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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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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燼仰乏‘以傳學生會活動 目前源。另一
的！．翅學亦
挫醫學會
，使他們
性的問題

較高班
幹事掌
的運作
些jJ’ 向
我們的

我父發現同學未能f解到我們的
內閣精神，只是從表面去理解我
們的口號，因此競選期問，我們
都儘量重申政綱的重點，並鼓勵
同學詻詢，促進大家f解。有趣
的是，不同班級的Campaign會
出現不；刁類型的問題，可以看到
斗與班之！！總的分刃lJ，亦有助鈴對
勿州印f勾罕。

問：r人指出牙科與醫科j少目掬收頗
大，,l'lj幹事會活動也似乎忽異牙
科學生，幹事會向一否察覺到這問
題友有否具體解決辦纖呢？

何：我覺得醫學會並非沒有照顧牙科
同學，例如迎新MedicFestival
，開放日等，都儘量安排牙科:l'j
學一起參加。雖然我們必須承認
我們做得不足夠，但畢竟我們是
沒有經驗的。
既然牙科同學加人f醫學會
，就不應有你我之分，而若說醫
科及牙科同學存在著隔膜，我們
倒不如先檢討一下醫科高低班同
學之間缺乏了解。不過，我覺得
牙科同學是有他們的特點的：例
如他們人較少，比較團結，師生
的關係十分良好 整個學系的
氣氛是比較融洽和開放，與醫學
院僵化和傳統的制度形成強烈的
對比；而大家在課程上的基本不
同亦遲早會令牙科同學自立門戶
。但在目前，我們要做的除J’和
牙科八五班會加強聯繫外，幹事
會本身亦有醫科及牙科的同學，
更增強了其代表性，而在來年我
們將會協助牙科同學在校務委員
會爭取一席位，聯絡社會的牙醫
團體，協助他們籌辦明年的迎新
活動，及積極地幫助他們作好準
備成立將來的牙科學生會。但具
體上我並不贊成特別為牙科同學
籌辦活動，正如我們亦不會為醫
科同學籌辦活動一樣。總括來說
，我希望牙科及醫科同學建立良

好關係，畢竟以後的牙科一年到
同學在李樹芬樓上課的時候，我
們還是仃很多機會接觸的。

問：現在幹事會與常備委員會之問的
關係，你本人覺得如何呢？

何：這兩年來改選時大家都談論到常
備委員會過大及架空中央的挪J必
。事實上，目前各單位都是各i'l
為政，相互之間並不配合，而造
成這種現象並非任何一方單力面
的責任，需要大家一起來承袒。
我們在競選之前曾在啟思及健委
含的領導同學初步接觸，共同討
論我們方向及見解，但對於他們
的內祁情況，我們還未清楚地掌
握。所以L任之後，我們希望能
與各單位負責同學詳談，而更于
要的足與他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加深了解，作為合作的缺礎
。目前，我們提出了要求各常備
委員會都要面對全鄒同學，提防
自己形成小圈子而忽馨同學的．念
見；我們亦提議各常備委員會都
以公開候選形式及設立諮詢大會
選舉負責人。
由於我對各單位的具體情況

f解有限，要我對各常務委員會
l弓向和勻運作作出任何評價會是過
於武斷的。【旦我仍希望透過交流
，在互相尊重，互相關心和參與
的精神F共同去打破目前的局！m

我nn]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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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

勵同
l待間更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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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很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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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方向，
面，又
點及缺
助的，

被動的 但我們得益良多；

問：有人認為班會在同學心目中的地
位日趨重要，你有何意占己？

何：這句話很對！班會是同學接觸得
最多之基層單位，因此班會地位
L_l益重要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而
，．灣學會並非只是等同於斡事會
友常拼委員會。班會叮以說是在
不司的啊而肩負r團結同學及鼓
勵.J學參與各項活動，擴潤胸懷
的重任，況且幹事會與常備委員
會的活動亦有賴班會的宣傳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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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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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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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中
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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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hQnciaIA必
Duetoinflation,allthestudents

oftheHongKongUniversitysuffer
whiletheGovernmentGrants&
Loansdidnotseemto increase
correspondingly. However, the
Medicalstudentsfeeltheburden
muchhea化er on theirfamllies
beCause:

a) The no. of booksand
instrumentsneededbya medical
student15numerous。Withrecent
inflation, theexpensesonthese
weredramaticallyincreasedand
there15noreasonwhyit willnot
do50inthefuture.

b) It 15wellagreedthatmedical
studentshaveto spendmostof
theirtimestudyingandtheycannot
afforddoingpart一timejobstoget
extramoneyasotherUniversity
students.

It 15thereforesuggestedtothe
Subcommitteeto considerthe
applicationoftheMedicalstudents
forGo彎rnmentGrants& loansas
separatefronlotherUniversity
students. It wouldbe much
appreciatedif theSubcom而ttee
can propo、e to the Joint

Universities, CommitteeonStudent
Financetohaveaseparatescaleon
assessingtheamountofGrants&
Loans庫ventoamedicalstudent.

2. r唱n port& Bes勿細nce
戶r ChicQI Students

a) Apart from QueenMaw
Hospital, thereareotherhospitals
spreadall overHongKongnow
usedfor undergraduateteaching
purpose. Clinicalstudents(3rd·sth
year) haveto90tothesehospitals
duringdifferentclerkships.There15
atpresentonlyoneUniversitybus
availablewhichprovides50seats.
obviously, thetransportse州cejs
notadequateandstudentshaveto
wasteeitheralotoftimeonpublic
transportoralotmoneyiftakinga
taxi.

It 15suggestedthata second
Universitybusservicefor the
Medicalstudentsshouldbe
implementedto irnprovethe
Sitllation.

duringwhicheachmedicalstudent
hastoresidefor24weeks. other
studentsmaystayif vacancies
per而t．血川calstudents, asapart
of theircourse, areverymuch
encouragedto visittheWardsin
QueenMaryHospitalasoftenas
possibleandevenat night·time.
Hence, pro他mitytothehospital15
ve取muchfavouredespeciallyby
thoseattendingtheSpecialtyclerk·
s址psandtheFinalyearstudents
whoarepreparingfortheM.B.,
B.5. FinalExaminations. However,
the llinitedvacanciesare in一f

卜．，個細‘．廈‘自口口口口

Appro他mately78% of the
incomeof theUniversityof Hong
Kong15pro誠dedbya Grantmade
eve才3 yearsbytheGovemmentof
HongKongonthead誠ceoftheHong
KongUniversityandPolytechnic
GrantsCommittee(UPGC).TheGrant
allocatedto theUniversity15ona
Triennialbasis. ThenextTriennium
willbefrom1981。1984.

The UPGCMedicalSub-
com而tteewillbevisitingtheFaculty
ofMedicineonJanua叩6, 1981and
will be holdingdiscussionswith
groupsof teachersandstudent
representatives. Studentsparticipating
includeLoTsunYun(n , U Shu冷n
(IV), CharlesHoKauChung(In ,
PhilipLiKamTao(111), DickTse州n
Wah(111), FrederickKaoHingKee
(11), MichaelTungManChung(I).
(Dentalstudentshavetheirown
representationonaseparatediscussion
withtheSub。ommittee.)

Suggestionsmadeby some
studentswerediscussedandfinalised
bythestudentrepresentativegroup
andhavebeensubmittedto UPGC
MedicalSubcommitteeviatheVice
Chancellor.

b) TheClinicalStudents, Residence
of92placesprovidesaccommodat·
ionprimarilyforSpecialtyClerks

sufficientfortheabovestudents
whowishtostay.

It 15understoodthatsuch
problemcannotbesolvedinshort
timebutitspresence15particularly
broughtto theattentionof the
Subcommittee. Thenatureofthis
residentialproblemshouldbe
regardedmoreontheacade而c
aspectthanas a welfaretothe
Medicalstudents. The Sub-
committee15urgedtoconsiderany
solution, eithertemporaryorIong
term, w州chcanbeanestablish·
mentofanewbuildingorrebuild
the presentMedicalStudents,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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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初 入 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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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新學年開課將近三個月了，醫
學院裹的新同學對醫學院及大學裹的環
境逐漸能掌握，故此啟思記者特別走訪
新同學，報導他們在新環境裹的轉變和
困難。
在本年十一月廿一日中午，啟思記

者特地邀請十多位八五的同學在Lower
LectureTheatre參加一個座談會，內
容主要是環繞各位同學在這三個月來所
體會到的大學生活，和進一步與未進入
港大之前所期望的大學生活加以比較。
會中所提到的重點包括有學習，課外活
動及人際關係三方面。
在學術方面，同學們因為曾經經過
多次的公開試，長期在功課的壓力和考
試的陰影下，都覺得中學時代的學習方
缺欠於健全，故此在這方面對大學的要
求相當高。他們渴望的是一個比較自主
的學習環境和有啟發性的學習方針，俾
使他們能夠鍛鍊出一套全面的治學方伕，從長遠的目光來看，這是每一所大學
所需要的。可是同學們在這個月內遇到
和想像中的大有分別，他們覺得考試的
壓力無疑是比以前減輕了，但換之而來
的是非常沉重的功課壓力。學院裹的課
程十分廣潤，教學內又相當深人，大量
的細節內容都以半填鴨或方怯灌輸
給他們，以致同學要應付非常繁重的課
程，往往趕不上溫習，更休說備課了。
部份同學為了趕上課程，只好把僅存的
空閒都放在溫習方面，才能應付得來。
而另一方面，部份同學開始懷疑這樣地
死讀、死追是否正確，是否全面呢
？而現在的教學形式，如lecture, tu-
torial，又是否能表達到其真正的目的
呢？
2 _

言巳者
在課外活動方面，同學一致認為個
人的主動和積極性，足以決定能否享受
到多姿多釆的各種活動。由於各項活動
的參與和籌備工作都是一些熱心的同學
主動地加入，故此他們都十分投入，再
加上場地上的方便，校方又沒有諸多限
制，故所舉辦的活動往往都十分成功而
順利。部份同學承認在中學時代辦活動
的原因是奉旨的，那些活動在以前一直都有舉辦，所以到了他們手裹便要
繼續辦下去。而在大學裹，同學們參與
活動的目的主要有兩個：其中一個是為
了服務團體；另外一個目的是透過這些
活動，使自己能夠學習多一點書本以外
的事物，使自己的發展更為全面。
在結交新同學及新朋友方面，同學
們的觀點大有相異之處。有些同學認為
多結交些新朋友，可以大家互相閒談，
互相幫助，增加生活情趣；但有些同學
則認為只要有幾個知心朋友便足夠了，
又何須花那麼多的時間去結交這麼多的
泛泛之交J呢；更有些同學結交朋友
是為了避免孤立自己的。雖然大家的出
發點不盡相同，但是同學之間的交往間
都遭遇到相同的問題。某位同學指出，
由於我們以前都是班裹較為精英的一草，往往不自覺地過於自信，形成以自我
為中心；容易察覺他人的缺點而甚少發
掘人的優點，以致造成同學之間有點兒
格格不相入，雖然如此，同學之間互相
認識的機會不少，只是甚少有機會互相
深刻地了解罷了。基於種種因素，人與
人之間的牆是存在的，是不可避免
的，但如果用上多一點的主動和熱誠，
突破是可能的呢！

班 代 心 聲
醫科

！蘊J，佻k斗整1

八一班代：盧俊恩、羅麗珍在沒有理想的前題下，但有一顆
熱誠的心，為同學服務，我們便出來常
r班代。四、五年級除了些康體活動外，已沒有條件搞些什麼名堂。同學們$l
結的團結，分散的分散，因此重點祇足
在些一般性的事務。

牙科
八五班代：馬駿佳曾楚君
做了班代之後，我只希望：
不要有午餐例會
不要到飯堂是為了找人r兼吃飯
不要飯粒從和r訊息J d時嚥下胃
么。

八二班代：丘祖鱗、吳佩紹
甚麼是班代？班代是中央情報局

、苦力、親善大使友外交部長等等的況
合物。

八三班代：林紹良陳家馴
事情不論做得多庭好，總會有人

不喜歡；奉行的任務不論多麼微不足道，都可能釀成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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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班代：梁耀昌陳學前
我參與班會的工作一方面是為一f

班的。我願意犧牲自己一些時間和精神，並希望（若ijI能的話）同學一同參與，一ra創造，藉此去建立班中的氣氛。
另一方面是為了自己希望透過工作，與
其他同學共同的分享、共嘗，去擴潤自
己的領城，務求使自己更加成熟。

八五班代：董文忠何碧頤
希望每個同學都能從參與中認識

在分享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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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identification)，雙親中缺少其一
而又處理不當，是可能引起孩童對性別
的混淆，( genderrolecorfusion)
，而從精神病科的病例中，我們可發覺

和行為做成莫大的影晌年齡的增長，各
類因素所佔的重要性亦因而有別。這期
的專題是希望探討一個孩童的正常成長
過程中，父親和母親這兩個人物所佔的
位置。
首先我們要為正常兒童J這名詞
作一理解，對一個被父母或成年人視為
不正常的兄童，我們當然要注意他
本身是否在本身體或精神上有問題，但
另一方面我們亦不忽視大人本身的價值
觀，他們對兒童所抱有的期望和他們對
事的容忍程度，這一切都影晌他們判斷
孩子是否正常與否的準則。不同種族文
化自有不同的價值觀，例如一個在上課
時候繪畫的孩子，在香港會被看成一個
讀書散沒的問題學生，而在外國卻大有
可能被發掘成為繪畫天才呢！
釗斷一個兒童的行為正常與否，我
們可從幾方面來決定。首先我們要知道
他異常行為和徽象是短暫或是長久
的，據統計有多於百分之九十的孩童曾
有孤獨的傾向，這也可說是一個孩童在
成長的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只要不是恆
久如是，這些徽象是不該被視為病態。

們不但能知道他的智商水平，還可觀察
他作答時的表現 他處理難題的方伕，他能否持久忍耐，是否很容易受挫折
而放棄，他在解答問題時能否有系統的
處理和是否有足夠的想象。另外還有一
些測驗兒童能力的方伕，這些都能令我
們更深入了解問題的所在。除了從孩童
本身得到資料外，還有一種名為Social
MaturityTest，是與孩童父母的接觸
而得知孩童的獨立自主程度。

現在讓我們看看在孩童的成長過程
中，父親和母親究竟是扮演著一個怎樣
的角色。根據研究，父母的職份包括子
女的供養、照顧和教育，參與和安排子
女的活動，作為子女的模範和執行家庭
的紀律。話雖如此，但不同的社會文化
背景會令父母對子女有不同的期望，因
而有不同的教養方怯，就香港這個社會
來說，在兒童心目中父母的職份又是甚
庭呢？香港小童草益會和香港大學心理
學會在七九年曾就這問題作一研究。從
研究結果的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
論：( l）母親是兒童生活的照顧者。

( 2）父親是比母親更多被視為兒童的
教育指導者，但一般來說，極大多數的
孩童請教其他人（．兄弟、同學，老師、
社會工作者）多於請教他們的父母，(
3）父母同是紀律的執行者，( 4）母
親是兒童感情（精神）的支持者。（5
）父母並非兒童活動的提供者和遊戲的
伴侶。（6）雖然父親的主意最具決定
性，但通常來說，母親是兒童活動的決
定者。（7）兄童在某程度上視父母為
行為的示範者。（8）兒童對父母的期
望 他們希望獲得父母感情上的支持，愛心的賦與，及體諒和了解，是遠遠
超過對物質上的要求。除上述要點外，
父母所起的作用亦包括信念和價值觀等
概念的傳遞。
孩童的行為和心態在很大程度上是
取決於他周圍的成年人（尤其是父母）對
他的行為所作出的反應，大致可分為正
性增強作用（Positivereinforcement
）如嘉獎和負性增強作用（negative
reinforcement）如懲爵等。如果錯誤地
運用增強作用，能令孩童思想上走上偏
差。父或母自身的矛盾或父母之間的不一致亦會令孩童無所適從。還有的是孩
童往往把父母作為他們的模仿對象，所
以父母自身的行為對兄童的發展是非常
重要的。除以上提出的各點外，還有一種
影晌是不容忽視的 父母這兩種形象
幫助子女對性別的概念有清楚的認識，
並幫助他對自己所屬性別產生一表同作

這徽象在下列兩種情形中較易出現，鰥
夫教養女兒或寡母養育兒子。
雖然心理學家MuchaelRutter提
出論謂父母不是必需的形象，只要有固
定的成年人的形象便足夠了，但我們相
信父母是有這一份別人替代不來的工作，而在孩童的成長過程中，早年的生活
經驗，特別是父母的教養，家庭生活和
各個成員間的相互關係，對他日後的影
晌是重大和不能輕視的。

X XX
在美國，早已有一些服務如Parents

EffeetivenessTraining和Family
TheraPy，幫助父母更了解他們自己
應發揮的作用；在香港，兒童心理的問
題看來仍未受到過當的注意，治本之往
亦非常缺乏，很多時要看父母的表現，
要看他們喜歡有怎樣的下一代，要是不
幸的話，可說成害了下一代。不過
從個別個案中，我們發現社會福利署或
志願團體中的社會工作者和臨林心理理
學家在彌補家庭裂縫和啟導兒童成長方
面，的確功不可沒，至於那些因家庭問
題而做出不為社會接受的事，便會被送
到一些特別機構到特別照顧和教導，重
新把他們納入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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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明一男 十一歲

的早會，八時上課堂，十二時早飯，二
時午睡，六時晚飯⋯⋯十一時睡覺，每
日都在同一次序安排下將時間花去了，
所見的人亦不外是已接觸得太多而哄人
煩悶的同學，代表權力而必需保持距離
的老師，此外，就祇有一個月見一次的
父母吧！
在宿合中為免況淆，屬於個人的東
西都必項有們人的記號，白鞋，運動肺
，水杯，甚至是牙擦，漱口忠等等，併
個孩子之問都被明顯地分萬開，每人鄒
有自己的床，_L課，吃倉、和在操場排隊
的位置，漢明在這樣的環境，便比以而
變得更靜，更自我中心。
就在漢明人學表第江個J，父母便
被邀到學校去，祖只因足漢叫將一封恐嚇
信交給.d班一位男,j學，’安求他停止和
班中另一女！：文淡，在校力石來，巡事
非．月小可，其實漢明只把刁“女；他學視為
自己的擁f了物，不容別人浸圯，這是他
從宿舍生活所得的念頭，結果漢明破記
了一個然點，雖然他為此而飲泣了一個晚上，但仍然需要負起壞學生的名
聲‘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總自隔鄰傳來那搓麻將的吵聲，比我們
上課也要準時，真難得！間歇地，也會
傳來講麻將經的人聲，或大讚這天
的戰績。這些天來，一切都似乎和平日
（十多年來）無多大分別；然而細心地
聽，卻會發覺大聲婆（鄰居給施太
的稱號）那極富中氣的聲音竟不在，怎
慶能少了這位戰場高手呢？莫非媽
真的：:9之中了？不！我f嘆願不。

丫 》 ×

若果你曾經在午夜十二時後經過束
頭郵十三座的話，你一定見過漢明父母
的生菜檔；檔口通常開至一時許，
因為許多路過的的士司機會停下來喝杯
橙汁，這方面的生意也不差，雖然他們
對這已經快十二年的工作早已厭倦，但
為了兒女，他們願意犧牲自己，犧牲了
睡眠和與兒女見面的時問。
為看父母忙碌的生活，漢明滿月
後就被送到阿州：家裘去，其實阿祈

J已經六十多歲，加上經常發作的風濕，對漢明的照顧祇限於餵食、沖凍、換
尿布等等，其除大鄒份時問郡把漢明放
在床上。對於其他孩子來說，這是性格
受到母愛薰陶的時候，但漢明卻整天身尚
在小床上，呆呆地望看吊下來的風鈴，
而陪伴他的只有一具塑膠玩具狗。
在跟看的幾年裹，他祇大約每兩星
期見父母一次，最奇怪的是漢明四歲才
發出一聲簡單的媽！，比刃l的孩子
遲了整整兩年，也許這是f也對環境的
無聲抗議吧！
其實父母已供給漢明一切好的物質

需要，在阿衣麻的家裹，他自己擁有
自己的書桔，每星期上茶樓，換季時有
新衣服，不過缺乏的卻是關懷和照顧，
父母都不了解漢明需要的是和父母的接
觸，無論是親切的擁抱或輕輕的拖一下
手“
漢明在學校的成績其實不錯，但父
母卻經常在親友面前斥責他頑皮、懶惰
，雖然目的是叫他學好，但漢明需要的
只是了解和鼓勵而不是責罵和當眾的低
貶，經過無數次無理的責罵之後，漢明
漸漸接受了父母給予他的形象，變得愈
來愈乖，在幼稚園裹他是最令老師
歡迎的學生，因為他從不會撒尿，上課
時從不和隔磷的同學談話，更不會在小
休的時候和同學因爭木為而打架，更多
的時候，漢明會獨自坐在一角，靜靜看
著其他小朋友在追逐嬉戲。
在今年年初，年邁的阿姍終於
去世，漢明於是轉到西貢一所學校去寄
宿，過看規律化的生活。早上六時四十
五分是一口的開始，跟肴是七時三十分
4

、
朋友面前他變得沉默寡言。許多個晚上，都自隔鄰傳來施太太的聲音。雖是聲
線不小，然卻從未給人感到帶有半點責
罵的語調。換ILJ來，卻是砰的開門
聲，間或夾雜幾句粗口。我倒佩服施太
太的好修養。
施太太的心的確碎了，我提議找個
輔導員或許為辦伙。然而她卻堅持說家
醜不應外傳云云。唉，此傳統觀念真的
如此玉要？
我們都似乎在不理智地期待看奇蹟筆仔，一個稔熟的名字，一張稔熟

的臉孔。f也比我小一f三個年頭，胖！-計白
白的一雙大大的眼睛，逗得大人們多開
心。自我六歲開始，芳妹，他和我
就愛玩在一塊兄，芳妹大大和我一
起到樓下的幼誰園上學，隔鄰的叔叔嬸
嬸常取又我是昏君，她是切己
C我們也l排右f甚應，反、L在L必睨的
究。居長編也常聽斗己的；一昏君、
姐己，劍也足不錯的名字。自此，筆
了子便把我們．州做昏71訏跚不目女旦己
姊姊了，人人們印把這個掉了！,，牙的
小胖子久得不可開交。
華仔，正是施太太的獨生子。自小

便在呵護溺愛卜’成長，多幸福吧！他的
房裹像閒玩具店刀j樣。我家買不起玩具
給我，故常和華仔一起玩他的。他常嚷
看要給昏君哥哥火車、飛機，不過
我知道媽媽不會喜歡的，故我也堅持不
要了，華仔常在麻將怡前I吸看施太太給
他兩角錢買雪條吃，而施大太也從不逆
他意，唯恐他不高興似的。從此，施太
便常給人叫做廿四孝母親了。
人小學f ，幾經艱苦才擠進了一所貴族學校，施太也給他請了補

的出現，期待看華仔大r也許能改變。
〉二 × ×

這些，都頓時佔據f原為什麼熱
力學第一定律、量子論、光電
效應等東西充斥的腦袋。我翻閱了兩
星期前的××新聞，上面有這樣的
報導，四月十七日下午四時許，一名
十四歲青年持刀行刻不遂，刺傷另一男
子腹部，···，，一又者，施太太來自麻
將怡的聲音，已有兩星期聽不見了；華
仔平時雖然也很少在家，但為什麼近來
卻簡直沒有見他面？這一切，似乎湊巧
極了。要自己不相信確確鑿鑿的事實，
是占上最愚蠢的事，然而我卻甘當著這
愚才。一晚，拖太太哭喪看臉來我家裹，
媽的推測果真對了，也正是我不得不相
信事實的時候r。筆仔從那天當場被逮

華仔 一男 十四歲

五月大，氣溫徘徊在攝氏二十多度
，本是全年最舒適的時侯，頭腦也該活
躍多了。然而，沉重的考試袒子卻壓得
透不過氣來，二十多天的疲勞還沒過了一半，已感到有點動彈無力。忍耐點吧
，據說這次考試非同小可，前途尤關嘛

門半開半掩，讓點清風吹來，好使
頭腦也清醒一點，撲面而來的，並非期
待看能給腦袋起點作用的良方，而是那
稔熟的聲音 吵聲。自小學到今天，
毫不間斷，每天從下午一時至六時許，

習先生，但是打麻將的習慣她卻沒有改
掉。
在他三年級時，有一天他走到我的

跟前哭訴說：媽媽欺騙我·，，·一 原
來施太會答應華仔參加他的校慶口，當
日華仔將會份演f子角色。但那天她沒
有到學校，反而沉迷於四方城中，
把他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了。
四年級開始，華仔的學業一落干丈
，而行為更與以前半J若兩人。在以後的
幾年裹，施太太已不知多少次為了華仔
的事而拜訪校長了。華仔亦被記了幾個
大過”
好不容易才唸完了小學，因他已在

這小學花上了八年光景了。人長大了，
也懂性點吧。這回，他已不像第一次留
級那樣四處給別人說，他似乎懂得了自
卑。施太太給他找了間頗有名氣的私校，好不容易才升上了中學。自此，在老

捕後，至兩大前上堂審訊，被判入獄一
年半。她央求我們不要把事情說出去，
為的是這會對惟仔的前途有不好影晌。
除了一點安慰說話外，我們真的不知該
說些什囈。她還含疾的說，遲些將要搬
到屯門訢郵，待華出來後，希望他能在
新環境重新做人。數天後，她悄悄地
搬走一r，連地址和電話也沒留下。如果
筆仔在一個完全沒人認識他過去的環境
下長大是好事的話，)JlI我情願暫不見他
f 一也許是永遠。不過在這個大染
缸裹，誰能保證孟母三遷還能行
得通呢？如果施太太還是施太太⋯⋯
隔鄰搓麻將聲仍舊晌著，沒有了施
太太卻有林太太，張太太，窗外吹口哨
之聲仍舊晌看，雖沒有了華仔，卻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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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認識行為上有偏差的兒
童、我們訪問了專門照顧這類兒童的機
構 則仁中心、則仁中心現時收容了一百六十名年齡由八至十六歲而背景特
殊的兒童。
中心內的兒童主要是來自低下階層
的家庭、其中大部份的兒童都得不到家
庭適當照顧、例如因父母婚姻破裂、入
獄、吸毒或長期住院而無怯獲得父母照
顧而須送入中心寄宿、亦有部份是由於
父母不負責任或管教方怯不當而須在中
JO寄宿，但大多數的兒童在若干程度上
有反社會或犯罪傾向。
雖然大部份的兄童有高於平均的智
商，但由於無心向學，故此在學校裹的
成績都十分低劣，正由於成績低劣及無
心向學。所以經常受到老師的責備，加
上在家庭內得不到溫暖或受到父母的責
罵，他們會很容易產生出對社會及周圍
的敵視心理，由於這個原故，他們很容
易便墮入歧途，而實際上在舍堂中，有
大約四份一是曾經犯過輕微罪行或與不
良份子為伍。
這些兒童的思想都比同齡的兒童複
雜，這個現象可能和他們的背景及複雜
的家庭環境有關，在一般情形下，這些
兒童的行為表現和一般的兒童無異，但
在情緒不穩定時，他們或會做出一些不
尋常的舉動，例如偷取其他人的物件，
或故意與其他兒童發生衝突，更嚴重的
可能會攻擊其他舍童。
中心的教導方怯可分為四個重要的

環節，分別是學童的輔導，基本教育，
興趣小組及課外活動，以及職業先修訓
練·中心的輔導工作，主要是由中心的
教師及導師負責、導師本身是宿舍的舍

監，和舍童接觸的機會也最多，他們主
要是解決舍童日常生活，行為表現及學
習上的問題，其他個別問題如情緒，家
庭關係，不良習慣等·就是由社會工作
員透過過案或小組方怯加以輔導。
學校課程和普通學校不同之處是一
個較低的學生與教師的比率，通常每班
祇有十五名學良好生，配合活動教學及
單元教學怯，使學童培養良好學習情緒

這個每年一度的旅行在舍童中佔一個重
要的地位，所以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導師
都不會以禁止犯過舍童參加旅行作為處
許，以令兒童沒有不必要的憂慮。
目前中心最大的困難便是正式受訓

的社會工作員的嚴重缺乏，中心內祇有一個半全職的社工坦任一百六十名兒童
的輔導工作，在這個情形下，很多需要
輔導的兄童住往因此而被忽視。

！邊h口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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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心比較特別之處，是課外活動
佔整個教導工作中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
，中心內提供學童不少有組織的活動及
多個興趣小組，內容方面很多是著重於
體能訓練，目的是令學童能發洩過剩的
精力，除此以外，通過各項活動，舍童
能培養個人生活興趣，與人相處的技巧
及服從紀律的精神。
至於職業先修訓練，其主要目的是
訓練舍童使用簡單工具，養成工作習慣
及令兒童從訓練中得成功感及加強自信
，斗o
總括來說，輔導，I 作的整體目標是
培養兒童誠實，獨立，自尊，富於進取
及樂觀之品格。
就觀察所得，中心內余童，心目中估
有一定的影晌力。由於這類兒童多在缺
乏愛心及關懷的環境下長大，導師的愛
護和鼓勵，就是教導這草兒童最有效的
方法。
中心內的兒童，由於品性惡劣，所

以需要有一個明確而公平的賞許制度去
協助導師的工作，但中心的處豁是要盡
量減低對兄童0理或身體上的創傷，舉
個實例：中心每年都有一個大旅行，而

鳴謝提供資料：
Mr. P. Lee(ConmunityMedicine)
Rev. EricKvan(PsychologyDepa-

rtment)
扶幼會白田則仁中，心
楊役社區服務中，0
（曾家達先生．MsD. LO
童心知多少展覽（港大心理學會及
小童軍益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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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牙 醫 學 會 訪 記

牙醫過往在香港是屬於較為被人忽
視的一類醫生，但隨著牙醫學院的成立
與及政府大力推廣牙科醫療服務，牙醫
將會成為市民有密切關係的專業。究竟
牙醫執業的情況如何？啟思記者特別訪
問了牙醫學會的會長辛渭霖醫生及該會
秘書羅醫生。
香港牙醫學會成立於五十年代，有
會員三百多人，該會目的在於促進牙醫
人員的合作及改善其服務水準；並舉辦
經常性的研討會。然而，全港現有註冊
牙醫六百二十九人‘其中四百二十九人
是來自澳洲、英國及菲律賓等地的大學，只有百多人是在非正式的牙科醫院畢
業，但卻在一九四年前已註冊執業。
雖然，本港牙醫為數不多，但辛醫
生認為普遍的服務都達到國際水平，加
上政府積極的訓練牙科醫生、衛生員、
治療員及技衛員，香港牙科的醫療水準
將會更加提高。但不容忽視的是一般市
民對牙齒健康的重要性缺乏認識。正如
辛醫生表示，大部份病人都只是牙痛時
才看醫生，牙醫學會有見及此，所以經
常透過大眾蝶介，向市民灌輸牙齒衛生
常識，並且贊助每兩年舉辦一次的牙齒
健康週。
有些人認為牙醫的專業地位比普通
科．生（MedicalDoctor）低。羅醫
生卻認為這只是普通人對醫療界的誤解
；其實每個專業都有它的獨特地位和重
要性，這並非是行外人所能評定的。正
如我們不能說婦科醫生比眼科醫生重要一樣”不過，隨著市民對牙齒健康的認

啟思記者
識增加與及牙醫本身能夠做到敬業樂業
，就不須理會別人的評價。同時，本港
現仍有些非怯牙醫在九龍城寨等地營
業，辛醫生表示這情形只會在牙科服
務未能全面推行之前的過渡時期出現，
日後將會自然消失。
目前私家牙醫收費參差不齊，就這

問題辛醫生認為劃一收費在牙科服務中
是不可能的，因為每次牙科手術的情況
不同，應該按照個別情況收費。況且，
牙醫學是藝術，科學及技巧的結晶，而
藝術的價值是難以評價的于不過如果病
人對收費不滿是可以向牙醫學會投訴，
該會是會出面調停的”
香港牙科學會的職務包括委派出會
員參加醫務衛生處屬下的DentalC)
uncil及菲臘親王牙科教學醫院的委員
會，同時亦派出義務牙醫前往石鼓洲戒
毒所、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骨科醫
院、保良局及其他慈善機構服務。
雖然，牙醫無通宵輪班工作，但日
常的工作是繁複的，面對眾多病人和不
同的手術，身體和精神上的負袒是頗沉
重的。而牙醫常患的職業病包括背痛、
心臟病、皮膚敏感、及因與病人口腔密
切接觸，容易患上呼吸系統的傳染病。
最後，至於女性從事牙醫工作，辛
．生認為並無不邁合之處，因為牙科手
術正如其他外科手術是在乎精確的知識
及仔細和熟練的技巧，並不像拔一口釘
那麼態單。而且牙醫學院院長也曾說過：
兀絀ntistryi: perfectforfe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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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黃 校 長 在 立 法 ．局 卹

( 7）木港教育制度的高中階段仍
然有不少拖尼帶水的地方，導致經濟和
人力時間的浪費。

( 17）我們實在需要更加注意技術
和上藝人員的訓練。我們這樣做，也可
以滿足年青人的上進心，由獲得專門技
能而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自從黃麗松校長在立怯局會議席上
發表的一篇有關香港教育制度的講話公
開後，曾引起了一場不小的輿論風波。一些讀者在報章上發表了對黃氏講．活的
觀感並提出建議。及後，二十四名中大
教職員聯名發表了一篇敬告黃麗松議
員書J；對黃氏的部份觀點，提出嚴厲
的質疑。不久，中大學生會於中一月U-
二日出版f一份香港教育問題專刊
；內容包括了黃氏的講話全文，綺可文所
述中大教師的聯書及一些關於香港教育
制度檢討的文章。這樣熱烈的g手論，足
見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是受到深切關
注的。
為了使大家對這件事情有更深澈的

理解，首先在這裹列出黃校長講話的一
些重點（按：以下各點是轉載自本年十
月廿二日政府新聞公佈，客有增補
o)

黃校長的講話

( 8）目前在中學最後的階段至大
學畢某之間的教育，制度相常混亂，我
們有時間艮短不一的各種課程，彼此妝
不恰當地配合·至令一郎份的甲L頁費
時日，大部份則感到混亂和迷惑。

理論性的科學研究，沒有在香港發
來o
現在三年制的大學教育（港沐
很大程度上只重視專業的訓練。婦
入大學後，便埋身在一個狹窄的病
疇以內，課程中沒有重視同學們在

( 1）至於教育制度方面，他認為
本港的教育制度必須相應地配合和強化
，以提供必需的人才，作為推行經濟多
元化計劃的根基。

( 2）他指出，在改進教育制度上
，尤其是在擴大課程，減少死記硬背的
部份，以及把課程配合這個急劇轉變的
社會的教育重點等方面，我們所做的工
作已取得一點威績。

( 3）但他希望在計劃於明年進行
的教育制度全面檢討中，不要為了避免
爭論以達到息事寧人的目的，而規避真
正的問題和困難。

( 4）因為教育上很多懸而未決的
問題，都是迫切和極具爭論性的，其中一些正急待解決。

( 5）一個教育制度上的基本大難
題，是學童應用何種語言作為溝通工具

( 6）英文中學是目前本港中等教
育的主流，關於中一至中三教學語言
的爭論，必須再作確切而又有決定性的
研究，然後加以取決。
6

( 9）中六的兩年教有是，L規教育
的最後階段，因為只有少數人能升入大
學。因此，中六教育木身必項是一個完
整的課程，給予學’覓通識教育和處世的
準備。但再港的中六教育要同時顧及的
來西太多f，除f灌輸通識教育之外，
還要準備學生在讀完整個課程，或課程
的一郎份後，可以投考木港兩閒大學；
而兩問大學課程的長短和教學月l的語言
又是不同的。

( 10）他指出，若干學生習慣J’英
文中學以莢文為教學語言，完成中六課
程後便進人一間用相同教學語言的大學
讀書。

( 11）但其他則在修讀不足一年的
英文中六課程後進入另一間大學，改以
中文為L課媒介。

( 12）更有一些完成了整個中六課
程後接受四年大學教育，因而不必要地
延遲了畢業，浪費了時間。

( 13）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拼湊
的成分仍然存在，令人感到極大的混亂
和關注，更導致人力物力的浪贊，那是
香港的情侃不能夠容許的。

( 14）至於中等教育程度方面，他
歡迎港督在施政報告裹強調工業學院的
功能和擴展工業教育的計劃，尤其是為
了配合工商業多元化發展的計劃。他說
：我們對發展技術訓練的需要，已產
生一個嶄新的看仕。

( 15）了也指出，近來湧人本港的非
技術勞動力，若予以若干訓練和用得其
當，也未嘗不能成為社會有用的一份子
，為本港擴展中的工業提供多一種勞動
力0

( 16）當局必須為現有的勞工，擴
展訓練的設備來提高他們的技術。也好
讓中三或中五的青年得到技術訓練的機
會。在增加專業和大學畢業程度的人才
時，更需要有一個健全的低層結構來支
持。

教育所負起的社會責任
綜觀以L各點，給人有一種印象：
在吞港，教育對經濟發展負上了很大的
責任，而教育的發展卻受了經濟上的很
大制吋。無可否涊，再港的生存，是完
全倚賴著各樣工業和商業的良好發展。
不論是工業或商業的運作，我們都需要
大量各種教育程度和技術訓練的人才。
所以黃氏認為本港教育⋯⋯推行經濟
多元化計劃的根基。（第一點）一⋯以攻把課程配合這個急劇轉變的社會
，···一 （第二點）。具體的事項，包
于刮U；支持在中等教育方面，工業學院的
功能配合工商業多元化發展（第十四點
)；並且為現有的勞工，修完中三和中
五的青年，擴展技術訓練的計劃（第十
六點）。這使人感覺到，中學教育這個
階段的結果，是產生了二批人：一批是
能夠j亟過考試，繼續接受較高等教育的
人。另外一批就不免成為香港這個經
濟機器的低層結構了。
能夠通過考試而進入中六的，將會
接受一種怎樣形式的教育呢？據黃氏的
說伕：中六的兩年教育是正規教
育的最後階段（laat。ta卯offormd
education）。原因是只有少數人
能升入大學。正規教育四字，實
在頗為費解，再加只有少數人能升入
大學的解說，好像在暗示，大學教育
是珍貴難得的，特等級的，
不是普普通通的，他們⋯⋯很幸福
。以二年中六作為正規教育的最
高目標，而不重視發展和普及大學教育
，這是什麼原因呢？恐怕不出以下二項

（一）香港經濟結構，根本不需要
太多的高級行政人員和其他
高級技術人員；所以，每年
從大學中培養出一小批足診
的數目便行”

（二）香港的經濟能力，不能負祖
普及大學教育．
同樣的理由，可以解釋為什磨沒有
經濟價值的人文科學，文學及各種

和知識的多方面發展。看起來倒有點像
高級技術訓練。
再同來看看二年的中六教育。黃氏
說：中六本身必須是一個完整的課程
，給予學生通識教育（liberaleduca·
tion）和處世的準備（preparatlon
forlife）。這樣的說怯，與教育委
員會最近發表的關於中六教育報告書的
建議，頗為接近。這個目標，固然曇很
理想，但不要忘記，那不正規的大
學是為少數人而設”極之珍貴難
求；所以，必然會引起劇烈的競爭’
同學們很有可能只願意埋首於適用於考
取大學的科目。若果把所有通識教育m
科目，也納入考試的範圍，恐怕同學的
負但會加重了許多，同時也失卻了通識
教育的意義。
至於中學的階段，學生們同時要學
習運用中文和英文二種完全不同的語文
，更要面對著不少其他學科，而這些學
科卻是使用一種日常沒有使用，還未掌
握得好的語文來授課。負怛本來已經很
重，再加上了中三淘汰試和中五會考的

豐森：馨蒙豐莖莖羚森蘿當鷺罵
和社會價值感，能欣賞世界文化遺產J
等深遠目標（一九切牌中等及專上教
育白皮書），實在誠何賽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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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分折的結果，實在令人感到悲
觀。目標是不能達到，在效果上；我
們的中學，是為升中六而設，我
們的中六，是為升大學而設，而
我們的大學是為培養小量專業技
術人員而設。其餘在各級教育階
段被篩選剩下來的，便成為了各
級經濟架構上的一份子。
我們訂立了這樣理想的目標，卻不

能達到，實在應該認真地檢討一下。
黃校長提出現在教育制度上有二大
問題存在：（一）教學的語言：中文？
英文？（二）高中教育各種課程，時間
上不恰常地配合。

指出：（一）香港若要保持其工商
業的國際地位，其市民必須能與
中國和世界各地人士溝通。然後
指出：（二）英文中學是目前中
等教育的主流。綜合這二點
，很容易使人下一個結論 應
該用英語教學。這樣的妄下結論是絕
對不客觀和不理智的。第一，須要學一
種語言來與各國人士溝通是無可厚非的
。但這並不等於一定要以英語作為教授
其他學科的語言。第二、無疑在數量上
，英文中學在香港是中學的主流（
Mainstream）。但在全世界的中等
教育來看，使用母語授課，幾乎是必然
的。況且英中在數量上的優勢，普遍被
認為是在不公平競爭的情況下，中文：中
學被扼殺所導致的結果。所以我們深
切的希望，在明年教育全面檢討
的時侯，要韶真地，客觀地剖析
各種利弊，為我們將來的中學生
，遲定一種較理想的教學語言。

,
81織討

矚
嚇

基本上，學制的取捨，並不受
何種語言授課所影晌。所以，我們
應該決定一種最適合的授課語言，和一
種最理想的學制；並不是選了一種語言
，便一定選取某一種學制。當然，我們
在考慮時，也得將兩者一併考慮，令分
析的步驟，能顧及到更全面的問題。
明年的全面教育檢討，我們

深切地希望見到：踴躍的建議，
熱烈的討論，冷靜，客觀，無編
見的分析，最後，我們懇求當局
能作出一個最有利於學生的教育
制度。

八 年啟思編委會

教學的語言：
許多教育界人士都主張利用母語

日一中文教學。他們認為在香港’百份
禺之九十八以上是中國人，日常說的寫的，都以中文為多。所以用中文授課，能

所以邏輯的結論是既然要改為更統一，最好的方式，便是五年英中
，二年英中六和三年英語大學。
這樣的邏輯完全基於英中是主流
而須要保留這個假定。正如上文所述
，英文中學是主流，意義不是絕對的，
也不是必定不能改變的。採用何種語言
，是需要重新客觀地分析。至於年制上
的混亂，我們可以把所有可行的建議，
例如五年中學，二年中六，三年大學制
和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學制等
相比較（當然可能還有其他更完善的制
度），衡量各樣年制的利弊衝突，
決定何者為優越而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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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幫助領悟和吸
收知識，幫助學生與教師及家長互相溝
通和培養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另一
方面，在太早期的學習階級裹以英語教
學，不但窒息了中文的學習，更使其他
學科的吸收，受到嚴重的影晌。筆者對
母語和英語教學的互相關係權衡，少有
研究，意見自然不能與學者們提出的上
述論據相比較。不過，心中卻有一難題
‘游果沒有特別的原因，為什磨我們要截艮早的階段（小學），先學一種第二
語言（英語），然後用這種第二語言去
學習其他的學科如數學，歷史，生物等
呢7我們很失望，在以往政府有關教育
部尸的各種研究報告裹面，從來沒有正
面和有系統地去解決應該用何種語言授
課這個問題；也沒有正面地解答過上述
提出巳久的論點是否成立。於是我們看
到：有人提出了中文教學的好處和英語
教學的流弊，卻沒有人提出英語教學的
好處和中文教學的流弊來和前者相比較
。如此這般，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便同
時存在。
黃氏在講話中，並無明確地指出應

縷碎用何種教學語言”但他認為這是必定要解決的，和希望在明年全面檢討香
港教育制度時必定要正視的問題”這個
建議，實在令人感到欣慰。不過他提出
的技巧，卻很容易令人產生錯覺。他先

高中階段的時間配合很
混亂
我們有二所大學，港大是三年制，
中大是四年制。也有一年制和二年制二
種預科班d一年制的只可以投考中大。
二年制的卻兩者皆可，有人修讀了二年
中六，考進港大。授課語言都是英語，
這是最理想的情形。但有人只讀了
（不足）一年，便考進中大，但授課語
言卻由習慣了的英文，轉為中文。
更不合理者，是讀完了二年中六，卻考
進了四年制的中大，不但很費了一
年時間，授課的語言，也由習慣了
的英語授課。無可否認，這種制度的確
是混亂之極，一定須要改善。但黃氏
提出的手法，不難令人產生一套
錯誤遲輯推論：
英文是主流，所以大部份中學生習
慣英語授課；
二年中六是英語授課，是為英中學
生而設；
所以，修畢二年中六，進入英語授
課的三年制大學，是很適當的。
若果進入四年制中文授課的大學，
便是浪費時間、金錢和引忽語言
上的不習慣。

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的六年中學制
使大學前的教育更為緊湊和完整。被考
試分隔成的中一至中三，中三至中五，
和兩年中六的制度，未免有一種支離破
碎的感覺。況且前者在升大學時只需考一次人學試，因此減少了不少考試的壓
力，學生在學習和多樣化發展方面會更
全面。反觀二年制的中六，因為時間上
的緊促，要學習的範圍又廣，看來是頗
難達到全面發展的目標。至於四年大學
教育，除了專業的訓練外，更有一年時
間給與學生在沒有競爭和公開考試的壓
力下，作更全面的發展，接受更理想的
通識教育。所以這種六四制度，理論上
在培養更全面的大、中學生來說，是更
可取的。但在實際的運行上，卻可能遇
到很大的困難（包括經濟上的）。所以
希望所有關O此事的人，一起來容予討
論，為我們將來的學生伐出一種更理想
的大中學制。

顯 問：黃志昭博士
總編輯：袁維基
編 輯：袁寶榮袁兆燦
常務秘書：林文英
行政秘，：關鼎樂
財 政：林紹良
流 傳：劉修華
對外聯絡：高興基
資 料：馮志榮
去屆代表：何汝祥
時事組：林禮根袁兆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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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動 政 治 制 度 淺 析

L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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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美國
的敵驚對整個世
大耀皂於上月揭必
儲界黑有甚應
．仲酌政策時
有一排括的認論
爾學對美國的政

政府的結構
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他們由

創造者賦與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
其中有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
的權利‘

美國獨立宣言

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聯邦國家。聯
邦原則依據的是憲扶 它擁有至
高無上的地位，是政府和人民行動的基
本指導原則。憲怯設立了全國政府的機
構，規定其選舉方式，分派權力和職責
。美國是一個多政府的國家，有聯邦政
府、州政府、市政府、縣政府、市鎮及
鄉村政府。透過聯邦憲扶，各政府的權
力得到適當的分配。憲怯也確立了政府
的三權分立和互相制衡的原則，人民掌
握國家最後主權的原則和按治的原則（
即政府必須依怯行使職權的原則）。憲
扶也透過法律來保障個人權利、言論和
信仰自由，以及保濩人民不受無理搜查
和拘捕，除非依據正當汪律程序，否則
不得剝奪人民的生命、自由或財產。

政府山三個主要部門組成，皂口行政、立訣和司怯部門。所賦與每一鄒門的
權力巧妙地互相制衡，每一部,，都可以
防止其它部尸’l臘用職權。這就是憲纖中
的三權分立和兀相制衡濛則。
行政部門是以總統為首的包括f

十一個合”會如國務院、財政部、能掠鄰
和內政寫侈等的政府行政1l織。總統每四
年一次山人民經由總統選鄴團llrlj選舉的
。了也J立定）听仃行政機關的首長，並擁有
很大的權力來負責使注律得以忠寶執行

。眾議院的議席則按各州的人口及大小
而定。各州的兩院議員都需按時山各州
人民選舉。每一項擬議中的怯律必須由
兩院分別批准，並經由總統簽署批准後
才能成為美國伙律。

立法部門的角色111國會袒仟。參
議院和眾議院是國會的兩個紹成鄒分。
憲纖規定，參議院山每州兩名議員組成

司法部門是d，一種結院制度所ll
成。這些纖院是以最高注院為游，並包
括全國各地的次要怯院。憲怯為J’保陣
司怯獨立，規定聯邦伏官可在于i為久夜f
期閒任職直至死亡、退休或辭職學！職
期問犯怯的纖’[3’會受到彈動。美國陰它
山各級仃政首長任命，並山參議院批准。怯院負責審理各類訴訟，而般高織院
則擁（J最後的判決並可宣佈政喻的于J’動
違顱。

政府三個部門的關係

行政部門

·總統委任聯邦法官
、可以對冒犯美國的
罪行赦免懲罰

、可以宣佈任何總統
或政府行動違憲

、總統向國會建議立法
、發出有立法效力的
行政命令
、可以否決國會通過
的法案

、為行政部門撥款
、可以彈劾及審判行政部門人員、可以推翻總統對人事的任命，
簽署的條約及總統對法案的
否決

、可以宣佈國會的立法違憲

司法 部門 才 、撥款給司法部門
、可以彈劾司法部門人員
、決定最高法院的受理上訴權
、可以設立或取銷較低級的聯邦法院

立法部尸馴

民意的搜取

在這個三權分立的國家裹，公民投
票是表達人民意願的一個最佳方式。行
政和立怯部門（國會）的主要官員都是
由人民選出來的。得到人民支持無疑對
這些官員是十分重要的，這樣他們便必
須注意人民的各項需求，議員更需要不
斷和人民接觸，這包括書信L友直接的
交往。
人民表達他們的意願，大部份是透

過大眾傳播媒介；雖然電視台由少數的
集團所挂制，但報章的獨立性及其影晌
力之大，卻是不可思議的，憲法在這方
面規定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抉律剝奪人民
言論與出版的自由。另外，民眾亦可透
過組織團體，利用民眾壓力，去影晌政
府政策的決定。
作為執政者的政府，也通過種種方

扶，傳達訊息及收取民意。電視、記者
招待會是用於發表及解釋政策的工具，
而透過專業的民意調查，政府可以獲得
公眾對問題的看按。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公民參政的最新
途徑，現在美國有廿三個州都規定，只
要有一定數目的公民提出一項決案，州
政府便要進于l一項公民議決制以決
定該怯案是否應該成為伙律。例如一九
七八年，俄t)岡州的選民投票通過一項
恢復死8J的公民提案。

總統的選舉
世界上每一個人，每一墓人

，者卜有自治的權禾11。
湯馬士·謝斐遜

一、競選費用的問題 自從五十年代
以來，競選的費用每每數以億計，
私人競選者根本沒有可能募捐這磨
龐大經費。又競選運動資助縷
（七四年通過）沒有控制企業贊
助競選的費用，致令候選人和政
黨受到大財團的拉制，使國家在立
紱及行政上失去民主平等的意念。

二、選舉人存廢的問題 因為選舉
人票受單位投票法支配，而
各州的j靈舉人數目又不相等，候選
人只要在幾個大州取得勝利，就差
不多贏得選舉人票的半數，歷史證
明某總統可以贏得過半數的選舉人
票，但在大選中卻是獲得較少選民
票的候選人。更且因大州的決定性
太大，候選人可能會過份重視大州
mi忽罌，l、州。憲法規定，總統的選舉必須在大選
年（可以用四除盡的一年）十一月一日
後的第一個星期二舉行投票。總統必須
是年滿三十五歲的土生美國公民，在美
國居住十四年以上。憲怯還規定總統只
能連任一次。
總統選舉的過程相當繁複，大約可
分為下列幾個階段：一、在大選年的二至k月，兩黨在各地
舉行初選，選出全國黨代表大會的
代表。

二、七至八月，兩黨分別舉行黨代表大
會，並經由州代表投票，選出總統
候選人。並通過競選綱頷，作為政

綱。
三、十一月一口後的第一個邸期二，舉
行全國普選投票。選民選擇某黨總
統候選人，也即選擇此黨的選咫人
代表其州。（選舉人數目與其州的
參、眾議員人數相等。）
四、十二月中旬，各州選舉人以
單位投票仕投票選舉總統 即
每州的全部選舉人票，都投給在該
州普選中贏得多數的候選人。

五、第二年的一月，參議院主席開票，
以贏得過半數選舉人票者為總統，
若沒有候選人贏得半數，則山眾議
院投票決定。

各種制度的漏洞
遷舉的問題
總統選舉是發錫民主精神的最高表
現，總統在大眾支持F被推選出來，他
的所作所為必項以人民的意願為出發點。完全消除了出現獨裁者的可能性。可
惜在現存選舉中，仍存有以下兩個問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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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的問題
總統的任期為四年。這使總統在考
慮推行一些長遠計劃的時候受到阻礙；
更且總統當然是希望能夠連任的，所以
准行的計劃多是能夠在短期內看到效果
，這樣選民便會對總統更加有信心。一
繼短視的總統更往往為個人連任而忽晷
國家前途利益等問題。
四年一次的大選，在個耗龐大的競
選費用同時，更往往被別國視為從美國
擭取利益的最好機會，使美國在複雜的
世界局勢裹，蒙受到不必要的損失，而
攻策的推行也受到政治很潮所影晌。
內間的問題
美國向內閣，是山總統任命，經參
曦院同意而紐成。在任命閣員時，總統
除了要考慮他們的能力，還往往要考慮
池們的聲望、地位，及注意到地方及團
禮的分佈，以便取得全國各地力及各團
禮的支持。在這樣的情形F，閣員間往
由互不相識，甚者或缺乏行政能力，致
令政策的推行L缺乏一整體性。
總統是一切行政的最高決策者，閣
員只是接受總統的決定行事。遇著總統
對某一件事的執行上非常堅決時，即使
閣員明知是有問題，最後也只得循定F
的方案辦事，甚或只有辭職不榦。
否決權的問題
否決權的毛病才F於它是全部性
的而非局邪性J的，總統對於仕案必
項贊成或反對全鄒，I甬不能rj．使分項
否決的方訣。國會的議員為f獲得其
選卜乏選民的繼續支持，徑常在政府施政
上所不可或缺的一般支出注案中，增加
地方性利益的條致，使總統陷於進退維
谷的困境。他只有兩途可循，一、為抹
段一部份浪費的不必要法案而犧牲一部
份必要伙案；二、為維待一部份不可或
缺的伙案而不得不同意採納一郃份不必
要的纖案。
行政與立法分櫂的問題
由於美國政黨的領導鬆散，所以國
會政黨全體一致的團結現象是非常‘州見
的。國會的立法，都不是山一個有系統
的意見所產生出來的，立跋在美國無疑
是總統4l國會、反國會議員之問的一種
折衷。史且山於議員的命運是在一個地
j,的首腦手上，f也們對注案的立場是以
他們木州的特殊利益為大前提，這樣往
往形成政治L的個局，以致造成立怯上
停滯的狀態。

結語
美國的政治制度，員敝拼美國江么
的精神。政府各個權力機關之問，部:
椅互相監察和制衡的作用。另一力而，
各種制度，都盡力保障人民的各樣向山
，雖然，現有的制度，還俘在看若千ha
詞；不過，對美國人來說，這種民L形
式的政制，足他們願意保個的。

這個世界的主流，是越來越
多的人要爭取基本的自由，爭取基
本的權利，爭取更高的生活質素。
我們非常熱切參與於建立這樣的一
個世界。

占美·卡特

— .4

前，二屆認r戶
轟動全球的美國大選已結束了，結
果是倘特政府下台，繼任的列根俠看優
勝者的姿態將於明年一月人主白宮。對
關心士界局勢的人士來說，這個轉變所
帶來的影晌有幾人，則在這時還很難逆
料，仃人認為民主黨與共和黨：好比英
國的工黨與保守黨，是勢不兩立的
，是以美國在經濟及外交政策上一定有
很大的改變。f壯亦有些看伏認為美國參
家兩院與友背後的人財團才一是影晌國策
的嚴重要的一環。究竟誰是誰非，我們
暫且不捉，靜觀口後的發展。但是，我
們覺得若要理解美國政府現時的’l占況，
必先要理解美國政府的運行及兩黨的策
治勢力，才‘,J能對目前情況作出分折及
加榮瞭解。故此，在這兄給大家搜集f
一收資料，介紹一下民主與共和兩黨的
由來、政策L的異同及美國政治的簡介
和評價，作為大家在閱讀新聞ll？的一些
參考。

山於兩大黨在美國國內的勢力是如
此龐人，听以任何人有意步足政治，希
望從而獲得權力，施展抱負的，只好儘
量令自己適應及受制於其中一個大
黨。於是政黨仍成為人們的一個大體
認同的對象。在這種形勢下，認同的
人愈多，兩黨制在美國的基礎也就
愈形鞏固f。

鑑於代表會這制度缺乏代表性，是
以便逐漸為基層選舉（預選）的方式所
取代。於是，黨員可以直接透過選舉來
選定某個職位（如州長）的黨候選人，

兩黨的特色
基本上，民主黨及共和黨都贊成民
主政體，與及自由企業制度。但前者則
較趨向於增加政府的管制，例如加強社
會福利制度等；而共和黨則趨向於放任
政策，予企業者更多白山。人民之所
以支持某一個黨，往往是基於該黨的趨
向與白己個人利益的關係。例如住在南
部各州的貧窮階級與北部大城市裹頭的
低下階層，不少是倚靠救濟金渡日，是
以一般都支持民主黨。另一方面，基於
某黨的過往政策，一些民族會特別屬意
鈴該黨。例如因為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
憤經對以色列的立國盡了很大的力量，
所以猶太裔的選民都趨向於支持民主黨
然而，這種區域性或集團性地擁護
某個黨派的現象，近年來已日漸減少。
今天美國的選民在考慮是否支持某人時，會多些注意某人的個人能力，特色、而
較少考慮某人屬於那個政黨。就拿今次
美國總統選舉為例，不少黑人因為不滿
卡特的對外政策，所以改投ylJ根的票。

直至今人，除了總統及副總統候選
j、是仍然透過黨代表大會來選定之外！
其餘職位的黨候選人的選舉，已經完全
破頂選的方式所代替。有些州甚至立例
規定參加全國黨代表大會的代表也必須
由黨員選出而非由少數黨領袖所委派。
山此可見，黨內的選舉方式也是朝看一
個更能反映基層意見的方向改變。
此外，黨也在有意競選卜一個職位
的黨員之間，起看一個斡旋的作用，儘
量減少內部的紛爭。黨還對本身所提名
的候選人予經濟上以至人力上的支持，

兩黨政治的由來
回顧美國開國之初，不同種族的人
來到這個臨含著各種機會的新大陸，區
城與區域之問便產且亡了很大的利益函突
。有人認為各州之問應向一個強大的L-,
央政府，另外有些人卻L張巾央政府的
權力應受限制。於是便產’日了聯那派
及反聯邦派兩人派別。冉經過後
來人事上的變換，派系內的分裂與重組
，到了一八五六年，終於產權化f現今的
共和與民主黨。此後雖然也有其他小黨
產生，但不是最終瓦解而為大黨听吸收
，就是繼續處於全無影晌力的小黨地位
。如社會主義勞gi)黨就是一個例了·。
兩黨制的產乙L是向其原因的“

首先，囚為美國的總統選舉是採取選
舉人的制度，所以任何黨能贏得某州
大部份的普選票，就可以取得該州全部
的選舉人票“故此，影晌力較小的黨，
是很難與大黨匹比的。除此之外，美國
的國會兩院議員是用單選區制J選出
的。換句話說，每個州都被分為不同數
目的國會選區，而每個選區只負責選出一位國會議員。故此，大部份的的職位
就只好讓大黨的候選人來角逐，而小黨
在國會裹的影晌力就更形渺小了。

政黨在美國政治上扮
演的角色
政府有政府的結構，政黨也有政黨
的結構。一個政黨由至上有區、縣、
市以至州及全國的黨部。現今來說，政
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各級的黨部挑選出一些黨員來參與各級政府職位的競選。
在一九 年前，大多數職位的候選人
都是山黨代表會推選的。如市長及州長
的候選人是分別由某黨的市代表會及州
代表會所推選的。但是這些代表會的與
會代表都是由地方黨領袖所委派的，他
們的役票意向也早已為黨領袖所指定。

對兩黨制 的評價
山於制度上的特殊性，任何有意摻
足於政治而又想獲得權力的人都必須依
附其中一個大黨才有平步青雲的機
會。然而，兩個黨又能否代表大部份美
國人的立場呢？或者有人說，個人可以
用獨立候選人的名義來參加美國總統競
選。但是，再看今屆獨立候選人安德遜
何嘗不是連一張選舉人票也拿不到嗎？
很多人可能以為他如何愚蠢，簡直如以
卵擊石般不自量力“究竟他為何要堅持
獨立競選呢？也有可能安德遜希望透過
獨立競選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以便將
來可以捲土重來。
發展到今天，兩個大黨已經變得甚

為普遍，每個黨都吸收了各式各樣的人。基木上，民主黨及共和黨都贊成共和
政體，都主張企業為主，不過只是透過
彼此不同的政見，令美國得以在資本主
義的企業化與及政府權力集中化兩個，極
端中取得一個動態平衡”
現時，兩黨的所謂不同的政治取向，其實只是在一些細節上見解不同而矣

,（參與今屆民主、共和兩黨的政綱）
而人民所實際表達的只是對某一黨的信
任與否。現今共和黨的再度上場，只是
表示人民在今大的時室對民主黨的表現
失去信心，可能在下一屆投票，人民對
執政的共和黨的表現失去信心時，換角
的情形再度出現也不足麩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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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中
幾番波折，這個九人的台彎觀光學

習團，終於勉強成行，帶肴模索探求的
JO情，八月九J下午，踏上飛機，到這
聚集了一千七百．箕中國人的寶島一行。

× × ×
在台北時，稍加留意，會發現許多
的玩電子遊戲機的場所，類形有太室戰
爭，駕駛跑車，’球賽等，經常客滿，遊
戲機所發出震耳欲聾的科勾聲音，使人
煩燥，但卻有很多青少年沉迷其中，樂
此不倦；反映健康的青少年活動不足，
而這類遊戲，我想是不能啟發心智，與
政府設想的寓教育於娛樂之中，是大相
逕庭的，更甚的是長期處於這種遊戲環
境下，對視覺及聽覺有直接不艮後果。

× × ×
台大醫學院給人一古舊的感覺，講
室的設備，實驗室的結構、儀器的應用，似乎較香港落後一些，圖書館是一獨
立建築物，沒有冷氣設備，座位簡陋，
藏書也覺落後一點，校園建築物外貌有
統一感，雖然有不少綠草，樹木，但沒
有悉心料理美化。宿舍是絕對男女分開，通常是六人一房，頗為擠迫，宿合設
備普通，有一種平民化的格調，談話中，感到台大醫學院的同學與我們差別不
大，學生活動較我們單純一些，注重文、康、體及人際關係，活動指向方面，
雖有一些思想性、政治社會性，但校方
控制較大，而他們也不會太主動自發性
去推行這類活動。選舉上是全民投票，
推舉一總幹事，然後他自己安排找尋其

他各方面的斡事，共同策劃活動，
× × ×

國立陽明醫學院是印像最深RlJ的一
所學府。陽明矗立在一山丘上，是一所
國立醫學院，有五年歷史，正在逐漸發
展中。整體印像，醫學院的設備很先進、現代化，空間闊寬，使人心情開朗，
儀器先進，一切已頗具規模，感覺全醫
學院的師生有一融洽的整體氣氛，像一
大家庭般，全部學生皆是山國家供讀，
入住宿舍，隨時可自我學習，借閱錄音，錄影設備”他們現時r解到是需要十
數人一起處理一獻體的，解剖室標本很
少，尚待發展，另外，他們有一電視錄
影室，自己製作教材，方便醫學院教學，友提供機會給在職醫師進修。陽明的
畢業生是需要為政府服務數年，由國家
分配到各地行臀。

〉他 i ’·
榮民總醫院一一所使我們大開眼

界的現代化醫院，！占地縱廣，綠草如曲，現代化的建第，醫院內沒有那種獨特
的氣味，光線充足，全部名氣調節，通
道寬闊，沒有處處擁擠的病人，沒有愁
雲慘淡的氣氛，整體形像給人溫和舒適
的感覺。值得介紹的是候子醫療部門，
現代化的役備，與美國醫院並駕齊驅，
現已進入第四代的核子醫療，儀器很多
是由以色列輸入，很多程序經已電腦化，應用在醫療編排及一般行政過程中，
榮民總醫院現已開始訓練自己的核子醫
療人才一，藉以更加擴展這一部門，儀器

等等的介紹，使我們看得津津有味；其
他．沒施的參觀色括有放射治療器，直線
加速器治孑鬲等等，病房全維是冷氣設備，醫院另附設了餐廳、超級市場等日常
起居必需品。

× × ×

以上是台灣在各方面的一些片斷，
行程短短，未能有較深人的體驗，就山
川名勝方面，未能一故阿里山及橫貫公
路的風釆，實為憾事；，政會民風L，印
像是一繁華的都會，了I]．不如香港的先進
現代化，台彎人頗熱誠有禮，但也有勢
利狡猾之輩，尤其是刀“些經常接觸外來
文化影晌的人；可惜我們未能一探台灣
的紅燈區，或一些貧窮落後的一面，未
能f解清楚台灣社會的黑陪面。醫療方
面，大城市的設備，從接觸听知，非常
為人稱道，現代科技水平，能應用在醫
療技術上，但現代醫療．沒施的普遍性，
令人有些懷疑，窮鄉僻壤，仍然是醫師
們不大願意工作的地方。大學生崇洋留
美的氣氛雖然稍降，f臘我們仍感受不ilJ
學生們一些對國家的高遠理想。卜大建
設，如中鋼、中船、中油，規模之大，
設施之現代化，使我們視野擴展，很多
時，他們的工程師會自豪地說這些偉大
的工程是全山中國人一手一腳建立而成，一切的景像，顯示出台灣是在欣欣向
榮的發展，但背後卻仍然隱伏看一老問
題：兩岸相對的中國人，何時才能互相
面對，探討國家民族的歷史方向。

．年．屋薔驚謝遞I初號瀾口斗6，祐神，年二中心亞情老街昌明大廈H座一樓斗飾4311
由．有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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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全 民 大 會 後吃日

醫學院的全民大會，於十一月二十
日下午五時半開始後，到會同學有百多
人，可謂一時之盛·更可見同學關心我
們的學會在Order聲、鼾眼和皺眉頭
下，於翌晨七時左右完結。
今年的全民大會前，可謂風雲迭起
。在數週內，陳蕉琴樓行人天橋側的大
字報此起彼落，教人目不暇給。其中最
惹人注目的，除精釆內容外，要算
是大字報上各式的塗污字句！大字報是
表達意見，提出言論的工具，是在民主
精神的前題下，言論自由的顯彰。尊重
他人的意見發表，實是無可置疑的，亦
即是說，塗污大字報的行為，是卑劣的
小人德行。看見大字報上被塗上不文
字句，想至lJ8些搗蛋行徑有可能
是同學所為，更令觀者激憤莫名。為此
，在全民大會中，同學們通過了對為事
者深痛斥責的動議，更呼籲同學今後務
屆0

惠
必尊重大字報作者的人格及其言論自由
！實令人大快人心。
撇開塗污之事不談，全民大會前的
大字報，內容似乎有點兒為抨擊而抨
擊的味道。我想，每一個幹事組織，
到了將卸任的時候，檢討其工作優劣，
是無可厚非的，但檢討態度若失了建設
性，似乎就違反了原來承先啟後的意義

今屆的全民大會已過，我亦在努
力又努力之下，捱過了一宵student
Lounge裹的寒風。全民大會通宵舉行，想是因為要討論的委員太多，不過r6J
學的精神是有限的，大家有否察覺討論
的進行有隨時間而每況愈下呢？其
實愈夜大家愈睏，愈睏只好愈馬虎了！
會內富有人笑謂，若要不受r鋤，
將自己的一項擺得愈夜愈好！你說是
n織？

，

怎 樣 的 女 徐 ，

李家帆
數星期的，經過學徊房外，很
高興拿到了剛出版的戶，運報和學
范。目到宿舍便急不及待地翻閱起來
。看完了中運報中F取我們母語在
港地位，使人振奮的文章，再翻開我們
同學自己的報紙學范，剛湧起的熱
情頓時冷了一截。
學范的文章大部份都是）JJ我們

母語中文寫成的。然l(lj，在IJR前這幾篇
重點文章的題目，居然是別有一格
地用斗大的英文字來表達！這種情景，
恐怕是比大佬佗在粵delJ舞台上爆肚，來幾旬徉徑英語，更顯得低級趣味多
了！
不知道學苑編輯1司學這樣做，
是一時疏忽，還是另有苦心？是因為中
國語文的表達能力不足，而致需要兼用

外語來補救，還是因為這漾才能建立起
港大學生與眾不同、獨特的風格？
香港大中學生流行中英混雜的語言，不能流利地運用其中一種來充份表達
自己的意思，只顯出再港教育的失敗”
若把這種陋習當作寶貝地拾起來，更自
嗚得意地加以發揚，也只顯出其對這兩
種文化認識的膚縫“追隨坊間城市維誌
表面化和自我陶醉式的思想和文風，縱
使能帶來一時的優越感，卻令我們和廣
大市民愈加隔絕。
我們一同去爭取母語的地位，提高
第二語文英語的運用能力，建立和豐富
在社會大眾中生根的文化，是我們大學
生義不容辭的責任”希望學苑編輯
同學會率先帶領我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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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preclinicalcurriculumhasall
he timebornthestigmataof a
chronicillness.Despitethemajor
‘peration’donetwoyearsagowith
hehelpof twoforeignexperts.the
preclinicalcurriculumremainssick.

Therearemanypersistingand
newproblemsafterthemajoropera-
ion. Althoughvariousmildoperaions
operaionsarebeingdonenowandthen.it
sratherclearthattheydonothelp
much;anditishightimethatwetook

thoroughinvestigationnowinorder
topreventanymoredisastrousresults.

Themostawkwardsituation
appearsinthesecondyear.Thisyear
isa continuationofsomepreclinical
subjectsandthebeginningof pam-
clinicalsubjects.Asaresult,overloading
overloadingofworkandincoordinationconstitute
constituteachaoticscene.

Firstly,therearetoomanysubjects
subjectsforexamination.Duringthe
thirdterm,studentshavetorevisesubjects
subjectstaughtinthefirsttwotermsand
starttocatchupnewtopicsonparaclinical
paraclinicalsubjectsand Behavioural
Science.Astheparaclinicalsubjects
arenewanddifficulttomasterwithin
thelimitedtime,studentsspendmuch
timetobesuretograsponlythemore
importantsubjectsandsacrifyPharmacology
Pharmacologywhichistobeexaminedin
thethirdyearandBehaviouralScience
Sciencewhichissupposedtobemore
easilytackledwithina shortperiod
beforetheexamination.

Secondly,astherearetoomany
subjectstoreviseforexaminationand
timeissolimited,thestudentscannot
havesufficientpreparationbeforethe
examination.Inaddition,examination
skillissoimportantin thevarious
combinedpapersthatthestudentsare
athighriskoffailureinanyoneofthe
papers.Asrecordshowsinthepast
twoyears,failurerateofsecondyear
studentsintheexaminationinJuneis
extremelyhigh.

Thirdly,thesubjectsforexamination
examinationaregroupedundervariouscombined
combinedpapers.Althoughinternal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iscarriedout,itisunfairfor
studentswhofailinonepartofthe
papertobere-examinedonthewhole
paper.Furthermore,studentsrepeat.
ingtheyearforfailureinonepartof
thepaperhastobere-examinedinall
otherpapers.Theyareatriskoffail.
ureinothersubjectsaswellandthey
donotbenefitbyrepeatingtheyear.
Furthermore,studentsrepeatingfor
paraclinicalsubjectsmaynotbenefit
morethanhisbeingpromotedtothe
thirdyearandre-assessedin these

subjectsinthethirdyearbecausethe
paraclinicalsubjectsareonlyinthe
beginninginthesecondyear.

Grossinvestigationrevealssuchan
awkwardness,soisthemicroscopic
scene.
Postnatalgrowth:The courseis
thoughttoprovidestudentswitha
basicunderstandingofhumangrowth.
However,thewholecourseisfragmented
fragmentedanddisorientedwithhitsand
clumpsofmaterialfromdepartments
ofAmatomy,Paediatrics.Community
MedicineandIndustrialEngineering.
Thesituationisacceptableif therequirement
requirementisjustageneralandbasic
concept.buttheactualfactisdisappointing
disappointingwith the unnecessary
emphasisandoverloadedwork.

Evidencescanbefoundinthe
lecturematerialandexaminationquestions.
questions.Herearelistedafewexamples.

Lecturesaregivenonhuman
evolutionandvariations,twothick
pilesofnotesaredistributedtostudents.
students.However,theforsils,monkeys
areunfamiliarto thestudentsand
underthecongestedtimeschedule.
thesematerialsaredifficulttoswallow.
Unfortunately,questionson these
topicsarefrequentinexaminationand
isunrelatedtohumangrowth.
eg (‘ompareandcontrastthefoot
of ‘nanandthegreatapes(1980)

Brieflycompareandcontrastthe
handsandfeetoftheprimates(1979)

Certainquestionsaretoodetailed
detailedandnotappropriate.
eg Whatisthemicroscopicstructure
structureofthecentralneri’oussi’stemat
thetimeofbirth?(1980)

If topicsonPaediatrics,Industrial
IndustrialEngineering,Statistics.Evolution
etcarenotcounted,thereisverylittle
left in HumanGrowth.However,
studentswhofailinthissubjecthave
riskoffailureofthecombinedpaper
andrepeatingtheyear!
BehaviouralScience:Aftertwoyears
ofexperimentation,theresultsarestill
disappointing.Studentsdonotbenefit
muchfromthecourse.Judgingfrom
thenumberoflectures,tutorials,projects,
projects,essaysetcinallthreetermsof
thesecondyear,thesubjectisquite
important.Factorscontributingtotime
failureofthecoursearemanyandthe
followingaresomeoftheimportant
points.

Firstly,studentsdonotfeelthe
importanceofBehaviouralSciencein
theircareerasadoctorthroughoutthe
wholecourse.Thismaybeduetothe
factthatthecourseisnotexpectedby
the studentseg. on topfcsof

Psychologyappliedtopatientsinthe
ward,localmedicalandhealthsystem.

Secondly,theemphasisofreading
readingreferenceisutopiaforamedical
studentundertheoverloadedcurriculum.
curriculum.

Thirdly,theunnecessarystrain
causedbytheprojectfurtherarouses
rejectionfromthestudents.

Fourthly,the overloaded
curriculumofthesecondyearespecially
especiallyduringthethirdtermwillautomatically
automaticallydegradetheimportanceof
BehaviouralSciencetowardsthe
students.

Afterall,a goodbehavioural
sciencecourseis expectedbythe
studentsandcertainlystudentscan
benefitif theseproblemscanbe
solved.
Biochemistry:Accordingtothereport
oftheAdHocCommitteeonCurriculum
CurriculumReviewin 1979,about50%of
studentsthinkthatthenumberof
practicalsinBiochemistryismorethan
enough,over50%ofstudentsagree
thatpracticalsin Biochemistryare
irrelevanttothesubject,over90%of
studentsagreethatthepracticalsare
not usefulin theirstudies(see
Caduceus1979,no.9).Asa lotof
timeisspentinthepracticals,it isa
veryseriousproblemthatneedstobe
thoroughlyinvestigated.

AlittleGeneticsisbeingtaught
duringthefirstyear.Itmaybeworthwhile
worthwhiletoconsiderthepossibilityofincorporating
incorporatingthemintothecourseof
Geneticsinsecondyear.Thetopicson
Endocrinologyoverlapwiththosein
Physiologyandmaybecondensedand
combined.Withthoroughinvestigations,
investigations,wemaygettoknowthepossibility
possibilityofbeneficiallycondensingBiochemistry
Biochemistryintoaoneyearcourseasin
ArnatomyandPhysiology.Actually
thereisnotmuchlossif thecourseis
condensedandwithcertaintopicsincorporated
incorporatedintoGenetics,Endocrinology
EndocrinologyandNeurobiology.
Genetics,neurobiologyandAnatomy:
Theproblemsinthesesubjectsareless
seriousrelatively.However,neurobiology
neurobiologyisa difficultsubjecttomaster
initiallyandalectureonthegeneral
functionandcoordinationofvarious
partsoftheCNS,ifgiveninthebeginning,
beginning,maybe rewardingto the
“flidents

Apartfromthemanyproblems
inthecurriculum,itsteachingisalso
innowayperfect.

Firstly,thelecturesarealways
likeabattlebetweenthelecturerand
thestudents.Transparenciesarebut
lecturer’sweapontorideoverstudents

writingreflex.Anotherweaponis
merefactspresentation.Underthis
situation,thestudentsarejustseeing
orhearingwithoutknowinganything.

Secondly,somelecturershave
difficultyin givingcomprehensive
lectures.Theproblemisaggravatedby
tryingtoconveyasmuchinformation
aspossiblewithinonehour.Under
thehierarchyofpower,studentsrarely
complaindirectlyandhavetoaccept
passively.Curiously,if lecturerscan
failstudents,whycannotthestudents
failalecturerinthisaspect?

Thirdly,accordingtothereport
oftheAdHocCommitteeonCurriculum
CurriculumReview1979,over50%ofstudents
studentsprefertohavelecturehandouts
coveringdetailsinlecturers.Asthe
teachingisconcernedwithfactsmore
thantheories,memorizingmorethan
thinking,it isveryimportantforstudents
studentstogetquicklythebasicmaterials
beforetheirstudy.It isdifferentfrom
a socialsciencesubject.Thehinderance
hinderanceofhavingto‘dig’outrelevant
materialswillputextrastrainonstudents
studentsunderthisoverloadedcurdculu
curdculum.

Theexaminationinthesecond
yearis composedof variouscombined
combinedpapers.Althoughinternal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iscarriedout,thefailureof
anypartofthepaperwillimplyfailure
ofthewholepaper.Hence,itisunfair
for studentsto spendthewhole
summerinpreparingpassedsubjects.

Questionsoutsidethescopeof
lecturematerialsaresometimesasked.
Astheexaminationprimarilyaimsat
assessmentofbasicknowledgerather
thanselectionofelites,thesekindof
questionsareinappropriate.

Changesof partof thecurriculum
curriculummaybedifficult,butitdoesnot
meanthatproblemsneedbotbe
solvedorconditionsbeimproved.

Theincoordinationamongthe
departmentsmayhinderchanges.At
thesametime,thelackofstudents’
concernisequallydiscouraging.This
year,therewillbenocurriculum
revieworganizedby thestudents.
Thus,itishopedthatclasscommittees
cantakeuptheresponsibilityinstead.
Certainly,studentshavetolearnto
havea ‘democraticmind’in this
modernera.

I admitthattheopinionsabove
arelargelysubjective.Butbothstudents
studentsanddepartmentswill,nodoubt,
welcomechangesforthebetter,won’t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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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分 ？

荊 家 醫療組

縱過醫療界與藥劑界數月來的一審
論栽，政府終於千一月t一三口公佈：政
打已，友立一價1二作小糾，檢討現孑示有關
藥制業白，.J陰例抆對訓練投施的需要。根
據可算州f息，淡工作小組才於卡二月初
以于J第一次會議，其工作進展仍屬初步
階段。然．而政府此舉無疑給藥劑界帶來一點希望，亦象徵石再港醫療服務一些
平人改變的，汙能。

在醫院裹面，藥劑師有看另一個重
要任務：就是向醫生提供一些藥物的最
新資料 比夕L一些新藥的效用，劑量
等等。一些較只規模的醫院的藥房更設
有藥物圖書館，提供任何參考資料。
香港醫院的藥劑服務基本上與外國
相同。我們一樣有藥房，並l註冊藥劑
師主理。醫院的醫生可向藥劑師查詢有
關藥品的資料。可惜藥劑師與人口的比
率就遠比外國的低，以致醫院的藥劑服
務未能達到應有的水平。

香港的制度 醫生配藥
據透露，．淡工作小組研究屯點之一
是考態根據藥劑及毒藥條例第五節有
關規定叔）fJ註冊藥劑師的怯例，是否應
作fl：何修改。J
壯逕據響切寺的藥劑及毒藥條例，除了

占劉汙藥房（占上：了f刃U)j杳藥于了）外，註附
黠‘-坎牙彆亦可以無限量則藏任何藥物
以f乍波療J-J途。意思是說再港的醫q：反
牙淤有權I'于了配藥。，】辭實:，香港普遍的私家醫生診所
卻弋fJ-，卜藥房。執行配藥工作的通常是
濩l。除f一些少用的藥物以致個別醫
鈴狀各州’J斤月珍備外，醫生的藥房供應了
JL扎柑人的L要用藥。這樣一個制度在再
港A{j以來一直未見（j’嚴玉錯漏，亦未
見了J淌’l他因派錯藥而與病人對薄公堂。
然I(lj有人就仲經指出這個醫生配藥
的制度是存在打不少缺唧；的。比方說：
巡調制度缺少f一個查核過程，貞責配
藥。）、L輿三藥劑的專業人員，醫生一時的
針，中J有匕引致病人不必要的損害。另一
力山l，有人懷疑醫生所存藥品部份可能
必勾Jl【11彆乙1三行J不察覺。亦有人指出自行
配美迎個習慣可能導致慣於開用自己的
藥li'lj未技考慮一些最適J月的藥劑。
劉於以L的批評，部份醫生是不贊
。】J的。了f些醫生更認為醫生配藥這個制
度是配合香港特殊環境的需要，而大眾
市民亦樂於接受。他們覺得醫生配藥是
方使的做紱。

人缺之患
人缺之患同樣存在於木港藥物管制
的範疇。原來，再港白一九七八年匕月
才有怯例正式管制藥品的進口。在此之
前，可工何進口藥品都是未經份量、質量
的檢查便流放金！j:了而出售。自從一九七
八年注例成立後，侮睡進口或縛k地出產
的藥紀經Ilj江女不f化驗已Ilj驗ljfJ成份，:1左痠
核巡有關的臨床試驗，報告才准註附出售
。了llJ鉤於人數短缺，不怯問人販賣禁藥
的現象仍然存1:（全港負貞衣拉邊些藥
中fr白人員不足1位 一jJJiijf于勺數字
）。是故，藥物管珍約欠完善。
綜觀香，巷藥劑業現況（包于舌配藥工
作吱藥物管理），人手短缺的尸，況t一分
明顯。事實上，全港只有一百零六名註
附藥劑師在藥房工作（即是說全港只有一百零六問正式藥房O)，二位藥劑
師在非政府醫院服務，四·九位在藥廠
工作，約三I一位從事藥品商業，二卜五
位A！政府部尸工作面，他們分寫U負責醫
院的配藥、查拉販賣禁藥、製藥、行政
及訓練藥劑學徒屆使配藥縱等工角：) ,
連同離港的廿多位註冊藥劑師，令港現
時就只有二百三五位註fJ什藥劑師。
近年來，由於英、美、加、‘奧等地
移民政策收緊，很多外地畢業的藥劑師
回流喬港（近兩年平均f牙年達：-！多位
）。這個現象似乎顯示出一股藥劑人員
不斷增加的趨勢。而口流再港的這草藥
劑師更是引起改革藥劑事業的千要原動
力。

何謂醫藥分家
在美、美、加、澳，以至非律賓和

lJ本等國家，醫生都只負責處方而藥劑
森叫llJ負責配藥。在這些地方，唯一能合
怯州藥和l賣藥的地方就只有藥房。醫生
丰馴J以定量盼藏一收急救用藥。
通常，病人在醫務所取得處方後，
便會至藥房買藥。雖然多數藥房都是僱
川一伐耐藥土1處理實際的配藥工作，但
到！．淪L每份藥和處方都必須經過藥劑師
覆級，覆核完畢後，藥劑師便親自將配
好的藥交到病人手L。在這個交藥的過
不劉,，一個負責任的藥劑師將囑咐病人
了n爛藥的川怯，副作用，用藥時要留意
的妒項坎藥物的貯存方怯等等，此外，
dj鈴經藥劑師的審核，可避免因字體錯
州和不清楚所引致的配錯藥，對於有問
題的藥，藥劑師可給予醫生意見，經商
討浚冉給病人以最好的藥物，以保證病
人能；凶當運1月藥物。
唱2

醫藥是否需要分家
不過任何醫療制度都是以服務病人
（任何階曆的病人）為般終的，所以
在考慮香港醫藥是否需要分家這穴引川題
上，醫生和藥劑人員的就業問題並非首
要的考慮點，般重要的是找出一們般能
使病者受益的醫療制度。
從一些醫生和藥劑e中的分析，我們
可以了解flJ醫藥分家是醫療服務的進一
步分工。這個制度使病人得到更了f保障
的服務。透過藥劑師向病人提供J-藥輔
導，病人得到了對藥物的進一步必篩戲，
從短線和長線看來都是一件好事。再者，雖然醫藥分家與藥物管理是兩1田事，
f旦辦好香港的藥劑事業，有系統地訓練
藥劑人材是解決藥物管理缺人的主要途
徑。因此我們祈望香港能向醫藥分家這
個目標發展。

一 疋
但在實際執行這個改革的時候，我
們就不能不考慮一些問題。
從英國醫藥分家的歷史，我們看出

醫藥分家的兩大條件：第一，英國的醫
療人員從十九世紀發展到廿世紀都有一
種整體的概念。雖然隨看科技的發達，
英國的醫療服務不斷分工，但英國人總
覺得每個專家都是整體的一員。有f這
個良好的合作傳統和整體精神，英國在一九一一年開始實行醫藥分家，而醫生
與藥劑師一直互相尊重和信任。醫生不
會恐恢藥劑師會向病人胡亂介紹藥物而
不依照其處方處理，而藥劑師亦盡力向
病人和醫生提供其對藥物飲專業知識。
第二，英國啗利政策的木質促使其國
家書療體制（NationalHealthSys·
tem）很早成立，這個體制膳木丘休制
了醫’凡的沙金和藥房的收費。這點抹除
了聲藥分家很多金錢L的n總題。
以L所提的兩個王要條件：一個是
合作精神與信任的問題，一個是經濟的
問越，相信都是我們將要解J乏的王要環
節。
此外，在實踐書藥分家之前，木港必
須增加其藥房數目兮。唯一的方怯似乎
就是要將現了f的三T多問藥行改化藥房，此舉不只牽連到一些經濟1：的問題，
精密的怯例變更亦是其中必須的中要步
驟。而嚴密的怯例改革亦是整個醫藥分
家計劃成敗的電要因素。而政府在行政

及財政用度方面亦是面對著不少難題的。譬如說，政府應該怎樣安排現時配藥
貝的前途問題呢？以現時的藥劑師人數
來說，是無怯實行醫藥分家的，那麼政
府怎樣去保證充足的藥劑人材以供新制
度的需要？怎樣去擴充其藥房檢查隊伍，以保證市民得到良好的藥劑服務呢？
市民的醫藥認識水平和對磐藥分家
的接受和適應問題亦是不容忽響的。很
多市民，尤其是低卜階層，是習慣了
見醫生，取藥的概念。若果一旦醫生
不派藥，這會不會喊低一般市民兌醫生
的動力。須知私家醫療服務的主要功能
在於過濾一些嚴重的疾病，病人初病不
立刻求醫，以上功能便難於發揮。更甚
者，一些病人為了解決一些看病帶來的
不便，可能自行向藥房問律，後果好壞，不辯自明。
總括來說，很多問題都需要假以時

LJ去解決itj改善的。任何操之過必；的行
動都會帶來不良後果，受害的還是ltj援
大眾。
註：0根據怯例，每個藥劑師只能就職
於一用藥房。

C不久將增加九位。
低藥劑學徒是在非英聯邦國家畢業
的藥劑師，在港未能註1-1，多數
止在卑：備應考木港的註tlft試。

C怯例規定，只了J認可的藥房才能
為市民配藥；藥于f是不能和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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