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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嶺南於去年八月正式正名為大學後，嶺南内外都發生重大變化。「嶺南」銜著「大學」這

名字，相比起「學院」時代遇到更多障礙。報章每每以「位於七所大學榜末」的語句來形容「嶺大」，
實有將大學階級觀念化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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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何能避免同樣的事件發生。嶺南剛正名不久，便遇著這麼多風雨，在往後的曰子可能更艱辛。

總編輯：赛婉薇

但願我們能夠以努力改變既定的命運，迎頭趕上，不再被人家看扁！

主繙：李雅緻、黄嘉敏、吳嘉螢

「»為不梭」事钵粕糸

的事件的意見或回應

鉼豺畲$格逛堪

1.來稿題材為同學們對本期《嶺暉》所報導

【嶺暉訊】本年三月，社會科學系三年級梁同
學因向李博士表達對課程預選制度的不滿，被紀律
委員會裁定「行為不檢」，須在兩星期內交道歉信，
否則，「行為不檢」之紀錄便會列於其成績單上。梁
同學認為判决不合理，遂就此事諮詢學生會代表會
之意見。

該研討會在下午一時舉行，大會上各講者均再三重申自
己的立場。黃敎授認為，紀律委員會特別批准梁同學的哥哥
陪伴他作供’整個聆訊已經十分民主，絕無黑箱作業成分。
除此之外，他強調師生平等：假若老師易地而處，對同學的
態度如此惡劣，校方會以同樣手法處理此事。另外，陳校長
在會上形容這本是小事一樁，事情弄至如斯田地，實在是始
料不及。他重申，梁同學之上訴不獲接納，是由於梁同學未
能提交新證據與及聆訊程序全然正確，並非官官相護所致。
而學聯觀察員張同學對同學勇於表達意見則表示支持。
他認為這件事交予紀律委員會處理’實在有點小題大作。校
方應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校政’例如理大和港大亦有給予其學
生會有相當多的途徑參與校政。評論員莊先生指出，校方並
未為學生「行為不檢」劃清界線，使梁同學無從申辯。梁同
學則重申他當日只是針對事件發表言論，並非針對李博士本
人。
此事無論在校內校外均引起極大迴響。首先，有些同學
在大字報發表意見，當中十居其九都是聲援梁同學，指責校
方的不是。各大報章、電台爭相報導，例如：四月六日’由

鄭經翰主持的《風波裡的茶杯》便有討論此事•，《蘋果日報》

亦刊登了學生會幹事會會長盧偉明同學的採訪。翌日，港

暉編輯部收」）

經代表會會眾詳細商討後，代表會認為校方在
此事上有壓制同學發表言論的意圖，並於1 一零零零
年四月五日，向各大專院校、各大報館、電台發出
以「扼殺言論自由，違背博雅敎育」為題的聲明，表
明支持梁同學的立場。代表會於聲明中表揚同學不
平則嗚的精神’並指出紀律委員會的裁決不公平和
師生權力不均等情況。故此’代表會要求推翻紀律
委員會的決定、改革紀律委員會的架構，如：爭取

台、新城等電台亦有在節目中討論此事，蘋果、東方、太

http://lnsuJn.edu.hk/folk/main.html

陽、明報、星島等報章均對研討會作出頗詳細的報導。而據

稿例：

本報消息，梁同學已遞交道歉信，結果則須視乎紀律委員會

208室）或傳真至2465 5227 ° (請註明「嶺

是否接納而定。

稿件可交往嶺南人編輯委員會（康樂樓二樓

學生代表有投票權、提高其透明度等。
另外，代表會亦成功要求兩位會眾陪同梁同學
會見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敎授，而學生會嶺南人編
輯委員會亦就此事訪問了校長的看法。校長指出，
梁同學由始至終未曾否認向李博士表達意見時態度
惡劣，而紀律委員會之所以裁定梁同學「行為不
檢」，是由於他的舉動會破壞嶺南大學的福祉’並
認為此事與扼殺校園的言論自由無關，因校方支持
同學向校方表達意見，惟其態度必須誠懇、有禮。
校長承認紀律委員會現行的機制的確存在漏洞，並

承諾會檢討現時紀律委員會的架構，考慮賦予學生
代表投票的權利。
除此之外，校長亦答允學生會召開研討會的要
求，向同學交代事件始末和接受同學及社會人士垂
詢。由學生會主辦的研討會於四月六日假永安廣場
舉行’嘉賓包括：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敎授、香港
專上學生聯會觀察員張逸峰先生、評論員莊耀光先
生及嶺南大學紀律委員會主席黃國彬敎授。

欺 迎 末 鴉

傳真：2343. 7340|
電話：2790 3377

傳真：2465 52271
電話：2465 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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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既已發生，作為傳媒，最重要是把事件客觀地如實報導；作為嶺南大學的一份子，則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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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上。對梁同學而言，報章上並沒有清晰地交代事件的始末，一些不了解此事的讀者可能因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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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嶺大首次實行學分制度，造成註冊大混亂，各大報章亦有報導。本年四月，社會科

學系三年級梁同學向李博士表達對預選的不滿時，被紀律委員會裁定行為不檢，鬧至滿城風雨，各

大報章、電台爭相報導，質疑校方有壓制言論自由之嫌。但是，某報卻「把握時機」，重提舊事，

大字標題直指「陳坤耀言論常出醜」，列舉陳校長自一九九四年至九五年多次「失言出醜」之事例，
編者認為此舉無論對陳校長及梁同學都有點不公平。對陳校長而言，陳校長過往「失言」之事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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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會內閣
幹事會出缺日子結束
【嶺暉訊】第三十三屆幹事會內閣<«20>成功當選後，已

盧會長又指出，各幹事已盡心盡力地工作，但由於各人

於三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為新一屆幹事會。代表會亦已把其暫代

均沒有處理學生會職務之經驗，故面對工作時，也會感到頗

之職務交還於新一屆幹事會處理。

為吃力。幸好，得到前幹事會幹事鼎力相助，給予工作上不

幹事會會長盧偉明同學表示，新一屆幹事會上莊後，已全
面恢復幹事會所有職務，例如派發報紙及把會室開放時間回復
正常。同學如有任何疑難需找幹事會處理，可於星期一至五早
上十一時至下午五時到幹事會辦事處，尋找當值幹事協助。

少寶貴的意見及分享個人經驗，才可提高工作效率，使工作
得以順利進行。
對於未來的工作計劃，盧會長表示現正在草擬階段，但
預期一些傳統學生會活動，如：學生會歌唱比賽、嶺南之

雖然幹事會現已上莊，但實際上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會長

夜、迎新營、陸運會等活動將會繼續如期舉行。不過，幹事

盧偉明同學亦承認，在第三十二屆幹事會落莊兩個月後才上

會全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尚未通過，計劃中很多項目需要

莊，會對幹事會工作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幹事會現正忙於籌

經代表會審核後，才能落實執行。

備交職典禮及迎新營，另外亦要處理紀錄委員會事件及聯同學
生聯會舉辦「反對分科收費」等活動。加上考試逼近，盧會長
擔心在時間分配上會出現問題，但為了使工作能順利完成，幹
事會各位幹事寧可犠牲休息及上課時間，也不願阻礙工作進

另外，在出缺期間損毀的器材亦需等待代表會批核後，
才能修理，因而有某些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幹事會全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將於五月中旬經代表會
審核。如能成功通過，便能在短期內舉行活動。

度°

設施維修怠慢

鍾同學更指出，設施維修怠慢的情況，早於九月已出
現，他們亦曾以宿生會名義向設施管理組投訴。他們得到的
答覆，是因轉換了管理公司，在承接上需要時間，故延誤了

宿生連聲叫苦

維修的進度。鍾同學表示，在轉換公司後，維修情況的確曾
有好轉，維修的效率亦提高了。可是到了本年三月份，維修
效率又回復缓慢。

【嶺暉訊】本報記者得悉，近日有宿生投訴宿舍的設施維修

他補充説，對宿生帶來最不便的，是浴室地板滲水問

服務。該名宿生居住於D座宿舍，據她所述，她的窗簾壞了，

題。自九月份開始，C座宿舍有多層的浴室因地板滲水，使

在申報維修後，於三月七日早上十時接到總務處的電話，通知

宿生未能使用這些浴室。設施管理組便在這些地板上，鋪上

她維修工人將會在下午三時前往維修。但是，她等候到三時三

一層防漏膠。可是漏水情況不

十分，仍未見維修工人前來。她便致電查詢，總務處的答覆是

但未得到改善，更出現防漏膠

工人會在十五分鐘內到達。

破裂情況。若宿生在洗澡時察

當工人到達後，該宿生得悉，原來該工人是臨時接到通

覺不到裂痕，便很容易弄傷

知，才前來進行維修工作。該名宿生對此感到不滿，亦質疑總

腳，這對宿生會構成一定程度

務處與維修工人間的溝通。

的危險。本報記者訪問當曰，
便發現三樓短翼的浴室，因地

設施受損

板滲水問題，而暫時封閉，有
待維修。

對宿生造成不便

其實，這些浴室已重鋪了
c座三樓短翼浴室情況

本報記者亦得悉C座的設施損毀嚴重，為了進一步了解設
施維修的情況，本報記者訪問了C座宿生會主席鍾重山同學。

兩次防漏膠，但至今漏水問題仍未解決。鍾同學認為鋪防漏膠

他指宿生會曾經接到宿生對於設施維修上的投訴。投訴的內容

始終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而設施管理組的做法，是不會

大致為設施維修怠慢，對宿生造成不便等。

再鋪設防漏膠，而可能會在暑假把地板重新修整。然而，鍾同
學對此仍表擔心，因為設施管理組並沒有確保於新學期來臨

首先，在處理宿生投訴上，鍾同學指出，宿生如發現設施

前，把浴室滲水問題完全解決。

受損或發生故障，宿生會主動到B座管理處申報（A至D座宿
生需到B座申報維修），以待維修。若宿生發現已申報的維修

鍾同學最後表示，設施管理組經常都不會把維修情形直接

過了一、兩星期還沒有跟進，便會向宿生會作出投訴。投訴的

向同學交代，使宿生未能了解箇中情況；維修工程的怠慢，對

內容，大部份都是有關公共設施項目，例如廚房的電熱水爐損

宿生的確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由於設施管理組在本報截稿前，仍未接受訪問，故對於以

壞、浴室地板滲水和水壓不足等。

上問題，未能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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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好
【嶺暉訊】本校中文系決定於下學年取消分流敎學，自此，中文系同學
不再分為文學批評組及專業寫作組。就此制度的改變，本報記者訪問了中
文系講師陳惠英老師。是次制度的改變，據陳老師所述，最大原因是希望
在選科上，可給予同學較大的自由度。

分流敎學的因由
陳老師解釋當年中文系實施分流敎學的原因。她指出早於一九八五年
時，課程設計的重點在於如何突出嶺南中文系的特色。其後因香港傳媒事
業發展蓬勃，為了加強這方面的訓練，便開設了專業寫作組，並於二年級
推行文學研究組及專業寫作組的分流敎學。後來由於人才資源的增加，課
程亦有所增減，例如梁秉鈞敎授的加入，便增設了一項寫作課程。由於，
他們難於決定此科目應設於那一組別內，故把此科目定為獨立的課程，不
論是那一組別的同學，都可選讀。

新制度九月實施
作分流敎學後，中文系老師發現，原來有不少同學在修讀組別內的必
修科後，會選修另一組別的科目。此外，在每年「中文系師生諮詢會」
時，不少同學反映希望能增加選科的自由度。於是中文系的老師便開始商
討，可否取消組別的界限，令同學可自由選讀有興趣的科目之餘，亦不用
再被標誌為某一組別。
分流敎學制度的取消，會在來年九月實施。由於現時中文系二、三年
級的同學已作分流敎學，便會維持不變。故受影響的只是中文系一年級的
同學。在今後入讀嶺南中文系的同學，亦不會再有組别之分。

新制度有利師生
陳老師指出，是次取消分流敎學，相信對老師和同學都有正面的影
響。對老師而言，在敎學資源的運配上，有更大的彈性；對同學而言，除
了有較大的選科自由外，亦不用再被標誌為某組別。她表示，在制度轉變
後，會多留意同學的反應，並在有需要時作出檢討。他們會本著學分制的

精神，讓同學自由選科，例如已把必修學分由四十五分减至二十一個學
分，給予同學更大的自由選科空間。
在新制度下的課程設計，必修科主要是一些核心課程，分別為語言
學概論、中文寫作及文學批評三個系統，這些都是中文系同學必須掌握
的知識。至於選修科是由同學根據其興趣、能力和個人時間編配所選讀
的科目。此外，加上通識課、英文課、實用中文課和電腦課等，便符合
了嶺南大學博雅敎育的精神。陳老師補充説，今後在宣傳嶺南中文系
上，會強調中文系的強項——現當代文學和中文寫作課。

有關同學的意見
為了了解中文系同學對是次改制的意見，本報記者訪問了中文系系
會主席、一年級生廖偉明同學。
首先，他認為分流敎學可能會扼殺了同學選科的機會，並認為作為
中文系的同學，不應只修讀某一組別內的課程。在取消分流敎學後，同
學可選讀任何的科目，不用再局限於某一組別，選擇性較大。他更表
示，曾擔心會派不到自己喜愛的組別，現在不再分組，課程不設限額，
又可自由選科，使他不再感憂慮。
另一方面，由於他是系會主席，故對於新制度會有較深的了解。因
為在中文系正式向同學宣布改制前，他曾參與中文系的課程研討會議。
他表示參與該會議後，使他清晰地知道制度改變後的分別，並明白問題
的所在，便於日後向中文系老師查詢。
至於在時間上的安排，他則認為是較緊迫的。中文系的老師於三月
尾才向同學宣布改制事宜，但於四月中，同學便需急於進行預選，的確
有點倉卒。最後他補充説，為了讓今年九月份入讀本校中文系的同學，
了解新制度下的課程，中文系系會會在開學前的迎新營中，安排約一、
兩小時的課程講解，讓各新生清晰了解課程的結構。
總括而言，是次中文系課程制度的改變，無論是老師或同學，都希
望能為他們帶來正面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在改制後，中文系的老師和
中文系系會，都會留意同學在改制後的反應，並會進行檢討工作。

香港第四屆大專生普通話朗誦比赛
嶺南學生奪魁
【嶺暉訊】香港第四屆大專生普通話朗誦比
賽已於三月十八日在香港敎育學院舉行。嶺南
大學李驕陽同學及廖艮兒同學分別奪得乙組詩
歌獨誦冠軍及甲組詩歌獨誦優異獎，為嶺南爭
光。
是次比賽得到了全港十一所大專院校師生
熱烈支持，報名情況非常踴躍，參賽人數多達
五百六十人，為歷屆參賽人數之冠。經過激烈
的初賽，共有二十名獨誦同學及十支集誦隊伍
脱穎而出，進入了決賽。其中嶺南大學廖貝兒
李驕陽同學奪得冠軍
同學及李驕陽同學分別進入了甲組詩歌獨誦
(在香港出生，以粵方言為母語者）及乙組詩歌獨誦（不在香港出生，以非粵
方言為母語者）決賽。
是次比賽於下午二時四十五分正式揭幕。首先是由香港敎育學院校長許
美德敎授致歡迎辭，分享舉辦普通話朗誦比賽的經驗和感受。然後由兩位來自
敎育學院的陳瑋蔚同學和王珮淇同學擔任司儀，介紹決賽評判及參賽組別。第
一組比賽是甲組詩歌獨誦，廖貝兒同學所揀選的誦材為《點綴》。接著有甲組
散文獨誦、乙組詩歌獨誦及乙組散文獨誦。其中，李驕陽同學為乙組詩歌獨誦
組，她揀選的誦材是《白海鷗之歌》。
最後有集誦比賽。詩歌組及散文組分別有五隊學生參賽，他們的表演均
十分出色，其中某些隊伍更以話劇形式表演，意念創新。

http://lnsuJn.edu.hk/folk/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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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小時的緊張比賽後，各獎項已塵埃落定 分別是：甲組詩歌獨
誦冠軍江曉雯同學(香港中文大
學)、甲組散文獨誦冠軍楊思琦同
i 轚 頒 獎
學(香港敎育學院)、乙組詩歌獨誦
冠軍李驕陽同學(嶺南大學)、乙組
散文獨誦冠軍(香港城市大學)、詩
歌集誦冠軍香港科技大學及散文
集誦冠軍香港城市大學。
廖貝兒同學奪得優異獎

更正啟示
第三十二屆嶺南人編輯委員會出版的第五十二期
嶺暉校園版中，有關「漫畫迷學會涉及欺詐行為」報
導中，提到「現屆漫畫迷主席於九九年五月向代表會
投訴，經代表會個多月調查，証實九八至九九年度漫
畫迷會偽造財政報吿」實為資料有誤，應更正為「第
七屆漫畫迷主席於九九年五月向代表會投訴，經代表
會個多月調查，證實九七至九八年度漫畫迷會偽造財
政報吿J。
對於是次失誤，本會深表歉意。

化節2000」的舉辦，是透過活動的形式以達

靜同學分享她參與活動的感受。她認為「文

之後由曾經參與「文化節2000」活動的陳曦

禮嘉賓之一的副校長饒美蛟敎授致歡迎辭。

「文化節S00問鬵穴！！演
【嶺暉訊】由學生服務中心主辦的「文
化節2000」舉行了個多月後’於本年三月三

十日下午五時四十分’在永安廣場舉行了
「文化節2000閉幕大匯演」，作為文化節活

動的總結。當日主辦單位邀請了多位參與

J谀
4rr U

享

Jn.edu,hk/folk/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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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市場策略研究；小型企業管理；策略性管理

Bi--

票 ， 2 3 厘 米 x 33厘米之回郵信封。查詢電話：（852) 2616 8750/

資料，可親臨或來函香港屯門嶺南大學敎務處索取。來函請附上貼有港幣4元2角郵

中國企業；國際企業比較層面；會計學實踐；人力資源管理；投資與金融機構；訊息

I,

有關以上詳情，歡迎參閲本大學之網頁：<http://www.ln.edu.hk>�申請表格及有關

商學高級學位課程

「文化節2000」活動的師生出席，為同學們

況予以考慮。

翻譯理論及評論；翻譯與文化研究；翻譯與文體；社會研究文本翻譯

至本校博雅全人敎育的目的。在舉辦活動
時，校方亦邀請了社會上的知名人士作導
師，敎授課程及講解他們的工作經驗’以刺
激同學們的思考能力；故此，她覺得參加文

5日。惟商學高級學位課程已於2000年3月25日截止報名，逾期申請者將按個別情

翻譯系

S^MmmBm

中文、文化研究、英文、哲學、翻譯及社會科學高級學位課程截止日期為2000年5月

科學哲學；社會哲學；倫理學；美學；儒家思想

化節的活動’既能學習欣賞藝術的技巧，又

研究生助學金，2000-2001年度每月津貼額有待釐定。

哲學系

表演及分享參與活動的經驗；此外’當日還
有視覺探索工作坊的作品展覽，整個表演於
當晚七時四十分結束。

中文或英文語文能力，俾能以有關語文進行研究及發表論文。全日制課程學生可申請

英文文學；文學理論；應用語言；東西方文學關係；英語敎學；比較文學

陳同學分享過後，接著有「文化節

研究成果或(3丨本校認可與(1)或(2)相等之學歷或專業資格。所有申請者並須具有良好的

英文系

S嗍义化frM娵

請研究課程有關的二級榮譽學士學位或以上及曾攻讀碩士學位課程最少一年，兼具有

政治；身份與文化記憶；文化、商品與全球化；後殖民研究

能刺激自己的思維。
2000」書評比賽的頒獎儀式，冠軍譚志明同

認可之相等學歷或專業資格。攻讀哲學博士課程者須持有⑴認可碩士學位或(2)與擬申

文化理論；性別研究；敎育與文化研究；香港文化；電影、傳媒及演藝研究；閲讀的

「文化節2000閉幕大匯演」的主禮嘉賓

港)有限公司代表林妙兒小姐、協理副校長

修讀哲學碩士課程者須持有與擬申請研究課程有關的一級或二級榮譽學士學位或本校

文化研究系

包括.•副校長饒美蛟敎授、中華書局{香

史百川敎授、圖書館館長胡冼麗環女士及學

障、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等政策。

究；中國歷史

系三年級的馬美容同學和會計系三年級的黃
鴻基同學擔任。

分析，包括人口老化問題、公共房屋、交通運输、敎育和人力資源、醫療及健康保

古典中國文學；現代及當代中國文學；中國語文及語言學；傳媒寫作及文學創作研

Glow

Campus

經驗分享感受良多
表演活動開始前’先由兩位司儀簡介
「文化節2000」所舉辦過的活動，接著由主

話劇工作坊的學員表演過後，協理副
校長史百川敎授、胡冼麗環女士及盧偉明
會長分別致送紀念品予大匯演的表演者。
接著便有多項文藝節目的表演。首先由語
言中心派出同學進行詩歌朗誦表演’第一
首是由語言中心一年級同學合誦的「熱
愛」，其次是由陳曦靜同學獨誦的「愛的奧
秘」’第三首則由李驕陽同學表演的「白海
_之歌」。接著還有多項文藝節目的表
演。先有在文化節開幕禮中獲得「天才表
演比賽」冠軍的鄧韻琦同學及梁國彬同學
的歌唱表演’繼而有吳曦然同學的笛子演
奏及跆拳道學會的跆拳道表演；還有由何
澳生敎授、張靜梅老師及陳化玲老師合
演，由林紀庭同學伴奏的「陽關三疊」歌唱

表演。雖然在表演時全場燈光突然中斷，
可是這對觀眾們欣賞表演的情緒並沒有太
大的影響。而大匯演最後以幻燈片展示視
覺探索工作坊學員的作品作結。
總括來説，是次「文化節2000閉幕大

匯演」的氣氛熱鬧’同時亦得到不少老
師、同學及區內市民的參與和支持，使校
園內洋溢了 一片歡愉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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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

生會幹事會會長盧偉明同學•，司儀則由翻譯

學及亞軍羅貴雄同學亦分享了他們的得獎心
得。譚同學認為’讀除了依靠天才和閲歷
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要勤奮和努力。
除此之外，當晚亦分別邀請了舞蹈工
作坊、話劇工作坊及視覺探索工作坊的師生
分享他們敎與學的經驗。舞蹈工作坊的學員
認為，工作坊所敎授的重點在於探討身體、
空間與時間的關係，而所敎授的舞蹈亦比較
另類和特別，讓他們有自由發揮的機會。而
話劇工作坊的學員亦認為’這個工作坊所敎
授的不只是話劇的知識，還為他們提供了學
習創作、鬆弛自己以及欣賞文化活動的機
會。視覺探索工作坊的老師認為，在這個工
作坊中，學員能透過攝影活動對身邊的生活
環境有更多的認識•’學員亦認為他們在這個
工作坊裡所學到的不單是使用相機的技巧，
還學會透過照片作為表達事物的媒介。

當三個工作坊的師生分享過後，話劇
工作坊的學員還為觀眾獻上「即興人生」的
話劇表演。在表演開始之時，因揚聲器與表
演者的距離太遠，故引致表演者的音量十分
小.，不過，工作人員亦於數分鐘後把揚聲器
放於演出者旁，表演者的聲量才變得清晰。

節目演出目不暇給

視覺探索工作坊的作品展覽

社會科學高級學位課程

文科高級學位課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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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課程新生。課程於2000年9月份開課，全日制碩士課程一般修讀年期為二年，兼讀制為三年。全日制博士課程一般修讀年期為三年，兼讀制為五年。研究範圍
香港嶺南學院於1999年7月正名為嶺南大學，並矢志發展為一所享譽國際而又具香港特色的博雅大學。嶺南自1995至96年度開辦哲學碩士課程’現正招收2000至2001年度哲

詳列如下：

傳真號碼：（852) 2572 5178/ 電子郵箱地址：<registry@ln.edu.hk> °

Vol.54
Campus Gloiv

賣 部 灰 比 併
【嶺暉訊】相信同學都知道，我們六座宿舍都設有

去購買日常用品，浪費宿生不少時間。故此，為同學提

小賣部。小賣部是由宿生會經營，售賣各式各樣的曰

供日常用品售賣服務的小賣部便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常用品，為宿生帶來不少方便。加上，我們學校附近

筆者走訪了六座宿舍，採訪每家小賣部的貨品種類、營

沒有便利店和超級市場，宿生們若要添置一些簡單的

業時間、貨品售價、服務提供等運作方式，讓同學了解

家庭用品，便要跑到老遠的景峰、兆康，甚至市中心

每家小賣部的特色。

賣部的營業時間
、___〜-、_
星期
小賣部名樣--〜、、____
Hall A (一仔士多）
Hall B (B 仔士多）

星期曰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晚上九時半至十一時
晚上八時半至十一時
休息
Hall C (Hall C 小責咅|5)
休息
晚上十時至午夜十二時
Hall D (林記士多）
晚上八時至凌晨一時
Hall E ( E 級 市 場 ）
晚上七時至午夜十二時度期三至晚上十時）
休息
Hall F (Hall F 小責部）
晚上八時半至h時
休息
囹一註：篮於六家小耷部•期五及星期六休息‘故不列入表內
休息

l.營業畤間

_

六家小賣部之中，以Hall D 的 林 記

六釔小奢部的總營業時間(备

r

士多營業時間為最長（晚上八時至凌晨

_^

：

一時）；其次為Hall E 的 E 級 市 場 。 H a l l

fMlF J
^
t^lIE

F小賣部佔第三，而Hall C小賣部和Hall

MID

B的B仔士多亦不相伯仲。而營業時間最

imc

短的為Hall A的一 仔士多。(有關資料請

PMLE

參看圖一及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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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2.貨品種類
而從貨品種類方面，從圖三可見，Hall F小賣部的

衣架、衣夾和洗衣粉售賣，對需在宿舍洗衣服的同學照

貨品比較多元化，例如在文具方面，除了提供一般的膠

顧周到。而Hall F 小 賣 部 則 有 電 芯 發 售 ， 貨 品 可 謂 包 羅

擦、塗改液、鉛子筆外，更有意想不到的釘書機、釘書

萬有。至於挑選新貨品方面，大部分小賣部均會以口頭

釘、膠紙、漿糊筆等。雖然如此，其他小賣部亦絕不遜

或問卷形式諮詢宿生意見，數量多少則視乎銷售情況而

色。如林記士多便有投影膠片和電腦磁碟發售，為趕做

定。以Hall C 小 賣 部 為 例 ， 由 於 臨 近 考 試 ， 小 賣 部 主 要

簡報的同學帶來不少方便。而日用品方面，林記士多有

會售賣杯麵和咖啡，以滿足同學的需求。

六家小賣部的貨品種類
HallC
HallD
Hall B
、 \ 小 飾 名 稱 Hall A
貨 品 滅 、 \ 、 (一仔士多) (B仔士多) (HallC小責部) (林記士多）
34
48
41
丨食品
|
1
I
1I
1
15
2
4
2
3
8
飮品
0
6
文具
°
2
1
1
3
曰用品

|總數

|

51

1

囹三

http://lnsuJn.edu.hk/folk/main.html

2

11

^

11

^

11

HallF

Hall E

(E級市場） (Hall F小責部)
42
1
1I
23
12

°
0

^

4

1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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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貨品售價
至於貨品售價方面，由於各家小賣部售賣的貨品不

比較，又因各家小賣部的貨品多元化，實存在不少局限

同，難以比較，故此，筆者盡量以每家小賣部均有售賣

性，故此圖表未能完全反映六家小賣部的價格高低。資

之貨品作一比較(圖四）。鑑於筆者只選取某些貨品作一

料僅供參考。

賣部的價格比較
Hall A

HallB

HallC

HallD
HallE
HallF
、、、_
小亩部名稱
貨品
(一仔士多） (B仔士多) (Hall C小責部) (林記士多） (E級市場） (Hall F小責部)
$3.5
$2
$4
$3
$3.5
$3
1.罐裝可口可樂
$4.5
$5
$5
$5
$5
$5
2合味道杯麵
$5.5
$5
$5.5
$5
$5
3.雪糕杯
$5.5
$6
$5.5
$7.6
$6.5
4甜筒
$5
$5
$5.5
$5.5
$5.5
5. M&M巧克力
$3
$3
$3
$3
$4
6維他奶
$3
$2.5
$3
$3
$3
7.卡樂B薯片(小）
$3
$3
$3
$3
$3.5
$3.5
8蝦條
$2
$2
$2
$2
9.益力多
$3
$2
$3
$3
$2.5
$3
10.陽光牌紙包飮品
$4
$4
$4
11.通粉
$2.5
$3
$2.5
$3
12.栗一燒(小）
$4
$4
$4.5
$5
$4.5
13.脆皮樂冰棒
$2.5
$2
$2
$2.2
$2.5
$2.5
14.出前一丁米粉/公仔麵
$2
$2
$2
$1.5
15.魚肉腸
—

--

- -

- -

—

--

- -

--

- -

- -

--

—

--

--

—

囷四註：者爲六家小S部中ft®之價格
gfteflg^
除了售賣各式食品、飲品、文儀用品和日用品
外，六家小賣部還提供不少服務予同學，務求盡力為

換服務，使短缺的情況得以缓和。有關其他服務，詳
列於圖五。

同學帶來方便。Hall C 小 賣 部 提 供 獨 一 無 二 的 影 印 和

其實，各家小賣部均有其獨一無二之特色，故各

傳真服務，影印和傳真收費每張五毫(發傳真不須付

家小賣部皆不相上下。它們的最終目標也是竭盡所能

款），為同學省卻了不少麻煩。另外，E級市場首創的

為宿生提供服務，例如：現在臨近學期尾，多所小賣

代訂ad-mart服務，亦免卻了同學訂購ad-mart不足一

部均推出大減價以回饋同學一年來的支持。小賣部著

百五十元之煩惱。沒有住校的同學可能不知道，當我

實為同學帶來不少方便，是宿舍不可缺少的一環。宿

們要勞動洗衣機和乾衣機替我們服務時，須備大量一

生們有一個愉快難忘的宿舍生活，宿生會實功不可

元以饋它們，造成一元輔幣大量短缺。而B仔士多、

沒。希望各位同學能盡力支持宿生會，讓宿生會把活

E級市場和Hall F小賣部均為宿生們提供一 元輔幣找

動辦得更有聲有色。

六家小賣部提供的其他服務

囹五註：P代表有提供之服務；X代表沒有提供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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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暉訊】今期嶺暉將會介紹一本新書--《知識改變命運》。
書名：《知識改變命運》（連VCD)

傳的家庭主婦。每集片長只有一分鐘的紀錄片，在有

編者：劉縣書、潘燕

限的時間內，透過被訪者的自白，交待背景、訴説故

出版社：香港三聯

事，從而帶出知識對個人、群體以至國家的重要。

出版日期：1/3/2000
(書）書中提供比VCD更詳盡的被訪者的背景資料。

頁數：275

大部份訪問沿用第一身敘述，資料來源都是拍攝期間
因篇幅所限而被刪減的內容，記述更多被訪者的奮鬥
經歷和學習心得。

背景資料：
《知識改變命運》是一套公益紀錄片集，基本意念來自
香港富商李嘉誠先生，並由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出資

相關書籍：

攝製，導演是國際著名攝影師顧長衛，他曾拍攝《紅

《世界傑出華人成功故事》

高梁》、《霸王別姬》等電影。

《傑出青年之逆境自強》
《寫出生命的彩虹》

內容簡介：
(VCD)收錄了四十個中國人的故事，其中有國際知名
的數學家丘成桐、著名導演張藝謀、港人熟悉的蕭芳
芳，同時也有來自窮鄉僻壤的無名英雄、或是不見經

資飙料锥瓶
七大固網商陸續推出

寬頻上網服務
寬頻網絡優點一快

【嶺暉訊】今年一月十八日，香港電訊管理局
已分別向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等五家無線固定網

使用寬頻網絡的優點在於能加快軟件下載的速

絡商發出固網服務牌照。而有線寬頻及城市電訊

度。使用寬頻連線，可以加大自己與被聯網者的伺

(CTI)旗下的香港寬頻，已開始於各個地區逐漸推

服器連線寬度的上限，當使用者使用寬頻上網服務

行寬頻上網服務；連同網絡範圍覆蓋最廣，於一九

後，一般續存軟件都可以把需要下載的軟件檔案分

九八年推出的香港電訊「網上行」之「1.5M極速

割為多個部分，然後向對方的伺服器發出同時下載

線」上網服務，香港現時已有三家固網商提供此項

的訊息；因此，如果把檔案分為四個部分的話，下

服務。

載的速度便能增加四倍，可見使用寬頻網絡後，下
載軟件的時間可以縮短達數倍之多。

網络服務接踵而來
數碼通及HKNet——Teligent亦計劃分別於本

隨著本港的寬頻服務商開始發展寬頻網站，現

年七月及第三或第四季推出寬頻上網服務。即使最

時的固定寬頻網絡商（尤其是那些兼備流動網絡背

低調的PSINet及裕基科技亦已分別於投標書中向

景的），便有機會把一些原為固定網絡而設的寬頻

政府承諾，會於明年初或之前推出寬頻上網服務。

服務發展至流動層面。屆時，網絡商便能提供更大

換言之，在不足一年內，便會有七間固網商為市民

的彈性讓寬頻服務繼續發展，使我們都能生活於一

提供寬頻上網服務。

個寬頻世界之中。

http://ln$uJn.edu,hk/folk/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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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計劃

Glow
Campus

»畲雔

知多一點點

必須參加此項計劃)。屬於行業計劃成員的僱員，如前僱主及新僱
主同時參加同一行業計劃’該僱員於行業內轉職時便無須轉换計

劃。此安排將可減低由一項計劃轉移至另一項計劃時為僱主及僱員
所帶來的行政成本。

供款安排

,主的責任

四千元或每年高於四萬八千元，這個僱員便必須加入強積金計劃。

包括房屋津貼及房屋利益)’當這些僱員有關入息的總和每月高於

金、假期津貼、佣金、花紅、獎金、合約酬金、賞錢及津貼(但不

強制性供款額基本上按僱員每月有關入息的百分之十計算，亦
即僱主及僱員各須供款百分之五；而自僱人士亦須按有關入息的百
【嶺暉訊】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即將在今年十一 一月一
分之五供款。僱主及僱員都可以選擇作出強制性供款以外的自願性
日起實施。但現時，不少人對於強積金制度也認識不深。其實強積
供款。計算入強積金供款的僱員有關入息包括：僱員的工資、薪

金計劃的優點是——E僱主及僱員共同供款’讓各個勞動人口由年
輕時開始儲蓄，積少成多’使他們在退休後能享多年來辛勞工作的
成果。

三類強積金計劃

僱主必須安排所有年齡介乎十八至六十五歲及受僱滿六十日或
以上的僱員(不論僱員是全職或兼職)加入註冊強積金計劃。僱主

可以在市面上選取一個或多個的註冊強積金計劃，並安排所有合資
格的僱員加入成為計劃成員，而僱主有責任就每段供款期計算每位
僱員的有關入息以及僱主與僱員的供款額，然後從僱員的入息和僱
僱主的強積金供款是可以扣除利得税，但扣減額不得超過僱員總薪

主本身的資金中扣除供款’並須向僱員發出每月供款紀錄。不過，
酬的百分之十五。

自僱人士的供款

簡單來説，自僱人士是為自己工作’而不是以僱員身份受僱的

人士。不管他是獨資或是合夥經營’都屬於強積金制度所指的自僱人

士。

自僱人士可選擇按月或按年供款。就強制性供款而言，按月供
款的自僱人士只需把每年的應評税利潤除以十一 一，便可得出每月的有
關入息；當自僱人士的有關入息每月超過四千元或每年收入超過四萬
八千元，便須以有關入息的百分之五向註冊強積金計劃供款。如業務
«!損，自僱人士可於通知核准受託人後，終止支付強制性供款’直至

他的收入高於有關入息的最低水平(即每月四千元或每年四萬八千

元)’便須繼續供款。

強積金是否有保障

在強積金計劃下，大部份香港的勞動人口都會把大量金錢投資
於三類強積金計劃之中，到底這些信託管理有否保障呢？其實，所有

強積金計劃均以信託形式管理，並受香港法律監管，而且計劃資產需

會負責批核強積金受託人及產品的整體工作，並確保強積金法例得以

與受託人或投資經理的資產完全分開；加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履行。另外’証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証監會)則負責審批強積

金產品的銷售文件及推廣資料，同時亦負責核准投資經理，以及持續

監察他們在強積金產品投資管理方面的操守。由此可見管理局與証監

得到充份的保障。

會在監察強積金產品及其經營者方面會緊密合作，以確保市民的利益

http://lnsuJn.edu.hk/folk/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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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計劃是一項與就職人士相關的供款制度’凡年齡介乎
十八至六十五歲的在職人士 ’都必須加入已註冊的強積金計劃並向
該計劃供款。強積金計劃成員包括：在一項僱傭合約下受僱滿六十
日或以上的全職及兼職僱員，以及所有自僱人士。

強積金計劃主要可分為下列三類：
t

( 一 ) 集成信託計劃——此項計劃主要讓超過一名僱主的有關僱

員、自僱人士或將累算權益(即僱主與僱員的共同供款)由另一計

僱員的權益

對於是次失誤及對各位所造成之

劃轉移至此計劃的人士參加。這類計劃的特點，是把小型僱主單位

不便，本會深表歉意。

的供款集合起來作管理和投資’以得到由大規模運作所帶來的經濟

不過，強積金的供款人士在退休時，以整筆款項形式提取強積
金’由於每月百分之五的供款額，未必能夠追上通貨膨脹，特別是對
於收入較低的僱員而言’故退休後其強積金未必能完全保障其個人生

女士」實為「學生事務處副主任楊靄

效益。因此，中小型公司的僱主及僱員特別適合參加這類計劃。而

珍女士」。

參加此項計劃的員工在轉工時’可選擇把累算權益轉移到其他他們

活。強積金計劃可提供一個或多個成份基金給僱員選擇’不過由於所

中，「副校長饒美蛟女士」實為「副

當僱員的每月收入超過四千元時，僱主便會把僱員的強制性供

校長饒美蛟敎授」。另外，「宿舍

有資格加入的註冊強積金計劃內，或把權益繼續保留在此計劃內皆

—

有的投資都有一定的風險，所以僱員在選擇投資項目時，應考慮自己

版」中，「學生事務處副主任楊藹真

的年齡及可承受風險的程度’以保障自己能在退休後，有足夠的金錢

第五十三期《嶺暉》「校園版」有

以供自己生活o丨丨丨„||!.丨！丨丨！

關「董特首情人節蒞臨訪問」之報導

款額(百分之五)扣起，並向註冊的強積金計劃作出強制性供款，

在退休年齡前領取累算權益。

員的遺產代理人可申請提取成員的累算權益)’計劃成員便可提早

已經或將會永久性地離開香港、完全喪失活動能力或死亡(計劃成

可。
而僱主亦須供付相同的款額，這筆供款將即時歸屬於該僱員’而成
為僱員於強積金計劃中所得的累算權益。僱員的強制性供款是可以
二一)僱主營辦計劃——^項計劃只供受僱於同一名僱主及該僱主 扣税的，而最高的扣減額為每年一萬1 一千元。
的有聯繋公司的有關僱員參加。由於對成員資格的限制’僱員人數
必須龐大才可令運作僱主ti計劃的成本得到效益，所以可能只有
為了配合強積金制度的目的——協助就業人士為晚年生活儲
規模較大的公司才會考慮成立本身的僱主•計劃。而當成員在轉 蓄’因此，強積金計劃的成員只可依《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所
工時’必須把累算權益從舊僱主的計劃轉移到新僱主已參加的計 訂’當達到六十歲的法定退休年齡時’才可索回他們的累算權益。
劃，或轉移至成員所選定而他又合資格加入的計劃內。
然而，在特殊情況下’例如：當計劃成員提早退休’並達六十歲、
(三)行業計劃——這是專為僱員流動性高的行業(如建築業和飲
食業)而設，這些行業的僱主可選擇將僱員加入行業計劃(但並非

更正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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