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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m:

你們正式踏進了科大

校鬥 ! 由於香帥制甘t 三 II ffil~~ II 六四”你們多讀了一年
中學，因而來遲了一年，損失了一年高等教育的學習機會和生活。

很快你們就會感覺到後果：一開學，功課和測驗就會帶來壓力 。幾

乎在全世界大學裡都要用足四年來學的東西，本港大學生在三年裡

就得學完，有什麼辦法不辛苦？

學少些行嗎？不行。科技和工商管理發展得特別突 ﹔ 若不把基礎打

得結實，將來你們很難與人競爭。請不要怪你們的教師太認真：你

們辛苦，他們更辛苦。

可是也不要過份擔心。科大創校五年來，在你們之前踏進校門的哥

哥姊姊們也都走過這條路﹔很多位在校園裡學習和生活得非常好，

畢業後還不想走哪 ！ 他們學會了怎麼善用時間，克服困難 。他們經

過了磨練，日後將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支柱和主人翁。

相信你們也會適應和克服﹔也會接受磨練，學好專業，拓廣知識，

充實自己，把自己培養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來的支柱和主人翁。

歡迎你們來到科大參加我們這個樂觀、積極、既理想又務實的大家

庭 ！

校長

吳家瑋教授

4 



A趴

歡迎各位新間學！

三年的大學生活已經開始了，你們有為自己定下任何計劃嗎？如果沒有，現在是靜下來思考一下的時

候了。

大學對於多數人來說是最後的一個接受正統教育的階段，雖然只有三年，但也足以豐富你的人生，令

你一生回味。

在大學裡’我們多了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少了 「填鴨式J教育的束縛。我們可以隨自己的心意活出

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希望以一級榮譽畢業 ， 把三年時間放在讀書上，有些人希望解放自己 ， 把三

年時間放在玩樂、拍拖和賺錢上﹔有些人希望追尋自己的興趣和理想，廣結良朋，把三年時間放在

「搞莊j 上 。 你絕對有自由選擇怎樣渡過你的大學生活 。希望你能渡過無悔的三年。

大學生活是－個實薇，等待著你去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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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大學成為大學的一份子，當然有權利去參與共治校園。大家不再是中學生應該以
自己獨立思維去爭取一切合理的東西，處理及參與和同學有關的事務。

大學 ， 由成千上萬的教職員和學生組成（當然科大的規模比較小），要讓同學的聲音有效的反映給

校方就要靠這個組織一一學生會了。

學生會除了提供機會讓同學參與校政，反映同學需要，實踐校園共泊的精神外，亦提供各項福利，

文娛活動等 ， 這些多由學生會幹事會舉辦。

學生會除了幹事會外還有兩個平行組織，它們是編委會和評議會。編委會定期出版WINGS ，捍衛

負責任的吉論自由，評議會則以監察學生會幹事會及編委會和現時八十多個屬會為主。

Union Coun cil 
評議會

Depart mental 
Societies 
系會

Referendum/ Annual General Meelmg 
全民投票／全民大會

Executi ve Commillee 
幹事會

Independent Clubs 
and Assoc iation 
& lnleresl Clubs 

學社聯會及其學會

Editori al Boan 
編委會

Sports Associati on 
& Sports Clu bs 

體育學會及其學會

House Students' 
Assoc iations 
社學生會

學生會的結構比其他學會複雜，組成的時候也遇到許多困難。當年學生會籌委經多番努力，參考其他院校的憲章及律

師的建議 ， 草擬學生會憲章讓同學投票，可是不太順利，要到第六份的草擬憲章才被同學通過。

現年四歲的科大學生會，她雖不像台灣的要經數十年的學生運動門事才能誕生，但她 樣值得珍惜，值得支持。她在

承繼7以前建立的體制 ， 繼續為同學謀福利、爭取之餘，亦繼續爭取全校的認受性。這個孩子的「當家人j是由民主

的投票競選產生，要了解、參與、 Counter-Check 學生會第一步就要成為我們的一份子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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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拉

作為大學生，我們要面對社會， 對社會有批評、 討論，要

引起同學對社會時事的關注， 所以我們設立了外務委員

會。我們藉著遊行 、示威、靜坐、分析與研究社會事件 、

舉辦論置， 引起同學關注，使同學確認自己在社會的存在

性 、使命感與影響力 。 同學們 ， 你想找尋你的使命感嗎？

我們的理想﹒學生自治

在九十年代的大學 ，學生自治再不是 個陌生的題目 ， 多數大學都有一個學生的自治組

織－學生會的存在。然而，學生會的出現，並非一朝一夕 ， 而是長期的校園運動的結果。

八十年代 ， 許多台灣的大學仍要經多番爭取，受連番壓迫 ， 才能成立自己的學生政府。幸

好在科大這所新大學中，學生並不需經歷長期抗爭，己能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自治組織。

學生政府的成立提供 個良好的機會讓同學認識民主體制，體會民主自治的可貴。可能正

因為出現得如斯理所當然，同學們對於學生會工作的參與並不熱衷 ， 亦甚少想過學生會存

在的必要性。

要學生自治，擺脫學校的控制，同學一定要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學生會正是以民主投票

方式產生的一個組織，代表所有同學，亦為所有同學監察。

要真正實踐學生自治及校園共治，最重要的是同學的參與。學生政府的成立讓同學體驗作

為公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在每一國度內，人民都享有若干權利，例如政府提供的福利的

使用權和投票權，同時也必須承擔一些義務 ， 如繳稅和守法等。學生正是大學裡的公民，

有權推選自己的政府，享用這個政府提供的福利，同時亦有責任作出承擔。真正的參與不

是被動的 ， 若對這個政府有所不滿 ， 實行退會並非適當的做法，因為一個人不可能不是任

何一個國家的人民。反之 ， 適當地運用憲章賦予的權力，對幹事的過失作出指責，甚或推

選另一群更合適的同學出來為大家服務 ， 這更來得積極。

學生自治和校園共治是一個理想 ， 讓我們朝著這個理想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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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喜懿喜！
你已經進身成為大學生1 1 讓我先考考你， 「大學之道J 的下一句是？

知不知道啊？（答案在後頁）

好吧 ︱ 前陣子，有一位剛剛畢業的師兄，跟我說了一番很有深度的說話，說得很妙的，我很想告訴你。

我 「做了三年大學生，你對現今的大學生有何看法呢 7 J 
師兄 ：﹝缺乏公民責任啦，不懂得尊重別人啦 J 
我 I全教育界都知道啦，說說其他吧 I j 

師兄 I我想現在的大學生，對於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 i ence 的科目，也不大『俾面J 的，你可曾聽

過 EQ 這樣東西 7 J 
我 rrn 7 J 
師兄 「是啊！有些人雖然 IQ 高，但 EQ 低，不僅與人相處之道，故此最終也不能在社會上站得住腳，中目

反 ， 有些人 EQ 高，縱然 IQ 一般 ， 也能夠在社會上開開心心地生存下去而不被陶汰。 J

我 －「那又如何呢 7 J 

師兄 ：「我們所讀的科目 ， 大多是著重培訓 IQ 的，而 Humaniti es and Social Science 的科目，則有助提高

學生的 EQ ’是不應該被忽視的。 j

師兄： r讓我說得＇yeah ” 點吧，我覺得現在大學生的生活，普遍也缺乏『個人特色』，人云亦云﹔其實

大學生活的空間是很大、很自由的，你可以鑽研學間，終日在圖書館翻閱資料、也可以在學校搞社

會運動、開來無事拍拖吃飯亦無不可︱我希望 年新生都先想想他們對於大學生活有甚麼期望，不

要隨便 rn良風』．對於實踐自己的個人理想，這兒是大有途徑可循，有足夠的空間讓你發揮 I j 

請你也想一想吧！這些話的確是很有意思的， 三年之後驀然回首， 你會有甚麼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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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現實風外。

如果要問我學生會要做什麼？我可以好肯定的答你是對外 3 不是對內。但學生會現在要面對的大問題是代表性和認受

性。

同學們對學生會反感 3 不承認 3 抵抗，究竟是為何原因？由學生推舉出來的學生會為什麼不能代表學生？難道全民大

會是錯的制度 3 抑或同學放棄對它的認受性？

學生會委實做很多事 3 搞很多活動。 印靚靚Diray ， 搞 Co-opt Shop ，搞好玩。camp ， 辦出色 Students' Festival ， 歌

舞聲平，福利文娛，做越多越好 3 越實在越好。因為同學很現實 3 見到的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才滿意？才稱心。同學大

部份是這樣，學生會為求心安？為了迎合大眾的民意 3 為求民主 3 不得不越來越關注福利活動 3 可以說是用福利來封

同學的嘴巴 。 但這樣就足夠嗎？

無疑福利是重要 ， 但可細心再想想福利以外有什麼 。 提供福利能得到是物質效應，滿足同學物欲要求 。 若就此便心安

理得 3 停步不前 3 則是維持中學的福利制度之下，絕對是令人心痛。學生會是理想的發揚之地 3 是實驗理想抱負的地

方 。 福利以夕︱、 3 絕對是有理想的 。 作為大學生 〉 是不能放棄理想，大學生對於社會 3 對於政治 3 對於世界？要有其想

法，有其希望抱負 。學生會若不關注福利 〉 同學們會不滿：會罵學生會不做事 ，學生會撥〉繼而不容學生會代表自

己 。 就因為學生會的會員是這批學生，便被迫屈於服眾之大原則之下 。 這可以理解》但不可原諒 。學生會不是福利

郁 ， 相反是理想社會政治意識推廣地方 。 國是秘書一責是全體莊員，而不是由一個人來承擔。

現今學生會的挫折 3 不單是福利困局 3 還被社會傳媒 3 同學轉質所影嚮。近97 ， 同學對人生取向轉態 3 加上傳媒的

宣污》大家是面向金錢？追求享受。對社會 3 時事 ， 政治的關

注 3 頃刻間煙消雲散。這些學生更需要學生會的引導 3 故學生會

的性質更需確定 。

既然學生會不能再徘徊放福利之間 3 那就要向社會發展。要意識

到社會轉型，制度蛻變 3 並要討論分析、研究，向不合理反抗爭

取。政治不是政治家的玩意？ 而是所有人的參與。夕︱、務是學生會

的責任》 椎動社會 3 對社會有輿論椎動是終極理想 。可能單憑學

生會數位幹事所思即行昕推廣只是蛙臂擋車 3 力量可能做不足

道 3 甚至被踐踏 3 被淹沒 3 但又何足畏懼 ， 何以令人退縮。既然

對外發展是已確定的理想 3 便儘管放心去做 。怕只怕連理想也未

出現吧 。

g 

學生活動
幾乎絕大多數人都認為科大學生忙， 1t鰱課外活動也

不能參與。但'It歸忙，科大的 Societies 和 Clubs 數量

也不少自這是值得大家高興的。科大只有五年的歲月，

沒有任何傳統睛 t 是給同學自由 t 盡情j螞劃自己理

想藍圖之地。沒有了傳統的懶 ， 同學可以更加硝I］作

的頓時。所以，有理想，有抱負的同學顧不了功課的

忙 ， 願意全力將自己的理想發揚間去，在空白的科大傳

統H』1自己的想法。顧問學們能像這些師兄師姊，為 . 
自己所讀的大學留下跡，留下永遠的歸屬感。 ︱



多個屬會你有否想過參與其中？每個學年開始各屬會也會向你咐紹番 。 若每個屬會同時向
你說一句宣傳的說話，你怎麼也消化不了 。 不妨試試用眼睛看他們的宣傳說話 ， 可能會比較輕鬆些 。

Current Affairs Research Enlightment 
「先天下之憂而憂J 是我們的理想 。 尤其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 ， I好要承受的社會使命就更沉重 。 當然 3遊行、 抗議、靜坐是其中

一些的表達方式 3 但我們選擇了以溫和的于法，去了解及探討時事 。 因此，「時事研究社J 成立了 。 我們希望籍著一連串的研

討活動 ， 去提高同學們的時事觸覺 3 從而做到關心社會，由認知開始 。 這亦是我們的英文名稱 ”CARE”的由來 。

之前小試牛刀的作品有： 《香港失業研究》 、 《逢加必反有理由？！〉 、 《九五施政報告的疑惑》 、 《報業減價戰〉 、 《臨時立法

會之我見〉 及 《你是否吃了瘋牛肉？》 等專題報告 。 而緊︱噓科技步找 3 全部的專題報告都上網了 3 以便非科大人仕也能分享我們

的作品 。

過往，我們的重點放在撰寫專題報告 3 選取當時熱門及富爭議性的課題作深入剖折 。 搜集資料、開會討論、以致落實文章，每

個階殷都是一種思維的鍛練 。

展望﹔︱寄來﹔我們的活動會更多元化。繼有大型時事論壇，邀請立法局議員或社會知名人仕出席參與討論 3 發表意見﹔我們亦會

邀請資深的時事評論員來主持短期課程及座談會。當然少不了聯校流營 3 以便同學跟其他院校的同志互相切磋。

參與時事研究絕不輕鬆 》 然而極其挑戰 。 我們希望再上一層樓， 但更重要的是：去証明科大的同學不是閉門做事的書呆子 3 我

們也有關心社會的一面！

Undergraduate Hall IV 
Hall IV is a newly built undergraduate hall for-its students. It has a total accommo

dation of 402 places in 6 且oors. It is located in the sea-front sports facilities including 

swimming pool, tennis courts and an Olympic size football pitch. They provide us with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to have outdoor activities. 

H址l IV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alluring and beautiful hall in UST. All residents 

can enjoy themselves to the full as we provide them with spectacular, many and varied 

hall life. 

This year, in our hall, we established "Mr. Four Store ’’ （老四士多 ） and 

Postage ’’ , these great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living in Hall IV. Besides, a floor com

mittee was formed in each floor of the hall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activities and welfare 

in different ways. 

The objectives of 址l the above mentioned activities are to promote hall spirit and 

friendship among residents and provide necessarγ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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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甘苦、

共患難」

的訓健學會

無論在猛烈的陽光或濟沱大雨下 ， 科大划艇隊每年暑假都會進行習訓。隊員身上的汗水，面上扭曲的臉容表現出他們的訓練是

如何艱辛 ， 意志力是如何的頑強。有四年歷史的科大划艇會 ， 現時有會員約五十人 ，其中代表大學出賽的二十男 、 ）＼女來自不

同學院及年級。隊員集中訓練為應付九月初舉行的六大划艇賽中單槳及雙槳的各項比賽。

划艇對於大部份香港人來說仍然是較陌生的運動 ， 我校的隊員都是在大學時期才接觸划艇，之前對划艇可謂毫無經驗，因此肯

定只要付出努力，每位有興趣參與的新同學都有問樣機會成為划

艇隊隊員。隊員中也有 些身形或體能都比較差的 ， 但經過訓練

後都有令人驚嘆的進步。在這段訓練時期間可說是划艇員一生中

身體狀態最佳的 日子，除了強身健體外 ， 隊員問高昂的士氣亦是

令人嚮住的地方 ， 這尤其容易在八人單槳艇內感受到。此外 ， 在

﹝同甘苦、共患難J的環境下 ， 隊員間很容易培養出深厚的友誼。

如果你想擁有強健的體魄，一班同甘共苦的朋友 ， 及參與一種向

速度、體能及耐力挑戰的運動，文lj艇是你必然的選擇 。

Comic and Cartoon Club 
Comic and Cartoon Club is a club aiming to provide service for UST students who also interested in Comic. Nowadays, 

Comics become a pa付 of our cu lture and very popular among youngsters. Our club is formed by a group of students interested 

in Comic and would like to share our favour and experience with others. We want to gather all the students who like Comics 

and share our interest/favour with them. We will provide renting service for them with reasonable price to entertain our mem

bers. Certain ly it is aiming to provide convenient service for a busy UST student to rent book in spare time between lectures. 

We will also provide film show of update OVA or Cartoon films for UST students and will provide vedio renting at low price. 

We now have many hundred books including both very hit comic like Slam Dunk and not so well known but good comic like 

Angle beat, Greenwood. We will not just provide very well known Comic but try to find something that is good but not many 

people know. Our homepage :http://home.ust.hk/- sa_comic will also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link of image of many different 

Comics and Cartoons. 

You can e-mail (sa_comic) us or directly go to our deck if you have any inquiries. It is always welcome to our deck and shares 

your experience with us no matte「 you are member or not. Everyone who likes Comics is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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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IEEM ? 
Hong Kong is emerging as th巴 most important center for busin巴ss d巴V巴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More and mor巴 companies 剖e beginning to have headqu但ters,
design centers or R&D laboratori巴s in Hong Kong and 剖·e running op巴rations in China 
and othe, locations on a wor吋 wide basis. Furthermor巴， succ巴ssful Hong Kong based 
businesses grow not only in terms of size, but 剖so in terms of technical sophistication. 
There is an urg巴nt need for professionally educated engine巴rs in both business and 
technical aspects of these rapidly growing enterprises. Knowledge of business functions 
alone such as accounting, financ巴， marl也ting and economics is simply not su伍ci巴nt in a 
world of global comp巴tition and rapid innovation. 

Only a y巴缸， ago, the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 opened its door with 5 faculty members and JO postgraduate stud巴nts. In 
one y巴ar, the departm巳nt has grown substantially. In 1995, we have around 20 faculty 
members and 55 postgraduate students. More importantly, we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assembled a faculty of experienced and dynamic scholars. In our recruiting, we 
stressed both solid teaching and research track records as well as first hand industrial 
experiences. In combination, our facu lty has accumulated more than seven decades of 
professorial experience in teaching in m句or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s巳ven
decad巴s of relevant industrial experience in significant positions such as technical 
manage俗， consulting engineers and R & D directors. 

As it is such a diverse fiel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offers you a vast number of 
potential care巴rs. The backgroud knowledg巴， flexibility of approach and practical 
problem solving techniqu巴s d巴V巴loed during studying in the D巴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t HKUST will enable you to pursue as diverse a profession as you wish. 
This may be designing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becoming a 
project manager, a technical manager or ev巴凡的 many other industrial engineering 
graduates have done, starting and managing your own company. 

There 紅巴 many fields of careers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such as Manageme帥， System

Mod巴山g and Design; Human Factor and Consulting. 

The IEE加I Students' Societv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EEMSS needs you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s in the 
future. W巴， the EXCO oflEEMSS：，缸e going to serve you by providing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ties. The first Big activity that we provided to you is the IEEM Orienteering 
Camp in UST. Other activities are book sal郎， 0‘Night, film show, sport competition; 
IEEM Week and company visit. 

H eart Word 

George Chan, the chairman of the IEEMSS: This is the 3rd session ofIEEMSS, 
called Push. Looking back to the history of the student society, the number of our 
members has boosted to 150, including all UG IEEM students . Actually, almost 80% of 
year l students are our members. Last spring s巴mester, we won the support of the 
members, and also started to enroll ourselves in the society so as to provide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for our IEEM students. Hopefully, in the futur巴， we, Push, will win your 
support spiritually and practically!!! 

K.K .. the Internal-Vice chairman of IEEMSS : Th巴 success of our goals depends not 
on how much effort we put, but on how much you emoll yourself in our activiti的. So, 
don’t hesitate to com巴 and join us. You are also welcome to give worthy opinions to us 
at an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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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na to be α successful businessman? 

Wanna to be a smart gug? 

Gannαjoin the Marketing· Students' Society! 

The Ma「keting Students' Society aims to benefit the members. I nternal句， we wi ll take in charge of the academic affairs. 

Externally, we will promote ou「 society to the public. In Ap「ii 96, we had organized a g「eat Fashion Show ensu 「es our target 

fo「 P「omotion. In the coming future, we will try ou「 best to provide more Marketing knowledge to all of you. Seminars, Workshops, 

Firm visits, Study tm汀，

Knowing that Marketing is arimportant component in business, even though you are not going to major in marketing, it is still 

worth to know nore about Marketing. It is because no company can 「un successfully without Marketing! 

What is 4P in Marketing? What a「e the techniques to「 a good presentation? The answe「 will be crystally clear after joining the 

Ma「keting Students' Society l So, take the chance and join us. May be you can find the great surp「 i se from us! 

............. . .............................................. 

Wing Ensemble 
Wind Ense「nb l e Hl<USTSU, tounded in 1994, is the unique symphonic band organ ized and 「un by the fellow un 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l<ong. App「oximatety 30 Hl<UST undergraduates and postgraduate gather and practice music pieces in 

different styles once a week for three hou「s each. The only and most p「ominent aim of us is nourished a team of musicians 

with both music sense and skil ls as well as to foster other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establish an ai「 of music atmosphere in the 

university life. 

Fo「 the past yea悶， we have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in many functions, such as pe「formance on Out「each Day in Hl<UST. 

Independence Clubs Association Orientation Camp and pe「formance for Music Gallery at CUHI< and for the anniversary.of 

the Medical Association, etc. 

In the coming yea悶， many othe「 activit ies will be held, such as annual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on Open Day of Hl<UST, 

etc. Aiso, inst「umental course will be O「ganized. With our fruitful practices and pe「formances, members a「e SU「e would gain 

a lot in te「ms of knowledge, performancing expe「 i ence and f「iendship. Interesting parties please contact us by sending a 

mai l to us (sa-wind@stu.ust.hk) , su 「fing on our homepage (http://home.ust.hk/~sa/wind), or paging our president, l<ent. 

(7117 6336 a/c 1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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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Guo囚臼 日

w[Jl]v [ru@u 已OW＠問白 u[?v 1( 

Whether it is your first O「 fin a l year of study at UST, I don’t think many of you know that there is a Fishing Club he「e in OU 「

Unive「sity. When I ti 「st came here, I also didn't know about the Fishing Club or anything about fishing. By chance, I met some 

friends who liked fishing and they introduced me to th is new hobby. Though fishing might not seem to be such an active or 

exciting activity, which I admit that I first also had such feelings, but having past my first school year here, I think that this 

hobby does have its good things. 

All of us know one fact of studying here. You have heavy workload like non-ending quizzes, assignments and projects. 

Midterms and finals seem to follow each other with no breaks between them. Getting good grades seems to be the only thing 

needed. Students often concentrate too much on their studies that they seldom take p-art in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spo「ts and 

hobbies. To help students take a break f 「om only studying and to help them find some other activities they enjoy, there are 

various different clubs and societies in UST to help them. The Fishing Club is just one of the many choices avai lable but I do 

believe that fishing is very suitable for students who want to find a hobby to help release stress and tiredness after facing all 

their academic needs. Besides this, fishing can be very interesting and enjoyable. 

The Fishing Club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3 years and though not a ve「y popular club, it has a certain g「oup of steady 

member who like fishing and ou「 membersh ip is steadily increasing as more and more students and staff show their interest 

in th is sport. The activities we O「ganized last school year include on吋10「e fish ing trips and boat trips, joint activities with Hl<U 

and in [he coming semester a joint camp with them. We will do ou「 best to offer more different and interesting activities in the 

coming school year and we hope that in the coming school yea「 we can see you in our activ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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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Society 

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學生會（Computer Science Student Society ’ 簡稱

CSSS）是一屬於計算機科學的系會（Depa「tmenta l Soc i ety），由成立至今已踏

入第五個年頭， 向以增加同學對自己學系的歸屬感及增加同學間的友誼為宗
匕，
日。

csss由 幹事會及會員所組成。 csss幹事會的任期為一年：每年的一月舉行選

舉、三月舉行週年全民大會。在大會上，候任幹事需要提交一份明年全年活動的

計劃書，若在會上通過，新任幹事會正式接。而由今年起幹辜會人數由最多十人

改為十二人 ， 以便更有效為會員提供活動。

在來年， csss將舉辦多項活動，如有 Unix Course 、 Internet Cou「se 、 We lfare

Selling 、戲劇表演、球類比賽、探訪活動、對外展覽及專題講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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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社會服務圍之

科大社會服務團（Student Social Service Society ， 又

短期活動

飢僅午餐、單親家庭同樂日、新移民香港一日道、醫院探

訪、到中國大陸作農村探訪等

長期活動

弱智兒童服務、聾啞兒童服務、關懷愛滋病患者行動、與男

童院院童合作籌辦獨居老人服務等

稱 II 四蛇 II ）與科大同年誕生，現今已有五歲了 ， 而 “ 對內活動

ADAMANT ” 正是我們科大社會服務團第五屆莊的莊 迎新夜、社會服務週等

名 ， 合堅毅不屈的意思。

本屆莊秉承本會 貫宗旨－ 1 ） 為社會上有需要之人士

提供服務 ， 2） 提高科大同學關懷社群之意識，已／正籌

辦各類型服務及活動 ， 其中包括

聯校活動

聯校社會服務交流訓練營

希望如莊名所引伸的意思一樣 ， 我們各莊員都能不屈不撓，

貫徹始終地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服務 ， 但我們十餘人的力

量始終有限 ， II四蛇”的宗官能否達到亦有賴你們的支持及參

血 ︱

............................................... 

What is ESU? 
ESU 其實是 Enginee「ing Students' Union 的簡稱 ， 即是工學院學生會。顧名思義， ESU 是屬於所有工程系學生的學生會，自

1993 年成立以來 ， ESU 巴踏入了第三個年頭。

以往 ， ESU 舉辦了很多精彩的活動，令工程系同學在應付繁重的功課之餘，得到適當的調劑 ， 享受到科大的 U- li fe 。今年，我

們繼承這優良傳統 ， 精彩活動一浪接一浪 ， 蜂湧而至。

迎新活動有 O'Camp及 O'night ， 這兩個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加深f「eshman對科大的認識，並能認識到其他同學仔以及高年級的

師兄師姐 ，這些都能令 f「eshman 盡快適應大學的生活。

除了這些迎新活動外 ， 我們還會開辦 Unix Cou 「se及 Computer Cour se 。眾所週知 ， 科大最著重的是科技及設備，對於電腦的

使用亦非常重視。尤其是工程系同學，電腦有如生活中的必需品。平日的通訊、資料傳遞、做功課，都需要電腦，懂得運用電

腦是非常重要。我們所開辦的 Cou「se 會教授 Unix 、 Internet 及其他常用的 Softwa陀 ，保證少接觸電腦的同學也能上手。

除此之外 ， 我們還會將 pastpape「 上網，在 ESU 的 homepage 上登出來 ， 希望能幫助到同學溫習。還有 Wild Camp 、 Ta l k

Show 、 Exhibition 、 夕︱、展 、工程節 、 精美的 Soc 紙、 Soc衫 、 Joint

U Ball· 

見到那麼多姿多呆的話，現在是不是心郁郁呢？ 不要遲疑啦 ， 盡快入

會 ， 成為 ESU 的 membe「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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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三？汁？
寸」間，給人的感覺總是神秘莫測，天文 ， 給人的印象總是難以提摸。但是，人類是容易產

生好奇的生物。越是神秘，人類便越想探究。因此，星座、傳說，相繼產生。西方的人馬座、獵

戶座，以及中國的四象、二十八宿，都是古人對宇宙的幻想。現今，隨著科技的發展，宇宙的神

秘面紗正層 層被揭開。沒有人認為任勒政的地心說是真的，亦沒有人看過月亮被 II天狗 II 吃

的情形。現在人類已能窺探宇宙的邊緒，亦能發展出 套完善的理論。但是 ， 從前的傳說就被人

遺忘了嗎？當然不是 ︱ 從前的知識 ，已經被人美化 ， 成為藝術的一部份。所以，天文學是一門夾

雜著科學和藝術的學問。正因如此，天文學並不是專為從事科學研究的人而存在的，亦不是普通

人想像般的那麼神秘。科大的天文學會亦抱著這個信念 ， 把天文學介紹給大家。歡迎各位加入天

文學的領域裡 ，和我們一起分享學習天文的樂趣。

雷漣科技大學學生曾國社

( Student Drama Club) 

HKUSTSU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劇社 （Student Drama u 

五年來，科大劇社提供多類型活動予會員及所有科大成員如週年演出、街頭

劇、短期工作坊、迎新營、迎新夜、會員聚會及多個對內及對外演出等。

而未來一年，科大劇社除提供以上活動外，還會作出數項新嘗試：為期一年的

長期工作坊、劇本創作比賽及話劇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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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一九九二年十月開始，我們群對于球有興趣的同學，透過學生事務處

體育組所舉辦之于球課程 ， 對手球運動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並在課餘時

間，時常相約一間分享手球的樂趣及經驗。

在九三年初，我們更嘗試組隊參加由香港大學手球會舉辦的于球賽事 ， 幸運

地，我們邀請到任職學生事務處的楊草照先生（現任香港男于于球代表隊教

練）擔任教練一職。白楊先生執教以來 ， 對於我們來說 ， 可算是獲益良多。

有鑑於熱衷手球運動的同學日漸增加，及為了進 步於校內推廣手球運動，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于球會便於 九九三年十月六日正式成立，並同時加入學

生會屬會行列。本會成立的宗旨，除了協助學校成立代表除外，並負責在校

內推廣手球活動，問時更希望能將手球運動推展至全港各大專院校，甚至跳

出香港，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大專院校舉行交流活動，從而建立友誼及增進經

驗。

雖然熱愛手球運動的同學不斷增加，但

在香港大專體育協會的比賽項目中 ， 多

年以來仍然獨欠手球項目，以致手球運

動水平停滯不前。本會有見及此，從成

立至今，每 年也舉辦香港大專手球邀

請賽，以彌補本地大專體育比賽美中不

足之處。此邀請賽於第二屆更增設了女

子組，使賽事規模更趨全面。每年均

有不少於t隊的男子隊及不少於四隊女

子隊參加這個大專手球邀請賽，可見舉

辦是項大專體育比賽實在是有迫切需

要。

另一方面，本會也十分注重與不同地方的大專于球隊作文化及運動上的交

流。每年的暑假前，我們也會積極籌備到外地進行比賽及訪問。我們曾經到

過韓國及台灣，當中的練習及友誼賽，使我們在技術上有很大的提昇。至於

今年，我們到過北京訪問 ， 也和當地多間大學進行過友誼賽。後來上海的手

球隊訪港，我們更充當接待，除了和他們有球枝上的交流外，還建立了珍貴

的友誼。於t月下旬，我們的男子隊更被邀請到廣州參加全國手球錦標賽。

幸運地，我們榮獲亞軍。

本地方面 ， 科大男女子手球隊參加了第十四屆手球公開賽。得到教練楊華照
先生及李高奇先生的悉心教導 ， 女子隊及男子隊分別在這公開賽得到冠軍及

亞軍的殊榮。但本會的理想不止於此 ， 我們希望做到的 ， 是將手球這項運動

於大專界得以全面普及 ， 使更多人認識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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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人民社會科學院 、 工商管理學院 1學院及理學院 1

而數學眾則屬理學院。

數學系有別於其他學系。在香港科技大學大部份學生只會概括地被稱為該學系的學生 ， 而數學系的學生則會
再仔細地編入六個不同的分支 ， 分別為商學、統計學、計算科學、電腦科學、物理工程學及純數學。其它學系的

學生都只能專注於其本身之學系的學科 ， 但數學系的學生則有所不同，除了必讀的數學學科外 ， 還可以因應自己

的志趣而選讀自己喜愛的分支 ， 作多方面的發展。

此外 ，由於數學能幫助其它學科的發展 ， 因此所有科大學生都要因應不同的需要而修讀不同的數學學科。從此可

見數學的重要性。

在全港眾多大學的數學系當中，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乃規模最大的。在九五九六年度 ， 本系學生總人數為 361

人 ， 當中＊科生佔 312 人，研究生估的人 ， 其人數為全港所有大學數學系之最。

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學生會乃一個專為本校數學系學生而設的學生會 ， 本會之行政委員會乃由一群來自不同分支

的數學系學生 ， 透過所有數學系學生會會員投票而組成 ， 因此甚具代表性。

本會成立之宗冒乃為本會會員謀求不同的福利，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 讓各會員除了在學術方面以外 ， 能得

到更多方面的發展。於過去的數個月裡 ， 本會曾舉辦多個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電影欣賞、迎新營等，而於未來

的日子裡，本會將會繼續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 ， 當中包括野火會、各類球類比賽、聯校營等 ， 而除了以上的

活動外 ， 本會更會以低價發售多款不同類型的用品 ， 包括單行紙，文件夾及會衫等 ， 為求令會員得到更多的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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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s Society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xis and Allies (A&A)? Magic the Gathering? Diplomacy? 

Civilization? 18xx railroad series? Advanced Dungeon and Dragon (AD&D)? 

Comsic Encounter?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ny of these, come and join us!! 

The Games Society was known as Chess Society in the p「evious years. Other than playing traditional games like Chess and 

Chinese Chess, we promote all kinds of table top stragetic game, like war games, political games, fi 「1ance games, ca「d

games, wo「d games，的l e palying games (RPG) and many others with miscellaneous topic. 

Besides regular meetings, games teaching and internal competitions, we p「ovide game bo「「owing se「vice so that you can 
enjoy your favourite at your spare time. Regular activi[1es are held with other lnstitutions, as well as independent o「ganizations

like 'Hong l<ong Ba「rack'. We also p「ovide the latest gaming information, with shopping aid and discount. 

............................................................ 
Hello! r叫ew叫州ates! We 叫
independent club to you , that is Yo-hoo Club. Yo-hoo Club has been established since November, 1995. Now it 

has only about 9 months old, but it has mo「e than 120 membe「s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number wi ll expand in the 

nearly future. You may wonde「 why we use such a strange and special name, Yo-hoo Club. Now let me explain to 

you. When you feel excited and happy, you may shout out γo-ho。” i n a mountain or at the sea f「ont . Yo-hoo implies 

the pu「poses of our club, wh ich a「e to provide some healthy outdoo「 activities to our fellow students and staffs. 

Also,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you can have mo「e chances to meet with new people and to enhance the friendsh ip 

with old friends. Another purpose is to let students relax even though when they face heavy work loads. 

J?o-hoo α的， jfJCVS'TSV
In the last 9 months, we have O「ganised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such as hiking, wild camps, orienteering and war 

game. All of them a「e satisfactory.As we can know that the need of students for healthy outdoor activities is huge, 

so in the coming yea「， we will t「Y OU 「 best to O「ganise more healthy outdoo「 activities to you in o「der to satisfy you「

need. We a「e going to organise two activities every month. We plan to organise overnight cyc ling, of cour白，

hiking, war game, wild camp and orienteering. Another impo「tant activity is the joint-U wild camp which has 5 

University and will be held at the end of Decembe「．

Finally, enjoy you「 U - life, join Yo-hoo club.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our club, please see our home page: 

http://home.ust.hk/~sa_yohoo and look at ou「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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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合唱團
小生命之誕生

一顆小生命，經過數月來的孕育和發展 ， 終於在一九九四年的

秋天正式誕生。這顆小生命正就是今日的科大合唱國。

合唱團起初是隸屬於音樂學會的，全圍人數亦只有十多人，氣

氛顯得冷清。後來，經群有志於合唱藝術的同學的努力 ， 及

在音樂學會的協助下，在一九九四年十月 ， 合唱團正式獨立，

並命名為「大學合唱團j , “ Unive「s ity Choir ”。

大學合唱團成立的宗盾，是為了提高科大同學對合唱藝術的認

識和興趣 ， 並提供訓練給志同道合的同學，使其有機會參與各

類型的比賽及表演。

成長

大學合唱團成立至今已差不多兩年 ， 團員人數由從前的十多人

已增至現在的一百零八人，漸見規模。而團員對歌唱技巧的掌

握，亦顯得漸漸純熟 ， 特別在發聲方面。在未經導師指導和訓

練 ， 團員只管用喉嚨來發聲。經指導和訓練後，團員已懂得運

用共鳴腔體如頭腔、鼻腔、咽腔及胸腔等地方，產生共鳴而發

聲了。聲音比以前顯得更雄厚更響亮，而合唱團質素因此日漸

提昇。在第四十t眉校際音樂節當中 ， 合唱團便擊敗了其他對

手 ，得到大專組合唱冠軍，成績優異。合唱團更曾多次被校內

及校外多個團體邀請 ，作其表演嘉賓。今年八月尾 ， 合唱團就

應香港中樂團邀請 ， 在香港文化中心，參與其 「兵車行J 之表

演。

非常導師

合唱團的導師一一蔣慧民先生，是位非常有經驗的導師 ， 他於

一九-t-t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 跟隨徐美芬女士學習

聲樂 ， 吳節息、紀大衛、賈萬祿、麥當諾等指揮家學習指揮，

並於畢業後躍於樂壇，經常擔任指揮及作個人獨唱。在一九t

八年至十九九四年，蔣老師在九龍鄧鏡波學校出任音樂老師 ，

期間，他創辨了元朗青年合唱團，在 九八四年更出任雅哥合

部份乃取自科技大學校徽，而圓點內的五條橫線，猶如五線譜

一般，散發音樂的魅力， ＂ S ＂形的部份則有雙重意義，一方面

是攝取科大日暑的神髓，代表著科大合唱團是一個由學生運行

的組織，另一方面 ” S ”即是代表 ” SIN G ”﹒點出了合唱團

的中心活動。

才I：：→般友誼

合唱團每星期都會為正來臨的比賽或表演進行排練的，而來自

不同學系的團，當中包括有研究生和教職員，皆會聚首一堂 ，

表現他們優美的歌聲 ，同時分享合唱帶來的那份喜悅。除此之

外 ， 他們在休息時更會暢談生活的近況，寒喧問暖 ， 場面好不

融洽。除了日常的排練外 ， 合唱團還時常舉辦 些聯誼活動給

各團員，鵬在行，派對 ， 大食會等，增進圓圓彼此間之友誼。

展望．．．．．．
合唱團的成立，並非全無障礙的，當中經過了很多困難。時間

就是合唱團最大的困難。科大功課壓力大，考試多已經是人所

皆知。在繁重的讀書壓力下 ， 要同學們抽出寶貴的時間參加排

練，無疑是有點為難。此外，雖云科大位都有 ’。在獨是借音樂

藝排練之場地及設施郤很不足夠。如現在我們唯 的練習房間

一－ LG 1 0 2 7 （又名鏡房）更是校中炙手可熱的排練場
地。其他學會，如舞蹈學會會lj擊學會也經常借用此地為練武

（舞）之所。在這樣供不應求的情況下，若我們需要加開練習

以應付比賽或表演 ， 往往需要借用 L G4 的音樂室。可是這些

音樂室細小 ，而且是供全校學生使用 ， 要借用它們亦非容易。

在缺乏固定的排練地方下，這樣 I流離失所J 的情況無疑是會

妨礙合唱團的成長。除此之外 ， 金錢上的支持，亦是一個問

題。幹事們舉辦活動，很多時也需要自己掏腰包 ， 直至合唱團

有盈餘才能夠取回金錢，今年合唱團的周年音樂會便是 個例

子。

唱團指揮。他經驗之豐富 ， 實在是非一般合唱團導師能夠比擬 雖然合唱團遇到很多的困難 ， 但是合唱團仍然能夠運作 ，而且

的。 越來越進步，特別是合唱團的團員，導師及學生事處的職員 ，

沒有他們支持 ， 合唱團便沒有今日的成績。到大家的支持，合

半抽？ 唱團日後會更加努力，把我們的砍聲傳遍整個校園內外 ， 替科

科大合唱團的標誌是以一個八分音符（半拍）所組成的，圓形 大冰冷的校園添一點溫潤的音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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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星督徒團要
學生團契全名為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於一九九一年成立，至今已有五年。感謝神 ， 祂與起弟兄姊妹在科大校園裡事奉祂 ﹒ 組成

國契及招聚一班屬神的于民來見証祂 ， 榮耀祂 ， 透過團契，弟兄姊妹彼此建立，包括在聖經知識上、校園福音事工和讀書生活。

首先 ， 為大家介紹團契的三大異象一一傳福音，真理裝備和尋羊。

基督徒的使命是使萬民作神的鬥徒（太 28 18-20 ） ， 盼望我們能於校園同樣實踐這使命，將福音帶給我們身邊的同學和朋友 ， 使他

們明白基督的雯，從而接受基督為他們個人的救主。

同時 ， 我們應該珍惜時光 ， 在短短的三年大專生活中，好好裝備自己，在信仰真道上絮根 1 勝過各方面的衝激（如信仰 ， 學業 ， 家庭 ， 感情

等等） ， 並為主作鹽作光。同時 ， 也能預備自己日後在社會工作崗位上為主盡忠，彰顯神的榮耀。特別處身於現今轉變急劇的社會中 ， 我們

更應竭力裝備，好抵擋切衝激和試探。

把人完完全全的帶到神面前，包括信和未信的人，對於流失的羊，透過關顱，支持和彼此建立，使他們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積極奉獻於基督 ，

這也是我們團契努力的層面。

團契的架構基本上是這樣的，團契祖會，祈禱會，佈道隙，小組和功能小組（如敬拜與讀美小組），不同類彤的思會，互相配搭 ， 使我們更

多有彼此學習，彼此建立 ， 彼此相交的機會 ， 共同見証基督。

校園團契有特別的存在價值，它能全面地著重同學的需要 ， 與弟兄姊妹同心興旺福音工作，以學生為主導，大家學習怎樣在校園事奉主。另

一方面 ， 校園團契為教會團契的輔助， j巴校園中的果子，帶到教會（神的家）去，因我們明白大專生活是短暫，需要幫助他們建立穩定的教

會生活。

基於屬靈裝備的重要 ， 本學年圍契主題為查經 ， 透過不同的查經週會 ， 在主的話裡摯棍 ， 另外，也能回應社會的轉變 ， 將會有中國教會 ， 個

人對教會等方面內容的探討。希望你一間來參與 ， 彼此建立和成長，實踐基督的愛。正如約翰福音十三 3 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
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這是我們的團歌，團訓

For I'm building a people of power, 

and I'm making a people of praise, 

They will move through this land by my spirit, 

and will glorify my precious name. 

Build your church, Lord. Make us strong, Lord. 

Join our hearts, Lord, through your son. 

Make us one, Lord, in your body, 

in the Kingdom, of your son. 

阱立比書二 1 5 -1 6 
”在這彎曲悍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

希望你能明白及體會它的意思 ， 在基督內合一，見証 ，事奉祂 ， 在現今世代作福

音的使者。校園的福音禾場需要你的承擔和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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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帆的內恥~e州州
大使命的挑戰
＜學園傳道會簡介＞

學圓傳道會 （Campus C「usade fo「 C hris t ） 是一個國際性不分宗派的基督徒運動，致力在這世代完成主耶穌所頒怖的大使命：

使萬民作祂的鬥徙（太 28: 1 8-20）。

學園傳道會成立於 195 1 年 ， 事工的發展始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由白立德博士夫婦 （D「 Bill B 「i g ht & Vonette Bright) 

因得從神而來的異象，在校園裡開始傳福音和造就門徒的工作，事工不斷地擴展，現己發展至全球近 200 個國家。

學園傳道會的異象 ， 是透過屬倍增的策略，將福音遍傳整個世界。策略包括7三方面 得人歸向基督、在信心上造就他們、差

遣他們到世界各地，傳講神慈愛和赦免的信息。

「得著今日的校園 ， 可以得著明日的世界J這個信念是學園傳道會過去四十多年所強調的 。大學是 個建立屬靈倍增運的良好環

境 ， 大學生有較多自由和空間為自己的人生方向、前路定位 ， 他們將是社會未來的棟樑，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現時在全港十多

問大專院校中，其中五間有學圓傳道會的直接事工 ， 包括了科技大學。

科技大學事工由 92 年 10 月正式開始，至今至有短短四年，卻體會神豐盛的恩典。事工開始時有五位同工來到大學裡 ， 向同學

傳福音及尋找有心志成長的信徒 。感謝主 ︱ 約半年後，已有23位學生參與在查經小組，並成立了學生職員會（serva nt team） 。

之後 ， 穩定的同工隊帶來了科大事工穩定的成長。同工與學生一起在科大傳福音及訓練基督徒，令學生門徒的人數增至一巨人。

我們的目標 ， 是要建立更多學生頭袖 ， 並由他們來帶頭科大的福音工作 ， 得著他們的同學。

96年 1 月，同工們率頓了 群科大的學生到了東埔案作短期宣教體驗。這塊被戰火躁闊的土地正在復原，而人心對神的渴慕實

在叫我們稀奇。無論間工或是學生都得到極大的激勵，更認真地思想怎樣投資我們未來的生命。

最值得感恩又令人感動的 ， 是有三位今年剛剛畢業的學生決定全職時幸 ， 加入岡工隊的行列。科大事工正式進入（差遣j 的階

段 ︱ 求主繼續恩待我們，叫我們更多結果子，並差出更多全職工人，拓展神的國度 ︱

親愛的您？ 願意加入我們的行列 3 竭力叫神的國度快快臨到這個校園嗎 ？

耶穌說：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 並且得的更豐盛 。 J （約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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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
AIESEC 揖麼？

這是 個不論是否聽過 AIESEC ，甚至連身在其中的 AI ESECers 都常間的 個問題 。 因為A I ESEC 的龐大和複雜 ，

使它迷人的魅力難以一吉道盡，但是當你瞭解它之後必然會深深被它吸引。

AI ESEC 是法文的簡稱，讀音為 （eye-sek）， 英文全名為 l nte「n ationa l Association of Students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中文為國際經濟學商學學生協會。

AI ESEC 正式成立於一九四八年，至今已有四十八年歷史 ， 超過十萬名以上會員自是一個非政治性 ， 非營利性，完全

由學生獨立運作的教育性團體 此 組織透過訓練會員管理知識與社會、經濟環境的E相合作 ， 希望增加人類彼此

間的瞭解。

目前 AI ESEC 己是世界上最大非營利性學生團體，遍佈於世界四大洲，八十多個國家。在地球上任何一點的人群中

都可能有 AI ESECe陀 的存在。不論在任何角落 ， 都有曾為 AI ESEC 國際介所洗禮 ， 認同 AI ESEC 的價值觀及使命 ，

富有世界和平的理想，懂得尊重各種文化、價值觀的人存在著。 由 九六t年至今，香港 共成立了四間 A I ESEC 分

會 ， 他們分別在本校、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及浸會大學。

AI ESEC 重要的活動以國際研習生交換計劃 （ ITEP） 及關心環保及人類生活空間的環球主題計劃。 AI ESEC 結合了一

群有理想的大學生，他們不只來自商學院，也有來自工程及科學學院的本科及研究生。使他有機會實地探討管理技術

： 透過國際研習生交換計劃 （ ITE P) ， 實際自工作中得到最真實的經驗 ， 透過各種訓練營隙 ， 活動及企畫專案，使

AI ESEC 世界 家的理想四十年來推行不斷 ， 並卓然有成。 AI ESEC 也是一座橋樑 ， 它將企業界 ， 學術界和學生聯結

在一起，使社會的互動自創立迄今仍然密切。

在來年中， AIESEC-HKUST 將會繼舉辨不同大小類型的本地和國際活動 ，其中包括國際研習生交換計劃 （ ITEP) · 

提供機會給科大的 AI ESECe「S 到外國實習工作及進行文化交流。另外 ，十 月初更舉辨了頭袖訓練營 （Leade「s hi p

Development Seminar) ，除了令我們的 AI ESECe「S 更加深入了解 AI ESEC 的獨特性和國際性之外 ， 還會提供實用

商業和現代科技的訓練給參加的 AI ESECe悶， 使他們有足夠的信心和技能去面對不斷轉變的社會。

它也必枷~化也tut

Zψ的例“你吃〉似eu,ece tn AIE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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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E 香港科技大學的電機及電子工程系 ， 於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正式收取第一批的本科生及
~ 

研究生，至今已有五年時間了，亦是本校最具歷史的學系之一。學系為切合學生的需

要 ， 提供了學士、理碩士、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等學位課程。

其實，本學系主要集中於微型電子及訊息科技兩個廣闊的範圍，而其中所涉及的層面包

括了 棋擬及數碼電子學、半導體物料及元件、光電子學、微電子學、微型處理器及應

用、訊息處理、機械系統控制、電腦網絡、電磁學等，包羅萬有。

「香港科技大學電機及電子工程系學生會j今年已邁入第五屆了。而本會成立的宗皆是

一增進與會員之間的合作和友誼，

二為會員提供一般的福利﹔

三﹒促進會員對社會的關心及身心的發展，

四為會員與學系問提供個溝通的渠道，

五提供 個溝通的渠道給會員與不同的院校、各大工程師學會和公司。

本會於本年度舉辦了多個的活動，而最令人難忘的莫過於歡送活動中的畢業生緊餐了。

這次活動中有不少的教授和畢業生出席，氣氛十分熱鬧和融洽，令列席其中的幹事也感

到過中的高興，最重要的是令師生之間的感情又跨進 大步呢 ︱

我們會盡力完成餘下來的活動 ， 因為我們 班幹事都以服務的精神，為大家努力地工

作，以及學系無限量的支持。當然，還要靠大家的參與 ， 我們的活動才能事半功倍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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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經濟學系學生會已經第六屆了。本屆經濟學會幹事共14人，而會員人數亦近

二百人。本會的宗自是透過所舉辦的活動使學生對經濟學有所認識。除此之外 ， 亦能為會員提供福

利。

在來臨的 年，本學會將有 連串的活動。在八月份的 ”迎新營 ”及 II 資料查詢”， 藉著此機會使新

生對科大及大學生活有所體驗 ， 而在九月份將有 ”經濟學前景研討會 II 及 ”迎新夜 II o 此兩項活動的

目的是希望使學生們能對修讀經濟及未來經濟的發展有深入的了解 ， 與此同時亦加強和經濟學系之

間的關（系。在十月份將會舉行 ”經濟週”， 此活動是欲推廣經濟學，屆時將會有演講、諾貝爾經濟

學獎論壇似及參觀金融類別的機構等。而 II聯校聖誕舞會將會 II在十二月份舉行，透過此活動能促

進友校的關係，亦提供了 個途徑使學生在試輕鬆番。

踏入九t年的第 個活動是可港學術交流團 II O 顧名思意，透過此活動能夠對中國當地的大學生

活及學術心得更有深入的了解。而此次探訪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財經大學及上海

財經大學。在二月份舉行的是 II 慈善義賣”及 II 參觀機構” 。前者的目的是希望能夠為慈善機構籌集

善款，一盡大學生關心社會 ， 熱心公益的義務。而後者則讓同學們對機構的運作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而在三月份將派發 II會員通訊”以匯報過去 年經濟學會所作出的承諾，增加本會的透明度。

最後我僅代表本會誠意邀請各位參與本會各項活動。有你們的支持，才是我們成功的第 步 ！ 希望

各位能夠過著三年充實的大學生活 ︱

黃照宇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經濟學系學生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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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距離、爆炸力、正確的姿勢、靈活的身于、良好的體能，並且配合冷靜的頭腦。觀察對手的劍路，

從而運用適當的戰略攻擊或反擊﹔這些都是最︱︱擊的要求。如果你以為自己缺少以上其一，就不適合這項玩

意 ，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勤力的練習、多思考和多吸收比賽經驗，才是通往好劍手的途徑。

劍擊分為花台lj 、重劍和配劍三種，它們的創身和重量有少許差別，但主要的分別在於規則不同。

本會每個學期也有花劍訓練班，以提供機會給那些有興趣接觸劍擊的朋友。完成訓練班或已有經驗的朋

友，我們都非常歡迎你們參與劍擊隊的定期練習。會︱︱擊隊的教練是現役香港劍擊代表隊的鄧廣豪先生。

純白的劍擊套裝、面罩、手套、東︱︱擊專用的鞋和不能或缺的劍是主要的裝備。成為我們的會員，你需要帶

的只是運動裝束，其他設備都由本會提供。

不要猶豫，立刻報名成為我們的一分子吧 ！

E - MAIL: SA - FENCE. 

第五屆大專盃實況

管制拉夫學學生會攝影學會
近十多年 ， 35毫米攝影機的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 ， 功能日益完善，成為最輕便靈活的一種攝影工具。現代攝影愛好者所面對的

已經不是曝光、對焦等相對 ﹝簡單j 的技術問題，而是怎樣利用自動攝影機去創作更為專業化的作品。

要拍出專業化的作品 ， 就必須有熟練的攝影技術。攝影技巧其實可分為兩大門類 第一類主要與硬件有關，掌握攝影器材和材

料的運用方面 ， 第二類是對影像本身的處理下功夫。後一方面會是較難用確切的吉詞來界定，因為這牽涉到人們觀看事物的方

法，各類不同遠鏡成像特質的差異，以及曝光量多少和不同種類光源特性對影像效果的影響。

在技巧方面的這種雙重性正是攝影技術的特色。然而只有在錄影和影片攝製過程中，攝影器材才對創作有較大的取駕力。令人

奇怪的或許是，這並沒有使拍攝變得困難，日益自動化的設備已將使用攝影器材的大部份操作交給電子零件控制，對相機使用

者來說，重要的是如何平衡他們對這兩種技巧 硬件和影像處理技術一一的關注。

不論哪一種技巧 ，只要拍攝出成功的攝影作品算有用，這是Ol一的判別標準 。 而且，在攝影的學問中還存在著其他各式各樣的

技巧，哪一種合適，哪一種不宜 ， 攝影者本身的取捨也是最為重要的。

26 



短短的篇，面未能包括所有層會 ，

還有趴下這些。
~ 

h‘ 

Civil and Structural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Computer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tudents' Society 
The Chem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Society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Association 
Science Students' Association 
The Physics Students' Society 

Biochemistry Students' Society 
Biology Students' Society 

Chemistry Students' Society 
Business Students' Union 

Accounting Students' Society 
Finance Students' Society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nagement Students' Society 
Management Students' Society 

House One Students' Association 
House Two Students' Association 

House Three Students' Association 
Band Society 
Dance Society 

Duke of Edinburgh’s Award User Unit 
Electronic Media Society 

Independent Club Association 
Music Society 

Philistic and Numistic Society 
Student Internet Society 
The Linguistics Society 

Archery Club 
Squash Club 

Student Football Club 
Students' Badminton Club 
Students' Swimming Club 

Taichi Club 
I世ack and Field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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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向以環境幽美、風境秀麗著稱。其一望無際的海景，
更是吞港都市人夢未己求的理想地。

不少同學寧顯提更抵夜、撤夜不蝦，

來守候平時難得一見的日出海景。現在便等我帶領大家遊覽一下科大吧！

三大草地
Phase ︱︱︱ －由於政府尚未批款 ， 科大 Phase ︱︱︱ 的工程一直未能展開， Phase

︱︱︱原址便成為一遍大草地。可以說是政府造就了同學們多一個好去處。 Phase f嚐函稿子f

川 現在成為了同學們拍抱、野餐、溫習和靈修的常到地，不時還可看見一些

同學躺在草地上小睡片刻，或是冥思人生，或是享受陽光與海風。 而在

O'camp期間，更有不少。＇camp在此跳Camp Fi 「e和展開水槍大戰。可措的

是 ， Phase ︱︱︱ 本來對海兼地處高處，是觀海的一個好地方 ，但隨著 Univers ity Center 和新 PG Ha ll 的落成 ， Phase

川 的觀景便大打拆扣 。

去法：順著Academic Concourse走，再乘扶手電禪至二樓便到。

LG？ 草地 － LG7 草地比較偏僻，較少人到，但由於周國沒有高樓大廈， 所以經常烈日當空 。若非喜好古銅色皮膚的

同學，最好準備太陽油、太陽傘 。 LG7 草地有一條小徑 ， 通往 Staff Hous ing ’所以不時可以碰上教授們和

他們的家屬。除此以外，草地旁邊便是科大的溫室 ， 幸運的話 ，可以率先目到各種剛闊的花卉。

去法：由 LG7餐廳外向左的小徑一路走，或由 Lift 3 乘電纜到LG7 。

天與地”可能同學們由 LG7 走往 Ha ll 的途中，都會發現旁邊的草地中有一個「坑j ，那並不是什麼排水道，也不是

什麼秘密通道，只要你走過去一看，便會發現原來是一件藝術品－－ r天與地j 。天與地的草地雖然比起 Phase ︱︱︱ 和

LG7草地小得多，但正對著牛尾海，又就近LG7餐廳，不時有本校或校外的人仕在此遊玩、踢球，假日時更見擠擁 。

去法： LG7餐廳外面。

三大觀海處
Atrium大磨菇平台－最就腳的觀海處。在人來人往的Atrium盡頭 ， 一

個半圓形的平台正對著大海，加上 Atrium 比海平面要高出二十多層

樓，擁有一覽無遺的海景，多多的宿舍亦咀擋不了多少。在春天潮濕

的日子 ，更可在此看到如雲 般的濃霧， 片片飄浮在海面上 ， 筆

者還是一生人第一次看見如此境像 ， 不免要大驚小怪一番。

去法 ：不用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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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樓落地大玻璃－顧名思意，有 正對大海的落地大玻璃，位於t樓，景觀比 At「ium 更遼闊。加上有冷氣設備，最

適合那些怕熱怕太陽的同學。但由於t樓是校長等要員的辦公室，所以大家請保持肅靜 。

去法：由 Atrium 茶樓妻的電梯上t樓。

碼頭司碼頭當然是最接近海的地方，在此不但可欣賞海景，觀潮、聽海浪聲亦富樂趣。要看日出，更非落碼頭不可。

日間不時可看見各式遊艇和風帆，在背後山和海的襯托下，更為突出，為大海帶來一點色彩 。 晚間對岸和遊艇的點點

燈光，和天上點點繁星互相輝影，靜靜聽 下海浪聲，實是賞心樂事。此外 ， 相約三五知己，在此談天論地，飲酒唱

歌，正是鬆持神經，減輕讀書壓力的有效方法。對就讀科大的情侶來說 ， 碼頭更是不可不到的地方。

去法 ： 由去宿舍的天橋， 一路落到Hall 2地下，再治馬路一路向下走。

其實要觀海，科大很多地方都可看到 ， －部份宿舍更是全海景，以土三處只是筆者認為值得走一徜的地芳。

三大夫台：
三大天台，其實均是學生和遊人的禁地， Securi ty Guard 《實 Q｝ 會不斷巡查，但時有學生冒被提拿的危險，半夜上

天台觀光一番，享受個中的刺激。在此不能公開如何去，只會略略介紹 下環境與風光。

L i brary 天台 －科大的 Libra 「y 設備完善，環境幽美 ， 但其天台卻平平無奇，名符其

實的一個「天台j 。但其進出口卻只是一扇窗，而且實 Q巡得很密，萬一被扣上窗

戶，便求救無門了，所以一定要一名熟路人把風。

Sport Hall 天台 － Spo「I Hall 天台極之難去，要爬越兩面和人一樣高的牆才能到，而

且整個天台均是 個個有點像金字塔的物體，中間能走的路運害過一呎，不能逗留，但這正是遊Spo此 Ha l l 的樂趣。

天幕－即Atrium 的天台中央的一片大玻璃，天幕的景色是三大天台中最漂亮的。由此

可高高在上地回望「火駕j ，在夜間的射燈下，你可看見其最美的一面。你也可望回

望At「ium ，但要小心，實Q一抬頭便可看見你。此外，還有一條用作清累用的鐵梯，

橫跨天幕，由一頭走到另

頭，不走此梯，等如未上天

幕 。 但可能由於天幕太受同學們的歡迎，不久前由一扇普

通門改裝成會響的防火門，現在要上天幕，便要和實Q玩

提迷藏了。

h
I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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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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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閃閃RND ..•.. 
所有科大本科生都會獲得一個自 CCST糊的accounl 一個 ， 有 6MB 的空間可怖儘檔案及 mail 。而accounl 名是做同學就讀的

Departmenl ＆姓名的 inilial組成。~~.如說讓計算機科學系的本科生的 accounl名是 cs＿？竹， 其中 cs 代表就讀的系，－（稱為 underscore)

代表本科生 ， 而？？？則是同學的英文姓名的 inilial ’ if~Ra險大文的accounl便是 cs_c惘 ，若 cs_clm 已被另一用戶所有，問他的accounl 名

便會是 cs_clmaa 或 cs_clmab Ratt額誰也苦果中文姓名只有兩個字又怎樣啦？如果是這種情況 ， inilial 中的第三個字母蝕x代表。

Login 一意思指進入網絡環境 ， 用戶可使用一切網絡所提供

的指令。

Logout 一意思即離開網絡環境 ， 可用 logout或exit的指令 ，

各 freshman 應記得在離開時 logout ，以免被他人使用。

cd 一改變用戶的所在目錄 ， 若只鍵入cd ， 便會跳回你的根

目錄內（用戶的根目錄稱為 $HOME sx ~ [a/c name]) 

cat 一顯示檔案內的資料 ， 作用與 Dos中的 type指令一樣。

用法 cat [filename] 

mo的一 若所需顯示的檔案資料超過一頁便可用more指令來

逐漸顯示檔案的內容 ， 按 Ente「鍵一次會使螢光幕在檔案中

向下移動一行。

用法 ： mo「e ﹝fi lename﹞

less 一 功能與 more 相若 ，但可使用上下箭咀來上下移動畫

， 較more只能作向下閱讀方便。在使用 mo「e及 less 的時侯

按 q 鍵便可即時離開。

用法 ﹒ l ess ﹝filename﹞

cp 一用來複製檔案的指令 ，但要留意一點的是在同一個目錄

內不可有兩個相同名稱的檔案。（在Unix系統內，大小措是

不同的 ， 因此 unix.doc 與 Unix.doc是兩個不同的檔案名稱）

用法 ： cp ﹝filename1 ﹞ [filename2] 

rm 一刪除檔案的指令 ， 大家要小心使用此指令 ， 因檔案一經

刪除便不能 Undelete 。

用法 ：「m ﹝f ilename﹞

30 

「nkdir 一建立新的目錄

用法 ： mkdi「﹝new directory name] 

rmdir 一 刪除現有的 目錄

用法： rmdi「﹝directo,y name] 

mail -- E - mail 即 Elec t「onic ma il ， 同學可使用網絡系統寄

email 給世界各地的 interne t 用戶。用戶若想寄或查詢 email

可透過以下途徑

1 . 在 Uni x p「ompt 註中按 「na il 便可查詢已閱讀及未閱讀的

ema il ，離開時可按x或q ， 按 q會將 ema il 儲存在另一個地

方，若以後想查閱這些 ema il 便需按 ma i l 寸 。如想寄 email

給朋友（account 名 cs_abc）可按 ma il cs_abc 然後打入內

容便可 ，當完成輪入內容後需在新的一行按然後按﹝Ente「﹞

此時螢光幕會出現Cc : ( carbon copy）即代表是否須要同時

寄給其他人，若需要的話便可在 Cc ：， 後面輸入他們的 emai l

account ﹒ 完成後再按 ﹝Enter］ 便可 。

2 . 另夕︱還可使用一些寄ema il 的程式，例如 pine 及 elct「on ic

mail O pine是 個較多人使用的程式 ， 它的好處是容易修改

email的內容及可加插簽名檔於email的內容之內。大家可在

Unix P「ompt 按 user-setup ﹒ 然後還 mail ，再選 pine 然後

app ly便可， 之後可在 Unix p「ompt上按 pine 來 check/send

mail 。 Electron i c mail 可以在 boot-up menu 內選取 ， 但它

經常會出現問題及不可以與 Unix 的 mail 同時使用， 因此本

人不建議大家使用 。

fi 「1g e「一用戶可用此指令有什麼用戶在網絡上， 另外還可查

詢指定用戶是否在網絡上，如想查詢 cs_abc 這個用戶是否

在網絡上只需按 finger cs_abc 便可， 使用參 －︱ 更可觀看

其他用戶的簽名擋 ， 製造簽名檔只需在用戶的根目錄下建立



一個叫 . pl a n 或 .proj ec t 的檔案便可，其他用戶便可通過

fing e r 指令來觀看。 finge r 指令除了可用戶的使用情況外，

更可知道用戶身在何處，執行 tin ge「指令後的最後 個

co l umn 顯示該用戶是在何處 log in ° 

P「e fix 所在地

cca BarnA 4/F1 7-18 1ift 

ccb Barn B 1/F 

ccdsu Barn B 1 汗 的工作站

dmc · dmf 宿舍

anz 在家使用 modem （電話號碼： 23353500 )

cltz Lecture Theatre 內的電腦

Iba 圖書館 LG1 的 Barn

C呵 ， eea ’ cea ’ i ea . 各 depa rtment l a b 的電腦

ta lk 一在網絡上與其他用戶作即時對話的指令。若有另 名

用戶在網絡上 ， 假設該名用戶的 account 名為 cs a bc 在

us tsu 25 的 serve r 「龍」 。貝lj鍵入 ta l k cs abc@ustsu25 便可

與他作即時的對話。的果對方的plyf如 ， 畫面便會即時劃分

成上下兩部份 ， 上方顯示用戶所打的旬子，而下方則顯示對

方的句子。另外 ta l k 亦分為 yta lk ’ nta l k 及 !ta lk 。若用戶鍵

入 talk ， 使用的便是 yta lk ’ yta lk 的好處是可作多人同時對

話 ， 若用戶想在 talk 中 inv ite 另一位用戶，可以按 Esc 鍵，

於是在螢光幕中會出現一個表，按 a鍵便會到達 prompt · 

再按 ta lk cs_cba@ustsu5 （假設該名用是 cs一cba 在 ustsu 5

的 se 1ve「上）便可。

write 一亦是與網絡上的用戶溝通的指令 ， 它與ta lk的主要分

別在於兩名用戶必須在同 serve「之上，以及畫面不會分成

兩部份，而時會）II買次序地按行顯示雙方的句子，因此會做成

溝通上的不便 ， 用戶若想離開 talk 或W「ite 只需按 Ct「1 -C （同

時按下 Ctrl 及 C 鍵）便可。

31 

用法 W「ite cs abc 

w/who 一顯示在本身所在的 server 內的用戶在做什麼

teln et 一 Inte rn et 的服務之一，可進入指定的一個 server 內

（當然需要有該 serve r 的 account 才可）

用法： telnet ustsu26 

passwd 一更改密碼的指令，在鍵入 passwd 後，電腦會要

求用戶鍵入原本的密碼、新的密碼及確定新的密碼，大家應

小心使用此指令。

user-setup 一用作設定 些用戶所使用的program ，例如先

前所提及的 pine 便可從 user-setu p 中選取，另外還可選擇

pico （編寫檔案的程式） cde/openwin （於工作站上使用的
視窗環境）

las t 一可顯示出過往該部 server 的 log in 情況 ， 若加入一個

account 名作為參數

( 且n last cs_abc ）貝lj可查詢該名用戶過往 login ！支部server的

情況。

「控 J : 
Unix prompt 指 login 鍾的 prompt （在 boot-up menu 

選 host connection 讀 telnet 後進λ的網績單續 ）

server－·伺服罷 ， 負責處理網緝系統的大型電腦

在科大的電腦系統中 ， 給本科生使用的server有ustsu4 、

ustsuS 、 ustsu25 、 26 、 30131



」

科大是一所學校 ， 是切切實實的讀書之地。因為商科要讀，理科要讀，工程科要讀。讀，在科大而吉 ， 是切切實實地讀 ， 很多

科目，很多 Quiz ， 很多 Exam ， 令你只能擠身於讀 ， 令你在讀之餘亦只有讀。漸漸，本身存在於 I讀j 之中的「想J 感到被泠

落 ， 感到無處容身，感到非走不可。這樣，科大的人只有讀而沒有想。這也許就是亞洲M IT的代價 ， 未來主人翁的後遺症。在

很多人眼中，這代價未必不值得，但在我眼中，這是值得一一值得我去悲痛傷心的事。

科大亦給人冰冷，不是因為它新 ， 更不是因為它的科技，而是因為它的空洞。思想文化不盛行，時事討論不流傳，同學下課便

走 ， 淨下只是建築互相暉映。人去樓空的境象，由學術廊申展到宿舍。只有圖書館才是人流雜旺之處，是為了考試而語書之處。

於是我們就只剩下讀沒有想。若你問我 關心科大校晶晶？關心校政嗎？關心社會嗎？關心九t嗎？關心中國嗎？好。就當
這些太深奧太不切身。那麼你關心你自己嗎？ （加﹔、申＋，哩、，、＃向嗎 ？耐h道j加的思維哲岸討日，哥
這些關注不需要太多行動 ’ 分鍾的冥現一旬鍾的1、和抑制1爛的單﹔在開談咱們論峰的路時邊行邊但
也行。起想得多 便越會深入 可能會鑽進了牛角尖 1然這仍能欣慰 ， 盡於你有想過 。 但你做過少少嗎？你可能連一秒鍾也朱

做過。

想是對人生自我的檢討想可以天馬行空可以是國家大事可以是切身之事： 沒有了想就是少了靈魂。同學們你甘

心沒了靈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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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一 日，同學甲對我說 ： 「我想大隻 D 。」

作為朋友作為同學，我走當全力以赴 ， 還幫他定下健身大計 ： 首先據資料 ，同學甲身材略嫌嫌瘦削，為求練

到于瓜起晨，當然要去 Fitnese Center o ﹛每星期一沈，每;J:一至三個鐘，按乎體力而定。》再者 ， 同學甲

亦想鍛練球枝 ， 因為他認為超卓球技能吸引異性。好，就讓我指示他到 Spo付S Hal l 訂場打籃球、羽毛球，

還特地幫他的了三伍知己。經過一番苦戰集訓，同學甲果真能一瞬間以超卓球技吸引了大群人，不過 ， 未必

是真性 《每星期兩次 ，每次一至三小時，祖乎人數而定。 》

跟著，同學甲運想有一身古銅色，希望穿著背心時更像他的偶像郭富城，我便替他買齊用品 ， 到 Swini ng

Poo l 操水。三個星期後，同學甲已曬得 身反光的古銅色，著賣迷倒不少古銅色愛好者。 ﹛每月 炭，時

間不限，根攘自己理想的皮膚黑色素分佈來定。》

想不到同學甲頗有毅力 ， 練完于力還要練腳力。好 ︱ 為人為到底，替他 Ca ll 了兩隊球隊，容他在 Soccer

Pitch 內大展英姿。向他汗流淚竟仍不斷努力，實在太感動了 ！ ﹛每星期灣;J:都得 ， 只要有場有波友就得 o)

哈 1 自從經過我的財︱︱之後同學甲果然有神速的改變由老夫子變阿諾舒華辛力加，當然迷陌
迷到人就見人見智，但我相信必會比老夫子受歡迎 ， 起碼是陽光的人的 ︱

不經不覺 ， Yea仆 的日子就此過去 ， 自己亦不再是「番薯人j 。這年裡，走堂、通頂做功課、在 Lab 睡覺也嘗試
過了，漸漸覺得自己越來越似個 「科大人J 0 

回想起開學時，面對著沉重的功課壓力，真的有點喘不過氣來。最記得的就是上第 堂MATH1以時 ， Lectu 「e「介紹完

自己後，連書也未講便寫功課，之後又聽他用那國語發音式英語授課，都不知把耳朵調校多少次才能成功地接收， Fall

Sem 的 日子裡 ， Program 、功課、測驗一個來完又一個 ， 加埋那科over workload ’纏繞筆者整個sem 的 LANG 0叭 ，

差點支持不住 ， 都不知多少天沒出街玩了。

Sem 的中期，由於 MiD招「「n成績不理想，功課越來越迫不上，上堂又不知情cturer講什麼，站時真的有點失落感 ， 還

埋怨自己為何會選擇科大J 不過最值得安駒，攏在鈕 ， 我認酹叫玩得理的同學，如未可平白色做至叫互勉，
但在艱難的日彈，也有自吐苦水 ， 彼此詞。而且總覺得科大裡的Le圳的，大多是盡心盡力繕 ，也能體恤學生﹔

還有其他的科大職員，無論是在LG1 、 S/XQ驛Lib間 ，他們也是態j嘲切、待人熱誠，嘲央裡，真的感受到一點

人情昧和溫暖 ． ．

年就此過去，也漸漸習慣了科大的生活 ， 在上一年沒有認真點讀書、又少參與大學的活動 ， 真的感到大點可惜 ， 希望

在來年有所改進。

各位Yea川的新同學，科大讀書壓力大量眾所週知的 ， 不過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難時，要積極的去面對 ， 不要自怨自艾 0

多點和同學們分擔壓力，便會輕鬆得多，要又玩又讀書，當然可以 ， 最繁要是懂得好好地分配時間 ， 不要讀而不玩，或

是玩而不讀，大個仔大個女喇，做事也要懂得節制。

三年其實真是一個很短的日子 ，盼望大家能在這所大學裡得到畢生難忘的回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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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待食！
一般學生吃慣家常便飯，要一下子轉吃快餐，實在吃不消。莫說快餐難以下嘸，就算是天下美味，也

及不上媽媽煮的好吃。當然總不能帶飯壺返學那麼不方便。大家，尤其是宿生便想出對策一自己煮

飯。

自己煮飯通常不只自己，起碼有三至四人。自己煮飯的一個好處是避走了味精，而且種類可以更迎合

自己的需要。最主要當然是能體驗獨立。

煮 餐飯所需要的原來很多：柴米油鹽醬醋米，真的開門t件事，樣樣都都用得著。我們習慣去彩虹

買菜，有時少量的菜也可在校內超級市場買到。隨後的煎炒煮炸便是我們這班饒嘴鬼的樂趣所在。有

時一人煮一味菜來一較高底。有時則由一人充當大廚。對於平日十指不沾陽蔥水的同學來說，絕對是

一場極大的考驗。 個不少心放多了鹽，或者放少了油，味道立即受影響。不過煮飯是為樂趣，在友

誼力量的關係下，大家也能吃掉所有菜，管他有多難吃，因為這是屬於大家共同努力之下的成果。

煮飯以外，還有i）易。我們這班小試牛刀的初哥，燙的不外乎青紅蘿蔔瘦肉湯，變化當然及不上媽

媽，但講到親切感，則取足滿分。正常的集湯，很少會出大錯，故此味道品質較有保證，較像媽燙的

模樣。成功感既大，又能養顏保身，雖然是多了層功夫，但總比街外的味精湯好上千百倍。同學們若

果不想再與味精為伍，就︱東要認識多些廚房高手，男女皆有 ，小心莫錯過。

而有玩 O'Camp 間 ︱ 你有
好組長更加恭喜你。你有跟組長入 Sub-com

簡直喜上加喜。但若你因此而上莊，那麼，我

只有傷悲。

當7半年 Exco 也不過是追隨組長的延續了。

壓根兒沒有理想可吉。但偶爾的翻起去年

Exco 的一篇文章，偶爾的一次學聯 lnterflow

Camp ，令我想起了一理想。

在這裡上莊 （尤其 SU）不是因為那班人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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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藉此來推動自己的理想。盲目地跟組長1t~ l 
Sub-com ’ OK 。但盲目地上莊，貝︱︱情願你咪

鬼上 ︱

這裡不是中學，對象不只學校內的人，而是普

羅大眾，社會基制，政治制度。無理想地上

莊，你只會渾噩一年，浪費資源。有理想地上

莊，這一年可以是豐收。至於理想係色，當你

決定上莊時，就好正經 D 詠諒。

記住理想係你自己去撞，日吉係你組長俾你。



＊故事純屬虛構？？！！
呵呵 好想「閱IJ 覺，尋晚間班 friend吹水，﹔t住而蒙上堅 lectu「e時

「間j夠佢1萬番數啦 1 點知個lec tu「巴「j巴聲，好似響唔完既電話聲咐，一

下下ott敲醒我。而家「制j 又「自IJO吾著 1 又有理由聽個 lecture「吹
水禍，點算好呢？好鬼悶︱

話時話，又差唔多到食飯時間，不如去coffee shop食些東西先啦 ︱又 . 
可以「打發j 下時間。陌＂＂＂ 食位好呢？不如食炸薯條啦 食沙津都

好嗎 ．

今日 Quiz緊 「nath ， 忽然間友ca ll 我 ， 衰在暗記得轉做震綴，搞到全部

人都單位我，個tutori中用佢凌厲既眼神「吸J 實我添’﹛更帳驚我會出貓

啦︱不過都唔及得另一個男仔，測驗開始有幾耐竟然有人ca ll佢 t 唔係

佢部 page「咽，（系佢﹛國無線電話呀！（中傾了障先t＆線添 1

Quiz完 math ，關系有 番討論啦，雖然要土堂 ， 但係大家都未平伏到

「興奮j 既心情，結果成班好似去茶樓咐， lecturer有 lectu「er 把聲，

我i也就有我j也請 ， 我~個 lectu「昕 一定經歷到嚴重打擊咧 ， 對唔住

law I 

11tJ 了成日，踩下重有有堂先 ， 「OfJ I 重有 acct跳拖 1 「陳J ！ 跳

拖之間 ︱ 走堂啦 卜，＂＂ 咪住 ︱ 阿 Ann 在前面隅，順便叫佢幫我 take

attendance 先 ！ 而家做包好呢？咱 於番Hall 「削J 一陣，養足精

神今晚再續未完既吹水故事。

以土故事 ， 像真懷價 ， 就由你地蘊蕃薯仔自己決定

啦！

食飯啦！！
曾經聽過好多同學對科大的Catere「作出評論，有些人覺得滿意，亦有人批評

他們的食物一成不壁，說他們的不是不是。究竟科大的 Caterer 是好還是壞
呢？

首先 ， 我先簡介紹有關科大的 Caterer 。在科大裡，有三個主要的 Caterer 0 

第一個位於 LG 1 的飯堂，在這裡的特點就是環境優美 ， 面對一片的汪洋。一

面用膳 ， 真是可以給你一種說不出的享受。不過，在這裡亦可以說是最難扭位

的飯堂，而且價錢亦堂貴。第二個飯堂是位於 LG5 的大家樂 ， 當然是指從前

的從前。在這裡的唯一種點，就是在任何時候你也可揖到位。不過他們的食物

就.........’ 且寄望將來會有轉變。第三個飯堂是LG？的美心！剛興建的美心，

美倫美煥，牆上的雲令你彷2日浮於半空中。食物質素則的在品嘗中。

除了以上三個飯堂外，我們亦可在其他的地方可找到食店。例如，在Atrium

可找到科大堆 的酒樓，在Academic Concourse內可找到科大唯一的Coffee

Shop l 在 House ︱︱ 的 groun_d floo「可以找到科大唯一的車仔麵擋。這三個的

地方都是不同風格的食店，正好迎合不同學的不同要求。假如你不是 個奄尖

的食家，在科大可以說是應有盡有，一定能夠滿足你的食慾。

其實，科大飯堂對於我來說 ！ 無論是食物的質素、種頸、都沒有太大的感覺，

可能是我對食物沒有特別的要求，反而，科大的飯堂給我的感覺卻是一個喘息

的地，方。也許你會感到奇怪 1 不過對於我來說 ， 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感覺。

眾所週知，科大除了校舍出名外 ， 功課多，﹔ffiJ發多，考試多亦非常出名。在這

個環境讀書，每日都好像在壓力下生活，堅密的課程更令人透不過氣。所以，

每當 lunch time又或者是tea tim巴， 都好像有個機會給你去暫時放下這個沉重

壓力，食物是好是壞？對我來說，卻變得不太重要了。

.............................~.............................. 間嘲爸話 ！
我大個，要做一個出色的人。

首先取決於先天條件，例如白痴 (11能 ，相信能成功的可能極低 。這不是侮辱 ， 而是事實。再來的便是後天條件。現在一般人已被同 f仁認為只有以﹝文j 來
定高底是唯一挑選人才的方法 。 大家也安心朝這fl!!方向走，久而久之 ＇ ｝成為習慣 。 所以阿媽阿爸在你－H.1生 ， 甚至未出世巴基！你的學業非常緊張，有的用
音樂喲！台敦，務求生（同音樂天才 2 有的夭夭朗詰四書在鈕 ， 為令兒子滿11!'1墨悶 。 這些都是父母的一番苦心經營 3 質在太難為了他們 。父母每天就算忘記返
工，忘記食飯，忘記帶孩于去玩 3 去運動，也不會忘記買校外作業給孩子做，總之越多越好，越深便越好，越用II自越好 ！

小朋友漸漸長大，被感化的那何諒自底層次遠至高層ix 。中mn會是要做（同努力的小朋友 ，不做大憾！蟲 3 後來轉為要考好fl 到好學校， l敏 1個有用的A ； 研後
來變為升到大學，找份好收入的工作 。這句 ﹝多叩開1日 的詰由基礎到深入 ， 由普通到精奧 ， 都是為了一個字一錢。

原來大家辛苦短背了一班書位子 。 所謂出色， [fr稍有j間，即是能找到好工作， It到錢 。組l細做聽得阿媽講最多但是 r，呵仔你阱 ， 佢幾l帥，錢有錢 l J 這
些實實在在，令人眼花撩亂的錢，但是我們生命的量度瓣。越有腦越有錢，錢是人生成就高 fll的指標 。 你l如意嗎？

抑或你已被同 f七了 ，沒辦法fttL:變化 ？ 如果有一天，當小孩子乖乖坐在香卓前做工課 、作業︱時 ， tJ1一倘不知從何︱前來的東球吸引去玩 ，會否成為一位NBA
球員？又如J具有一天 ， 當小孩子靜靜地聽英語發音帶︱時 ， 被一片浪！在走，會否成為另一位珊珊呢？ 州果小朋友不喜歡父母選擇的）Jjlf1車時而向覓門路 3 會否
造就另一段奇異人生l呢 ？

~t相信上帝賜與靈活的頭腦給我~llj不是為了要我們只顧找錯 3 祂還賜與我們手手腳腳、聲音而貌模樣動作 。 每一部份也是出色的部份。請不要再集中 flt谷

頭腦 ， 請不要fl﹜集中錢字 。 要告II上帝是用心地做我們的每一部份 3 令每一部fl﹜也出色 。 不好好利用其他都fl﹜會否有點可4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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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er 
表心跡

- 三于 －『－－－『』』巴屯『－

口

差不多每位學生也有

Locke「，但用法則各有不

同。有些沒 Hall 的同學視

Q) 

Locke r為唯一可以放私人物件的地方 ， 有些則規之如廢物 ，

連一張紙也不放在內。既然 Locke 1· 對於某些人是寶藏所在

地 ， 對之的裝飾亦不免會花點心思。可能只是句話，幾張

喜愛的貼紙，但每次路過見到這些時，也不免令我會心微

笑。你們想好怎樣裝飾屬的你的 Locker 未？

”, 
自

’,. 
。

－－－一－－一－－ 有5~., ,; 
I J\ 

36 

;i 

.. 

9@ I ti 尚

11)11 



。CJ 住宿舍，星期六日若不回家，有時（絕對是少）會幾百酬，不妨自己做東西吃既可娛己娛人又可
C 果腹。筆者最愛吃壽司，貪它冷凍了也不怕難吃。第一次做壽司，弄得很少 ， 生怕沒有人吃而浪費。殊不知

... .... 

v一
。
。
）
. 
£
一
－一
百Z

眨眼間就給人吃清光，－T點也沒留下，我才放心。做法實在不難。要有電飯寞，卷壽司的竹卷，壽司醋和

絮菜，再加 些喜愛的錯料 ， 如蟹柳條，蛋（︱奈 ， 青瓜黃瓜（喔，肉鬆 ’ 沙律醬。若果不怕芥棘的東lj鼻，可以加

適量於沙律醬中，包出來的壽司便更地道。做壽司，絕對不是 個人孤獨地做 ， 而是幾位間友，于忙腳亂地

做。在Hall 的 Common Room ，一邊看電視，一邊把飯與醋混和，將材料切絲 ， 再細心地卷好 ， 然後切件 ，

切得不好的那件就由卷的人負責，頭頭尾尾部份則由大家解決，邊做邊吃，有會特登卷到館料四濃 ， 皆因有

人說肚子餓了。到最後剩下可以出街的，幸好還有 半。在Common Room出入經過的人，都會招以奇怪但

羨慕的目光望向這笨手笨腳的幾個人，見他們滿手是飯 ， 頭髮蓬鬆，但仍有說有笑的好不輕鬆。

終於做完傑作，洗碗洗碟便由1青華東定。有次手指給飯沾得不能出剪 ， 結果斷送了享樂 ， 要埋頭洗碗碟，真

可憐。其實， Ha ll 雖不可生火，但由於這世上有電，令 Hall Life 多點好昧 ， 多點肚餓 0 Ha ll 絕對是吃喝玩樂

的 Life I 

明天便開學，也開始我的住宿生涯。媽的叮囑天比
天仔細， 天比 天繁張，諸如洗衫食飯，睡覺，溫習

聽得我目定口呆。我想，真的有這麼多的東西要留意？

今叉 ， 比上堂時間早了十來分鍾’輕鬆地找到座位，再向鄰

座的同學技以微笑，便開始四周打量。這是課室 1 空調很涼

快，檯是長檯 ， 幾個人分用。呈橫型的房，有 邊是 White

Board. White Boa 「d 附近有 OHP ， 也有一個木箱。究竟這

木箱有何用？我百思不得其解。終於 l ecture r 束了.... .. 

雖然是 個人，走到At「iL川， 但很快便被人潮包擁。各式樣

的人在我身邊走過 ， 卻無法記得他的模樣。 I i i買路走到LG1 · 

忽然聽到有人在呼噢我。 OHi 我的好同學好朋友正在吃飯

呢 ︱ 我隨即 jo i 「1 入他們 ， 一塊見吃 ， 倒是開學以來最開懷的

一次。之後，便又獨個兒回 Ha l l 0 

宿舍的人很nice ’在走廊路過，在洗手問內碰見也會打聲招

呼，或互報名來。我似是活在個大家庭中 ， 有很多兄弟姊

妹。我同房跟我同級，跟我同是多嘴的人，我以後不愁沒有

人伴我說話了。

當我正在做功課時 ， 有人敲門說明晚有糖水會。 WOOi 賈

在太好了，有糖水食，是紅豆，綠豆，抑或西米呢？我和同

房很 exc ited ，開始滔滔不絕地談糖水 ，由喜好到煮法，結

果談到深夜，功課被迫擱置。

在 Common Room 中緊了很多人，有男有女。有男有女？

很奇怪吧 ！ 因為這層是男女混合住的，雖然有不便之處 ， 但

頗為新鮮。糖水是我鍾意的紅豆，還有很多蓮子，實在太美

味 ！ 吃飽了，看片刻電視 ， 便又回到房內。砰 ︱ 門被關上

了。

住了一個星期 ， 朋友認了幾個，但仍然不熟絡。為什麼？是

他們不喜歡我？我和同房也想不通＂＂＇

日子 天一天地過 ， 我一天一天地忙 ， 同層的朋友，來來去

去也是那幾個。某 天 ， 我發現了一個大秘密，一個通往友

誼之路。那天 ， 我酌＊回來後，沒有把門關上 ， 又因懶得行

來行去而沒有去把門關上。這樣，們就打開了。同學行過

時 ，不忘向我問好 ， 有時還走入來聊上一兩句。同房回來，

奇怪地問我為何這樣開心笑意盈盈。我只管笑，一邊笑邊

步向門口，把給同房關上的門又再打開 。這就是秘訣，就是

通往友誼之路。各位住 Hall 的人，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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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熱天時打邊爐

住Ha ll 可以為了方便出入 ， 可以為了 Ha ll Life ， 住科大的

Ha ll 則多了 些特別。眾所周知，科大宿舍有冷氣，能令內

室內四季如冬 ，做就了這個原本冬天才會有的聯誼活動－打

邊爐。

通常一班人便是吃喝玩樂。吃方面常常出夕︱吃便沒意思，但

畢竟我們廚藝未精 ，要弄一圍菜談何容易 ︱ 況且各人口味各

有不同，為兔面子著想，大家便想出不需煎炒煮炸的Hi畫

爐。既可省兔煮得不好吃的機會 ，又可邊吃邊天南地北，談

天說地 ， 誠一樂也。

打邊爐做法十分簡單，一個電堤，如美亞燙便成。材料方面

貝l]J直隨尊便。筆者提意用豆腐、白蘿白和適量鸚粉熬湯底，

包保美昧無窮。材料一般都不能在校內超級市場買到，而熱

門材料採購地點則是彩虹，皆因那裡又平又多種類，又集

中，由學校乘 9 1 /9 ↑ M ， 車程不過二十分鐘，快捷又方便。

在彩虹買料，首選超級市場附近的凍肉店。那店子有各款肥

肉片、﹔每鮮、肉丸 ， 是打邊爐必備。另外附近的超級市場則

提供不少另外的選擇 ， 如急凍餃子、象蛾蚱片等。最後便要

到街市買三四款菜。筆者最愛芽芽仔、豆腐Po巾和小白菜。

每次打邊爐也得買兩三斤慢慢享用。最後，當然要在街市夕︱、

的攤擋買些生果。那兒的生果品種多，又甜美。筆者最愛吃

撞 ， 每逢經過那些攤檔 ，見得黃澄澄的 堆堆擺放在面

前，便忍不了買十來個回去。

買完材料 ， 便順路乘 9 1 /9 1 M 回校。若時間尚早，則可在校

內百佳買些聽蛋和 包裝的腐竹糖水連材料，若不便要在彩

虹買回來。

回到宿舍第一件事便先做湯底。待一切準備就緒 ， 一眾便能

開始大餐。筆者最喜愛 大班人一起吃東西 ， 有時為了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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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片 ， 大家以害為劍 ， 事個你死我活 ， 實在很好玩。一邊說

一邊吃 ， 邊喝 邊笑 ， 無論是天南地北，抑或是家事國

事，也能叫大家談過不停。

筆者於眾多次打邊爐聚會中，除了二人世界之外 ， 最難忘深

刻的 ， 算是年級十月中的一次。那次是和班剛剛認識的

新同學吃的。雖然大家相識不過數星期 ， 但所談所追求的又

似是相識多化的老友。一邊吃一邊說笑，說到精采之處大家

也顧不得儀態，拍權大笑。有時回憶至l]O'camp時的奇遇，

上堂的不滿，溫習的心得，就會說過不停，連菜滾熱遠也不

風
見

吃完吃罷，便要洗碗碟。我們習慣之前沒有洗菜的 ， 現在便

要去洗碗，富責任感的大家是絕不會在此時溜走的。飯後當

然有生果。

吃得飽滿，酸味汁多的生果是消滯之寶。如橙、西柚、奇異

果和西瓜。吃完便又來說笑 番，感覺有如回到 O'camp

時 ， 大家凰在一起 ， 天南地北 ， 連細個被阿媽打 ， 小學被老

師讀 ， 拍拖，將來的夢想，志願也不怕羞，拿出來分享。說

著說著，肚子也許又餓了 ， 有些大買王便嚷著要吃糖水。校

內起級市場只有連材料的腐竹糖水買，若想吃其他則非要下

點功夫不可。紅豆沙，綠豆沙是熱門選擇，西米露因功夫

多，而且難煮得好 ， 所以較為冷門。其實想多種類、方便又

不嫌貴的話，可以買現成糖水，超級市場和車仔蘊也有此服

務。就連糖＊也吃罷 ， 時候也不早 ， 或許已有睡意。若不，

餘興節目 可還有 。學校實在有太多得意、值得一去遊覽之

處，尤其在夜晚。可惜天幕不能上，否則便是皇牌遊覽之

處。 Phase ︱︱︱ 、油站、 Library頂、 Sport Ha ll T頁、碼頭 ． , 

總之吃喝樂絕不缺少。



深宵去活動．．．．．．

年青人，精力旺盛，好動活躍，而

且興趣多多 ， 有時成班同學朋友出

外遊玩 ， 玩至夜紳也在所難免。但

29811: OOpm便是尾班車， 91M也

不過開至 1 2: OOpm ， 若是玩到 12 :

OOpm 以後才回宿舍，難道只有昂

貴的 Tax i 7 

這方面本人略有經驗，亦曾身受其

朗，變得 「妹仔大過主人婆j ， 車

費比當晚活動費用還要昂貴。所以

就為大家荷包著想 ， 提供一些秘

路 ， 以供夜遊人之用。

MTR 尾班車 可以在 SU 出品的 。1ary 內找到。

91M 上面講過凌晨 12:00 就在彩虹開尾班車，小心小心 1

城巴

彩虹小巴

旺角小巴

是成功搭MTR尾班車到彩虹後的出路，條件要有城巴飛仔 。 站就像91M/91 巴

士站對上的老人院門口對外 。

小心！若果係女仔就咪啦 1 因為搭西貢小巴要在西貢及清水﹔2分岔路口時叫的

巴士站有落身’且要步行若十分鐘才回到Atrium 。女仔當然不安全，就算是男

仔，如果是一個人的話，最好不要捏造方法 。

若在凌晨一站前，若你知家樂商場係j壘，就可以搭小巴回西貢清水還分岔路口

角行返科大 。

若在凌晨一點半以後，則可以在先施搭（往觀塘j 小巴到彩虹 ， 再行IB去牛池

﹔2街市搭西貢小巴。

銅緝毒小巴 原堅拿道西始頭橋附近，通頂小巴返到觀塘就有計仔 。

i這仔小巴 原會議展覽中心旁i苦旺角在鼓站落，再搭設塘小巴在彩虹落，然後西貢小巴返

科大 。

的士 最易最快撞，又唔駛用腦的方法，但有得必有失一錢 。

............................................................ 
晴天闊天 大催

六月十六日 晴

步出的士，已差不多凌晨六時了，昨晚再次玩「通頂j ，身心非敘疲憊，加上從卡拉OK沾得的 身 I煙味j ，巴不得立即跑上宿舍 r i中個

早涼J 0 

我急步地走到房門前，手忙腳亂的找錯駐，透過我背後的窗口射進來的陽光照得我渾身是汗。轉頭往窗外望，只見一個圓圓的太陽剛從遙遠

的海面上的山後升起。夏天太陽出得旱，六時左右便已從山後爬上來了。陽光不很猛烈，但己照得海面泛起 片 片金燦燦的鱗光。夏天天

氣炎熱，沒有一絲的風，海面更平靜得出奇 。 左邊遠處一個小島旁有一艘遊艇駛過 ， 給這個青翠的小島細上 條白色的花邊。右邊接近銀線

灣，大清早已有許多風帆愛好者揚帆出海，為碧藍的海面加上色彩繽紛的點綴。抬頭望向天空，天空不是很藍，還帶著太陽禾升前的輕微蒼

白 ， 但是萬里無雲。看罷我才找到我的鑰尪 1 開門取毛巾「﹔中涼去也J 0 

下午五時許，一個問友說要到第三期草地去曬太陽 。 我往窗外看去，看到微微泛著橙色的天空上飄著 片片薄雲，像剛給打散了的豆腐花，

薄雲圍著 輪將要躲到山後的太陽，太陽的餘輝柔和地照著地面，這的確是曬太陽的好時蟻。

六月二十日 雨

骯髒衣服累積了很多天，今天晚上要早一點回宿舍洗。

我拿著洗衣袋和洗衣液走到洗衣房 ， 因為所有洗衣機已有人用 ， 惟有在洗衣房中稍候。洗衣房中有很多個小窗戶，都是向海的。我遠眺海面，

因為海面上沒有船，整個海面也黑漆漆，只有很遠的山後和靠近科大碼頭的海面的浮標有 點點光。我呆呆的看著，天氣非常悶熱，正是暴

風雨的先兆。突然 1 天空中閃過一道電光 ， 遠處的山智和海面的輪廓清晰地展現眼前。遠處小山連綿﹒彎彎曲曲，和平整的水平線形成強烈

對比 0 lfi:處的樹木被照得葉面反光，由於下雨前風勢特別凌厲 ， 一片一片銀色的樹葉被吹得在風中不停舞動。看著看著，其中 部洗衣機停

止了轉動，我於是繼續我的洗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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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永不停I上

當上大學生是苦是樂，是喜是悲，很難定論。若要從旁人得到這些感受是絕對無可能〉甚至乎

大學生自己也未必能真真正正去領受。我相信人生中苦與悲佔大多數，樂與喜需要靠自己去爭

取，去體驗。找理想可以上莊﹔找生命真諦可以選擇信仰﹔找傾訴夥伴可以拍拖 i 尋知識滿足

可以讀書．形形式式 3 各適其式。通過找理想，找生命真諦，找夥伴，找知慾滿足 ， 可以擴

闊眼界〉人生空間 3 從而領悟到真正的快樂，當然追尋當中你要認真。

我相信人生有苦 3 但更相信苦中有樂。不要再營營役役，庸碌終其一生》要定下去向﹔定下抱

負與理想 3 好好利用這三年。要知三年的體驗能令你受用一生。願努力追求夢想，追求喜樂的

步伐永不停丘，永不停I上

個請大學生

點解要讀大學才好 P 唔讀會唔會做n吾成人、成世差過人？大學真係附有用？

大學生真係H甘威日甘醒？

從細路個到現在？阿爸仍然會偶然對我請讀大學真好，係社會棟樑，未來的

主人翁，要好好珍惜努力 。我疑惑。大學生真係好似老爸所說 ，好似超人 3

求世主H甘功 ？

不得不承認 3 我對大學生身份仍很迷妄。大學生不再是以前負責推動社會的

積極份子 3 這個推動社會邁向民主的責任似乎已漸漸脫離大學生的于中。大

學生剩下只有讀書和事錢。在這年頭錢比什麼都重要〉沒有錢等於沒有地

位。可惜在重視錢之餘，對知識的追求卻慢慢冷卻。

「OH ！大學生，你學歷得番舊錢！你D理想比廁所水神走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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