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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isthereforenotlikelyto
bemuchpublicsympathyforcomplaints
complaintsthathospitalinternsare
beingunderpaid,particularlywhen
asfullyqualified oneof
thehighestpaidprofessionsinthe
cornniunity.”

“Wherethe internsare on
strongergroundisontilequestion
ofhours”

“Theinternscannotoptoutof
it withoutsacrificingtheirfuture
professionsandwhilethereisinour
viewnocaseforpayingthemmore,
orofchangingtheirduties—for
traineestraditionallygetavariety
of minorjobsand“dogsbody”
assignmentstheycanbegiven
clearertermsandconditions.

TileMedicalDepartmentmight
alsoadvisethemthatifthereisany
thoughtof strikes,anytimelost
willbetakenoutot theirinternshin.”
internshin.”
，巷大醫學會澄清有關l對7口星島
晚報歪曲報導港大醫學會于庠莫嘉
明1,d學的電驕答靄再，並才旨出j黠錯誤
報導之處，J雙抓：．，民交代。

12)J9ii •1-IKStandard : thegovcrrncnt
govcrrncntwill lookintothe
matterandconsidermeeting
theinterns.

12）1211 賓叩醫’l ‘股很與Dean‘之kIHD
會面，但被MHD。撕扣，

12f13口 Profc：。orGib。o:：就SCNIP12f
8口的禮淪發表意見如F :

theyarenotregisteredwith
theuniversityeitherasundergraduate
undergraduateorasgraduatestudents.

Internsarenot,asyouwrite,
universitytrainees.”

‘Asamatterofconvenienceto
theGovernmentandotherhospitals
the MidicalFacultyassignsits
graduatestohospitalposts.Inthis
it isnomorethananemployment
agency.”

anemployercannotescape
hisresponsibilitiesby callinghis
employeetemporaryortheirpayment
paymentonhonorarium.It isanemployer’s
employer’sdutyto investigateand
rectify,asbesthecan,dissatisfaction
withconditionsofemployment.”

1 hopethenthatthe
Governmentwillpromptlyassure
theinternsofitsresponsibilityand
bestintentionstowardsthem”

12)116

12月17-;

公教報發表：我們工人版小組對
經常加時工作影晌健康及情緒有切
身感，⋯⋯支持這合理要求，也希
望這草未來醫生能關心為貧苦大眾
的服務。
Profc。。or Ong就Profe。。orGi-
boonlZ月13日的信發表想見：
‘Thenexteventtooccurwas

the122internswhobehavedlike
angryhornets,flyingoutofanest
thathadbeenstirredbyanaughty
schoolboy.Theyairedtheirlargely
imaginarygrievancesandmadesome
unreasonabledemands.”

amsurewhateverrealgrievances
grievancesthathadexistedcouldeasily
havebeensolved,if theyhadbeen
takentotheirsupervisorsandtheir
employers,ie theMedicalSuperintendents
Superintendentsofthehospitals.”

“Noonewouldwanttomake
themundergounnecessarysuffering.
Whattheyhadbeenaskedtodo
wasessentialfortheirfinaltraining
asdoctors.”

2!,-21目 數位實習醫生與醫科同學及幹事座
淡，解釋整件事件來源，他們的目
的，希望醫科同學多關注些事，為
爭取一個較好醫療服務而努力下去

中次 啟．忠及醫學會商討聯合出版一份
實習醫且：專輯，讓大家瞭解整件
事件，並繼續關注其發展。

l) !23 缺督教1業委員會對實習醫’l：的工
仁才青侃作J’調查立麩公開發表。

HKUSU Medical Society Publication;0]

volume I 0, number 2

實習醫生事件 始末：1977
也從十斗月一日英文皮報刊登有開實習

醫生醒釀罷工事宜之佳，在社會與論上曾經
引起邊一陣激烈的爭辨。雖然現在這件亨表
面上似乎已平靜下來，但幹事會為使同學對
此件事便加瞭解，更加掌握。特將這一連爭
的事件節錄如下，俾同學有所參考，並希望
同學們對這件事以復的發展多多關注。

10月初

12月l口

12月ZL]

一草實習醫生對現侃不港，草擬了一封信，準備發給醫務衛生處、醫
學院及各報章，所以將信在其他實
習醫生中傳閱，要求大家簽名支持，也曾召開一個全體實習醫作一會議
，但反應未如理想。
英文虎報刊登有關實習醫生意圖罷
工一事，並提及該信的部份內古，
如要）k改善工作條件。
當晚新晚報轉載。
不少報章轉載。
兩個醫學會（BMA HKMA）均
認為實習醫1江應忍受這個階段。
殲務南乙I：處謂實習醫’-！七嗡學身
份，並，渭罷叩對醫療月叉務沒影峒

12月31

12）4 11

付ks
必O
吋77 ．。，. _,,12)] 7日

港人醫學院發表聲明，強調醫學院
的責任只在分派工作單位，監察這一年的教育質量，而實習發’兀在醫
學院內袒任電要角色，非人學的僱
員或學且，應屬政府管理。
香港友學學’t會醫學會發表聲明，
解釋賓開聲’1：的山來，反現11寺會青況
，、！：對，lY習醫’L的處景反1作情j兄
人，戶同才占，要求當局對現存’青兄n一介間全d近檢了寸及改革。
實開醫生召開全體會議，臉向數人
後冉草擬一份聲明，發給各報章，
黠內容與卜）神J草擬的f病,人致不]
。J'J。
122位實習醫生聯名發人的人明flj
於各大報章。

華僑11報越評：對占n黝’-_1.n
情況表示震驚⋯⋯對病人不不lj.，·⋯
要求政府正視事實，迅速改誇。

12月8口 醫務衛生處發言人黃坤明謂：實
習醫生不是政府公務員，與醫務衛
生處之政策無關，⋯⋯將會與港就
臀院各有關人仕討論如何解次這件
事。
SCkIP社論：題:1 :

“Interns’objectto ‘dogsbod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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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 年 實 習 醫 生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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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ocGommitteeon the
fea6ibility of theZ一year
intern6址p艮related problem6

第 二 部 份 ：問春分折 必
中必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于中中中中中中申中于

遠在廿多年前，當政府根據英國及
香港醫務委員會的建議訂立按例指定醫
科畢業生須在醫院內實習一年才可正式
註冊執業行醫之後，這一個制度即備受
各方面的批評及關注。尤其在最近數年
之內，醫療的服務水平漸漸趕不上社會
的需求，以往所維持著的平衡受到干擾
，令到各方面的問題都紛紛湧現出來，
實習醫生所處的尷尬情況更日趨嚴重，
改善這個制度的措施，正是刻不容緩。
這一份問卷的出現，目的就是要令
醫學生們都投入這個改革的很潮中，去
關，O香港的醫療制度及對方心讓醫生，
勞亦思教授等所提出的二年制實習醫
生計劃作出具體的意見及評論。雖然
同學們都未有親身嘗試過這個實習生涯
的苦樂，認識可能不夠全面同答，但我
們相信同學們在問卷的時候，都是就自
己所見所聞加上理性分析之後才填上答
案的，所以問卷的結果都應該代表著同
學們的心聲，有關人仕亦應考慮接納來
自醫學生的寶貴意見作為改善藍本。
俗帶俗半半半帶半半俗半半半半半半

（一）現況評論
同學們普遍地對整個制度表示不滿

意。其中最感到失望的就是工作時間，
工作量，學習機會及所得到的福利等，
尤以工作時間為甚。這足以顯示工作時
間實有改善之必要。較為滿意的地方，
只有服務性質方面。這恰好與對學習機
會的意見相反，可見在現存制度中服務
與學習的平衝是失掉了，整個制度的重
點似乎太側重於服務方面。
薪金在同學們眼中並不佔看太

重要的位置。雖然很多同學（47影）對
目前所領取的一千七百元卻認為太少，
但比較起來，卻不及改善工作條件時
閒、工作量等為急切及首要。
分派工作的制度對同學們而言都比
較陌生；但了解情況的同學的結論是不
滿意這個抽簽制度的。
制度不健全是肯定的了，但我們該

怎樣去對待這個刷度呢？同學們為自己
選擇了兩條道路，其一就是繼續逆來Ilra
受，其二就是強烈要求改善。

（二） 兩年制實習醫生
計劃

勞亦思教授所提的兩年制實習醫
生計劃，概括地包含了以下數點：
0將實習時間延長為兩年接受四
個專科訓練，即
普通內科，
普通外科或骨科，
兒科或產科，
其它，由自己去選擇

C改善工作條件
訂立合約，
提高薪金水平，
設立假期制度

C工作量的改善，如負責病床的
數目。
普遍同學對以上的方案都表示原
則上可以解決。現在實習醫生們所面
對的問題，而且還認為方案內各細則的
實行應該有先後比重之分：就是工作
條件的改善應佔著首要位置，其次才是
改善工作量及延長實習時間為兩年。當
然，以上所說的還只是理論，至於實行
之後的情形會是怎麼樣呢？有人覺得這
個計劃實行起來，仍是不能擺脫以往的
弊端，而且單單這些表面的改善亦難以
保證我們會有多一年充裕的時間去學習
。增加一年的實習時間，同學們有機
會去接受多兩個專科訓練，就會增加學
習實際行醫的機會，充實知識。這個
結論，是具有保留的餘地的（贊成：50
男不知道：37形）。
在多元化專科訓練的形式方面
，意見紛紜。有認為應把重點放在內、
外、婦產、兒，等科目，亦有人認為第一年接受普通內、外科之訓練是不容置
疑的，但第二年內就應該儘量去接受更
多婦、產、兒及其以外的專科訓練。假
如是要採納後者的話，那麼第二年的專
科訓練的時間就應該相應地縮短 換
言之，第二年整年都是一個選修期（
electivePeriod以迎合r更多婦產
兒及其以外的專科的說法。其實以六
個月的時間去接受一項專科訓練應該是
相當充份的，而有關方面亦應該著實地
考慮除內、外二科之外，將其它科的訓
練期縮短”
在原有計劃中，同學們是有權利在

最後的一個專科訓練裹去自由選擇一項
專科（從一系列的科目中）接受訓練。
由於同學們都理解到這是發展自己有興
趣去深造的科目的機會，所以卻認為應
該真正讓同學們有權利去選擇，而
且要保證有足夠的室缺，以免要用抽簽
的方怯解決，弄至失去原有意義。這一
個訓練階段應特別包括精神科、內、外
、見、病理，及其它的專科如眼、老人
科、皮膚科、麻醉、耳鼻喉、放射學、
普通全科等。在這一系列中，除普通全
科、老人科之外，其餘都在醫學院課程
內或多或少地涉及過。就普通全科而言
，亦有同學要求將它加入醫學院課程之
內有系統地教授，以便畢業之後去接受
進一步的訓練，加強對第一防線醫療服
務意義的掌握及認識。
同學們基本上是歡迎計劃中改善工

作條件的各項原則，例如訂立合約，改
善薪酬，假期等。但解決了這些表面
的問題之後，卻掀起了其它一連串的問

題。單單訂立合約只解決了伕律上的問
題，但仍未觸及各方面真正所要負的責
任。要有一個協調而負責任的管理，同
學們都要求雙方面合辦一個管理部門；
政府方面不應單看眼在僱主僱員之關
係上，還應該照顧實習醫生的教育方面
；而大學亦要肩負起保證這個制度的
健全運行，定期檢討及改善不平等現象
等責任。在假期方面，計劃中的制度，
似乎與同學意願相違反，因為同學們都
強烈要求每星期有一天的假期，而長假
的編排方面，更應由自己選擇時間並可
以預先安排。在改善薪酬方面，第一年
及第二年的薪金總和該相等於現時實習
醫生及第一年醫官的薪金總和。
在勞亦思教授的計劃內沒有明確地

提及的就是同學們都表示關注的教育方
面，雖然一個硬性的服務與學習平衡
是不切實際，但這個平衡仍然須要去維
持。由於實習醫生現時的工作範圍，一
部份（25州）可以由其他醫護人員代替
, 實習醫生只因職權不明確而被分
配了這些工作 ，所以假如當局肯聘
請多些醫務人員、醫官等以減輕實習醫
生的工作量，而又能夠保證每個單位都
有足夠的實習醫生工作的話，這一個平
衡是可以維持的，但平衡的維持並不就
能保證制度的教育方面，更重要的還是
怎樣去儘用這個平衡去學習到更多的知
識及經驗一一足夠工餘時間去溫習及保
證得到有經驗醫生的指導等都是必需的

最後一點就是同學們都熱烈要求有
一個實習醫生的組織，而這個組織
應附屬於香港醫學會，俾能一年一年
地貫徹下去。

將來的實習醫生亦會面對看同樣的處境，就是整個制度都仍會側重於服務方面，工作時間，工作量可能比現在更重，
只不過他們會享有更高的薪金及假期而
已。
（二）學習與服務的平衡
醫學生在醫學院所學的，畢竟還只

是理論上的實踐，具體處理病人的方扶
及經驗等，是有待在行醫過程中去累聚
的。但當一個實習醫生的日常工作只包
括抄報告，抽血，靜脈滴注等的時候，
剩下來與病人交往，學習怎樣去處理病
人的時間不是縮短了嗎？現時的學習與
服務的平衡似乎是失掉了，但我們要考
慮的問題除了怎樣去維持這個平衡之外，我們還要考慮甚麼才是有教育價值的
工作，甚麼才不是，是甚慶的問題導致
這個平衡的崩潰。抽血，（靜脈滴注）
等的教育價值是不容否定的，但假如整
天都在抽血，那是否把其它更具教育性
的工作忽晷了呢？但假如實習醫生不去
做這些工作，誰又會去挑起這個袒子？
醫官嗎？護士嗎？醫學生嗎？有關人仕
怎樣能礦保證這些工作不會全數
列入實習醫生的工作範圍內？
勞亦思教授的計劃裹，並未有明確

地保證教育與服務的平衡能夠得以維持
。當然這不是單方面努力可以維持，但
我們希望有關人仕能給我們一個保證，
一個保證能維持這個平衡的方往，讓
我們有多一年的機會去增加我們行醫的
經驗。

·半朱熔半半半熔朱熔半半牛祟半半
從問卷內同學們的意見顯示，有幾
個問題是值得我們及有關人仕慎重去考
慮的。
（一）工作條件的改善及

途徑
一直以來，實習醫生們都在一個不

理想的環境下工作。例如連續工作數十
小時；由年頭工作到年尾都未有一天的
假期；地位不明確，職權亦沒有明確的
劃分等，這些都表現出這個制度在運行
上出現極大的漏洞。雖然歷久以來都有
人試圖去改·但卻遭受著各方面的阻力
。現在勞亦思教授所提之修改，表面上
可以將以前許多不平等的現象改變過來
實際的效果要待實行之後才能知曉一但恐怕這些改變不獨不能觸

及內裹的問題：政府提供的醫療
服務不足夠令到實習醫生被派到
醫療服務的第一線崗位上。所以就
算勞亦．思教授的計劃能夠全數地執行，

（三）病人的利益
其實整個制度的改變應該只有一個
目的 病人的利益。試想一個筋疲力
盡，工作了數十小時的實習醫生，還能
夠以一個清醒的頭腦、敏捷的手法去調
理病人嗎？更試想一個滿腦子都是怨言
的實習醫生，能安心地去為病人服務嗎
？實習這一個階段，應該是養成良好服
務態度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去把我們從
病人那裹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到我們服
務的對象上 病人。為甚麼報章上的
讀者來函時常地役訴醫院職員態度不理
想呢？為甚麼有些胸懷大志的醫學生，
在畢業及註冊之後，會發覺自己被淹沒
在草眾之洪流之中，隨波飄蕩呢？會否
有人試圖去探究這些現象，尋找出內裹
因素呢？工作條件當然就是其中因素之一，但整個醫療制度的運行，出現的漏
洞，也有商榷之處。
我們所要求的就是一個理想

的工作環境，一個能夠體諒病人
及醫生雙方面利益的制度，去培
養出一批醫療界新血，為服騫市
民大眾，使整個醫療服籐有所改
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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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自 老 師 們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的 意 見

編者按
目前之實習醫生制度存在著不少不

善之處，正備受各方討論；而且或會延
長為二年制；這個改制是否意味著政府
將可藉此而取得額外的簾價勞工？
抑或純粹為提供好一點的學習機會為出
發點？現存制度之流弊，如工作之質和
量是否太過繁荷⋯⋯等等都關乎我們及
整個醫療界的重要問題，本期編委會就
此分別訪問了Prof, Hoich,Dr.Frank
Cheng, Profe。。orYoung, Dr HC
Ho, Dr. JC Hwang, Dr. T 5 Too,
Dr. AllitaLee, Profc::orTodd，及
Profe茹or入4a，他們枕目前的工作量，時問，學習機會，及二年制之優，缺
點等等提供f可貴的意見，編委會護致
謝他們之合作哎意見，並作了以下的訪
尺月總結。

實習制度之意黃
實習除了使實習醫生實踐他們五年

來所學的知識，除了從實際參予醫療服
務中吸收課本以外的知識外，這個時期
更應是培養實習醫生一個責任感和服務
人覃的好機會；在醫院裹，與病人最先
接觸的是實習醫生，實際h，他們站在
第一戰線上，一個良好的服務態度與充
份的醫療知識，都是重要的。
現時之工作環境
鑑於個別醫院清況有所分別，現以
瑪麗醫院之情形作一個實例。
每單位有二個實習醫生，平均每一

位要照顧三卜五病人，平均綠三晚富值一晚，連續工作三十餘小時，有時甚至
連值二班，工作五十餘小時不等。

必必必必令心令夸今必令令 傘侖徐令併心傘熔令侖令令心徐今夸令令今夸令夸·鄴參

恤
’
記孑寫

不再沈默 孺子千
,,Youarethelowe名t animalin

thehoopital"
朋友，你有沒有聽過這說話呢？你
可曾知道我們的師兄曾經破人以此教誨
過，警告過！啊Youohoulddowhatyouare
told!"

"Humble, butnotgrumble!"“剛從學校踏進醫院裹工作嘛，理應
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並且謙虛向前
輩學習，才能鍛練成一個好醫生呀！"
這個好意可以接受，可是，這句說
話的背後還意味看一些難以接受的東西
！它意味看順從一切客觀存在的狀況，
不得違抗。）Jll時，你能請上級對你尊重

一點，客氣一點嗎，不！你祇訂接受命
令、接受責罵，矗占至言語上的侮’的份
兄l你能說I-1作辛苦嗎？制度L有何不
完善嗎？石，刀呂來講次話的權利？即使
在診治病人上ff不同意見，也不敢提出
哩！刀仔個時候的實習醫生就矣J’像不能夠
有個人魄蟀嚴似的！結果，只向逆來JIin
受，而制度上亦因循守舊！無怪乎頁習
醫生所處的不合理環境二卡多年來都沒
有什麼改變！
十年後的今天，還可以在個別的角
落裊看到一些硬抱首過去的封建意識不
放。能夠換取得來的，當時是落後於時
代，不得人心了！
不錯，現時的上級部對我們客氣一

點。可是，我們的處境怎麼樣呢？有沒
有厲正得到尊重呢？

常規工作學習機合
現時實習醫生普遍地每天做了不少
抽血，驗血，填表格，抄化驗報告等等
常規工作，這些工作在一所繁忙的醫院
裹是相當繁重的，醫院人手不足，實習
醫生花在負坦這些工作上的精神和時間
，是肯定不少的；但並沒有白費，因為
透過這些壓力可以培養出毅力動懇，和
責任感，,a’然，常現工作之服務與學習
進修之機會是應該取得一個平衡的，雖
然常規之服務本身具有鍛練服務精神之
教育意義，但過份之工作便會適得其反
，迫使應有之學習進修知識的機會降低
，並且疲勞減低了工作效率；現時就因
為人手不足，服務和學習失去了平衡，
以致服務佔去了不少學習的時間，這情
形有待改善。

大學和政府都有負責：-
實習醫生既服務市民，同時亦處於
受訓的階段，所以服務和進修的平衡是
須要通過大學和政府的通力合作才可達
致：由大學主動，提議訓練課程，而醫
院的各單位去執行。
對兩年實習制之意凡及塊
制度之改喜：
二年實習制普遍受到贊成，對實習
醫生是彼認為幫助的，但並不是表示著
問題可迎刃而解，改善工作環境的建議
包括：
增加僱請監察，註冊醫生，輔助

性員工（minorotaff) ，以喊輕實習
醫生之工作負袒。
多建醫院，增加病床，以降低病

人的流動性，以便實習醫生能有更多機
會去接觸和了解病況，加深實際醫療的
認識。
增加薪金，每月專1700普遍被認

實習醫生應受何方聘請，
向何方負責？
冷清這方而是必頂的，因Z鬍當實習
彆三ff任何不滿或犯錯時，他們可’叢得
向謝：交斗和交代；被訪問的意見J三類

為過於偏低。
設立每年有數星期（2一4不等

）的假期，以減輕精神上的壓力。
學習方面，每人做到普通內科和

外科，另加小兒科或婦產科，這樣既可
增加知識，亦可選擇他們有興趣的工作

圃於大學當局管轄：-
這樣才一可以保證賓習醫生有繼續學
習的機會，免f史他們的時皂過份地被常
規的工作化。去。
屬於醫院當局管轄：-
因為他們騷服務，11民的，而且如果
能和醫院當局簽合：刁，則他們的工作環
境便可以得到仕律L的保證。

塞瞥教工拿行動委員會調
查報
在一月二十二日該會發表的調查報
告顯示，平均實習醫生每星期工作超過一百小時，但休皂貝lJ只有四十二小時，
證明實習醫生普通地在睡眠不足的疲勞
下工作，嚴重影晌服務的效率，不利於
市民的健康，這個過勞的現象實在不容
忽視！

卜管會食i云食營必i 奮面必嘛面必會面會面面心侖心套侖傘必令心必令必心徐令令必徐

今天晚l ‘洶值，叫一夜又瞇杳房、抽
血、看街症、病馳整r!，等、一直連續祖
作三t一多小時，就他樣，兀平均每友工作
二一細、時，一早叫枕百四一小時！'!-
理上的負荷委實次多f！怎磨辦胞？一
些實實作在L狀北限化斤句事寸。弩，例赴•抽
血，寫：氾錄，非‘化哎不可，升則介：州懵
懵。乃俗呈，叫祈fi必。喊迎，，可久溝田重物！縮．伐
學習他修的時州了！
本來，實習醫午C或占醫生）應‘當
向病人解釋病睛反診治心案，以取’！乎病
人的信任和合作，可他叩!的做徨、，多
是命令式的，要求病人、面從，使斤：表、！盛
到任人擺佈，心，!，的疑覲也州不到滿樣
的解答。
卹友。，育曆靨’戶巡房n心，叮

與上級討．淪，對才．馮久的必冶切．柴’n解。
但是，為rf州抆同1或叫早獲取病人
驗血報嗚，很多時沈要犧牲巡房的機會
，走去抽血，趕荔叉時把血送出！；虛樣
，對病人的病兄來不文理解，自己也忱
迫著carryo、，tordcr；、，ithoutundcr-
。tanding，仕J像一宮‘活的機器，論i對於
與病人的溝通也增添r困難！
這一些，都是破迫出來的，實在哄

人氣憤！以前聽到的”Youohouldgive
thebeotocrvicetoyourpatient;"
卻頤來在現實的制度上，毫無保證！表
面上是提供一些服務，可是其質量遠遠
不及市民的要求！由於我們接近病人的
機會很多，因而對於病人的要求最了解
，對於現存制度上的缺點亦很清楚，病
人對現存服務的感受我們是極其親切的

除了病人，我們實習醫生就是最大
的受害者，像一件附屬品一樣，任人索
取勞動價值，而從來沒有尊重、滿足我
們在i這個學習階段上的需要！實習期問，學習不好，怎能袒負一年後直接珍治
病人的重任呢？我們決不願意做個埋沒
良心、不學無術的庸醫！
故此，我們不再侃默了。我們不再
容忍一年，寄望將來做醫生的好日子，也不是谷住度氣，他日向新仔報
復，更不願把恕氣施在病人身上，使
他們苦上加苦！我們要向有關方面提出

減輕我們的工作量！
保證我們進修的條件！
保障醫療服務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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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eSS一notatraceof刀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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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幼ng血ntfyintherivercoveredwithSnow. 遞

‘豆箕詩
OO煮豆然豆箕

本是同根生

管植
豆在釜中泣。
相煎何太急！

‘涼州詞’ 王輪
萄葡美酒夜光杯
醉臥沙場君莫笑

欲飲琵琶馬上催
古來征戰幾人回

細騙
' '

FiffhDimension
Thispoorworldofdimensionthree,
15notforhim,hefeelsnotfree.
Hemouldshimselffromplasticstuff,
Aprivateworld,morerich, -essrough.
Th15muse,5sonthend跑amshisIife
Inhiswor-dofdimensionfive
BeCausethefourthdimension'Sc閔StS
Arenow記aysIivedbyghosts.

BeanswereboUingonabeanstemfire,
Andbitterlycriedt址beansinthepot;"Webothhadtheself-samerootfor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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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歌川譯

sweet辭，恥。，，。。up。r;uminousj“。！，
環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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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laugh,myfriend,if1lietopsy·tu叮onthesand!
Howmanyhaveeverreturnedfromthebattle·groUnd?

d 口h 口勵‘ 吳麒譯{

SpringandFall
TherewasayoungchapnamedHall,
Whodiedinthespringinthefall

Itcouldhavebeenagoodthing,
Ifhediedinthespring

Buthedidn't,hediedinthe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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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是需要有出。聲
的地方，事實上自口水塘
封塘以來，每天仍有不少
人到來憑弔這歷史遺蹟，
其悲傷之情實使人感動。
現啟思為了發揚月艮務同學

精神，使同學們能再次有
吐苦水的地方起見，已決
定在口水塘遺址側鄰興建一所廟宇，並訂名為文武
廟。啟思此種服務大眾的
精神，相信同學們聞言彼
砍感激流涕矣。

TheEditorialBoardwishestothankthespecialsupportofGlaxoHongKongLtd.

NewBuildingsatSassoonRoad

Partlyarisingfromtheneedtoaccommodate
dentalstudentsatSassoonRoad,anumberof
newbuildingsarebeingplannedaswellasalterations
alterationstotheexistingPatrickMansonBuildingand
Li ShuFanBuilding.All constructionand
renovationworkisgearedto thefirstdental
intakeinSeptember1980;dentalstudentswill
bespendingtheirfirstpreclinicaldentalyearat
SassoonRoad.

Thenewbuildingswilloccupyasiteacross
SassoonRoadfromtheexistingMedicalFaculty
complex,andcomprise(inadditiontoanEstates
OfficeWorkshop):
(a) anew4-storeyanimalhousewhichwillhave

quarantine,experimentalandholdingfacilities
facilitiesforlaboratoryanimals,andwillalso
haveanimalsforbreedinguntilthisfunction
istakenoverbyabreedingstationplansfor
whicharestillunderdiscussion;

(b)a4-storeyamenitiesbuilding(whichwillbe
ofmostinteresttostudents)containing;
• a medicalillustrationunit,includinga

photographicservice,foralldepartments
intheMedicalFaculty;

• a largecanteenwithkitchen(replacing,
andlargerthen,theexistingcanteenin
thePatrickMansonBudding)onthefirst
floor;

• commonrooms,ladieslounge,TVrooms
anda bookstore/stationarycounteron
thesecondfloor;

• staffcommonroomsonthethirdfloor;
• quartersforafacilitiesmanager.

Thebuildingwillbelinkedtotheexistingsite
byacoveredoverheadbridgeacrossSassoon
Road.
InthePatrickMansonBuildingthefollowing

alterationsareplanned:
(a) theMedicalLibrarytoexpandintopartof

thefirstfloor(i.e.theoldLockerRoom
whichwillhoweverbeusedtemporarilyfor
officesforthedentalschool;MedicalSociety
Office;ladieslounge,smalllockerroom,
servantsroom)andintotheentiresecond
floor(nowcommonrooms);

(b) theexistingcanteento becomepartlya
residents’communalareawithaTVroom,
loungeandpantry,plusa laundry;and
partlygeneralfacilitiesforallmedicalstudents
studentswitha MedicalSocietyOfficeand
meetingroom,gamesroomanda study
room;andprobablyalsoquartersforan
attendant.

AlterationswillalsobemadeintheLiShu
FanBuildingto enabledepartmentsthereto
accommodateadditionalstaffrequiredfor
dentistry.

Constructionofthenewbuildingsisscheduled
tobegininthesummerof1978,forcompletion
in1979.Alterationsinthetwoexistingbuildings
willtakeplaceataboutthesametime,butwill
obviouslyhavetobearrangedwithmanyconsiderations
considerationsinmind,e.g.theextentofdisruption
toongoingactivities,etc.

投稿注意
·任何英文稿件必須

打字
·中文稿件請用原稿紙

紙並請抄寫清楚！飲思備
有原稿紙可向任何一位編
委索取’。

·文章盡可能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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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時
侯

年夜晚總愛替媽媽入紅封包，
細緻

地塗上獎糊，
彷彿處理世界上最珍貴的

禮物。
事實上，
每一
個紅封包都帶著一

個小孩子的祝福。

年夜飯帶來籬卜卜的小肚子還沒復

元，
又聞到廚房食齋菜的味道了，
這自

然提不起我的興趣，
客廳上擺看的全盒

才是目標。
面對著這麼誘惑的糖果，
我

和弟弟決定互相監視，
禁止偷吃。
可是

每年總是將不准倫吃改為倫吃一
點，
然

後又改為⋯⋯

不知從那免聽來的，
說如果子女在

年夜晚過了午夜才睡，
可保父母長壽，

於是對媽說：
我今晚也要守歲，
等你

多活幾年
。
可氣又可笑。

枕頭下放著壓歲的紅封包，
懷著興

奮的心情人睡，
老是想看年初一
將會怎

樣怎樣，
新的一
年始終帶來莫名的喜悅

矇矓中被炮竹聲驚醒，
自信地認為

是聽到年初一
第一
聲炮竹的人，
趕緊起

來跟寒冷的空氣拜年，
給屋子拜年，
給

全世界拜年。
擾攘一
番，
其他人才起床

，
於是我們一
起上茶樓，
去拜年。一
起

放炮竹，
炸鐵嘐，
放火箭。
對屋
嘛囉

差
的窗子不知給我們射入了多少箭，

其奇怪，
他為什麼從不防守？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日子變了。
沒有

炮竹後，
從埋恕新年沒有氣氛的聲音中

，
新年變得更加沒有氣氛。
入紅封包被

認為是無聊的事情，
上茶樓，
去拜年變

成了公式化的義務。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日子變了，
新年

再不能帶給我莫名的喜悅，
我可以在年

夜晚望石牆上的大鐘，
倒數石它的來臨

，
它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在這個世界

，
它漸漸由幾天公眾假期代替了，
它算

是什麼？不知道在什磨時候日子變了，
你知

道嗎？

華

花開富貴，
誰也不准亂摘桃花！

倫偷看看廳上那裸盛開的桃花，
活

像一
張張醉人的笑臉；心癢癢的，
好想

採下幾朵；
夾在書裹！

啊！好呀！有人摘桃花⋯⋯
弟

弟高聲嚷看。

（
真是豈有此理，
想不到我也會失

手被擒！不過形勢比人強t·）

萬事有商量，三伯的利是l·

唔：·⋯
三伯母的利是！

唔⋯⋯
喂，
得些好意需同手⋯⋯

好啦，
下不為例l·

像一
陣風的，
弟弟走了。
我小心翼

翼地將幾片桃花移植到我的國文書裹。

每一
次上國文課時，
望著那些平扁的花

瓣，
總不免暗自偷笑；直至到我不用那

本書為止。
才慢慢忘了那幾片桃花。

多少年後的今日，
離開那本國文書

時，
桃花仍在，
但我的童年呢？輕輕用

口一
吹，
褪色的花瓣散落處處！吳鴻琛

-

翼
劉
訓郁

失意卻正盎然

註：醫學院去年的步行籌欺。

賀
歲
詩

首

其一

年年此口喜春同

紅豆烏兒銀作語

還鄉似鯽乘新興

裂齒頑真雛稚輩

其二

鳴鐘喚曉又迎春

樓外歡聲追笑語

多年墨血難將棄

願為冥頑施藥石
金映璃窗曙色開

凌波仙子水為腮

訪客如雲肴近裁

汝曹休要負甘來

洛

鑄

濤

楚
橘

花各銜蕾草各新

書前浮頁鎖沉塵

一
點清心更自珍

不辭役役度一艮辰

-
馴引引己
州州
展劉
毛價劉亂馴應．
勵杳

十點半
，
父親做州
莊家
、
大家齊

下注，一
毛五分，
連平日只頗家務及黑

顧我們的母親也加入戰團·
歡波一
宵。

小伙子鰍了，
又得要父親花心思，
逗栽

們歡喜，
原數奉還。

十年後的現在侈
早已選到香港·
哥

姐都分別結婚；
生了孩子，
為生活而忙

碌，
自己也居住在外面，
平日返家的日

子恐怕就是那可憐的五十二個星期天。

愷在家中的不再是我們幾姐弟，
而是年

過六十的雙親，
還有小弟，
年中一
家團

聚的機會少之又少，
除了是喜慶或新年

，
但現在的新年於我再不是從前的揭望

，
而且也不復再玩撲克，
代之而立的是

那個獨眼獸

電視。

又是新年，
年夜飯將至，
未知父母

期待這天的心情是否像當年作子女的一

樣的呢？年

輪
尹
喜

望望牆上的日曆，
只剩下兩張零落

地被風吹來吹去，
驀然醒覺，
這一
年又

只過剩兩天了。

曾經，
新年是一
種提醒，一
種激勵

。
她在那兒遠遠地，
還沒有真正來到的

時候，
向你一
瞪，
你就乖乖的有一
種罪

惡感。
所以在爆竹聲中，
在燦爛的桃花

裹，
你總不忘數算你這年的不足，
再作

來年的願望。
但如今，
我們的感情都鈣化了，
我

們又何曾感覺到年的督促？

時間永遠在和我們玩追逐的遊戲，

我們永遠希望將時間緊握在掌中。一
年

兩年，
以室五年六年，
假若遊戲中，
我

們不勝利的話，
日子就會從指縫間漏去

，
不知所終。
三月，
很快便到來！
跟著，
會有六

月，
之後，
有出年的三月和六月，
⋯⋯

這是一
個輸，
也許有終點，
也許沒有．

新的一
年要來了，
你們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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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
兌
時
的
書

似乎是很遙遠的事

過一
年，
大一
歲，
勤力讀書⋯⋯

（
大一
歲倒無所謂，
若要勁力讀書

，
那倒要·，，⋯）
最不耐煩母親每年年夜

的訓話，
若不是為了那誘人的壓歲錢，

早已溜之大吉
r；幹嗎年年如是，
總要

阻遲人家去逛花市，
莫非要我們像她在

家鄉時一
般，
在家守年夜，
那豈非寂寞

不過！花看不看倒不要緊，
反正城市根本

不是看花的地方；但花市人潮過後，
若

要趕上另一
次人潮，
又要空等三百多天

了！穿上新的衣服、
換上新的皮鞋，
少

不免有一
陣異樣的感覺，
加上黑壓壓的

人草，
喧嘩的笑聲，
才叫人真真正正感

覺到新年終於來到了；那時真希望一
睜

開眼便是大年初一，
又可向人討利是，

好不快活！
但總當廳上那裸桃花還沒自盡開之

際，
新年便早已悄悄地溜走了。
看看月

曆，
又是三百多個期待！
吳鴻琛

要

走

的

時

候

在我入學的時候

我多麼想拿起一
技筆

寫出一
首詩

可是沒有詩意

口
有寫上

沙宣道上的樹影

多麼有意思

圖書館的玻璃

沒有同音

只有冰凍×

×

×

在我要走的時候

沙宣道旁的草坪

卻綴上聖誕的天使

圖書館前

更有新一
年的預告

啟思編委呢

有新春的鴻圖

你說出一
個角落吧

就有看不盡的海報

沙宣道呀

妳熱鬧起來
×

×

×

八位年輕的幹事

青春的幹事

一
個說
要服務同學

一
個說
要並肩前進

認識社會

他們是大海上的泡沬

洪流捲起的一很花

猶記得

拉記門前

啟鑼打鼓

醒獅張牙舞爪

壯起上百師生的腳步（
註）

為了同一
個心願

醫學院啊

沸騰吧！

戶

，、沐

諜遺賺陸讒賺卜，．一丁．欠，

嗚顱
纏一-jL口鬥時望呂

口滷煙口口忠曾口 了五仁鑷
巡
撾
紼謂口開言認

父

母

子

女

的

年

又
木

年是兒時的好。

還記得那年的嚴冬，
睡在母親身旁

？
眼睜睜地望石魚肚白的帳幔，
街上是

何等的悄靜，
只仃問歇的汽車聲和貓兒

求偶的阱聲，
時或傷感，
時或駭人，
但

這晚，
除
f（足孤單的周圍，
還有我那焦

燥的心，
在摧速蒼慢得像老人的分秒，

腦一裝是母親帶笑的話語，，
爸爸會在年

廿九晚回來，
還有大哥和二姐，
你們要

乖乖的：，··。
為了生活，
我們一
家唯有分散。
澳

門的徐
活水準較低，
住隧及讚書也較廉

，
母親便和我們幾個小伙子住在這小埠

，
爸爸，
大訝技二姐都到再港找生活，

每月匯欽回來，
因為往返港澳的船費又

貴，
時問又長，一
年不會有很多日子見

到他們。信中說今夜大船回來，
好容易才央

求得遲睡
小時，
卻無奈未見他們，
現

在臥在床上，
心眼兒卻與街上的路燈無

異，
是銀白的熾熱。
滴答滴答
！·
⋯快

點滾罷，
你這惱人的絆腳石。

許久，
猛然聽到停車的聲音，
下車

付錢，
跟著是門鈴聲！啊呀，
爺回來了

。
母親原來也沒睡，一
翻身已到了大門

，
迎接重洋歸來的至親的人。

我們幾個小伙子，
除了還未懂性的

小弟，
都紛紛鑽出被窩，
因為深怕母親

責怪，
只好躲在門檻後，
不時探首廳外

，
縱使可能只見到他們的影，
聰到他們

的聲，
仍是有一
種儉嘗仙果的味兒。
放

行李的聲音，
現在是倒茶，
移欐的，
噢

，
捺不住
f，
我們一
窩蜂的擁了出去；

到了父親的膝下，
身旁。
當然。
除了吃

的，
還有大哥的電動遊戲，
二姐的棋子

久醒．的紅包也蛋寶貴，
收到時也份

外快樂。
我們幾姐弟，
都愛收集精美的

紅包，
和比較大家得來的
利是
錢，

看誰的最多，
最新。
這樣難
學的日子，

鉑間是吃個不停的拜年h
晚上就是己吶

矗口
‘
,，
坤尸
州，州一
織
j
.
-

-."

確緝鯀繼謹滬瀘襪澶纏個澶纏捆蔆
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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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hall

黃、流
前言
近幾年來，愈來愈多醫學院裹的同

學搬出來，住在大學附近。今期啟思特
別四出訪問住在這些迷你舍堂的同學，
希望能反映一下他們的生活情況。並且
更藉此機會使我們關心到學生宿舍的問
題。

迷你舍堂的特點
這些舍堂的特點，就是密密麻麻的
散佈在港大的週圍。有小的，有大的。
小的就譬如一兩個同學租一個七、八十
呎的房間。大的就有多至十多個同學一
起租一層樓宇作宿舍之用。這些較大的
迷你舍堂多數都有自己的稱號，如牛
記、列記、頓記、興漢堂
等。這些名稱，據說都有它們的來由
的。就拿牛記來說，它的名稱就是
取材於魯迅的一句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牛字了。
不要看輕這些小型舍堂的作用，其
實入住在這些迷你舍堂的人口，有
百多人，佔整個醫學院學生人數的百分
之十五。就人數而言，他們的勢力可真
不少。

另外一般同學認為搬了出來的可以
活動得比較自由。最低限度就少了家裹
的約束。做甚麼事都少不了家人的過問
；夜點返宿舍亦不成問題了。有些同學
則希望嘗試一下獨立生活的滋味，學習
怎樣自己照顧自己，藉此鍛練獨立生活
的能力。
還有一點，住在較大型舍堂的同學

大多都希望搬出來能享受下草體生活的
樂趣，學習怎樣和人和睦相處。和領悟
守望相助的道理。更有同學認為可以使
自己的人格昇華呢！
亦有不少同學除上述原因外，是想

省下時間，希望能有多些機會參加課外
活動，充實自己，從而真真正正的接受
較平衡和完美的大學生活。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絕大部份入住
迷你舍堂的同學都曾申請入住大學的
宿舍，因宿位不足而被拒諸於門外的。
有幾位同學就曾經連續三年申請聖約翰
堂和明原堂，但每次都不被接納的。

居住的原因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大多數同學都是
住在距離港大較遠的地方。為了要節省
往來大學和居住地方所花費的寶貴時間
，他們就和一些相熟的同學一起租出來
住在港大附近。
家庭環境亦是一個很大的因素。很
多同學是住在廉租屋，新區和一些細小
的私人樓宇裹。家裹的電視聲，家人和
磷居的嘈聲，加上屋裹環境的擠迫，都
很難令人專心的溫習書本。所以他們就
覺得很需要搬出來，找一個較為清靜的
地方，俾能夠集中精神去應付讀書的問
題。這對於我們醫學生來說，尤其是十
分重要的，

迷你舍堂生活：
至於這草多半為被大學宿舍拒於門

外的同學，在迷你舍堂內，有著自己的
小天地。這些舍堂，大者空納十餘人，
佔地數百呎，有獨立的廚房，廁所，客
廳，睡房，小賣部，雪櫃，老爺洗衣機
，電視，錄音機等，應有盡有，正是麻
雀雖小，五臟俱全；且各堂友組成的
行委會開會通過，再由舍監頒佈實施
，充份表現民主自治的合作精神，也是一個社會的·縮影。至於小者，則由一位
或兩位同學所組成，住在數拾呎的房間
內，問題可比較容易解決，彼此互相遷
就一下便是，最難處還是在寄人籬下裹
，住在人家地方，借用人家水，電及電
話等事事得先問准屋主，總不及大舍堂
方便D
搬出來住後，首先是省卻交通往返
的時間，自己的時間運出可自由得多，
不像從前放學後，祇顧跑同家吃飯，
剩出時間，多用於參加學生會或，學
會的活動。放學後，走進小舍堂中，生

活真是多姿多釆的。學習方面，堂友多
組成學習小組，鋤書，討論，對筆記，
互相可照應。而另一面，舍堂生活，趣
事連珠，有堂友互相比試武功的熱鬧場
面，亦有住在高至天花板的三格碌架床
者，每天上山下山，運動可不少，有
掏手瓜的緊張氣氛，有每朝早擠在
洗手間刷牙的混亂場面⋯⋯等等，使人
樂不可支；較大的舍堂，更舉辦多樣化
的文康體活動，如跑山，旅行，野火會
，擂台，鬥波，高台，舞會，打邊爐，
賞月，合唱團，笛子，琶琶，口琴，二
胡學習班，古文學習班，書畫，詩詞創
作等；亦有每週例會，使各堂友互相交
流意見，溝通思想，研究問題，亦間有
邀請外界人士參加座談會，如實習醫生
和教育界人士等，使同學更能認識和關
心社會問題。
同學對迷你舍堂的生活，感受各異，
有苦有樂。特別是單身住在租用的房間
中，斗室四壁，除讀書和睡覺外，沒有
暢展身心的餘地；以往在家被待為大
少爺的同學，一旦隻身獨處，總有無
數困難：每天買腿，責飯，洗衫，理家
務，起居飲食，無家人照顧，自責自嚼
，苦無意思，或限於租例者，一日三餐
，多在醫學中O的食堂解決，若住近大
學本部者，更要每天捱學生會食堂冰冷
無味的飯颼，心恐營養不良，真是苦不
堪言！唯一安慰是每週同家省親的時候
，揚水蔬果，媽媽總是特別照顧週到的
，此時才感覺到點點家庭溫暖”
總括而言，這軍同學均能學習獨立
生活，靈活運用時間，不單增進書本上
的知識，更能透過參與活動，與同學交
流認識更多事物和充實自己的大學生活
，心智上更能完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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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作一個粗署的估計，迷你舍堂的住
客差不多佔全醫學院學生的15形，從他
們搬出來的理由，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這些同學實在需要一個離學校較近而矚
境清靜的住所，他們大部份也曾申請宿
舍，但由於宿舍位短缺，他們只好自己
搬出來住。現在大學的宿會只能容納全
港大學生的17男入住，這樣看來，宿舍
的作為責任學生福利設施是大大的不足
夠。
另一方面，部份住客對宿舍的教育

意義是肯定的。在迷你舍堂中固然有與
人相交的機會，但接觸面比較狹窄，大
家一起住的多數是醫科同學，一些單獨
或兩三租房住的，更不時有孤單寂寞的
感覺，不能夠像大學的宿舍裹，不同院
系的同學互相生活，有很多交流的機會
。此外，迷你舍堂亦缺乏了宿舍較緊密
的組織，同學想認識更多社會國家的問
題t有一定的障磚。

然而，在這過渡時期，大學又應如
何幫助這批同學呢？很多同學，尤其是一年班的，接到宿舍通知，申請被駁同的
時候，距離開學只有很短的時間，只能
夠慌慌忙忙的去媼屋，很容易便會吃虧
，在訂立租約的時候，很多同學因為怯
律上的知識並不足夠，一些業主便會乘
機訂下一些條件十分苛刻的租約，曾經
有同學因不滿居住環境想搬走，卻由於
租約而被業主控告，終於祇搬同原處繼
續居住。

因此有同學要求宿舍在否早一些通
知那些不被接納的申請？在幫助同學慍
屋的時候，雖然現在EatateOffice有一些資料提供，但據同學反映，那些資
料很多時都是不完全和過期的，對同學
幫助不大，那麼大學和學生會又能否提
供更完善的服務？一些伕律上的問題，
和同學生活上所遇到的難題，又能否得
到適當的輔導？

不過，在訪問當中，亦有不少同學
指出現行大學的宿舍亦有不完善的地方
，很多宿會在維持自己宿舍精神方面，
t令到同學產生一種無形的壓力，個人
的自由受到牽制。而且，宿舍人面廣，
交往就不可能太深入。不過，在宿生會
，舍監，導師和同學間互相瞭解和合作
，宿舍一定能夠更符合同學的要求。

宿位短缺是一個被談論已久的問題，隨看更多同學搬出來在迷你舍堂中居
住，這只反映到這個問題越趨嚴重，此
外，同學要求的並不是酒店式的宿舍，
而是有機的，軍體的，宿生會，導師，
舍監和同學一同經營的宿舍。Swire
Hall建後宿生的比率只能達到凶男，幾
時宿位才能增至足夠同學的需要呢？

從福利和教育方面來看，現在的宿
位是絕不夠的·而迷你宿堂絕不能完全
代替宿舍，它只能被視作過渡時期的替
代品，要解決學生住宿的問題，宿位增
加是唯一的方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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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這份義工是否施與，則兌仁見
。某些義工認為這不是施與，而是誘，扶持她們。難道我們是高人一等去
與給這軍不幸的小孩？難道以往父母

院
力？

對瑪利灣工作的看法
有些義工覺得在瑪利灣工作有安
全感，，因為工作氣氛和諧，義工和義
工之間可以溝通，義工和裹面的導師之
間亦可以溝通。 ；酌說到工作本身，有些同學認為表面

老師誘導、教育
我們是以愛為堆

導
施
，

有絕幫助
上是服務，但卻覺得所接受可的比
給予的多。因為那些孩了句以帶領翁

不
戲贓彫

．
翅
馮，叉

瑪利灣 這個時
名字，它是一部分醫學
六的目的也。鳥什麼這
般期不是在圖書館波遏
家中睡眠，看會，不是
。這地方真的那磨夫的
想知道他們為什麼入瑪矛戶，為
什麼會犧牲食己的時間，妝乃利
清我們學，,J了甚麼 希望下文
，給予你們一個答，翮

為什磨選擇瑪利灣作義工7

浴
名
口
1

個
，.

好奇感，新鮮感是一部分義工進人
瑪利灣的原因。另一部分義工很想知道
瑪利灣的女孩和日常所接觸的有拘分別。有些抱看放眼社會，開放自己的態度，希望認識自己平常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從而了解社會問題。有些卻抱著訓練
自己的態度而獸k一希聖在功課以外有
些成就。
愛 幫助別人 亦是其他義工

抱著的態度。有些同學覺得自己是社會
上幸運的一草，因為能夠有幸福的家庭，又能攀進醫學院；反觀社會上存
著一草不幸的人？有人援持。故此希望
盡己之力去幫助她們，愛她們。
除此以外，有些覺得在其他活動方

面不能和別人競爭，故視這份義工
為一件榮耀的事。更有一些同學抱著崇
高的理想，希望能為別人服務，關心別
人，做到愛人如己的地步。
瑪利灣工作 一種逃避？
有人認為瑪利灣當義工是一種逃避，原因是可以藉此逃避一些較重的責任，例如大學裹面有多樣化的活動，放眼

世界·一等。但一部分義工卻不以為然，因為從他們可以藉著這份工作為社會
服務。況且在其他工作發抒己見不易1
但在瑪利灣卻可以自由發揮。就算動機
是逃避，經過一段時間工作上衝擊之後
，腦子自然產生不少的問題去思考，去
探索 為甚麼會產生這些、問題少女
土？這是誰的錯？．一等等，故此對社
會的認識邁進一步，所以說逃避是不對
的o

有些義工覺得這份工作是相當自由，因為和其他活gr)比較，它沒有濃厚的
政冶色彩，沒有被迫去認同。透過瑪利
彎的工作，我們可以親身體會到社會上一軍小孩的行為，性格等，從而了解到
這個階層的人，刺激我們對社會問題的
關注。

們去認識社會的另一層面，認識到這世
界所包涵的並不等如自己周圍狹隘的框
子。至於那些女孩從我們身上得益多少，那就是未知數了。
對瑪利灣女孩的感受一：頑童？
社會的副產品？ ’·

就我們有接觸的、觀察到所得，她
們基本上與我們沒有分別，只是由於環
境及周圍所接觸的人與我們不同，所以
表現在說話、行動、思想上便截然不同。她們多數是來自不完整家庭〈如失去
父母）·因此在她們的成長過程巾缺少
了愛和照顧”正如一位女童所說：若
果不是我父母秤斗我便不會入來！
的確，若所有的女童都有完美的家庭，
那麼他們便不會入瑪利灣。對家庭的不
信任，加上社會敗壞的風氣及其心智尚
未完全成熟，導致她們交上壞朋友，輕
易誤信別人。缺乏家庭溫暖及教育，使
他們不重視責任感、道德和守怯精神等
等。另一方面，十多歲的孩子需要一些
精神寄訴和精力的發洩，而她們以往就
是缺乏一些正當的途徑去發洩。大
家試想想昔日的行徑，有沒有講粗口、
打架，對人自私，妒忌等，若是有，那
麼我們豈不是問題少年，若說有，
那我們是不是優秀份子，社會的
楝樑？不，我們只不過比她們幸運些，受著家庭父母、師長的保護、教
導，以致安全到渡過昔日童年時代。故
此這些女孩的問題是環境的問題，不是
天生的問題。
入瑪利灣 浪費時間？沒有
價值？
有人認為入瑪利灣工作浪費了寶貴
的讀書時間，況且花這麼多時間是否值
得，又是否幫到她們甚慶？這是否施與
？不錯，這份工作除了花時間，金錢（
車馬費〉、精神之外，尚有未必得到成
果。有些同學認為這是值得的，因為要
做成每一樣事情都要一些代價，故此犧
牲自然難免·。若果抱著幫助她們為目的
，自然希望她們改變好，但不要忘記這
是一件很艱鉅的工作，成果不是一朝一
夕可以看到，故此不應抱肴這樣功利的
態度丰事實上，義工有權利去衡量其得
益與所付出的代價而次定他是否繼續負
但這樣工作。這馳粹央定於個人的價值

一
k

她們而不求任荷物萱r禹耗惜諧糾棟一
希望她們離開瑪利灣後能重新投入

社會“。、一
另一些義工認為感情上的代價比其·
他更可貴”他們認為入瑪利灣是感情上
的享受，因為她們會很親切地對待我肩，翅，視我們如哥哥，這份真摯的友情便是廉， 飯 ，代價。，

淤計仔

工作的困難
在瑪利灣所遇到的困難甚多。首先
是怎樣和她們建立起友誼。她們最初會
以懷疑的眼光來看我們，有些甚至不願
意和我們談話。有些更出言不遜，令人
很難受。有些女孩妒忌心重，看見某個
哥哥和某女孩閒談久些，便非常不高興
。她們時常鬧脾氣，時常吵架，以致同
組女孩之間不能有融洽的氣氛。況且她
們反叛性強，不易接受別人的教導。故
此如何幫助他們是一大難題。另一方面
，每一位義工都有自己的個人價值觀，
個人對事物的看法，故此有機會會把個
人觀加諸於她們身上。儘管如此，．我們
會盡量客觀地誘導她們，扶助她們建立
良好的態度 對人及對事。
以上只是眾多困難的其中一部分。
其他困難諸如對哥哥信任與否⋯⋯等，
都是工作上的阻礙。無論如何，值心、
愛心是最重要的。
瑪利灣 社會 總結
瑪利灣女童的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
問題，它牽連到整個社會狀態”所謂問
題少女只是社會人士以某個角度來衡量
某部分女孩而有所稱呼。難道孩子整天
坐在家中便沒有問題？對一些心智尚未
完全成熟的女孩子，犯了過錯並不是天
大的罪惡，對於一些家庭破裂和不和諧
的女孩，她們是值得同情的。我們不應
以奇怪的眼光來看她們，而應伸出同情
之手，盡力去終助她們建立好正確的社會觀念，使她們亂投社會懷抱。只抱看
學習的態度做義丑沐免對她們不公平，
只視她們為我們的
允，我們應有所付
耐性，盡己所能，
收獲亦不必憂心，

病人看待亦欠公

鰍
付出我們的愛、
獲固然可喜，無

希望她們在心智方面
發育健全“ 常
同學們，你捫可否抽些時間去觀察，去了解瑪利灣的情況？我們是社會的一”盧夕去絕。周：的事物。做醫生體芣稱硯離社會，來吧，走出自己

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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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灣，對很多同學來說
是陌生的，宅究竟是什磨
地方？一個美麗的海灣？
宅背後隱藏著什磨？希望
本文給予你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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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史丹頓中心是一個由善牧會修
女主辦，政府津貼的志願服務機構。生
活在中心內的女孩子平均為十至十六歲
，她們當中大部分來自破裂家庭，因而
引致了更複雜的家庭或個人問題。她們一些是與家人相處得不好，或是
家中沒人照顧，而通過社會福利處安
排到此；另外一部分會是因為家庭，環
境問題，結交了不正當朋友，離家出走
，最後因保障婦孺法例而送到中心來，
由於對象是問題不太嚴王的女孩，所以
在同類機構中這中心只算是幼稚園
級的。
在中心內，過的是以家庭形式為上
，有規律的草體生活。中心共分為四級
，每組有宿生約二十名，目一一位group
counocllor及一位a：。iotantcounocllor
照顧。除了口常家務flI學習照顧自己外
，星期一至互也安L課。學校維分設有
小三至中三各班，學生則包括f一些來
自中O以外的非宿生，以增加宿L與外
界接觸的機會，課程比較看k二實用，所
以除了其他一般學校所教投的科目之外
，還有會話、打字、薄詛、車縫、家政
等。課餘仃校方院方和義工們所組織
的球隊、康樂、戶外活動等，為f減少
她們和家人的隔JlR，每兩個星刃l夕州門便
返家和家人團聚一天。
在半年至二年不等的住院期！1,，生
活於較寧謐的環境內，在coun:clfor,
a。。iotantcounocllor，院方的社會l一作
者的教導和義工的協助卜，希望夕刨Jj能
在身心，害、想方面都更哎熟，對自己認
識更深入，更有信心和自立能力，，止且
更能接受和適應家庭、，吐會。院方同時
也會與她們家庭保持接觸，使其更能r
解反接受述些不幸的女孩子。
在她們離開前，院方會盡力臨助安
排學校、工作或居所，如附屬在，心的
聖母宿公（若她們仍不能或不適宜返家
)，離開很，院力反社會福利著的社工
人員會和她們保持接觸一段時1州，院方
更成立f一個舊生會，保持與舊生
的聯絡。義工們也會以朋友方式鐵續．{1l
她們保持交往。總的來說，希望在1'f何
時間之h她們提供進一步協助和支持，In
不希望兄到她們從這所幼稚園丁級
到其他更高級的中O。

李國雄
不知不覺，又已過了幾個月，記得
最初入瑪利灣當義工的時候，是抱
看一片熱誠的。心想身為一個大學生，
是好應該學習一下怎樣去服務社會，而
這正是一個大好機會，但是開始了我的
義工L涯之後，卻有點令我感到失
望⋯⋯
起初有很多事情都令我不習慣的，
面對首一班素未謀而的女孩子，已是有
些不知所措，何況她們又是特別跳皮的
呢！當進如組的時候她們是會叫我做哥
哥和給我一杯水（因為這是紐先生規定
的），之後她們又會做她們自己的事f
。自己對異性並沒有什座吸引力，因此
是很難會得到她們的上動和自己交談C
fJ一很多時候，我是會硬衍頭皮去問她f-’纏
的姓名，子旦總是給女刨門戲弄的；記得仃一次我問一個女孩子的名字，她j迆初澆
她忘記了，然後她．洗她的名弟是寫在她
所斗的一件r洫L，常孜把注意力集中
在那件T恤I]s，所看L己的名字至小fJ-
個以上，那個才是她的名字呢？
有很多n響都會州至lJ自己在媽不‘J灣

1的價值，究f挫孑甲也汰她-’他坎耍，縱助
她們，或f付馴也川途呢？超初我對巡斗
問題卻是很不清楚的，漸浙便會覺得表
面右來，至l那公方義是沒f了多大界
果的；ff點伏心j"，付你口向中'f，找織
一件事牌農了。（J’一次，一似久孩了劉
我跑她很悶，她什胞乩不想做，以1她
的皮氣很暴賺，我史開解地，提議他做一“馴可以打發時問：化’訕，例你；面占，織
毛衫等，J遷浚我使，吃ff于也亡件J斗枚州心
裹miJ-，I兩個星胡浚的一八州藝包L，她
拿J’一珍來西給我亂 ！亡一件狀他乃父
的毛衫，她皰是縱必地的姪ff約，常時
，我合裹（j點感動，之雖然足r很j\
的事情，但在我看來，她已是有叨！改進
J’。他此之後，我便體會到在瑪f.j灣1
當義l乙，立h不好像其池的義L去做一作
家訪或調查的那樣容易石到姣果。山導
有一位義工同學說過，我們就好像播種
的人，把種子播在她們的心裹面，我們
可能會看到成果，又或折看f到。其次
這足一件整體而又長遠的l亡作，、仕不！亡
個人可以做到的，我們每一個都臘是近
件工仇的其中一小部份，而這h作就．吁
像）)5件毛衫一樣，是尚未充b父白勻。

他 之 3
目前碼麗灣義工人數
1 2 3 45 年級

半熔洛熔籌合共35人 半半半朱余半半半半半．來

李潤海
大概在公元前三千四百多年前，狼
與狗是一對好知己，它們經常互相合作
，四出搶拼兀人們的家禽。人們對它們甚
為煩歐，於是四出捕殺狼與狗。但人們
發覺狗的樣子不錯，希望捕捉來放在家
中作為寵物，於是將它們捕捉起來及施
與馴服。但對於狼的醜樣子：長長的門
牙；瘦削的面孔，猙獰的眼神，毛骨悚
然的號哄，甚為反感，於是仍然以嚴刑
劉待，格殺勿論。那些狗卻因為受到人
們的優厚服侍及愛的照顧，所以卒之成
為人們的好朋友，忠心耿耿。
女童院內大部份的人，你或許可以
把她門看作為五千多年的狼與狗。但她
們畢克是有血有肉的，她們以前的所作
所為，很多時都是環境做成的，我們若
以她們人而上的所作所為，很自然地對
她們產挂反感，一個一個內心可能不如
孑以門七！像。，壞的人，就會默默地被我們
趕出j亡個中上會，永不超生。
很多時、們都說這個世界L有很多
皿兄徒一收孤獨窮困的人更需要我們的
幫助。了曉我覺得事實往往是相反的。那
些孤兄雖，·，是沒仃了父母，但他們往往
部lJ1劍J匹他社會L的人幫助及愛擭，他
們化很多、n了心目中都是值得可憐的孤
兄抑；封必女童院的女孩子來說，情況
間！巧田文，雖州、她們很多都了f父母，但
近“匕叉母很多時都是沒有好過有的。再
加卜．汰；?!的人對她們的歧視及憎惡，
力也偶啊以木江痲1也那收孤兒得到的嚴可貴
的東、”,：一叨劉。關懷。孤兒們是值得可
憐的，f縫哪他男女童院內的孩子們更力Ll
需要我們的愛。假如你瞪住在那些男女
縱院內的人，不知你的感覺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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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者按二為T使各位同學
對瑪利清有進一步認議，我們
特走訪鄭先生（瑪利灣的社會
工作者）及沈修女問及他們對
義工及瑪利垮工作的看法，從
他們的剎析，可以反映出義工
在瑪利灣的作用。

緊 星 陳建。

義工所扮演的角色
義工在瑪利灣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
色。他們的工作可分為幾方面。例如和
她們建立友情，幫助她們磨練性格及穩
定動盪的情緒。其次組織一些有益身心
的活動，如旅行，球類，露營，暑假活
動等等，使他們的精力有所寄託。這些
活動不是瑪利灣的師長可以做到的，故
此義工的責任都相當重。別低看這些活
動，因為藉活動，遊戲可以鍛鍊女孩們
自制能力及遵守規矩，以及合草的精神

d口個，
d甩、

在那些女孩0境裹，她們會覺得有
哥哥關心她們，感覺
對自．己產生信心，故
有極大幫助。

，從嶼
康復

義工在女孩，0目中的地位
義工另一

心中建立一個
往的朋友或許鸚

的作用便是在女孩
形像。有些女孩以
吃喝，金踐掛帥，

瑪利灣女孩 社會的錯？
問題女童J是否社會的錯是沒有

必要去追究。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一份
子，大家都是共同生活，大家有責任去
解決和避免問題女童的產生。要預
防是一份很艱巨的工作，這是關乎整個
社會結構，行政的層面。故此要多方面
的合作和努力，長期的計劃及工作才有
有希望做到預防。徒然增建女童院完全
無補於事，但既然問題產生了，我們便
應盡力去解決。
瑪利潤 幼稚園
這裹的一切刺度都是為女童而設的
的，希望能供給好的環境給女孩。除了
上課外，還要學習烹飪、簿記、裁剪等
，充實她們。她們亦可俗組內開舞會，
例如生日舞會，一方面使她們剩餘的精
力用掉，另一方面使她們覺得生活沒有
枯燥之感，和外界沒有隔絕。事實上，
有些女童會較腳走掉，這有多方面
思因素，例如嚮往以往的生活，或是純
粹衝動，若她們被捉同之後，她們
或可以繼續留在瑪利灣，有些是會自動
升班（到別的女童院）。無論如何
，瑪利灣當局是會儘量協助這些不幸的
女孩的。
義工事實上已被認為瑪利灣結構的一部分，對於女童康復的過程起著

重要作用。義工們，不要看低自己的力
量，只要盡量耕耘，那麼成功和失敗便
顯得不重要了。

但現在所見的是衣服樸素，態度友善的
哥哥。由鳥嚀，可以接觸到社會上另一種類的人。她們會問為甚麼哥哥會花這
麼多時間取，她們可以比較，取捨，
這對她們的價值觀有很大影晌。義工更
可以抖正她們對異性的看按。況且，她
們會視義工為哥哥，有甚麼事情都會向
他們訴說，故此義工們可以幫助導師們
更加探切了解女孩，從而更過當地誘導
女童。
義工們工作的成果
這個很難作判斷。因為這種工作的
結果是長遠的，不是一朝一夕的結果。
當女孩離開瑪利灣後，有部分會繼續和
哥哥接觸，這都是對哥哥有信，0的結果
。而哥哥方面亦會盡量協助她們，如幫
助她們找學校等。這些可算義工工作的
成果。
對瑪利灣女童的看法
她們都是社會的產品，是典型的香
港問題少女。要強調一點是所謂問題少
女是我們所稱呼的，她們並不是很特別
的一覃。事實上目前這類的女孩多得很
。她們多來自低下層，例如住在慈雲山
等人姻稠密地方。故此環境因素是一主
因。事實上和外出的女孩沒有甚麼分別
，只不過家庭背境、教育背境不同而表
現在其行為便有所不同 野性，自
私，才青感衝動等等。其他女孩何嘗沒有
以上的性格，只不過在表現不同程度L
罷f。

瑪利灣的景色很美，夜間從第三組
的露台眺望，可以看到山下的海灣，平
靜的海面反映著月光，為那一重重的船
隻拘出它們的輪廓。遠方的山麓倚著天
邊的雲霞，對著月光發出會，0的微笑。
這裹，住著一軍女孩子，我不知道她們
的往事，也不能預卜她們的將來。可是
她們需要朋友，我不是義工，到這裹也
不是施予，而是分享。
十月初的一個晚上，我開始探訪瑪

利灣不久，在吃飯時，阱桌的人開始說
話，靜文問一位二年級的同學：哥哥，為什麼近來很少哥哥來探我們計他
說：他們可能有要事做，一年級的同
學，由於學期初初開始，一切都未習慣
，明年六月還要考試，因此都不敢放鬆
功課。靜文立kfJ走過來問我：你不
是讀一年級嗎，難道你不怕留級嗎？
我祇是輕輕的答道：我怕，不過我喜
歡這裹。在這裹，我有付出，可是我
也接受關懷。
聖誕節前幾天，我們第三組的哥哥
為組內每一個女孩子預備了一個聖誕卡
。有個女孩叫慧儀的。別號白蚱，
平日總是蹦蹦跳跳，大叫大嚷，於是我
們在卡上寫著：舉止要溫文，白蚱變
淑女。聖誕節那幾天，我因為有事，
所以到新年才去探她們。正當我踏入第
三組時，迎面來了一個戴看黑框眼鏡的
女孩，她叫了我一聲亞伯，我才發
覺她是慧儀（她這樣稱呼霸因編我看
來很老。）她跟為證：要送聖誕卡就
送吧，為何要寫那些東西，現在連全哎他
知道了，哥哥，找是不是乖了很多。j
我輕輕的拍著她的肩膊說：姪女，你
很乖。f其實我最希望見到的並不是一
個淑女，而是一個能接受自己，提起勇
氣來改進自己的人。慧儀已開始了第一
步，我為她的將來祝福，也希望幫助她
建立她的明天。
今夫晚上，我們又一起坐在露台唱
歌，身旁有個女孩問我：哥哥，你為
什麼會來這裹？我望著天上的月亮，
想了一想，笑著同答：因為我喜歡這
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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