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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先斬後奏

撰文：朱慧宜、黃海恩、譚詠恩
採訪：朱慧宜、黃海恩、譚詠恩
設計：楊善明

~7

年暑假期間•學校基於保安理甶•在宿舍走廊增設閉路電視•並在宿舍房間内、洗手間

浴室及走

廊安裝平安鐘》甶於校方事前未與宿生會達成共識便進行安裝工程•引起了學生很大的迴響

本報就此

事向總務處査詢。
早於2006年初，宿舍及校園內均曾發生較嚴重的保

你是否贊成校方在暑假期間於宿舍安裝閉踣罨視及平安鐘？

安問題，宿生遂要求校方加強宿舍保安，例如將洗

1

十分贊成

手間內的浴簾改建爲浴室門，及加強宿舍周邊的圍欄

15%

贊成

39%

等。另一方面，政府答允撥款加強學校保安。據了

不贊成

解，校方代表曾於同年3月與各座宿舍代表開會，討

1

十分不贊成

論宿舍保安問題，當時各代表均表明在保障宿生人身
30%

安全的大前題下，不反對在宿舍增設保安設施，包

圖一

括於走廊安裝閉路電視。2006年底，政府撥款成功批
出，校方繼續諮詢學生，所得的回應是希望能迅速加

就安裝閉路里視及平安鍾一事

強保安。其後校方花上幾個月時間計劃及安排保安系

你認為校方向學生的諮詢充分嗎？

38%

統招標事宜。

1

十分充分

1

充分

有關安裝閉路電視的位置的準則，總務處解釋位置

1

是基於「能夠拍攝可疑人士的逃走路線」< ；至於平安

1

不充分

十分不充分

^^ ^；

鐘，由於要顧及現有設施的位置及考慮到平安鐘的防
水問題，故其安裝位置均與地面有一定的距離。是次

•圓二

45%

工程同時將舊款閉路電視更換，新式閉路電視採用彩

Qampus

Qlow

色監察畫面，取代舊式的黑白畫面：錄影製式方面，
由數位錄影機取代舊有的類比卡式錄影機，可進行大

你認為在宿舍安裝平安鐘有實際需要嗎？
9%

量錄影，畫面清晰度提高之餘，同時避免過往翻看影

仁大安裝閉路電親亦惹爭議
學生畲要求停用不果

十分需要

帶時經常出現食帶的情況。

校方是次在大部分宿生不知情的情況下，於

需要

關於收集宿生意見，校方表示在準備安裝閉路電視
32%

及平安鐘前，一直有與宿生會討論，然而對於安裝的

宿舍安裝閉路電視及平安鐘，不少宿生均表示不

不需要

47%
1

滿，認爲校方處理不當。維持校園治安、保護學

十分不需要

生的人身及財物安全一向是各院校的重點政策，

丨^^居、

曰期，雙方一直未能取得共識。工程完成後，校方向

圊三

全校宿生發出電郵，交代於暑假進行工程的原因：物

共識的情況，於去年同樣在宿舍安裝閉路電視的

價及人工上漲，承辦商在過去的日子，多次要求校方
盡快開始安裝工程。若然工程不能進行，承辦商便要

近半宿生不贊成安裝閉路電視及平安鐘
對於校方於宿舍安裝閉路電視

討，他引述總務處的回應，表示安

裝費用是根據2006年與承辦商報價的價格，這都使承

及平安鐘一事，本會從9月10至17

裝閉路電視及平安鐘的撥款早已批

辦商的安裝成本上升。總務處解釋，基於以上的理

日以問卷調查方式成功訪問了 175

出，校方擔心安裝成本受通脹影響

由，加上暑假是最適合安裝的時間，大部分宿生經已

位宿生，逾四成受訪宿生表示，不

上升，才在未經宿舍聯合辦事處同

退宿，校方遂決定在7月至8月期間進行工程。F座宿

贊成或+分不贊成校方於暑假期間

意下展開工程。校方就此事向六宿

舍因爲有同學在暑假入住，故未能進行安裝。

安裝閉路電視及平安鐘（詳見圖

表示抱歉，並承諾未得到宿舍聯合

雖然工程已經完成，但總務處向宿生會作出承諾，

一）；超過八成受訪宿生認爲，校

辦事處的同意下，校方不會自行啓

在未達成共識前，校方不會使用宿舍走廊的閉路電

方沒有就安裝閉路電視及平安鐘事

用閉路電視及平安鐘。不過，E座

視，現時新安裝的閉路電視均被覆蓋。總務處補充，

宜向學生作充分的諮詢（詳見圖

宿生會外務副主席陳柏光表示，雖

同意日後如要安裝具爭議性或關乎宿生切身利益的設

二）；僅就安裝平安鐘而言，逾五

然校方態度正面，樂於解決問題，

施時，會先作諮詢，並在與宿生達成共識後，方會進

成受訪宿生認爲有實際需要的（詳

但不同意校方做法。他表明若安裝

行。校方亦將在9月尾的宿舍運作會議內向各座宿生

見圖三）°

閉路電視的用途是爲實際需要，如

一起釐定平安鐘正式投入服務的日期，宿生亦將於稍
後收到校方以電郵發放的同樣資訊。

香港樹仁大學是其中一例。
根據《明報》和（太陽報> 去年8月6日及7日

找地方把已訂購的閉路電視儲倉，而校方需支付的安

代表簡介平安鐘的運作，及其使用和注意事項，並將

可是執行政策中往往會遇上校方與學生未能達成

對於校方是次舉動，D座宿生會
主席李志浩表示，在7月期間發現
校方於D座宿舍安裝閉路電視及平

本報曾向總務處查詢負責安裝工程的承辦商資料，

安鐘，遂聯同其他宿生會去信校

可惜對方以商業合約保密爲理由，拒絕提供相關資

方，要求就安裝事宜作解釋。及

料。

後總務處安排與六宿的代表開會商

宿生安全等是可接受的，但若是爲
了增設渠道來監管宿生則完全不贊
同。李志浩和陳柏光均表示，他們
現階段會收集宿生的意見及與舍監
商議，盼將宿生的意願向校方轉
達°

的報道，香港樹仁大學在去年暑假期間，以加強
保安，保障宿生及訪客的安全爲由，於宿舍的地
下走火側門、後樓梯、空中花園、休息室等位置
合共安裝了近50部閉路電視。有學生認爲校方此
舉嚴重侵犯私隱；學生會更直指校方似把宿生當
作「監犯」，在工程進行期間去信校方，要求立
即停止安裝工程，惟校方回應指由於宿舍內曾出
現偷竊事件才安裝閉路電視，拒絕停止工程。據
知，此後校方與宿生爲事件進行多次會議，就閉
路電視記錄的處理手法、翻看記錄的依據等展開
商討，嘗試達成共識。
香港樹仁大學在回應本報的查詢時指出，在安
裝工程展開前，雖然沒有逐一收集每位宿生的意
見，但有透過宿舍內每層的宿生助理，諮詢宿生
的意見。對於工程引起學生的種種憂慮，校方曾
召開發布會，解釋安裝背後的理念。至於安裝閉
路電視的位置，主要以能夠覆蓋全層走廊的公用
範圍爲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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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雅德教授

撰文：黃靜雯、黃鍵生
採訪：黃靜雯、黃鍵生、揚善明
設計：楊善明

立心提升嶺大發展成爲國際知名的博雅大學
一位研究學者，身兼多要職，究竟施

務嶺南大學13年的副校長饒美蛟教授去年榮休•繼任人誰屬成為校內焦點。自今年9月1曰

雅德教授怎樣分配自己的時間？有沒

開始•施雅德教授正式接任成為嶺南大學副校長。本報邀得施雅德教授接受專訪•冀能加深同

有與家人進行「談判j呢？他笑言每

學對他的認識及其上任目標。

天都會爭取與家人共聚的時間，而這

施雅德教授袓籍墨西哥，取得首個化學工程師學

對於這種研究方面的偏好，他解釋，即使受到金

通常是每天的早上。至於研究方面，

位後，主力深造經濟學，於牛津大學完成博士學

融風暴的衝擊，經濟強健的西歐國家仍然不會有結

他說不是自己一個進行研究的，還有

位：著作甚豐的他不僅是英國華威大學榮譽教授，

構性的經濟問題，加上墨西哥是自己的故鄕，他希

數位學者共同努力，而研究的進度良

更擁有超過20年在國際經貿組織擔任要職的行政經

望以自己所擁有的政策經驗及經濟學上的知識，

好，已上了軌道。他指嶺大有一群優

驗，當中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貿易組織。

爲南美多國出力，是以他樂意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秀的員工，很高興能與他們共事。他

由工程學轉修經濟學無疑是個重大的決定，被問

上，擔任墨西哥的首席談判專家。施雅德教授認

表示做每件事之前都要好好準備，要

及何以有此抉擇時，他爽朗地表示該決定與工作經

爲，談判及院校管理兩項看似不相關的工作在性質

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甚麼才會成功，

驗甚有關係。他曾取得國際油公司頒發的獎學金，

上實在有相近的地方；談判桌上的經驗使他明白到

時間管理也是很重要的。

並因從事工業而接觸到宏觀經濟，產生研讀興趣。

尊重對方是溝通的首要條件。他表示，制訂決策前

「你可以說這是一個改變，然而對我來說，它更是
一個重要的發展良機。」施雅德教授憶述從事研究
的+數載時光，坦言學術生涯給予他無限喜悅。
「絕對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令我的人生變得更實
際和有意義！j

施雅德教授對嶺大的同學有良好的

會先聆聽各方意見，經討論後才選定一個方案，並

在研究方面取得好的成績，以提升嶺大本

印象，覺得同學都是年輕、有活力。

不會一意孤行。

身的地位。最後，他認爲要花多點功夫在

他鼓勵同學要以自己作爲嶺大學生而

宣傳方面，包括舉辦國際性的活動、邀請

感到自豪，因爲我們在一所好學校學

著名學者出席學術會議、交流生計劃等，

習。他又說同學一旦定下目標，就應

都有助提高嶺大的知名度。

相信自己的選擇，這樣才會愛自己的

施雅德教授對談判有豐富的經驗，他接受《大公
報》的訪問時曾說過：「談判成功的先決條件，首
是獲得對方的尊重。」他補充說尊重也包含自信，

以「豐盛」形容他的事業並不爲過。九十年代中

要有自信，才能獲得別人的尊重。當被問到怎樣才

期，金融風暴爆發，世界多國的經濟都受到不同程

可以提升嶺大的國際地位時，施雅德教授認爲大致

度的打擊。施雅德教授選擇在這段艱難的時期加入

上可從三個方向著手。首先，他認爲嶺大的師資質

國際貨幣基金會，試圖盡快結束這次危機。他的研

素很高，希望所有教職人員保持教學質素，以吸引

作爲嶺大副校長、又是兩子之父、並是

工作。

專業經驗

年份

1968

於墨西哥國家大學取得化學工程系碩士學位

究以亞太區及南美洲國家爲主，較少於經濟發達的

本地及海外的學生選擇到嶺大學習：此外，他指出

地區，如西歐及美國等地。擔任國際經貿組織的要

嶺大的中文系、英文系、哲學系及商科及經濟學等

職時，施雅德教授大力爲南美多國出力，例如在關

在研究方面+分成功，並特別提及嶺大在2006年研

稅及貿易總協定的烏拉圭回合會談中，代表墨西哥

究評審結果中的成就，嶺大的整體研究表現排名第

1993 -1994

出任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副處長

作首席談判專家。

4，僅次於三所「研究型大學」。他希望嶺大繼續

1995
1995 -1998

成為英國華威大學榮譽教授

1998 -2001

出任政策部副處長

2001 -2006
2007

出任財政事務部高級顧問

撰文：陳雪馨、陳綺玲、覃朝鳳

是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急劇增加。香港各大專院校為了配合時代的

採訪：陳雪馨、陳綺玲、覃朝鳳

發展•使學生有更多接觸世界各地文化的機會•紛紛鼓勵學生參

設計：楊善明

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經濟系碩士學位

1976

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經濟系博士學位

1976 -1988

於英國華威大學任教•現任該校榮譽教授

出任世界貿易組織副虚長

出任嶺南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及駐嶺大香港亞太經
濟合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兼梁紹榮經濟學講座教授

迎接全球化提高本港學生競爭力
_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國家與國家之間無論在政治、經濟或

1973

2008

出任嶺南大學副校長

gmmi丨丨丨mmmmmmmmmmmmmmmmimmmmiimmmmmmmmmmmmiiy；

部分大專院校交流生計•的數擄

加大學舉辦的「交換生計劃」。令學生得以擴展視野•深入認識

院校

08-09年度交流生名額

趨勢

香港中文大學

約250人

每年約20人

香港大學

最多佔全校UGC學位一成

按撥款比例改變

香港城市大學

沒有正式數據

人數按比例上升

浸會大學

約250人

相比06-08年度增加50人

約2000人

人數按比例上升

154人

相比07-08年度增加58人

各地的文化之外•也能藉此加強各地學生之間的交流。

校重要的辦學理念，其中包含了多元學習的元

需要，學校於2007至08年度再與10間院校簽定了新

素，透過交換生計劃令本地學生了解來自不同

的合作計劃，令學生的選擇得以增加，交換計劃的

地方的學生的生活文化、思考模式、價値觀

吸引力也隨之提高。由於三三四學制將於2010年正

等，這不但能擴闊本地學生的視野，讓學生學

式實施，院校也希望於未來能爲學生安排到外地作

會與各國學生相處，也使香港地道文化能通過

長達一年的交換生。讓學生能有深入的了解體會和

他們之間的交流傳遞到國外。

認識，達至眞正的文化共融。

嶺南大學

lll-lr

到外地求學的興趣明顯增大。爲了配合學生的不同

5SL

國際學生交換計劃辦事處表示，博雅教育是該

供
提
會
生

非所有學生都可以得到交流機會，但亦見學生對於

镧III

劃的重視及學生參與程度的提高。嶺大內地與

校

的180人和2006至07年度的150人大幅提升。雖然並

由III

倍，由29人增至154人，可見院校對交換生計

蒙I

2008至09年度交換生計劃的人數約有300人，較去年

各

度期間，嶺南大學的交換生總人數增加超過5

數m

學生人數同樣不斷增加。根據資料顯示，報名參加

擄 ”

顯的增加趨勢。(見右表）2003年度至2009年

述

値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報名參加交換計劃的嶺大

•in

近年來，香港各大專院校的交換生人數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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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工程展開增設多項有利使用者設施
撰文：鍾潔怡

_備數年•於06年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批准作大型翻新工程的圖書館•

採訪：鍾潔怡

fi於在08年夏季展開第一期工程。圖書館助理楊繼賢預計•工程將於09年

設計：楊善明

夏季結束。
楊指出，翻新後的圖書館較以往更具
時代感，感覺上較爲開揚，空間感大
增。此外，由於地方有限，亦會善用每
一吋空間，如將會引入兩套全新的活動
式書架，除了更安全外，亦可儲存更多
的視聽資料。另外，圖書館的新設計同
時考慮到傷健人士的需要，例如在地面
鋪設引導徑，以供視障人士使用。翻新
後的圖書館會更多元化，以配合不同活
動和展覽的進行，例如在二樓增設玻璃

翻新後在二樓增設的玻璃幕牆

幕牆，減低噪音對使用者造成的滋擾。
此外，提高無線上網接收度及空調控制
等也是是次工程的項目之一。
楊又指出，圖書館有兩項大型計劃仍
待批核中，一爲開放三樓平台用地，讓
使用者有更開揚的閱讀環境：二爲與其
他院校於5年內建立中央儲藏庫，以減
低校內圖書館的儲存壓力，亦可應付書
量及其他資料的不斷增長。

圖書館較以往更具i感

mmm

關於翻新工程對圖書館使用者的滋
擾，楊表示雖然工程橫跨兩年進行，但
他們會爭取在學校假期時才進行大型項
目，不過一些小工程仍難免在使用率低
的圖書館開放時段進行。他希望同學能
體諒之餘，亦期待翻新後的圖書館。

心意社進行重組
料最快t月扇重新開放

撰文：林耀華
採訪：林耀華
設計：楊善明

@於康樂樓一樓的福利合作社「心意社」從開學至今仍未開業•近
日代表會秘書處更在其門外張貼告示，指「心意社」正進行重組，暫

《錯誤》

墨西中文系二年級

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晚上，

醒來的時候又是個寒風凜冽的晚上，

我倆蹲在錯誤的沙漠，

我倆竟再次蹲在錯誤的沙漠，

不自覺地，已蹲了整個年頭，

同一個地方，同一位伙伴。

死皮慢慢積聚，細菌瘋狂繁殖。

死皮已經積聚，細菌瘋狂繁殖。

我們以殘破的雙手，

我們以殘破的雙手，

挖掘……挖掘……

挖掘……挖掘……

要從這噬人的沙漠裡掘出活脫脫的白馬。

除了沙便甚麼也沒有。

白馬變成墨綠色的蠍子，狠狠地

無疑，又是另一個錯誤

噬了一口。

這是一個充滿瘋子與暴力的沙漠，

無疑，這是一個錯誤。

我倆咧嘴而笑，露出白厲厲的牙齒。

停開放直至另行通知。學生會署理會長鄧啟麟表示•部分去年負責日

自火毒的太陽從沙漠吐出，

常運作的女工不願意繼續全職工作•導致「心意社」未能在開學後即

到殘陽墜落到西方的大地上，

投入服務。

我倆一直挖掘，我倆期待。
可惜我們站不上那虛幻的月台，

去年「心意社」由3名女工輪流負責

任由列車在我們指縫中悄悄溜走

曰常運作，但只有其中一人願意在本學

然後月台便扭曲成錯誤的沙漠。

年留任，結果被逼暫停營運。由於「心

這時

意社」的運作中斷，合作單位嶺大學生

我見夕陽搾出最後的一點殘光，

會需重新向貨品的代理商接洽，而現階

把我倆，把整個沙漠一併染成

段學生會亦正跟原來的女工商議，希望

血紅。

引入吸引學生購買的貨品，稍後或會向
幾道雷電閃耀遠方，竟出現了

學生就合作社的服務作出諮詢。因爲上

金色的草原、藍色的小花與和煦的柔風。

述工作需時，他預計「心意社」最快在

走不動，那蠍子噬過的傷口。

+月底重開。

我倆死命地瞪著前方，
鄧又指出，代表會計劃在10月份舉

「心意社」在2002年開業，由嶺大學生

行的聯席會議中提出撥款約一萬元，

會及仁愛堂社區中心合辦，在爲基層婦女

協助心意社添置雪櫃和貨架等器材，

提供就業機會的同時服務嶺大學生，主要

(金色的草原呀）

但他補充，即使有關經費不獲通過，

售賣文具、零食、飮料和精品等，亦有提

(藍色的小花呀）

供收發傳眞和代領報紙服務。

(和煦的柔風呀）

「心意社j仍然會繼續服務同學。

用破損的手指，揷入灼熱的泥土，
然後蠕動著疲乏的身軀。

然後，便沒有然後了

然後把刀挿向對方的心臟，
倒下的一刻，看到一位老者
一邊招呼著新的伙伴，
一邊對著我
陰惻惻的
笑。
兩人的血花把暗紅色的沙漠，染成
更鮮更美麗的紅色。
無疑，這是最後的一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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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持久未歇嶺大學生叫苦連天
鄭惠卿、郭明允、吳小蘭、揚智雯

jg年環球經濟轉差•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固然不能置身事外。本港

鄭惠卿、郭明允

近月通脹嚴重•百物騰貴。依靠國內物產的香港•受人民幣升值影響•產品

楊善明

入口成本急升•加上肉食供應時有不足•豬肉價格上漲.日常生活成本大大
增加。面對通脹帶來的壓力•香港市民無不怨聲載道。嶺大的學生當然亦難
逃通脹的「魔爪」，零用錢不見增加•消費卻是越來越高•事實是通脹所帶
來的影響與我們息息相關•本報將甶「食」和「行」兩方面看看通脹對嶺大
學生的影響。

堂、中菜廳以及富泰邨商場內的食肆和超

用品的地方，在通脹的情況下，貨品的價

市區的士: $15 —$16

級市場內的食材作格價比較。商場的食肆

格不斷提升，本報以今年6月13日百佳超

新界的士: $12.5 — $13.5

以美味閣、鴻樓與美景茶餐廳3間爲主，

級市場的「至抵價」與9月22日的價格作

它們的價格對比07年有上升的趨勢，升幅

一比較，發現金紡衣物柔順劑的升幅最

介乎4.5%至160%，只有少量食品維持原

大，約26%，其次是面紙，加幅約21%。

價。以美景茶餐廳爲例，一般午市套餐由

另外，五穀類產品如白米及餅乾，分別上

07年8月份的22元到今年9月份升至23元，

升了 12.5%及17.8% ；飮品方面，可口可樂

粥、公仔麵、三文治類平均升一至兩元，

的價格不但上升，其容量更從過往的355

加幅最大的食品是滑齋腸粉，由8元升至

毫升減至330毫升。

14元，美味閣餐廳及鴻樓的加價情況大致

53:

$8.8 - $9.3

67M:

$7.8 — $8.2

67X: $10.7 -h$11.3

由美孚至兆康：$12.

甶旺角至兆康：$13.
甶灣仔至兆康：$17.
甶屯門至兆康：$3.7

11

超級市場是嶺大學生經常購買食品和曰

$6.$8$11.9

在「食J方面，本報以嶺南大學學生鈑

港鐵

巴士

的士（ 起 錶 收 費 ）

*以籌有「學生身分J八捶通忖款

抗通脹有法

至於在「行」方面，交通費是嶺南學生

一樣。美景茶餐廳以往提供免費添加白

曰常開支的一部分。來往嶺南大學的主要

政府新聞處公布，截至8月爲止的12個

飯，但現時卻收費每碗7元：而額外購買

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小巴、的士和港鐵，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4.5%，面對

凍飮亦由過往的7元加至12元。

究竟通脹對交通費的影響有多大呢？

日常消費物價持續上升，住宿的同學首當
其衝，經濟負擔加重。不過，只要細心留

學生鈑堂方面，承辦商由城軒換成泛亞

巴士方面，九巴於今年6月8日起開始調

飮食，以往飯堂中最便宜的鈑有三款，價

整價格，途經嶺大的53、67M及67X號巴士

格均是10元，現時則只有一款。中菜廳方

的全程收費均有約5%的增長，其中以53

面，午市點心由以往大、中及小點一律

號線加幅最大，逾5.6% ；至於的士方面，

6.8元，漲價至最便宜的小點亦要10元；至

市區和新界的士亦從今年2月28日起調整

以1000毫升沙宣深層滋潤洗髮露爲例，

於晚餐，雖然學生和菜的價格依然維持32

收費，起錶價上調一元：不過，由今年9

超市的售價爲76.9元，而藥房則售65元，

元，但卻不再免費供應汽水和油菜，亦不

月28日開始，擁有「學生身分」個人八達

街市更只售58元，同一件商品，超市和街

即使同樣在街市內出售，一些貨品的售價

再免費提供添加白鈑。調查發現，白米的

通卡的全日制學生皆享有港鐵全線特惠車

市的售價可相差近20元：又以潔霸和獅王

亦有不同，例如同樣來自新加坡的西瓜，在

價格普遍上升，導致食店的生產成本增

費優惠（約爲成人車費的一半）。

潔白物語2.5公斤裝洗衣粉爲例，前者在

街市的兩間水果檔的售價分別爲每磅3.5元

藥房的售價爲38元，後者則售36元，兩者

和每磅4元。因此，同學在選購使用量大或

在超市的售價均是42.9元。不過並非所有

價値高的日用品時，不妨多逛幾間店鋪，以

在超市出售的貨品皆較昂貴，以6包裝250

作出抗通脹的消費行動。

加，繼而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加重了同學
外出用膳的負擔。

除港鐵外，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的車資
都隨著通脹而有所增加，主要因爲國際石
油氣價格自去年10月起持上升趨勢，從07
年10月每公升2.817元升至今年7月的4.024
元，直到今年8月才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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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難發現一些價格便宜的商品。本報
就此走訪了富泰邨的超級市場、藥房和街
市，就不同的日用品作出價格比較。

毫升維他奶豈奶爲例，街市售14.9元，買
任何兩排更附送價値6.9元的1公升裝維他
奶萱奶，而街市則售15元及沒有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