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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學院學生會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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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嶺南學院來說，學位課程和校
址搬遷的問題一直困擾多時，直至九零
年七月一日學院正式加入大學及理工敎
育資助委員會後」前景似是一片光明。
翌日校長亦應邀有關方面細談校址搬遷
事宜。經過校董會的詳細考慮後，校方
便於七月五日覆信給大學及理工敎育資
助委員會」吿知校方決定以大埔洞梓爲
新校址首選、其次爲屯門虎地難民營舊
址和最後才是屯門新屯門中心附近的一
幅官地。可惜政府一直堅持校方接納屯
門虎地作爲校舍新址，故直至十一月下
旬」校方正式覆函給有關當局決定接納
政府的決定。
事賁上」這次搬校事件，實在是一
次角力遊戲，正是香港政府、校方和學
生會在互相角力，同時校方和學生會彼
此都是屬意大埔」但面對香港政府這對
手，亦不得不敗在對方手中。若檢討這
次事件」學生會和校方所以敗在政府手

下，賁有此消彼長的關係。

「學生會紛爭，同學犠牲。」
如果同學還記得的話，學生會曾作
過一次全面的問卷調査和簽名運動。並
且先後出「大字報j、發表聲明、壁報展
覽、約見校方和約見行政立法兩局議員
等一連串行動，目的是爭取大埔洞梓作
爲新校址。但很可惜這些行動卻在十二
月初才開始」而政府和校方逹成協議卻

在十一月下旬，故此當時已經是塵埃落
定，基本上已成定局。

事實上，政府和校方爭持卻在十
月，當時校方於十月二十二日致函給大
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表示校方要
求政府撥大埔洞梓爲新校舍之用，但剛
巧是日學生會卻出現「大地震」」幹事
會的幹事集體要求學生會會長辭職」令
到校方亦深感意外」而學生會亦因此出
現紛亂的情況，學生會各人紛紛忙於應
付學生會內部的問題，故根本無暇理會
校址搬遷事件。正因這點，學生會並沒
有作出任何回應，也不能配合校方爭取
大埔洞梓的行動，反而政府於廿八日便
致函校方」吿知政府決定批出屯門虎地
給嶺南學院，而並非學生會與校方所希
望的大埔洞梓。同時學生會幹事會更於
兩日後便宣吿解散」對於校址搬遷一事
亦宣吿停頓，而直至成立臨委會和安頓
內部後才成立「校園發展事務委員

會」，但已經是「遲來的春天」了。學

會員權益」但很可惜」學生會在這關鍵

生會成立的目的是謀求會員福利和保障
的時刻卻因內部的問題而放棄了這次角
力，令到校方和政府爭取時失去了後
盾」讓政府有機可乘地向校方提出以上
的決定。由於學生會本身內部的問題而
影響到嶺南以後的發展和各同學的權
益，本人作爲嶺南學院學生會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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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感到非常抱歉和難辭其咎！

元朗的主要公路，及將於1993年完成

• ""fi*

對於各同學來說」雖然校方缺乏學

、二期建築費嚴重超支，超支金額多

的Dg幹線和散佈在官地裏的墓穴；再
從交通方面比較兩者作爲校舍後各同學
從不同地區上學的車程時間，除了居住
筌阚、葵涌、屯門和元朗等區域的同學
往大埔須花更多的時間外，其餘地區往
大埔上學更爲快捷，並且環境比屯門虎
地更優勝。然政府只從自己的角度來
看，只知大埔和屯門兩者的建築費屯門
可節省五千萬至一億元的建築費」和可

藉嶺南學院遷往新界西更能平衡社區發
展和城市規劃」根本沒有考慮現在正所
需要是一所理想的大專學府」賁在是本
末倒置。
此外，將科大和嶺南互相比較，科

大首一 一期工程已經35.48億」相對嶺南

將35.48億元扣除15億元的馬會資助

學院的3億元建築費賁在不可相比，若

外」政府花在科大身上便有20.48置

元」和預算4.3億元」政府額外便要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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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無能？無奈！」

1

生會作後盾」但理應堅持到底，不應出
爾反爾，旣向同學說大埔爲理想校址」
卻又「出資」了同學」和政府達成協議
接受屯門虎地作新校址，這樣做不是校
方無能便是卑鄙。但相信校方亦R是無
奈地接受政府的決定，雖然缺少了學生
會的支持實非成敗的關鍵」但相信令到
校方屈服的是十一月廿一日由大學及理
工敎育資助委員會的一封信。雖然該信
仍是强調政府希望校方接納屯門虎地那
幅地，可是核數署長亦發出一份報吿書
給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透露科大第
達16.18億，由原來的S.3億增至
35.48億」並且消息很快便公開，相信

科大的超支直接影響到嶺南學院校董會
的決定，因爲政府預留給其餘的大專院
校的撥款便會因此而減少」如校方仍然
堅持大埔校址的話，撥款給嶺南學院作
建校的預算案亦會相應押後通過，故剩
餘下來的撥款便會越來越少」再者」玫

瑰園計劃和預留儲備金給將來特區政
府 」 一直在大量削減開支，故若繼繽堅
持下去」或會因延誤而令到整個搬校計
劃給政府無了期地押後，故相信校方亦
不得不接納政府的要求。

上16.18億元補貼給科大建築費上，就

的嶺南學院，同時這16.18億元超支卻

這筆補貼已經足已多建五間政府心目中
在是次選擇新校址事件可謂再次暴

「政府——神話的創造者。」
露了夕陽政府的醜惡面——功利和金錢

車的赝格，買來了|輛福特車」！

還企圇創造另一個神話——「以一輛單

這裏引科技大學校董會主席鍾士元
爵士的一句笑話•.「以一輛福特車的價
格，買來了一輛勞斯萊斯。」也許政府

要在其餘的大專院校身上開刀，所以政
府爲了要節省約一億元」便要求學院選
擇一個不理想的地方作爲本院的新校
址，這正如政府爲了興建玫瑰園而大量
削減政府各部門的開支和捜刮星斗市民
的民脂民資|樣醜陋！
地平地只得五公頃」另可發展的用地只

掛帥。對於政府一再强調屯門虎地是最
適合嶺南作爲新校址之地方」實在令人
難以信服；由於參閱大學及理工敎育資
助委員會所提供的資料和*地觀察及比
較兩者的優劣後，發覺屯門虎地一幅官
有東面五公頃的山坡，附近環境則南面
緊接著汚水處理廠，跟著便是農地和大
型停車塲。外圍則有私人樓宇、大明
渠、輕緻站、屯門兆康苑、連接屯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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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査結果

人數

百分比率

2)回答問卷同學學系分佈
一车紐

308

59.5%
二年紐

221

53.5%
三车級

124

32.2%
59.3%
22.1%

市塌及围際企業系

119

47.4%
社畲科學系

166

61
3)選揮校圓時所根據之因棄

16.2%
與你居住之距離

11.5%
校圍面禰

36.7%

2.6%

建築*用

0.9%

落成曰期

9

其他

4.6%

63.1%

未決定

17.6%

無捻過

7.6%

其他

5.4%

oooooooo

經過校方與政府歷年來的研究及討
論，嶺南遷校屯門虎地」似乎已經成爲
不容有變的事實；作爲嶺南的一份子」

我們究竟應該感到慶幸還是失望呢？學
生會就着「校園發展」的工作是否可以
「吿一段落」呢？現在就先讓我們看看

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再嘗試解答以上

的面積之外」是否也需要考慮其他有關

此，只有遷往較大的校舍，方才算得上
直接有效的方法！然而，我們除了校舍

曾經有同學問我..「難道你們不知
道如何努力也改變不了政府的政策

的條件呢？比方說..交通運輸、學習環

境、發展潛力以及汚染情況等」這些都

見o

是與我們大專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
故此，學生會不敢怠慢地進行進行
1連串的資料捜集，研究探討，並且組
識觀察團，前往大埔及屯門兩處用地，
接觸有關人士及港府官員，希望同學能
夠更淸楚了解我們遷校的前景；接着，
學生會進行問卷調査，收集同學對校園
選址及實質建設的意見，繼而發起簽名
運動，接見立法局議員，反映大家的意

要遷校，就要選擇一處可作長遠發

展的理想用地；而並非免爲其難地接受
一個治標不治本的選擇；這正是學生會
發起一連串羣衆運動的原因！

雖然」直至目前爲止，我們所做的

一切表面上是徒勞無功，但是」我們並

不感到氣餒」因爲我們這羣前線工作者

深深體會到嶺南人團結的力量」髙昂的

精神！
試想想，若缺少了前人的積極爭
取，嶺南會否同樣在今天能夠升格，能
夠躋身可頒授學位院校行列？

「嶺南」爲榮哩！

傳統，繼纊堅持，朝着更遠大的目標進
發呢？說不定有一天」人人都以晋身

造出驕人的成縝」怎麼今天不秉承這點

經改變學院的命運！旣然過往也可以釗

的時候，曾經改變了政府的決定」也曾

取過程中，有否切切實賁的爲自己的權
益及需要去思考；我們千萬別小覷這羣
爲數只有千餘的「嶺南牛」，在力量大

遷往哪一處地方」而是嶺南人在整個爭

到了今天，問題的關鍵已經不再是

繼而表逹我們的意願呢？

「苦地」.，還是應該認眞考慮、比較」

受現賁的安排，然後」安安份份地遷入

自己今天所擁有的一切是從何而來的？
今天的嶺南人若是沒有「大聲疾呼」，
將來的嶺南人會得到怎樣的對待呢？作
爲大專生，我們究竟應該逆來順受地接

「幸福並不是必然的」」但是可有問問

「奉旨」、「應份」；大家都會聽過

有-種想法是極之不要得的，便是

有意義。

己的目標」然後朝着進發，方才稱得上

獻大衆！換句話說，我們要明確知悉自

繼而培訓出社會上的精英及棟樑」去貢

的敎學環境及提升同學們的學術水平，

遠達不到搬遷的目的I就是改善嶺南

工作將會永無休止」因爲我們拫本就永

嗎？」我的答案是..「知其不可爲而爲
之！」我們必須明白遷校並不單是爲了
較大的面積」較多的空間；我們還要從
質素的角度去選取；否則，爭取遷校的

事。即使以目前學生人數在一千三百多
人的水平，在學習空間及敎學設施兩方
面」早就已經出現不敷應用的情況；因

合升格後之發展」拫本就是沒有可能的

以目前嶺南的校舍面積來看，要配

的問題吧！

從爭取遷校大埔看嶺南人
•••••••••••••••••••<xx>ooo<xx>ooooooooooo<x>

離」而同學最不重視的是建築費用」

2.1%
學生泊車處

⑶在選擇校園時，同學在所列之項目
中，最重視校園面積，佔36.7% 」 其
次是對外交通」附近環境、居住距

15.6%
花圍/草坪

只有0.9%。而其他則包括校園設
施」校園設計，發展潛力，宿舍設備

1.7%
U天劇壜

等，共佔4.696。

2.7%
電腦用品商店

⑷從收回的問卷來看」接近七成的同學

11.6%
書店

%
6
銀行

)會選擇大埔洞梓爲未來

•療保健中心

(68.5.%

4.4%
i永池

嶺南校址，而選擇屯門虎地的同學只

2.2%

有7.196。而其餘的同學則表示兩地

4.4%

網球壤

都不適合和無意見。

田徑邏動壜

⑶共有92.2%的同學，認爲未來嶺南校
園應該有宿舍設備，佔收回問卷中的
絕大部份。同學中又有超過六成同學
(63.1% ) 表 示 會 入 住 宿 舍 ， 認 爲 可
方便上學、方便同學交流、對學院產

15 %
其他

我們嘗試將焦點放在第3和第4兩
點。可以發現到，大部份同學對學院校
址選址的意願，是大埔洞梓而非屯門虎
地，而且百分比的相差甚遠0而根據問
卷所顯示，同學們選大埔洞梓的原因」
是因爲環境幽美、發展空間較大、交通
方便、和方便與其他大專聯繋和交流。
這與同學們在選擇校址時所重視的項目
相當吻合，而他們不選屯門虎地的原
因，是因爲屯門的人口密度髙、噪吵、
以及屯門的治安惡劣。反觀少數選擇屯
門虎地作校址的同學，則認爲可配合屯
門的發展、平衡城市規劃、較近市區及
可得到鄕紳支持建校經费。
由此可知，校方和同學對學院校址
的地點，都饜意大埔洞梓而非屯門虎
地，奈何當學生會積極爭取、發起|連
串行動之同時」校方卻一方面對同學們
表示大埔爲理想校址」另方面卻與政府
達成接受屯門虎地爲新校址的協議」這
明顯的反應了校方和學生會的溝通不
足，以及校方對學生意見的輕視。

13.9%

最後引用第廿四屆學生會署理會長
盧世明同學對外發表的一段說話作結：
r同學是學校的『家人|_之一，但家中消
息卻要從『外人」方面得悉，是不尊重同

7)對興建校園設施次序的惫見

生歸饜感及增加人生if驗。

6.3%

s
不畚

學意見的做法。」

36.5%
室內葡宵館

%
社區治安

)、花園\

註：有六張問卷沒壜寫此題

」而以一年

附近瓖垅

)和銀行

6)入住學生宿舍的惫願

學人數1319人的49.496

64.4%

㈤在衆多校園內的設施中」同學們

6.3%

級的回應率最髙，佔了 59.5% ,回應
率最低的是三年級同學，R有

76.1%
132

草坪(15.6% ) 、 醫 療 保 健 中 心

1.5%
黑•要

32.2% 0

51
管理學系

認爲室內體育館(36.5%

5)對興建學生宿舍意見

回應率最高，佔76.1% ,而會計及財

92.2%
有黑要

%

霣腦學系

(13.9% ) 、 書 店 ( 1 1 . 6 %

9.7%
兩個地點都不a含

學生會的校園發展事務委員會，爲
了讓同學們能淸楚了解學院遷校的前
景，曾於九一年十一 一月在校內進行問卷
調査」以收集同學們對校園選址及未來
校園建設的意見。今期「嶺暉」得到校
園發展事務委員會的協助，將是次問卷
調査結果公佈並作出分析。

74

)在未來校園中應最早落成啟

註：有兩張問卷沒塡寫此題

⑴綜觀收回的653份問卷」共佔全校入

57
备1+及財務學系

,

4)有闢選撣未來嶺南校址

厲査結果及分析..

57

(6%

14.7%

務學系之回應率最低，只有22.1%

註：有三張問卷；S有塡寫學系

其他學系則界乎於40至6 4的百分比

7.1%
屯門虎地

⑵學院內七個收生學系中，以電腦系之

51

之間。

24.3%
對外交通

%

中文系

翮譁系

用0

68.5%
大埔洞梓

「未來嶺南校
意見問卷調查
1)回答問卷同孿车級分佈

第廿四屆嶺南學院學生會署理會長盧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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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Connie,

A Letter to a Friend

How are you getting on? I haven't written to you for a long
time since I have been very busy preparing for the public
examination during these few months. Even though it is difficult
for me to spare some time to write to you, I have to because you
are my friend. I hope that you may not get mad at me even if you
are annoyed by my words.
When I was told that you were going for a study tour in
Taiwan this Lunar New Year holiday, I was not surprised
because you liked Taiwan so much that you did not even want to
come back to Hong Kong last summer. Going to other places
like Taiwan to study for two weeks is good for you because you
can get more experience and learn something not found in
textbooks. Furthermore, as you are crazy about Mandarin, you
can practise Mandarin in Taiwan. It is surely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you Mandarin if you stay in that country for more than
two weeks. Also, the most attractive feature is that it is free of
charge. You need not pay even a penny for the study tour itself.

What you can do is to make a call to that organisation and
get back your documents. More importantly,丨 would advise you
to withdraw from this organisation. I sincerely hope that you will
accept my advice.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visiting Taiwan, we can
organise a tour by ourselves. I hope you will tell me your decision
as soon as possible.
Remembering you in my prayers.

LOVF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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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is study tour is organised by a HK-based
Taiwanese organisation. If you want to join in this study tour, you
must join this political organisation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s 1997 is coming, Hong Kong will be
returned to China at that time. What will happen if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China finds that you are a member of a HK-based
Taiwanese organis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torious
for looking up. civilians' past records, checking whether they are
so-called subversives or not. I have also sought advice from
some teachers coming from China. As they lived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they underst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Connie, be careful! It is wiser not to get involved in an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just because you want to get small advantages
from it. You may be in trouble if you insist on joining the study
tour.

My friend who joined this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went to
Taiwan said that he was afraid of being persecuted after 1997.
He recalled that when his group members and he arrived at
Taipei's airport, they saw banners on which there were anticommunist slogans like ‘weclome anti-communist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He was even more frightened by the programmes
arranged by the organisation. There were speeches made by
prominent political leaders. They also paid visit to government
offices. Photos were taken and a magazine concerning the study
tour was published to show that they had been there. These are
proofs that they have connections with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Now, my friend said he regretted having joined the
orgnisation.

A Letter of Complaint
May I take this chance to express my extremely discontent
towards a Chinese subject I am taking in my department.
It is very annoying that we are forced to study such bullshit
course, from which I can't learn even a bit at all. If given a
chance to drop it, I will drop it without hesitation. What we are
asked to do are those very dull things such as reading some
awfully boring Chinese novels. What is more disgusting is that
we are asked to have some discussions about a novel; however,
it always ends up in conflicts instead of friendly exchange of
ideas.
Besides, the most ridiculous thing is that nobody will correct
whether our way of thinking is right or wrong, or at least give us
some responses, though there is no absolute right or wrong in
this kind of discussion. Not but what, at least, I think we should
be given some responses. I have wasted my invaluable time in
this awfully dull subject. I hate the department's arrangement
that we are forced to take it even if we are very unwilling to do so.
I mean it is not good at all for the department to offer us such
course, which only wastes our time without meeting any good
ends.
In fact, I don't want to speak it out so bluntly. But I no longer
can tolerate it. What is more laughable is the examination. In the
examination, we are asked lo answer some questions which are
not worthwhile answ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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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extremely disappointing that at the very first, I thought
we would have a chance to learn Chinese. However, it is not true.
The so-called Chinese subject isn't a Chinese course at all.
Because being a student in my department, it is supposed that
we should have a good mastery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o
it is my wishful thinking that I can be engaged in the same field
after my graduation. But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we have got
from this course, which is so beautifully written in the prospectus.
Furthermore, many of my classmates said that it is futile to
hand in our assignments because the teacher won't give us
back our assignments. If the teacher does give us back the
assignments, it makes no difference because the teacher
doesn't give us any comments. Nor will the teacher point out
what our actual mistakes are. What is the purpose of doing our
assignments for fun or for wasting our precious time?
In conclusion, I am glad that after buring my extremely
discontent towards the course in my heart. I can pluck up my
courage to speak it out at last. What a relief!

嶺暉總第十八期

Society
The Future Society of Lingnan College was
established among controversies in November,
1991. There were so man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to the word “Future” amongst the students
that a little bit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Future Society does resulted, and clarifications are
required.
Q: How many members are there in the Future
Society?
A: We have 51 members, and 9 ex-co members.
Of course, we always welcome non-members to join
our activities.
Q: Do you have any advisors?
A: At present, we have Ms K. C. LAU as our advisor. She is a lecturer of 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 as well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Tiananmen University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 Of course, we would like to have more
advisors.
Q: There is a Science Fiction Club in my
secondary school. At first, I thought Future
Society is an organization talking about
superman, monsters, UFOs, and unrealistic
stories. Would you like to clarify this misunderstanding?
A: Actually, the major aim of the society is to
arouse concern for the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o reflect on the future trend of mankind.
Q: Do you think it is quite similar to what the
External Affairs Divis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does?
A: Well, there are certain similarities: we all care
about the world. However, the External Affairs
Divis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puts its emphasis
on analyzing current issues and most likely, this
will result in action: may be a protest or a
demonstration in order to give our feedback to
the current affairs so that certain immediate
improvements can be achieved. Instead, Future
Society focuses on academic aspects, as suggested
by its name-that is, we try to look ahead and
we are concerned with prospects. Of course, we
care about current affairs, too. However, the
emphasis is different: the External Affairs
Division studies current affairs in order to give
certain feedback, while Future Society highlight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phenomena and coming
events.

Q: This is quite interesting, but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such a new subject,
especially because there ar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A: First of all, future studies is not a new topic,
though it became an important subject on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World Future Society in
1966. Since then, future studies has emerged as a
new discipline which is defined as “a component
of policy science concentrating on normative
research into alternative future outcomes and
policies". As the future is based upon present
factors, social science, studies of history and
relevant subjects are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For example, the studies of history is to learn
about someone's past, while social science is to
discover one's living pattern by studying one's
behaviour. Future studies utilizes this pattern to
predict what he will do and how he will behave.
We can judge or predict scientifically only through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 and history. In fact,
ancient people studied their future also, by divinity,
astrology and geomancy. That is to say, human
being, no matter whether they live in the past or
the present, are interested in their future. The
reason is simple; first of all, such studies can
gratify their superstitious belief. Also,
materialistically, knowing one's future can enable
one to change one's mind before taking risks, to
take advantage of circumstances, and to survive
in this chaotic world.
Q: As you have said that future stud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studies
and so on, does Future Society have any joint
activities with Social Science Society or other
organizations?
A: Yes, we are going to have a seminar in the
Auditorium on “The prospect of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It is organized by Future Societ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Society.
Q: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to us your year
plan?
A: There will be two seminars in February. One
is "A prospect of Civil Movement in Russia", and
the other is “Prospect of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March and April, we are planning a
course on future studies. We are going to concentrate on five aspects: politics, economics,
sociology, culture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By Yoki WONG, chairperson of the
Futur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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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High above in the sky. there was a big
fireball taking up nearly every single drop of
moisture from below-an extensive piece of barren
land on which surface almost nothing wasattached. Somewhere within that area, on the top
of a decayed tree-trunk, tall but lank, a vulture
was perched solemnly. One rake-thin man with
restless eyes seemed to be so tired that he could
hardly stagger to his feet; but as a mirage
appeared, he had been given the strongest human
drives to keep on going
immediately!

,4

By Flo
Roses and chysanthemums scattered, showing
their wan smiling faces among those strong and
aggressive weeds. They were defeated and their
homes occupied by the weeds. Haggard and
exhausted the flowers drooped their heads, shivering and shedding tears in this rainy season. The
chill wind carried their sobbing to the place where
lay mortal human beings.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to their murmurs, I walked through the
drizzle while memories of the past kept pouring
into my mind.

By

Margaret
The bright moon hangs high in the sky, the
stars are spread sparsely. In the garden pond,
water is calm, no bubble is sent up. Moonlight
lightens softly the water surface. I drown in this
tranquility. A breeze is coming in secret. It blows
slightly the willows and wrinkles the water
surface. Endless seaweed are beckoning hands.
They arouse my memorie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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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未來學會及社科系主辦）

嶺南學院大會堂
28/2

7 ： 00p.m.

歌唱比賽

嶺南學院大會堂

、
.
/

11 ： 00a.m.

宣傳甲：咁快又過完年喇」 二月冇節目

27/2

囉。
宣溥乙•.仲有情人節嘛！
宣傳甲•.唉！嶺南多覯仔，話咁快就俾

嶺南學院大會堂

人撬咗囉。
宣溥乙：唔緊要，情人節唔唣你，仲有

嶺南學院學生節九二’開幕禮

學生節呀！

11 ： 00a.m.

宣傳甲：甚麼學生節？

27/2

宣溥乙：你係新仔梗係唔知喇；學生節
響嶺南年年都有」不過今年特

Working Partners (organised by S.S.A.)

嶺南歌唱比赛，唣唔啳聽？

3月份

別多好節目之嘛！
宣傳甲：咩好睇呀？
寬傳乙：你鐘意聽歌哚！ 二月廿八晚有

Variety Show (organised by TIS.)

官溥甲：有乜歌星表演先？

嶺南學院大會堂
20/3

宣溥乙..吳國敬同彭羚。
宣傳甲：吳國敬？『我說過要你快樂

宣傳：乙：唔駛唱住，最緊要早D撲
飛。

宣傳甲：其他節目呢？
宣傳乙：想睇SHOW嘅有三月二十日
嘅Variety Show同廿七日嘅
"嶺南之夜"」關心時事又有外

務雙週同社科週，仲有……。
宣傳甲.•眼眼！你同我咁多嘢，咩好似

宣傳附？
宣：傳乙：全中，我咪負責宣傳學生節九
二嘅人囉。

九二福建學術交流團交流會
(管理學系主辦）
J ^

高呀！

社科週（社會社學系主辦）
J i

宣ff甲：咁殘舊槪宣傳撟你都用，你眞
宣溥乙• •最緊要俾大家知道，學生節九
二特別爲嶺南同學而設，到時
等你睇睇嶺南人嘅團結力量

宣傳甲..嶺南人團結？咁又要睇睇噃！

Squash Competitions (by Squash club)
6，13,20/3

嶺南學院大會堂
嶺南之夜
6 I 30p.m.
27/3

外務雙週
5/3-19/3

嶺南學院大會堂
視播新紀元——衞星電視
(市場學系主辦）
2 ： 45p.m. ~
5 ： 15p.m.
6/3

嶺暉總第十八期
宣傳廣告

各位同學..
第廿五屆學生會選擧將於-一月下旬
開始。今次的選擧如往時-樣，共分四

個組別：㈠幹事會、㈡嶺委會，㈢代表

整個選擧分爲五個階段：

會普選代表七名，㈣代表會主席。

1•提名期：二月廿一日至二月廿八日
2.宣傳期：二月廿九日至三月十八日
3•諮詢大會.•⑴代表會..三月九日上午

十時

二時

⑷嶺委會：三月九日下午

二時

S幹事會：三月十日下午

4.投票日：三月十六、十七及十八日
5•投訴期：三月十九及二十日

各位有興趣競選或欲詢問選擧事宜

的同學」可於學生會辦公時間向選擧委

彭沛雄(會財三)

譚露(翻譯三)

康英儀(翻譯三)

委員：許振聲(中文三)

主席：黃偉超(中文三)

第廿五屆學生會選擧委員會

員會委員査詢。懇請各位同學踴躍參與

是次選擧。

準0

*如有任何更改， 切以代表會決定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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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强烈的挫敗

「始終是這種

悲傷，歡躍。現在

感，我……R是I

嘛，怕的也統統是
爲了那些小客戶賺
多了幾千塊時的笑
靨和當跌價時對着

個失敗者。有時我
懷疑我天生便註定
是的」我曾努力

的人，他們的I聲

去應付這I羣奋妙

我I直都不懂如何

如此。我努力過， 你 哭 喪 似 的 樣 子 。

過，但這有用嗎？
最末也R不過是持

以前，我才會
常常哭，不是爲了
甚麼，只是爲了有
人替我拭眼涙，從
而得到一點慰藉C

這門子了。我I直

我喜歡錢，是
的，我從小便愛上

要裝作堅强」只

跟我在狂奔。我卻

在亂舞」兒時玩具

我。有時夢中醒
來，還惦念着橱窗
內的衣服伴着黃葉

I直的在緊逼着

都窮，從來未曾得
過我想擁有的東
西，而這些東西卻

是」還有誰仍願替

現在嘛，我已不常
哭，不是因爲我已
忘掉那剌心滴血的
痛，也不是因爲我

我拭眼淚……。

總感到他們不是在
恥笑我，便是設計

o

着半丁點兒學識，
哭
，
I
聲
笑，都像
II個職位， 混 混 於
是
爲
了
搾
乾我的神
世。我告訴你」我
經
末
梢
。
年輕時也曾有過豪
公司裏來了|
情壯志，只是現在
兩年的小丫頭，總
I切也只不過是如
愛背着我說這說
此了了
那，她們以爲我不
股票行同事的
•知道，其實我甚麼
關係是複雜而微妙
也知道。她們說我
着大陰II來II害

我。偶爾我會計算
着當天，有多少股
票和支票在我手上
交收，我愛透那些
令人神經抽搐的金
錢，而對於我不是
全因着那是花花的
金錢，卻是因着我
頂愛上那數字在我
心底盤旋的感覺，
結實的阿拉伯數目
字總給我莫名的安
全感。

問我愛過沒
有?.愛過又怎樣7沒有愛情的人也可
以活得很好，是不
是？誰沒有I兩趟

回憶呢？
我也不是不曾
偸想過跟其他公司
裏的未婚中年女强
人I樣，下了班，

施上了脂粉，四出
的去胡天胡帝。但
是我也怕，總怕偶
上挽着|個不知是

有I天，當我在街

我也會孤獨」滿柜

身的。當然，偶爾
我也會寂寞，偶爾

了。」
這，這是我多

醫生，我倦

忘記了我……。

峠的男人臂膀時，
會遇上我的初戀情
人，那時他畲惱我
嗎7.或者他壓根兒

的化粧品」滿箱子

子的衣裳，滿桌子

年後第I次見心理

子，生活是孑然I

的手飾」你縱是穿
賞，|切只是滿足

了，戴了也沒人欣

經衰弱呢7•就是瘋
了也沒眙關係，反
正誰又知誰不是瘋

折磨」誰個沒有神

醫生時的談話記
0，也沒有甚麼可
悲哀的，跟着這多
年生活上的壓迫，

個人的購買慾。那
種孤枕獨眠的感
覺，不是你們那些
不斷展示幸福，張
貼愛情的人可以領

會的了。

子？

同

又是下雨的夜

雷雨夜，|位

太少了」溝通的機

〈曾不多o每當我失

意時，緣喜歡到海
邊走走。它儼然代
替了我的母親。因
爲我會盡情地、毫
無保留地向它傾
訴，而海浪的輕拍
聲，像是在附和
着、安慰着我，有
我，令心中得到I

如母親的手輕撫

點點慰藉。有時我
覺得我對海的感情
比母親還深，因爲

母親把我留下又未

直在我身旁。

渡輪徐徐地駛

霧只圍繞着小島」

母 親 抱 着 她 那 未 滿 望着它，使我不再
週歲的兒子向海那 狐獨，我相信它必
能了解我的心情、
邊狂奔，尾隨着I
我的心意、我的渴
少婦。[3|[1|的雷聲
雖然我現在仍 出 維 多 利 亞 港 d 斜
能好好照顧我。那
及大海的咆哮聲把 望 、 我 的 I 切 。
住 在 海 灣 附 近 」 窗 陽照在那平靜的海
自 我 離 家 以 輕柔的海浪隨着烏
她們的哭聲、叫喊
外 的 柳 條 隨 風 輕 面上，泛出金黃色
雲的加厚而變得急
聲完全遮蓋了。R 後，每個黃昏我都
擺，依依可憐，在 的光芒，海鷗三五
促。它不再對我溫
見她倆在海邊拉拉 會 到 海 邊 漫 步 0 望
柔，它討厭我了。 星 光 下 的 海 泛 着 銀 成 霞 地 在 天 空 飛
扯扯，衣衫亦早已 着夕陽在竭力地散
光 」 令 人 目 眩 ， 可 翔，渡輪劃破了平
發餘光，企圖爲人 白 頭 浪 無 情 地 撲 向
濕透」那母親竭力
我，7K.花四濺，呆 惜它怎美也不能代 靜的海面，駛向那
地掙脫少婦，衝向 間 添 上 點 點 暖 惫 0
而那深綠的海却慢 坐在石上的我感覺 替兒時的東灣— 太陽。人說鳥惓而
海中心」但不夠兩
慢呑噬它。我曾忽 到 連 它 也 嫌 棄 我 。 因爲它曾經是我的 知還，我今天的回
步又被少婦拉回」
「 母 親 」 。 | 個 人 家，景色依舊，不
雨點終於狠狠地打
她 們 不 斷 地 糾 纒 。 發奋想，如果我跟
長 大 了 、 閱 歷 多 知又是否人面全非
着它走，冰冷的黑 在我身上。天地之
最後」那母親I面
了 」 對 於 母 親 的 心 呢？
夜 便 不 會 來 臨 了 。 大，竟無我容身之
拭着淚水I面被少
情漸漸明白0可是
黃昏的霧把大
但I3t說我所追求的 所?.腦海中一幕幕
婦拉回岸邊。
內 心 深 處 那 個 結 始 地籠罩着，當渡輪
地重現當年雷雨夜
自 我 懂 事 以 不是夕陽」而是溫
終無法解開。誠
遠離岸邊的燈光」
的情景。人無意識
後 」 便 從 伯 娘 • 中 暖，我無言。
然，我是在逃避。 綵緩駛出港•時」
記得那天，屋 地 走 向 當 年 的 角
知道那嬰兒就是
雖然這裏爲我 像 是 走 入 了 I 個 神
落，|步步地走入
我。而那險些成爲 外 I 大 團 黑 雲 黑 壓
「母親」的懷裏。 帶 來 人 生 中 最 快 樂 仙境界，就連船艙
我葬身地的大海却 壓 的 積 聚 着 」 悶 熱
我 看 見 自 己 在 水 裏 的時光，可是對母 內 也 有 I 層 薄 霧 。
是我成長的地方。 非常，令人透不過
氣 0 屋 內 的 氣 氛 也 - 的面部扭曲，我想 親的思念却無法驅 遠 處 隱 約 仍 可 見 I
在童年記憶裏
差不多，與母親吵 把他拉上來……。 遣 ， 相 反 一 天 I 天 點點微弱燈光，相
對母親的印象並不
地滋長起來，我極 信 是 別 的 船 隻 的 導
起 架 來 ， 我 I 怒 之 突然，手被人緊緊
太深。她整日爲口
渴望重回舊地，返 航燈。此情此景，
下奪門而出，自然 扼住，我死命地掙
奔馳」根本無暇照
就像當年離開時的
回母親的懷抱。
我是去找我的「母 脫，可是怎也擺脫
顧我。所以我大部
我與母親住在 心 情 I 迷 迷 惘
親」。我靜靜地坐 不了。當面上熱辣
份日子都是在祖母
惘0
I個離島上」人口
在「母親」身旁， 辣地痛時，我才淸
家渡過。而祖母對
不多，大約四萬左
望 着 周 圍 的 景 色 ， 醒過來。在濛糊的
於遒個唯I的孫兒
右，渡輪是唯I對
當船駛入港口
雖 然 是 旅 遊 勝 地 ， 視線中，我看見母
又縱容非常，我是
外交通工具。而e 之時，我騖覺這小
I 向 爲 不 少 人 所 稱 親哭叫着，苦苦哀
名符其實的野孩
頌的海灣，此時却 求我淸醒過來，最 那美麗的海灣— 島並沒有蓀！很美
子。雖然母親對我
無心欣賞。我不斷 後 我 無 力 地 躺 在 母 東 灣 」 是 我 另 I 個 的 奋 景 」 船 遠 離 了
管敎很嚴，可惜我
「
母
親
」
。
那深重的蓀幕，走
地思索爲甚麼它當 親懷裏。在我病的
們相處的日子實在
初不把我帶走，而 三 個 月 裏 ， 母 親 I
向淸明的另I端。

憶o

片，海浪有節奏地
輕拍着0這種淒迷
的雨夜情景，相信
會爲那些富有詩情
畫意的人所喜歡。
可是雨夜與海却帶
給我不可磨滅的記

下着。窗外朦隴|

春雨是那麼的
輕盈，無聲無色地

晚。

歸途

我喜歡對着文 總 怕 有 | 天 ， 當 我
件工作很多年了， 擁 有 這 I 切 ， 那 時
我總怕見人，怕着 我 還 有 甚 麼 可 做 。
我吿訴你，我
跟|切的人交際，
沒有丈夫，沒有兒

「老來嬌」，說我

的」誰不會像天使

哭。

伙子也拋媚眼，這
些 我都沒有

我〈曾否對年輕的小

般向你綻着笑臉，
不分好醜的只要是
向你說聲早。午時
中年男人」便撒
已可帶着剌刀在你
嬌
；說我沒事可
背上劃道血痕，晚
做」便走去文華的
來跟你碰着酒杆，
咖啡室扮高貴，看
推心置腹的說上I
看有沒有男人跟我
車話」又是他們。
搭訕。她們還說如
看憒了這些人悄冷
果不是怕別人誤會
暖」誰也不會去在
帶着母親，便畲帶
我去溜冰塲，看看
乎這些別人自管自
的說話，聽了便

可」信不信已沒有

關係。活了這把年
紀，難道這些也還
沒學乖嗎7-

工作也不是不
能幹下去，大夥兒
在小公司的規模下
卑躬屈膝的盼着大
公司能多撥兩個客
戶，好讓我們抽着
個薄佣的日子都過
去了，還有甚麼是
不能熬下去呢7不時的呆對着

熒光幕上走動着的

價位；心是空的，
但血管總不絕的跟
着它走動」閉塞。

前兩年，還不時會
爲着自家兒手頭上

那丁點兒的股票而

並沒有飄到岸上」

就像I層保護罩。

此刻我的心在怦忤
跳。不知母親對於
我突然出現」會是
怎樣的心情7.是
騖?.是喜7.我不辭
而別，音訊全無」

她會怎樣呢？•或
怨7.或怒?•我有些
怕。不過，旣然回
來了，那就只好硬

船已泊岸」與

着頭皮……o

o

家就在不遠

家的距離越來越近

了

處，但我望而却

步。

占」土阳

覺自己的渺小0此

銷的大宅前，才驚

時昔日的怨恨早已
拋諸腦後，所渴望

的只是能夠見到母

究竟會是誰開

親。

門呢？•爲甚麼這麼

久仍未來的?.是否
發生了意外?.又或
者？

媽，你不介意
這滿身創m的孩子
遲遲的歸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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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敏儀
多年後的我

进 篦 十 八 期

遣記得

那年春天
在三杯酒的海邊
在你跟前

*

清風帶着點點情意

*

啊你不知

*
還記得
那年夏天
正是別離的季節
太平山上

*

星星懷着無限愛意

*

啊你不知

*
還記得
那年秋天
重聚在燒烤爐前
在月色下

*

*

是誰等待着你的出現

*

啊又一年

不知道

那年那天
教堂的鐘聲響遍

在歡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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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帼明

小時候很愛看漫畫卡通，除了花生裡的査

理布朗和薄荷柏蒂外，最深得我心的」莫過如

叮噹了。眞羨慕叮噹可有那個樣樣皆備、式式

大大小小的麻煩。

俱全的百寶袋，要甚麼有甚麼，可以解決任何

着手籌備這期「嶺暉」時，雖累積了上期

的經驗」是或多或少的進步了 」然當發覺兩肩

負荷甚重」眞有衝動找叮噹來幫幫手。從審稿

到植字，頭昏腦脹之時，可拿出未來複製器，

費煞思量之時」可拿出機械美術設計人來，替

變十個八個我出來，一起校對稿件；在貼版，

我設計有水準的版面；然後派發」手忙腳亂之

時」拿出分身器」變出N個助手來摺那千多份

報紙。叮噹呀叮噹」你在何方？
無論如何，有些事情雖則無奈和身不由
己」唯吿訴自己：「好歹也得把它做好，反正
打落牙齒和血吞。」但我仍相信努力的付出，
必有收獲」因堅信「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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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來多少心事
啊你遣是不知

泳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