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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博雅教育J

來年資助銜接保證收5 5 人

陳坤耀解釋，因為嶺南一直抱守「博雅教育」的宗旨，重視同學學習的過程
，他不點名批評，「其他某些大學將貨就價’沒有教學質素保證」’並謂此次取
消文學士自負盈虧學位，是因著「嶺南的良心、嶺南的堅持、嶺南的使命」。
他表示，不論是教資會資助還是自負盈虧的學生，嶺大均會一視同仁地發出
相同的證書，而不會有任何"Life"或其他式樣去辨別同學的身份，「我們的證
•除了顯示同學已合資格畢業外，更表達了同學已通過獨特的博雅教育課程的含
意° j
「嶺大同學會學到『ABC』（Adaptability、Brain power、Creativity)」’還有
，學校會為同學邀請「明星級著名教授」來校任教’ 一定要保證教學質素’陳坤
耀坦言，學校有誠意和使命去辦學，並不欲胡亂用「半杯水」的條件去教學生，
所以希望同學能夠諒解。

部分公開予大專生競爭

曾梓維：要求校方重開自資學位
對於陳校長的解釋，嶺大學生會署理會長曾梓維同學反駁，指校方
在欺騙同學，「UGC要求高，而non-UGC要求較低，是兩個不同處境
」，他表示，若校方要作出此政策，應在同學入學前清楚説明，現階段
要求校方重收本年度non-UGC資助同學入讀文學院學士課程。

解開校
隨著不同校園工程的進行，校內不斷流傳各種有
陳坤耀校長終於在二月二十一日的大學論壇上，首次
新的宿舍，預料可容納8 • 0人。陳校長明言要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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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坤耀隨即在會上宣佈，將會增設總共最多5 5個文學士銜接學額
，全是得到教資會資助，讓本年度副文學士畢業同學有九成二的銜接機
會，「3 0個是open予各院校競爭，是
UGC (教資會）規定的，另有2 0 至 2 5
個學位，嶺南有權決定收（本校同學）」
。陳補充，雖然是公開予各大專院校競爭
，但有信心嶺南同學可跟其他院校同學競
爭。
「UGC嚴格規定self - funded學生的成
本，學校的壓力好大，要向UGC解釋，
以往只是用private fund去『砌夠』」，
嶺大校長陳坤耀表示，「嶺南一 陳坤耀強調，「現在有更好的升學機會，
家親」，日後會盡量照顧副學士 有更便宜的學費，點解要繼續開（收）
self-funded (學生）？」°
在場有不少同學發言，強烈指責校方在欠缺諮詢的情況下，單方面
違反承諾，抹殺副學士同學的選擇和機會，完全沒有考慮同學需要，就
讀中文傳媒寫作副學士一年級的陳同學，更質問校長能否保證銜接學位
的數目。陳坤耀道：「每一分鐘都在心裡面（關心同學），已想盡辦法
為同學設想。」，還再三勸籲同學，「不要再沉醉在self-funded，這只
是數字遊戲！」，但他卻無法確保所收銜接數目，只表示會收取成績最
好的同學。

S0 湿对瞞

談副學士」討論會（4月1曰），由校長陳坤耀教授親自出馬，既為副
學士同學釋除疑慮，也嘗試為連日來的指責作出回應。陳坤耀在會上強
調，「現在有更好的升學機會，有更便宜的學費」，並謂同學勿再沉醉
在self-funded的概念中。但在場仍有不少同學甚為不滿，指校方仍未確
保學位銜接。
嶺大於兩年前開始招收文學士自負盈虧（self-funded )學生，據了解
，去年收取原校副學士同學的self-funded學位比例，由第一年的約六成
下降至去年的四成七，嶺大校長陳坤耀指出，由於校方對self-funded學
位的補貼太多，因而未能為以「非綜合模式（non-integrated ) 」 開 辦 的
文學院self-funded同學，提供具質素保證的課程，既不能維持較低的學
費水平，又受到教資會嚴謹查核，遂向教資會申撥更多資助學額，以取
代自負盈虧學位。

_ 滅：2465 5227li凿：lingnanfolk28ul@yah8.com.hk

‘嶺大校長陳坤耀既然在會上提动’未能緖續補貼selfinded同學’向同學收
3萬元而開辦1 4萬元的課程，那為衔其他大專院校沒有此次嶺大的問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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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引溫「理盲
【嶺暉專訊】嶺南大學陳坤耀校長於二月二十一日的大學論壇上
，提出多方面未來學校的動向和遠景，他更首次公開宣佈將理科
課程引入通識教育，作為Category D，給同學多一個選擇。教務
長梅樂活直言，此理念已在嶺南籌備了三年多，與配合政府「三
三四改制」無關。
在一系列新課程的引入下，學生仍擁有九十個學分，其中九
勒雜后拖m壬瑶•垂右一姑華個學分依舊為通識教育° Category A如以往一樣’是必修選修科
宫 畀 U 蓠 ’ 而 C a t e g o r y B、C、D同學則可隨意選擇其中兩個範疇°在七
I 科 i l ’
科新課程中’五科是適合任何同學修讀’不涉及任何數理’而其
餘兩科也歡迎同學選修，但曾有數理根基的同學則較為有利(詳
！圖表）。梅樂活指出，該等科目對任何同學未來的研究發展均有很大幫助。所有的科目皆
經過Generatio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GETCC)及Academic Quality Ansure
Committe(AQAC)審核，再送交至校董會成科，以確保教學質素。

浸大教授主講不涉及實驗室課程
理科的通識教育課程主要由Department of Computing and Decision Sciences開辦，而
其中有四科由香港浸會大學委派教授來校(詳見圖表），其餘則由嶺大負責，而當中兩科則
由社會科學課程的Linear
Linear Algebra and
科目
嶺大教授
浸大教授
具備一定數理基礎較佳
Calculus分拆出來
Algebra and Calculus分拆
GED111/CDS111
出來(詳見圖表）。梅樂活 Statistics in Modern
Society
坦言：「資源最主要是師
GED112/CDS112
Literacy
資，一張紙、一枝筆也能 inMathematical
Today's World
應付有餘。」表明課程不 Introduction to Astronomy
涉及任何實驗室課堂，嶺 GED114/SCI114 Physics:
The Science that Changed
大的設施是足以應付。他 the World
GED115/SCI115 You and
又指出不會因此而削減
Your Health
GED116/SCI116 Better
Category A 、 B 、 C 的
Livinq Throucih Chemistrv
學額。對於浸大教授能否 GED117/PHI204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配合嶺大的博雅教育，梅 Values
並不擔心，浸大的全人教
育的理念是博雅教育的一部份’因此分歧不大° M a t h e m a t k d Literacy in Today'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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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三三四無關
問及理科課程是否配合「三三四改制」，梅強調此舉與「三三四改制」無關，三三四
是二零零七年的事，嶺大無需要預早開辦理科課程。此舉只不過是進一步貫徹博雅教育，
相比外國的博雅大學，是應該文理兼備，有更完善的理學院。梅坦言政府始終對博雅教育
存在誤解，以為博雅只適用於文科，故此嶺大仍是政府撥資最少的大學。
對於同學的G P A問題，梅笑言同學大多來自同一背景，不會有甚麼「著數」，至於
需要具備一定數理基礎的Statistics in Modern Society及Mathematical Literacy in Today's
Worid兩科自然多是理科同學報讀，也無「著數」可言。因此，同學選擇與否，則由同學自
行三思了。

捕捉嶺大校巴
達旺角
我校在新學期再次推出校巴服務，目的地遍及旺角、藍田、九龍塘，為同學提供「出省
」的另類選擇。然而，校巴服務的班次時間疏落，未能吸引大批同學乘搭。
陳校長指出，校巴只不過是嶺大職員以合作社形式經營，給予同學們乘搭，實為「順水
推舟」之舉。

十元極速直達旺角
嶺暉為了讓同學知道更多，身先士卒試搭，發現校巴服務實有其可取之處。先就價錢而
言，直達旺角只需十元，是最為超值的交通途徑。加上中途不停站，減省了不少行車時間。
嶺暉更為同學計時，發現由嶺南出發，只需二十五分鐘到達美孚，三十分鐘即可到達旺角，
相比6 7 X巴士快十五分鐘(視乎路面情況而定）。然而，由於試搭當日是下雨天，筆者發現車
廂內有滲水情況，而且車廂內舒適度一般，加上車速較快，不適宜容易暈車的同學乘搭。

校巴r無人駕駛j
對於校巴的班次問題，嶺暉嘗試向有關部門跟進，駭然發
現校巴服務並無任何部門負責，缺乏有效的監管，乘客的安全
保障成疑。為求尋找真相，特意為此訪問陳校長。陳校長直言
校巴服務只是嶺南教職員自發組織，並以合作社形式經營，順
道為同學提供服務。故此，校巴的班次是專為職員上下班而設
計的，未必迎合同學的真正需要。陳校長補充，校巴公司會有
適當的保險安排，同學可放心乘搭。
無論如何，下次同學們下課後，不妨捕捉校巴的出發時間
，享受一站式校巴的樂趣。

理科宣傳不足師生關係不復在
教務處公佈2 0 0 5年度新學期的通識
教育將新增Category D，而且當中涉及理科
課程。此舉的確打破了大眾對博雅教育只限於
文科的誤解，然而，教務處似乎對此的宣傳不足
，引發起同學的疑問。
新課程涉及學生的利益，我們質疑，教務處未能讓同學了解開辦
理科通識的始末及可行性，實反映其宣傳不足。教務處於三月初在內
聯網的University Porta丨發出通吿，及在三月二十四日向學生發出電子
郵件的通知，只包含科目名稱及簡略的課程概論。先不論學校的電郵
常有失誤，假使同學收到，在如此草率的資料底下，作為學生的你，
會否原頁意作「開荒牛」呢？
邀請浸X教授來校，教務處似乎未有説明’哪科是由他們講
課，用意是甚麼，同學都是不清楚的。再者，浸大教授一方面應付嶺
大的通識課程，一方面處理浸大教務，又怎能有時間與同學「坐而論
學」呢？這是否又違反博雅教育的原意呢？答案是明顯的。
歸根究底，同學是有知情權的。而且，對多是文商生的嶺大學生
來説，一刻間要研究理科，校方又有曾給予信心我們嗎？
平心而論，理科通識教育的確有助嶺大與各世界著名的博雅學府
看齊，而且從通識教育入手，反映校方想藉此為「試刀石」，且能「
進可攻，退可守」，不妨一讚。再者，此舉的確能培養同學以多角度
分析問題，對同學未來進行研究有頗大幫助。
總言之，校方應該先與同學建立起一定的信心。因此，我們建議
校方盡快邀請有關人士舉辦座談會，講解所有安排，方為上策。大學
不再是中學，是雙向的，校方與學生有相互的溝通，才是大學應有的
辦學之道。

保r博雅」名聲

勿再待慢學生問題

嶺南大學宣佈取消文學士自資銜接學士學位一事，引起眾副學士
同學之不滿，他們既憂慮將失去修讀學士機會，更直指校方違反當初
承諾，扼殺跨入大學門檻的最後選擇。校長陳坤耀召開討論會時，解
釋將會開設最多5 5個教資會資助學位，以彌補取消自資學位，更稱
銜接機會增至9
2%。校方雖不斷為同學著想，亦為資源緊拙問題而
籌措，惜在政策執行上欠缺妥善功夫，招致同學強烈反對，實屬必然
o

問題在三月初引發，副學士同學從老師身上得知，文學士將沒有
「自資課程」開辦，因在月內要選擇報讀的銜接課程，事件發生得相
當突然，快將畢業的副學士同學被殺過措手不及，隨著張貼在「大字
報」的評論與日俱增，終由學生會設立討論會由校方直接回應，同學
才正式得到校方的交代。姑勿論事件的對錯，校方在沒有通知同學的
情況下，毅然改變現狀，對著急於升讀學士的同學甚為不當。
此外，在第一次的討論會上，社區學院的交代欠清晰，待陳坤耀
校長再度舉行討論會時，才向同學作詳細解釋，可見校方一直沒有在
此事件上作出詳細的考慮，及至傳媒報道，才立即由校長收拾殘局，
此實非一所「博雅」大學的處理手法。我們需要透明度高、關顧同學
的嶺大，而非一所只懂敷衍同學的大學，那是否每次均要觸動「大字
報」或負面新聞，校方才肯向同學正視問題？
另一方面，在同學當初報讀副學士課程時，有否受到校方的誤導
，因而認為每年均有六成的文學士銜接比率，這是一大質疑之處。首
先，校長澄清此次取消的並不是一個「自資銜接課程」，而是把學費
高昂的自資學位轉為得到教資會資助的學位，銜接機會更高達九成，
這個訊息傳遞是正確的。可是，校方一直否認有在收生時誤導同學，
但我們須知一班失落於高考的同學，在報讀副學士時，是失去方向的
一群，他們會接收任何有利升學的訊息，例如在校方職員身上收到有
六成銜接率的好處，因而報讀嶺大副學士課程，所以此責任校方實不
能推卸。其次，九成的銜接機會，是包括有一半的學額，由各大專院
校一同競爭，到頭來，嶺大學生能夠重返學士課程的機會又有多少？
還有，校長提到來年將會把最高5 5個資助學額盡量撥給校內副文學
士生，那將來的收生情況會是怎樣？校方仍未作出清晰指引。
校方雖在執行及處理方面有不妥的地方，但同學萬不能將前途推
在校方身上，自己則置身事外。同學需先認清的是「成績」，以往的
銜接學位毋須跟其他院校競爭，相對較易獲得取錄，現此等受資助學
位較嚴格，公開予各大專生報讀，但同學不能為此而反對校方政策，
假若有心求學，應該更加全力以赴，爭取佳績以再度闖關。相反只執
著於校方當初的「六成」誤導，而爭拗著校方政策的對錯，也屬不智
o

事件曝光後，校方已從速作出補救，例如延長申請限期，尋找更
多海外銜接機會等’相信校方日後會更留心地處理同學問題。而在是
次政策改變上，校方是刻意為著長遠的資源分配而實行，屬無可厚非
曾試搭校巴的凌同學和黃同學
之舉；只是在執行上欠缺諮詢及倉促而行，弄致同學群起抗議，實應
表示’校巴車速快，仿如頭文字D。
多加檢討，以免重蹈覆徹，影響校譽。

I l l

獲獎受社會大眾認同
兩位嶺大同學，陳永豐及何嘉婉，在屯門區議會舉辦的
「逆境自強傑出青少年選舉2004」中，獲頒發青年組金獎.
。是次頒獎禮的得獎者必須獲得機構的提名人推薦，而且
得獎者所遇到的逆境也不相同，他們當中有身體殘缺的，
也有些是曾患重病的。而兩位得獎的同學，他們所面對的
逆境當然難以應付，但他們所抱持的積極態度更值得大家|

著經濟壓力及學業的交替衝擊。當她在會考的時侯，受到
腸胃病的折磨，影響考試表現。與此同時，父親又患重病
入院，家庭經濟頓入困境。其後，雖然能夠升讀大學，但
支撐家庭支柱的三哥卻不巧失業，迫不得己唯有拿大學貸
款作家用，自己則做兼職賺生活費。後來，在本校就讀期
間，她做了不少義工服務，又參加大學交流活動，為自己
展開多姿多彩的大學生活。

你的抉擇

面對困境樂觀面對
陳永豐同學，是循就讀本校社會科學副學士
課程，並得到社會科學部門的獎學金而升讀嶺大
社會科學學士課程二年級。表面上平步青雲，
但事實上他要克服不少家庭與學業上的逆境才
能成功。先有父親因生意失敗，債台高築，—
家人經濟頓入困境；後有高考失敗，未能升讀
學而要考慮投身社會幫補家計。但是，在得到
親的鼓勵下，加上他報讀了本校的課程，並積
極參與義工服務，如嶺南天使，使他重拾自信。在
未來的日子，他打算到落後的非洲地區幫助貧困的
居民興建房子，實踐他助人的宏願。
還有，何嘉婉同學，己完成本校的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現於香港教育學院修讀通識教育文憑。她的逆境同樣面對

本年的嶺南大學頒獎典禮邀得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生擔任
主禮嘉賓，並為大會致詞。是次頒獎禮共有1 4 6名學生因學業上 有
優良表現而獲獎，其中來自大連的工商管理課程同學張欣，更獲頒「
大學最傑出學生獎」。
曾俊華為大會致辭時強調，香
港憑藉現時良好的經濟勢頭，加上
與中國內地簽訂的CEPA，給予香港
不少商機與就業機會，故他認為獲
獎的同學可為其他同學樹立一個好
榜樣，從而鼓勵他們好好裝備自己
，把握現時香港的優勢，共同承擔
未來的社會責任，將會有美好的前
張欣同學在致辭時感謝嶺南大
景。
學給予機會發揮，並表示會不
斷努力求進。

r傑出學生J謙稱自己是r普通學生J
本屆的頒獎典禮共頒發超過1 8 9項獎學金，總額達1 y9 5二萬
禺元
兀
，表揚過去一年有卓越表現的學生，而每年均設有的「大學最傑出學
最傑出學
生獎」’則由修讀工商管理課程的張欣同學奪得。
張欣原於瀋陽東北大學就讀，後獲「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
而來到嶺南大學就讀。在嶺南的日子裡，她不但嘗試上莊
與義工活動，更透過「國際學術交流計劃」遠赴美國當交流
生。她謂這些經歷能給予一個自我反思的機會，看看能否有
改善的餘地。她在頒獎禮上表示，「相信每個人都有缺點
，但是你是否勇敢面對，令這些缺點有一些改進？」，她
認為全因為「進步」，使自己由一個普通的學生，成為嶺
南最傑出的學生。

項目
男子組
400米

記錄

i i M

世界。
何嘉婉同學（左）及

•

•

f

' I

陳永豐同學（右）

, 疋 ： 网 ; p

姓名（學系）
項目

54.88 sec

1500米

4:50 mins

3000米

10:52.1 mins

跳高

他們現時仍有為聖公會辦青少年專線，與及參與雷
利計劃，繼續為有需要的人出一份力。
同學們，當你們面對逆境的時侯，你會以什麼心態
去面對呢？你會：一）積極尋求解決辦法；二）不斷埋怨
自己，怪責別人。你會選擇後者嗎？不，你們定會選擇前
者，以樂天知命的人生觀去解決當前的疑難。不過，知易
行難’問誰又能做到呢
？本校的兩位傑出學生
就以身作則，克服重重 1
困難以達到他們理想的
^ ^ ^

1.82 m

陳敬偉（中文系）
潘寶成（工商管理課程）
陸志軒（社會科學課程）
周安傑（社區學院）

1500米

6:44.3 mins

記錄

跳遠
男女混合

4.66 m

姓名（學系）
陸寶麗（英文系）
丘敏芝（中文系）

4X100米

51.73 sec

足球隊

二零零五年嶺大運動會，出現不少出人意表的戰果。先有中文系的同學在各項田賽、徑賽
均有出色的表現，高據團體總分榜首；後有Hall D打破Hall B—直以來壟斷舍際接力賽的局面。
此外，男、女子組個人比賽亦有不少選手有突出表現。更重要的是，是有關部份運動場地的安
全問題及落實興建看台的計劃。

中文系獨佔鰲頭
今年的運動會於二月二十四日室外多用途運動場舉行，當日比賽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結
束，所有田賽及徑賽的項目亦順利進行。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莫過於中文系的同學們，他們在
報名人數、出席人數及接力賽成績三方面均雄據榜首，可謂「連中三元」。順理成章，中文系
的同學們囊括了團體賽的總冠軍。而亞軍及季軍則分別由英文系以及哲學系奪得。

男子、女子各領千秋

Jm

中文系不但取得團體賽的總冠軍，女子組個人總分的榜首也由中文系
的邱敏芝同學包辦了。她於跳高、跳遠及100米的賽事中均奪得冠軍，於個
人賽排名榜首，緊次於邱同學的是英文系的陸寶麗及曾嘉朗同學。
然而，男子組的同學也表現不俗，於社區學院就讀的周安傑同學，於
100跨欄、三級跳及跳高均奪得冠軍，總分排名位列男子組榜首。而緊隨其
後的兩位健兒亦來自嶺大社區學院，分別是蔡俊傑及丘平楷同學。
Hall Dl

未畢業先得星展銀行發掘
此外，這位來自大連的少女認為，從博雅
教育中發現讀書的樂趣，並懂得如何從書本堆
中享受發掘知識的過程。她感謝嶺南的師生，
為她帶給一個美好的大學校園生活。對於未來
工作的路向，她現時已得到星展銀行羅致，在
市場及財資部任職見習員，準備在銀行界一展
抱負。
張欣在校期間曾先後獲得「香港賽馬會獎
學金」及「羅袓儒先生獎學金」，共約三十三
萬元。還有，她積極投身社會服務事業，如參
與香港聾人促進會、香港賽馬會舊生會等機構
舉辦的義工活動，更代表嶺大到北京出席由香
港青年協會主辦的「第一屆華人青年論壇」，
與各地華人青年進行交流意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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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腰繫
貪念
去年十二月，B座舍監辦事處發出告示，指有部份宿生利用不正當手
法，以一枚一元硬幣及一條線放進洗衣機及乾衣機的投幣處，希望能夠
藉此節省洗衣及乾衣的費用。時至今日，告示已張貼了近四個月，到底
箇中情況有否改善呢？
據學生事務中心職員黎沛瑜小姐表示，舍監辦事處對是次問題非常關
注，並多次在會議中就此交流意見。對於是次事件，B座舍監辦事處雖然
沒有對違規學生作出紀律處分，但已即時採取相應行動，在宿舍範圍內
貼出吿示，希望能警醒各同學自律，從而繼續維持宿舍內應有的秩序。
而自吿示發出後，近三個月，B座宿舍的洗衣及乾衣機每月平均收入跟是
次事件發生之前相約，大致上沒有違規
現象出現，由此可見，現在的情況已得
到明顯改善。

閉路電視不設防
依此看來，問題似乎已得到舒緩， 然
而嶺暉為了替那些奉公守法的同學
平反，及履行持平、客觀、尋求真
此，黎小姐表示，學校曾考慮引入八達通繳費系
相的承諾，特意為同學「查找不足
只是希望同學能夠自律，而不欲用到紀律處
統以方便各同學，但由於每部機器系統更新約需
j。各位有到過洗衣房的同學，均會發現當中設有一部閉路電視監
分的方法。既然校方已給予有關宿生一個機
四千元，成本過於高昂之故，校方實無力獨自承
察進出的同學，而在B座宿舍，這監察裝置甚至拍攝到洗衣及乾衣機
會，其實應自我反省，不要破壞大家這個和
擔此龐大支出。事實上，即或校方執意更新系統
的投幣位置。就此而言，各同學實難於運用不正當手法使用這些宿
諧共處的家。
，最終的成本亦會轉嫁到同學身上，故此計劃被
舍設施。然而在實際的情況下，這些為保安理由而裝置的攝錄機，
雖然同學們經常抱怨洗衣及乾衣的費用高
迫擱置。基於上述原因，各宿生在可見的將來，
其實並不會監察同學的投幣情況。加上基於私隱問題，在正常情況
昂（平均每次約需十三元），但平心而論，
應該仍需繼續準備大量的一元硬幣作洗衣之用。
下，這些即時攝錄的影像，舍監及保安部門
在我們使用這些服務的同時，付出一定的費
其實均沒有觀看的權限。故此，洗衣房內的
用也是合理的。若僅為節省這十多塊錢而做
I hi
—'““ . — — )
攝錄機實不能預防同學以不正當手法使用洗
出一些不正當的行為，實在有辱我們大學生
BM生鱗tS :
…
"""|
衣服務。
的身份。若部份同學確實認為校內洗衣服務 I
洗衣R盼鼸投放礙簿事直
的價錢不合理，他實可選擇手洗衣服或惠顧
^ - =tHWf
洗衣服務的價錢比較
•^泰商場的洗衣店，而不應當做出這些非法
校方無計可施？
I
宿舍的洗衣設施
富泰商場的洗衣店I
…八.湖
行為。
/.兮坰衹幺以地•校？!f
六元
t洗衣
•
t:襻處兮• ！
如是者，似乎舍監辦事處除了向同學發
e電褙緣勒
折金價：二十四元 1
出吿示外，便無法防範宿生的非法行為了。
一元硬幣仍渴市？
一元七分鐘
乾衣
I
但事實又是否如此呢？這當然不是，黎小姐
(每次約需七元）
另外，不少同學對現在每次洗衣及乾衣
聲稱其實處方是能夠憑藉翻查閉路電視錄影
二+0元
十三元
合計
均需準備大量一元硬幣的情況頗有微言，對
帶來找出有關同學的。在是次事件中，校方
！

黃仲康、麥家樑M
力壓群雄分奪冠亞

*

嶺南大學校長盃足球賽的決
賽，於四月三日下午二時在室外
多用途運動場上演。對壘的B座及F座
宿舍，均同樣以全勝姿態晉身是日冠軍戰
。有多名校隊成員助陣的F座宿舍，終以三
比一輕取B座宿舍，成功奪取本年度第二項
校長盃錦標°
至於校i盃的各項比賽結果，同學可參
考附表。

第二屆校長夫人盃舍際演講比賽已於三月三十日傍晚假陳德泰大會堂順
利舉行。是晚賽事，共分個人及團體兩個競賽項目，六座宿舍為爭取佳績，
各自派出了舍內的精英參賽，是故當晚眾同學均有一高水準的演出。最後，
經過一輪激烈的比賽，演出上佳的A座宿生，成功奪得了包括個人表現、團
體冠軍及全場總冠軍等數項錦標。
校長夫人盃舍際演講比賽自去年首次舉行，目的是讓各同學透過輕鬆的
活動提升英語演講能力。而是晚同學們的表現，如校長夫人陳芳琳女士所言
，大家能吸收上屆的經驗，演出水準較諸去年大為提升。事實上，雖然不少
外界人士均質疑嶺大同學的英語水平不及其他大學，但本屆各宿生的演講都
十分流暢，英語水準甚高，即或將之與另外七所大學相比，亦毫不遜色。
至於當晚比賽結果，個人演講冠軍是A座宿生黃仲康，亞軍是A座宿
生麥家樑，季軍則是E座宿生梁凱怡。在團體項目方面，A座宿舍憑藉
宿生們的努力，盡攬了包括團體演講冠軍、最踴躍參與獎及全場總冠軍
等五項錦標，成績斐然。

：^！零零四至二零零五年度校長盃ti賽結果

團體項目

最有體育精神獎 A 座 宿 舍
A座宿舍
最具創意獎
A
座宿舍
團體演講冠軍
A座宿苦
最踴躍參與獎
A座宿舍
全場總冠軍

F座輕鬆以3比1擊敗B座，奪得

校長盃足球賽冠軍殊榮。

冠軍 亞軍 季軍
A
E
C
羽毛球
E
F
乒 乓 • B
已
A
D
壁球
F
B
D
足球
F
B
A
排球
D
C
男子籃球 F
D
已
女子籃球 A
F
A
B
總成積
註 ： A = A座宿舍，如丄 ：匕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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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

3月28日
曾讚學校
冇讀過書
最難忘的直播經歷
睡覺（節目途中）
萬愛音f

Trip-1"

绍I電影

Francois Truffart ^Fellini ’
Almodova • Vincefit Gallo的戲
W主持節目

芝 See菇 li Family、
五天精華遊、谨尋音樂

在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傍晩，著名電台主持卓韻芝小姐
(芝S e e 菇 B i )和余迪偉先生將其節目「五天精華遊J
的直播室移師嶺南大學，於M B G 0 6內，與眾同學一起「
閲 讀 精 華 遊 j 。 是 次 甶 L L E讀書會主辦的講座，超額地吸
引了二百多位同學作網上報名。大會為了兼顧部份未能報名
的同學，特別安排於網上及學生飯堂內作一現場直播。
講座之初，主持概括出人要看書的原因有三：一是思想
不清晰，未能有條理地作出分析；二是字窮，沒有正確的字
詞去形容特殊情況；三是語意模糊，説話曖昧。只有透過閲
讀，我們才能最直接地克服這些困難。
接著，講者提到與書本拉近距離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要
與書本建立一種互動關係。我們要擁有書本，並且養成
在書上做記號的習慣，才會不再害怕閲讀。
至於閲讀的習慣，可謂因人而異。迪偉指出自己較喜歡

間讀

^

S

e

e

閲讀一些能引起共鳴及思考的書籍，可能亦由於這一原因，他會
選擇完全投入單一書籍的世界，而不會同時閲讀數本書。反之，
阿芝則強調我們應該雜讀(即同一時間閲讀數本書籍)一些自己知
識範圍以外的書籍，她認為只有如此，才能擴闊自己的思維。
在最後的答問環節中
，各聽眾均踴躍發言。其
中有同學問及誤買書籍的
處理方法，兩位主持均覺
得我們不應強迫自己去閲
讀，選擇將之當作一種陳
設亦可。當我們在數年之
後再次翻閲這些書籍，便
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感覺
。
「閲讀精華遊j吸引過百同學出席，《煙花
三月》和《圍城》是兩位主持推介的書籍。

B

芝=卓韻芝小姐（芝S e e 菇 B
迪偉先生
S己 = S己胃

(節錄）（部份字詞曾經修改)

這樣的感覺。
記：但有時睇緊一本書的時候，好似未能夠延續落去又想睇第
二本書，會不會這樣呢？
芝：會的，會的，會有啲書只看到一半而已。

記：接觸外文書籍時，會否因語言條件所限（即是因不明白文
化背景，便不明白那本書），而致交流不夠深入？
芝：一樣東西，你晤識先要去睇，如果你睇果樣東西是認識的
，晤識果啲你晤睇，果啲晤識果啲東西你就呢一生都晤會識，
咁你識的東西就會永遠在一個圓圈裡面走。我診所有呢啲反常
規的東西是好的，晤識要去睇，晤識先要去做，晤識要去學，
晤識要試。寫，譬如話我寫東西同我睇的東西要是不同的，我
寫愛情小説，我千祈唔好睇愛情小説，就係咁，我拍《戀愛起
義》，我果期睇戰爭片的，晤好睇一樣的東西，因為你個世界
會一路咁細落去
依家你可以由文字果度去經歷
你就可以認識到其他國家的文化，你怕甚麼..
鳴謝：881903.com

三毛——各種散文
王尚義——《狂流》、
《野鴿子的黃昏》
阿芝：
米蘭•昆德拉_
《緩慢》、《笑忘書》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卡爾維諾——《馬可瓦多》、
《分成兩半的子爵》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惡童日記》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
《圍城》、《人獸鬼》

任何書

余秋雨

言

記：咁咪好似晤連續咁樣，會晤會
芝：咁
我覺得這個問題晤係好緊要的，係你自己
，你自己點樣吸收佢。一本書
點只一個吸收的方式。
偉：而且，晤係每一件事都係
一個圓圈來的，未必一定有完
結篇，就如愛情一樣。你睇到
中段已經覺得o k的話，就完
了它吧！
芝：我們不要再用一本書的一
個實體來量度那一本書的知識 芝See薛Bi，迪偉頒發最佳問題
獎予得獎同學。
了。晤係我睇左幾多頁，然後
我仲淨番幾多份一未睇曬，我間左幾多份一，這全是無意思的
。係裡面的知識，係我睇左一版眯一版，或者我晤係由頭睇起
，我鍾意中間第二十三頁開始睇起。你裡面所吸收到的知識才
是本書帶給你最實在的東西，就晤係我仲掙幾多份之一。

《煙花三月》

己

記：雖説會看雜書，但會否同一時間只集中看同一類型的書？
芝：好少，因為我覺得知識是好興奮的令人，我覺得任何知識都好
令人興奮，所以我任何野都想知，其實可能好八卦啦係因為，咁結
果我每一期我都會有好多野我都好想知。嚟緊呢排，我好想知道關
於究竟木星發生緊咩事，咁然後我又好想知道究竟俄國的歷史應該
mmm
如何讀起，但係我又好想知道，
其實我覺得要學下中醫，中醫都
幾好，大趨勢，咁樣，即係，我
無係話特定果段時期我淨係睇某
類型的書。而我好少會重複拎番
睇過的書出來睇，因為實在太多
書喇，呢個世界有太多知識，我
，我趕晤切呀，我連前面果啲都
追晤切呀，我，後面果啲我晤重
余迪偉在接受訪問時笑稱，以
複得，我無時間啦，我成日都有
前亦是讀嶺南，不過是嶺南中學

&

迪偉：
李碧華

後

記：會隔多少時間才再翻閲同一本書？
偉：完全無跡可尋，好突然的。
當然啦，晤同年齡，個人去到晤同的階段呢，次次睇番同樣的故事
都好，或者任何書籍都好，一定會有晤同的感覺，而我是emoy (享
受）的，果個感覺，因為你每次的interpretation (演繹）都晤同的時
候，代表你個人，未必一定進步左，起碼你有晤同左呀，你好似覺
得，我賺左呀，我生活緊呀’即係晤會，即係我依家睇，同我大學
睇同一本書的時候，我一樣的，好似我無行過，原地踏步咁樣，有
陣時，如果有這樣的感覺的時候，所以，我鍾意的，我鍾意的，但
當然啦，我成日翻睇的時候，我都晤會成本睇曬，好多時，我會睇
左highlight (編按：即是在書本上做記號）果啲部份，又或者睇多啲
，即係highlight果啲，或者如果得意的話，這全部，到中途這個故事
’到中途的時候，我hghlight了這麼多的話，睇番呢一堆先，咁樣，
有陣時就是這樣啦。

i

迪偉與阿芝精選書籍推介(節錄)

在是次訪問中，阿芝與迪偉均給
予小記很深刻的印象。猶記得阿芝
在數年前曾替某報紙撰寫專欄，小
記大概就是由那時開始知道芝s e
e 菇 B i這個名字，現在終於有一
面對面的交談機會，著實令小記永
誌難忘。至於迪偉，小記覺得他是
個表裡不一的人。外表上，他擁有
一副冷酷的面孔。但在實際訪問中
，他的親切、健談，卻令小記刮目
相看。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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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年度最佳刊物季蓽

嶺大編委總執編曾梓維(右）
從鄭寶璇教授手上接過獎項

AM影印房續「雨仙」新約

M
rfl

學生會於二月與位於康樂樓一樓的影印公司續簽合約，內容大致與以前相同，繼續
以每張影印價錢中的兩仙作租金，而新合約將加一項條款，訂明影印公司需每月以支票
形式，繳付每張影印按比例計算後所得的金額給代表會財委會作紀錄。代表會財務委員
會已通過合約內容，學生會署理會長曾梓維表示，續約主要原因是該公司承諾會調低服
務價格。
此外，第三十八屆嶺南大學學生會代表會成員的全部職位已於三月份得到互選完畢
，成員名單詳見下表=
中文姓名
曾梓維
何頌曦
*劉燦燊
黎浩賢

所屬代表
當然代表
當然代表
當然代表
委任代表

徐步雲

屬會代表

王禹璋
黃文瀚

課程聯會代表(SSS)
課程聯會代表(SSS)

盧君壳
吳家浩

課程聯會代表(SSS)
課程聯會代表(BAS)

張樂庭

課程聯會代表(BAS)

譚翠雯

課程聯會代表(BAS)

梁梓豪

課程聯會代表(文學院)

伍永強
黎浩然
陳文雅
鄭穎怡
張天樂

課程聯會代表(文學院)
課程聯會代表(文學院)

陳家欣
劉志豪
*已辭退

職銜
主席
副主席、修章委員會主席
財務委員會主席
屬會註冊財政事務科主席
屬會註冊主席
觀察委員會委員
修章委員會委員
觀察委員會委員
屬會註冊屬會事務科主席
選舉委員會委員
財務委員會委員
選舉委員會委員
核數委員會主席
觀察委員會委員
選舉委員會主席
財務委員會委員
觀察委員會主席
屬會註冊章則事務科主席

秘書長
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
列席代表(編委會）
列席代表(編委會）
列席代表(編委會）

修讀課程
中文系二年級
哲學系二年級
哲學系三年級
工商管理課程二年級
社區學院二年級
社會科學課程二年級
社會科學課程二年級
社會科學課程二年級
工商管理課程二年級
工商管理課程二年級
工商管理課程二年級
文化研究系二年級
歷史系二年級
翻譯系二年級
文化研究系一年級
歷史系一年級
社會科學課程二年級
工商管理課程一年級
中文系一年級
中文系一年級

最佳刊物
冠軍:
亞軍：
J軍！
最佳專題
最佳專題
最佳社會版
最佳社會版
最佳體育版
最佳文藝版
最佳校園版
最佳美術設計
最佳排版

香港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珠海書院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珠海書院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珠海書院

' — — J ®

《港大報》
《城大月報》
《高飛報》
《City Pnnt》
《海聲》
《City Print》
^

由七間大專院校組成的大專聯編，每年均會主辦刊物評審
比賽，在專題、社會、文藝、體育、校園、美術設計、排版
等十五個項目中，讓各大專院校的編輯委員會作一次良性競
爭，互相切磋和分享製作刊物和報紙的經驗。本年度最出色
的是香港大學，其出版之《果籽》和《港大報》分別獲得大
主禮嘉賓陳望袓先生
會的最佳刊物獎中刊物組和報紙組冠軍；香港城市大學則在
比賽中奪得六個大獎，包括最佳刊物獎的刊物組和報紙組亞
軍、最佳專題(刊物組）、最佳社會版(刊物組）、最佳文藝版、
最佳美術設計(刊物組）。而嶺南大學的刊物《嶺南人》，則獲得最佳刊物獎
的刊物組季軍。去屆嶺大編委會總編輯曾梓維對《嶺南人》奪得刊物組季
軍感到榮幸，他稱讚有份製作的莊員，盡心盡力出版三期《嶺南人》，並
認為排版上的不斷改善，及內容比較重視探討社會時事，是獲獎的關鍵。

香港大學
《果籽》
香港城市大學《CityPnnt》
•嶺南大學
《嶺南人》

(刊物組)

(報紙組）
ffU物組）
(報紙組）
(刊物組）
(報紙組）

]

港大最出色城大成大�[家
嶺大刊物組奪季

獲獎刊物

么么^

成立兩年的大專聯編，本年繼續舉辦刊物評審比賽，是次的頒獎禮，邀得香港城市大學鄭寶璇教授
、珠海學院陳望袓講師作主禮嘉賓。鄭寶璇教授在致辭時將製作刊物比喻為烹調食物，她認為要煮一道
佳餚，在材料上需要有適當的配合，即使每種材料均屬美味，但若沒規律地任意調配，毫無設計和心思
，永不是一道好菜。正如一份刊物，「骨幹不明朗各主一方，各施各法」，即使充滿著圖片和豐富內容
，也只會變得「無性格」，她解釋，編輯每年需要計劃刊物的方向和框架，然後根據既定的骨幹，有組
織地作不同的版面安排，讓主題突出，方能製作出一份有特色、有風格的刊物。
陳望袓講師建議，刊物的題材適宜加入「大中華概念元素」，將內容的伸延面涵蓋至中國內地、台
灣等社區，與外界的刊物作一個無形的「接觸」。

獲獎院校

物

刊物如菜餚要有特色、風格

2004大專刊物評審比賽得獎名單
項佳軍軍軍
獎最冠亞季

【嶺暉專訊】由香港大專聯校編輯協會(大專聯編)主辦的「2004年度大專刊物評審比賽」，在二月底舉
行頒獎典禮，頒發15個獎項，其中嶺南大學憑刊物《嶺南人》，奪得全年最佳刊物獎刊物組季軍。

〈〈Jumbo》
《City Pnnt》
《海聲》

CflJ物組）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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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深遣鼸程助大蓽球員

等明鼉
【嶺暉專訊】飛利浦香港大學生足球聯賽經過三年發展，已成為
大專學界一項重要錦標賽事，為進一步提升參賽球員的水平，主
辦單位於去年開辦「足球深造課程」，向大專學生提供一個深入
廣泛的足球專業知識訓練。賽會今年邀得晨曦助教山度士、效力
晨曦的前香港足球先生高尼路及愉園外援卓卓（下圖）擔任導師
，組成專業教練團，為全港十一間大專院校足球愛好者教授專業
足球技術，同時讓參加者親身體驗足球魅力。連續兩年擔任教練
團成員的山度士表示，課程的內容包含現代足球所有元素，屬職
業足球員的入門必修課，「現時的大學足球是業餘性質，通過這
項課程，學員亦能達到職業水平」。

飛利浦香港大學生足球聯賽2004-200S
Philips Hong Kong Universities Football League

教練團到嶺大學員接受兩小時訓練
於三月三日，山度士等教練將「足球深造
課程」帶到嶺南大學，於嶺大戶外足球場進行
一連串訓練，參加者除嶺大足球隊球員外，其
他熱愛足球的同學亦紛紛前來參加。在兩小時
的訓練中，同學被分作兩組接受高尼路和卓卓
的教導，學習「熱身」、「基本技術訓練J 、
資料圖片
「甲組球隊訓練方式」、「實戰練習，分組比
賽J及「放鬆練習」等，「主教練」山度士強調，從基本的
熱身方法，以至控球技術及各陣式的運用，都是甲組聯賽球隊常
用的訓練方法，所以在課程中要求學員盡量達到各項基本要求，
熟習正確足球意識，及糾正以往惡習，才能使課程對學員「有用
經過三位教練的指導，學員均十分滿意這個課程，工商管理
課程三年級同學劉俊杰大讚課程的專業性，「從課程中可以學到
正統的踢波技巧，尤其是高尼路傳授j
基本技術的部份，他們的訓練十分
專業」；而嶺大足球隊成員黃志旋
同學則認為，課程仍算不上是甲
組的頂級訓練，不過對學員仍
有幫助，「課程中有股感染力
，例如在兩小時的訓練中
親身感受到專業足球員對訓
練的認真程度，在過程中
絕無半點馬虎，所以日
後在足球隊內訓練時
自己會更加投入和認
一、
真J °

由香港足球名將山度士（中）帶領的足球教練團
旁為高尼路（左）和卓卓（右）°

走訪各大專院校教授足球技術

專足球寶座

嶺大R列第八

_

①

城市大學在飛利浦香港大學生足球聯賽決賽，憑後衛黃東榮頭槌定江山，以
一球氣走中文大學，重奪失落兩年的錦標，效力南華的城大隊長哈成智，被選為
賽事最有價值球員。而嶺南大學在名次賽中則以0 ： 1敗於理工大學，僅能以第八
名結束本屆賽事。城大贏得冠軍後，將取得香港飛利浦照明國際七人足球賽及中
國大學生足球聯賽的參賽資格。

最後一仗負理大失四強資格

雖敗猶榮
第五屆全港大學室內賽艇錦標賽剛
於三月二十三日在嶺南大學舉行了第七
站的賽事。結果嶺南大學於男子組4 x
5 0 0米的賽事中，以6分2 2 秒 3 0
勇奪第三名。香港中文大學摘下本站賽
事的冠軍，而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城市
大學則分列二、三名。經過在城市大學
舉行的最後一站賽事後，中大亦順利在
總成績上贏得冠軍，亞軍是理大，而香
港科技大學則獲第三名。
嶺大划艇隊於去年初成立，今年
首次參加大專公開賽，並派出黃治平
、石啟上、張霆匡、關子滔四名運動
員，出戰男子組項目，由於嶺大只派
出男子隊參賽，故在總排名上稍遜其
他院校。全港大學室內賽艇錦標賽包
括男、女子及男女混合4 x 5 0 0 米
三項賽事，採用分站計分方法，將每
嶺大划艇隊憑主場之利，
站所得分數累積到下一站，最後以總
奪得室內賽艇男子組季軍
分定出各項成績0
此外，嶺k亦會首次派隊參加第十一屆全港大學賽艇錦標賽，是
次比賽將於八月下旬在沙田城門河舉行，賽事包括八人單槳艇、四
人有陀單槳艇等五個項目。
<

嶺南大學在前公民及傑志教練郭志強執教下
，在分組賽先後以3 ： 1及3 ： 0輕取奪標熱門城大
及樹仁，繼後面對中大雖然慘吞三蛋，但仍能重
整旗鼓，以2 ： 1反勝科大，只要在剩餘一仗賽和
理大，就能以得失球差壓倒城大以小組第二名出
線，可惜在領先一球的大好形勢下，下半場在五
嶺南大學足球隊全家福
分鐘內連失兩球，最終輸1 ： 2，無緣晉身準決賽
，將四強席位拱手相讓給
城大，而城大最後亦成為賽事總冠軍。
嶺大足球隊隊長王廣恩賽後表示，「今年球隊上下已
盡力，可惜在末段被追平時，太過急於求勝，以致打亂部
署，再加上略欠運氣，因而致敗」，他認為球隊未來的表
現將取決於新人的質素，而明年最低的目標是踢入名次賽
。在本屆名次賽中，嶺大後勁不繼，先以1 ： 2敗走浸大，
再以0 ： 1敗於理大，最後只得第八名。
嶺大鋒將丘平楷(紅衫)
至於其他獎項方面，教育學院的陳文釗以5球成為神
對理大時攻門一剎
射手，中文大學則成為最佳體育精神隊伍。

黄韋顥聯校劍撃賽稱王
由香港劍擊學校主辦的第十二屆聯校劍擊比賽，於本年一月假香港城市大
學順利舉行，嶺南大學劍擊隊共派出六男三女分別參加重劍和花劍項目，其中
會計系二年級的黃韋顥，在男子重劍初級組’成功擊敗香港科技大學的代表，
奪得個人劍擊生涯中的首面金牌。
黃韋顥先在小組賽以兩勝一負的成績，以小組次名出線，繼而在淘汰賽中
輕取對手，四強再遇上小組首名出線的對手，經過他反覆研究對手的弱點後’
終在四強以16:15險勝對手，成功進入決賽。決賽面對科大代表隊成員’
在士氣如虹下，以1 5 ： 1 3取勝。
身高六呎的黃韋顥’在年多前才透過校內的綜合學習課程0LP)，參加劍擊
訓練班，繼而加入劍擊代表隊，接受衛兆坤教練的指導。除了平日練習外’黃
韋顥還擔任劍擊學會的財政幹事。嶺大劍擊隊將在四月出戰大專劍擊賽’屆時
將派出十三人參加花劍、重劍和佩劍三個團體項目，黃韋顥表示’嶺大將以團體第三名為目
標，並以培育新秀為大前提，讓他們吸取多點大賽經驗，為長遠的培訓作好準備。

Do you enjoy Lingnan school life? And can you tell me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in Lingnan University?
Yea...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s to live in hostel. I haven't been in hostel before in Korea. It's quite a good
experience to me, and I really like the resident in hall B, they are really good friends.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hostel?
I like to watch "Dae Jang Gum"(大長今）with them and we have gathering in my room
What do you do on holidays?
I have one day off, it's on Tuesday. Every Tuesday, I go to watch film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In holidays, I like to go to Mong Kok, Tsim Sha Tsui,
Lan Kwai Fong with other exchange student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Korea on eating style?
Oh... yea... I have lots of thing to tell about the food. I really wonder how Hong Kong girl can be so skinny even they have the
food with lots of oil. The food in Hong Kong are so oily but the girls are so skinny.
And I really want to know how people can show the chicken head on the table because in Korea, people never put the chicken
head on the dish. At first, I felt it is so strange but I really enjoy it now. We take picture with the head, after that I sent the
picture to my friends in Korea because I would like to see their surprise. When they see the picture with the chicken head
they said I am already a Hong Kong girl!
What kind of food you usually have in hostel?
At first, I think the food in here is quite oily but now I get used to them. I go to canteen, Chinese Restaurant or
order take out food with my roommate and we have instant foo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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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Fionna Yeung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d Korea?
I think Hong Kong has a British style. In Korea, we don't have tutorial time.
So... it was difficult to adapt the tutorial class and express my opinions to
classmates and professors.Now it's okay but I was difficult for me at first.
And the study style is really different. In Korea, you should really centralize
memorize, writing, reading and so on. In Hong Kong,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o share the opinions of each other.
Have you ever face any difficulty when study in Lingnan?
Yes. Because in Korea my major is journalism, so, I have class about media in Hong Kong. But I can't rea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 can't understand Cantonese. Um…it is
difficult for me to analysis the Hong Kong media and sometimes I can't
say anything in tutorial class because I am not familiar with Hong Kong
media and newspapers. So, the language problem is the most difficult.
How did you solve this problem? And how Lingnan University helps
you?
The classmate do help me understand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news. Er... sometimes, in hostel, the notices are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I really want to join the events and activities at hall
but I can't understand them at all... I feel sorry that I can't join the
event.
What will you do after leaving Hong Kong?
I should leave Hong Kong in 23, May. I will go back to Korea and I will
leave to Europe to travel for a month. After that I will join internship for
a month, I hope I can work in a broadcast station.

Korean costume
"Dae Jang Gum"(大長今)is really a hot
topic recently. How deep do you familiarize
with the history of Korean traditional costume?
Currently, some Koreans may wear such
traditional costume, which called "ambo",in
certain occasion, such as the 60th birthday of
elderly, mid-autumn festival and marriage.
However, you may curious about the 60th
birthday is so common in modern society, why
do Koreans still celebrate it?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was not advanced
in the past. Since then, people who could live
exceed 60s were really magnificent.
Therefore, celebcatipn for 60th elderly has
become a tradition in Korea.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on the design of costume are varied. Actually,
the wristband of costume is normally wider
and the choices of color have no restriction at
all.

We know that you are study in women university in Korea, are there many women universities in Korea?
When university first appear in Korea, the women couldn't get the chance to study in university. Only a
few girls could study in university in very old days. So, someone built my university for girl only. In Korea,
my university is the biggest one and it's the biggest one in the world too.
I want to know what is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and men in Korea?
Yea... so many people in Hong Kong asked me this question. I don't know how the people get this kind
of thought. In old days, people prefer sons to daughters but now it is changing and I hope some day the
position of women and men will be more fair in Korea.
In this aspect, men and women in Hong Kong have quite an equal position. Yea... I went to my
roommate's house,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my roommate's father cook all the food for the family. In
Korea the men seldom cook... so... it was really impress me.

Review

In the coming "Campus Glow", we will bring along with introductions to
different cultures and variety of news within the campus. On behalf of our
English section has been regenerated in "Campus Glow" again With department, we really appreciate that "Hye Jin", who is an exchanged
the effort on designing 'Network', we hope that it can raise the
student from South Korea, conducted an interview with us. With her
awareness of the use of English among Lingnan students and provide sincere support on providing her cultural background, especially with
precious opportunities for sharing the news towards foreign students
detailed description on the Korean traditional costume, this task really
within the campus.
contributes to the growth of the 'Net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