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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校園〉〉

))編者的話
很高興各位同學能支持我們的内閣「妙不可言」，使之能成為第三十二屆嶺南人編輯委員會。筆者更
高興的是能在<編者的話>裏能和大家溝通。第一篇的<編者的話>希望和大家說說嶺南學院的特色。
要說嶺南學院的特色，陳坤耀校長早巳說是推行博雅教育。這話一點不錯，可是來得有點抽象，難以
觸摸。我認為嶺南學院有別於其他專上學府的地方是同學之間有特別多的訊息的流傳。
嶺南學院内各類訊息傳得很廣很快，首要原因是提倡三年二宿，同學都生活在一起，交往自然多。其
次，嶺南學院雖然學生人數比其他大學少，但是勝在人口密度高。因此你也可以輕易地和不同的學系的同
學認識。
訊息的傳遞可以增加同學之間的連繫和交往，如膳食委員會施行「隔離安排」，同學也可以很快作出
回應。也可能是這個因素令學生會幹事會三十一年來從末「缺莊」。
但是大家有沒有深思到某部份的訊息可能是假的昵？
這些情況特別是發生在一些對別人的評價。如果那些評價對那人是好的話，讚錯也沒打緊。可是若那
些傳聞是對人家的名聲有損，可真是大大不妙了。
嶺南學院内各類傳聞傳得很廣，但其實某部份是「以訛傳訛」，不知所言是真是假。
對於這些訊息，若沒有能力或必要去明白真偽，我們大可當那些事情不存在。到了需要明白時，再用
心考究吧！
編者為何會在第一次的<編者的話〉和大家剖析這種嶺南學院特有的現象，因為我發現同學們忽視了辨
別訊息真偽的重要性。大學正是社會的縮影，若大家在校園内不學懂分辨訊息的真偽，出來社會辦事，難
免事事吃虧。
培根曾說：「知識是力量。」但是現在分辨訊息的真偽比擁有知識更重要。二十一世紀正是資訊澎湃
的年代。嶺南學院的學生必須學會分辨資訊，才有力量立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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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則門封閉，出入繞路1
【嶺暉訊】嶺南大禮堂終於
開放，隨之而來的竟是汽車出
入口之新安排。於嶺南正門左
右兩側之汽車出入口正式封
閉，以後所有車輛無論駛往學
院内那一處都會由較近南宿一
面之「側門」出入。但大部份
同學都不是有車階級，此次封
閉對同學來說最大影響應是少
了兩道「方便之門」。校方稱
暫無意思於原有位置開闢行人
出入口，但同學若真有有關之
需要，可直接以書面反映給總
務處，有關方面會考慮同學的
意見。畚

【嶺暉訊】「嶺南元宵繽紛墟」在農曆正月十五，即元宵佳節當曰於永安廣場舉行。該曰節目由下午五時
開始至晚上八時止。校長陳坤耀先生亦有出席，為大會進行剪綵揭幕儀式之餘，亦有參與其中的攤位遊戲。
當曰除了有醒獅表演、歌詠團唱歌助慶之外，期間更不斷有點唱環節進行，讓同學們能憑歌寄意。
「嶺南元宵繽紛墟」一掃永安廣場平曰的空曠冷清，場内設置了由各座宿生會所設計的攤位，各有特色。
有一考身手的遊戲攤位，同學只需付出數元就可參與其中，挑戰自己之餘又可以蠃取獎品，可謂一舉兩得。
此外，更有一些售賣小吃及精品的攤位，場内部份的精品更專為元宵節目而設。如可愛的毛公仔、手工精
美的人造花等等，好讓各男士向女友一表心意。
元宵節自然少不了猜燈謎的環節，雖然所見的燈只是廣場兩旁的電燈泡，但是普通話學會所掛起的紅彫
彤的謎題，尚算為大會増添節曰氣氛。該曰的燈謎全都是精警有
趣，同學只需猜中三題，並用普通話講出答案便可以獲得獎品，
吸引了不少同學駐足苦思。
今年大會更於廣場中央設了一棵「許願樹」。此「許願樹」實
非真樹，而是氫氣球。大會利用氫氣球將願望升上天空取其許願
之意。此「許願樹」頗受歡迎，不少同學們都充滿期盼地將自己
願望釘上。願望有考試GPA超過三點、一級榮黌畢業等。筆者亦
目睹一些情侶結伴趁「墟」，歡渡中國人的情人節，為會場添上
—絲浪漫的節曰氣氛。D

/iSizlsSH^有關本會失竊事件
‘在三月下旬，本會辦公室内桌子的抽屜遭人破壞。是次破壞事件經初步點算損失後，與一月會櫃被撬事件合計，本會發覺共損失了百餘部書。
比二事，引起了本會對大學生操守問題和屬會室保安問題的關注。
由於此類事件巳非首次發生，本會已把此事交由警方調査。
本會認竭學校保安不足，屬會室長期「開放」，以致引起賊人的貪念。對於保安問題，本會巳向學生會反映，並採取緊急的措施，把全部的
曼畫書暫時放在幹事會的儲物室内。不過，這令本會工作也因此而停頓。
本會亦向重整資源委員會反映，無奈是一切「善後」事宜，最快也要五月進行。本會由於得不到學生事務處的任何資肋，本會因此也末能n
即重修會櫃及補購新書，為此本會對各會員深表歉意。
本會在此強調偷竊乃刑事罪行，本會忠告各同學勿以身試法，不顧自己的美好前途。
此外，本會呼籲同學若能提供情報有關於失書事件，請聯絡本會人仕。
最後在此，感謝學生會在此事上的幫忙，希望學生會能向校方反映，爭取更完善的保安。
(標題乃本編輯部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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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tar Workshop 與
Band Society合併
成

聲

樂

園

活動定位路線非常接近。這是由於Band Soci-

自發性音樂組織），在大專音樂界名聲良好。

ety 在九七至九八年度及以前的數年曾「空

兩個屬會合併後，由於有從前Band Society連

莊」。另一方面，Guitar Workshop也在Band

繫他校的聯繫基礎，加上Guitar Workshop與

Society「空莊」數年之間，開始也辦一些有關

校内及校外樂隊的良好關係，因此「聲樂園」在

搖擺音樂的活動。這令九八至九九年重新開辦

與其他大專院校合辦活動時，都會比較便利。
會員方面，阿W"ing及阿浩均稱合併後的會

的 Band Society 所辦的活動和 Gul tar Workshop有所重覆。於是兩個屬會決定於一九九九

費會比從前更化算。本屆的Band Society及

Gul tar

年至二零零零年學生會屬會註冊時合併。新的

Guitar Workshop的會費分別為三十五元及三十

Workshop、Band Society宣佈於本學年合

屬會將以「聲樂園」(「Sound Garden」)為定名。

元。但是合併後，「聲樂園」只會收取三十元的

併。若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零年學生會屬

阿浩表示是次合拼獲得兩會大部份幹事支

會註冊成功合併後，新的屬會將以「聲樂

持，並且合併後將會對該會的未來發展有很大

「聲樂園」主席阿W"ing更表示來屆所辦的活

園」(「Sound Garden」)為定名，繼續為校内

好的益處。由於近一年來，兩屬會所辦的活動

動將會融合合併前兩個屬會所辦的活動内容，

各喜歡玩音樂的同學服務。為了讓同學知

定位路線非常接近，所以有資源重疊使用的浪

搖擺音樂及民歌並重。而且將會與Mus"ic Soci-

道兩個屬會合併的緣由，嶺暉特別採訪了

費現象發生。合併後，此情況將不會發生，學

ety合辦一些校内活動。

Guitar Workshop主席譚偉浩（阿浩），Band

生會資源可以更充份地利用。

【嶺暉訊】在嶺南學院會員衆多的兩個
活動性質相近的屬會

會費作為經營會務之用。

並且來屆「聲樂園」的草議的活動將會多姿

阿Wing更透露，兩屬會的所辦的活動定位

多彩，如有活動教授木結他、電結他、低音結

路線非常接近，因此其他學校的音樂團體欲與

他和鼓。「聲樂圃」並會舉行結他演奏晚會。在

兩個屬會所辦的活動同屬音樂性質。本

本校的音樂團體接洽合辦活動時出現尷尬，未

1999年11月中旬的週會更計劃派出本校樂隊及

來兩個屬會辦的活動是不同類型，Guitar

知與兩個屬會之中那個屬會商討。但合併了兩

樂器班學員，以古典、流行及搖擺音樂方式演

Workshop主要是辦有關民歌類的音樂活

屬會之後，此尷尬情況不會再發生。

出。還會辦一些燒烤晚會，作會員聚會之用。@

Society外務副主席黎詠賢（阿Wing)和侯
任「聲樂園」的主席李建威（阿Ray)。

動，而Band Society則是辦有關搖擺音樂

而且Band Society在校外的活動表現出

的活動。不過近一年來，兩屬會的所辦的

色，並參與U Sound的活動(編按：此乃大專界

同學投票辩 /
電腦化投票程序投票方法簡易
——「新莊」成功上任一 【嶺暉訊】在今次嶺南學院第三十二屆學生會幹事會臨時選舉中代表會
【嶺暉訊】嶺南學院第三十二屆學生會幹事會臨時選舉巳於一九
九九年三月二十三曰正式結束。同學投票熱烈，唯一候選内閣「新
莊」順利當選，接任本屆幹事會的職務，並會於本年為大家服務。
由於上次幹事會候選内閣「嶺諾閣」未能獲得足夠的信任票上
任，於是新組成的候選内閣「新莊」於曰前進行臨時選舉。是次投
票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曰在嶺軒對開
的空地進行。
在候選内閣「新
莊」的大力宣傳下，
是次學生會幹事會臨

選舉委員會糾正了過往所犯的毛病，並採用了電腦化的投票方法，令整個
幹事會臨時選舉的過程非常順利。
上屆代表會選舉委員會在本年度的所舉辦的選舉有不少不/」\心的錯失。
如以往選舉委員會未有指明投票曰之後的首二曰是延長投票曰，令不少同
學誤會投票期限共有三天，以致末在首日投票。今屆選舉委員會改善的最
明顯之處，是標明投票曰之後的兩曰是延長投票曰。
在今次幹事會的選舉，已改正了上次舉辦選舉的錯誤，因而是次舉辦的
嶺南學院第三十二屆學生會幹事會臨時選舉的安排比上次嶺南學院第三十
二屆學生會代表會普選、嶺南學院第三十二屆學生會嶺南人編輯委員會選
舉及嶺南學院系會選舉出色。
是次的投票，採

時選舉投票人數有八

用了電腦化的投票方

百五十人，其中有六

法。選舉委員會採用

百九十八票是信任

了掃描學生證電腦條

票。另外，有四十二

碼來核對學生身份的

票是不信任票，而棄

方法，取代人手的核

權票和廢票分別是六十二及四十八票。

査學生資料方法。縱

根據嶺南院學生會會章規格，首曰投票超過法定人數(即全校人

使同學沒有帶有關的

數）三分之一，並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支持票，可以不用延長投票

身份証明文件，只要

期。由於首曰投票侯選内閣「新莊」巳符合以上條件，所以臨時選

同學說出其學生證編

舉在一曰内巳完成，並成功上任。
嶺南學院學生會幹事會的曰常運作和提供的學生福利如借用傳
真、界字機巳在「新莊」接任後恢復。Co-shop也巳於本年三月二
十九曰恢復正常的運作。I)

號或身份證號碼讓工作人員輸入，經核實身份也可以投票。電腦化的投票
方法過程相當方便快捷，令同學受惠不少。
而且，電腦化投票更可以防止同學有雙重投票的機會。
由於糾正了以前的錯誤及採用了電腦條碼辨別身份方法投票，令整個嶺
南學院第三十二屆學生會幹事會臨時選舉的過程非常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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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委會通過限制安排嶺軒中菜部中午成學生禁地
【嶺暉訊】本校的膳食委員會限制學生午

間在教職員餐廳找不到空位進膳，對於一些午

至二時試行該安排，而最後決定繼續實行此安

時進入教職員餐廳安排的試用期巳於本年

膳時間較固定之職員，因此要出外進膳，構成

排，是以嶺軒海鮮酒家於實行該計劃後在午飯

三月尾完結。膳食委員會最終決定於三月

不便。故此，有關方面經開會投票後決定，讓

時間之收入及顧客數目作評估。但有關方面亦

tl 二曰開始禁止學生於星期一至五中午十

教職員先於早一段時間使用該酒家。

坦言該次試行期間反映出有部份教職員於午餐

二時三十分至一時十五分使用嶺軒海鮮酒

岑先生亦表示校方巳考慮學生的意見，亦顧

時依然使用學生飯堂内之中菜服務，減低了教

家(教職員餐廳）。就此事本會訪問了該委員

及他們的利益，但同時亦要平衡各方意見。因

職員餐廳之使用量，而膳委會亦希望教職員於

會主席岑振猷先生，了解有關詳情。

此才於學生飯堂内劃出區域，讓學生享有同嶺

午膳時盡量使用教職員餐廳。

膳食委員會在本年一月草議決定禁止學
生於午時使用嶺軒海鮮酒家(教職員餐廳）。

軒海鮮酒家一樣之服務及食物，而且每籠點心
減收兩元，另免收芥，以優惠學生。

至於如何防止非嶺南教職員及學生使用嶺軒
海鮮酒家，岑先生表示由於現時於午飯時間内

委員會更試行限制學生午時進入教職員餐

岑先生亦表示，是次安排實行前，校方於二

仍常有空位，故並不嚴格防止有關人士進入。

廳。其間不少同學大表不滿，有同學更發

月廿二曰已開始於周一至五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另外，其實教職員是可以攜同學生於該限定時
間内到嶺軒海鮮酒家用膳。

起簽名運動，反對此安排。最後，本校的

今次膳委會的安排只限於今學年内實行，至

膳食委員會限制學生午時進入教職員餐廳

於下學年會否有該安排則有待再相討。©

安排的試用期巳於本年三月尾完結，並通
過有關安排。
岑先生強調此並不算是一項政策，更談
不上是教職員特權之行使，而只是一個秩

【嶺暉訊】就膳委會最後之決定，我們亦訪

序上的安排。這是基於有教職員於午膳時

問了膳委會内宿生聯會代表。他較主張與教職
員協商，互相讓步。在校提出試行計劃時，他

義

格評分新

二
=
•
.

來年宿舍入住資

【嶺暉訊】嶺南學院是香港宿位與宿生比
例最高的專上學院。因提倡三年二宿，所
以約全校七十五個巴仙的同學都是住在宿
舍内。月前，校方就有關來年校園宿舍入
往資格評分辦法開了一次諮詢會，徵詢同
學對此的意見。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收到
同學的意見後，巳著手草議修訂有關的辦
法。為此，本期的 < 嶺陣〉採訪有關人仕，査
詢其情況。
有關校園宿舍入住資格評分辦法事宜是
由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The Student Hostels Management Committee (SHMC))處理
的。入住的資格高低是按居住環境的遠近
和同學參加課外活動而決定，但校方每年
也會徵詢同學的意見，務求有關辦法得到
大部份同學認同。
據有關人士透露，今年校方會按同學的

地方的遠近的評分比重窗增加。三年級的同學

議，讓教職員可預先訂座，一旦滿座才禁止學

由於需要學校的資源比較多，所以他們能有多

生進入，以減少對同學不便，可惜遭否決。

十個巴仙的分數。其有關正式的公布將會以電
子郵件通知大家。
對於宿生報假地址以騙取宿位，有關人士並
透露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巳草議要求同學交出
有其姓名及居住地點的書信文件，以防止同學
這種行為。而對於舍監能給予宿生宿位的權
力，有關方面表示末有考慮收回此權力。

雖則如此，但他認為校方已考慮到學生方面
的意見，作出讓步，禁止學生進入的時間由一
個半小時減到四十五分鍾，減低對同學的影
響。

至於校方認為在學生飯堂提供中菜服務是對
學生利益的兼顧，宿聯則認為這是出於補償的
意義較大，藉此降低同學的不滿。另外校方稱
這只是一個秩序安排，宿聯則認為問題很明顯

由於考慮到香港近年來經濟不景的問題，有

就是同學於此午飯黃金時間少了一個地方選

關人士表示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草議希望能凍

擇，所以不可只說是一個秩序安排。整體而

結明年的宿費。

言，宿聯對校方此計劃表示失望。@

對於北宿的同學未能和南宿的同學一樣可以
享有有線電視的服務，校方表示會對此作出適
當的安排，並且透露由於鋪設網絡成本高昂，

有待校方通過。有關進一步發展，同學可以從

有線電視並未有考慮在嶺南學院北宿提供有線

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的會議程序、會議記錄等

電視服務。有線電視表示附近屋苑建成後，才

資料得知。它們是可以供同學閱覽的。（http:/

會考慮有關事宜。校方表示希望提供其他服

/www.ln.edu.hk/sao/info/hostel/shmc/shmc.

務，如VCD機予北宿的同學，補償北宿同學未

htm) D

能享受有線電視的服務。
月前的諮詢會舉辦後，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
已完成按同學要求修訂的議案。不過，議案還

"il=sl=

一九九九年入學的一年級同學必定擁有住

飯時間於嶺軒中菜部建立電話訂座制度的反建

L=l=画

草議當中。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希望維持

參加課外活動，佔分比重窗減少，而同學居住

_

法作出相應的修改，不過，這些辦法還在

而在三月中的膳委會會議上宿聯提出了在午

lsma

意見對有關地方路線和課外活動的評分辦

並不反對，但強調試行後要作出有關檢討。
宿的權利。二年級的同學入宿的一大要求，即

社會〉〉

白

決

關於終審庭對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半丨
II

點反思

【嶺暉訊】對於終審庭對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判決，
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會對結果深表不滿。

姻的不尊重所引致。不是因為有這個判定，這個現象才猖獗
起來。而且，非婚生子女所享有的權利乃是一般法律明文規
定，除居留權外，接收遺產的權力也是同時擁有。

無庸置疑，内地湧來的新移民估計將會超過八十萬，
這會在教育、土地、就業及醫療等方面對巳有六百八十萬

内地港人所生子女，其實是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很大的

人口的香港構成重大壓力。不過，若政府安排得當的話，

幫助。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年輕的新一代家庭大都

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沒有養育太多的子女，這是現代化及都市化所帶來的必然趨
勢。因此，未來香港的自然人口增長會

若政府在處理社會事務方面

率很抵。另一方面，由於醫療設備的改

有失當之處，社會就會變得問題

善，未來香港的人口死亡率將會持續偏

叢生。像近年來的香港經濟不

低。所以吸納年輕人口，有助減慢老化

景，也有一部份因素是政府構

進度。

m

成，如以一千億救市不救人、削
綜合援助金、任由本地工業衰
落、只維護地產商而停止賣地、
縱容資本家向員工減薪自保、政
府架構腫大令行政散慢、教育政
策無助培育人才。

港人内地子女可為香港帶來新的資
源和社會連繫，刺激香港經濟。以目前
香港的經濟發展趨勢，必定是和中國的
糸至濟發展連在一起。港人在内地所生子
女，明瞭兩地經濟、文化、生活、習
慣，可以促進兩地文化、經濟上的交

其實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擁

流，從而激發就業工作的機會。

有居港權，這不是一件「新鮮的
事情」。由基本法草擬到落實施

新來港人士到香港會帶來新的消費

行，政府從沒有好好地計劃、安
排準備他們來港定居。

^ P I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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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從而刺激經濟，對香港經濟復甦
有利。
而且，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來港，

益，漠視市民需要的政策，那麼

可以照顧年老的雙親，從而減少政府福

就算沒有大量新移民人士到港，

利的支出。

香港也會繼續經濟不景。

H

如果政府繼續維護商人利

還有的是，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在
並且，香港政府矛眉的地方

國内也有自己的工作，他們也不一定會

是，現時西方國家申請來港入籍

適應香港的生活，所以他們有居港權但
團聚人士，無需輸侯及分批到港，只要向入境處申請，即也不一定會來港定居

發証件。這是否對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有身份上的歧視
昵？

其實，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到港的目的只是為了一家團
聚，共聚天倫。子女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乃是人之常情、天經

大家可能認為這判決令非婚生子女也擁有居留權，會
造成港人在内地「包二奶」風氣更盛，這可是錯誤的想
法。「包二奶」的成因乃是因為社會道德敗壞及港人對婚

地義的事情。為何不能給他們這種權利昵？ •

I宿舍/資訊科技/校園〉〉

(北宿路上睇真D)
【嶺暉訊】據同學的投訴，來往北宿與

示巳注意狗隻為患的問題，並張貼告示告知同

學校主樓之間通道上，近曰大量狗隻橫

學勿用氣槍射向牠們，以免狗隻對學生產生敵

行，並且不時追趕途人。其次，近山坡的

意。辦事處也告誡同學勿餵飼任何狗隻，以免

地方，有工人進行挖掘工程，因而造成一

牠們時常喜歡到嶺南學院覓食。

些聲音上的滋擾。並且，忽然出現了幾個

圍欄維修

貨櫃箱，令同學好生奇怪。為此緣故，<嶺
暉> 特意訪問了相關人士釋疑。

宿舍辦事處表示狗隻能自出自入，是因為北

丨 I 狗 隻 橫 行 1

宿後山有部份圍欄破損了。因此，辦事處巳告

有不少同學投訴，北宿道上近曰狗隻橫

知校方進行修補圍欄工程，以防止狗隻進出。

行。據校方表示，野狗的出現及四處流浪

校方表示，若大家在晚上要經過該處，害怕

是因為附近的地盤完工後，把牠們拋棄。

1

|貨櫃放⑷

1

另外，據校方表示，近來北宿路上多了幾個
貨櫃辦公室，都是從禮堂的地盤遷移過來的。它
們原本放在禮堂的地盤，方便工程人員辦工，但
因為嶺南學院禮堂的建築工程已於本月完工，沒
有空間放置它們，所以才遷至北宿路旁。禮堂建
成後，同學們也不需要「山長水遠」跑到屯門大
會堂上週會了。

受襲，可以請求保安護送。

加上牠們沒有進行絶育手術，所以數代流
連嶺南學院。

I

|排水道工^1

校方透露巳通知漁農處處理有關問題，
放置狗蘢來捉

校方又表示近北宿宿舍位置的斜坡，巳開始

狗，但是其成

進行增建排水道的工程。在來年雨季來臨時，

效不大。

若此工程完成，雨水也可以迅速排去，免受水

北 宿 F 座 的 . ；

浸之苦。

校方透露會盡力和漁農處合作捕捉狗隻，希
望同學能安心來往宿舍和校園之間的道路。並且
增建排水道的工程所產生的噪音，希望不會對同
學構成太大的滋擾。@

宿舍辦事處表^丨““

http://listen. to/ymgd
【嶺暉訊】這網頁是有關於檢討香港教
育制度。網主是一群關心教育的人（統稱
「姨媽姑爹」），對下一代的成長及香港前
景的關心，絶不亞於有親生骨肉的家長。
月前相繼有家長、教師和校長以他們的身
份、專業崗位等在報章刊登聯署廣告，宣
示他們對教育的信念、期望和承擔。但教
育既是衆人的事，他們就不以個人的工作
崗位為念，只想以民衆一份子的身份發
言，關心我們社會所有人的生活、福利，
他們是一群不折不扣、愛護我們下一代的
「姨媽姑爹」。

http://members. tripod, com/
-Okhuen/stu lisl.htm
【嶺暉訊】這是一個可以登記香港大學
生資料的網頁，大家可報上自己的個人資
料、ICQ號碼。這樣便可以藉這個網頁，
交到不同專上院校的朋友。@

1S1"

大受同學歡迎
【嶺暉訊】由本會所負責的「新聞展板」巳
設立了近三個月，為了解各同學對「新聞展板」
的看法及收集各同學意見，嶺南人編輯委員會
在本年三月期間發出了問卷調查。是次問卷調
査，本會共收回一百五十三份問卷。
在收回的問卷當中，近九成同學表示有閱讀
過嶺軒大門旁邊的新聞展板；平均每星期會閱
讀兩至三次。在所有接受調査的同學當中，約
五成半的同學認為新聞展板引起同學對社會時
事關注的作用一般，而約三成四同學則認為新
聞展板在這方面的作用頗大，可見普遍同學肯
定新聞展板的存在價値。另外，有關同學閱讀
報紙習慣的問題，調査發現約一成七同學是並
沒有閱讀報紙的習慣。希望這部份的同學能好
好利用「新聞展板」，多多留意身邊所發生的
事情，關心社會時事。
問卷中，本會詢問了同學有關新聞展板有否
可以改進的地方，部份同學表示可以加插社
論。其實本會亦正在考慮這方面的可行性，若
地方資源許可。但本會亦已加插另欄讓同學發
表意見，希望同學能踴躍支持。I)

平均每星期閱讀新聞展板次數

0
人數

N

1 2 3 4 5

19 35 45 28 15 11J

引起同學對時事關注的程度

(關注 F關注
程度
人數

cn國

\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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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鬥-1I」"1M_I

0 1 2 3 4
4 9 22 65 46 7

J

校内資訊要看報紙？
【嶺暉訊】也許同學會留意到「新聞展板J上
不時出現一些有關嶺南學院的新聞。而這些訊
息往往是同學在事前不知情的。身為學院的一
分子竟要從報章上才可以得知校内所發生的消
息，如嶺南學院在未來一年預計將虧蝕六千
萬。
這種現象其實是一種諷刺。本會展示出這
些新聞，正是希望同學能意識到這個校政透明
度的問題。
本會很多謝各同學給新聞展板的意見，亦
歡迎同學在未來的日子裏給我們一些意見，好
讓我們能改進。同時，本會亦希望同學繼續支
持新聞展板，畢竟這是本會仝人早起買報，花
了不少時間而製成的！罾

校園〉〉

工管系改課程三年級生可選擇性做hnnl Ypar Projfint.
進行。導修的導師更由指導Project的導師擔

【嶺暉訊】校方正草議有關工商管理系

新的課程將取消二年級的Research

更改課程，三年級同學可以撰擇性做Final

methodology，並將所佔十個學分將減至六個學

year project或讀兩個替代的課程。本會

分。三年級時，同學卻需在三年級上、下學期

有關人仕認為以導修形式進行，人數少，環

為此事曾訪問了有關人仕。

分別完成Research methodology 及Buslnes

境會比較理想。而且學生不需再在二年級上有關

有關人仕表示原來的舊制度，三年級的

project兩科° (分別各佔三個學分）另外，同

的課堂，無疑令他們的工作壓力減少。在三年班

Final year project是佔十個學分的，並

學更可以選擇不做畢業論文，而選修兩個科目

才學有關的課程，可以令學生記憶猶新。

需在二年級下學期時修讀Research

代之。

任°

此課程修改的内容巳於三月和學生作過諮

Methodology。課程完成後，學生需要提上

有關人仕並透露舊的制度下，同學在修讀無

詢。不少同學對拍檔的選擇及論文的題目深表關

Fianl year project的大網，以便校方能

學分的Research methodology課程時，需幾百

注，校方表示會因同學的意見就此兩方面作出考

安排適當的導師作指導，讓學生能順利完

個同學一起上lecture。而新制度，同學將以

慮。有關工商管理系更改課程的決定仍是草議，

成論文°

學分修讀Research methodology並以導修形式

有待商討。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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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 College aspires to be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with Hong Kong characteristics.
The College attained self-accreditation status in 1998 and expects to be retitled as University in mid-1999.
Lingnan College has offered research degree programmes at master's level since 1995-96. Applications are now invited
for places in MPhil programme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encing in September 1999. The
period of study is normally two years for full-time and three years for part-time students. The areas of research will
include the following：

MPhil in Chines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古典中國文學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現迖及當代中國文學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中國語文及語言學
Media and creative writing傳媒寫作及文學創作研究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
們 Phil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I^PillfflSPIra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翻譯與文化研究
Translation and genres 翻譯與文體
Translation of texts of social studies 社會石幵究文本翻譯
LI ternary and business translation 文學及商業翻譯
MPhil in Business
China business 中國企業
Comparative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國際企業比較層面
Emp1「1ca1 aspects of accounting 會計學實踐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資源管理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投資與金融機構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訊息系統管理
Strategic issues in marketing 市場策略研究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小型企業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策略性管理
|MPhil in Social Scienc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and Asian Pacific affairs, especially as they may bear on Hong Kong.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 analysis, covering e.g. ageing, public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and
manpower suppl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security.
國際及亞洲太平洋事務，著重其經濟和政治問題對香港的影響。
社會問題和公共政策分析，包括人口老化問題、公共房屋、交通運輸、教育和人力資源、醫療及健康保障、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等
政策。
Applicants are required to have a first or second class honours degree or an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 in the
discipline in which they intend to pursue their research and demonstrate a sufficient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in which the
programme of supervised research is to be conducted and the results presented. Some postgraduate studentships with a
monthly stipend of $13,510 (amount for 1998-99) may be awarded to full-time students.
Applica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by 5 June 1999 for MPhil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programmes.
While the normal application period for the MPhil in Business programme ended on 20 March 1999, late applications will be
considered on an individual basis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places. Further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College's
Homepage： <http://www.ln.edu.hlc>. Application forms and related materials can be obtained in person or by written request
"from the Registry, Lingnan College, Tuen Mun, Hong Kong, enclosing a self-addressed stamped (HK$4.20) envelope (size 23
cm x 33 cm).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the Registry at Tel: (852) 2616 8750/Fax: (852) 2572 5178/Email： <registrain.
Iedu.hk>.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