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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嶺南大事

精彩掠影
上莊可獲丨LP校方
指引仍欠清晰
若同學參加培訓課程
均可獲得所有上莊分

加建天幕作戶外活動
之用事前未有諮詢

宿舍密碼變拍卡預
計翌年五月正式運
作
頁陸

內容

嶺南大事
壹•戴•巻。肆

伍

校園搜記

「三三四j新學制中的四年大學課程
將於二零一二年開始推行，嶺南大學
亦因應新學制進行課程改革。據消息
透露，人文學院的各個學系將合併收
生。然而，此舉將影響同學日後選修
學科，以及減低學系招生的吸引力。
文/關洛瑤、陳麗嫦
早於二零零五年，自教育統籌局
(「教育局」前身）公布「三三四」
新學制行動方案後，關於新學制的討
論由此展開。而「三三四」新學制中
的高中課程，亦正式於二零零九年開
始，到了二零一二年將有第一批進入
四年大學課程的學生。

捌

現時，人文學院的各個學系收生
成績及人數差距甚大，透過合併收
生可望將各學系的差距漸漸縮窄。另
外，所有人文學院一年級學生需修
讀由各學系提供的「基礎課程」，就
是為學生提供多元培訓，以符合「通
才」目標。
礙同學選學科課程內容恐重複

文院合併提供基礎課程

陸•柒

投稿園地

生。屆時’入讀人文學院的一年級生
將不分專修，均修讀由各學系提供的
「基礎課程」，到了二年級才由校方
根據該學生第一年的成績而分配專
修，即類似現時的社會科學院和商學
院的做法。

據消息透露，嶺南大學將安排
人文學院中的各個學系合併收生，即
是將現有的中文系、文化研究系、英
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翻譯系及視
覺研究系納入同一收生標準下一併招

可是，要人文學院合併收生，在
實際運作上已可預見問題重重。有教
授曾表示為所有人文學院一年級學生
提供「基礎課程」甚有難度，因為人
文學院與社會科學院或商學院性質不
同，人文學院中各個學系本身差異較

大，故難以定下統一的基礎課程。例
如中、英文等語言學科的學習模式，
與哲學系或視覺研究系十分不同。在
這新安排下，同學可能會因於基礎課
程中未能考取好成绩而沒有機會選擇
心儀的學系，更可能會因修讀了某些
非自己興趣的學系而影響日後成績及
將來的就業前景。
再者，新學制中設有為所有嶺南
學生提供的通識教育課程，當中包括
修讀四科「核心課程」（common core)
及五個「選修範疇」（Clusters)(見
附表），再加上類似現時的實用中文
等語言課程。與上述人文學院的基礎
課程不同，通識教育課程之成绩未有
直接影響學生選擇專修。通識教育課
程本身所涵蓋範圍甚廣，理應足夠為
所有一年級生提供多元化知識，人文
學院再為學生另外提供「基礎課程」
内容很可能會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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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顯而易見的重疊是語言學科，屆時文
學院所提供的中、英文基礎課程與中國
語文教學及測試中心（CLEAC)及Centre
for English and Additional Languages
(CEAL)所提供的必修核心課程的内容很可
能非常相似。其他範疇也可能出現同樣情
況，當中課程内容的重疊問題仍未解決。
學系收生質素受影響
人文學院的學生在第一年一概需要修
讀「基礎課程」，到了第二年才根據該學
生第一年的成績分配專修，這個做法雖然
拉近了各學系學生成績的差距，但卻使原
來收生成绩較高的學系吸引力下降，中文
系是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原本嶺南大學
中文系在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的收
生成绩較高，故該系在香港各大學之中名
譽亦有提升，吸引不少在大學入學試考獲
優異成績的學生選擇。若第一年不分成績
地讓學生修讀各系的基礎課程，學生能否
入讀中文系全靠大學第一年的成績而並非
在公開試的成績。然則，中文系有可能不
再承繼過往在JUPAS收生成绩較高的優勢，
而其原有的吸引力亦相對大大下降，未必
能招攬有意修讀中文系的學生入讀。

貳•嶺南大事

才開始選擇其主修及副修科目。香港大學
的文學院一直在JUPAS的收生成绩較高且較
均勻，即使學生在第二年才開始選擇其專
修，對他們來說問題也不是太大。加上香
港大學可供學生修讀的專科甚多，除文學
院外，還有醫學院、科學學院和法律學院
等共十個學院，即使文學院的課程安排未
合乎同學理想，他們也可以選擇其他的專
修。相反，嶺南大學人文學院各學系的收
生成績卻比較參差，而且嶺大以博雅教育
為辦學宗旨，可供學生修讀的專科只有三
個學院，而在課程合併後人文學院將成為
嶺大最大規模的學院，若同學因課程問題
而要修讀其他的專科也恐怕苦無選擇。因
此若然學校沿用這課程安排，亦未能取得
有如香港大學學生彈性選修專科之成效。

通識教育課程内容：

人文學院合併收生的實際運作將會如
何，校方現時不但沒有任何正式的通知，
更未有正式公開諮詢學生。當中值得關注
的是，校方會否在合併收生的過程中減少
人文學院的收生人數，繼而進一步減少個
別學系的學生人數，甚至削減資源、結束
個別學系等。所有問題仍未有答案，校方
只表示在未來一年會積極進行磋商，詳情
有待公布。

四個共同核心課程

五大選修範疇

邏輯與批判性思維

價值、文化與社會

香港社會

創道與創新

認 識道德

管理與社會

世界歷史與文明

科學、技術與社會
人文與藝術（學生須在五
大範疇中選修七個科目，
其中每個範疇的核心課程
最少各修一科）

其實，香港大學的文學院一直都是沿
用類近的課程結構為學生安排修讀的科
目。文學院的學生在第一年必須修讀基礎
課程，如中文、英文和科技等，到第二年

三次聯席順利舉行
第四十三屆嶺南大學學生會已於暑假期間順利舉行三次聯席會
議，學生會三個中央內閣及各課程聯會亦趁此機會申請以學生會發展
基金購買所需物資。
文/羅朗欣
根據嶺南大學學生會會章第4.2章，嶺南大學學生會發展基金設
立的宗旨為利用長期累積的學生會發展基金，幫助學生會的長遠發
展。其用途為增加學生會設備和物資，以及支付學生會非經常性虧
損；經由聯席會議批准後，可作特別用途。要動用學生會發展基金，
須由代表會、幹事會或編委會動議，經聯席會議批准後，再向全體會
員公布。
在聯席會議中通過動用學生會發展基金購買的物資如下：

各單位成功添購物資
代表會
電腦
風扇
鐳射打印機

2部
3部
1部

8598
810
1388

1部
1部
1部
3對

999
2980
250
1128

1部
1部
1套
26個
8個

670
269
1190
8034
3264

1架
7個
3對

1120

工商管理課程聯會
傳真機
相機
手推車
對講機

文學士課程聯會
單位/物資

數量

總值($)

1部
2套
1部
1部

2980

幹事會
相機
咪高峰連揚聲器
飲水機
攝錄機

1180

編輯委員會
傳真機
黑白鐳射打印機
A3彩色噴墨打印機

1部
1部
1部

770
850
1928

打印機
吸塵機
Microsoft Office
水桶
擴音器

社會科學課程聯會
手推車
水桶
對講機

各單位共同購買
Microsoft Office

3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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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基金準則含糊百萬資金何去何從？
截至八月，本屆學生會已舉行了三次聯席會
議（下稱聯席），於近年來是比較頻密，而會議
上有不少園繞學生發展基金（下稱基金）動用準
則問題的討論，關係日後課程聯會和各屬會的資
源運用。
文/關洛瑤

學生發展基金是由每一年各會員繳付的學生
會會費，扣除了學生會的開支所餘下來的年度盈
餘所組成。換句話說，三支中央莊（代表會、幹事
會和編委會)每一年的餘款都會撥入此基金，由於
學生會並無為此款項進行大型投資，因此這筆龐
大資金均來自會員。基金取之於會員，當然也要
用之於各會員上，至於基金是否用得其所，就依
靠聯席會議把關。

否則各系會的活動很可能會受影響。雖然課程聯
會本身會有一定資金，可是都因不同原因而難以
利用。首先，工商管理課程聯會（下稱商院）和社
會科學課程聯會（下稱社院）的基金都屬緊急基
金，難以撥款作購買物資之用。有商院評議會的
代表透露，每年商院的基金墊支了租借迎新營營
地的支出後，根本所餘無幾；而社院評議會的代
表更表示社院的緊急基金只能在非常情況下使
用，不能用作購買曰常所需的物資。至於文學士
課程聯會（下稱文院）更未有設立基金。系會的活
動一浪接一浪，單單依靠每年收取一次的會費，
又怎可能有多餘的資金購買大型物資？
基金的運用準則含糊

假設在修章以後，各屬會或課程聯會將可以
「名正言順」動用基金，那撥款的準則又應該怎
樣釐訂？縱觀本屆的三次聯席會議，申請撥款的
基金動用權成疑
物資種類繁多，所涉及的金額甚多，（詳參本報
另文〈三次聯席順利舉行各單位成功添購物
究竟甚麼人才可以動用學生發展基金？根據
會章4. 2. 5章，學生發展基金的動用辦法只是由代 資〉），不禁令人有所疑問：什麼購買項目才應該
交到聯席會議？手推車和水桶又應否撥款？於會
表會、幹事會或編委會動議，經聯席會議批准方
可動用。現時，會章並沒直接提及各屬會或課程 議上，存較大爭議的是對於基金的用途，也就是
聯會可否動用這基金。不過，以往的聯席會議均 撥款準則的問題。據會章4. 2. 4，基金應用作「增
加學生會設備和物資」以及「支付學生會非經常
有讓課程聯會參與動用基金的慣例，如去屆代表
性虧損」，一般理解為應用作購買「非消耗性物
會主席林耀華於去年的聯席會議上曾提出，以往
資」，是一次性的撥款。那麼手推車和水桶又應
的聯席會議亦有批出款項予課程聯會購買物資，
否界定為消耗性物品呢？根據去屆記錄，去年的
雖然課程聯會本身有收取會費，但考慮到學生的
課程聯會亦有獲撥款購買對講機和手推車等物資
利益，所以聯席會批准一些大型、昂貴而有逼切
需要的物資給予課程聯會。（詳情可參閱第四十二 (見附表）。今年，同樣的項目再次出現，也許是
因為物品損耗太快，又或是批出的撥款未有送到
屆學生會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各會手中。如果多年也出現這樣的申請，又是否
合乎「非經常性虧損」的條件？
課程聯會財政緊拙
其實各課程聯會的財政狀況的確需要協助，

去屆聯席會議通過撥款了課程聯會購置的物資：
文學士課程聯
會
三部手推車
兩支WIFI手指
一部風扇

工商管理課程
聯會
兩部對講機
兩支WIFI手指

社會科學課程
聯會
四部對講機
一部手推車
一支WIFI手指

聯席權力錯用
再者，各式各樣的申請都交由同一會議通
過，亦會有礙行政效率。聯席會議需要達到足夠
法定人數，即全體出席代表的三份二或以上方能
召開。以今屆為例，本年度的第一次聯席會議最
少需要三十三人方能開會。會議上的批款少至
二百五十元買手推車和多至二千九百八十元買相
機，也在同一聯席會議上討論，並透過同一基金
撥款。聯席會議的權力甚大，權責甚至包括處理
會長辭職或罷免本會職員，以如此權力來審批
二百多元的撥款實為不要。又假如聯席會議召開
時間並非暑假，課程聯會在迎新營需要資金買水
桶則會求助無門。
課程聯會的確面對財政緊拙的問題，學生會
絕不能坐視不理。其實根據會章10. 3. 2章，課程
聯會和屬會是有權向學生會申請財政津貼的，可
是現時並無明確機制供各會申請財政資助。期望
未來，學生會能制定一套有效且不易被濫用的財
政政策，這才配合學生會保障會眾利益的宗旨。

第四十二屆學生會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http://www.lnsu. hk/docs/Minutes/gmeeting.
pdf

上莊可獲ILP校方指引仍欠清晰
早前學生會幹事會提出在出任學生組織
幹事可得到綜合學習課程分數的方案，已獲
學生服務中心接納。根據方案，於二零一一
至二零一二年度起，學生如出任任何學生組
織幹事，同時參加由學生服務中心提供的培
訓活動，均可取得所有ILP分數。
文/朱劍莉、陳洳穎
幹事會於建議書中指出，為了對應上莊
所佔據的部分學習時間，上莊所獲取的ILP
分數平均應佔每學年獲取ILP平均分數的百
分之四十五至七十五。此外，分數的計算方
法也會參照宿分的計分機制，以上莊類別決
定分數的多少。（見附表）
學 生 會 幹 事 會 、 編 輯 委 15 分(13+2 分)
員會、代表會成員
12 分(10+2 分)
系會、宿生會成員
9分(7+2分)
屬會成員

但另一方面，學生服務中心提出ILP總
分内的其中兩分應作為參加培訓活動所得的
分數。屆時會有不同類型的工作坊或講座供
同學參與。換句話說，如欲獲取出任學生
組織幹事所的ILP總分，必須先完成兩分的
培訓活動。以屬會為例，九分的ILP應理解
為上莊所得的本分（七分）及培訓活動分（兩
分）的總和。假若同學未能完成指定的訓練
活動，雖然不會影響上莊的機會，但將不會
因上莊而獲得任何ILP分數。例如同學成為
屬會幹事但未有成功取得培訓活動分數（兩
分），也不會獲得餘下的本分（七分）°
然而，校方對於有關上莊ILP的指引卻
有欠清晰。首先，該ILP分數將屬於哪個範
疇並未有公布，到底是由校方決定還是由同
學自行分配仍是未知之數。除此之外，當中
的兩分培訓活動分數的計算方法亦容易令同
學混淆。一般而言，大部分ILP課程的分數
與時間均是相對應的，例如同學聽了一個一

小時的講座，便可得到一分。但是，培訓活
動的兩分並不一定只是兩小時的講座或工作
坊。同學有可能需要上超過兩小時的培訓課
程才可獲得該分數。而且，那些培訓活動都
是校方指定或安排的，假如有同學因為該活
動與上課時間相同或其他原因而無法完成有
關活動時，是否亦會因此而失去那些ILP分
數？
對於有意上莊同學而言，上莊可以獲得
ILP分數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有關該ILP分數
的得分準則和活動安排都未見清晰，希望校
方可早曰公布有關詳情並作出妥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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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組織營運困難重重建善用會員權利
學生組織支援不足的問題存在已久，各組
織爭取資源時往往都是僧多粥少。因此，本會
計劃透過對屬會和系會支援問題的調査，掌握
各學生組織的狀況及對支援問題的基本看法，
希望讓校方對學生組織現時的處境有一個初步
的瞭解和把握，並在此基礎上給予適當及針對
性的支援服務。
文/陳洳穎、楊朐筠
本報於八月份對本校各屬會及系會進行了
一項有關「有關屬會/系會支援問題」的問卷
調查。這次問卷調查採用三種方式進行資料收
集，包括：
一、由本會直接將問卷交由各系會填寫，並即
時收回所有問卷。
二、郵寄問卷到各屬會之電郵地址，並要求
於指定日子内交回。
三、以電話訪問形式向各會收集有關意見。
學會常被場地預約問題困擾
統計結果顯示，系會普遍認為在舉辦活動
時常會遇到不少困難。當中以經費不足和場
地、物資借用的問題最為嚴重，其次為轉戶問
題。其他問題包括因場地可借用的時間不足，
而時間較長的活動會出現超時租用的問題、向
學校借用物資時雙方出現誤會、因學生人數太
少和男女比例不均令舉辦活動時困難重重。
以中文系系會及工商管理課程聯會幹事會為

例，兩會均表示雖然系會身為一個規模較大的
學生組織，所得到的支援比屬會多，不過在預
約場地進行活動時同樣遇上問題。他們指在舉
辦活動時常需要提早許多通知嘉賓或講者活動
地點及時間等，亦要安排人手去宣傳活動。但
是向學校預訂房間卻只限於活動舉辦的一個月
前，而且可能需要等待一段長時間才能獲得校
方回覆批准與否。然而學校方面並沒有訂明會
於多少個工作天内回覆，很多時候都需要系會
成員再多次催促詢問才能得到答覆。這樣不單
影響活動的工作進度和宣傳，亦難以提早向受
邀者確認活動的時間地點等，這些方面都令同
學在舉辦活動時感到困難。
轉戶阻礙屬會正常運作
轉戶問題方面，有屬會表示因每屆學生組
織的財務秘書均由不同人選出任，但銀行帳戶
持有人轉名需時，因此即使眼見戶口中有餘款
亦未能使用。有屬會更指因一直不能使用戶口
内的款項，在舉辦活動時一直只能自行墊資，
取回資金的一天遙遙無期。即使轉名手續完
成，到時莊期已屆一半，又要再次開始準備下
一 屆 的 轉 名 手 續 ， 有 如 惡 性 循 環 。
學會長期缺乏空間使用
身為一個規模較小的學生組織所得到的支
援當然較少，因其而衍生的問題更是多不勝
數。屬會所面對的問題，無論是資金還是房間

使用問題都比系會迫切。例如舞蹈學會表示練
習場地租用方面，一般只靠租用嶺南大學室外
運動場的活動室進行排練。然而室外運動場内
只有兩個設有全身鏡的活動室，不足夠供所有
舞者的排練。特別其在臨近大專聯校巡迴舞蹈
匯演及周年匯演的日子，往往都雖要到其他體
育館租用場地。
此外共用屬會房間也是另一問題。如需存
放大型物資如道具、樂器時，存放空間不足的
問題更是顯而易見。嶺南劇社和舞蹈學會都需
要擺放演出用的大型道具，但兩學會的物資卻
擺放在同一間房間，因此經常要借用學生會幹
事會室外的空地擺放物資。另一例子則是新創
立的攝影學會跟天文學會就擺放工的房間發生
糾紛，事緣於天文會將觀星的望遠鏡放狹小的
AM201多年，直至攝影學會基於屬會的房間有
限，故要跟天文學會共用一房間，卻又沒足夠
空間放置學會的工具。兩個學會就房間的使用
問題有所爭執而未有共識，最終由學生會幹事
會收回房間以停息風波。此例又再一次証明
了校内的空間緊絀，為各學生組織帶來許多不
便。
有鑑於此，本報建議各學生組織積極參與
大型會議，集合各會力量以表訴求，例如由學
生會召開的聯席會議就是一個開放的平台讓學
生組織團體發表意見。

幕作戶外活動之用
永安廣場一直是同學舉辦戶外活
動的首選場地，過去學生會、各系
會、屬會和校方都曾在永安廣場舉辦
戶外活動，惟該處屬於露天範圍，一
旦受天雨影響，活動往往要改於主樓
樓下的前庭位置舉行。另外，學生會
選舉的部分諮詢大會亦於前庭進行。
然而，過往不少校園附近的居民
都投訴學生舉辦活動時造成的聲浪太
大，部分事件甚至驚動警方。為了向
同學提供更多戶外活動場地，校方決
定在康樂樓（AM)與黃玉蘭樓（SO)之間
加建天幕，並表示已就天幕設計事宜
委託設計公司，但暫未有進一步資料
公布。雖然興建天幕的確能降低舉辦

活動而發出的噪音，而避免影響到附
近的居民，達到雙嬴局面。可惜在整
個興建天幕的計劃中，校方似乎忽視
了同學的意見。例如在決定興建天幕
前，校方不但沒有向學生進行諮詢便
委託有關公司進行設計，甚至天幕建
成後的具體使用安排、會否限制前庭
及永安廣場的使用情況等細節亦未有
公布，由此可見校方在校園規劃方
面，缺乏足夠的空間讓學生參與討
論°
文/羅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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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會扣學額傳統學系恐難保
的學位課程，如健康教育等。
事實上，教資會為了促使各院校科目變得
更多元化，每三年便會按人力資源的需要，檢
討各校的資助學額數目，以預留一定數量的學
額讓各院校自由競爭。不過，現今所牽涉到的
學額甚多，若學校未能在學額競逐中取得學
額，欠缺競爭力的學系資助便相應減少，中小
型的院校將面臨巨變。

四年制大學課程即將於二零一二年全面推
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為了
讓各間大學都能公平競逐學額，會把已扣起各
校的百分之三至四的學額，增至百分之七點
五，當中涉及的學額每年達一千零八十七個學
額之多。此舉將令各校的純文學科大受影響，
而我校的人文學科課程亦勢必首當其衝，成為
大幅縮減學額的犧牲品。
文/黃麗儀

眾所周知，嶺南大學長期缺乏資源發展更
多學科，因而成為弱勢學校之一。近年學校的
中文系和文化研究系都成為了吸引新生的學
系，更於本港各院校中得到認同；但在學額大
減的情況下，學校流失學額在所難免，近年内
苦苦經營的學系也慘被捲入教資會「洗牌」的
大災難中。而且，本校所開辦的課程相比起其
他大學少，故於缺乏資源的苦況下未能作出相
關措施競逐學額，教資會三年才調整學額數目
亦會令學校難以扭轉資源短缺的劣勢。學校至
今仍未公布與學額的大整頓相關的應對措施，
實在令人擔心學校的前景。
至於香港教育學院同樣深受其害，以往更
試過被教資會扣起多達百分之十的學額，對於
是次的學額將被扣起更多，教務長蘇國生亦向
報章表示無可奈何。其中小學學位課程和中學
學位課程受到縮減學額的牽連而要調整學額。
為了加強競爭力，該校亦會開辦非中小學教育

對比起城市大學、中文大學這些綜合型的
院校，於爭取學額上有相當的優勢。以城市大
學為例，其學校因設立與環保有關的課程而成
功奪得學額；而中文大學的藥劑、醫科的學額
不會有所變動，故該校會合併部分學系來避過
一劫。
教資會將大量學額扣起，以鼓勵各校開設
創新的學科競爭學額為名，實為削減弱勢學
科。無論是純文學科，還是化學、物理學系均
面臨被淘汰，教資會每三年才依社會需要整頓
學額一次，一個學系的學額減少，其所獲配的
資源相應縮減，牽連到學系的正常發展，甚至
教職員的工作。即使各院校能各出奇謀來嬴得
學額，但這些學科的實用性亦備受質疑，而综
合型大學將「夕陽」學系合併，都只是令這些
學系苟延殘喘，並不符合教資會期望多元化學
系出現之目的。而且，院校所設立的新學科的
認受性不高，學生都不會冒險選讀新學科，故
教資會要令新開辦的課程有吸引力，抽起約
一千零八十個學額未必對情況有所幫助。
教資會要令大學教肓有所進步，鼓勵開辦
創新學系是否唯一出路？而削減傳統學系的學
額又是否值得？

薪常會宣佈減薪應屆畢業生首當其衝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七月上旬通過政府建
議，決定調低學位文職公務員入職薪酬的兩個
起薪點至總薪級第十四點，即甶21,880元減至
19，835元，減幅達一成，同時與以高級文憑入
職者僅相差950元。薪酬調整由十月一日起正式
生效，首當其衝的就是本年畢業的大學生。
文/溫康琪、劉珏萃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下稱薪
常會）於本年三月向政府提交二零零九年公務員
入職薪酬調查第四十六號報告書，建議政府向新
入職學位文職公務員開刀，以使「公務員與私營
機構薪酬保持『大致相若』」。變動涉及三十六
個基本職級，包括二級行政主任和助理小學學位
教師等，約佔公務員非首長級文職職系所有職級
的一成 。
對於薪常會的建議，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下
稱學聯）表示反對，並質疑此做法不切合實況。
學聯與多個學生團體於本年四月在立法會門外發
起「反對調低公務員學位入職薪酬」行動，促請

薪常會收回有關建議，盡快改善薪酬趨勢評估準
則，及為專業職系和教育職系提供獨立的薪酬評
怙準則。
除了學聯外，薪常會的建議書亦引起不少社
會人士的質疑。由於調查進行期間適逢金融風
暴，香港整體工資必然呈下調趨勢，不能真實反
映現況之餘亦有欠公允。另外，受影響的教育職
系及社會工作等工作性質的職位，在市場上難以
找到相近的工種作出比較，以私人市場薪酬作為
減薪指標實不合理。而對新入職公務員進行減
薪，亦會形成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出現，變相打擊
公務員的士氣。
其實，現今學士學位的價值已大不如前，政
府帶頭減薪的做法無疑間接貶低學位的價值，同
時影響私人市場跟隨，造成骨牌效應。宣佈公務
員減薪後，不少大學生對畢業後的前景感到憂
慮，而就讀期間曾向政府借貸的學生更擔心薪酬
調整會增加還債的壓力。公務員作為政府機構的
職位，本來不應該太易受到市場的影響而對薪酬
作出調整，否則只會令人才流失，並影響大眾對
政府的信心，百害而無一利。

建議減兩個起薪點的部份入職職級：
二級會計主任、二級
學位及相連職系
系統分析/程序編製主
任、政府檔案處助理
主任、法庭二級傳譯
主任、審查主任、二
級行政主任、政府車
輛事務經理、二級助
理勞工事務主任、法
律翻譯主任、圖書館
助理館長、文化工作
副經理、助理社會工
作主任、二級運輸主
任
助理教育主任、助理
教育職系
督學（學位）、助理
小學學位教師
警察助理福利主任、
其他職系
助理新聞主任、娛樂
事務管理主任、調查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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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舍密碼變拍卡預計翌年五月正式運作
有參與會議的宿生會成員向學校表示若要
轉用拍卡系統將衍生很多問題，例如另一宿舍
宿生及非宿生能否進入宿舍，以及以拍卡方式
進入廁所比現有方式更為不便等。校方回覆則
表示，政府已撥款給學校進行此項工程，安裝
拍卡系統勢在必行，但是運作方式的彈性很
大，可再與學生討論。校方又表示在數年前曾
詢問過學生意見，而當時學生亦傾向贊成，故
正式向政府申請撥款。至載稿前本報曾到各宿
舍門口視察，唯仍未見工程展開。根據校方於
網頁上提供的資料，所有智能卡系統安裝工程
會於八月二十二日完成。

校方於二零一零年學期末的總務會議中宣
佈將於暑假期間，為各幢宿舍及宿舍內的廁所
安裝拍卡（智能卡）系統，以取代現有密碼系
統，校方宣佈此決定後引來不少迴響。
文/楊朐药

其實，校方已非第一次在諮詢不足的情況
下進行各項工程與決策，而這些定案均對學生
影響甚大。學校資訊流通的問題似乎一直都未
有改善，許多校內的決策及設施都未有告知學
生，作為學校的一份子，學生是否應有權利去
得知學校的新政策？學校常強調嶺南是個大家
庭，但學生卻對這些「家庭決定」毫不知情，
甚至往往是在事情發生或落實後方得知。即使
學生有其他看法，又或者想到更好的辦法，都
只是事後孔明，未能真正對事情作出幫助，這
樣的惡性循環對各方都沒有好處，可能又會演
變成校方與學生各執一辭，學生不滿某項政策
決定而校方又不得不實行，忽略了原有的改善
空間。
為此本報亦曾致電資訊科技服務中心
(ITSC)查詢安裝詳情，負責人回覆了本報數個
相關的問題，包括指拍卡系統於二零一一年五

月正式啓用，到翌年五月前在未經各宿生會及
宿生同意前不會運行此系統，即會繼續沿用現
有的密碼系統。本報亦詢問了關於另一宿舍及
非宿生進入宿舍相關事宜，對此校方表示拍卡
系統運作後與現有系統並無分別，即當智能卡
生效後，學生若要進入宿舍，先要以智能卡核
實學生身份（即現有的密碼系統），到時六幢
宿舍均不再需要輸入密碼進入宿舍，然後再次
拍卡，確認學生是否該宿舍之宿生。被問及有
宿生會成員反映於洗手間安裝拍卡系統會否更
為不便時，負責人則指拍卡系統未正式實行，
亦明白同學於這方面的顧慮，因此會於日後再
與宿生會、學生服務中心及總務處討論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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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現有的密碼設備，預計來年將全面改為拍
卡系統進入宿舍。（本報攝）

與病魔抗鬥多年
小虎終辭別嶺南
一直受到同學萬千寵愛的小
虎，於七月三十一日因病逝世。
小虎長伴嶺南十五載，其懶洋洋
的姿態、調皮的嘴臉、跟貓咪玩
弄的情況，都令同學印象深刻。
而小虎更被列為嶺南的三寶之
—o
文/黃麗儀

小虎昔日的可愛模樣仍深深留在同學
的腦海裡。（圖片由嶺南貓社提供）

早於學校遷入屯門校址時，
小虎已棲身校園，可謂群貓之
首。而且，小虎於校園亦非常活
躍，牠懂得乘搭升降機到課室
「上課」，不少教授也會將小虎
當作學生來悉心教導，馬毛朋教
授亦有教導過小虎普通話呢！在

校園的任何一個角落，也不難看
到小虎的蹤影，小虎也常在北宿
宿舍的馬路上睡覺，又會跟其他
貓咪嬉戲。

三、四十人向其道別，當中不乏
舊生和貓義工，足見小虎多年來
跟同學所建立的深厚感情，是歲
月所不能摧毁的。

然而，好景不常，小虎的健
康隨年齡增長而惡化。自二零零
八年起，小虎因腎衰竭和內出血
都較為嚴重，而被貓義工帶到家
中休養。在小虎休養期間，同學
也不忘前來探訪，最後小虎亦因
貓愛滋病和癌細胞擴散，於義工
家中去世。

嶺南貓社對於小虎的離去也
非常重視，莊員阿駒表示，貓社
正籌備刊登《小虎傳》，記錄小
虎在校園的生命歷程，跟同學相
處的有趣片段，又會向舊生徵
稿，務求把小虎重現大家眼前。

同學得悉小虎病逝的消息，
都紛紛於嶺南貓社的網頁上表示
難過。在小虎火化當日，亦有

隨著小虎的病逝，昔曰的
「嶺南三寶」一小虎、三星飯和
前任校長陳坤耀已不復在了。

-零一零年九月號

柒•嶺南搜記

嶺 南 用 語 錄
大學生交流用語眾多，雖然大家常常都會把
這些詞彙掛在嘴邊，但也有可能不知道其出處或
原意。新學期剛剛開始，本報特意列出一系列嶺
南人常用的「潮語」及註解，不論你是新生還是
「老鬼」，都趕快來看看吧！
文/劉雪穎、鍾豪輝
老鬼
原指畢業後的學生，不過現在Year3的同學亦包括
在内了。現時，學生服務中心每年都會給Year3同
學額外十分的宿分，亦稱「老鬼分」。已畢業的
同學就順理成章成為「死老鬼」了。
頹飯
意指嶺大飯堂每天提供的十元特價飯。由於價錢
優惠，質素較其他飯餐略為遜色，所以稱之為
「頹飯」。雖然食物味道的確很一般，但它仍然
吸引大量同學選購，間中更有售罄的現象。「頹
飯」的款式也頗多元化，其中數款的出現次數較
為頻密，例如適合同學清清腸胃的粟米豆腐飯，
以及醬汁多過白飯的蒜汁火腿雞扒飯。不過，新
學年起飯堂的承辦商將由泛亞飲食有限公司改為
城軒飲食集團，故「頹飯」的去留仍是一個謎。
頹麵
即印尼營多即食撈麵。由於價錢非常便宜而且味
道可口，故深受同學歡迎。據說，有同學整個
星期都以它來代替正餐，從而省卻大量飯錢。
此外，其烹調方法十分方便快捷，只需數分鐘即
可食用。不過’由於此即食麵配料只有少量洋蔥
粒及大量醬汁，而且長期食用對身體亦無益處，
故有「頹麵」的稱號。溫馨小提示：將沸水注入
「頹面」然後放進微波爐加熱兩分二十秒是最佳
食用方法。
陰司路
指由新教學大樓（NAB)至北宿（Hall E 及 F ) 的
一段路。白天時分，這條大路跟「陰司路」這個
別稱一點也扯不上關係，更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可是，其陰森之處，其實是在冬天的晚上於這條
彎彎曲曲的路段上走着時，不但寒風刺骨，而且

樹影在幽暗的路燈下搖搖晃晃，此情此景難免令
人有點心寒，故有「陰司路」之稱。

上莊
「莊」，普遍是指在大專院校中的學生會、各學
科系會及興趣屬會的内閣組織。而「上莊」一
Be A Good Student (B. A. G. S.)
詞，則是指一班同學於學期間組成一個候選内閣
「做個好學生」，取其英文字首即為
並參選成為該學會之幹事。選舉期間，候選内閣
「B. A.G.S.」，意指嶺南的四幢教學大樓：BU 通常會以層出不窮的宣傳手法來拉票° 一旦成功
( 何 善 衡 樓 ） 、 A R ( 梁 銶 琚 樓 ） 、 G E ( 林 炳 炎 當選，候選内閣便能成功上任，亦即是成功「上
樓）及SO (黃玉蘭樓）之英文簡稱。BU為商科學
莊」了。「莊」的任期多為一年，而任期完結
院教學大樓、AR為人文學科教學大樓、GE為通識
多被稱為「落莊」。「上莊」亦是大學五件事之
教學大樓，而SO則為社會科學大樓。然而，由於
一，其他四件事分別為讀書、住宿舍，拍拖及做
嶺大學科眾多，故此同學即使有特定的主修科，
兼職。
也會有很多機會於不同的大樓内上課。

Con Day
24
「24」是嶺南大學的二十四小時學習中心的簡
稱，供嶺南大學的本科生以及嶺南大學附屬學院
的同學使用。「24」座落於主樓的四樓，内有
多部提供網路的電腦、黑白及彩色打印機和影印
機。此外，該中心更設有特別討論室及自修室等
設備，讓同學能於任何時段解決學習上的需要。

「Con Day」是 Consul tat ion Day的意思，代表
每年各學會、系會及屬會的候選內閣在選擇期
間所舉行的諮詢大會。任何同學也能參與「Con
Dayj，包括當聽眾或者向候選内閣發問問題。同
學從而能透過候選內閣的表現來決定是否投票支
持。較大型的「Con Day」為學生會及一些大系如
中文系及商學系等等所舉行。

屈蛇
「屈蛇」是指學生在宿舍内非法留宿的行為，主
要是由於學生未能獲得宿位而又為了方便上課，
故留宿於宿生的房間。然而，宿舍是嚴禁這種行
為的。為了打擊這個問題，故各宿間中都會舉行
「打蛇」活動，被發現「屈蛇」的同學將會受到
處分。其實，同學若真的想借宿一宵，可以到宿
舍管理處購買「蛇票」，一張為二十元，則能合
法地留宿一晚了。

摺友會
「摺」一詞是指人有如「摺櫈」，整天都「放」
自己在房間内不出外，有少許隱敝青年的意味。
「摺友會」是約兩年前一名「摺友」抱住自娛心
態，於facebook上所創立的非正規學會，豈料同
學反應異常熱烈，其「Soc Tee」亦快速搶購一
空。「摺友會」全年活動只有一樣’就是賣「Soc
Tee j，但上年十月亦出現突發活動，校園内出現
大量同學身穿「摺友會」的「Soc Tee」°

Killer

Happy Corner

當被派發一個D或更低的學科等級時，我們稱
之為「被Kill」’即被教授「殺了一科」。而
「Killer」就是，經過同學之間流傳的非正式統
計，「殺科」率較高的一些教授。當然，這些
「殺科」率數據畢竟不是一些大規模的統計，因
此極其量只可用作一個小參考，同學千萬不要盡
信°

AIESEC HK成有限公司
AIESEC-Lingnan脱離屬會行列
AIESEC為一全球性學生組織，主要為參加者
提供一個國際性交流的平台，但由於AIESEC HK註
冊成有限公司，因此本校的AIESEC-LC-Lingnan之
屬會身份存疑。經代表會討論後，決定不為該會
註冊，將由嶺南大學學生會名下暫轉為嶺南大學
學生服務中心名下一年。代表會指出上屆AIESEC
呈交的報告存在不少問題，包括欠缺多份活動報
告、帳目混亂及擅自增刪及更改活動。如屬會
T-Shirt(Soc Tee)共賣出八件但有超過九 張記錄
為屬會T-Shirt(Soc Tee)的單據，有分別收取
$20及$50費用但同為迎新夜的收據，刪減了三個
活動，邀請前校長陳坤耀任演講嘉賓（預計聽眾
人數六十人），但最後改為與陳坤耀晚飯，參與
者只有莊員及上數屆莊員，人數不多於十三人。

代表會又表示由於AIESEC的財政制度與學生會屬
會的制度不一，每年上繳至總會的數額不定，於
每年年尾才會知道，而且交至總會的金額可高逹
全年收入三分之二，總額超過一萬元。學生會指
若AIESEC依舊列入屬會，學生會應有權監察其財
政狀況，因此若未能擔任此角色，AIESEC不應再
被列入屬會，所以才作出此決定。代表會亦指
AIESEC-Lingnan若希望來年留在學生會名下，並
要求AIESEC總會交代每年繳交上總會的金額及該
款項的用途，方會獲得考慮。
文/楊跔筠

中文名為「磨柱」’ 一眾「做人者」會抬起「被
做者」並強行把其雙腿張開，然後朝向柱狀型物
件（如燈柱、門邊等）來回碰撞及磨擦°有鑑於
「被做者」有時會極力反抗或加重拖刑，「磨
柱」漸漸演變成不同類型的「磨法」，以解決
不同的情況：「磨冰」、「Lift Con (磨電梯
門）」、「X Con (二人交叉磨）」等等，具體做
法請怒筆者不在此詳解，如有疑問可就字眼自行
想像或向一眾「老鬼」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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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屆嶺南大學學生會幹事會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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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a風波的疑點、問題根源，及啟示
近日，終審法庭常任法官包致金侄女Amina
Bokhary 一案的裁決結果，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甚至
嘩然四起，質疑案件實屬輕判°被告Amina被檢控三
項罪名，分別是：襲警、不小心駕駛，以及沒有提供
酒精呼吸樣本，被判接受感化一年、罰款八千元，和
停牌一年。然而，由於被告過去曾經兩度襲警，判決
惹起各界關注，要求律政司申請覆核刑期。
從這案件的檢控過程，到裁判結果，及至社會反
應共有三項疑點。
警隊的檢控程序粗疏。警隊是控罪案件的第一把
關要員，而警隊在是次案件中忽視案件的嚴重性，錯
誤選擇較輕的檢控條例。Amina醉酒駕駛、逆線而
行，警方的檢控竟然是「不小心駕駛」’而非「危險
駕駛」。Amina三度襲警，警隊亦只緩引《警隊條
例》，而不是《侵害人身條例》；前者可緩刑，後者
則不設緩刑、罪成必須入獄。此兩項羿行均會危害市
民、警隊的安全，損害警隊形象，警隊如斯的檢控過
程是否過份粗疏呢？
包庇權貴。每當報導案件、提供被告的名稱時，
必從其親戚關係入手——終審法庭常任法官包致金侄
女Amina。原來’ Amina的家庭背景非常特殊。父母是
證券界要人；叔父叔母，包致金和包鐘倩薇，均為大
法官，管轄終審法院和高院；舅父夏佳理，則是香港
聯交所主席及行致會議成員。Amina獲得輕栽，會否
令人聯想裁判結果向「貴族」階級屈拜呢？
司法獨立受輿論壓力影響。當裁判結果經傳媒報

開學伊始，大三的我少不免懷念起那最為珍視的
新生歲月。所幸，當年進來嶺南便覺不枉JUPAS，我
深信這間博雅大學的確能實踐其作育英才的信念。在
聽及一些中學同學在遙遠的某大學店風雨飄搖，在大
課室超班教育的游人中淹沒，我們嶺南的規模精小，
關係緊緻，便是可貴之處。在大學教育改革之下的今
天，衡工量值取代作育英才成為教育目標，合併、裁
撤、更易學系的路向舉目皆見，我們嶺南大學能夠安
然度過，保持自己特色，實屬更為可貴。
當然，為學問者，理當打爛沙盆璺到底，查究現
今的教育，為何投資成份不斷增加，培育成份不斷減
少。看着政府有關的建議書找答案，左一句『寄望學
生能在社會立足面對挑戰』，右一句『保持香港強大
的競爭力』，最後總結『終身學習全人發展是時代對
人的寄望』’倒真是令心驚肉跳。政府進行多年的教
育改革，是因知識型經濟取代工業經濟，而需要另一
批人材去切合社會的需要。就是『材料』和『才能』
兩個同音字運用的分別，讓人明白現今教育，不是培
養人才，發揮個人的主體性。同學在教育過程中，其
實和鍊賢者之石一樣發揮着差不多的功用，為着達成
一部大成果發揮貢獻。
這種教育模式的勢力逐漸由應試體制下的中學
教育，蔓延至大專院校。為配合未來對通才殷切的
需求’除了中學大幅加入通識成份外，本地大學在
三三四學制改革’亦進行學系學院大重組，浸會視
藝學院、中大音樂系、中大新亞藝術系等人文學科，
驚聞校方打算合併重組學系，專科作為學術路向漸始
被排除開外；原本威戚於小院陰晴的嶺南大學，也不
落人後，此前便正式計劃，將嶺南大學文學院各個學
系，合併收生，好讓一年新生在首年的文學士普及核
心課程之中探索自己的路向，再在二年級時選擇自己
的專修學科。
無可否認，相比於其他大學，嶺南的而且確保持
自己的特色及優勢。嶺南人之間小而緊密的互動關係
正好為新生探索自己路向的最佳土壤，師生相互砥
礪，同學彼此扶掖，不亦樂乎。然而在細節之中，才
看見當中的隱憂。增加的一個學年及相應學分，原來
都不是同學的自由選科，而是規定在必修課程及某某
範疇的選修通識科中，延續着三三四制度中學通識的
遊園驚夢。

捌•投稿園地
導後，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甚至有抗議份子上街遊
行，同類事例實屬罕見。遊行示威者，包括市民大眾
和退休警員，他們關心的是保護警察執勤安危及形
象，以及捍衛香港的司法核心價值。而律政司亦申請
覆核裁決，縱然覆核結果如何，當司法程序敵不過公
眾壓力，而淪為公審，是否危害司法獨立呢？
從這些疑點來看，可以分析得到問題所在，並非
單純由於Amina —案，而是有其根源所在。
警方控罪的雙重標準。事實上，襲警在警方控罪
經驗中並非罕見，更多情況發生於遊行示威上。捍衛
天星碼頭、反高鐵等社會運動中難免身體碰撞，而
社運人士常被警員控告襲警，有些更被判入獄。而
Amina 一事中’傳媒鏡頭直擊報導Amina從車上胡
鬧，至冷不防的掌摑，及至警員遲緩而精湛的「啊」
的一聲，罪證確鑿。警方回應何以緩引《警隊條例》
檢控Amina，說即使判監亦不超過六個月，此條例已
足夠；而檢控社會運動則緩引《侵害人身條例》，是
由於牽涉敏感話題，須交由律政司處理引用什麼條例
來裁判。明顯地，警方在這兩種不同性質的事件上，
呈現不同的態度和標準，這雙重標準足以令大眾大感
吃騖。
一罪兩例的迷思。何以同樣襲警、危險駕駛，會
出現有兩種不同判決的情況呢？原來香港法例對這些
罪行有不同重輕的檢控。控告襲警有兩例，輕則為
《警隊條例》，重則為《侵害人身條例》。前者可判
處罪款五千及監禁六個月，後者則可監禁兩年。控告
駕駛違規亦有兩例，輕為「不小心駕駛」，重為「危
險駕駛」。輕則判處第二級罰款及監禁六個月，重則
最高刑罰為第四級罰款及監禁三年°檢控當局可以任

只要並照政府主導的教育改革，就可以看見原意
甚佳的大學四年制，為何轉為文學院合併收生的原
因，以及增加必修課程的結果。為配合整體教育的目
標，任何教育機關的政策難以離開政策制訂者的方
向，香港需要材料去建構知識型經濟的目標，需要通
才去適應職業流動性，嶺南大學亦無例外。結果探索
自己路向的包裝下，原來早就暗藏路標或埋伏，或軟
或硬去指引同學路徑，未來的文學院，首年課程配套
上『基本必修』科目，就令原有各系專科領域，繼續
保持在三年的界限之中。
在政策層面上，嶺南大學合併文學院學系收生也
恐怕是自我捉虫的舉動。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擬在
三三四學制推行時，擴大現時扣起各院校再讓院校按
策略性發展計劃娩逐的學額。人文學科難以衡工量值
的特性，對社會難有量化效益令人文學科本身就在競
逐中處於不利，再加上作為中小型院校與综合型大學
相較下的劣勢，嶺南大學面對這項政策的衡擊可料非

意選擇引用輕重條例來控告犯人，其考慮因素則不得
而知了，市民則對司法制度的判決失去信心。
經過上述的分析及評述後，Amina —案實在有幾
項啟示給予大眾。
政府有責任放緩社會的仇富情緒。香港社會籠罩
仇富氣氛，固然並非由Amina —事而引發，其實只是
「冰封三尺，非一曰之寒」。表面上，香港經濟繁
榮，樓市高企、賣地成交價高、交易投資數量折折上
升。然而，香港貧審懸殊的情況實為全球之冠。小市
民無力與大財團、特貴階級，以及政府抗爭，面對近
曰八達通售賣私人資料、大地產商炒熱樓價、通過二
零一二政改方案甚感無助。從這個層面上而言，政府
有責任推行關心基層、不向工商界傾斜的政策，以減
低市民的仇富情緒。
廢除一罪兩例，減低警隊檢控的雙重標準。一罪
兩例的問題早於八十年代開始，然而政府沒有修訂法
例。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指出，處理辦法就是將
法例歸納，由法庭審議案情而決定判案輕重，此行可
防止選擇權交給檢控部門，即可減低警隊面對同樣性
質的罪行時，不會出現雙重標準的決定。
由此希望香港政府能夠嚴守司法獨立，不能誤判
違反法例的案件，提高市民對警隊、司法制度、乃至
香港政府的信心。
文/曾健俊
二年級、社會科學、主修國際研究

徵稿
對校政或時事有意見，卻找不到渠道發表？
拍了張照片、畫了幅畫，想跟大家分享？
寫了文章，想找平台發表？
快來投稿吧！
m《嶺暉》和《嶺南人》成為你發表作品和
與嶺南人交流的平台吧！
第四十三屆嶺南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一薈
聲現向大家誠徵稿件，詳情如下：
字數限制：一千五百字内
投稿方法：電郵至supress@ln.edu.hk

一直以來，嶺南大學文學院各系在學術上頗具成
就，其突出的表現令到先天難以量值的特性此消彼
長，嶺南暫時並未發生如其他大學一般，發生為求重
整資源而整肅學系的行動，反而是各學系的名聞遐邇
為嶺南開出一片新天地。但倘若合併收生，而合併後
的課程規劃亦只是高中通識的強制變奏，豈不是放棄
了賴以生存的絕活，反而揚短避長？
思疑教育政策方向，以及嶺南措施之間的關係，
實在不禁令人懷疑，何以嶺南大學為何在三三四學制
中，要通過增加固定範疇的必修通識科目，合併收生
的舉動，去刻意成為『更為全人教育的』嶺南大學。
難道所謂全人教育，就只是通才教育的代名詞，以及
專門學科的催命符？然而，當中全人教育與通才教育
的關係又未見必然，僅僅是切合知識型經濟的包裝；
同學個人發揮和選擇的空間又侷限，與自我探索的目
標緣木求魚；更見當中推行的合併收生政策，其實甚
無必要性。再者，在未見諮詢學生及學生組織，合併
收生政策便見推行，如斯忽視個人發揮及想法，恐怕
是效率和衡工量值降臨嶺南的反映罷了。
文/易涵風
三年級、文化研究系

有興趣體驗記者的工作？
想參與《嶺暉》和《嶺南人》的編輯工作？
第四十三屆嶺南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一薈
聲現誠徵助理委員，詳情如下：
職貴：按個人專長或興趣協助撰文、攝影、
採訪、排版及籌辦活動等
申請方法：可到編委會會室（AM208)向各委員
查詢詳情，或電郵至supress@ln. edu. hk

二零一零年九月號

就第一百零二期《嶺南人》抄襲事件道歉

ZtiEl
夕 Lit、

有關第一百零二期《嶺南人》中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一文內容涉及抄襲，本會謹此痛表歉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出版的第一百零二期《嶺南人》，出版後發現當中體育版〈香港•國際•七人欖
球賽〉一文部份抄襲《明報》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報導的〈七人欖球七不思議〉，本會對此感到萬分
抱歉，並在此刊登聲明向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及所有受影響人士鄭重道歉。

涉及抄襲的部分出現於〈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的「小花絮」中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與《明報》
〈七人欖球七不思議〉的「不思議之一」及「不思議之四」同出一轍。就有關編採人員抄襲一事，本會感到
十分抱歉，同時亦極爲重視這次事件。經會議討論後決定對撰寫此稿的編採人員執行編輯曾令桑作出懲治，
即時終止其所有撰文職務，並於本校民主牆的當眼處張貼道歉聲明，以及展開回收第一百零二期《嶺南人》
的工作。

本會深明事件的嚴重性，事發後已召開特別常務會議商討事件。對於日後的編審工作，本會承諾往後將
詳細校閱稿件，以防止同樣的事件再次發生。若稿件要轉載及引用其他報刊的資料，亦會註明稿件的資料來
源。最後，謹此感謝各方對是次事件的關注，本會定必痛改前非，盡心爲會眾服務，敬祈原諒。

嶺南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薈聲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曰

道歉聲明
本人爲第一百零二期《嶺南人》中〈香港•國際•七人穩球賽〉的編採人員執行編輯曾令燊，對於文中的「小花絮」涉及抄襲，
本人嚴重失職，責無旁貸。
對此事件本人深感抱歉，特於今期《嶺暉》刊登聲明向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及所有受影響人士作出道歉。
對於此次嚴重過失，本人明白單單作出道歉聲明並不足彌補已犯下之錯誤。就此事件，第四十三屆代表會通過「不信任」議案及
暫停本人《嶺南人》及《嶺暉》各一期的撰文職務作爲懲治，唯編委會鑒於事態嚴重及認爲此舉未能嚴懲本人是次失職，故於會議中
通過停止本人未來一切撰文職務作爲懲治。誠然，發生是次嚴重事件，本人引咎辭職亦不爲過，但同時考慮到編委會人手緊拙及辭去
職務並非負責任的做法，故決定留下並用未來的時間彌補過錯。
經過這次錯誤，本人定必痛改前非，小心不再犯下同等失誤。同時，就這次事件無端給代表會及編委會同事增添不少麻煩，還有
令廣大會眾失望，本人再次鄭重道歉，並承諾於未來日子盡心盡力爲會眾服務。
嶺南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執行編輯
曾令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