排版：妄自，phil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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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要報哪一個學生會的O'Camp呢？ 以大多數的人來說，他們打算入住哪
一個hall就會報哪一個house的O'Camp，而其他學會的O'Camp則由時間上的
吻合性來選擇。其實本小編還有另外一個建議，就是根據自己有興趣的科目
或學生組織來報名：因為大家可以認識更多將來修讀相同科目的朋友，日後
選課和學業上都能有個照應。此外，大家也能夠為上那一支莊作準備，找一
些投契的同學一起組莊。

O'Camp前的準備
O'Camp開始前數天，學會的組爸組媽會建立whatsapp群組提醒大家該
O'Camp的日期和時間。同時，其他一年級生也會開始介紹自己，如果要認
識新朋友，這就是最佳的時候啦。還有，大家在O'Camp舉行的前一天必須
有足夠的睡眠，因為在O'Camp的期間大家多數會玩通宵的。下面是小編為
大家貼心準備的O'Camp所需的物品清單：

毛巾 沐浴露 洗頭水 牙刷 牙膏
牙杯 紙巾 防曬用品 防蚊用品 個人藥物
風筒 乾糧（薯片、杯麵） 至少一百元現金
枕頭（可帶可不帶） 替換衣物（要有一深色衣物，提防玩水戰後

濕身走光）（女生）衛生用品

O'Camp注意事項
大家是可以基於私人原因遲到或提早離營的，但務必提早告知組爸媽。有什
麼意外或迷茫的地方，可隨時向組爸媽查詢。

在Campfire, Mass Game, 房Game 等活動中，你們可能會覺得某些環節會觸
及到你的「底線」或令你不舒服的。你們可以大膽說出來並拒絕參與該部分
的遊戲，不要因為其他同學的壓力而屈服，要懂得保護自己。

這個提點也可以為這篇心得作結：O'Camp的主角是你們，如果大家完了
O'Camp後對該營有什麼感想或意見，不妨跟該學會的ex-co反映，讓他們改
善自己，從而提升他們將來的活動水平。

最後，小編在這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 O' Camp 經歷！ 

O'Camp
要開心！
要難忘！

撰文：獅子
排版：妄自，phil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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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ohort Community 
We Bridge, We Care, We Create 

Newbies! Feeling all alone and bewildered after stepping into UST? Still trying to get your 
head around what to do in the first year? Don't panic! The Business Cohort Community 
（BCC（ is here to stand by you!

We offer you exciting and friendly social platform to integrate all the UG Business 
Students, so that all of you can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School.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med by your enthusiastic senior fellow students, will give you a hand to 
ease your transition into University life and serve as your stepping stones to success! 
This year we are working further to create unique traditions for all of you as well. Have 
a look below and know more about your BCC confidants.

Come on! Get up and go side-by-side with us and build a fruitful and memorable first year!

Major events in Sep & Oct 2016

Sep 1- 23 
Used Textbooks Recycle Campaign 2016

Oct 30
Sedan Chair Rac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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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Hot Soy Milk @LSK Building 

#warm_and_care_ing  #hao_warm_ar 

“Symbolic” Cohort Hoodies

 #beauty_and_the_beast #chic_chic_chic

“OMG”Back to School Event

#Oh_no_Hectic_life 
#Wish_you_a_good_grade #chur

“Bustling”Last Day of Semester @ LSK G/F

#A住 Grad #Goodbye #88 #break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at:
Facebook: www.facebook.com/Hkustcohort
Email: bcc@ust.hk 

Moments of Happiness in 2015

Design：phil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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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生進入人文社科大家庭！

    科大人文社課院是四大學院中最精緻的，也是學生數目最少的學院，

學院關心每位新生的成長，設有一對一的教授學生mentor program。學院

也會不定期組織大家一起參加 field trip。更有每年的 high table dinner 等聯

誼活動。一年級新生有 first year seminar 幫助大家適應大學生活，更好地

準備新一階段的學習。該課程中貫穿了不少的主題，從中可以獲取有用的

信息以更好地規劃大學生活。

    為了幫助 GCS的新生更好的融入大學生活，編者特地採訪了GCS的學

姐，大家都知道，讀書、上莊、住宿舍、課外活動或實習、拍拖乃大學五件事，

學姐也十分用心的準備了她的答案，一齊來看看吧：

讀書

    讀書是學生的天職。不同的學生學

習方法會有不同：有些學生一整個學期

不會曠一節課，也有些則只關心一下頭

尾兩節課罷了。所以（如何讀書）全憑

個人的能力和態度。

    個人而言，我喜歡和教授們在

office hour 單獨約時間討論問題。這樣便於我一對一地詢問。教授們人都

很 nice，也會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的解決方案，獲益良多。當然，如果你

比較害羞，你也可以在 Canvas 系統上面給他們發信息或是簡單的給他們個

郵件。

    GCS 學院定期會有以項目要求、研究課題、學習方向以及課程回顧等

為主題的茶話會，以促進學生之間以及和學院內部的信息交流。

    大學期間我也曾通過交流，涉獵北歐的學習文化。我曾參加一個去丹

麥當半年交流生的活動。無疑這是我做過的最大膽的決定。期間我曾錯過

轉機，行李滯留一個月，第一場雪時差點暈倒……但是細味起來我非常自豪，

因為我能夠去另一個頂尖的學校交流，也（至少）經歷了斯堪的納維亞的

生活，無論好壞。

上莊

    意味著能當上社團的執行委員。科大有許多不同的社團組織，包括科

大學生會以及面向不同教職員、團體，專業、宿舍和 ECA等的社團。所有

這些組織都服務學生，當然也需要積極的莊員作為執行幹事，為學生舉辦

不同的活動。

受訪者：Clare 
採訪者／排版：逆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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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年曾是一個宿舍組織的執行委員。能夠成為領導團隊的一員，來

構建一個多元文化的生活和學習環境，不僅裨益了科大同學，也讓我受益匪

淺。

住宿舍

    意味著在校園里住宿。不僅得益于距離課堂近些，我們更從根本上受益

于宿舍這個文化大熔爐。從裡面我們學習到如何與不同背景、不同國籍的人

相處。這種環境也正是香港的大學所強調的「舍堂教育」。

課外工作 / 實習

    許多學生傾向於尋找一份業餘工作以補貼生活費。大多本科生的業餘工

作是以私人補習的方式存在。（關於這方面）如果大家有此意向，可以簡單

通過網上代理找到。

    另外，如果想在畢業之前嘗試實際工作的滋味，學生們大多會選擇實習。

在 GCS 項目的辦公室和就業中心的幫助下，我自己曾在不同國家做過幾份

實習工作，這些實習機構包括金融、銀行、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多樣不同

的職業讓我保持每天的活力。不同的指導項目，論壇和實訓讓我快速進步。

拍拖

    因為本科生沒有工作或會考的壓力，許多學生會認為大學時代是戀愛的

黃金時期。 在大學里，如果有誰成功開始戀愛，他（她）的朋友們則會讓

他（她）請客吃一頓「出 pool」飯。

    有趣的是，科大男多女少，所以男生們加油吧！

    三年裡，我獲益良多。我十分感激人文社科這個溫暖的家庭。我不僅在

學業和實習項目上從學院得到很多支持，同時 GCS也培養了我多種能力，

這讓我能夠很快適應其他不同的環境。所有在這片土地上發生過的事情，都

是我人生難得的美好財富。我的眼界因此拓展，我的際遇因此不同。雖然辛

苦，雖然緊張，但是現在收穫的季節到了，不是嗎？

圖片來源：studyelp.com, hkusthssu.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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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er Mentor Program（簡稱 PMP）是工學院的一項計劃，旨在讓新生
互相認識、幫助工學院新生註冊登記及選擇課程的活動，使新生可以儘早
適應大學生活及科大環境。活動主要由 Year2 或者以上的工學院學生作為
Mentor 來指引新生，活動中可以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並且見識到很多科
大獨有的文化，所以筆者非常建議新生積極參與。

　　PMP 一般會在工學院新生登記日當天，在 Engineering commons 內設
置攤位，讓新生瞭解 PMP 計畫以及選擇自己的 clan。當中會有 9 個 clan
的攤位，相當於對所有一年級新生進行分組。每一個 clan 有自己的名稱
與顏色，各自有不同的紀念品可以免費領取，各個 clan 的 peer mentor 會向
新生介紹自己、clan 的特色、名稱由來等等，新生只需填寫個人信息即可
加入，然後領取紀念品。

　 期間，你可以向 mentor 詢問任何有關
科大的問題，比如科大專用術語、各個
computer barn 的位置、如何申請 hall、如何
reg course、如何連上 ust wifi、什麼 course
適合你等等，mentor 都會很熱心地解答。
有些 clan 也會不定期地舉行活動，例如燒
烤、聚餐等等。

     除此以外，在 8 月尾（一般是 29 號，
詳細以屆時安排為准）會有一個 SENG Team Building Camp，即是工學
院所有新生的活動，有別於 clan 坐在一起玩大 game。一般而言，內地
生與國際生會平均分配到各個 clan，大家當日都有機會接觸來自不同地
方的新生。當日可能有定向越野的活動，讓新生認識科大不同設施的位
置，走過科大各個重要的地方讓大家熟悉學習環境。加上該活動是計入
HLTH1010時數的，所以筆者非常建議每個新生參加，從而認識更多朋友，
畢竟於大學交朋友是一大學問呢！

     活動安排可以參考：http://fys.ust.hk/seng.html。PMP 的簡介與詳情可
以參考：http://e2i.ust.hk/pmp/。

E n ge n e e r i n g  Pe e r  M e n to r  P ro g r a m

撰
文

：
Olivier Odorant

排
版

：
逆

鱗
、

phil 軒

圖片來源：thenextweb.com

Vulcan   
Skyscrapines          
Skyscrapers               
Rengine
Magnum Opus    
Hexagon
Ginius                
Ford                
Pioneers   

Clan 1
Clan 2
Clan 3
Clan 4
Clan 5
Clan 6
Clan 7
Clan 8
Cl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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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n 1
Clan 2
Clan 3
Clan 4
Clan 5
Clan 6
Clan 7
Clan 8
Clan 9

撰文：CPlus
排版：逆鱗

　　初入清水灣大學，心情忐忑不安。十年寒窗苦讀書，有對大學
的憧憬，有對校園生活的期待，也有對朋友圈改變的不安，百感交雜。
一切疑慮。會於開學後得到解決。

　　MAGNET——理學院的朋輩輔導（Peer Mentor）計畫，顧名思義，希望冀成
員像磁石一般將新生們吸引過來。其目標在於幫助理學院的新生盡快適應大學
生活過渡一年級的生活，由 Science Home（sci home）層層甄選 year1 以上的
同學，本年度共有七十五名 peer mentor 脫穎而出。他們都經過一系列的訓練
課程，可以為新生提供可靠的學業意見，也將會是同學們進入大學的第一批夥
伴。

　　相比起往年由 sci home 隨機分配學生進入不同的 peer mentor 小組，今
年 sci home 則進行轉變並有了新意思，讓由新生主動選擇加入不同的組別，
再從組別中隨機分派給每一位 mentor。當其中一共有五個 local 小組，以及
一個 mix 小組，每個小組都會展示自己的特質，例如：學業、上莊或運動等。
讓由新生自己尋找感興趣以及興趣相同的志同道合的 mentor 小組，促成配對。
除了讓同學更有自主性，能夠選到適合自己方向的小組外，也希望 mentor 和
mentee 的關係能夠更加緊密。

　　Mentor 與 mentee 的配對活動初步定於八月十號，在 sci home 舉行，屆時
新生會得悉相關詳情會有詳情讓一年級的同學了解。而在配對之後的一兩天，
peer mentor 就會和自己的 mentee 進行聚會，進行更進一步的瞭解認識，而同
學們如果有對於學習上或者大學生活有任何的疑問都可以向自己的 mentor 提
問，例如選科、住宿等問題。

　　而在八月三十號，sci home 更將舉行盛大的 magnet party，屆時除了有美
食提供，還有不同的遊戲，讓大家更加融入理學院這個大家庭！敬請期待！

快來理學院捕捉野生的peer mentor吧！

圖片來源：ludismedia.com, sciencemissoneill.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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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香港科技大學除了四個學院：商學院、工學院、理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以
外，還有一個跨學科課程事務處（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Office, IPO ）提
供本科課程。IPO自2012年，都沒有透過JUPAS或其他途徑直接招收一年級學
生，直至本學年（2016/17）才開始直接收生。可能你們對IPO聞所未聞，我們
特別跟IPO Director周敬流教授做了一個簡單訪談，帶你認識IPO。

IPO是……
問：IPO跟科大四個學院：商學院、工學院、理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有何
不同？
答：IPO在科大四個學院以外，提供以下四個跨學科的本科主修課程：
•科技及管理雙學位課程（Dual Degree Program i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M-DDP）；
•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課程（Risk Management & Business Intelligence 
Program, RMBI）；
•環境管理及科技課程（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Technology Program, 
EVMT）；
•跨學科自選主修課程（Interdisciplinary Individualized Major Program, IIM）
。
　　IPO鼓勵創新自主的跨學科研習，結合不同範疇或新興領域的知識，讓學
生從多角度審視問題，推動他們跳出comfort zone，發掘創新而可行的方案去
解決日趨複雜的社會及經濟難題。

問：如何入讀IPO提供的課程？
答：自2016／17學年起，本港DSE考生可透過JUPAS申請入讀IPO的課程。持
有其他認可學歷的學生，可透過網上申請，詳情可以瀏覽join.ust.hk。科大一年
級學生，可於春季學期時申請入讀IPO其中一個本科主修。
　　IPO著重學生的學業成績，亦看重學生的創意、自主性、溝通能力及領導
才能，所以我們會盡量安排面試，評核申請學生學業以外的才能，收生時作較
全面的考慮。

科技及管理雙學位課程
Dual Degree Program i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M-DDP

問：科技及管理雙學位課程（T&M-DDP）有何特點？
答：T&M-DDP是香港首創的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學生可以在五年內獲
取兩個國際認可的學位：工程學學士學位或理學士學位，以及工商管理學士學
位。雙學位的課程設計特別結合工理科及商業的專業知識，迎合職場上對創新
視野的需要，培育學生從科技及商業兩個截然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務求得出
一個切合科技考量及商業需要的方案。例如設計一部智能電話，固然要有科技
的知識，亦需具備市場觸角，知道消費者的需求，配合得宜的推廣策略，才能
製造一部高質素又受歡迎的智能電話。

問：可否簡單介紹T&M-DDP課程內容？
答：學生每年同時修讀工程／理科及商業課程，除了核心學科外，還有其他課
程，包括數學、企業精神、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中英文商業溝通、分析技
巧、多角度思維及批判思考。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Office Program Information 
排版：phil軒

P. 42



工程學學士學位
1.　化學工程學
2.　化學及生物分子工程學
3.　土木工程學
4.　計算機科學
5.　電子工程學
6.　計算機工程學
7.　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學
8.　物流管理及工程學
9.　機械工程學
                 或

理學士課程
1.　生物科技學

及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1.　綜合商業管理學

問：除了課堂的學習，T&M-DDP學生還有甚麼學習機會？
答：T&M-DDP提供多元化的增潤課程讓學生加強多角度的解難技巧，磨練
溝通及領導才能，活動包括科技及管理國際商業計劃比賽、交換生計劃、企
業實習、行政人員講座及領袖訓練等等。
　　其中科技及管理國際商業計劃比賽尤受學生歡迎。比賽於每年的1月及6
月舉行。1月的比賽由雙學位課程及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的
Hoeft科技及管理課程合辦，每年齊集於一個城市進行比賽；6月的比賽由雙
學位課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南洋理工大學合辦，於新加坡舉行。不同
大學的學生組隊比賽，合力為一項新興科技構思出應用及可行的商業計劃，
活動同時成為建立跨文化聯繫的平台。

問：T&M-DDP畢業生大多從事甚麼行業？
答：T&M-DDP畢業生大多進入銀行及金融機構工作，約佔27%；工程及商
業管理各佔18%；專業技術人員及顧問各佔 14%；部分學生繼續升學，約佔
9%。亦有越來越多學生嘗試創業。2015年畢業生Jeff Chen，與在美國哈佛大
學交流時認識的同學，合作創辦公司，研發智能單車頭盔，在眾籌網短短一
個月即籌得超過六百萬港幣（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819484536/lumos-
a-next-generation-bicycle-helmet）。

•T＆M－DDP同學於巴西參與科技
及管理國際商業計劃比賽

•行政人員講座 －小米公司聯合始創
人及總裁林斌先生

排版：phil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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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課程 
Risk Management & Business Intelligence Program RMBI

問：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課程（RMBI）有何特點？
答：2007/08年金融海嘯，重創全球經濟，突顯金融業的風險管理出現嚴重
問題，RMBI亦由此誕生。RMBI是香港首個創新整合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知
識的學位課程，結合科大商學院、工學院和理學院的專業知識，著重訓練學
生計量技巧及商業知識應用，讓他們掌握數據收集及分析的前沿科技，繼而
用於管理不同規模的公私營企業所面對的風險。

問：RMBI的課程是否非常著重數學及電腦程式運用？
答：RMBI要求學生精通數學及電腦程式運用，同時亦須兼備分析及解難能
力，才能為各行各業挖掘、收集及分析數據以減低形形式式的風險。為培訓
學生具備數理及分析才能，RMBI的課程內容由淺入深，包括1） 風險管理及
商業智能的整合、2） 金融投資、會計、商業及經濟專業知識、3） 風險評
估及建模方法及4）商業智能工具、數據挖掘及科技等等。於課程的最後一
年，學生更會參與企業項目，通過深入研究由企業提供的真實商業個案，加
強其知識應用能力，同時可提高其創意及批判思考能力，和項目管理技巧。

問：除了課堂的學習，RMBI學生還有甚麼學習機會？
答：除了一般的海外交換生計劃、師友計劃、企業實習、講座等，RMBI學
生可親自參與編採課程通訊（www.rmbi.ust.hk/web/eng/enrich_newsletter.
php）、參加年度的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大型研討會（www.rmbi.ust.hk/web/
eng/enrich_symposium.php）、以及接受專業資格培訓。

問：RMBI畢業生大多從事甚麼行業？
答：IPO鼓勵學生循自己的興趣及志向發展事業，不要被前人的經驗或社會
的期望所規範，寓興趣於事業才是真正的成功。RMBI畢業生大多進入商界
如於商業及投資銀行、資產管理機構、會計及審計公司、專業顧問機構和資
訊科技公司等，擔任分析員和顧問。

•年度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研討會 •RMBI同學於商業可持續性及風
險管理個案分析比賽中贏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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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及科技課程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Technology Program EVMT

問：環境管理及科技課程（EVMT）有何特點？
答：可持續發展是現今世代備受關注的議題之一，倘若我們希望為自己及下
一代提供一個生活宜居的環境，我們需要急切解決的問題眾多，包括氣候變
化、污染、能源消耗、水資源問題等等，但保護環境與經濟發展往往存在很
多矛盾及衝突，窒礙環保進程。如何在商業和大自然之間取得平衡，令工商
界既能有效生產獲利又能同時保護環境，乃一大學問。EVMT的存在，就是
為了培訓新一代的環境管理人才，兼具保護環境的熱誠及跨學科知識，有能
力制訂既保護自然又維持經濟發展的方案。

問：EVMT課程設計如何達至上述的宗旨？
答：EVMT課程融合了科學、工程、管理及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從多角度
審視環境問題，培訓學生整合不同觀點以發展創新意念和解決方案。特別設
計的課程，涵蓋環境科技、環境法例、環境、社會及管治的管理及匯報、綠
色企業、能源及可持續發展。學生在最後一年要實踐所學，參與解決企業及
非政府機構面對的實際問題。

問：近年，香港政商界越來越看重環保，但發展始終未如其他已發展國家理
想，EVMT學生可有機會親身到其他地方考察？
答：EVMT著重學生親身體驗及參與，所以每年均舉行考察團，實地體驗
其他地區、國家的環保發展，參考他們如何有效解決環境問題。2016年年
初，EVMT學生前往南韓首爾，視察當地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政策。

問：EVMT的畢業生，就業是否只局限於環保團體？
答：EVMT畢業生具備環保視野並同時掌握商業管理知識，其實甚受商界歡
迎，大概39%畢業生進入工商界工作，從事顧問專業約佔15%、於政府及法
定團體或非政府組織工作各佔13%及11%。

　　由2016年開始，香港的上市公司須按規定遞交《環境、社會及管治報
告》，所以上市公司及顧問機構對同時熟悉環境管理及科技的人才需求
甚殷，加上EVMT課程獲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認可，更令僱主有信心聘用
EVMT的畢業生。

•EVMT同學前往南韓首爾視察可持續的
城市發展政策。

•EVMT同學到海下灣探索海洋
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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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自選主修課程 
Interdisciplinary Individualized Major Program IIM

問：跨學科自選主修課程（IIM）是今年新開辦的課程，在香港其他大學也找
不到類似課程，甚麼同學適合入讀？
答：IIM是一個反傳統的獨特課程，讓具遠見、才能及個性的學生設計專屬於
他們的跨學科主修課程。修讀IIM的學生必須非常清楚自己的志向及興趣，課
程賦予學生很大的主導權，自由結合科大內不同學院，甚至其他本港或海外院
校的課程，設計一個配合個人興趣，志向及職業發展的主修課程，研習一個與
眾不同的新興跨學科領域。
　　這是大中華地區的首個及唯一的自選主修課程。海外著名學府，如哈佛大
學、耶魯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及康奈爾大學等等，已經開辦類似的課程多年，
為一些清楚個人志向、興趣並具有潛力的學生而設，助他們跨越現有的學術課
程界限，全情投入研習個人特訂的主修科。

問：IIM暫時未有畢業生，你預期就業前景將如何？
答：由美國康涅狄格大學最近進行的調查顯示，自選主修課程在求職面試中是
一個很熱門的話題。僱主們都很希望知道自選主修課程的運作模式，並就著成
績表上的不同課程提問。課程主要展示畢業生的志向、理想和創造力等技能。
許多僱主都希望看到大學生能在他們的本科學習過程中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
色。 
　　IIM畢業生憑著優秀的知識和技能，加上對自選研究領域的熱情和投入，
必定可以為自己開啟不同行業的大門，例如在其專業領域工作或創業。由學生
設計的自選主修科，將來可能成為一個恒常的本科課程，甚至發展成為一個全
新的學系，就如以前沒有的計算機科學（Computer Science）、生物醫學科學
（Biomedical Science）及認知神經科學（Cognitive Neuroscience）等等，畢業
生可藉此持續進修和繼續研究新興領域的知識。只要學生敢想敢做，將有無限
可能。

問：總括來說，IPO期望為學生帶來如何的學習體驗？
答：IPO會盡力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並發掘新的空間，以非傳統方法幫助
學生發展志趣。我們會持續舉辦豐富多元的課內外活動，培養學生的創意思
維，有嶄新的想法，亦有切實執行的能力，令學生畢業後能多才多藝及有競爭
力去面對往後數十年的挑戰，並不只著眼於現時的工作及既定的職業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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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TH1010 是 所 有 科 大 Year 1 新 生 必 修 的 課 程， 全 稱 為 Healthy Lifestyle 
Course，是一個為期一年的 0 credit 課程，最終成績分為 Pass 與 Fail，分數
不計入 GPA；但因為是大學必修課程之一，加上課程內有些介紹講座大多在
八月中至八月尾舉行，如未能參與可能導致課程不及格，來年再修會引來不
必要的麻煩，因此完成 HLTH1010 對於各位新生非常重要。

此課程旨在推廣健康生活模式，在學習之餘參與運動與課外活動，維持學習
與其他活動之間的平衡，實現「全人發展」。課程有 5 個 Module，分別為
Orientation，Wellness，Fitness Training，Sports Skill Class 以及 Activities，在
一年內一共完成 45 小時的活動記錄即可 Pass。

Orientation 是介紹講座；Wellness 包括體能測試與填寫網上問卷等；Fitness 
Training 是一個介紹科大健身房與器材的使用方法等等；Sport Skill Class 是
一個體育技能課，包括各種運動，不止是籃球足球，還有射箭、高爾夫、
舞蹈、瑜伽等等，每星期一堂約 1.5 小時；Activities Module 則是包括學校
HLTH1010 Office 認可的 Wellness & Personal Enrichment Events、社區義工活
動、個人訂場運動健身（自行在 Sports Hall 或 Gym 旁邊的機器用學生卡拍卡
記錄即可，每日至多 1 小時）、體育技能課等等，同學可留意科大 email 與
各個 society 的活動，時常有記錄入 HLTH1010 的 Activities Module 的活動，
只要在各項目之間累積到至少 23 小時即可獲得此項模組的 Pass，再加上上
述四個 Module 最終有 45 小時即可 Pass。各個 Module 的內容與日程詳細可
參考 HLTH1010 網頁或下圖：https://sao.ust.hk/HLTH1010/modules/orientation.
html。各項活動的日程可在：https://sao.ust.hk/HLTH1010/events/index.html
中查看。

各項活動的日程可在：https://sao.ust.hk/HLTH1010/events/index.html 中查看。

HLTH1010
撰文：Olivier Odorant         排版：腐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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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月中，學校已經有諸多計入 HLTH1010-Activities 內的講
座或活動，具體日程可以參考該網址內的日曆：
http://fys.ust.hk/tal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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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要提的是，各位新生需
要按照各個 HLTH1010 活動、
講座或運動的出席記錄要求
來記錄 Attendance，有些需
要機器拍卡，在進入與離開
時都需要拍卡記錄，有些即
是手寫記錄。Attendance 的
記錄將在一天至大概一星期
內記錄到網上記錄系統，新
生可在：http://my.ust.hk/ 檢
查記錄，具體位置如左圖。

登入後按 Progress Enquiry，
就會看到下方的頁面，這顯
示了各 Module 的時數。新
生參與相關活動後可以查知
相關的時數活動有沒有被記
錄。



讀書以外
撰文︰妄自
排版︰妄自，phil軒

    大部分科大生都以「讀書」至上，力求過三爆四。只要GPA夠高，似乎
其他都不重要。讀書、拿好grade、畢業後找份高薪厚職……這大概是不少
香港本地學生從小被貫注的觀念，無是無刻都縈繞耳畔，腦裏塞滿「讀書」
、「工作」、「賺錢」，把我們自己的思想狠狠的淹沒，成為「我們的」思
想。

    就筆者而言，我個人GPA很平庸（這大概是我寫這篇文章的主因——自
我安慰？），讀的科目不是自己喜歡的。平日愛看些不切實際的書（哲學、
文學之類），實有浪費時間之嫌。何解？一來與我現在讀的科目無關，二來
對現實社會無多大用處，三來與我個人未來職業關連不大，四來看後只有自
說自話，在科大難以找到共鳴。

    但這又如何呢？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也許我看這些書沒甚麼大的好處，
但只少我知道一件事︰我正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我能夠從這些書中，找到一
點有益於我精神生命成長的事。單憑這一點，就己經足夠。

    我不願為別人而活，不願追名逐利，這也許因為我不能而已；倘若我能
「過三爆四」，有生意頭腦，賺大錢，或有多少突出的才華，使自己聲名大
噪，這篇文章我是不可能寫出的吧？縱然寫出了，也未必說服到自己。

    好吧，上文都不免筆者個人的吐苦水，還是進入正文吧。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自小被密佈的石屎森林包圍得喘不過氣，加上
商業氣息橫行，滿眼都是刺眼炫目的霓虹燈光，四周是繁榮庸俗的珠光寶
氣，心靈被重重的堵塞了、壓住了，不能伸展出來。成為作家、藝術家……
凡是與文化有關的工作，都不被人看好；說出來都會當作笑話。彷彿每個人
都覺得，最賺錢的工作就標誌着成功的人生，其他都是多餘的。

    我自馬來西亞回來後不禁反思︰世上有所謂「最成功的生活方式」嗎？

    吉隆坡的繁華不遜於香港，有大商場、有名牌商店……大概與香港沒有
很大不同。反而到了檳城，繁華程度相對較低，純樸、自然的氣息更重，更
令人懷念。

    我們總以獲得財富或聲名為成功的人生，但我去到馬來西亞後，每日接
觸的都是一般人眼中的低級工作︰做清潔的每天做清潔、做侍應的每天做侍
應、賣小玩意的每天在賣……當地人收入不高，物價也不高，每個人每天都
做着不太賺錢的工作。我以前總想，假若我一生每天都要做着這些工作，真
的太令人厭倦了吧，更何況讓人看不起。

    走過繁華的街頭，遇過乞丐，甚至所謂「畸型」（我在馬在西亞親眼見
過一個人，四肢正常，惟左腳生長畸形，腳背緊貼背脊，以四肢爬行，頭上
戴有一彩色趣怪的「雞冠」，赤着上身，一邊推着大喇叭，一邊唱歌，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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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pexels.com

路人的一點施捨），也曾有老人閃閃縮縮地走至你身旁問「要小姐嗎？」……
這都使我反感，使我同情。

    我看到這一切後，心中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總以賺錢或名譽為成功人生的
必要條件，這只是我們的成見吧？假若那乞丐為世勢所迫、為人陷害才墮落如
此，當然值得我的同情和憐憫；倘若他是為自己所累，他可得我的同情和鄙
視。至於那「畸型」（我不願用這個詞，但我找不到更清晰的寫法），他也是
成功的，因為他不怕四周的冷眼、不怕旁人對他的恐懼；他依靠自己堅強的意
志，口中唱着歌，以贏得路人的尊敬、我的尊敬；相比起那些拿着一個膠杯，
一聲不發走到你身邊求施捨的乞丐，我敢說他活得更有尊嚴！

    你若問何謂成功的人生，我的答覆為︰你覺得成功便是成功了。這不代表
領取綜緩過活、庸庸碌碌的渡過一生也是成功。我的意思是︰將「成功」的定
義開放予各人各自決定。你憑甚麼以為你現在擁有的就是成功呢？難道人們開
開心心、平平凡凡的過一生不是成功嗎？一定要征服世界、征服宇宙嗎？難道
每個人必需從你爭我奪、互相鬥爭中勝出才是成功？不馳騁於外、不盲爽發
狂，但求每天超越自己及超越超越，不也是自身生命的成功嗎？《論語》開首
云︰「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
亦君子乎？」，化精采為平凡，由逐外返求內，也不失為成功的人生。

    今人愛自由、愛平等，將「成功」的定義開放予各人自己決定，不就是自
由平等的體現嗎？只有如此，才能成就各樣的文化活動。然而，「惟上智與下
愚不移」，人應該永遠求超越、求向上，不應追求墮落。縱然「成功」的定義
是自決，也不代表你應該以領取綜緩過活、一生庸庸碌碌為傲；這是不思進
取、自甘墮落，只能與鳥獸為朋。人趨利而有經濟、商業；人求真而有科學、
知識；人向善而有宗教、法律；人逐美而有藝術、文學……一切文化活動皆為
人在求超越的過程中創造的。每一方面的活動都是成功的，正如我們欣賞李嘉
誠的成就時，也不忘讚嘆莎士比亞的偉大。然而，既然已將「成功」的解讀開
放予眾人決定，且得有「成功」可言乎？且得無可言乎？

後記︰
    假若你以成績好為成功，便努力讀書吧；或者你如筆者一樣，成績一般，
但知道自己的興趣和未來方向，也要好好珍惜未來的四年，好好裝備自己，追
逐自己所想。我不會祝福大家有無悔的大學生活，聖人臨終亦不免有憾，你說
你無憾，只表示你對自己生命的反思不足、想做的事太少吧。

    也許這篇文只是筆者的自我安慰，企圖迷惑一眾成績平庸的學生。此有待
諸君各自批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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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來香港的時候，一次坐的士回科大，司機是個慈善的人，知道我尚不

會說粵語。跟我們用普通話聊了許久，末了，問我們：「何為大學之道？」

    我們呆了半響。

    他悅然：「大學之道在明德、明理，止於至善。」後來我又在多處看到

了這一答案，語出儒家經典《大學》。

    我其實在高中的時候沒有多思考這個答案，大陸的高中與香港的高中也

許並無太大不同，考取好成績讀好大學罷了，期間穿插各種活動，但是主心

骨仍然是讀書。

    一次，我跟學院的mentor老師見面的時候，他告訴我：「大學不再靠
一個分數衡量人了。」 「要找到自己的衡量標準。」這也許就是大學與高

中很明顯的不同。「We are free，but we are not free from choices」。 選擇
更多了，所以需要對自己更深刻的瞭解。

    在我看來，這一切可以在大學的課堂中完成的，當我上了人生中的第一

節社會科學理論課，世界歷史課與文學課的時候，我感覺我對自己的瞭解更

多了。我找到了我自己的愛好。這些愛好定義了我的生活方式，定義了我的

價值取向，進而定義了我，讓我覺得我很不同。這種不可替代感，讓我敢於

離群。

    敢於按照自己的喜好試著過自己喜歡的生活，讓自己沉浸在理想的生活

方式之中。這種生活是許多成分巧妙的搭配，可以是與某個人特定的幾分鐘，

音樂，某個時刻看到的海，書頁裡的某段話，某次討論，一時的異想天開，

它們揉合在一起，每一天都很像，但是都有一點點不同。

    成熟的一部分應該就是敢於離群，離開某種無意識狀態下的順從，發現

那些不同。

    我以為沒有固定的班級大家會互相疏遠，我以為自我獨特一定會導致

自我封閉。結果發現，這種偶爾的脫離感反而令我與大家更加的親密，令

我懂得尊重人與人的不同，並開始明白大學生活是：a celebration of very 
different souls。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創造價值的方式，而我們不斷地進

進出出他人的生活時，也會獲得寶貴的啟迪。

    我從來沒有停止過尋找讓我快樂的人，驚喜地發現，是那麼多，而我也

可以給他人帶來快樂。如果我相信快樂是有等級分別的，那麼這種快樂應該

是最高級別的吧。

為何大學？
撰文：逆鱗
排被：逆鱗、腐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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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的主心骨，不是讀書，而是成長。

    是生命全方位的成長。我們的軀體漸漸成熟，精神也需要更多的養分。

    大學之所以目的之一為止於至善，就是希望我們的精神能夠日漸的堅

朗，找到自己所寄託之物，不斷探索，永無止境。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大

學是終身學習的開始，在這裡獲得的一切，都將在人生的某個階段內化為

寶貴的精神財富。然即使不是財富，我不知道還有哪種方式可以讓靈魂如

此輕盈自由。

    如果說絕對的自由是 free of choices，那麼我們所擁有的自由是相對的
自由。這種自由會給你快樂與苦惱，它給了你惱人的選擇，給了你很多種

不同的路。在這片肥沃的土壤中，什麼樣的種子都可以茁壯成長。我們並

沒有如同華茲華斯筆下的智者，free from choices，將靈魂融入自然。但是
我們也沒有生活在牢籠之中，被一種意志操控。我們生活在兩個極端之間，

可以創造出無限的可能。

    我還是喜歡大學的一個定義：the infinite banquet of wisdoms。每一種
知識的交融都可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或幫助我們瞭解身處的世界，瞭解

我們自己，瞭解我們身邊的事。或是幫助我們定義自己，找到人生的目的，

找到維繫在一起的力量。

    我知道有些父母，包括我們自己都覺得大學是一種投資，我們繳交高

昂的學費最好是能夠換取一份體面的工作。然而大學帶來的價值可能不是

學費能夠衡量的，也不是第一份工的工資能夠定義的。

    它的價值在於這整個過程，以及這個過程在人生無時無刻的內化、演

變。其價值在於你自己。大學幫助我們成為我們自己，而我們自己是無價的。

我們有很多種價值，也許市場會給我們定義一個價值，社會會給我們定義

一個價值，我們會為社會創造一個價值，但是我還是得說，我們的價值只

有我們自己清楚。

    我們的一切、所有、個體的連續性構成了我們的獨一無二。

    又離自己更近了一步！

    很好～

圖片來源：pictures.4ever.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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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迎新活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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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迎新活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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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迎新活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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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迎新活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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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迎新活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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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迎新活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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