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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過程中處理的不愼’在此暫且不言。但無

先是幹事會的權力劃分關係，系會處事不當，
引起公憤，責任誰負？這固然須看事件的因由

就最近管理學系研討會與歌唱比賽一 一事去
檢討學生會架搆的運作’突發見很多問題。首

淸，最近云云糾紛，足可見此。鑑於筆者非修
章委員會之人，未能更深入詳細替大家解釋，
請見諒。

事後的監察，向誰負責’向誰交代總是拗個不

新修訂會章正是其一力量；談到監察制度，代
表會似乎一直處於無_可的狀况下，事前’

’並試圖從客觀身份去分析學生會運作的局限
與監察的能力。
首先，現行會章的不淸楚與不足夠的指示
與條文，令到行政上，監察上’輿論上產生很
大的阻力0主力負責執行的機關幹事會與系會
的關係不明朗，而新興的系會亦須有一長遠而
踏實的指引與路向’會章未能適時而變正局限
了幹事會與系會的發展；在輿論中擔大旗的嶺
委會亦因內部組織逐漸鞏固，更須有一重大的
變更，如「嶺暉’的出現，新的行政架搆的運
行與選擧制度的檢討是須要各方面的支持，重

’但可惜久候未見’筆者就只好在此簡介因由

何在？本人曾努力邀請委員會負責人親自撰文

今屆學生會上下齊心的工作莫過於重新修
訂會章’替日後註册作好準備，修章委員會在
極高的效率下草擬了新會章’但事情卻發展得
不大順利，先是有人動議系會脫離幹事會，繼
而是人數不足，會員大會流會’究竟修章意欲

運作須適時而變

廳 人 邐 _ 瓤 靂 糧
丨籠

論如何，在此次事件’能看到同學的自主性與
判斷能力去到那裏？事實足以証明一切’幹事
會與系會的溝通不明’系會視不見一切行政上
與監察上的無明文約束與反省。試問系會的同
儕們有否想過只從個體發展，而忽略整體性的
聯繁與和諧’只盲目而不落實去團結一起，各
爲己忙’只是徒然的。
至於歌唱比賽一事，也得見學生會的資源
分配，權力的下放極有問題。以往學生會歷史

遺下來的「不按本子’辦事多1,幹事們大

這堆「糞便’的確爲大家帶來不少的煩惱。可
是要變的始終是會變’再加上要配合嶺南近年

來的發展，這一「變’亦好像g大勢所趨。但
因這一「變 < 所引致之影,#'相信連要求變的
那些同學也是難以估#\1遠在他們預算之外

。而i重$是現時能深切理解系會成立所

導致之間題,學〉大約也只是得三、五、七

理解’也只是一個很表面的槪念而已0我並不

人•，就是.^^要寫這篇文章，對此問題之

祈望寫完這篇文章後能令到大家一起去商討解
決系會所引致的問題，只是希望能値着
引發起同學們對系會的關注
成立系會’眞個恰當

可在系會組成過程中所引起的問題得知一二。
各系在籌辦之時，對於某組織、行政架搆、會
費及會章內與學生會之關係等內容都傷透腦筋
。雖然這好像是每一個組織在成立時必然會丨
到的困難’但如果上年度^夢生會在修改會

時，能細心考慮到這些問題，I會在籌辦時

便 不 會 那 樣 頭 痛0 而 更 不 會 有 一 些 「 不 統 一 ’
的情形出現。因爲現時各系會在處理以上會章
及會費等問題上之方法都不同，試問在未能淸
楚瞭解這些問題而倉卒地要成立系會’是否眞

,現時仍然存在。)這現象之所以出現，其實有
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同學們還未有一個根深蒂固
以系爲單位之觀念存在。我們不像理工或港大
等院校，他們的系會早就發展得很好，而各同

做單位’1是以各系之^！人數或主修科目敗:,'
計算單位呢？問題如不及早gf楚.’引來
老爭綸肯定.所難免。(而這問題%信直至

紛爭。究竟在分配資源時，是以猶别一個_.

問題叢生，紛爭難免
再者，有多個系會包括不只一個主修科目
(Major )，正因爲這樣，很多時學生會在談
到各系會的財政資助及其他物資分配上都發生
很多問題。在這方面各系在執駁分龙時’或多
或少互相之間或與學生會也出了 必要的

。而嶺南之學生會正是面臨着這種矛盾。、

用及責任么承擔。若權力及责任沒有淸楚的介
定’這是會影響到該機構的4&效率及其效能

此外，各系會與幹事會、代表會的關係仍
是沒有劃分淸楚的。這個其I;又是一非常重要
的問題’因爲i接關係到一機構之櫳力之運

個恰當呢？

動是

Z活竟%

多隻眼開隻眼閉的處事。近年學生會職員處事
較講原則與規矩，故各屬會未能立時適應，故
甚易引起磨擦。但事得總要講個淸白，「法律

首先是想分析系會成
什麼？它的成立一方面除
「統一’起來，另一方面相信是代表着我們嶺
南之發展已日趨「成熟」。但系會的成立是否
眞正代表着「統一’及成熟呢？這問題我們大

I後

將之
各會
系意

下人人平等’’管你多大面子與權勢’也應服

從最高的指示’「尸位素餐’而「恃勢凌人’
往往是打擊民主的進展，更使整個學生組織打

跨。
就此一 一事，發覺嶺南人處事態度過於不愼
而盲目自信，更糟的是產生宋朝的「gik之爭

’’從事的爭議轉而到對某人的爭議’從事的

處理轉而到對某人的處事作風攻擊，實有黠兒
本末倒置，倒戈相向。意氣之爭實是不成熟的

表現。
再者，從此一 一事的風波’可見學生會監察
的能力確實不足與有限，代表會不停的開會’
不停的執拗與討論’但問題卻是不斷的湧現。
表面與儀式化’難道眞的是代表會特色？在輿
論監察上，嶺南同學仍是欠缺那敢言進諫的勇
氣與態度。
要創新建制’要邁向新里程碑，必須先安
內而後攘外，學習團結與和諧是必須的。

用這字眼來形容系會好像是有黙兒那個，不過

修改會章後所遺留？的「蘇㈣員便’。雖然

學術屬會演變成爲系會，向一些關心嶺南發展
的同學來說，相信亦會成爲他們近日的話題之
一。可是實際有多少同學是設身處地去關心系
會成立所引至的問題呢？這些同學只是寥寥可
數。就是連一些系會的委員，他們亦只知做妥
自己系內的行政工作，至於成立了系會所帶來
的問題及影響，他們甚少走在一起；!論，並探
索出其原因。j 系
會
何
是
在個人的資料庫中依稀記得是上年度们表會經

在新學年’學生會有一大改革’將以往的

系會，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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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自己所屬之系會的歸屬感亦很强。雖然

問題之最大關鍵’因爲！11_¥以在互相之間的一

每系內同時間亦會出現不同之主修科，但他們
亦早有一套完善的方法去協調。然而他們之系
會與學生會之關係是與我們不同，因爲他們之
系會是獨立而脫離其學生會的。可是這並不是

y

些條文上-介定學生會之關係’只是我
們現 訂
t^s^的把$辦得有聲r1色’ 一定要從
系會艺冲的內部協調i始敬起。回頭看看我們
7他們很多仍是困在以自己主修科
目爲中心&細框框之內’不能開放出來。有
很多時問題都是出自某系之中不同主修科目之
間的「黨派之爭’。試問內部不能團結起來，
又怎能建立一新景象呢？至於一些只得一個主

出現’但縱觀他們投身出來辦系會的同學亦不

修科目的系會’他們當然不會遇上類似之情形

系會與學 生會的關係 ’ 究 竟 如何？

多；就是i 一投身出來的同學亦顯得不大積極
及活躍。難度這又是嶺南人的一貫作風嗎？

,•餘合以上系會成立之問題’除了因爲倉卒

成记’沒有考慮到客覼條件的限制外’另外就

是系會與學I會纥M係未能劃分淸楚及各系內
口
t及鼎力支持系會所引致，

之同學不^^i

「嶺南新面貌’及「學科展覽’’在分配•

而這因素亦是最急需要解決的一環。
這些問題，我們其實可從以下一些例子中
得知一二，首先就是學生會在暑假時所擧辦之

訂~會章等問題。事前推測A屬會與C

3®

及財政資助方面，各系以「什麼來作分配之標
準’上起了爭論’引致有一些混亂的情况發牛
。到開學期間，各系都忙於籌辦自己的會員大

^NriA^^系會時一定是最多阻礙的可是

^系會竟以最快的速度成爲第一
個正式成立i會，好景不常，他們在成立後

’當中兩_主修科目之「黨派之爭’立刻便活
現眼前。又說到由P屬會與G屬會所組成之M

系會，他們i事效率是出名1的’可是在收

取會费風雲及^^調之堀「亦引來爭論；
而他們确i|_入§:-.^^這責任推來

責任是由Hp；上，那就見人見智
M因爲正如我最早®，系會成立所帶來這

「蘇州糞便’，是上年度學生會所留下的。
此外’「三蛇會’內部之「卸膊’及「責任感
’之爭執亦幾乎令到他們內部之運作完全癱瘓
。最初提起成立系會時他們均雄心勃勃，但到
半路中途’有一部份同學卻變成了縮頭烏龜。
這全歸於某些系會內部不協調及不能全心全意
爲系會出力所致。

一九八六年一月
o

還有最近某系主辦之「研討會風波’中，
本來只是一件針對事件的爭論，卻被一些同學
演變成爲針對個别同學的一些行動’這些不成
熟之思想’其實對於整體上之學生活動是一個
非常大之阻力’希望同學們能互相反省。另外
亦因爲學生會會章對系會之關係介定不明確，
幹事會未及時監察引致一些在代表會上之動議
竟能傳到該系之講師手上’令致那些講師對是
次事件直接間接地對一些同學產生某個程度上
之 這樣除了影響到學1會之內部自主及
決策外，還影響到同學們日後參與學生活動。
從此可見’系會之關係未能介定膝引發的後果

同 學 們 ’ 一個你知

、我知的好消息——0
南勇奪港大主辦的橋牌
大賽魁首，箇中驚險的
八五年八月中，四

戰程你又知道多少？
位志同道合的橋牌高手
，帶着自我考驗和爭取
經驗的心情’以嶺南學
院 名 義 參 賽0 初 賽 時 爆
出大冷門，嶺南以最佳
成績打人總決賽。
是次大賽共有九隊

’

參賽隊伍’港大派出三

隊，中大與理工各二

有黙被欺騙，但又有何用？我只有默默地接受
這惡劣的待遇，期望精采的赛事能滿足我的剌

是電單車i披士大赛和超級房車賽。電單車

第一回賽事共有七項。我想最觸目的可算

激！

初賽各隊互戰’淘汰四

嶺南和城市理工各一。

赛於上午十時三十分進行第一回合十五圏赛事
，而星期日再進行第二回合決定性十五圏赛。

兩回合合計’以車手所用時間最少爲冠軍。

晚上我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好走到附近公園

出的聲饗，令一向寧•素的澳門沸騰起來。

超級房車赛所參賽的車輛都是價値不菲的
名車，但可惜競爭不太激烈，可能是車手避免
搏盡而招致損傷和碰撞。但無論如何都給予車
迷一個欣賞名車的機會。
由於赛事的擧行，引擎的噪音及車輛所發

勝港大，最終’以最高

露宿一宵•時眞有勲孤單寂寞之感。半夜給

寒風吹醒，我只好另找一室內地方休息，終於
找到葡京海店楼樓梯間洱繼續我餘下的幾小時

第二天入塲的人數比第一天多了差不多一

雖然得勝，各參賽
隊員並不驕傲’反而謙

倍，可能是歷軸^——^望洋房車賽和三級方

o

總成績獲勝，亞軍則是
理工，而港大只得季軍

參賽同學不屈不撓的精
神下，下半局，嶺南大

絕緣。可是’在嶺南各

歷力和太自信的情形之
下 ’ 一不小心，嶺南以
大比數輸了上半局給理
工，勝利差不多與我們

總決賽日’在無形

BIM

B

虚地推說僥倖’他們認

爲橋稗是一項富挑戰、
重思考的活動，橋稗技
術是需要不斷揣摩與浸
淫的，多吸取比賽經驗
，有助技巧的增長。因
此，他們很鼓勵同學參
賽，並且期望撟牌能受
到同學們廣泛的歡迎，
使嶺南在可見的未來也
有能力擧辦聯校大賽。
我們在此希望他們能於
明年再拿到好成績。

淺水阙，昨天，你的生日，將是我永遠的

君華：

回憶！
海水也許會帶走我們的足跡’時間也許會
冲淡你對我的感情，但當我白白蕭蕭的時候，
在秋風之中’我仍會懷念’懷念那溫馨的時刻
o

想不到拋出的石’竟投進你底心湖，變成
我倆的心打。願在我們短暫的日f裏，共握心
於掌中’讓她化成了熟和光，在此刻燃亮我

八/£年秋

天的謊話’我只能緊握手裏的美好，珍惜我們

但我不敢奢望將來，怕今天的承諾變爲明

底生命。

inr 1

隊o

說 句 公 道 話 鶸大、麗HW㈣
十二月十八日的交代會及第四次臨時代表
會所討論的關於幹事會與Melody之糾紛’是

不是意味著學生會在運作上一直存有很多問題

？嶺南學生對此事又有何感想？關注？有待觀
察？冷眼旁觀？嶺委會希望就此事有所表態。
交代會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搆想，糾紛雙方
可以有一機會坐下來’向各同學表逹其觀黙、
証據與立塲。而單方發表聲明及在暢言瀾發表
文章’根本對整件事件的解決沒有幫助，反而
會出現舌戰的局面。試問言論自由是用來單單
打打或是眞正說出事實？在此，嶺委非常欣賞
幹事會能召開交代會，給予同學一機會對此事
有詳盡的了解。
其次’嶺委會對此糾紛過程中所發生的「
暴力事件’深感遺憾。•个論其背後眞正原因是
甚麼，使用武力導致他人受傷是不可容忍的。
毎一職員都應盡力對其職位負責’各人都應「

正其身’，檢討其工作態度。是次，「暴力事
件’眞的是一方態度惡劣而引起？還是另一方
態度囂張？就讓當事人自己去反省吧！
最後，代表會在是次事件有否發揮其應有
的功用呢？實際上，代表會只是做了 一個調解
紛爭的中間人’卻沒有發揮糾擧及彈劾的作用
’這是否意味「只顕social order而不顕justice ’呢？協調相方雖是此事的解決方法’但
長遠來說’此解決方法是否公平？是否可以防
止同類型事件再次發生呢？就是連不可容忍的
「暴力事件’，代表會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只
是 輕 輕 帶 過 ’ 草 草 了 事0 試 問 各 代 表 會 代 表 ’
你們作爲此事件的第三者，眼見事情已經發生
，只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還是覺得身
爲有代表性的代表會代表應有所決定，以作警

世？

編 輯室

儷
共渡的毎一個黃昏，毎一個段落。
齊

漠刮風沙，滿天嗪土，好f難受。我當時惑覺

眷完了整整兩天的赛事’身體和精神都十
第十九届澳門格闌披士賽車於t一月廿二 ：
及廿四日擧行。去年曾打算過去參觀並拍攝.一 分疲勞，可惜晚上又只能在迴力球塲內的椅子
番.但始終沒有時間。今年終於•嚐所願，去 上渡過那最後漫長的一夜，期待着次日的黎明
看看究竟賽車是什麼.回有，同時並想拍攝一 i肀船！：港。
輯赛車照片’滿足我幾年來的心願。
十一月廿二日凌晨乘坐南山號客輪出發，
船在凌晨三時已到了澳門，而我在丘時許才起
床離船。登岸後便找了 一間茶樓吃早餐，到了
八時便買票人塲參觀赛事，可惜入塲費貴得驚
人，由港幣九十元到二百五十元不等。參觀兩
天賽事，一共花了 一百八十元。雖是最便宜的
一種，但對我來說’其實是極其昂黃。進人塲
內便發覺所有座位都是露天的，而那通往入口
的通道都是沙泥滿佈，一刮大風’眞有點〖像沙

望洋跑道上，實在需要車手的高度技巧及精確
敏捷的駕駛’而這些方程式賽車平均時速超過
1百英哩以上，車手必須具備高度駕駛技巧，
方可控制自如。對於每一個車手來說，在澳門
格蘭披士大賽中奪標，必會感到極大的安慰和
滿足。

在葡京灣至水塘_全長六千一百一十七米的東

程式車赛在當天擧行的原因。
東望洋房車大赛要赛廿五個圏，可算是緊
張刺激’極能表現車手的技術和汽車的性能。
比賽期間發生多宗意外，但總算不太嚴重。而
三級方程式大賽要赛二一十個圏’分爲第一和第
二回合’毎個回合十五圏，毎一個髯角都是挑
戰、障礙、冒險’正是車手個人胆色的表現。

\

精神上的支持，行動上的支持
不過，除了以上數勲外，系會之經費亦是
一個很嚴重之問題。因爲系會成立後會變得比
以往的學術屬會更有規模，而所需要之費用亦
相應增加，故各同學在繳交其系會會費時，希
望能深切考慮這一勲’因爲這些基本支持是對

系會_展很重要。
除此之外，各同學的行動支持亦是很承要
的，大家再不應抱着漠不關心或事不關己的態
度 ’ 6爲系會是每個同學都有份的。而學生會
須盡快想出一妥善的處取方法去解決現存之問
題。各同學或各系之委員亦需摒除私心，互相
致力去改善現時的關係；！^重要的是要找出問
題的根源，在代表會或聯席會議上討論出解決
之方法。因爲他們是設身處地的爲系會工作，
所理解及遇到的•問題亦比旁人多’再者’這更

無名小卒

上述所說的都是自己資料庫的一些記憶及
一些個人意見，如大家有什麼不同之見解或對
部份內容認爲是錯誤的話’希望大家能進一步
的提出討論及加以對系會的問題作出更深入之
探討。而這亦是我寫這文章的目的。

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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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
，大做文章時’必然會到藏經閣捜

中自有顏如玉’’當你欲引經據典
羅經典’以備參詳。
其實’你在藏經閣翻尋典籍’

去找你的黃金屋或顏如玉時，有否
想過爲何你能從容不迫地從架上找

懂得利用藏經閣之設施，可以的話，大隊應安

排類似之活動給,參加。
除此之外’據小沙彌瞭解，藏經閣管理大
隊也負責替本大寺院各堂搜羅經文。在最近的
一次聚會上，各堂代表，濟濟一堂’商討有關
分配銀両捜羅經文之大事’及將部份週期性經
文輯成册子’以方便衆弟兄使用及保存。
綜觀以上各黙’可見藏經閣管理大隊對各
弟兄有直接之影响。各大師雖擁有大智大慧’
但也絕無可能準確地知悉各弟兄之需要及意見
’所以’衆兄弟若有任何建議’不妨提出，相

方天大

信各大師亦會樂意接受及加以考慮。
小沙彌藉此機會向各弟兄進言’若你們有
甚麼意見，希望你們盡量向沙彌弟兄聯會反映
,好使小沙彌與另一弟兄將意見收集及在聚會
上提出’小沙彌當感激不盡。

生

樣親切地叫你們嗎？好’多謝你們的熟頭。朋

難忘的1幕。各位朋友——對不起，我可以這

以上是自小學以來曾經演出過的話劇中最

好’咁你跳落嚟呀——

係！

你眞係想死？

無錯，你有盼望，但我連希望都無，我又
跛又窮又無用’唔死又有咩用呀？

因爲我有盼望！

黙解你唔想死——

黙解你想死？

因爲我想死——

黙解你想跳落嚟？

我想跳落去——

但無星星睇’你又上去做乜呀？

睇星星囉！

喂，你上咗去未呀？
關你鬼事呀！
你上去做乜呀？

人

到你所需要的經籍呢？
小沙彌有幸今年成爲藏經閣管
理大隊的其中一份子’得以對這個
委員會有較淸楚的瞭解’原來此委
員會乃負責統籌本大寺院兩個藏經
閣之一切大小事務。此大隊共有十
一個大師’由一個方杖主持’另有

兩個小沙彌作旁聽。各大師皆是本
大寺院內各堂之代表’極具代表性

。此一大隊’大槪兩至三個月會聚

會一次，每次聚會約爲一個時辰，

而聚會地勲則在本大I方杖主持
之聚會室。小沙彌毎次到聚會室旁
聽時，皆戰戰兢兢’除因能與各大
師同桌之外，更因聚會發言時，要
’必要花費一番功夫’才能夠替衆

用外文’這使小沙彌在每次聚會前

弟兄進一言半句。另因小沙彌道行
未足，悟性不高。有時候，各大師
珠璣之言，小沙彌R知其言而不知
其所言。不過，小沙彌會將勤補拙
經過數次聚會後，小沙彌察覺

，潛心修練’盡力爲衆弟兄服務。
到此委員會之工作範圍’並不如衆
兄弟(包括小沙彌在內)想像之中

廣泛。何以見得呢？蓋在一次聚會
上，小沙彌替衆弟兄進言，訴說有
部份沙彌在大小藏經一 一閣公開大聲
研讀’切磋經文及利用典藉佔用坐
墊之問題時，其中一位大師開導小
沙彌’使小沙彌知道這不是此大隊
之工作範圍’而是另外一個大隊之工作’令小

沙彌茅塞頓開。
_名思義，藏經閣管理大隊主要是管理藏

戲
劇

友，我的好朋友，你曾否想過自殺嗎？我有！

而且是多次！但這-切都成過去。黙解那時我
想自殺？珲由很簡單，就是我也不知道爲什麼
？好’這也是一個好的理由。
當我「驀然回首’小學的時候，我有很多
的理想和抱負；我想做鐵甲人、超人、足球小
將、黃飛鴻、呂奇、警察、郵差、淸道夫等等
。但現實和電視敎訓我們，童年的理想和抱負
，是不能跟着我們成長的。唉’現實太慘酷了
當我讀中一，我便開始「學做’飛仔’做
飛仔所要做的一切，如講粗口、偸東西、打架
、吸煙、飮酒、賭博、跳舞、講大話、泡女等
等’但被能由於我太低能了 ’ 飛 極 也 飛 不 起 ，

所以最後便可大會踢出會。唉，現實太慘酷了
o

當我讀中三，我患了極度嚴重的「自閉症
’，其實這也沒多大問題’反而讓我好好地渡
過恬靜安逸的晚年。但好景不常，其後我又連
績患上了「自戀病’和「自大病’，經常WI歡
自命風流鐘灑、孤芳自賞，自此一連串感人浪
漫的小說’如「遊子是我’、「一段段情’、
「失落的片段’、「燭光夜話’、「.一曲難忘
’、「情爲何物’等等，便大量地面世。
那時的我太無知了，覺得只有愛情和死亡
是最浪漫的事。但愛情又找不到，便「被迫’
選擇死亡這條這樣浪漫的道路，而且學了不少
歌頌和抒發對死亡的惑情的作品。
以下便是我中三時的一篇作品’叫「淚之

别’，是幻想自己自殺後奄奄一息的情景。請
「窗外淅淅瀝瀝響着。雨珠沾滿窗子，外

各位多多指敎！

高雅潔

近 年 來 ’ 演 唱 會 逐 漸 一 @時尙，而暑

JIS^N^紅磡體

假期間最令人觸目的’

育館擧行一連一 一十塲的譚詠麟演唱會y好奇

心 的 驅 使 下 ’ 成爲其中4-#^8衆、崎前

風 聞 演 唱 會 的 t 是如的 宏 偉 , 的k 唱 是

如何的精彩，f-ffli^B^^^S趁.這

次引証一番！ < _ ^
在舞台設計徵個_頗爲宏偉，四

條拱型樓梯向觀衆也許

個神秘的感覺_CS我們把視線全部集中在舞

倫與歌迷們握手！阿倫^s^sie給觀衆一

台的中央時，一位燈光技術人員突然脫去身上
的黑色外套，接著，一顆紅透半邊天的歌星便

閃爍在我們的眼前！

在燈光方面，最叫我印象難忘的就是當他

演唱「愛的根源’時——^千上萬的小燈光在
漆黑中閃爍著^^那間，我體會到歌曲中「

唱者，也是不尊重自•&的表現！而我，可以說

是第一一類的學生^―^許座位與舞台的距離太

遠，以致不能投入.，也許是自家的年紀已老’
早已失去靑少年應有的熱情。
你問我阿倫的唱功如何？對於音樂’我是
個完完全全的門外漢，故未能作出批評，但見
他表現得那麼落力’也覺心滿意足了！
一次去聽演唱會，相信也是最後

這是1

歌馎也蓋過的哨子噪音.。

’也要說

的一次——我實在不能忍受那些幾乎把演唱者

編者話

隕石旁的天際，是我的家園，漆黑的天際’是
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爲你生’的意境。

新的一年’新的開始，雖然_

些如意吉祥的說話’故在此謹向衆嶺南兄弟姊

今期「嶺暉’來稿衆多，需增刊兩大版’

一妹祝福一句：新年快樂！

談到背景之一的舞蹈，「火女郞’雖是精
采，我卻較喜歡「我愛世界’時的「背景舞’

，但見一羣天眞活潑的小孩’心中也感到這個

世界的可愛一面！
說到觀衆’人數實多vi人——聽說有一

然而仍未能把稿件全數刊登’對於各同學的熱

港來說，想也是前無古人！至於觀衆的年紀，
烈投稿，本人致以衷心的感謝’也向稿件未能
則是包羅萬有，上至六七十歲的白髮老翁，下
刊出的同學致歉！
至六七歲剛脫奶的兒童都是坐中客，但畢竟以
靑少年居多。

十多萬’紀錄雖未能濟身健力士大全’但在香

門外颯颯凄凄刮着。楓葉紛紛飄落，把花
園都舖滿了 ’ 都 染 紅 了 。
滴答滴答，時間過得很慢很慢。我眼瞪瞪
凝望着天花板，不能眠。

啊，父親呀！我敬欹的父親呀！您縱然沒

流淚和留戀？反1H人牛總是殘缺和短暫的。

啊’母親呀！别就别了吧！何必要過份的

房門半掩。镫光、哭馎微微但不斷送進來
。燈光雖殘，但反更覺美，把房子都照透了淡
紫顏色。

從前風聞歌迷的熟情是如何的「恐怖’，
但今次自己親眼看到的，雖未至於冷淡無情，
卻沒有報章刊載的熟烈情度。
阿倫在開塲時’將當晚的演唱會比喩爲「
夜校’’觀衆是學生，他自己則是校長。這位
校長要求的好學生是「愈嘈愈好’！大體來說
’學生哥可分爲三類：坐在前排的「模範學生
’，他們對譚校長的一言一語都用心聆聽，在

編輯：周燕萍、林月紅、劉浩鹏、黃雪孟、鄺
玉香、李永傑、李永賢、賴炳輝、郭燕
華、吳家鋪、譚美蓮、劉耀淸、朱穎怡
、梁志雄、何月蟬、周姍麗

總編輯：伍寶麗、馮令輝
主編：陳慶愉

今期「嶺暉’嘗試以一中肯及客觀的態度
探討學生會的制度問題，其中觀勲也許未能全
面，故希望各有關人仕能多加指正，並一起討
論。另外’就學院成立亞太區研究中心一事’
本報專誠走訪了中心負責人黎鳳慧敎授，並訪
問了英文系新系主任professor Kenneth E.
oollins ’ 與 他 暢 談 英 文 系 未 來 之 敎 學 計 劃 。
考試日子已近，最後謹祝各位多多保重，
努力爭取美滿的G. P.A. o

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反——^掌、與校

笑話、言詞是如何幼稚得令人煩悶’他們也不
該如噪鳥般亂叫。這樣的擧動’不單侮辱了演

的害羣之馬竟公然叫他「收口’！無論校長的

可以說是給演唱者最需要的報酬之一。坐在中
間的那一羣，可說是第一一類學生一^聲是那
樣的單薄無力。坐在後排的第三類學生，是最
頑皮的一羣，當譚校長在「致訓詞’時’中間

長握手——這予演唱者一定的支持與鼓勵’也

有流淚，但我知逍您是更哀痛的’因爲您的淚
是向心裡流的。父親呀，您去安慰您的妻子，

Ifli的景物顯得一片模糊了。

羹

我的母親吧！
燈火愈燒愈殘’房子裡漆黑一片。
北風愈刮愈猛，窗f外不停擺動0

我很冷呀！我很怕呀！
我要眠了。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我是孤獨而來

，現在也要孤獨而去！

母親呀！父親呀！晚安了。永永I遠I遠
的

小沙彌
經及提供有關服務，最基本的莫如爲衆弟兄提
供借經還典之服務，安排坐墊與各弟兄潛修，
引進外來經文及週期性典藉等，務求使弟兄們
在研習經文時，得到最大之幫助。據悉’在大
約兩個月前，藏經閣管理大隊曾爲初入門之師
弟安排了 一次藏經閣瀏覽，其目的在令這羣新
沙彌熟悉我大寺院之藏經閣，使他們能盡量利
用之。其實，與我辈份相若之沙彌仔，也不大

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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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ollins
Max Lam

This yea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as a new
chairman. He is Professor Kenneth E. Collins, who
retired when he was sixty and had spent five years in
retirement. However he can still manage to deal with a
heavy load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Professor
Collins is now busy with new plans to change some
policies in Lingnan. Therefore, he will only start his
teaching after February.
For most of his career, Professor Collins was an
Army Officer. After that he worked i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for seven years as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Languages. But he also wrote many policy papers.
So he is an expert at writing policy papers, and as
Lingnan is trying to make progress, he will be the
editor for College policy papers.
In his own Department he would like to set up a
translation course, of which the study would be
practical rather than purely academic. So the teaching
is likely to focus mainly on translating modern texts
and studying modern Literature. The course will be a
joint one with the Chinese Department who will provide the expertise in Chinese. As trading with China
becomes more important, Professor Collins feels that
to introduce a wide range of vocabulary is necessary,
including economic terms, business terms, engineering
terms and other technical terms. He also said that if
this course is carried out successfully, perhaps in the

Jacqueline Chu.

Professor Collins also points out that it is quite
difficult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practise English. This
is because many students are shy to speak to English
speakers and strangers. The people surrounding them
are usually Chinese, so they can hardly have a chance
to speak English. Professor Collins suggests that
students might be advised to watch TV, especially the
news, to practise their listening skill. Watching movies
future, he may introduce other kinds of foreign language such as French, Japanese or German in order to
give some knowledge of foreign languages.
Professor Collins feels that the standard of English
in Lingnan is quite good. With the help of his twelve
staff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e hopes that the
standard of English will become higher in the future.
He thinks that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for all
students and hopes that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ill
have an influence in all the departments. As part of his
plan, Professor Collins hopes to break the class-size for
English to not more than 20. In this case, the students
can participate more during classes. He feels that it is
quite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speak in English among
each other and unlikely to be beneficial, as they will
be unable to correct each others' faults. However, if
|there ar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speak up
in class, the students can learn when they make
mistakes.

Home is a married w o m a n 1 s p r i s o n

and also listening to the radio (English channel) surely
would help too. He also recommends the British
Council, which provides courses, libraries, and tapes
for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He also encourages English drama, for he believes that when students
take part in plays, they must learn a lot of from it,
particularly pronunciation and also possibly how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English.
Having first visited Hong Kong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go, Professor Collins feels ashamed that he
cannot speak Cantonese or Madarin. But this is
because he was very busy both in the Army and in
the Polytechnic, and the people he worked with were
all English speakers. Therefore, he di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Chinese. Professor Collins feels
that if he cannot spend a lot of time learning a language well, he would rather not learn at all, as it is of
no use just speaking a word or two in other languages.
But, Professor Collins can speak fluent French and
Japanese apart from English. He spent about two
years in Japan, learning Japanese. The Professor speaks
Janpanese to his wife at home and Japanese or English
to his son. His two other children, both married, are
bilingual in French and English. His grandchildren
speak French, Spanish, and Portuguese, and the eldest
grand-daughter also speaks German, as she is at school
in Germany. His family can be 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citizens or, at least, polyglots.

E—iV“ "Major
The word 'prison' implies a loss of freedom. However,
home, to some married women, is not a prison because they
like to be in charge of their family, such as bringing up their
children. They can take part in some leisure activities such
as dressmaking, knitting and cooking. To them, staying at
home is like living in paradise rather than living in prison.
However, there are changes for a woman when she gets
married. For instance, she has to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use herself. She needs to take care of her husband and
her children. Not all women can accept and adapt themselves
to such changes.
It is expected that a career woman has difficulties in
coping with the conflicting demands of roles as a wife,
a mother, and a career woman. Therefore, it is natural for
her to consider her family and home to be of primary importance while her career to b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Some people argue that a woman after marriage can
still find a part-time job instead of a full-time one because
she only needs to work a few hours. However, to change
from a full-time job to a part-time one proves that the
woman has to emphasize the significance of her family
rather than her job. Moreover, many employers are unwilling
to employ married women for several reasons. For instance,
married women cannot wholeheartedly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ir work. Employers, according to the law,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more welfare, such as paid maternity leave, to
married women. Therefore, women are bound to stay at
home.
A family is assumed to be composed of at least a hus,band, a wife and children. When a woman plays the role of
mother, she is tied up by her children, especially during their
youth. They need great care. Also, they usually are curious to
know and learn more things. They will constantly ask their
mother a variety of questions about different things. Their
mother has to answer their requests and demands carefully
and skilfully. Therefore, a married woman is tied up by her
children to stay at home as if in a prison.

A married woman is bound at home like a prisoner as
she needs to estimate carefully the budget of her family so as
to avoid any financial difficulties or be able to cope with
sudden need of money. Therefore, she will become more
frugal and economical of her money. She keeps on spending
less money on entertainment and other luxurious expenses.
Gradually, there is a growth of a sense of loss of freedom of
her. She is imprisoned at home.
In conclusion, since a woman cannot pass the responsibility of her home to other person, she needs to think
thoroughly whether she can accept staying at home or not
before getting married.

徵文比賽
(一)主辦：學生會
協辦：中國文史學會、英文學會。
㈡目的：
提髙同學對寫作的興趣及增强同學對院校的
歸屬感。
(三)組别(中文）
(i)散文組（抒情、描寫、議論）
(ii)短篇小說組（一萬字以下）

(iii)詩詞組

(四顧目：自由題
(£触裁：文言或語體文
(六)字數：除短篇小說外，其餘組别字數不限。
(七)評判團：
(1)梁佳蘿老師
⑵王廣田老師

(3)王耀宗老師

Essay Competition ( English)

(1)Subject ： Hong Kong after 1997.
(2)No. of words : 1500 words.
(3)Judge : Mr. Kenneth Edward Collins
(Chairman of Eng. Lit. & Lang.
Dept.)

*注惫事項：
1.參赛者來稿時請用四百字原稿紙書寫（中文
組），並註明姓名、年級、學系及通訊電話。

2.參賽者請將作品於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九日前
投入學生會門外的「徵文比賽j箱內。
3.比賽結果將於下學期初揭曉。每組設優勝獎
一個，優勝者將獲獎項一座。而得獎及其他
優秀作品將在校刊內刊登。

「不按本子’

談誦言

诸的角力戰

近日新華社長許家屯發表「十一 一年不變’
(註一)和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表示「涉及

到以後交接的事，在交接時必須講淸楚的事，
中國是要過問。’(註二 ) 等 講 話 後 ’ 引 起 廣

泛討論。明顯地問題的焦點一在於中、英雙方在
政制觀黠上不一致。
目 前 的 爭 論 是 ’ 中 方 認 定 卯 年 後 ’_港必

須「還政於中’，即在過渡期內，不能把一貫
以來的政體作「根本性’的改變。我個人理解
「十一 一年不變’是針對「拫本性’改變而說的
。哪些屬「根本性’？總督擁有絕大權力地位
不能改變，立法局實際地位低於行政局、實際
上接受行政機構諮詢的性質不能改變’「諮詢
政治’、「行政吸衲政治’而非政黨派系政治
的傳統不能改變’而維持以上幾個「不變’，
才有利於「還政於中’，有利於在九七年完成
政權安然交接，穩定過渡。(註三)

但英方代議改革意向與中方的理解稍有分
别’其一是遂步建立一個權力穩固於香港的政

制；其二逐步開放立法•席r，最終將立法局

日後再作考慮。’(註四)

演變成實際權力髙於行政機關的立法機關，因
此更需明確立法局的權源’逐步加入民選議席
’最終符合聯合聲明’上行政機構必須遵守法
律，對「立法機構負責’的改革。至於總督的
權力及地位，「代議政制白皮書’已表明「必
須顕及聯合聲明的條文，而這些重要事項將於
由於中、英雙方在政制關鍵問題上有差異
,促成矛盾加深’引致許家屯說..「有人不按
本子辦事’的風波’而姬主任表示：「中國要
過問香港交接的事明顯地反映出中方擔心。’代
議政制搶先在基本法制定之前推行，無形中破
壞中方對香港政制的構想，那麼九七年後香港
能否「還政於中’頓成疑問？故最近出現的政
制爭論，其實是中、英針對政制問題的一塲角
力戰；雖然，基本法尙未制訂’但香港的政治
氣氛，已經被八七政制「檢討’這個限期，催
谷到進入「建制內’的爭議形態。
中方新動向是「諮委會’已加快成立，由
「草委’入主「諮委會’核心組織’這有利於
中方掌握政制改革的主動權的意向’務求基本

法的政制大綱能在八七年前成形，有一個大綱
’便有條件趕在港英「檢討’之前，希望達到
影響港英「檢討’的效果。(註五)

面對當前情况，香港論政團體和參政份f
’又有什麼回應呢？立法局議員、基本法起草
委員李拄銘表示：「中國在過渡期要過問本港
涉及九七年時交接事項，是不符合中英聯合饯
明’而且是對英國政府在過渡期管治香港的一
種干預。’他同時呼籲香港人不要過份「自我
約束’’而不敢向中方發表的意見提出異議。
他强調：「與中國進行交涉’爭取所欲’並不

容易，但亦非沒有可能’。而李柱銘是極之推
薦直接選擧法作爲民選議席公開的選擧法。太
平山學會代表何俊仁認爲：「只要改革符合聯
合聲明的精神’就算中方不同意，香港人應說

聲明和「港人意願’’我們就應該據理力爭J

服他們’。而滙點一主席劉廼强認爲：『香港人
要積極參與制訂基本法，只要改革i合聯合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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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港府在八四年七月發表的綠皮書，基
本上是一份抗拒中國影響加上鞏固上層人士利
益的設計。這個設計得到香港當前建制力量的
支持。而民間團體目前不擁有政治權力，所以
同時要求中央政府開放，讓他們有參政機會(
註六)。至於中、英、港三方面的建制動機、
誠意和方法在「九七’迫近時，會越來越明顯
，我們應積極注意整個形勢的發展，並參與其
事o

註㈠大公報十一月廿二日港聞版
註㈡明報十二月二日港聞版
註㈢財經日報十二月十一 一日社評
註㈣財經日報十二月十一 一日社評
註㈤財經日報十二月十一 一日社評

註㈥「《政制改W——何去何從》P.
著張漢德金陵出版社盧子健

自由可貴V
十一 一月香港的政治氣氛旣緊張又熟鬧，適
逢其會，中國民運知名人士林希翎女士 ’ 從 巴
黎過港，十一 一月七日在理工平台發表對中、台
、港民主問題的談話。
在談及香港問題時，林希翎有以下的看法
：「香港比中國、台沔較特殊，就是言論自由

，走到報攤隨便可買到左、中、右不同政見、.
立塲的中西報紙、雜誌。這些在大陸、台鸬是
不可能的。香港的可愛、可貴就在於此。’她
甚至强調香港是所有華人聚居地’能享受思想
、言論自由的地方。香港人實是很幸福，應該
多珍惜。
林希翎曾因在大陸發表民主言論、爭取民
主運動而被捕入獄，四人幫倒台後才被釋放。
當她說到「自由’兩個字，就像嘴裡吐出珍珠
那麼寶貴。她說：「只有失去過自由的人，才
能嘗到自由的可貴。’但她同時說，她覺得
香港人並不很珍惜這個言論自由的機會，有些
人對政治太敏感，怕談政治犯天條，而有些人
對政治太冷感，只顧賺錢，將個人和整個地方
的政治、前途’完全交託讓别人辦理。如果我
們仍然保持這樣的態度，當能夠「對話’的機
會失去了，大局已定的時候，我們才後悔，那
是「活該！’現在是我們爭取講話的時候’中
國是需要聽取我們的意見。她指出..中共政府
在處理香港問題上；的確下了許多功夫，有尊
重現實的肴法，處理水平很高。
九七問題中英雙方出現矛盾’本來，香港
人在香港最容易說話，自由發表意見，但許多
人都廻避了。她說，現在只有香港人才能負起
「改變’命運的責任。基於過去的官僚陋習，
如果有識之士不發表意見，造成輿論，而讓一
些投機取巧的資本家，以短視、個人利益爲前
題’去矇騙中共官員’結果造成不利的局面’

那又是「活該’了！
相對中國政治情况而說，鄧小平覺得對「
香港’已經很寬大，很「民主’，但是他們實
際並不理解我們的需要。此時，香港輿論界’
應造成關心中國、台种、香港的氣氛。希望海
峽兩岸的矛盾，能夠因著香港政制模式的改革
和發展，而有新的契機去解決，這對於整個中
國民族是好的。

在新的政制改革裡’「民主’「自由’「
法治’應該是最基本的建制精神。但能否爭取
到並貫徹實踐，在乎今天我們的態度，努力。
如果我們讓「凡是派’、「恐共症’、「唯利
是圖的資本家’充塞於改革的聲浪中，而我們
自己則閉口不言’視若無睹，那是表示我們甘
願放棄獨立思考，自由發言的權利。而唯命是
從的代價可能換來是失去這塊地方最寶貝的東

’「民主’是指導「法治’的崇高原則，三者

西__「自由’。「法治’原是保障「自由’

緊密相連，息息相關，你願意失去嗎O——我
不願意。

勵年靑敎師參予專題研究，提出有份量的研究
題目。由於敎師工作繁重，爲方便他們進行研

期可以維持一個全職的資深研究人員’並多鼓

答：一 一者是相關的’因爲課程的編排是從
整體着眼，包括政、經、商、貿、多方面’所
以界限廣闊，涉及其他學院科目。亞太區研究
中心對亞太區研究科課程有很大影响’旣可以
提高學生對亞太區研究的興趣’更可集中具有
研究專長的學者作學術上的硏究’對學院敎學
和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十分有益。
問..由籌備到進行’遇上甚麼困難？
答.•主要是資源缺乏，金錢不足’學院財
政的赤字問題等障礙，但幸得嶺南大學美國基
金理事會的資助’財政困難得以解決。希望初

亞太區研究科有關？

’對香港社會作出貢獻•並且藉此提高學院本
身的學術質素、學習氣氛和程度。
問..亞太區研究中心是否與社會科學院的

現有課程，希望做到更〗$、更適合社會需要

答..現在嶺南學院在不斷發展改革和檢討

的是甚麼？

問：究竟設立亞太區讲究中心的原因、目

特色，學院將成立！亞太研究中心，發展亞太
區的專題研究’增强學院的研究實力。究竟研
究中心成立的目的、研究方向和未來計劃是怎
樣？爲此嶺南人特别走訪亞太區研究中心負責
人黎鳳慧敎授。

爲配合嶺南學院未來的發展’及創造嶺南

博

餘波—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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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和提高研究水準，可以申請減少部份敎
學工作，希望能使他們在接近大學的環境下進
行有份量的研究’藉此引起其他基金會資助。
問•.亞太區研究中心將來的方向和範圍會

是怎樣？與港，大的亞洲研究中心有何分别？

答：研究中心的發展重勲是多向外看’並
不局限於中、港二地，因港大、中大對中、港
的研究已不少，嶺南不想重覆他人走過的路，

所以研究範圍將擴展至亞太區，而特别集中於
日本、中國、香港、菲律賓、韓國等地。現時
香港的發展主要依靠亞太區’對維持香港繁榮
起重大作用’但可惜對東南亞、日本的經濟研
究卻是零碎者多’整體者少’其中更大部份集
中於歷史性研究，所以學院將在研究中心成立
初期集中於政治、經濟方面。但並不表示忽略
文化方面研究’只是待研究中心站穩陣脚、有

成縝才着手吧！這是我們學院研究中心的特色

和與亞洲研究中心明顯不同之處。
問：研究中心旣遇人力、財力的問題’且

研究方向又與一般研究不同，那麼將來#_
甚麼功用？
答：由於資金不足，人手短缺，初期R望
能§「中心’作用，有機會則邀請過港專家

、學者演講，或擧行一些定期性的學術會議.，
財政允可的話’甚至擧行國際會議，使學生多
些機會接觸外地學者的識見、看法’從中有所
體會、啓發。其次’中國放棄長期以來的閉關
政策，開放門戶，多與外國接觸.’使香港成爲
聯絡中國與外國的橋棟0而亞太區研究中心作
用在從多方的研究中，使香港與中國或外國接
觸時收知己知彼之效.，更可消除香港人偏重個

人化’而昧於外國局勢轉變的無知。

問.•在亞太區研究中心中，學院的師生將

扮演甚麼角色？

問•.研究中心對將來發展I計劃？

答..學院希望憑資助所得，聘請專門學者
任研究員，並兼任課程講師’在敎學上產生直
接功用’令學生受益更多。同時鼓勵年靑敎師
提供研究計劃和參與專門研究，在學術上或研
究上能敎學雙長。

答：由於資金不足，希望藉中心作爲種衧
、基地’鼓勵更多學生、讓講師深入研究亞太
區問題，待有成績時，向其他基金會要求資助
或合作進行大規模的研究，所以應有頗大的發
展潛力。
綜合以上所得，可見學院雖處於重重制肘
之下’但對於提高學院之學術水平、聲譽方面
卻是不遺餘力。社會科學院的成立邁出了有力
的第一步，成功地引起了各界關注。現在籌辦
亞太區研究中心，能否再次爲嶺南在歷史上寫

下成功的另一頁？我們將拭目以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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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利安

副刊《嶺暉》一直提
園地.，不過’今次並
對學生極爲眷顧的講
能夠！

開學至今已四個月了 ’對嶺南學院的認識

學生會各職員’特别是爭取權益委員會的
同學，不斷四處奔走’爲同學爭取政府及社會
的認可及應有的學術地位。我之所以答應爭益
主席區俊文同學出任副主席一職，可說是感性
與理性的結合..感性是因爲自己在學院升學已
三年半了，對學院的感情極爲濃厚；理性是因
爲學院各學系的學術水準已得到有關專業學會
的認可’亦有數學系開設全港獨有的課程。若
要我對外人說嶺南學院的學術水準卓越’我是
極爲樂意的。但學生個人品格就

說？値得嗎？

爭益丨爭益丨爲誰而爭？甚麼「嶺南學院
各課程，不比其他院校遜色’、「嶺南學院地
位被貶’委會重耝爭取權益’等等，是爲誰而

馮令輝

第 三 課 我的同學

各嶺南人’在學院能有如此關懷學生的師
長，還不發奮？ 一九八七年就是學院面對另一
次獨立評審的日子’結果如何’就要看我們的
學術水平了。再者，命運之神絕不會永遠眷顕
我們的，今天有如此愛護同學的師長，他朝踏
足社會’還能遇到如他般的「波士’嗎？但願

第一一課

巧與同學發生爭執。習作一次
ks，而双0、卻一次又一次的令
課時的言行擧止，使我對他們有一種特别的觀

惑。

亦加深了不少，例如敎我們的講師’從他們授

《到同學受了極大的功課

|過多次的非官式會議，

首先要說的莫如是那位敎英文的外國講師
，上他的課簡直是虐待，比吃MOON CAKWS還要悶’五十分鐘的課堂裏我多是發白日
夢’加上那悶熱的天氣，有佰講有我講，簡直
攞命！

~功課壓力。各講師亦曾
《集同學對功課懕力的欢
,所能G映的不過是「功課太多’之

.

汉有實質的見解，以致講師

本來對心理學是頗有興趣的’但讀起上來
，比我想像中’實在是相差十萬八千里遠。那

’

份)的品格令人髮指。

校長在百忙中抽空爲我們講解「爲神、爲
國、爲嶺南’的涵義’換來的卻是「睡覺、談
話、閱讀書籍、報紙’。雖然是次的話題未必
能迎合各人的喜好，但作爲一個大專程度的學
生，應該多聆聽别人的談話及意見，使個人的
眼光得以擴大，絕不是故步自封、自以爲是的

的學生入讀嶺南。試問同學又爲學院做過甚麼
？就是在週會上’對着嘉賓睡覺、談話、閱讀
書籍、報紙嗎？若是堅拒改善，就請不要踏入

0

大佬呀’咪以爲自己眞係咁幽默啦！有一
位靓仔講師(覩？心照啦！)，上課的時候口
水多多，動作多多，以爲自己學識多多，其實
乜嘢都有多多，剩係白痴就多羅羅。他上課的
時候總不忘炫耀自己的所謂成就、學歷、地位
及身家等等。在我眼中，眞正稱得上成功的、
醒目的、叻仔的，是不需要炫耀自己，反而能
使别人主動稱讚他的人。例如有-位年輕的才
？講師，雖然我沒緣做他的才子學牛’但從别

大會堂一步！

做人得要飮水思源，自陳佐舜博士於八三
年出任校長後’致力改革學院’設立多個學術
及行政的委員會，務求爲嶺南學院改善學術水
平及增强行政效率.，更多次以「嶺南學院校長
’的身份出席學術座談會及中學的畢業典禮’
目的是增强外間對嶺南的認識’吸引更多優良

人口中，深知他學識淵博’年輕有爲眞的有幾

。唉，眞是諷刺！

容的臉孔可以把我煩悶的惑覺稍爲緩和下來，
不然的話，我想我是第一個要看心理醫生的人

學大師「’眞是煩死。還好，就是講師那充滿笑

些可以；<TJ你眷後三日都胃痛的理論，什麼心理

I ,實有違班代表的應有

邮不斷鼓勵同學，務使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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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雷同’實屬巧合’。

講咗咁多，憑你1滿嶺南智慧的各位師
兄、師姐們，猜唔猜到我講邊的人呀？不過「

生的所爲！

’猥瑣非常’使人嘔心’實難令人相信是大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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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我突然想起，有-位講師，上課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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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住 你 ， 即 係 當 你 冇 到 ’ 到 時 怕 且 你 都 要 執 埋 是口痕’如果當自己是學生的話，在「拉記’
包袱走啦！
內
，就一句說話也不能講。再者，有些不自重
的男女’把「拉記’當作談情塲所，卿卿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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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一月五日所擧行的週會’實令我們對爭
益工作起了動搖’如果有出席是日週會的同學
一定發覺學院內有部份同學(希望眞的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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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

471y 4

,c

-K'v••••••«-

\

part2

情緒低落、心情煩燥就是

V

\

淥

丄的普遍心態。

》遇到趕交習作時’心情更

間也沒有’大部份同學都變

開會、打字’日日如常

象是功課忙碌，而開
。可能往年的功課較
堆的功課，直感手足

I

I
，J

還有，「尊師重道’在學院內是頗爲陌生

的’眼肴講師們要乘升降機到九樓及十樓的辦
公室’但到三、四樓上課的同學卻誓不低頭，
一於乍看不見。其實，本人是極贊成同學乘升

降機的，祇要是善用(指人少時)’就算是從

飯堂上學生會，也是無可厚非的。希望有關人
等’以後再不與講師們爭乘升降機吧！
學生輔導主任揚靄珍女士亦多次呼喚同學
修身立德’但反應卻是一輪的無知笑聲。祇知
聲聲作嘆，說受外人貶低’其實是個人品格出
現問題。校方雖不斷裝備同學’無奈同學卻不
思進取’要外人把嶺南與其他院校並列，可以

嗎？

學術水準是重要的’但個人的品德修養更
爲重要’校方在財政拮據的情況下’亦堅持開
設「思考方法’、「社會倫理學’等通識課程
目的是希望同學在接受專業訓練外，能發展
健全人格、擴大視野，達致一個具思考、倫理
、道德的嶺南人’裨益社會。但究竟有多少同

學重視此等學科呢？

爭益的工作會否繼續，就要看你們了。要

知一件好的貨品’才能推出市面，滿足社會的

需求。「唔怕貨比貨，最怕是爛貨’！同學在

勤修學科外，必須注意個人品德的修養，外人

才會肴得起我們嶺南人。請緊記

自欺無捥企！’

「人欺未爲欺，

吳S

•十一月七日爲本校八五年度畢業典禮，是次
邀請敎育統籌司韓達誠先生爲主禮嘉賓，校
董會主席唐天燊先生致開會詞’嶺南敎育機
搆主席利榮康博士頒授畢業証書及副主席黃
民享先生頒授成績優異獎狀。
.十一月十七日爲香港嶺南同學日，當天節目
豐富•.球類比賽、攤位遊戲和多元化的表演

節目，塲面熱鬧，大大表揚「嶺南一家親’
的精神；林護圖書館亦於是日開幕。，

•三人踢毽比賽於十一月擧行’採十一分單淘
汰賽形式，最後冠、亞、季軍分别是電腦學
系’人事管理學會A及文史學系奪得。
•文史學系主辦的「現代中國文史雙週’於十
一月廿九日完滿結束，其中擧辦學術講座，

專題展覽、戲劇之夜、書展及電影欣賞’大

大貫徹了「推廣學術風氣，發揚中國文化’
的宗旨。

.由Melody主辦的唱歌比賽於十一月廿九日

myown)

擧行，比賽分爲獨唱組、合唱組及系制組，
經一番激烈比賽後，獨唱組冠、亞、季軍分

Chiu ( Oct here o
n

Ik
now himso well)，n
o
.
「斷’.’合唱組的冠、亞、季

别是slie

salia

,Selina Ou(

軍分别是Christian Fellowship「一生不枉

過’，Desperados「十萬個明天’’ D. N.

A「難爲正邪定分界’’最後系制組冠軍由
市塲學系「中國夢’奪得。
•男女三人籃球賽分别於十二月四、六兩日進
行初賽及決賽，共有十八隊參加，最後由社
會科學系之「兩男兩女’組合奪得’亞軍是
會計學系，季軍是社會學系。.
•由社會科學系主辦的時事常識問答比賽終於

、朱修禮及人事管理學系江智文同學勝出。

十一 一月十六日產生賽果，由市塲學系馮令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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