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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刊物

嶺南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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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零年九月十三日，學生會代表：幹事
會主席岑穎茹，嶺委總編輯黃永紅及代表會主
席沈紹麗同學就有關UPGC Lingnam College
Sub- committee走訪本校後對嶺南學院升格問
題的影響會見校長陳佐舜博士。在會談中陳校
長表示嶺南升格的前途十分樂觀。而在未來幾
年間學院各方面都會有相當的改善以配合學院
的發展。
由於嶺南學院現時的校舍面積實不足以作
長遠的發展，故此學院方面提出掷校的計劃，
而嶺南學院專責委員會亦原則上支持該建議，
構思中屯門將是考慮之列，因該處有一幅面積
達二十一公頃的土地可供嶺南建校之用（該地
的面積是嶺南現址的二十倍），但確實的詳情
仍需與政府協商才可作決定 ? | 而在未來的曰子
，中小學部將陸續遷出現址，讓出課室以補救
本校因不斷增加收生而造成空間不足的問題。
計劃中在九三年將有三十間課室譲與大專部。
同一時間，政府在撥款方面亦會大量增加
’總數達二億一千一百萬。到九一及九二年平
均毎位學生所得的資助額會有八萬一千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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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同學們最關心的學位課程問題，陳校
長表示各學系正密鑼緊鼓進行有關工作，若果
過程順利的話將在九一年開辦首届學位課程
至於該課程的轉移課程（Conversion Course
)亦會盡快開辦，而預料修讀轉移課程的學生
可與首届學位課程畢業生同時畢業
總括來說，嶺南的前景將是光明的，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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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紅

社會及敎育界所佔的地位亦曰趨重要，這全是
嶺南師生經過多年齊心努力爭取的成果。但我
們所追求的並不應單是在金錢或物質上的豐裕
，更重要的是要在社會人仕心目中替嶺南建立
一個出色、優良的專上學府形象，所以希望各
同學能爲嶺南的前途繼績努力，因爲前途就在
我們的手裏

隨着學生人數的增長，校方將會增加撥款
予圖書館作擴充、增加藏書及改善設施之用。

編輯者：嶺南人褊輯委員會

踏入夏末秋初的十月，同學們便要送走庸
散 安 逡 的 暑 假 ， 將 書 本 和 心 情 一 一收拾好，這
實在是一項嚴峻的工作。
對於我來說，尤其艱鉅的是要返來主持大
局，調動各嶺委工程師正式投入建造「嶺琿」
的工作。從籌釗到分工，從約稿到改稿’又從、
植字到排版，我才赫然發凳，出版「嶺琿」並
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雖然在編訓班亦學了不少
有關編輯的知識’但所學的早已在暑假前已遺
失了大半’加上自己工作能力有限，在重返校
園，面對一大堆「嶺琿」的工作時，實在不知
從何入手’眞正了解到自己「斤兩」不足。幸
好，嶺委各同學均能哀誠合作，有經驗的同學
又幫我解決了不少問題，「嶺琿」才能順利出
版，欣喜之狳，實在感謝各同學的鼎力支持。
，」令次是我們上庄後第一次出版「嶺琿」，
大家經驗尚淺，實在希望聽到各方的f貴意見
。尤其重要的，是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還

出版者：嶺南學生會

望以後有嶺委的編辑以哀憐的目光求大家寫稿

總編輯：黃永紅
副總編輯：黃品淑
高靜儀
「嶺暉J主編：劉眞途
英文主編：王嘵軍
執行編輯：麥光興
鄭愛梅
資料搜集：張志堂

時，大家不要再「洒手擰頭」了。

「嶺暉」編輯組

通訊處：香港司徒拔道十五號

電話：5745684

督印人：高少i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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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屆學生會可謂波節重重，在跨過幹事會

出缺的危機後，又有數位幹事會和代表會的高
層幹事向學生會請辭，導致人事上的「大地震
今次在「嶺暉」寫稿，最主要的目的是向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這幾位 1 巨頭」有什
各位同學交代我們幹事會的辭職事宜。想到今
麼話要說吧。
次是最後一次以會長的身份寫稿，心內眞有勲
不捨與無奈！
自從五月上莊以來’ 一直
。由於我們已經遲了一個月才接任幹事會的事
務，以致會務到了暑假才慢慢的上了軌道
惜，到七月中旬，我的健康已出現問題，
時好時壞，亦知道右腿可能要動手術。.但是，
由於醫生曾經說過，若情况不再惡化，可以拖
一段長時間。到了八月初@體乂好…._
色。這樣，我當然希望可以拖至i莊後
處理右腿的問題。不幸的jf
體又再次惡化，我也意識到不可再拖
生曾提及，如果我要動手術，,便需
間去調理身體。況且，•時的身體狀况
實在需要一次全身檢查和長期休養i另一方面
，在八月中時，個人d財政方向也開始有問題
了。因此，經過詳細的考慮後f栽知道以自己
的身體狀况’絕不可
書的種種重担。若勉强繼褚當會$
能會被我弄得一塌糊塗。所以’爲f聱i學
會的利益，我在八月底H|E式錄_職
由於，會長的辭職，將會對學生會帶
大的轉變，因此，我便以休假的形式，延
職至會內各樣變動完畢爲止休一一
可以調理我的身體，又町以讓學生會有）�夠存
時間去安頓一切。
在此，爲了我的辭職
作的影响，讓我以最眞
致上最深切的歉意。
髙少供：
嶺南學院學生會現正次
"、，
變動°作爲新任的幹事會會長，我想藉此槲會
表明幹事會的立塲’希望同學餚更加了解事件
的發展及幹事會未來的路向
事件的發生始於暑假。萏先足其
務秘書因出國留學而請辭了學生會的職務；內
務副會長亦因個人原因向幹事會申請辭職；至
於學生會會長也由於健康的問題，必須放下學
生會的工作。根據學生會會章7. 9條規定：「如
會長及內務副會長或會長及外務副長同時出缺
時，則幹事會宣佈自動解散。J
不過，解散幹事會不一定表示學生會會停
止運作。會章6. 3. 9條註明：「如遇幹事會或嶺
委會解體時，或新幹事會、新嶺委會逾期仍未
能選出時，代表會須委任署理會長、署理總編
輯，命其於十四個上課天內組成臨時行政委員
會（臨委會）由代表會通過，臨時處理幹事會
、嶺委會之工作。」但會章含糊不淸，臨委會
署理會長的職務得不到明確的界定。其次，會

章沒有說明臨委會的人數，所以臨委會的組成
並不代表可完全接替現時幹事會內所有工作。
況且，沒有一個健全的幹事會’培訓接班人亦
難以進行。
無論解散幹事會也好’組成臨委會也好，
學生會的運作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爲了
妥善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決定採取另一種方法
——重組幹事會。重組的程序會由代表會主席
沈紹麗同學於另文作詳細介紹。無論如何’這
個安排是經過所有幹事的詳細討論和審愼考慮
而成的，已經將人事變動的影响減至最低
其實，當我知道要接替會長一職時’我的
L�情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面’我〕
I：作，半年以來也沒有深入參予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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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在暑假期間出現重大的人事變動，
代表會亦有涉入內。首先是代表會在八月份常
會中，通過王志康同學的辭職。根據學生會會
章6.10條，當代表會主席出缺時，則由副主席
遞補，本人原爲代表會副主席，故於該次會議
後便正式接任主席，而副主席一職於九、十月
間一度出缺。同時，八月中亦收到秘書馬慧雯
同學的辭職信，但暫時未經正式處理。
—至於系會代表，約有四位，亦以個人原因
或退學關係提出辭職，幸而各系會已於十月初
出了妥善的安排，補選了適當的人選，代表
<會出席代表會。
會在暑假期間面臨各方面的人事
更改，治’開學後已能漸上軌道。十月常會中已
主席和義務秘書，協助維持本會的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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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服竊商舉的理想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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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現正當幹事會危i
(意看^^
加上發現各位幹事亦_承受這種M
對我亦十分支持，便名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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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人事變動影响昀。

^L/l外’各考_木.
問 題 f g歎來說，@有彳
^事則基本上不受)
…•、的同躉iM

m

：亦曾經1
幹事會的運作有不會產生問題。
可以說，幹事會將I
透明度，我們計劃擧行一次諮詢大會或同政来：
會，若此能實現的話，希望同學會踴躍參予
在未來的日子，幹事會會首重解決人手不

I變動的衝擊，幹^Bli
_處理事
I都藉此機會重新檢討自己
，加强彼此的溝通和了解。我
的運作成功與否，並不是單單依賴幹事會內十
多位同學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要得到全校同學
的協助和支持。學院爭取多年的成果，將會在
未來幾年間達成，但是我們仍然要面對各種各
奢的困難。我很希望大家能夠與學生會一起努
力，爲學院的前途而獻出每一分力。
新任幹事會會長

缺亦_任原常務秘書何廣恆同學担任。整個
程序會於十月及十一月間兩次代表會中處理及
之空缺，亦將盡快陸續塡補。
…
@月中獲得有關是次人事變動
的詳細資訊^^！丨

I

I足和財政m兩旲問題。與此同時，我們亦（
•有限的資i下盡量服務同'拳，戴且加1
g評審局有關嶺南學院升格問題的進展3
我們亦會加強與各系會的聯絡|!更加•
接班人而努力。

tei幹事會會長岑穎茹同學，因健
丨 繽 維 持 職 務 。 根 據 會 章 7 . 3. 2條’
時，te由內務副會長（內副)補上
__副譚偉洛同學又因個人原因同時提
m。後經幹事會內部多次會議，終於推擧
_外務副會長（外副）高少鏘同學担任會
由於本舍會章7. 9條規定不能出現會長及
“；”及外副同時出缺的情形，因此，
：便須有所斟酌。參考以往本會行政上
於三年前（第二十屆）幹事會亦出現
過類似情况!I當時內副辭職後，代表會通過委
事的陳穎儀同學爲內副，後因當
^ ^
#亦辭職，會長之職則由陳穎
儀同學補上。做法亦類似，首先通過內副
譚偉洛同學的辭_，繼而委任外副高少鏘同學
爲內副，再委任原爲外務秘書的張裕彪同學爲
外副，然後才_會長的辭職，到時內副高同
學便4依章7. 8.1丨条直接遞補上。至於內副之空

在考來_期內，本人將與代表會各成員
合作，盡力tl强與系會間的聯繫及提高同
•學生會的認i�維護公義，以貫徹代表會
向宗旨。

•

•

代表畲主席

隨普嶺南學院的發展，學院今年聘講了不
了新老麵，名單如下：中_文學及歷史學系一
系主任随炳良敉授、講_醵化玲女士、兼任講
麵胡從經先生、李雄溪先生、楊明顯女士：英

文M 講BIJeannette Bresnihan
女士、兼任講_€aroline Cooper 女士
Ann Wright女士：翻譯學系一艨任
講師粜®如女士：會計及財務學系一高級講

師Joan Donen女士、講麵郭漪玲女士、
助理講麵阀冠義先生、张偉光先生：電臞學系
——講麵博仕偉先生、李紀春先生、温克文先
生、助理講師闾滅明先生：管理學系一系主

任James Pounder先生、卨級講》王说
添先生、講_周_强先生、麼俊傑先生、兼任
講》轚王敏賢女士：社會科學系一高級講睇

陣月娥博士、David Winterford 博士
、象任講B(黃兆基先生、李顔順美女士：通識
教育部——系主任江紹倫教授、講師李翰林博
士、助理講_盧兆典先生、兼任講W方子華先
生°
在這裏，我們代表全體同學熱烈歡迎各位
老《加人嶺南學院這個大家庭。爲了_同學更
深人地了解這些新任講》，嶺委會特地訪問了
其中甬位老麵•第一位接受訪問的是會計及財
務學系的煳冠義老》。
•：可否向同學們介紹一下你的背景？
•：我的背景很簡單。記得會考之後，因爲成
績不理想，決定暫時工作，吸取社會經驗
。由於學歷不足，唯有幹些粗重的工作。
過了幾年，我爸爸鼓勵我到加拿大讀書。
有感於學歷不足，加上當時我對香港敎育
制度不滿，所以在八二年便往加拿大讀十
三班。八三年我考入多倫多大學，攻讀商
業和電腦學。這四年內，除了主修科外，
我還選修了文學院和理學院的科目，充實
各方面的知識。八七年我大學畢業，取得
商業學學士學位，接着攻讀工商管理碩士
課程。八八年畢業後就回港工作。
•：軚當是否你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不。回港之後，我曾做過别的工作一段短
時間，發覺自己不太適應外面的人士關係
和辦事作風。因此在八九年我轉到中文大
學當助敎。一年半後，我就成爲嶺南的一
份子，在銀行及會計學系任敎。我覺得敎.
書所面對的人際關係比較簡單，所以我選
擇了敎育工作。
•：你成爲嶺南一份子，對嶺南學院的印象怎
樣？
•：嗯，嶺南給我的感覺很好。雖然學院面積
細小，而學生人數也不多，但這反而使師
生關係更密切，氣氛更融洽。至於學生質
素方面，由於未有測驗，很難說水平如何c
•：你似乎對嶺南的印象不錯，但有人認爲嶺
南是次等大學，你有何看法？
•：我認爲嶺南不是次等大學。在香港敎育條
件和制度下，能順利進升大專的學生都具
備了一定的水準。所以嶺南不是次等的，
亦不應該分等級。
•：你在加拿大讀過當，凳得加拿大和香港的
教有制度有何不同呢？
•：就中學敎育來說，加拿大的水平要比香港
的爲低。那邊中學生的功課少，學生比較
懶；但大學制度就比香港的優勝。加拿大
大學制度靈活，可供學生選修的課程比較
多。而且大學採用「學分制」，學生可隨
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大學課程。這給予學生
較大自由。
我認爲四年制大學能夠給予學生更豐盛的
校園生活。第一年時間，可以讓學生發掘
興趣，參予戶外活動，不致浪費了四年的
大學時間。

•：玫府計釗大量増加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
以彌補人才流失問題，你認爲可行嗎？你
認爲各大專院校有足夠教員去應付激増的
學生嗎？
•我認爲增加學額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一方
面，部份學生的水平未必應付得了學位課
程的要求；另一方面，敎育界人士移民亦
甚多，造成講師人數不足。若單靠聘請外
地講師也不能解決師資問題。相反，可能
導致大專敎育的質素下降。
•：對九七的來臨，你有否考慮離開香港，移
民外國呢？而你對香港的未來有信心嗎？
•：我不想移民，但我的親人巳計劃移民加拿
大。如果我家人堅決移民，我也會去加拿
大深造，但我始終會回香港的，因爲我相
信香港的未來不是灰暗的。歷史是前進的
，每一代也會進步，就算共產黨也不會例
外。所以，大家對香港前途應該有信心。
外國的生活縱有不少優勲，但始終都不及
香港，而我亦不想離開這地方。
•：你對這一代的年青人有何忠告呢？
•：我套用岑建勳的一句話：「年靑人應關心
周遭的人和事情。我也認爲年靑人若能關
心身邊的人，已經能爲香港奠下穩定基礎。

另一位接受訪問的新任講師是社會科學系
的陳月娥老師。
•：我想學生對新來的講師不太熟悉，請你告
訴大家你的背景吧。
•：我在香港出生，早期在香港接受敎育’後
赴美國修讀碩士(夏威夷大學）和博士（
華盛頓聖路易大學）學位。我對社工工作
很感興趣，大學畢業後（社工系）便到一
間戒毒所工作。兩年後考到助學金去了美
國和英國深造。由於覺得社工的工作不只
限於「事後補救」的輔導，所以我回港後
便在荃灣「合一社區中心」工作’致力於
社區發展。那時（75 — 78 )走在「前線」
的社工有不少學歷很高，然因工作的需要
，有時候連晚上在哪裏睡過覺也摸不淸。
反而現今的社工一般不願意如此「投身」
工作。九二年嶺南學院將開辦社工課程，
這對我是個很好的挑戰，我也願意接受這
個挑戰。至於我爲何加入嶺南，是由於我
深刻地感受到學院很有誠意培育一羣對社
會有責任感的靑年，而這正與我的志願一
致。
•：不少院校有社工課程，嶺南學院的社工課
程有什麼特色呢？
•：首先，我們開辦這項課程並非要與其他院
校競爭，而是針對時代需要而設計敎學內
容。陳校長給予我的印象是他對社會很有
使命感，我會儘能力編排課程的內容，不
想令他失望。

•：你對嶺南學院的印象怎樣？有人說嶺南學
院是次等的大專院校，你對這種說法有什
麼評語呢？

•：在嶺南，我感覺到師生之間的聯繋比較緊
密。至於學生方面，我很欣賞他們那份「
願意找尋眞相、事實J的誠意、「不輕易
接受、不草率」的態度。不能改變現實不
要緊，重要的是有勇氣去尋找眞正的現實
。不要太過容易接受人家所講的，但並不
是說要反駁人家，而是要多思索，以批判
的態度對待事情，這也是大專生應具備的
質素。另外，嶺南學生亦很有求知的誠意
，好像我到他們的迎新營，他們問了很多
問題；開學後，課堂上他們很積極發問、
討論。這些都給予我很深刻的印象。
人家怎樣看我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
怎樣看自己。如果人家在看你前已經有了
「先入爲主」的意識，就好比他們戴了不
同顏色的太陽眼鏡，有綠色的、茶色的…
…除非他們把眼鏡摘下，否則你還是不化
裝好了，免得處處遷就鏡片的顏色。以眞
實、自然的面貌示人不是更有自然美嗎？
•：大專學生有「走堂J的風氣，您對此有什
麼意見呢？
•：老實說，我以前在美國唸書時也試過「走
堂」。那時我白天工作，晚上讓書。有一
次只爲了刺激’上課時跑去看電影。後來
自己當了老師，頗不喜歡學生「走堂」。
學生「走堂J ，或多或少暗示了老師講課
不好。以這種負面的方式表達不滿是不恰
當的，而且會傷了老師的心。同學不妨找
老師談談，商討改善辦法，這總比「走堂
更有積極的意義。
•:倘若三年的大專生活只軍軍是唸當，忽略
了麥與其他的活動，生活定會枯燥。可是
積極搞活動的學生，上課出席率免不了比
人家少。那麼，讀書與槁活動，學生應怎
樣取捨呢？
•：最理想的是兩者都能兼顧。一個成功人士
會知道怎樣使自己的工作和工作以外的活
動達至平衡。學生應好好利用求學時的機
會去摸索這個平衡。我雖然是敎書的，亦
盡量安排時間搞研究工作和寫一些著作。
否則，光是講課，我不能有多大貢獻。
•:香港六間頒授學位的大專院校從九一年開
始贵行「統一招生J ,取錄學生的準則主
要是按學生中學會考的成蜻。你認爲這方
糾嗎？
•：我不很淸楚「統一招生」的內容，但我覺
得有三勲不妥當之處。第
般中學學
生的心智不太成熟，自己對哪一門學科有
興趣也不一定淸楚，要他們在中六剛開學
就選擇讀哪一科是不適當的。第二，中學
會考成績並不能顯示學生的潛能。第三’
每間院校均有自己的特色，同一個課程，
不同院校的敎學目的和方針都不一樣。可
是中學生不會瞭解這一黙，他們必定按院
校的名氣排志願。我在美國任敎的Rhode

Universitj^社會工作研究院是很難考進
的，在美國排名第五。R.U.附近有著名

的Boston University和Harvard Univ-

ersity ‘若說名氣’它們遠遠超過R.U.

。學生是因R .U那理論和實踐並重的特
色所吸引而爭相報考的。
•：香港人因九七問趙受了不少困惑，你對九
七的看法怎樣？
•：首先’我並不害怕九七’也不會移民。我
所關心的是香港九七年後能否維持安定和
繁榮。一般人頗害怕九七後有大轉變。可
是，社會是不斷變更的，可能我們不習慣
，但我們必需去摸索和適應。要走的人讓
他們走吧’留下來的人應該致力維持社會
的安定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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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爾突
七十多名社會料學象新舊同學
出發至長洲愛日軍營，開始了
日的迎新營 。

營中發生的趣事數之不盡 。

舉營中之「最」的話，相
管籌委會之房間必定擁有兩

: 一、

「最混亂大獎 J

'因

內充塞著許多雜物和拉圾;

「最低使用率大獎 J

'除了開

會及三數小時的睡眠時間外，房內

空無一人 。

小興

珍珍
「壯哉嶺鹵人，不畏風由创新
猷！」
本年九月廿二H至廿四U，學
生會在長洲明暉營舉行r一年一度
的迎新營。
暂旦莫論迎新營的成敗得失，
這次是我們一班濤委在過去一個署
假以来辛苫經營的成果——在悶熱
的斗室（學生中心）内苫思節目的
安排，在烈u當空下爲營章和營刊
四出奔跑，在下班後拖涔疲倦的身
驅囲校開會……，這些滋味眞的不
足爲外人道。期間，彼此也有過失
落、納悶及埋怨的時剣：然而，我
們始終能克服炎夏，克服倦意，克
服自己，完成迎新營的籌備工作。
今年迎新營的口號足「壯哉嶺
南人，不畏風由创新猷！」由於嶺
南學院將於九一年度被納人爲「大

學及坤I教育資助委員會(UPGC
)的成H院校，並成爲一所可開辦
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院，這瞾都是前
人不畏風由，努力爭取得來的成果
。然而，要改變「次等院校」的形
像，我們以後所要走的路實在還很
遠呢！「嶺由」是需要一批有堅忍
及創業精神的嶺鹵人纗續幹F去的

但鸩實我們足希望帶領各新M學從
一個較廣閱的角度去探討大専生所
應有的社钤觸覺和個人氣度，而沄
些項目與系钤所舉辦的迎新營的目
標卻是截然不同，因此新同學感到
有热兒不習憒是正常的。而我們亦
明fl到實在不應太貪婪，單憑一次
的迎新營就…以逹到我們預期的坤

想，故此在未來的一段日子裏學生
合將不斷舉辦不同的活動，從而譲
各同學分孛到大専生活的眞正意義
。誦緊逝，我們的口號是「不畏風
由創新献」希望各新同學能全情梭
人未來三年的大専生涯，做一個九
十年代的嶺南人。

o

對於初來報到的嶺南人來說，
這些說話聽起來也許有照格格不人
，但這也難怪，我們總不會對-個
陌生人產生感惝吧！所以我們希望
透過今次迎新營，將學院、將學生
和將大專生活介紹給各新的「嶺鹵
人」，從而建立他們對嶺南的躲鳩
感。也許部份同學(尤其是那些曾
參加系钤迎新營的同學)舍覺得學
生會迎新營冇热沉悶和似曾相識，

霧會遍飘鑣
苹tt苇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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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在商業社會上的應用已日
漸廣泛，各行各業已開始電腦化。
爲了配合商業及各行業務發展之需
要，不同種類的軟件便應運而生。
爲了使各系同學有機會認識及
使用市面上流行的電腦軟件，商業
電腦學系會於每年的學期初，會擧
辦一連串的研習班。一方面可與各
系同學在學術上進行交流，亦可向
他們介紹一些軟件的功能及用法。
今年商業電腦學系會將於十一
月尾至十二月初擧辦四個不同的研

本年度的會計及財務學系系會
作了一些調動（由即日起生效），
詳情如下：
一、庫樂及福利幹事由袁穎欣代替
陳靜儀；
二、宣傳及推廣幹事秦家榮已辭去
其職務；
三、監察小組主席由黃映紅繼任。
十二月十四日，學生會又舉行

的二月十三日，假座灣仔CHINA

FLEET CLUB舉行社會科學系週
年舞會，各位舞林高手，到時請踴
躍參加，與我們歡渡一個偷快的晚
上°緊接着迥年舞會之後，社科系
系會將於明年三月舉辦「社科週」
，内容有書展，講座、辨論比赛等。

法及中文系統。這四套電腦軟件都
是現時被廣泛採用的。每個課程的
時間大約二至四小時，費用約爲每
小時$10(包括講義）。

在對外方面，社科系系會將會
在來年加強與其他大專院校的聯繫
，積極投入「大專經濟學聯會」及
「大專社會學聯會」的工作，為同
學蓴辦更多有益身心的康樂活動。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到系會室（
商業電腦學系會）的佈吿板上報名
，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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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年文史節的重頭戥——文史
之夜—將於十二月七日晚上七時
半假座嶺南學院大會堂舉行。當晚
節目包括••話剌、廣播剌、歌唱表
演、武術表演、神秘節目……等等
。除了娛樂性豐富的文史之夜外，
文史節舉辦的其他節目，還有書展
、專題講座、攤位遊戲、展览……
等等。本系誠邀各同學屆時蒞臨參
觀。

, 雜絕
延
^ w紫
^I •

正因爲民間文學和藝術與民間
生活合不可分，我們多少能從中窺
見中國各個時代社會生活的面貌，
了解平民百姓的理想、希望和感情
。可惜的是，民間文學和藜術一直

未爲人所重視，致令這些已凝聚了
幾千年的藝術結晶逐淅被人忽視。
所以‘，本系特意選擇「民間文藜」
作爲九零年文史節之主題，希望能
夠増加同學們對這些趣味盎然的文
學和藜術的認識。

IHBHHHIHIII.IBIL

一年一度的文史節將於今年十
二月七日至十四日舉行，今次文史
節的主題已定爲「民間文藝」。
「民間文藝J，顧名思羲，就
是來自民間的文學和藝術。民間文
學’如諺語、笑話、謎語、童話等
；民間藜術，如泥塑玩偶、揑麵人
、棕櫊編、繩結、剪紙等。它們都
有一共同的越術特點，就是都與民
間生活緊密結合。所以，它們的内
容大多是清新樸實，眞摯熱情，雅

A

新學年已經開始了，各位同學
你好。社會科學系系會在新學年裏
為各同學安排了許多活動，為大家
提供一個多姿多采的學年。對内方
面’社科系系會將於本年十二月初
，舉辦一個有闞各個學科的硏習班
，以小組硏習的方式，由師兄、師
妞向新同學提供讀書心得，幫助他
們解決學習上的困難和應付考試。
除此之外，社科系系會將會在明年

習班，包括Lotus 1-2-3 > Wordstar 5, 0 � D
Base�V和倉頡輸入

文史節九零

m

71

一年一度的體育節。對於嶺南同學
來說，這是一個令人興奁的活動。
然而，大部份會計及財務學系的同
學卻與令年之體育節無緣，因為當
時適逢各公會試的舉行日期。其實
，多年以來的體育節均接近我們考
公開試的日期，今年更在考試期間
舉行，希望以後學生會舉行活動時
，能考慮一下我們吧！

r

八九徵文比賽散文組優勝獎

的步伐前往維多利亞公困。途中R見到遊人們

扶老携幼•或有彩皆雙•各人的臉兄都掛上了

一副快樂的笑容。此時，|复蟑螂卻不悚好意

•竟卻唐突佳人••它飛到琼的身上•嚇得她r

浪蝶」欲乘機逃脫•唯冷不防我足下I擎，終

星逝

把「他」伏誅。琼呢？她原來已依偎在我身旁

哇」I聱叫起來•堪面煞是尷尬。此畤違位「
黃昏，沒有|抹金黃箱白的晚®,只有數

.予我»飄然之感覺……
X

炱歸家的飛烏。璜場的-角’長滿了高逾腰部

X

X

勾起了妳早己淡忘的傷心事……

X

X

月兒姐姐淡素蛾眉，如穿花蝴蝶般穿揷於

——,在我才知道.什麼叫做「江郎才簋」。北

夜空的雲霞叢中，转，遣時的妳，真是美極了

F

眼眶嗎？或許我提到了中秋SP那I天的事，又

哭丨琼丨怎麼妳要哭？是沙粒走進了妳的

X

的雜草，雜单的空隙問，暴露出-座飽受歲月
。墓右六七步的小榭，彷彿載不了我的傷感，

摧殘的It墓-it墓的漆字早已剝落得模糊不清

」我結結巴巴地說。「妳終於來了丨妳終於來7

竟把黃葉散滿了小涇的兩旁。「妳終於來7丨

丨妳……」那片片枯掉了的花瓣•随着道癡人
重覆着的毎I句癡語，迎着漸來的晚風甄送，

X

不正是她夢幻似的笑容嗎……

X

角碑頭的周遭，只有妳我的呼吸聱，妳凝望着

X

琼這個女孩子真是，總歡喜笑I那I張

⑶於你告訴我：妳的母親是間接給妳爸爸「害

,岸的煜火，眉宇間卻像有千言茁語要泣訴•

八九徵文比賽新詩組慶勝獎

呱呱墮地——赤脚——

I

在®親的敎導與愛護下
牙牙學語、飲奶、學行.
我爬
在

條
平

坦

的
道

上

開創前路——白手.

失去了昔日的姿釆？是丨�定是……是的•我

兩行烹茶•

「寫五行閘於火的詩，

X

的

二條

.

我飄

道

(管理學系一年級)

翌峯

在I條無形的道上。

伏見閻王、審判、受刑……

在鬼差的引領與催促下，

恃然循去——赤身——

：上o

崎 嶇

..走在

r我

童早丨是道擭走希望的「禍首」把妳的幸福奪

去……點點的珠淚混和了絲絲的雨線•拏打着

兩個賢緊摊抱的身驅……

雖不舣再陪伴妳的左右：：：但為什麼妳竟這忧

兩行留到冬天取暖，

同軌跡的『星球』，在錯誤的時空裎相遇，閃

送给我的。信中妳還提到：「……兩個属於不

X

卻包含着最真挚的感情……
X

「媽媽丨快看！是流星……」一個約十來

歲的男孩叫着。「念超，快向黃叔叔鞠躬吧丨

。她耳逶恍惚聽到超的聲音：「十早生死兩主

他是妳媽一位己故的好友。」琼若有所思地說

，縱使相逢應不識，麈滿面，1罘如霜……」

•.£,不思量，自難忘°;十里孤it,無處話淒m

‘黃偉超

；

死」——r賭」丨是這惡念令妳失去妳的快樂

沒有任何.「雜質」的笑臉’總敎人不得不把憂

••孟子曰：「魚與热掌，不可

過
客

在無助與孤寂的隳境下
遍體生寒、飢餓、痛楚•

鬱都抛到了九霄裏去丨最令我雅以忘愤的是她
的 I 句 「 名 言 J

兼得也……」玮曰：「魚與紅腸……』换來的
是一陣折腰抱腹的大笑……

薄待自己呢？我内疚丨我恨自己竟苽雜開妳的

15T，

——念你。」

留给你停電的晚上I*我。

乘下

上學年幹事會舉辦的徵文比赛，同學們可
能會覺得有點像無疾而終。其實，評#的工作

X

懷抱-不再與妳在這繁星滿佈的靜夜，I数着

X
X

個念頭。尖削的瓜子臉，溥薄的唇，一把長及

羞怯怯地望着妳的臉蛋畤•心中#禁不住有這

出火花，但是在重皇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备

還記得這張書簽嗎？是妳最後|次來信横

已夂的得獎名单終於公佈®散文組的得獎作品

兩肩的髮絲……一焚晶螯的碑子總予人深情的

的吃棘.…：J一在那#.脫孩子氣的軟語下，竟使

I個眼神後就擦肩而過，但在這個眼神之中•

各自要負上不同的人生責任•a;;4匆匆地交换

我經常成為：J.r測醅遊戲」的「大输家」。琼

人得的分數較高*便箕作輪的。输了便要請赢

雖然令次的徵文比赛反應未算蹐躍，參赛

有着甜絲絲的蜜意呢I

雎道她不來嗎？」我憂心忡忡地想道。「喂丨

大,畤，我早已在玲家的附近徘徊。r

欣»'•'可忘記那早的中秋IP嗎？

吧丨或許妳已忘掉了昔日的歡

^^^mr要責打我’後又會輕捵我的臉

玲，怎麼,有反應？往日我提到遣些事

^^ X X

妳津津有味地吃着糖時

作品數量有限，但可喜的是，當中亦有一些文
筆流暢、意念新穎的作品，得獎的兩籑怍品可
向大家見纽。
至於令年的學生會亦計剴舉辦徵文比赛，
規模將比往年更爲擴大。原因是令年幹事會將
會連同嶺委會、文史系系會以及翻譯系系會一
起令年的徵文比赛’聲勢定必更爲浩大。
如果同學有興趣參加比赛的話，便要密切留意

學生會日後的宣傳了。
在同學提筆苦思之前，先欣賞一下上一屆

是不是等了很久呢?J I把銀鈐似的*音把我

的憂慮一掃而空。我們沿着英皇道，踏着輕把

早
級

徵文比赛的得獎作品，也許亦能增加一些創作

靈感。

文
史
系

他們講一聲..恭喜！恭+ .

感'*。琼-可曾纪得「測驗的避戲」嗎？「誰

「 坐 在 妳 的 身 邊 眞 」 毎 次 我

X

是文史系一年級黃偉超同學的「星逝」，而新
詩組的得獎作品則是管理學系一年級潘立本同
學的「過客」~讓我們在這裏代表各位同學向

組)作大會評判。在他們的精心挑選下，期待

師(散文組)以及明報編辑鍾偉民先生(新詩

是在進行中的，而結果亦已於曰前公佈了。迻

妳 的 歡 顏 往 那 褢 去 7 ？妳的眸子怎麼

X

天上的明星……

X

X

次徵文比赛很高興邀請到文史系講師鄭滋斌老

t

The Rock Will Roll Down And Crush Everybody
How much is our lifestyle affec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mpaign launched in recent years? It
could probably serve as an index to the success of the
campaign.

In Hong Kong, the work done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years behind that of Australia and is less drastic and thorough. Public awareness has not grown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t can include businessmen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consumption behaviours,
quite the contrary, our consumption behaviour is
directed by businessmen. In Australia the general thinking is that equality is important: the interest of the majority must be protected; polluters must pay. Here in Hong
Kong the most common thinking is to get on top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Then one can close his eyes, forgetting the misery of others, or the evils of the society. The
Government must intervene when it is deemed to be
appropriate. It is ridiculous that, to the detriment of noncar owners, hundreds of and thousands of cars are let
loose on the roads without doing anything on the pollutants prouduced, and people continue to produce rubbish(including so many junk pop songs and films!) without providing means for their recycl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 in Australia
heralded a serie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country,
whereby the public organized themselves in spontaneity
to make demands on the government.
Today, measur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deepreaching, pervading all aspects of life in Australia. Take the toilet paper for an example. Manufacturers
of toilet paper now produce plain, dyefree one, for
adding colours to the paper is quite senseless. It will
only add to the production cost, consume more energy
in production and cause pollution when the colours
come off. Some years ago, a legislation stipulating that
newly installed toilet flushing tanks should employ a
"dualflush" system was put into practice. Pressing two
different knobs will give two different amounts of flushing
water, the lesser one for "light" duties and the more
abundant one for "heavy" duties. This gives households
choice on the amount of water they want to consume,
and it reduces the stress on water supply , which in turn
lightens.the harm to the environment.

Given the huge population here in Hong Kong,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ppears as cumbersome as rolling a rock uphill. The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mean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mpaign.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public support. Full public
participation must be the next step, or the rock will roll
down and crush everybody.

To counter air pollution, all petrol-burning cars are
required to be equipped with catalyst converters since
1984, years ahead' of Hong Kong (there is no such a
regulation as yet in Hong Kong). The catalyst converter
is a device which is capable of neutralizing the obnoxious gases in car fumes. There is an extensive tramnetwork that serves the city and its outskirts. Dieselburning buses are almost excluded from the city; they
mainly ply between the city and some distant suburbs.
Taxis, which cater for. short-distance passengers in the
city, all burn liquid petroleum gas (LPG). In these ways
air pollution in the city is much less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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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enjoyed a year's time itt college, I find college lif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econdary school.

Firstly, the approach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college is definite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secondary school. I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re to follow what their teachers teach and to memorize details in
books as much as they can if they want to achieve good academic results. They are not expected to doubt what are said by teachers and
books. This kind of 'authoritative approach' discourages students from
thinking critically and creatively. As a result, gross amount of 'fully-fed
ducks, are produced annual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phasis on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ueness is a marked feature of college studies.
Students are not expected to follow exactly what they are told. The
role of teachers is just to guide students how to build up critical mind
and how to solve problems on their own. Students are not to be told
what they should do and what they should not. Therefore, apart from
learn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tudents also learn to cultivate a round
mind and to think independently.
Secondly, teaching hours in college is far less than that in se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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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y school. Students, therefore, have more time in self-studies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at leads to a more colourful and versatile college life and adds spices to college studies.

Thirdly, students in college no longer have to "suffer" from sets of
school regulations. I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re liable to punishment when they are late for school or have their homework submitted
late. In extreme cases, students get punished if their unifrom are not decently dressed. For example, male students certainly get demerits if their
hair is long enough to cover ears or reach their collars. To me, these
clumsy regulations are really annoying. Fortunately, students are free
from these in college.
Lastly, students can escape from classes if they want. In secondary
school, this is absolutely prohibited no matter what reasons students
have. However, it is really unbearable to attend a class when the
teacher is giving a nasty lesson and you cannot understand a word he
said and become un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in no time. In this case, I
think it is better for those students who cannot 'tune in' to the teaching
method to leave the class and study by themselves.

思 路 漫 遊
那頭古老大鍾又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響來，
它的聲響，又再次敲打在我心上了，很痛，一
種痛徹心扉的感覺又再次襲來，爲什麼？爲什
麼它總是無緣無故到來，但又總不離去，爲什
麼呢？
我瑟縮在舊屋裏，一間陳舊的古屋裏，我
瑟縮在我的記憶裏，很破，很殘舊，游顧四方
，只有塵封了的書桌和椅子，在一張黃褐色的
籐椅上，隱約看見一灘血跡，我的心又痛了起
來，我的思緒又回到舊日的時間、空間裏，又
再次墮進萬丈深淵之中。

黃昏時份’我帶着興奮、熱I熾的情緒跑回
家去，因爲他，我可以見到他了。當時，眞恨
那遙遠的歸途，學校與家總有那麼一段距離，
眞恨！跑到那幢大房子的門前時，我的喘息聲
’我的心跳聲，令我明白自己對他的感情。我
猛烈地推開大門，整個人也跌進了屋內’我看
見他，他坐在那張籐椅上，背着我’背上插着
一把利刀，木柄上刻有「兩情若是久長時，又
豈在朝朝暮暮」兩行小字。他的血從傷•裏緩
綵地流下來，流瀉到籐椅上，染紅了一大片，
我差點昏過去。但沒有，我不可以在這個時候
•、畏縮，我拼命跑到他的身旁’不顧一切
的抱着他，淚湧出來，我只意識到，他要離開
了，我將永遠失去他，我不要他離去°我擁着
他，撫着他背上的鮮血’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淌
血。我沒有說詰，我感到自己快要離開這個世
界了。他在我的耳畔輕輕地說了一聲：「忘記
我！」然後，永遠地伏在我的肩上，我擁着他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只想着，就這樣任憑

地老天荒，永遠也在一起，沒有思想，沒有意
識，腦海中只有刀上那兩行小字「兩情若是久
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眞恨！我恨他，我
緊緊咬着下唇，覺得血從唇上滲出來，但我不
在乎，我希望血會永遠淌下去！

兩情若是久長時
又豈在朝朝暮暮
不知何時，有人與我與他分開了，我本能
地死命抱着他，拉着他已經僵硬、冰冷的手臂
。忽然’ 一雙强而有力的手臂拉開了我，我伏
到那個人的肩上，悲哀地哭着，大聲地呼喊着
：「！| ’我恨你’我一輩子也要恨你！」他擁
着我，輕撫着我，我的情緒漸漸平復下來。在
那一剎那，我感到很溫暖，我不願意失掉這種
感覺，他輕輕地撫弄着我那一頭亂髮。
之後，我們生活在一起’里愛我，憐惜我
，但我不愛他，我只喜歡他愛我的感覺，我覺
得自己自私，覺得自己犯罪’是一種很深的罪
孽，我活在罪中，又活在追憶中，也活在愛中
’ 一份連結着血的愛，爲什麼不能一輩子去愛
一個已經幻滅了的人呢？爲什麼？ 負了我，
我又負了里’究竟爲什麼？他們都說：「区，
要愛愛你的人！」我問自己：那麼，我的愛人
呢？我不應該繼續愛下去嗎？儘管已經無法再
見°

我固執’天性若此’明知可以離開深淵、，
走進光明裏’但我不願意，我願意背負那份血
債’那份滲血的愛，不知渡過了多少個無眠的
晚上’只有星、月和酒伴着我。逭夜半醒來，
看見我靠在露台的欄杆上深思’他總會走到我
的身邊，看見我的淚，他就會惱怒地喝光我的
酒’然後，緊緊地抱着我，他對我說：「我恨
你’我不恨你愛他’亦不恨你不愛我’我只恨
你不痛惜自己。J我的淚又再次湧出來。

不知何日的深夜裏，無法入睡，無聊地拉
開抽屜。抽屜裏有一把刀，是那把刀，fi死在
它手上。我毅然拿起它，握着它，_我對自己說
：「！t’你的血可以沾在這刀鋒上，我也可以
。」血從手臂上流瀉下來，滴在地上，我坐在
睡房的角落裏，望着里的臉，我低聲喚：「塑
，我負了你，原諒我T再見了 ！J就在我想睡
去的時候，有人大力地搖,我，他大聲呼叫着
：「篮，醒來，你不醒$，'•你_輩子也會後悔
丨」我勉强睜開眼睛’ i 見 H ， 赫 然 看 見 _
手臂在淌血。我的心在低語：「我不要死，我
不要遣憾一輩子。J

我和ii也沒有死掉，我們也不想死。當時
的我要去愛！_，而适要愛我。現在我仍愛堡，
只是’我更愛蓝，里更需要我的愛。里牽着我
的手，立在M的墓前。我對蓝說：「我這輩子
也忘不了堡，但我很愛你’蓝，眞的！」里的
眼中閃着淚光，我吻向他。

胆小鬼講故
相信各位同學對港大「醫學院」和「四不
像」及中大「一條辮路」的怪事有所聽聞，然
而本學院亦有奇聞怪事，雖不駭人，但同學亦
可當笑話聽。
雖然嶺南學院愛華堂二樓的文獻室長年都
是鎖著，而且有一種神秘的感覺，但是學院經
常出現怪事的地方却在三樓的洗手間。由於一
樓學生中心沒有洗手間，所以大部份的同學都
會利用三樓的洗手間。可是，當非上課時間，
整段走廊都是陰森森的，令人有一種不自在的
感覺。
話說去年，一名社會科學院的女同學獨自
往三樓的女洗手間，正準備離去的時候，忽然
在近門口鎖著門的那一格傳出一聲：「X小姐
，請等等。」那女同學以爲有熟識同學，便如
言等候。當她對著鏡子梳理秀髮時，她從鏡中
看見那門漸漸打開，裡面卻空無一人……。自
該事之後，怪事接二連三的出現，亦不知何因
，所有洗手間的鏡子全都拆了下來，而怪事亦
停了下來。但到了今年，新的鏡子重新裝上，
怪事亦恰巧地再次發生。一位女同學進入三樓
的女洗手間後，正欲推開靠近門口的那一格，
却傳來冷冷的一聲：「請等等。J可是另一位
同學剛剛進來後，輕輕地便把這門推開，同樣
地發現內裡是空無一人。

怪事不單只出現於三樓的女洗手間，亦出
現於三樓的男洗手間。有人曾見一位穿紅衣的
「女鬼」在男洗手間出現。另外，亦有一男子
正欲推開男洗手間的門時，門突然自動打開，
把那同學嚇得掉頭便跑。（相信大部份的男同
學都知三樓男洗手間的門裝有彈簧「門較」，
須要用力始能推開，所以不會是因氣流的關係
ffin吹開）所以我這個胆小鬼獨自往三樓的洗
手間時，都會左顧右盼，心驚胆跳，並且口中
唸唸有詞。
可是，我今年暑假回校開會，一直到了晚
上九時才結束。除了我們之外，學校已空無一
人。由於本人胆小的關係，不敢往三樓，便叫
了所有同學陪我往七樓的洗手間（因爲七樓有
阿白看更’所以比較放心）。當我在男洗手間
門口等其他女同學出來時，看見走廊另一端的
self-study laboratory (靠近電梯的一間房）
走出一名穿長袖襯衣的男子，一轉身走向電梯
處便看不見了。當時沒有想過這時候還有其他
同學，所以心想是阿伯罷了。同時其他的女同
學全部都出來。正當我們準備離去時，却看見
阿伯從self-study laboratory 對面的 Audio
Visual Workshop中走出來，同時發覺阿伯是
穿短袖的白文化恤，而非剛才的……。正當我
疑團陣陣時，阿伯忽然問：「還有一人呢？」

可是衆人都說沒有，阿伯的神情便由關心至疑
惑，由疑惑而至驚惶，說：「夜了，快回家吧
！」走到電梯前，電梯門剛剛關上，並亮起了
向下的箭咀（平時若無人使用電梯時，電梯只
會停在七樓，並不會有向下的箭咀，更不可能
「剛剛關上」，這顯示了有人剛剛入了電梯）
所以當阿伯幫我們伸手按掣的短短數秒中，我
的心跳急促，呼吸亦幾乎停頓，只希望在電梯
門打開時，會看見剛才的男子。可是不出所料
，電梯內果然空無一人。
所以，胆小鬼忠吿各位同學，凡事要「忍」
，不然的話，往三樓或七樓時都要小心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