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Campus Glow 嶺暉

Students' Union Press Bureau 嶺南大學學生會
編輯委員會

4-2007

嶺暉 (第80期)
第四十屆嶺南人編輯委員會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ampus_glow

Recommended Citation
第四十屆嶺南人編輯委員會 (2007)。《嶺暉》，第80期。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ampus_glow/
62

This Book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tudents' Union Press Bureau 嶺南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
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ampus Glow 嶺暉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嶺

嶺南大學學1會法定刊物
Voites

弟八十期
\
V O L . 6 0

Camjpm §Hbw
督印：第四十届嶺南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地址：新界屯門青山公路八狨嶺南大學康樂樓208室
電諾：2465 0 6 0 9
傳眞：2465 5 2 2 7
承印：鷺達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數量：3000份

乂

^^^^^^^

總編輯：周宏量
鋼總編輯(出版部）：馬歡儀
副總編輯(行政部）：郎振東
財務秘書：蔣啓聰
常務秘書：楊翊骐
公共關係主任：古秋明
執行編輯：洪偉_與琬鈴
拼版及美術指導：陳玉明i

i S )

校方於三月發出的「新學年選科通知」，
列明新學年的課程除了中文及翻譯系的課程，
其餘一律必須採用英語授課。校内部份同學
認為新政策並無全面諮詢同學，感到在這項
與同學有切身關係的學校政策中，並無表達
意見的機會。結果民主牆突然出現「別在沉
默中死亡」的大字報，一班同學以此表達不
滿，激起了同學熱烈討論，並要求校方重新
檢討語文政策方案。
同學貼出大字報以前，大部分學生都不知道
校方實施了新政策，而且對政策内容毫不知情。
校方指出是項政策在大學的學術質素保證委員會
及教務會中，在兩名學生代表參與的情況下獲得
通過，而當時並沒有收到反對意見。部份學生認
為學校諮詢工作不足，未有充分掌握學生意見便
落實新政策。嶺南大學一直以「博雅教育」別樹
一幟於其它大學，學校與學生密切的聯繫一直令
嶺南學生引以為傲。可是這次校方行事顯得相當
倉卒，難免令學生大感疑惑。在民主牆貼上大字
報的一班學生於三月二十九日舉行討論會，並以
「誰偷走了我們的選擇」（Who steal our choices?)
為主題，希望藉此機會讓學生表達意見和得到討
論機會，並邀請了陳坤耀校長為當曰嘉賓，與同
學親身對話解釋。很多學生對新政策都不甚了解，

究竟新政策作出那些改動，而對嶺南學生有甚麼
影響呢？新政策在校内引起這麼大的迴響，本欄
將就新語文政策探討其詳細情況。
國際化屬時代洪流以國際語言授課無可厚非
每一位同學也會同意國際化儼如一股時代洪
流，無可阻擋。既然當今的國際語言是英語，那
麼校方大力提倡英語教學亦無可厚非。特別是二零
零零年嶺南開始推行International P r o g r a m m e 後 ， 世
界各地的留學生和交流生日漸增加，學校必須提
供足夠課程讓他們修讀，教學語言政策有所轉變
以適應社會大勢不足為奇。
根據校長對國際化的解釋，校方的目標是令
學生體系有不同國籍的學生。愈來愈多不同國籍
的學生在嶺南讀書，改用英語授課一來可提供更
多科目讓非本地生修讀，二來可吸引世界各地的
學生到嶺南讀書，令學生體系更為國際化，配合
大學的方針。
新政策轉變其實不大
而繼續分析這政策改變之前，必須先了解出
現了甚麼改動。「在2007/2008學年，所有科目，
除語言/中文/翻譯科目外，所有科目皆以英文為

教學語言。學期內，不可轉用中文授課。」再加上
校長在討論會上表明作出的修改，學生可向教務
處申請更改授課語言，只要符合以下條件：一）在
註冊科目一星期内提出；二）確定班内沒有非
本地生；三)非本地生有足夠科目完成主修課程；
四）教學材料大部分為中文。實際上經此修改，新
政策與沿用政策分別不大。所以即使實行新政策，
對學生影響不大，正如校長在討論會所言：「這
不是甚麼石破天驚的政策。」

新政策希望學生用英語學習，背後的理念為
了學生好，新政策是希望配合大學國際化，英語
是國際語言，誰都不可否認這一點。所以用英語
學習，是希望學生所學到的知識，將來能與國際
接軌。當同學投身社會，靈活使用英語是不可缺
少的技能。在學習上，有許多文獻和參考資料都
是用英語撰寫，比起用本地同學的母語中文，需
要翻譯文獻，用英語學習顯然更有效率，所以學
校部分科目改用英語授課是為了實際需要。事實
上，就筆者所見，語文政策的理念並無太大改
動，仍舊兼備中文（非普通話）、英文和中英皆
可的課程。反而一早公佈教學語言，可令學生選
科的程序更為清晰。

有學生於討論會反映為何要選用英文而非普
通話作授課語言，理據是普通話愈趨重要，故質
疑校方為何不在其它大學尚未準備好時，嶺南就
作好充分準備，將來可以佔得先機。校長則表示
其實同學無須斟酌授課語言是英文、普通話還是
其他語言，因為選用英文是配合實際需要，如果
有一天普通話成為國際語言，學校亦會作出調整。
不過筆者想指出作為有目標、有理想的大學，理
應帶動時代的潮流，校長提出用市場供求的理論，
指當有需求時便自然會提供普通話的課程，但嶺
南不一定要做跟隨時代趨勢的一間大學，而是可
以當一個用普通話授課的時代先驅。筆者相信一
定有部份科目適合用普通話授課，學校大可用個
別科目作出嘗試，相信假以時曰，一定會見到其
好處。

無必要硬性轉用英文。例如當教授認為以粵語授
課較佳，但課室中有非本地生的話，學校大可寄
出電郵，查詢那些非本地生能否用粵語上課，以
決定該科的授課語言。

根據新政策，教學語言仍舊按師生意願調整，
只是在選科前公佈該課程的授課語言，方便同學
選擇，同時提升透明度，在校的非本地生亦可在
選科前先了解授課語言。

校長陳坤耀教授出席討論會，回答師生的提問。

資源不足難免申請手續亦有漏洞
同學不能逃避以英文上課

新政策雖然照顧學生不同的需要，在實行上
存有一定難度。如果科目本身定了用英語授課，
之後符合轉授課語言的條件，轉用中文的話，整
個科目的課程設計和使用的資料都會載然不同。
而獲批准轉教學語言只是一，兩天的事，教職員
當然沒可能一、兩天内重新設計課程，所以各教
學部門可能要一開始便預備兩種語言的教材。學
校究竟能否提供足夠資源？文化研究系陳清僑教
授在討論會上同意校長國際化的方向，但擔心資
源上未能配合。他以「Narrating Hong Kong」的
課程為例，他指出該課程用英語、中文和普通話
教授都可以，但課程裡用到的文獻和資料都用不
同的語言寫成。轉變教授語言時，課程設計亦不
同，所以即使學校允許學生事後可轉變教學語言，
但同時要準備兩種語文的材料，故擔心學校未能
提供足夠資源。校長稱這政策有很大的彈性，但
即使校方樂意撥款，但學校開支浩大，特別是根
據報導，本年度嶺南的籌款額大降，校方是否有
足夠資源供給各教學部門，的確令人疑慮。

新政策實為配合日漸增多的外地留學生。非
本地生來到嶺南，在選修科目時往往遇到語言問
題，上課時才發現用中文授課，又礙於自己是班
上少數的一群而不敢提出保留英語授課，所以校
方希望一早決定授課語言讓學生可以選擇。一位
韓國交流生Jeong Yoon Choi (Jenna)亦於討論會時
表示她支持校長的方案，她認為新政策對非本地
生更為公平，她認為本地生有責任唸好英文。用
英語授課是否適合香港學生一直是學生擔心的問
題。嶺南學生普遍都可以英語作基本的溝通，只
是靈活運用英文於學習的能力則有待商榷。
不過，在報讀大學時，學生都知道大學是以
英語授課的。甚至有些學生在中學時已經用英語
學習，所以學生不會不適應英語學習環境。況且
嶺南並非一所純母語大學，本校課程大部分都以
英語授課，工商管理和社會科學系大部分課程都
以英語授課，反而文科學系則有較多課程用中文
授課，本校的學生向來並無異議。再者嶺南學生
全都經過高考考進嶺南的，英語應該有一定程度。
即使在三年大學學習裡可以用中文，將來面對社
會也逃不過英語主流的社會現實。學生亦可把學
習需要視為動力，積極鍛鍊好英語。新政策亦預
留了空間給學生更改學習語言，所以學生不用擔
心轉用英語上課屬於板上釘釘，沒有商量餘地的
一回事。

況且’申請改變教學語言的程序是否可以如
意料中實行呢？同學在開學一星期内可向教務處
申請改變授課語言，同學向學校申請前必定會觀
察班内有沒有非本地生，如果有非本地生，學生
就不能申請。如果班上的非本地生在調科的最後
一天才退修那一科，那就演變成班上沒有非本地
生，學生又申請不了改變授課語言的情況。經對
比新舊政策，其實學校的語文政策沒有太大的改
動，只是一早設定所有科目（除中文和翻譯外）用
英語授課，但在上課一星期内仍可提出調整語言，
校方承諾會於一至兩天回應學生的申請是否成功，
希望解決學生擔心行政速度影響選科的效率。但
是這也要待下年實際上施行了才可以證明得到會
否影響學生。
新語文政策的改動並不大，只是在改變授課
語言上有更清晰的條文。不過，既然新政策只是
改動轉變授課語言的步驟，又何須列為新政策，
令學生以為下學年的學習情況有很大的轉變。連
校長也坦承這一次校方低估了同學的反應，所以
校方以後遇上類似情況，理應在諮詢程序上多花
一點工夫，方才通過。此外代表同學出席會議的
學生會幹事在會議前須先清楚了解同學的意見，
以免再次出現類似事件°

民主牆上的大字報反映了同學對語文政策的意見

同學關心校政值得鼓勵
_
在這件事上，部份同學覺得這未免小題大做’
但如果不是那班同學的關注，大家可能仍然對這
項校政的修訂一無所知。如果不是激起了這麼大
的風波，校長未必會親身向同學解釋，也未必會
根據與會同學和教職員的憂慮和建議作出全新的
修訂。從這事可以得知校方相當關心同學的意見，
民主牆亦真的能發揮其功效，引起同學討論，從
而令校方從善如流。

部份非本地生也能以粵語上課
選用英語是基於國際潮流所趨。無可否認，
英語是國際語言，為了吸引世界各地的學生，將
課程轉用英語是必須的。基於這個原因，轉用英
語授課亦無可厚非，有學生認為國際化並非等如
要使用英語授課’文化研究系系主任Prof. Meaghan
Morris則表示支持兩文三語的政策，她認為只要是
懂廣東話的學生都可以修讀「Narrating Hong Kong j ’
這無關乎他們是否本地生。其實Prof. M e a g h a n
Morris的意見也很值得參考，只要非本地生可以
用其他語言上課，例如是廣東話，甚至是普通話，
學校都可以讓非本地生選讀中文授課的課程，而

校方考慮未夠周詳同學難免疑惑

文化研究系系主任

Prof. Meaghan Morris

從討論會當天所見，不少同學均準時到達觀
看，隨後與會的同學愈來愈多，可見同學相當關
心是項議題。同學對於校方政策的關心的確令人
讚賞，希望將來同學會繼續關心校政。而正所謂
見微知著，從事後看來不算大改革的語文政策修
訂可以見到，同學大多關心校政，而校方則著緊
同學意見，能迅即回應同學召開討論會的要求，
令同學能夠釋疑。筆者希望同學與校方的這種緊
密聯繫能夠維持下去，以彰顯嶺南博雅教育的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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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校長夫人盃舍際演講比賽於三月二十
七日假陳德泰大會堂順利舉行，如無意外，這一
次將是最後一屆的校長夫人盃。畢竟陳坤耀校長
來年卸任後，校長夫人盃也許就此停辦。
比賽還沒開始，各宿舍的宿生似乎都已準備
就緒，為自己宿舍的參赛健兒打氣，「HallA!
Hall A! Hall A ! 」 、 「 W o w
HallF!」、
「林護堂！林護堂！……」等一句句的口號不絕於
耳，使整個比賽場地都瀰漫著熱鬧的氣氛。
比賽先由個人表演開始，每個參賽單位都能
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加上豐富的感情及澎湃有
力的動作，使台下觀眾都能感受到英語會話的樂
趣。而在他們表演的前後都總會泛起一片片的打
氣聲和喝采聲，彷彿參與比賽的不只是站在台上
的那幾人，而是在大會堂裡的所有人。

至於當晚的比賽結果，A座宿舍包辦了個人演
講項目的冠、亞、季軍。而團體演講項目方面’ D
座宿舍參賽者憑藉其獨特創意’自作自「誦」，勇
奪冠軍；F座宿舍參賽者把戲劇融入英語演講之中
，獲得亞軍；A座宿舍則憑藉其生動有趣的表演獲
得了季軍。而全場總冠軍的殊榮則由整晚都表現出
色的A座宿舍奪得，可謂實至名歸。
獎項頒發完畢後，校長夫人陳芳琳女士與觀眾
分享了她在這五年間對校長夫人盃的感受，並肯
定了這項活動的意義，並對嶺南學生英語水平的
進步感到鼓舞。雖然校長夫人盃將會停辦，但她希
望將來學校能繼續舉辦類似校長夫人盃這樣有意義
的活動，為同學提供一個改善英語的機會。
<

i

兩文三語交替運用
嶺南辯論比賽形式創先河
^ ^
本年三月十九日，本校舉辦了
「第一屆兩文三語辯論比賽」（1st
Inter-hostel Trilingual Debate Competition) 。顧名思義，是次比賽的
評分標準，除了根據正反兩方的辯
論內容，同時重視雙方參赛者在整
個過程中對粵語、英語以及普通話
的掌握和運用。為了隆重其事，是
次比賽請來了本校校董梁振英先生
擔任評判和頒獎嘉賓。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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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闡述觀點，這種比赛形式不但極
具創意，還能鍛煉參赛者兩文三語
的能力，很有意思。例如一位隊員
用英文提出觀點後，下一位就換成
粵語，再下一位又轉用普通話發言
，全晚比賽者便是用這種嶄新的方
法體現出「兩文三語」的「韻味J
。正反雙方互相角力了一小時多後
，北宿辯論隊堅持「家庭應是養老
問題的主要依靠」，最終取得了是
次比賽的勝利。
演的都全賽校的
的宿校為比本河
短南全成論升先
簡是學南辯提創
表還大嶺J能開
發宿南。語但有
前北嶺者三不還
獎晚，利文動’
頒當軍勝兩活平。
在論冠的r項水義
董無取天辦這文意
校出奪今舉，語史
梁指隊是間學的歷
，論定首A學別
說辯一港的同特

這次辯論之論題為「養老問題
應該主要靠家庭還是靠社會？」，
著重探討家庭及社會在面對日益嚴
重的養老問題時，誰應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北宿的辯論隊的立場為「
家庭應是養老問題的主要依靠」，
引述「孝」和其他中國傳統思想在
養老問題中的重要性。而站在「社
會應是養老問題的主要依靠」一方
的南宿辯論隊，則以現實出發，極
力強調物質是養老不可或缺的元素
。辯論過程中，雙方各持理據，在
互相尊重的前提下，雄辯滔滔’使
現場籠罩著緊張激烈的氣氮。

撰文：何夢樓、古秋明
設計：鄭雅各一-^

綜觀而言，是次比賽辦得頗為
成功，同學均頗為欣賞是項活動。
這項活動意念創新，又具意義，將
來必定會慢慢演變成嶺南的傳統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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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博凱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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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在嶺南走一個圈，他所領略到的是博雅教育’
不一定。地方很、、？也不一定。但很多人心“中會有一
^^
這麼多！苗？
^^Vflfe^Mr
南的貓已大概接近一百隻，牠們分佈於南宿與何善衡樓⑶们之,『成兪體育館與社會科學樓(so)之間、北宿和後山等地方。「嶺
w^
釋IS十梦廣’儼如跟嶺南融為一個整體，不可分割。
^
每天貓兒#有扇瞎飼’天天吃喝玩樂，生活好像無憂無慮，但實際上真的是這樣
說，大概十2月時，貓兒的出生率很高，一群又一群的小貓不斷出生，同學們都為此ssm
南都洋溢著幸福的氣氛。常常看見一些同學逗小貓，給牠們貓糧，為牠粑拍照等。但相tiT^lL^
的貓兒的數目’少了許多。牠們去了哪裡？有經素餵飼貓隻的職員表f‘，有不少貓杞死/，只是^
一大清早把死了的貓兒拾走，同學們很少碰見而已。1有:生仑’描_命：MHik的生活“，其
不動便與死亡擦身而過，生命如jt
弱

可以如何幫助牠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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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十五曰，愛護動物協‘的•牝至lj,
捕捉貓，為其
IffF捕捉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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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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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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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連同小虎有三十七隻雄性’其他五十三覺
有四隻證實已懷I。此外，有ML—'
If7有四隻；
隻f苗未能捕捉。在手術前數天，貓隻不可進食
.不能喝，結果一向嬌生傻
_宿看見數隻小貓走
^ ！ ^ ^

了人的心！^|

fi

驗。大家都
滅的話

看守
^把牠們安置到有蓋遮蔽的
：家都理解，可是在過程中會有不少貓隻因此
叉沒有人敢餵飼牠們；有些小貓不適合做手術的也一同挨餓。
F鬆兒捉走，並確認需要對牠們進行手術後，才停止給予食物嗎？
f

嶺南貓需要你們的關懷
雖然上述方法的可行性尚待證實’但是以上每一個建議都是一份關懷，一份感情！對
於大家來說，嶺南的上上下下就好像一家人，而「嶺南貓」就像是大家的寵物一樣。筆者
相信，每一個「嶺南人」都對「嶺南貓」有深厚的感情，會為牠們付出自己的關懷之心！

學生會編輯委員會徵稿
「即使聽到同樣的故事，每個人所理解的也不盡相同。」
fi^e if evert tftoujfi
the^ heardthe
same
tales.“
"775e others e冲eriencednofftinj

諾瓦利斯
Novads

毎天校内校外都有不同的事發生，你會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為何不公諸同好？
我們的法定刊物《嶺暉》和《嶺南人》分別設有投稿區，為你提供這個機會！
[Voices]
《嶺暉》
語言規限：中文或英文
字數規限：約八百五十字或以下
内容要求：以評論校政與學生事務為佳
社會世事之己見

惟亦歡迎同學分享對人生百態以至

《嶺南人》一一【出人「投」地】
語言規限：中文或英文
字數規限：約一千二百字或以下
内容要求：以日常生活文化為佳 但其他題材亦可
備註：若能提供相片更佳
另請同學注意來稿不可帶有歧視性、淫褻不雅或人身攻擊的字眼。本編委會或
时來稿作必要的編輯。
改請隨來稿附上中英文姓名（如欲使用筆名，請註明）、科系、學年、聯絡電話
殳電郵地址。
茅電子郵件至wl2chau@ln.edu.hk (來稿請使用Microsoft Word檔案）
或於辦公時間内（星期一至五之上午11時至下午6時）將稿件交到編輯委員會會
室（AM208)
如有疑問，歡迎來郵wl2chau@ln.edu.hk。

停一停！想一想！
以後的日子怎樣過？
人人都說：「大學的三年很快就會過去。」到現在這一刻，你同意嗎
？到這刻，你在嶺南你得到了甚麼？知識？朋友？你的日子怎麼過？是每
天都溫書至通宵達旦還是玩電子遊戲至「天昏地暗」的境界？你滿意今年
的生活方式嗎？
三年級的同學大概正在籌謀畢業後的路向，為自己鋪展一條康莊大道
。然而，還會在嶺南生活多一至兩年的你呢？是時候檢討一下自己的生
活方式，計劃一下來年大計。
進大學，除汲取書上的知識外，課外活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這能
夠令大學生活充實一點，多一點色彩，給你留下一點回憶。嶺南提供很多
課外活動，差不多想得到的都有提供，攝影、跆拳、戲劇、辯論、舞獅
和龍舟等，文武倶備。大學的確是一個培育人才的蘊釀之所，給我們一個
接一個的機會發掘自己的潛能，把自己裝備得更好，準備他日回饋社會。
假若你決心擺脫往日「hea」的生活，立志投身充實、積極派’又想
參與課外活動的話，還得好好考慮一下時間分配、能力限制等問題。興
趣歸興趣，但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我們都沒有「分身術」。所以還是清
楚鎖定目標吧！其實參與一至兩個課餘活動已經很足夠。
有些同學會想：「『hea』有甚麼不妥？日子過得舒服，沒有甚麼
壓力，為甚麼自討麻煩，參加甚麼活動！」知道嘛？沒適量的壓力，人不
會進步°再者，參與課外活動或「上莊」可以認識很多新朋友’以及汲取
很多行政方面的知識，將來都會用得著。想為淡而無味、白如畫紙的大學
生活，添一些調味料，加一道彩虹，現在好好計劃吧！
馬歡儀
副總編輯（出版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