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勻/茁~

Foreword

2、皂、占\宮、}

L. A. Corner - Inaugura• ion Ceremony 2

High Table Dinner 1999 :3
Declaration 4
Reports of Career Talk and Curren• Issue Talk 4

Spor• s Column 5
L. A. Membership Card 6 一 7

Recollections -追憶逝水平羊

The Life of a LL. B. S• udent in •he

la•e 80s

Photo Album

隊~A毅

Paul Lam

8-9

10 - 12

12 - 13

Survey Carrie Chan Alwin Chan 14 - 15

Some great (or at least good) Websi• es

for law s• udents

Lawyer jokes, you want lawyer jokes?

深入色色織一位你一定認織的人﹒ Bet付錢尋訪

在法律學院柔的大學生活

大學生

理楚記

踏步符﹒有'"

Darkness

Rules of • he Game

請詳西弗珊的神語

Jill Co什rell 16 -17

Isabella Li 18

手 4春衍 主汞愷 19

;先家浩 20

陳冠斌 20

區曉嵐 21

溫韶文 22

Carrie 22

Totoro 23

胡志怪 24









































~w~edia 切9

日 /.
脅，

-r ;先家浩 (II)

‘k 陰似箭，日月如梭。不

'U 知不覺間，原來小弟在

法律學院已活了兩年的時間。回想

這段時間自己在各方面的成長及造

就，實在感到安慰，但亦對自己所

損失的事物感到一點點的遺憾。

起初自己初到貴境，像一個小

孩子甚麼都不懂，連面對一些瑣碎

的事情時都顯得不知所措，要依賴

組長的幫忙和扶持，想起來亦禁不

住把自己恥笑一番。及後逐漸熟悉

和適應了新環境，我亦開始投入到

大專生活這個多姿多采的社會縮影

中。

看的那麼「死讀書 J '相反卻是非常

活躍一一猶記得自己在年前「玩嶽

莊 J '那一種互相合作、互相扶持

的團結精神，雖則最後在選舉中全

軍覆沒，但換來的經歷、經驗和可

貴的友情，實是令我回味無窮的。

及彼協助籌辦法律展覽，更給

予我一個重大的挑戰和考驗。雖然

常常弄得自己身心疲累，但這一次

的經驗，卻令我體會到工作帶來的

滿足感和友情的可賞。更加難得的

是，我在這一段時間襄尋找到我人

生的方向一一決志信主，令我的大

學生活生色不少。

生活力口添了更多色彩。

在大學生活中唯一損失的，大

概是我的青春和精神(經常因工作

弄到自己體力透支)。但「明天有明

天的風吹，明天有明天的日曬;要

怎麼收穫，先怎麼裁 J '願意付

出，才可得到回報，青春才會變得

精彩、無悔!願共勉之!

其實

我發覺，

法律系的

同學都不

是外界所

在這一年當中，我亦有參與法

律學院以外的活動。在過往一年

中，自己亦有參加合唱團的排練和

大大小小的演出，這不但讓我有機

會重拾唱歌的興趣，更為我的大學

••••••••••••••••••••••••••••••••••••••••••••••••••••••••••••••••••

~這個校園、這段時間

4車我們可以專注學業，以

一級榮譽畢業為目標;我們可以熱

心學生事務，服務同學;我們可以

投入舍堂生活，夜夜笙歌;我們可

以賺錢至土，每曰“為口奔馳";我

們可以......這裡有的是形形式式的

選擇，要多勞多“得"還是我行我素

可謂悉隨尊便。

既然是什麼也可以幹，

怎幹方為上策?這校園的氣氛是自

由的，也是放任的，相比其他院

校，這裡沒有步步進遁的考試制

度，也沒有多少強制性的活動(課

程改革以前如此，改革後方向未

明) ，所提供的卻是源源不喜色的機

會。積極投入舍堂、學會活動所能

獲得之祥益不由分說(當然也有其

代價) ，觸覺敏銳者卻不難發現更

多寶貴資源，各類學術交流活動是

其中一種。這些都是校方每年度投

入巨額金錢的發展項目，目的為幫

助學生擴闊視野，也為促進各地溝

通。以內地學生為例，他們都是數

一數二的高材生，了解國情之餘也

對世界文化暸如指掌，能與他們交

換見解心得，可謂學生受用。追求

真理、評價社會乃大學生之專利，

也為其責任與承擔所在。能放眼世

界，開放自己，把握人生此一機

會，也在幹其份內箏，豈非美事?

當然，各人有各人的選

f]?ag(!20

隊冠斌 (III)

擇與自由，大學教育也不鼓勵家長

式引導，大學生活因此亦無實則可

循。但想起這捏一位老師說過，人

要有真正的自由，必先了解明白此

一自由。於這一點我們或許都在最

佳位置:我們在這裡都有充份的自

由空間，而通往各知識、思想、文

化領域的窗戶就在眼前，絕不能視

而.-.1'見。

官方有云，大學生應為有理

想、有觸覺、有承擔的年輕人，且

散發著不甘平凡的志氣。哦們可有

此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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