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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昨夜的狂風慕市
那東會有今天絢麗奪目的料蚊
沒有昨夜的雷電交加
邊飲顯出風雨讓的寧靜
雨讓的牙乏蚊
領妳標誌著新一頁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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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醫療界的工作者，你有否
想過或曾經遇上一些關於醫學道德的問
題呢？究竟對於我們來說，甚麼才是正
確的醫德呢？雖然國際間有著一套要醫
生遵守的條歇，可是醫學道德卻是沒有一套明文規定、正確的標準。
對於每個人來說，他們各自擁有一
套價值觀和道德觀，故很難找到一個
標準J來作為指引。所以作為一個醫療
界的工作者時，我們便容易在醫德問題
上打結，無所適從，不禁問問自己：
究竟這樣做是否正確？我有沒有違反醫
學道德呢？
在以下我們便從幾方面探討一下醫

學道德的問題，如唯胎、人工受孕、強制醫療。雖然我們叮能不會找到正確的答案，但希望大家都能在這問題上多加思想探索，得到一個最終的方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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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謝：

Dr . M . KWan

Dr . V . Lam

Dr . R . Fielding
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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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醫 學 道 歹惠 路

道德者，泛指人類行為所應遵循之
理汰。而醫學道德，便是醫學界對
於和醫學有關的行為上的對錯觀念及守
則。由於自覺地反映品行標準乃專業的
特色之一，故此長久以來，醫學道德一
直是此專業自我調整的一種型式計自古
希臘的Hippocraticoath到現代的
DeclarationofGeneva，不少醫學
道德守則隨著人們價值觀念的轉變及科
技的進步，應運而生。
這些道德守則不是汰律，它們的功
能只是反映出現時醫學界的道德觀念，
作為一個指引，對個別醫生的操守是完
全沒有約束力的。它們之所以沒有被立
沃，原因有二：(--）、某些原則純悴為理
想上、精神上的；個別醫生有沒有遵守
，誰也不知道“何況將思想的正確
模式立汰·未免容易做成思想柑制，有
違思想自由的原則。口、雖然這些守則
所歹U的原則大家都沒有異議，可是行動
上如何實踐這些原則，個別醫生會由於
價值觀念及個人哲學不同而產生分歧。
而這一點也正是大部份醫學界的道德問
題之爭論所在。尤其是當兩個原則發生
矛盾時，如何取捨便見仁見智了。
道德難題的出現，可以由下列幾種
情況引起：

一原則上的爭論：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人有沒有權利

控制自己的生死。雖然現在的社會風氣
崇尚自由民主，但是依然有不少人基於
宗教或社會理由反對自殺。另一例是自
然律的權威性。崇尚自然，每每
反對以人L方法控制生育；如羅馬教廷
反對用避孕套。究竟人類應否挑戰自然
現律（或神的規律）的權威性呢？。
二、兩個原則出現矛盾
臂如說，一項原則是尊嗡病人了解
自己病情的權利。另一項原則是照顧病
人的心身健康。面對一個患上絕症而心
靈又脆弱的病人，我們應否向他坦白呢
？兩個原則之間應如何取捨？
三、兩個個體的權利衝突：
罕有資源的分配可說是個明顯的例
子。臂如說，甲和乙都是腎衰歇的病人
。假如你只有一個腎的話，你會替甲做
移殖手術呢，還是替乙做？要以甚麼原
則來甄選，才符合道德呢？公平的
意念是現代社會制度和汰律的缺礎之一
。可是，怎樣才算公平J呢？資本家
剝削無產階級的剩餘價值，似乎不公平
。可是假如愛因斯坦的工資和掃街茂的
工資一樣，都是三十六塊錢的時候，這
又是否公平呢？

四、價值觀念上的爭論
所有人都承認醫生在作出任何決定
之前首要的考慮因素是病人最大的利益
。可是，甚麼才是病人最大的利益呢？
對一個垂死病人而言，苟延殘喘好還是
爽快了斷妙？這條問題的答案，顯然會
受到醫生和他的病人對生命的意義的看
法所影響。
五、技術上的界定困難
雖然大家都接受人權是每個人都應
該享有的權利，可是怎樣的人才算
是一個人？生與死的界定雖然在汰理上
屬必須，呵是到今時今日，生與死的定
義仍然富於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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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以受精卵為人，因為它有自
己一套完整的遺傳因子，擁有其獨特性。假如這個觀念是正確J的話，嚷胎
乃是謀殺，牌外受孕乃是玩命。另
·個較為傾向唯心論的想決，卻以
思想J作為定義人J的下具。他們
認為人之所以有別於禽州，皆因人有思
想·故此胎兒在中樞神經系統在一定的
發育階段之前，並未擁有人的特件，祇
能算做prohuman。近年來醫學界趨向
接受腦死J來定義死亡，大概也是基
於司樣的哲學。
精神病人的定義也。I構成道德問題
。精神病人被標籤，便要面對自主權
被劇l奪的危險。究竟一個人的神智與倩
緒要混亂到甚麼程度，我們才可以將他
的自七權剝奪？條件定得太鬆的話，精
神病未免會成為偏差行為的代名詞，演
變成社會控制的一種工具。一個醫生認
為是正常的行為，究覓是不是金科
k律呢？精神科腎4=有權利劃下一道界
線，禁止某些特定的思想模式嗎？假如
j丙人並搏《自覺有病，而他又對別人沒有
危險的．活，我們有沒有權把神經的
標籤加諸他的身上？
說flj這襯，我似乎已把道德哲學描

繪成一！,'1問題多多，答案少少的科tl。事
實上大部分道德難題都是沒有個所有
人公認的答案的。小為故麼，只因道德
哲學f1l所有的哲學思想一樣，都受到心

一一一亡迪土壁J 墜一
可以對社會作出貢獻。
然而功利主義是有其局限性的”
求過於供的情況下，有限的醫藥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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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會、文化、宗教及理性認知的分
別所影響。
根據心理分析的學說，人們仗以辨
別是J卜的艮知，是超自我對自我的
抑制。由於超自我是行為標準在潛意識
中的經驗累積，故此所謂良知必然受到
過去經驗的影響。舉個例說，和平甲成
·長的人難免比戰爭中成長的人更加重視
生命的價值。
當然，亦有不少人相信艮知乃是天

賦的。可是不論你對良知的起源持有甚
麼觀點，理性忍知的判斷都是作出道德
決定甲不可或缺的工具。那麼究竟邏輯
上甚麼叫做對？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世界上最多人
實際上採取的哲學系統是功利主義。功
利主義中的對，就是最有效地帶來
最大益嗯的行動。當然，何謂最大的益
處，要視乎個人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有
人以個人的利益為依歸，也有人以整個
社會、民族或國家的利益為依歸。訾如
說捐腎，前者會反對，因為沒有好處；
後者會贊成，因為挽救r腎病患者後他

人家可能一聲媼食艱難
掉，連多謝也省下。醫
錢做手術呀，你免費幫我做啦

將脅被分配給對社會的影響力或生產力
較大的人仕。假如愛因斯坦和掃街茂同
時得到腎病的話，前者肯定可以得到使
用洗腎機的優先權，功利主義者說不定
還會威迫利誘一些、獻出他們的腎臟給
愛因斯坦。於是乎社會上的階級差別遂
被強化，不公平的現象越加明顯。社會
功利主義者理論上亦會贊成優生學，於
是大學生生孩子叮擭更多政府福利，勞
動人口則兩個夠晒數⋯⋯
假如功利主義是霸者之道的話，那

麼人道主義便是王者之道了。人道主義
與功利主義最大的分別，便是主張人人
生而自由平等，擁有不容侵犯的人權。
人道主義中所謂對，便是：一遵
守公平、自由、博愛等美德；及二、履
行義務，如守信等。誠然，人道主義的
理想境界，實在十分討好。可是在個人
功利主義抬頭的社會中，純悴的人道主
義會不會是寸步難行的婦人之仁？你和一 一

!J死未。
當每個人都要求人權的時候，權利
與權利的衝突就更明顯了，植物人有人
權，故此別的病人不能搶走維生機器；
畸形的胎兒也有人權，故此母親必須讓
他出生，抵受養育白痴的痛苦⋯⋯
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很多哲學派別的
思潤可以作為道德抉擇的原則，可是勢
不叮能一一在此討論。我在這裡無意推
銷或者抵譏任何一派哲學思想。事實上
任何一家學派·均有其特色，有其強處，亦有其弱點。根基鞏固如西方的宗教
主流 天主教，亦有無神論者對抗之
；歷史悠久如我國的儒家思想，亦有紅
衛兵等輕藐之。我在這麼所希望做到的
，不過數思而已。以下幾篇文章，
是幾個特定情況下的道德問題，大家閱
讀的時候不妨問問自己：我的意見是甚
麼？我在甚麼原則下作出這些意見的呢
？這些原則對嗎？

1祁ire"t Aborti"n，而Di腎t Ab"r-
tion等於謀殺，囚F計．Bra衍認為母蹴
應該忍耐和接受一他f1l於嬰死出世而造
成的心理影響，並且接受它為神的旨慧

中斗

淤必一
當學界人仕：然州配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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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少人反對喳胎，但到家計會
耍求進行終正懷孕手術的孕婦則越來越
多了，香港人的道德標準是否降低了？
部份人強調可能是山於大眾傳媒的影響
，使更多人知道家計會的服務，但是，
如果人們的價值觀不變的話·大眾傳媒

L‘口口C鳥C亂，j. "j祕他

生 命 的

主 宰 ？ 程曦

騙．寥潤騙r，尸吃，黝Ltl

生 命 的

主 宰 ？ 餓

命勵黏Impl。矗。ti。。之機才開始，所以
他們也馭認眼胎是毀滅了嬰兒的生命，_
俱是他們認為在合理情i兄卜、，甲胎是叮
以接受的，，例如：胎兒生長畸形或母親“年跑黃鉀4；能接受J或者使她受精神困
擾：終正懷孕手術故不‘居：是母親（rJ決定，丈夫也小能反對的，結東嬰兒生命也
牽涉到嬰兒人權問題，關醫徑認為祕
親和權利和嬰兒么樣縱要。她強調如果
叮親懷孕台對她造成．0理或生理L影響
時二這也同樣地對勉強生下來的孩子有

雜處的社會，我們的思想行為是很容易
被西方文化影響的。·西方女性爭取墮胎的一個主要的理
下廈希望自由·不想受到候孕所帶來的
限制：她們認為男女應該平等‘女性也
應該和男桂一樣，可以不需要對性行為
負夜任，所以她們反對任何阻止墮胎的
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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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伴份者L家計會要求’嘆胎的歸女都是受到．心理因素影響‘家計會會首先給
她作輔導騙使她仃足夠心理準備去應付
中胎造成的心連影響，然徒經兩位註冊
西瞥簽紙同蔥。‘ ·。一 “
家計會的終止懷孕手術是眾、所周知

件。根據統打·向馴現在為止’今躺勺．家露t會已件2090名姑女進行終止懷孕手”
術，佔全港接受同一項手南的女性13%，政府臀院佔6%：人多數孕婦則向私
家”院求助。一 ’ 二

j雙‘ ．
低計

家．于t會是根據頃胎伕例來眸懷孕嫦【女進行終ll.懷孕手衛·而且求助歸人所
提小的理由是要在彆生的這德範閑內黔
j亡德樣學鎚一鵝不明文，’《旦受眾人所認
同的行為校式和思想方汰d由於受到鬧
圍環境和朋友勝響·神們人的價值觀啊1
迅德爍州鄒是不同的乏寺江，兀 ·
·，·中胎所引起（O道德問題一向部受到
各）)’的爭議·嬰兒和母躍的人撤都縫討’

淪的熊點。．以下就絀贊咸和反榦人仕所·
提nl的論點斗，．、 ． 。’ · 滷
教六人仕：一7.' ‘一 ”罵
他們認為人C白生命縫神所創造的．石
神給一予人補力掌管大地，但是我們是沒‘

有權力去毀減If1己或任何人的生命。F-
ath. r Brady（傚思文梁：Abortion)
將甲胎分開為l(（接嘆胎（Diro。t Ab-
ortion》啊！辟認接限胎（IndiroctAbo·，
rtioh）究IndirectAbortion的進實才；
勸，, 造．t．於織續懷孕合對母伐或嬰兒才
不良影膏g在縱補悄況卜’，教向迪接受

‘、

．私

勵
狎
f
L望鳥州闖
Jr儲卜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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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盡、 日讓；蘊零盧

而教會人仕對生命的斤汰是值得諱，因為他們對待婦一條生命都縫公
的戶嬰兒·母親也享有同樣的檬利，
廷，如果我們要從嬰兒和母親兩者二
其一（tJ話，我們使應該史加理性地分，選揮正確的處理方故，確使母親和
兒的生命受到保擭的。
人縫韋體的動物，共卜江生活便需要
終同的價值和近德取向。有時候，真
在眾人反對之卜也等於度話一，般，所
我們i需要有’向己一套的思想．互相一、
合，彼此亂相補足，確立一個止確的

坤此姨州，,lr•‘J'J驚
）此伶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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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願 VS 治 療
一
專 訪

Dr . Fielding ROSS

強 制 醫 療

聯

唱澶口瀆遺個矚口用口壇口壇隨牘隨

-‘口口圈二口
L馴口甲

為了史了幫強制醫療和人道毀減的
問題·敵思記者於情一月五日訪問Dr.
Fielding，以下便是訪問的內容：
斂：你對強制醫療有甚塵意見？
F：這個問題要視乎清況而定，在某些
情況一，強制醫療的執行是為f保
障社會的安全，例如一個犯人因異
常強烈的性衝動而被強行用藥物控
制。在這個情況F·強制醫療呵能
是必需的，因為一個翳生小只要對
個別病人負責，還要對整個社會負
咸。雖然我們要尊嗷每個人之意願
（例如不能強迫一個酒徒戒酒）,
但當因為一個人的自由而剝奪了他
人之權利的時候，社會壓力便會迫
使醫生用藥物控制。另外，對小孩
子而言·強制腎療可能也是必要的，例如當一個小孩子過度活躍的時
候，也許藥物控制是一個解決方法
。這個例予其實也反映了一個社會
心理的問題。

一般情形下，如果一個住在醫院的
病人的病情沒有好轉，甚至繼續惡化的
話，那麼醫院方面便會繼續為這病人進
行治療的。可是，假如病人因為厭世、
宗教、甚至無知而拒絕接受治療的話，
醫院也無法強迫他。不過，眼看病人病
情惡化而袖手旁觀，似乎有點兒那個。
於是乎，便有人提倡強制醫療。情
況可以有兩種：曰完全有自主力、頭腦
清醒的病人拒絕接受治療。例如一個嚴
重的腎病或癌症患者為了減輕痛苦、不
想再受病寶煎熬而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不願再接受醫治。口完全失去自主力的
病人的家人拒絕醫院醫治該病人。例如
有一個長期昏迷的病人，他的家人不想
醫院繼續治療那病人，為了不想病人再
受痛苦。甚至一個不懂事的小孩由於怕
痛而不肯接受注射也屬於這個情形。
強制醫療所產生的問題有兩個：第一
就是誰去決定病人須要接受強迫性治療
？第二就是根據甚麼去決定？

．•口．卜••，•

•勵亂口曰寫匯留

敵：對於較早時候，一個老婦拒絕進食
，最後終於死亡，你個人有甚麼意
見？

F：這件事不只涉汝醫瞭制度的問題，
還涉及一些社會制度之流弊。我們
要：.t論的，並不只是應否強迫她入
院治療；事實上這個例予確實反映
出整個社會在照顧老人方而的失敗
和不足。也許，這些老年人所需要
的是多些關懷和愛心，與及社會的
支持和認ld1，而不是更多的醫院和
治療。

至於以什麼標準來決定病人應否受
強制醫療這個問題，大多數人仕都覺得
這標準很難制定，所以沒有劃一的意見
。但有幾點也可作為標準的：強制治療
能令病人康復嗎？如不能，那把病情控
制嗎？治療會對患老家人或社會造成不
必要的嚴屯負擔嗎？治療會對其他病人
帶來不艮影響嗎？這些標準是否正確，
是見仁見智的。小過，強制醫療這個富
爭論性的問題能否解決，是有賴各界的
寶責意見和彼此間的交流、合作。

今夸今
夸今今今

今
夸今今
+
今今
今今
今令今今今
今今今
今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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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寺夸

今夸今今
今今夸
今寺寺夸

倣：撇開強制號療的話題，那奎你對人
道毀滅的肴注又如何？

F：這是個複雜的間題，其中涉及到人
權和醫療煮任的街突，而且還關乎一個社會對個人的期望。我個人認
為，人道毀滅的實際例子比公開承
認的多，有時甚至當事人也不以為
自己在執行人道毀滅。我並不贊成
容許醫生執行人道毀減，因為沒有一個人有奪取另一個人生命之權利
。而且在很多方面，醫生對個人已
有過多的權力。萬一有其他力量（
如藥廠、健康經濟等）影響醫
學界的決定的話，這問題就會變得
危險。

歙：有些病人因受不住痛苦而要求人道
毀減，在這種情況下，你認為人道
毀減可以執行嗎？

F：手父認為醫‘L在決定應否終止治療之
前，應該徵詢其他專業人仕的意見
，例如護士、社會工作者、心理醫
生等，因為他們比較接近和r解病
人。舛一方面，醫生也要清楚了解
病人和他的家人的需要和意願，並
和他們一起作出決定。

數：有些人認為維持垂死病人的生命是
很費資源，你同意否？

F：舉個例來說，如果有十個腎病者，
但只有一部洗腎機，我們應怎樣決
定誰有權用這部洗腎機？而決定的
原則又是甚麼？性別？職業？其實，醫療服務的最終目的為照顧病人
。這樣的話，沒有一個病人是浪費
資源的。資源不足的正確解決方法
是爭取史多的資源，而不是消極地
放棄對臨死病人之照顧。

-ran

除看科技的發展和新事物的發現，
人類在各方面都進步f不少，例如在醫
學方面，新藥物的製成、對人體的深入
研究都能令到很多不治之症的謎解開和
延長生命，但是與此同時，亦有很多問
題因而產生，例如那些患了絕症而父陷
於長期昏迷狀態的病人，又或者是那些
植物人，從醫學、道德、社會等的角度
來看，我們應該怎樣照顧他們呢？以現
今醫學的進步和完善的護理，是有足夠
的絛件去用藥物或維生器無限量地延長
他們的壽命，但這樣做是否會被視為浪
費資源呢？但是如果不供給他們所需要
的治療又是否侵犯了病人的缺本人權？
身為這些已沒多大機會復原或甦醒的病
人的家人感受又如何呢？作為一個醫生
又應否順應病人或其家人的要求去停止
治療？
作為一個彆學生，我們都知道醫生

的責任便是在任何倩況下去盡力救人而
不是決定何時去結束病人的生命，反對
人道毀減的人會認為生命是神聖的，生
命是應該受到尊很的，所以無論如何，
任何形式的生命（有貢獻或無貢獻）都

應該盡；k保仔；世足這火亦產生了一個
問題，這便是：沒有意義的生命是否真
白9那麼中要？有人認為‘L命的真諦在乎
它的質而不是縫，只要生活得有意義，
生命的長短並小是問題，相反來說，沒
有思想地生活tl．年並不代表至lj生存是有
價值，當然，生活得有意義與否卻是因
人而界，很難下一個眾人也接受的標準

既然每個人對生侖的看伏都有所不
同，那麼人是否有權操縱自己的生命呢
？當一個患有絕症的病人要求醫生終止
治療時，醫生是否應該順從？有人認為
病人可能是受不了肉體和精神L的折磨
才會衝動地妄下決定，過後。r能會後悔
作出這決定，況且健康是人對社會
的一種義務和貞任，所以醫生是小應該
聽從這類的要求；但是如果此要求受到
拒絕，醫生又是否侵犯了病人的人權呢
？人生存的其中一個權利便是去確保自
己不會受到不必要的痛苦，既然如此，
病人是否可以在不影響社會或週圍的人
的情況之下選擇死亡這條路呢？再者，
我們為什麼要人生存在世上最後那幾天

也繼續受丹？舉另一們情況為fMJ，如果
患者因陷啄昏迷狀態而已缺乏了自立主
意的能力。這時，其家人是否有權要求
醫生停止病人的治療，而醫生又應否接
納其要求？要知道人的生存並小是獨立
的，一個人仔J生活往往都直接或間接地
影響到其家人和朋友的生活，尤其是在
上述的情況·病人日積月累地給予家人
的經濟和精神承擔可能實在太大，家人
在權衡輕很後可能會要求醫生停止治療
其親屬的；由此我們亦可聯想到另一個
問題，究竟這些病人是否給予了彆院和
醫撈人員一個太大的負擔？給予他們治
療是否屬於很費資源？$l1果把這些人力、物力去用於一些有復原機會的病人身
上是否更好呢？有人認為現今醫院的資
源缺乏，我們確實是應該謹慎地善用；
但反對的人卻認為人是平馨的，既然資
源不足便應該積極地提出改善，而不是
消極地去剝削人應有的權利。
此外，反對終止治療的人會認為隨
看醫學每日鈞進步，那些不抬之症和值
物人或許會有痊癒的機會，只要一日生
存，希望是永遠在人問的。但亦要考慮

這機會可能是非常的渺茫。
有人更會認為如人道毀滅合伕化，
便會產生很多道德的問題，例如病人會
對醫生失去信心，．社會會產生優生的現
象⋯⋯等等。
究覓誰可決定人的生死？醬生？自
己？社會？上天？是否沒有意義的生命
便不值得保留？進行人道毀減是否一定
屬於沒有道德？相信這一連串的問題，
只要人仍然生存在世，它們仍然會是一
個不解的結。

召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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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特。：。克，克（W_

!參‘ ,SOn& Cr,ck）因發現T DNA的構
騷造而擭諾貝爾醫學獎；從華特儲：筆中的
肥 沒有任何物質比D"A史玉瞥””一
唱：我們對將來能將所有生命的奧祕郡掌握
啊 手中是樂觀的，主要因為我們對DNA

一J嗎‘ 一州一•h-

遺 傳 工 程 學 M & M

騰

的認識小斷地增多。就可以惑受到遺
傳學r白潛質，然而途中所要付出的代價
又有幾冬？對人類論學又．戀味看甚麼？
現在，有叮能應用的醫學技術也頗
多，但佩正可實際進行的也只是寥寥叮
數，而其中亦小乏富爭論性的技術。以
F是一些有可能實際進行的技術：
I ）用在生長中的合成子（zygote）裡一、無精生育一卯予不需受精而發

育，因此有著和其
母親一樣的性型（
genotype)

二、製造同本生物（clone）一在
早期的胚胎時分開
細胞，製造出多個
有同樣性型的個體

滌；緘，
邊、開，‘ '；一化

祈
l一

一廾）
;.．
州

無

各孓州罕二

11）牽涉到體紐胞（somaticcell）性
型的一、改變放因（Gene）的成分
二、在身體內抽出一些不正r$的細
胞去接受非誘導性突變（Ra-
ndomMutation)，隨後將經
選擇過的細胞很新注入體內。

m）選擇性交h也（SelectiveMating)
一根據父母之1傳表型（phen-
otyPe）或性型一例如使用經選擇
過的精子用於人工受精中。
二、鼓勵早孕，因為染色體缺陷的
機會比較少。
三、根據配子（Gamete）之性型

1．將帶有lT常域因的精子
從帶h 小正，$’ 岷因的精
r中抽出，用於人L受精上

neTherapy）的過程中，難免要用一
些人的胚胎作為實驗的對象，縱使這些
以胚胞作為實驗．、f．的階段已到達發展L
作的未段·把握十足，但始終對這些胚
胞有一定的危險性，而且難以預計的。
而再進一步發臘至能夠為胚胎或合成子
進行缺因改造時，父母又是否有權替胚
胎決定去接受改造呢？

以道德fl' 觀點去看，對遺傳學有所
懷疑臼9主要問題都在於科技上的濫用及
它可能對傳統道德觀念的破壞。相反，
遺傳工程叮能對社會的貢獻亦不可忽視
，如果能掌握適當的技術，便能改善人
煩的特質·及防止隱性基因的表現所造
成的遺傳病

為r要更深人的r解，
r一位這方甬．, '_二

啟思便訪問
.V.Lamo

以卜便是一部份訪問的內容：

2．替母親注射疫苗，從而
除去不健全的精予。

從t述的一些可能性來看，叮見有
幾個方面都是值得．付．淪的。
在·們•F視人撇（l' 社會與，遺傳l:
程中的科技或研究如梁牽涉到人的合成
戶或胚胎時，道德lu題便會隨之而生。
舉例·在研究持胚胎做故因治療（Ge-

·另外一點要提出的就楚違反t'l然的
論點：試想人的誕生就是·件自然小過
的1'i ，每個栽因f4l父母給予而負責r整
個人的每個特徵；無疑，遺傳r程的技
術有可能改變放因的組合。那麼，特徵
的改變是經人L造成的，控制在人手中
的，跟自然定律背道而馳。黜一叮能性
就是所謂優佳乞學（Eugenics）的出現
, u1J是利用人不方汰去改良人類的
馭因或避免小合格J！固體的誕，t．。或
許我們可以想像flj將來的父母對子女特
徵會有吏大的選擇和操縱，要子女擁有
強壯的身體、高度智懇、音樂才華等等，更雖于的可能會出現另一個希特勒

·一個磁丰l：的統治者操縱著遺傳L程
的技術去製造更完美Jt'r優秀民族。

啟：遺傳工程學研究的鼓終目的是甚
麼？
林：在醫學上來說，最主要r白目的之一是威因治療（GeneTherapy）·希
望能將有問題的域因改良，而將一些正
常的缺因代入，務此消除小良放因（t影
響，從而根除遺傳病。但我要強調一點
的就是我們現今在這方面的認識仍是極
之手11很（J9，因此GeneTherapy在短期
內小能對社會作出共麼貢獻。遺傳工程
紹一功用是可大量製j告一些昂貴而又花
-，寺提悚的藥物，如胰島素（Insulin)
、’L長激素（HumanGrowthHorm-
。ne）等，這些藥物已被認可，並開始
在l七IniItl售。

不

啟：你對遺傳工程學是故意違反天然
生態這講汰有甚麼意見？
林：基因的改造並非真正的反自然，
篷因改造在體內是經常發生的，Re:t-
rictionEnzyme的工作就是例子之一
。我們只是利用這些自然的功能去矯正一些出錯了的基因而已。
啟：當數十年後技術達到一定的程度
時，是否會出現很多濫用技術的機會？一如原子物理研究所帶來核子彈佈滿地
球的局面。
林：首先，雖然現在有核子彈的存在，但仍未有濫放核彈的情況發生。尖端
的科技是普通人不易掌握的，而該類科
學亦要向有關當局負責和接受各方的監
管·所以濫用科技的情況很少。在84一
85年左右，就有一位美國科學家特地去
到以色FlJ實驗（此項實驗在美國是違洗
的）。實驗包括將同本基因（B一Glo-
bin基因）注射人一些末期病人體內。
但後來這件事被美國當局發現後，這科
學家被開除在美國的職格和取消所有研
究經費的撥款。這件事就表示出科技濫
用的機會很少而處分亦非常嚴薇。
至於將來的問題，我們都無汰控制，只能夠寄望將來叮以通過對大眾的教
育、監管的措施和科學工作者的自律來
制止有濫用的情形發生。
啟：現時有沒有存在一些研究範圍上
被監管或限制的情形？
林：在七十年代中期時已有。當時大
眾及科學家都對此非常憂慮·因為能夠
改變人頸岷因構造這想汰令很多人無所
適從·而且科學家對這門科學的發展速
度和對人類仔J意義都無法估計。因此美
國就在匕六年一下子通過了一連串的嚴
厲默管和控制措施。但在短短三年後，
這些伕例的嚴厲性已被修改，因科學家
也南漸忽識到自己的知識和技衛都非常
有限，恐慌是無根據的。所以月前秀港
彫投華i扶麼怯定（rJ指引和監管政策，主
要都是靠我們自律而已。
從以上的討論及對話中來看，無疑

遺傳工稈為很多人帶來一些可預見的、
川J時的好處給我們。但雖然這收技術的
掌握仍是在很初步的階段，亦未可見有
離墜實際的嚴f道德問題·我們也千萬
不可忽視它牽連到道德上的各方面。

細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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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新月異，已非我們道德觀念
所能趕得上的。試管與的生命令千千萬
萬的人類爭論不休。到庇甚麼是人工生
命呢？它又引起些甚麼道總問題呢
9
人工生命即試管嬰究《總括來說共
有四種：《B妻子輸卵管閉塞：由父親提
供精子·母親提供卵子。經人工結合後
，受精卵被放191母親艙內；《斗妻子不能
懷孕：由父親提供精子，母親提供卵子
。經人工結合後，受精卵被放進代母子
宮內：曰丈夫不育：捐精者供給精子，
母視提供卵予。經人J結合後，受精卵
被放9l母親饅內：囚妻子不育：丈夫提
供精子與代母的卵子經人工結合後放進
代母子宮內。
授情過程簡述如下：首先用藥物刺
激姊人，使其排出多個卵子。接看用針
筒抽州卵子，並授之以精子。才放進培
養篆與。待受精卵分裂辛八細胞J階
段便放進婦人子宮內繼續培養。當然·
母親的生理循環要配合方可。
可是，這條生命是否就此被創造出
來呢？我們有沒有樣利去創造和主宰人
的生命呢。我們是否把多餘J的生命
帶到人間呢？換句話說，我們是否違背
天意J呢？
另一方面·在人工授精的過程與我
們摒棄了失敗的受精卵。這樣做是否意
味養r草管受精卯會普遍化？變精卵
和人之間可否劃上等號？眾說紛云。
若果受精e日被視為人，問題便更加

復雜。因為我們毀減了受精卵uII侵犯了
它J的人擭。

人 工 生 命
華
程曦

上一份保密的表格，然後經過驗身和驗
血，如果結果正常的話（曾如投有梅毒騷，則可接受捐精。捐出來的精子會冷
凍儲藏在精子銀行，給予一些不育
的夫婦。

有人說子實是父母的附屬品，父母
有權決定他們的存亡。但是人是否一件
財物呢？
最近在彼邦發生了一宗代母（．只是

借子宮）毀約的訴訟，結果引起了很多
決律和道婷問題。這是基於代母與試管
嬰兄在生理上關係密切·並產生了感情
（心理L的聯繫）而不忍捨棄嬰兒，交還
給它的親生父母。因此，合約的約
束力受到懷疑。
頗帶一提，代母和不育夫婦的需求
會否被利用來發展成為商業呢？
結論是：這些問題沒有一定的答案
。答案有待大家去分析、討論。

× × × ×

家計會曾發出問卷，給曾經捐精的
男性，結果顯示大部份捐精者主要動機
是想幫人，其次是藉此驗身，很少是為
了那一百元的報酬。

說到捐精一事，又有一些問題存在。一些捐精者生前留下的精液，是否可
以在他死後用來授精呢？若果這樣做，
便是死人都有仔生了。還有，一個男子
可否要求在進行結紮輪精管手術前留下
少許精液作後用呢？捐精是否因此被個
別人仕利用為方便自己之道呢？
至於捐精這件事應否保密呢？眾說

紛云。若果不保密，相信自願捐精者的

數目會大大減少了。而且接受捐精的那
對夫婦亦會頗尷尬，尤其是那位不育丈
夫，因為他會害怕被視為無能者J
另一方面，捐精者亦會憂慮將來試管嬰
兒長大後向他追討遺產
可是，若果隱瞞這件事，嬰兒出世

紙上應填上誰人的名字在父親那欄內呢
？怎樣才不抵觸法律？當病人被診斷而
涉及遺傳病時又不知自己的真正身
份時·醫生會否因此而斷錯症呢？又或
者當投保人壽保險時，錯誤地J提供
個人資料會否被追究呢？更嚴重的是：
到了試管嬰兄普及化而身份仍然被保密
時，我們會否被身份問題而困擾，
因而人，O惶惶呢？
為了使大家對這些問題的迫切性更
深KlJ地了解，我們特地訪問了家計會的
助理總監關醫生，探討一下捐精在香港的情況：

自八一年到現在，有五百八十七人
曾經捐精，而每年的人數則逐步下降。
家計會只接受f八至四十五歲男仕捐精
，卡八至二十五歲的佔61%，至於十八
歲以一F，家計會恐防他們不清楚捐精的
意義，所以不接受。捐精者事前必須填

由於捐精者和受精者都不知對方是
誰，而家計會又不可能調杳對方是否認
識，因此捐精引起的爭論是有可能捐精
者和受精者是有親屬關係；所以在進行
人工受孕之前，醫務人員會解釋清楚所
有情況的，例如人工受孕所生的孩子的
地位和出世紙的問題，可能有同父與母
的婚姻關係問題等等，待受精婦人經過
考慮後才決定是否接受人工受孕。
現時，家計會限制每一個捐精者只
可以使三個婦女受孕，因為經過計算後，當嬰兒長大後碰到，戀愛以至結婚的
機會為百萬分之一，機會相當低。
家計會亦曾經提議過，是否准許一
個男性將他的精子冷凍藏在精子銀行
裹，以備那人在絕育後再想要孩子時
用。但家計會則認為他們應知道此乃永
久避孕怯，在絕育前必須想透，以免口
後後梅。況且，這項建議在執行上也遇
到很大困難，臂如精子應儲藏多少年，
捐精者死後怎樣處理這些精子，由誰負
責等都是要考慮的問題。

'
'
k
:

'

隨著時代的轉變·社白中的道德倫
理問題隨之而生，隨之而變化，可是直
到現今這個世代，還沒有人敢下定論說
：這就是正確的道德觀，各人都要依
這為膩本。，正因道德倫理這等複雜
的問題是因各人的思想模式，環境不同
而各異，固此到現在為止，我們還不能
掌握到正確而哉本ft-）觀念。
況且，在不同的職某中，它們也擁
有不同的道德觀，所以總括來說，道德
問題在每一時代，每一地方也都會發生
的。對我們這震醫學牛來說，關於醫學
道德的問題我們是時常都能遇到，那麼
我們究竟怎樣才能正確地而對這些難題
呢？
根據國際彆學道德準ull( Interna-

tionalcodeofmedicalethics)
在普通情況之下，一個醫生應該要擁有
最高的專業精神，以病人的利益為大前
題，這是無叮置疑的·因為·們醫生的
職責是去拯救生命，減低病人的痛苦，
而不是R為個人利益去當醫生。至於對
待病人，醫生應該對病人完全忠心，並
運用他最大的能力和資源去醫治病人，
並對病人的資料一切保密。其次就是關
於生命問題，根據國際規定，當受精後，醫生應盡他一切勞力去保全人的生命
·至於做終止懷孕手術時，也要理性地
分析問題並不要和沃律有所抵觸。
雖然甚樣去處理和對待病人時所持

的態度也紀錄在這準則中，可是當我們
遇到一些比較困難的問題時，如人工受
孕，強制醫療，我們便發覺在某些準則
上可能有矛盾的情況出現，甚至找小著
答案，到那時，我們究竟怎樣做才符合

醫德呢？這樣就需要大家的討論及細心
思考，或者叮從中找tlJ答案。
例如在人工受孕中，我們是取幾顆

卵子，經受精後及選擇後放回母親的子
宮內成長。人L受孕的原意是使不育的
夫妻能夠生育，可是如果我們從它的程
序來肴·因為我們是選擇較好的受精卵
子使用，其他便棄之小顧，故此有人應
為這是殘殺其他生命了。而且從宗教方
面來看《尤其是天主教），他們是著重
自然，所以、工受孕便違反了天然。
至於其他方面如強制醫療，究竟我

們是否要盡力去運用資源和能力去強迫
病患者去接受醫療，為r要貫徹我們的
準則呢？我們在進行醫療時，究竟
我們又有沒有考慮到病人本身的心理，
社會影響呢？準則又說到要以病人
的最大利益為首要原則，那麼當病奏受到終期疾病的痛苦，我們又是小是要為
這理由而看看一個垂死的病人慢慢受到
痛苦的煎熬而了結殘生呢？雖然現今的
醫學日新月異，但對於能夠根治病人的
藥物還沒造到，那麼我們怎樣做才是病
人的最大利益？
說到這與，有人可能不禁會問：
那麼答案究竟在那與？筆者也只能無
可奈何說：不知道。J雖然現今有很
多人仕，如宗教界，絨律界，醫學界等
發表意見，對於每個個案來說都懷有不
同的意見，這樣說來誰是誰非，大家也
難下定論·可能這些問題是沒有答案，
又或者大家都對也小是，所以答案在那
與也是一個謎，需要大家繼續去探索和
討論。

答 案 在 那 裹 ？ !

無叉汝．月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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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現在、將來，似乎是每一個
人必經的路，但是這條人生路你又認識
多少？作為一個醫學生，你所扮演的角
色又是怎樣的呢？
醫生將會成為我們日後的終生職業
。相信或多或少，每個醫學生都會存有一絲的理想和憧憬。但現實始終都是現
實，理想始終都是理想，而憧憬卻只是
堆虛無漂渺的浮思。
究竟現實，理想和憧憬何時才得到
妥臨呢？

，啊·、. r騙”'?

成功了一半：玩得，但唔讀得”參
與了健委及斂思的工作，認識了很多不
同類型的人，更結交了不少朋友，大家
並肩工作·曾一起為工作帶來的挫折而
沮喪，亦曾一起為工作的成果而高興。
可惜，另一方面，自己沒有太多讀書時
間，亦發覺自己沒有潛質在書本方面發
展，開始對要做個有料的醫生這理
想是否能夠達到而感到懷疑。不過，我
想，自己至少還可以做個關心病人，有
愛心的好醫生吧！
暑假時參與了健展的工作，令我對
自己的理想及能力多了一層新的肴法。
由於不是做學術祕書，所以展覽的內容
都只是知少少，扮代表。站出去當
講解員，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身為一個一年斑的醫學生，面前的市民卻當
我作醫生扮，常愛舉出一些病例來問，
更令我感到自己無知。由此確認到：單
有愛心，也是小足以幫助病人，必需加
上知識才行。
二年級開始，發覺去年的讀書方汰
誼不實用，以為看Journal和referenc.
有用，但實在時間不足。今年決定只讀
課本及hand一。ut 。可是，預期中的空
閒時間並不出現。也許因為多了Patho'
Micbi。等科目吧！整年仍是給書本壓
得透不過氣來。一夜，在拉記衝書至卡時多，回
Mini時碰見中學時同校的一位四年級
師兄。自從健展後，也很少在沙宣道見
到他。我們往水街宵夜，邊行邊交換近
況。原來他已開始了SpecialtyCler-
kship。談到大家為什麼要選擇醫科”
我告訴他我的理想，並不好意思地說：
可惜自己學術方面仍未夠水準達成自
己的希望。以為他只會安慰我，叫我
得過且過，不要把目標定得太高云云。
誰知，他竟然告訴我他的理想也和我·
樣，而且他還想在基層健康（Primary
HealthCare）方面發展·希望能夠幫
到更多市民。我記起了他在健展中對市
民那有問必答的態度。
機不可失，既遇志同道合的師兄，

當然要向他請教一下，也頗便想知道多
些臨床課程的大概。他給了我許冬有用
的戀見。其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
很強調跟病人的接觸。他叫我不要死讀
齊，死讀書就算過rMB也是幫不到病
人，做不到一個奸醫生的。他說他最愛
跟病人談話，了解他們的病況·此外吧
要去了解他們的慼受。
他說了一們病人的故事：有一個
患了紅．斑性狠瘡的什二歲女孩子，病情
已惡化至影響到腎臟，死亡即離她並不
遙遠。但她仍然能接受現實·弓敢地面
對自己的病。在她對面床的一位女士，
也是患了同·病症，還已經懷r孕。原
來她想在自己離開世界之前，為丈夫生
·們f玄子。這位女士是一個樂觀的人，

而且病況也不很惡劣。她有這病已十多
年，不單自己接受了這病，也能夠影響
其他病人面對疾病的態度。像剛才所說
的少女，也是受到她影響，才能積極地
去面對自己的疾病”
聽完這故事，我深深地感受到醫病
不單只包括處理一堆病狀和病徵，也要
照顧到病人自己的感受和對病的態度。

* * * *
不經不覺，已到了三年級，要上w-

ard了。雖然也曾經聽過不少師兄師姊
提及上Ward的情況p但想像和真正的接
觸病人，畢竟是兩碼子的事。
眼看病人飽受病魔折磨，受盡苦楚
。有時一組人圍看張病床聽醫生講書
，鄰床的病人因痛楚而大叫大嚷，在上
課中的我便要扮作充耳不聞，努力令自
己專心聽書。吏開始接觸到死亡：有一
次看過一個病人，在兩荒個星期後竟又
重遇，可是這次是在屍體剖驗（A·
utopsy）時見至11。
越接觸得多病人，越惑到自己肩膊
上的擔子很重，同時亦明白自己的力量
是十分渺小。我了解到充實自己非但是
對自己的一種期望，也是對病人所要負
的一種責任。
山於要鋤書、上ward，以往的好
友、戰友也漸漸疏遠了。有時候，在某
些場合很會以前的好友，發覺由於處身
於不同的圈子當中，雙方都改變了很多
，因此見面時，除r循例的寒喧幾句外
，都沒有太多妁話題，這或者是因為自
己平日花了太多時間在醫學的知識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發展，又或者是
因為別人只跟我談論醫療方面的問題。
總而言之，我若是覺得自己對那些好
好友J來說只是們言語無味的人C要於
班中認識新朋友也非易事，因為大家已
不肯再花時閒去閒談和互相了解了。就
算是像華這個於A一Level時的親蜜戰
友，也因為人家都忙，很少機會像以前一般促膝長談r。
上Ward前，我以為一個聲學生雖
然不能為病人盡什臘力，但也算得上是

醫學界的一批新血，應該受到悉心的指
導，從病例中學習。但當自己真正上醫
院後，才發覺自己不太受到尊重。有時
候因為不熟書而給那些身為speoiali-
st 的醫生鋤爆，繼而被罵個狗血
淋頭。另外，還要受那些護士們的嘲弄
。難道醫學生真是theLowestAn-
imalintheward ？
現在只有期望在畢業後有所作為⋯⋯直至升至IJ5eniorM.0.

× × × ×
畢業了，脫離了醫學生的身份，以
為倩況會好些，但發覺實際情形並不愜
意。病人太多是其中一個流弊。實習醫
生一個上午要照顧十多個病人，根本沒
有時間和病人溝通，而且因工作量大，
又經常oncall，引致睡眠不足，疲倦
不堪，所以很難要求自己能集中精神來
聆聽病人的傾訴。有時病人見到我來到
床前，就說：又來抽血嗎？難道實
習醫生給病人的印象就是只會抽血，填
表格等刻板工作的木頭人嗎？對於那些
被病人投訴態度不佳的實悶醫生，以前
的我或許會十分鄙視，但現在我對他們
鄙視的程度已不及前，儘管我並不願意
向他們學習，不過，考慮到現行的醫療
制度下實習醫生所處的不合理地位，他
們的感受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我
希望強調醫生雖然也只是一個人，有自
已的情緒及惑覺，但我並不贊成把我們
的這一方面表現於病人面前。做醫生的
目的是治癒病人和減輕他們的痛苦，我
實在不希望自己不安的情緒對他們會有
所影響。
除此之外，醫院中的人際關係其實
十分復雜和微妙，其中的勾心鬥角，互
揭私隱，真不足為外人道，冷眼旁觀與
看戲實在沒有兩樣。為了爭取升職和進
修機會，向大佬（即比自己高級的
醫生）擦鞋討好，背地裡暗指其他
同事的不是，凡此種種於屬業社會矚目
可見的事，在醫院裡大有其在。在如此
混亂的內鬥環境之中，又如何能令人集
中精神於病人身上呢？
雖然醫院的環境給予我們很多的限
制，令人失望的東西也有很多，但當自
己診斷到一個很複雜的病症時，那份滿
足惑是難以形容的，更證明了自己在以
ft醫學生生涯內所學的並沒有白費。儘
管有·些實習醫生曾慨嘆自己並不能幫
到病人，但我相信這只是一個過渡性時
期，將來做f醫生或高級醫生之後，我
所能做的將會更冬。至於現在，我只有
盡驕忍耐。
明天會更好。
吋鰓馴卜’一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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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剛從伊利沙伯醫院轉到瑪麗
做實習瞥生。有時上斑途中總見到一幫
擊師弟師妹步卜沙宜道L課。不禁又想
起自己以前所走的路。

申 申 寧 申
當年考入了醫學院令我惑到無限快

慰。與我在試場上共同作戰的華也考進
來了，丰父對他說：以往所作的一切都
是為r今天，而今犬終於來臨了。希望
五年後，·個有料，有愛心·又關心病
人的擭f．瞥’l化叮以由這醫學院舉某，投人
社禽為病人服州。J在迎新營內，與IriJ
組的ld學深夜談天，我道出了自己的理
想：我要做個又讀得，又玩得J的
醫學生。囚為，勁織可以令我
有李斗，r搞嘮“J幫手變接觸叮麾rtiJ類型
的人，從l介l學闖女11扣l與人枓l處及磚通·
一年級眨眼詢父過去了。當初首d
要又玩得，父讀得，自己自問以是

！
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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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袋只有一片空白。好比做一條難L卡
倍的考試題目。說句若實話，橫醫都要
選一科，既然lf1己成績不俗·又受fll跟
風和好勝心的擊使，伺必小去闖一闖這
最難入的醫學院呢？興趣？前途？醫生
的上作性質？我不曾考慮過。至於什麼
濟世為懷，救急扶危等崇高理想就吏談
不上了。
開課之後，新環境、新事物白種種

衛擊逐漸被講義、筆虜e和書本所取代。
在週遭同學不斷努力的情況下，我身小
由己地也成為“拉記”的常客之一，只
怪自己不夠聘明罷了。我曾參加健委之
_L作 其實小可以用參與 一詞去
形容，因為次數並不多。滿以為藉著做
健委所帶來的滿足感和使命惑可以平衡一F厭倦的讀書生涯。可惜由於自己欠
缺積極態度·不但沒有滿足感和使命感
，反而帶來負擔。

我們是醫學L身份，便小肯和我們合。病床數目不足，納人缺乏照枓等，
已經見慣r。有些同學村將自己不滿反
映給大佬知，甚至有lu'J學希望自己
叮以扭轉劣勢。但，你認為單憑一個人
（而且是臀學生）的力缺可以改變這醫
療界固有的弊病嗎？簡直是天方夜談吧

× × × ×
考試、上ward、鋤書、考試··一一切一切都週而復始，在醫學院的四年
多時間，我始終保持得過且過的態度。
1justtreatit asa job。我總希望
我一朝會有改變，但無奈沒有什麼激勵
的事作為自己改變的原動力，病人和家
人對自己的感激是有的，但束手無策的
事例更多，唉！轉眼又畢業，當時的我
不知如何作打算。

× × × ×

第二年可以說是一無所得的一年，
健委的工作已沒有繼續，天天不是L課
下課，就是走堂坐在拉言勵發呆”身
為一個彆學生，這一切切對自己有何
價值？抱有遠大志向的理想家，好學不

上r病房，更開始接觸到死亡，我
對死亡的肴汰，其實和大部份在醫療界
服務的人都差不多。起初看見一個好地
地的人，逐漸被病魔吞噬·終於逃不過
死神的過程，心裹總有不忍。曾經有一
個二三卡歲患盯癌的女病人，她剛NIJ入
院時，還和我有講有笑，她很樂觀，對
自己的病仍抱著無限希望。三個月後，
她對我打招呼，我真愕然f ·我簡直不
相信我面前的是她：滿面憔悴、雙目深
陷，瘦得不似、形，頭髮也脫落了大半
，跟本是第二個人 不！她仍很樂觀
，但卻又怎樣？到頭來還是死路一條，
j畫件事使自己難受了幾天。
．除了這件事，我以後對死就只有麻
木兩個字，醫務人員的工作就是如此。
原以為醫生的貢獻很大，病人的性命都
操縱在手上，但上f病房才知道要死的
病人始終要死，醫生根本無能為力。
就算是身邊的r0學對死也看得愈來
愈淡。和病人做心外壓的時候，已小再
像以前做上半個小時”第五年開始分Specialties以前臨
床前期還有講有笑的同學，到了臨床期
都因為人際關係變得復雜化，漸漸築起
f一堵圍牆。
從Specialties分組，就足以暴露

人性現實的一面。

做了Houseman，自己對病人的責
任就史大。滿足感是有的，起碼自己是
名正言順的醫生Houseman是最吃不消
的一年，oncall卡多小時，不眠不休
的感受，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嘗試。平
時聽到政府醫生態度惡劣，到我做了H-
。useman才了解這是迫不得己的。試想
做了兩晚通宵，筋疲力盡的時候，情緒
又怎會好？怎能用心照料病人？身為醫
者，當然最好與病人建立良好關係，但
只要想像如何在一個早上抽完不多二卡
個病人的血的時候，你會立刻體會到與
病人打好關係是件不容易辦到的事，當
你連續工作數十小時後，你有興趣關心
病人還是休息？這確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 × × ×
實習醫生只是個過渡期，做了M.O

開始正式的事業，薪酬高一些，但自己
太忙，賺到錢亦無時間去用。我實在沒
有什塵好想了。對醫院工作只有妥協、
適應和盡量保擭自己，前途方面，身邊
的同事都為了升高任而不斷充實自己。
在不能停滯的倩況一F，我破迫要向上爬，不久將來我又要考MRCP．但這樣做
無J卜都是為自己，這稱得上是上進心、
是理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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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已子導在MedicNite勁過50c. sec.
的致辭，除f覺得她的手勢、動作頗多又有趣之外，對於她所溝的話，引起我
的共鳴。（至於她所講的因不是故塵么
h良言，故不打算摘錄在下，韶傳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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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人鹼不參與太多活動，但也
喜歡做個旁觀者，！梯人玩。例如今次醫學1三節，有罕時也有去看看比賽，，必想每年都有，次J巨樣的后動，篇此令
人家鬆弛卜神紹；但不知是J、家向來讀
才俘認真，玩得更認真，或是辟年勵委佈
署得j（好，令）×家玩得大投、，所州鰓
鰓不；淪班別，彫川現一兩次小孩f坎
遊戲嚷看唔公中因為f巨蝦秋事件，火
保起來做一兩套一哭一討闖三上吊
叮真是做flJ每斑團結一致打破斑與班之
隔膜。（按：L吊者非參賽同學，籌委
叮夕n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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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為故麼，症壅斤斤，付較呢？為時
間小如去才左，氾痲卹了卜君。與土麩很費在
談伊U啊J' p縱屹加減分，4妝州番這份L．忠
{1l口水去1] tutor談談，希7他可州你
)]ll多一兩分，積，J.！夕多，水點體成九海
, fl 了，功，儲冬點必一數，M.B．也易
過收我想九‘家把A比賽。！，的叩鰓’之執情
fiJ內y)）用卉讀需，將才州定中、：t擁甲
, AJ也叫．向發興！發尤
。兌‘定一）、赳！發．。兀【方，:，縴，'ff，’乎黛可臼
吊力，邊記IIL乙．羲Med,c Festi、·al
L！鎬r多鰓一I才鰓吁丰，弋，井致1匕’參徒；饞
戲也r僅了J兮）、兮幼j 土！實此‘許友不，誰
姑了’f．讓月l把川咖川乞力餓乎•斗仕，相月也，人‘家付4！吃布’才‘,l州，'1釗扣江’中，。嗎’二
L；盒JL幼！角怯己引J啊斗園姊州嬌勺-'f :J'．森，華
強。希望明為鎬此碼動的關、、付，如
多點fussy；多飲啤酒、飲r、水、鋤人D、切磋‘扣華英雄、金市，j．說等做釗醫學,-．節使）家鬆弛砭，穴1斑氏研才編仕距離的
方翅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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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Meets父告光榮地結束。全場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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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起·醫學院正式通過
課稈。
表示·臀學院內自五十年
SyllabusCommittee去

負責有關於課程的制定及其檢討改革。
迎個委員會的委員包括了pre一clinical
及c】inical所有department的depart-
mentheads, facultysecretary以及
學牛．代表。．嗎教授就是臨床學系之委員
會主席。
委員會每年都有經常性會議去檢討

現行的課程及提出新的意見。而委員或
其代表都必須出席這些會議。
事實上，醫學院的課程已大事轉變

了二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醫學院的人

數很少，每班大約只有三十多人。那時
有一年預科，然後才到醫科第一年。當
時要到醫科二年級才有第一次MB試。
而那時已有人提出一次過考二年的書很
辛苦，再加上到了七卡年代，醫學院人
數不斷增加，以致課程編排方面有更改
仔J需要。有見及此，當時的Syllabus
Committee主席達安輝教授便提出改革
。是次為醫學院課程的第一次轉變。

MB試由二年級才考轉而為兩個試
。第一年就要考第一次試。於是有人提
出第一年入大學是需要時間去適應環境
及享受一下自由自在、燦斕多姿的大學
生活，如果要即lJ考MB試的話，恐怕
對醫學生有點髡不公平。兼且馬教授認
為要是記兩年的書都有困難的話，將來
怎樣應付醫生的L作？還有·有些科目
例如精神科，因環境需要而教學時間要
增加；以及有些科目例如普通科（Gen-
eralPractice）等，亦被英國醫科委

I）斗，，•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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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員會（GeneralMedicalCouncil）認
為應加在課程內。
於是過了六年後，委員會進行了一

個全面性的檢討會．義，決定將課程再轉
變一次，成為現在執行的新課程。
儘管很多同學認為現在的課程很辛
苦，二年級時考試籐力太大，令到大家
喘不過氣，但．嗎教授則表示現時的課程
實在比以前的好。同時在Preclinical
時兩年才考一次MB，大家就可揀一收
巾點的題目讀，而不需要注弔太多細節
。皆因考試時間是固定，題陶數織亦同
時而定，所以小能問細節的問題。出題
的者師會預算學生簡單地去Iijl答一條範
圍廣的題目；相反亦會預算學生深入地
回答一條範圍窄的題11。所以大家應該
隨機應變，見招拆招。
至於留斑這個問題，．罵教授認為考

試不合格不等於那學’L沒有能力升斑。
反之，很多時不合格鄗是因為懶惰或是
受到私人問題及情緒L的困擾。但對於
那些確實很勤力但都小合格的同學，馬
教授則勸告他們應仔細考慮轉系的可能
性。因為一個人的能力是不可以勉強的
·如果發覺本身的思路及理解能力不足
夠應付臀學系的功課，則要及早走其他
路·以免浪費時間。可能在其他職業會
有更好的發展也不足為奇；更可避免因
長期，必理負擔過薇而損害了身體及精神
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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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筆者謹勸勉各位同學努力加
把握時間，互相鞭策，大家MB都

鳴謝馬鍾可璣教授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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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學 生 會 七 十 五 周 無 說 起
淌一

文廣
七一計六年前，香港大學在香港正式

成立，而香港大學學生會亦在一年後由一幫熱心的學生及講師組成。於是在七
十五年後的今天，學生會決定籌辦一個
耗資二十多萬，為期三個多星期的盛大
慶祝活動，為她的七十五歲大壽慶祝。
隨著計月f一六日的開幕典禮，慶祝的活
動亦一一展開。學生會所籌辦的活動非
常多，其中包括學生會瞇史的圖片展覽，幻燈放映；亞太區學生會議；愛心嘉
年華會和露天舞會等等⋯⋯
有多少是你們所聽聞過的呢？未聽

過，什至連學生會慶祝七十五週年也不
知曉的亦不足為奇。七士五週年的海報
雖然曾經出現，但卻只是曇花一現，所
以若果你欣賞過的話，你可算是醫學院
與較為幸運的一擊了。
鑑於醫學院的同學對學生會是次的
活動只知一二，斂思訪問了學生會主席
麥東榮同學。

依照麥同學表示，這問題跟整個七
十五週年紀念計劃籌委會的結構有關。
這次活動由一個中央委員會負責，
而委員會旗下有不少個別籌委會負責各
種不同大小的活動，如愛心嘉年華及亞
太區學生會議等。而各個活動的宣傳責
任，主要是由那些個別的籌委會負責，
為一r達到權力下放的月的，中央委員會
只處於監察的地位，不時提醒那些負責
宣傳的人，。此外，中央亦有一宣傳小組
專責統籌整體的推廣工作，如設計及分
發海報等。（醫學院亦應有收到各款海
報）而那些個別籌委員會的成員，可能
鑑於工作及學業繁重，也可能是一時忘
記的關係，忽略了有關在醫學院的宣傳。麥同學又表示，本來只要醫學院提出，學生會便可立即要求有關人士注意及
補救，但既然醫學生不知道，沒有人提
出要求，於是學生會亦不知道有這樣的
問題存在。

另外，問題亦因為人手不足而產生，橫額的製造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不可
以大量製造，於是宣傳都落在海報身上。可是大部份海報都張貼在MainCa-
mPus內，在醫學院張貼的並不多，所
以醫學院內並沒有一絲氣氛。
話雖如此，各個有關七十五週年紀
念活動的單位會醫學會亦有派員列席，
所以醫學會方面亦可能跟學生會一樣忽
略了。
至於日後改善方抉，麥同學認為最
重要的是雙方面的看意。他指出在年初
時，雙方通訊並沒有問題，一切有關文
件都會放在信箱內，而醫學會外務副主
席亦有主動上Main Campus取用。但
到了暑假期間，中央因能力所限，不能
完全顧及各個單位，而各單位的回應又
不足夠，於是問題便隨之而起。
究竟日後醫學院和學生會的關係會
否有所改善，便要各同學拭目以待了。
（吧鳥謝：麥東榮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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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置疑，利希慎圖書館已成為醫
學生生活的·部份。每節課後，你的下一個目的地總離不開拉記。這也難怪，
舒適的冷氣，寬敞的書桌，偶然走過的
美女⋯⋯那與還有比這更理想的曆水
池呢？

Test迫近，不得不努力一番，下課
後，lilj趕赴”拉記，，勿勿在外面的
起卸處放F肖包，踏足這個熟悉的環
境·甫進去即碰見好幾張熟悉的面孔，
又忙不了點頭招呼，腦中徹算著應該借
什麼耆籍·遠遠卻望見ReserveCo-
unter前一權本斑的好戰份子，心中已
暗叫不妙！一個騎小隨即突圍而入·卻
驚覺b己情有獨鍾的那本正書已告
借罄！這一F彷如晴天霹靂，把原先的

如戀算盤全部打破。不能怪自己遲鈍，
只好怨這是下課後的必然擠擁現象，奈
何乎？本著我不入地獄，誰人地獄
的精神，只好退而求其次，胡亂借本算
r !

遊U四顧，只見那幾艘深水潛艇坐
在那兒還是老樣子的，時問空間對他們
來說似已凝固了。見到他們，不知怎的
心中竟然激起一股鬥志，立誓今天要幹一番事某！欲窮千里n ·更上一層樓
·於是毫不鑽疑的跑上頂樓。豈料世上
有識之士甚多·頂樓已有人滿之患·尚
幸身手敏捷，終可佔一席位。暗自慶幸
之際·覓發覺書桌光管竟然是壞的！
大丈夫能屈能伸 ·仍然一咬牙坐下來
立時閒訌。

苦讀正酣之際，突聞呼的一聲，接著而來的又是一連串的流水聲，抬
頭一望·見到某君正自得其樂的把手中
的可樂灌入自己的AC之內。又見到某
小姐與某君兩個圓圓的頭緊貼在一起，
吾不欲觀之矣！忍！繼續努力，但四周
的噪音卻越來越大·偶然又聽到唱嗎細
語，難聽的笑聲，唱唱的咀嚼聲，
奇怪的異味等。突然，肩膊被人大力一
拍，原來是大力妹，於是又自然地寒喧一番 唉！大勢已去矣！
靜極思動，這時候最宜下樓影印。

遺憾的是影印機已全被佔用，惟有站著
乾等。等呀等的。嘿！還未輪到我！賭
氣的光顧外面的書店吧。
要走了，又忘了書包放在那兒。在
芸芸眾包J中來回搜尋，彷似大海撈
針，好不狠狽。
拉記不但是一個讀書的地方，

更是一個遊戲，食嘮，談心，聯繫感情
的一個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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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幾天便是Medic一百週年開放日，
你不會回來看斤？
唉。喬心悄吧！

r你不是答應了做DemonstratorC均嗎
9
到時才算吧！冬我·個不多，少我
個亦不會少。況且．我亦不人清楚要示範
的實驗，到時被人鋤到面黃便禮尬一ro
r你沒有去Briefing嗎？
好悶的。那天中偉要我去打棋，所以
沒有去。J
那慶到時你會否ttl現呢？
唔，········⋯⋯”

X XX

r文·快實11馴l邊給茅鷥取
很心急呀！
有精采節11表演嗎？

J

·份節卜l表·響變

斗！11場示範解甭刊？
' 界 r造便蠱子了。越楓‘突就越魯子。斤4痲fll

誓不罷休。醫學院無可能沒有核突慄本
的oJ
李樹芬樓四樓是解fflj學實驗室·必定
有11嘮。速速起行吧！
終於究樓了，交，我有點寒·有點怕
。拖緊我的手好嗎？J
那塵走快點吧！,
唉！模型都沒有·倒，何況神本？又
沒有學生講解，究覓有沒有到錯地方？
快到其他實驗室斤肴，或者那與才是精
華所在呢！既然沒h該突嘮、你叮以放
閒手變的手吧。J

× × ×
邁收示範郡似乎頗有趣味性”神是我
第一次缺血觔，原來是這樣的”J
心電圖和什麼亞也也蓮J ( Adre-

ualine）力‘磚、俗，但我始終叮、明白其道
即oJ
邁叮能是與你的智低有關！

r發f表的！走1吧！

× × ×
r亞輝，你負責的Department有沒有
足夠鈞人手？我負責的都算過得去·而
且大冬是大仙級的人馬，這可能是Bi-
ochemr句題材比較深和與clinical有關
吧oJ
r最初的時候是不夠的·但後來比較好，大仙們亦烽一分似手。J
參觀的人似乎椰頗滿．感，況且又有攤
位遊數，部算節U豐富，f。J
他們說那么J懋片有點悶，而且帶不出
較深一喘黝學生州生活。
這已是冉經幣理過的·我亦無能為力。J

r今ty'- BehaviouralSciencesUnit
亦開放，你忖否斤過？
當然！小過小失吧！那個驚悴n為徐
察表十分有趣味性，不妨去斤看也好。
J

× × ×

，什胞什，你秀這怯計奇姐姐幾叻！你
將來．必定要學他們一樣，知道沒有？
唔·，·一我肚予有點餓！J
到食·常吃點東西再行吧。
沿途這些報告版L寫的是fl麼？
黝學院一百週年的驪史和醫學院的簡
介·國父孫中山先生是這與的第一屆的
舉讓生。
那麼和孫中山一起的在卜O在是那·屆
？我渴望右tlJ他的真面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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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嚴勵良 九零
別名：嚴勵，老板良，良仔· VICTOR
喜歡的食物：冬結
喜歡的顏色：藍
嗜好：桌球，球類和任何活動
專長：無
我原本並沒有計劃上莊，而是於本

年度繼續做FAC的Senator，明年再
當評議會主席或斑代表，因我預料中的
幹事會主席會由周明恩同學擔任。直至
九月中，一股來自舊莊的壓力開始增加
；在考慮下，結果都是維持原來的計劃
。張永融同學於十月通知我周已堅決表
示不會上莊，於是我再次考慮。這個決
定是基於：1．對幹事會的歸屬惑與使命
惑；2．舊莊的壓力；3．自己有心上莊；
和4．在當Senator時．惑到理論應予以
實踐的道理：我的理想是通悉大學教育
學業及課餘活動兼備。而當Sena-

tor是較難把這訊息傳出去的。
雖然要做到這點會很困難，而我也
不是抱著很大的期望，但我希望在這一
年完結時，其餘十名成員都會感到沒有
白費時間，和明白到我的理想，付諸實
行；並把它帶給其他的同學。每逢籌備
活動，各人背後皆要有一理念的支持。
比如一年一度的聲學生節，目的是為醫
學院內有更好的氣氛和內聚力，加強各
醫學生的團結。可是，當遇到挫折時，
背後的理念會使他們明白到快樂並不是
必然的。
至於寄望方面·其實一下子也說不
出。是因為遲來忙了很多的關係吧！許
冬構思都沒有記下來，便消失得無影無
綜了。不過·最重要的寄望還是更加熟
悉各成員，令他們覺得沒有白費一年的
光陰。
關於女同學佔幹事會較大比數方面
，是因為九二斑的女同學較活躍，而且
我、舊莊及其餘的新莊成員都推薦了女
同學。⋯⋯你可以說是我與她們比較熟
落吧！
有時，有重要事情要討論時，女幹
事們便不可以開會至太夜 這是比較
麻煩的一點。
另外，由於前陣子時間比較倉促，

而沒有足夠的與各成員討論，以至Ce-
ntralCampaign的失敗。不過，我們
會積極地展開我們的推廣工作，向各同
學介紹幹事會新莊的工作。
對於女同學擔任幹事，我並不介意

·因男與女的工作能力是相同的，而創
作力及推動力亦一樣。

內務副主席 黃品立 九一
別名：立哥，利賓納，陳立品
喜歡的食物：飯《大量的飯），牛肉
喜歡的顏色：在宇宙中的各種色彩
嗜好：觀星，聽音樂，肴書，日本動、
漫畫，游水，壁球，食飯⋯⋯等
等·。

專長：行政處理，外交，人事管理，食
飯，飲啤酒

上莊過程可謂一波沌折、幾經半年
。在暑假中已經．獸識到自己希望為同學
們出一點力、幹一點事，但仍未有上幹
事會的概念，只是希望能夠做九一斑的
斑代表。但事有湊巧，在百週年的慶祝
酒會上獲悉嚴勵良同學有．戀上幹事會主
席一位。自己一向對嚴同學的一作能力
十分有信心，於是決定助他一臂乏力，
毛遂自薦。後來嚴同學因事放棄了上莊
的宏願。亦適逢九一班選新斑代，因此
打消了念頭，立下決心做一個好班代，
而出掌了班代一職。就在當了斑代一週
之後，雖同學向我透露他再次決意上莊
，並要求我助他一臂之力，克日組織內
r罰進行競選。
當時處境非常尷尬：一方面受到同

學們的熱烈床持·出掌了班代一職，一
方面又在多月前許下了助嚴同學的承諾，可謂馱右做人難。在法理上我小能一
方面代表班，另一方面又代表幹事會出
席評．羲會；實際上又真的是力有所不逮

在代表九一班出席評議會的過程中
，我意識到醫學會中的種種潛在問題；
我深感到自己實在是想為同學們幹多一
點事，於是考慮了差不多一個星期後，
便決意上莊。

在內心交戰中，時間的分配反而不
佔一個皺要的比屯，因我在出掌斑代時
早就決定了來年的生活方針：把休息及
娛樂的時間減到最少，從而把更多時間
傾注入工作及學業之中。
至於上莊心情方面，因自己對醫學
會的認識不深，所以一直抱著邊學邊做
的．0情。

我深切寄望能夠在來年中做好聯繫
及溝通，至令各同學、各班會、各委員
會以及幹事會之間能夠達至互諒互讓，
衷誠合作，上下齊心，共同為醫學院第
二個世紀 碳崔燦光輝的將來而努力。

外拐副主席 黃家進 九一
別名：無
嗜好、專長：乏善足陳
最初由舊莊找我當時事秘書一職，

當時未有想過會當外務副主席。在考慮
兩星期後·決定上時事秘書的位置，因
為在暑假時一方面接觸到很多有關醫療
制度的事；另一方面又做了一個精神病
的研究，所以，主要是由於我對時事方
面的興趣。
其實，作為一位醫生，必須關心病
人和醫療制度及有瞥德。縱然我覺得學
生活動的影響力遠比醫生的少；而且實
在是難搞好；但我仍然會盡力把以上的
訊息反映給各同學。
上莊前曾經考慮過自己可能不夠能
力和信心，因一年級時大部份時間都放
到大學本部與，對醫學院的認識不深。
另一方面，讀書時間亦是一個問題。因
．此，我不明白為甚塵我會在這陣子上莊
；也許是因為在這陣子，時間上比較吻
合些，而另一原因是關心社會 我覺
得內務工作的意義不及外務的大，甚至
對內務工作有些反惑。比起外面的一般
市民，醫學生可算是擁有很多的權利了

文康祕書 何紫筠 九二
喜歡的食物：生果
喜歡的顏色：黑色
我是在內閣形成後期才加人的。早
期，在本部搞活動，覺得很容易；可是
，目前在醫學院做事，卻有大大不同。
這兒的職位吏加正式，像間公司一般·
既要顧慮到金錢和人手的問題之外，還
要顧及大仙們會否參加，籌委會否線
雞J，同學會否積極參與等。比4llmed-
icnite參加人數少得可憐，究竟是否
可以以本部與沙宣道距離遠作藉口呢？
是否各人都抱著與本部分離的傳統觀念
呢？
我希望利用這一年的時間，增進醫

學院與本部的交流·從而拉近雙方的距
離。

內務常務祕書 林紫芬 九二
別名：加菲，衰貓（其實本人很討厭貓
，加菲例外）

喜歡的食物：所有食物，除奶類食品及
香料外。

喜歡的顏色：無
嗜好及專長：無



、、 · 卹 一、作亂計一 '-

·起初·由蔡敬翰趁黃．、．立與我接觸
。當時，我是拒絕的，但考慮一段長t寺
間後，終於接受了。
其實，我喜歡做些多樣化的1'作，

例如體育、文康及推廣的L作；但我也
樂於做一個幫手。雖然工作是確定的f
，小過我們的工作是可以大家一起做的

令於感情方I(lj的問翅 小值一從
，我最冬只白把它教在第吃位的；因為
搞活，)J跟學某足鼓收要的兩件‘l，。

巡

禮

時事秘書 黃諒英 九二
別名：KING, EFFIE.
喜歡的食物；籲果
專長：在任何地點均叮睡覺；其餘的有
待發掘
潘敬宇、蔡敬翰、黃品立均要求我
幫手上莊，於是八成自願、兩成受他們
的誠意感動下便當L了此職。我期望在
這一年過去時·能夠對時事有中規中即
的認識，還有⋯⋯termtest勁過！
在此·我呼籲各位同學踴躍參加我

們所舉辦的講座及研．l.t向！
- IQ共低、反應遲鈍、多多包涵

財務祕書 陳藝賢 九亡
9.1名：Edwin，阿Ed，甜筒皇
寫歡的食物：奶類食．,ll',
專長：絕對專心
是嚴勵1規親rl找孑父上莊r．。在兩天

（白11寺鸛】I勺，不艾考！憑f兩）iI向i 宿舍啊l
醫學內。宿舍雖然有1纏藝球，綜合表演、f計唱團等等的活動·但都是當個敞L
;Im聲學會有史多作，所以我選擇r
鱉學向‘雖然termtest會11巴，但l巴I衫
是個4痲。I多得r白寶表絆驗嘛！不父所抱（(J
，足阿信精神 也實· lmJ踏賓地去幹：

(l）把全’r嘎數項做個有系統的餓告‘
(2）搞罵款‘,E彩首映
(3)I刈向Ijl凡年抓白I!I乍4《j《忙，l听似向偽It
他祕肖做收聯絡的l,．作”
《4)．鳥手籲 .磚i’無斗坐交齊150內C胤閱贊！

外州常拐祕書 鄒兆麟 儿么
別名：雞皇
、寫歡的食物及顏色：中立
嗜好及專長：無
我是山黃，''．立接觸的，因覺得有念
思一便考慮L薛r。起初由於大學本部
的r作很忙，沒有很多空閒（(JI待間；但
現在那兄（l,J1．作郡結束r。本部的參嘆
率很．傷，而且有幹勁·他們的寺閒亦較
充裕。我覺得，身為·們醫學l:. ，磨冬
收參與驚學會（白活動，皚要多接觸外界
rfJ·l斗物·至少要鰍l道本州二那邊確ffl，墜’l斗
發，-：。
孜的緞人抱負足I用教I以界，並蝴一
禺大卜，啊加知．識放綁嗡，啊I多珍壟吵！分11
人合作”

備利祕肖 娜思婷 ）L ,.
別名：Stella
嗜好縫與長：牛均發臘
最初·難勵技司學中父不父，a’ 文康祕瀉
一贓·《瞌惑至lj)）小從心、能力哺、逮；-n-
福利祕尚角史4l’興趣縫能）J。實際；·
與學業L的矛盾皖平很大，刈現在以足
第一個學期·我 視死如歸。小過·
如果我向惑fl挨徇！：縴辭r白．活，馴I臘·不雙
已fl一，也長．！·卻1去膾變（rjr。
狄爪甲、縫擊吸取各）)' I州r白．也絕和批

11唱沌，f史不賢rrJI作能對各I"]，爭史嗡l簪啦。

體育祕舛 黃翱信 九，-
另‘J名：Albert，擊藝
寫歡仔）l數色：紛色，七IL址紛黃·還f鄴
紛綠：
在蔡敬翰授蝦勵良（白呼喚卜，以授
考！做過”州川分配仔J州】題浚·便人至L哎
l願地l；縴1二r。我小敢說我嗡；多大r白歸
屬感·但希甲以我所fl'（白來喚起各！司學
對臀學院的歸屬惑。比必·當我代表院
出賓時·向覺得足為院辭光，lhI小造被
迫受罪；當比賽勝利時，l'1然向足高興
興常。
為此，我希甲各同學能銘川他她

們的第·j斗 參與各紅碳frJlt賽，細
論芝川‘賽或打載也4f．。血 ·爪甲能做
t1l各人扎！；擁fj' !'！己r白球人 擁《i為院
爭尤r白名份縫光榮。
將育祕瀉 瑜愷怡 ）L '.
別名：亡t翰
《刈驕同學楓職接受竿入．山間”在

州，,:f朵卜，l(r）環權之卜’ ,：丙恕筆入．'t神馱·
以哪n數鰓小磚學之名·寫r以叮勺·段
。）
州州怡之話躍爭．,I庭·眾蒲蒲週觔I：大
部！分柄動，包括瞭球，乒乓球、壇1亡球
等州；觔f，·乎。dt人瀾化·常ff.,if乎惑縫辦
·、能力，！听以拜托她辦‘lp你人“r教心

小貓 ．；么計獨特、，獸念創新
助選團

本屆醫學會幹事會選舉的宣傳推廣
較往年突破r許多，除了傳統的宣傳單
張及小冊f外，其他都是前所未見的。
為了對此有更深人ff-認識，筆者不惜排
除萬難，’歷盡千辛萬苦，走訪了助選團
（白成員。
助選團有四位成員：
周明恩（九零）- MANAGER,
蔡敬慟（九一）- DIRECTOR.
潘敬宇（九一）- EMPEROR
程偉權（九一）- DEVIL
宣傳手汰的構思源自卡一月初，主
要縫利用全新、突破的方沃，從不同角
度，把新莊員介紹出來。
最初出現的符，許多人郡覺得是
鬼畫符二其實助選團的月的，就是要
給人一個無廈頭的感覺。原因是當時適
逢驚學院節，所以要慢慢地製造疑惑一一嚴之惑。
叉僑是他們宜傳的根據地·計有：

(l）以九一塊醫學院節用剩的磚塊，在五
日時間內，砌戍本屆幹事會的吱頭一一嚴。

(2）欲斤小能，欲罷小能的海報
SR彩照，激以金或銀的底紙·道出
r新啊：員的抱負．，沒從前的沉悶。據
採．【）i所得，此舉可令（冬人圍著否，
繼而彥’-:．吸引途人的效果；因底紙反
光，各人被迫排隊由某一角1劍川讀。

(3）天橋勻白排骨 有文縐樓的一
l(li , fMJ勿I：各人情願怯竭盡所能，徹
吹委身·嘛你齊肢腳小·喊雨同路、
辭忠甌守⋯⋯；亦有活潑（l' 一面·例
勿l：顎．牌遲D柑婚，做到抽筋，Ih你
湊卸I路，改埋姓爭，做到變狗·飛身
鉤麩海⋯⋯等；反映r新啊一除r一本紙
綁仔j做卞外，還有他們活潑叮愛的一
I向。
此外· l“燕親l'l卜筆的人頭漫離”
介紹rf；關皺選人·些有趣味的資料，
吸引r眾人圍觀，收為眾人帶來r歡笑

她71史．不Jtt'i《l’鐲鉀⋯f兌心地義
, .V．格優1辭·一

！勵賓助選糾（白11白姣J究為戶11勺l川不
造fI職形緣，以址爪甲用輕鬆幽，U白手
J；·為閃學院帶來罕有的奢侈．玷 熱
鬧I句祇氖授祈鮮的感覺·
筆荔“I佩佩服助選團（r創．他一雖然
必然‘•絮傳乎該（O’變破未．必向撇令那l司學
的接j奎· fP在劊作））臘化、各人以顧抄
與（rJ今k，他個”l（白憚i糾．址。I以（rJ、值參！參
人攔（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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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自 一休
蠶《》
古開 超 人

我是一隻曆水艇·在臀學院中我最，什麼是現實J。同時我亦得到一些
熟悉的地方是圖書館可是我以前不是真正的戰友，一些人的尊中·真的友誼
這樣的。 和真的失筆。而在得到和失去中，我發

現了真相：自己沒有真正盡到一個醫學
生所應有的責任 將書好好的讀好，

在一年斑時，我努力的去玩，去攪為將來不要成為·個誤人性命的庸彆作
嘮，去做首領帶頭fussy、去認識新朋好準備”更真實的是：MB快將駕臨一r
友、去追J女仔。我完全小覺得讀書，我知道如果再不好好努力，就要多做
的教要性，只要pass，那管符碌小符碌一年醫學生了。
。我只覺得在中學的牢龍中出來，就應
該大玩特玩，過一些和matric完全相反
的生活。

k《y斗雄
蓬，弋j卜'
殺

）人
衫

超人是兼有人性和神的大能，他像
聖經裹的耶穌一樣，甘心於我們當中，
忍受著我們的愚蠢無知和自以為是。他
安安份份做個記者，夠憊居J，有
表面缺憾 近視，也有真的缺憾
怕氟氣石。可有危難到來時，他會義不
容辭衝進電話亭去變身，誓與惡人週旋
到底，維繫世界和平，保護平民百姓。
而我們大多數就是那些平民百姓。

四

一年過去了，喊假也過去r”一天 肴到身邊的朋友每忽忽而過，我
當我在家中睡至日上三竿時，狄騙中忽更覺得第一年所有的一切可能都會成為
然閃過個問題：fll底我這一年做了些將來失敗的記憶之一Fussy的raJ學仍
什麼？得到些什麼？失去些什麼？得到停留在fussy的階段，大家部沒汰打開
和失去的中問值得嗎？ 心窗說亮話。對於這些同學，我已敬而
我．0中有一個電子天秤·我仔細地遠之，小再打算很費時間去亂打訂：了。
想了整整三日究夜，終於發覺Iamj一 此刻，我只希望做·隻深水曆艇，
usta joke。從攪活動中我得到很多到有朝一屆，一定排水而出，在茫茫大
篤得死人的釘戶，很多冷嘲熱諷，得到海中露出頭角，否肴世界有否中變？又一些人的假面具，明白什塵是理想 或者有否為我的獸懼坐竺竺一一一

近日我實在感到很大的壓力，時間
的不夠用，j理圍的喧嘩⋯⋯我實在渴望
有一個實在得穩如泰山，堅決小移的人
出現，就像超人一樣。
宿命的是：我們有先天的局限和本
質的軟弱，所以我們不知怎樣去處理悲
劇的來臨。吏宿命的足：人世間有很多
悲劇都是人為的，而人們卻推說這是
神為的，我們只好袖手旁觀等待看悲
傷痛苦的折磨。歷史就是這樣產生的。

而超人也有看人的無助。他為心愛
的女子死去而狂“竅痛哭。他縱然救得了
全世界，卻最終救不r自己心愛的人”
我們被感動了 因為我們認同及熟知
無助的悲哀。
神話卻是：他令地球回旋，使時光
倒流，讓一切重頭來過，就像叮噹那時
陽繼道一樣。因之，悲劇從不存在。
叮是想深一層：他逆天而行，推回

時間，只因他先前缺乏了那麼一點點的
時間吧。原來還是逃不了。我不知尼采
會怎麼說。而我卻只能羨慕超人所擁有
的推回時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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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你又不是Dean，那有資
格d,：。、）::t’我？阿富笑r起來。
手父當然沒有癲，籲的是你。喂？

警局嗎？這裹是醫學院，剛才又抓到一
個破壞份子⋯⋯
阿富不理他胡說八道，便站起身來，想走出去。那人喝道：別走！阿
富不理他。突然背後嘆的響起一玲槍聲，阿富跟著背心一痛，知道是那人開槍
打中自己，登時便驚得叫了起來，倒在
地上。
喂！喂！快起來。J那人在拍他

!J勻情牙脊O
別打我！不要開槍！阿富狂叫
共麼開槍的？快起來，別吵著人

家。賣書。J那人笑二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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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聽到旁邊響起f很多人的笑聲
,掙眼否，見到一大片薄地扯。原來
自己d！府臥在1圖書館地上。
阿富抬起頭來，右到那馱席J蹲
在地 , d石看他，臉上掛著一絲微笑
, ’細計叮·覺得嚴肅叮怖。

t席先‘ ·別開槍，我不逃走f
阿富哀求1鉉。
全吋之記的、又再笑起來。那人
為和仔力乙：你小用逃走，我也不會開
搶L,br。ri。。足叮·角開槍打在圖書館
婦覺約，。了。，俗邊的人仍在嘻哈卜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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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星期六晴
今天博華表哥到訪，見到我這副可

憐相，於是便建議我報讀夜校。我覺得
這建．羲值得考慮，起碼我不願意成世的
幹看酒樓雜工。

× × ×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陰
今晚是我第一晚上課的大日子。已

經離開學校五年了，如今重新踏上求學
的路途，心中不免湧現著新的希望以及
璀燦的憧景。

下了車後，我足足等了差不多一刻
屋才上到第二輛同一路線的公共汽車，
壯續向學校的方向邁去。
我這樣做是為了不願他知道我讀至

‘ 抑三便輟學，不想他知道我是酒摟的雜一L。我雖然身份卑微，但我從不說謊，
或許這是要維持自釁的表現。但於今晚，我破例說了一次謊話。這是我的第三
個第一次
今天所上的課包括中文，地理和歷
之。除了中文外，其他堂課我都在神遊

榆
亂

偶
,州，

一路上，我的心窩都砰砰的猛烈跳
像有千百炸彈在心頭上爆炸似的。
這一夜，那圓月滲出來的微光似乎
是份外的柔和，街上的每一行人都顯出
份外的新鮮有趣。
踏進課室後黃老師把我介紹給其他
同學。隨看一段短短的自我介紹後，一
陣鬨笑聲不約而同的自四方響起。可能
是我的談吐笨拙罷，此外也可能是自己
的怪模樣所致，擁有五呎二吋的高度，
加上瘦如柴技的身型，深黑色的八百度
近視鏡，被人們取笑對我來說已經習以
為常了，伺倪今晚我有看少有的怡悅．心
情，所以我就懶得去計較他們的無知行
為。醜小鴨始終也有成為天鵝的一日，
難保我將來不會令他們bll目相肴呢！

弋州k,

中渡過。這或許是由黃老師教授的緣故
，又或許是和我平日的修養有關罷。
近幾年來，雖然離開了校門，但我
仍有不斷的接觸書本，那些書本（除了
那些馬經外）就是我鐘情於其中的小說
。從狄更斯至海明威，由水計傳至家春
秋我都會看。相信我近幾年來所看過的
小說數目就是沒有一百，也會有數十。
很奇怪，我這種教育水平極低的人居然
看過這麼多名著，或許這是由於我在現
實生活中得不到慰藉，只有寄情於小說
故事的緣故罷。
至於我今天的第四個第一次就
是出現於放學後的。
今晚，我終於鼓氣男氣走上黃老師
所乘搭的公共汽車上，雖然她在上層，
我在下層，但當她下車時她看到了我，
並對我笑說了一聲你好！那句由微
笑伴和著的說話一直的在我的心湖內漂
蕩看，使我無法入睡。

，

硎

償 ！二

喂
娥
瓖一
囈
我所報讀的是中四課程·其實我已

不有數年未有接觸課本，再加上當年無心
不為向學，自我估計只有中一左右的程度， X × X
根本絕不叮能報讀中四級的，叮是我不
願再花數年從頭讀起，所以就只有硬看
頭皮去報讀中四了。
今天上的右堂是中文，數學和英文
。除r第一堂外，對其餘兩堂我都不知
所云，甚麼三角一代數；r過去式J’
現在式我郡全忘記得一乾江淨．只有眼
巴巴的看著老師在黑板上寫圖案，畫符
號。肴看那收數字、字母，就像外皺文
字一樣，同樣不能理解。Ia1學們拼命的
在抄若筆記，恐怕遺漏r名師的·言半
詞，而我則只有撫弄椅跟前那為了上學
．州購的新筆袋，雙眼偶爾望望爸師的神
態·偶爾注視窗外的夜色，偶爾環顧四
！紀11學的手奠樣及表悄。
教學後，在公共八車站處見到那教
中文的黃爸師。在醉人的月色伴和下，
她的倩影顯得份外迷人。我沒有趨前和
她打招呼，只在遠遠的街角向她哉望·
l'（至她L了車，我才小向車站，等候和
悶01榭出同·路線的公共汽車·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晴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我足足

擁有四個的第一次
首先，今天是我首次小在賽馬日投

注的大日子。放了工後我便立即趕往學
校上課·根本沒有時間下注。但願這就
是我戒賭的開始，氓擭新生的開端罷。
其，，於今晚。。，校的，中，我，月，二日，期三。

在公共汽車一L遇上闊別冬年的初中同學 近來·我開始感到有些疲累和吃不
阿光。記得阿光當年是體育健將，村有消”除了”間工作外·晚上還要兼顧夜
在陸運會中必奪四項比賽冠軍‘,J輝煌成校的功課·有些時候，睡眠的時間僅得
‘ 。今次再見，他又健碩高大T許冬· 四、五，J、”寺，而且學校的功課，艱深， -足足比我高出叢，、冬兩個”“·看森自己使我沒沃應付，,‘禁興起放棄繼續上夜，少，免有點慚形穢。 校的念頭。叮是，今晚有一件事情使我
他身劈牛仔褲· T恤·腳上的運動再度振t起來，令我的求學慾望繼續燃

鞋也不是并麼名牌卜想他現在的環境燒” -也不會好到那與。於縫便對他說‘ 怎 今夜·我又在公共汽車上遇上黃爸
墮樣，‘不現在是在瀆書還是在l·作，？師，她說我的中文作文寫得很好，很有

曆質·隨之，我們開始天南地“匕的談起阿光爽朗的道：在盧書！ 來f ·子尋。：原來她今年只不過二十二歲在札堅地）)’濃畫呢？理L罷！ ，現在大正學與攻讀，夜校教師只不過，'！是在英國劍橋，讀‘屯饑I程，現是她的兼職而已。她說話時的態度爾雅
作趁看誠馴目秀港渡假。你呢？你、怎溫文·盤斤婉e'J溫槃，她的·舉手一投
樣？ 瞇都是那斷‘雅。然，每表情都是那
這時公共人車剛剛到了站，於是我墜的漬純好斤，她的神一動作都敵發看
便立DlI揮手道別，並對他說：我到家哎俗的誠質。她就縫爍爛的明¥ ·狗。
r，爭冬見！ ．1，的笑麗尺使。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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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 :：縴一中 鵝
右戲；’戶斤：‘你計：1 · j,'，、娩神伶界

會啊；禺他；j 傘· 細一 ，': 1果’
L ·年文州化二么荊f壯吃斗，·，'’ ·喪：翅，辭州
呈磚‘校織，·麩關州丁、‘”化式乞·’j' 州‘.
，井斤j亡：'，卡f ’簡常又‘’化州含，．之荊言丰k
發覺手父伊糾！州州夕投織，。．名神；；戶；么細訐

f，斗馴手徊候·萬又會己也，·才兀他打計一、
手紹均妻f ·茅父會足俗壅才夕奉嚥誹啊！
在：申二f均村爍辦州一私‘《J初胤；物‘數
分鐘·（q，也已紹’瞇夠化才戈一，、壯，,1’丁排
來的疲累全數騙走

悽仕中衍，：卉夕×；韃森，卹下表予
倘伯，導‘了、州狗娩

吃兀汙’ _ ,，·產。一惑輪以’添’·：疇
一們烽。‘一‘ ·中嘰含"
七雜一小待并；不不，7

X ×
· 一’界· 一！！甲期兀陰
我已鳥才’、俗兩讓期沒有：夜校f

,，·’二方深群棋玉我就應付叮·來，再加
i：馴荊激丰雙抓學以，膩份動力已消失得無
淤件劉，州二州孑文、丸、亡土主伐都刁、再上課f

LI"j註一！近丰文栽！?

他掬：華·栽牟

她：掬；
間題髡？j
我J匹：

情問題f1'j ·
她‘抑1

終些1州為‘壯，·！近“勺課f

叮！造，，也事縫關乎止祉感

終呼

寸一二月四日星期六晴
我在今天開始構思小說的主題和大

綱。徵文比賽於二月尾就要截稿了，我
發覺在我現在的情況，根本沒有可能於
此短短仔時間內完成這部小說。
放I一回家已是七時多了，所剩餘的

時間本就不很多，再加上家裹環境嘈雜，我根本不能集中精神，尊，O的寫作。
所以，為r能全心全急寫作，我打
算辭退了我在酒樓的工作。而且，我決
定搬出現在的住處，另覓一寧靜的處地
方暫住。
我計算過f，我於這幾年節省下來

的積儲也有六、七千元，相信也可以勉
強解決我以徒二個月的L活罷！觔弟

近來·”於小用L夜學，不用通霄
遠i的趕功課，倒學得身艙健康f許多
可是，婚質L的健頃並小等於精神的健
東很多時候俘雙會自怨自艾，討厭自己
的不長進，不觴勾，以致被阿華看不起
我覺得目已是世界卜一個最沒有用的

'l物。，亡此玉來，我恢復了賭．罵的習慣
·觀f’中一樣緒錢·。排酒，打桌球，流
,！一；'：合、機：hL

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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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丁州中近。卜返夜布交，目的足仰州、緒網中·州f貌，尸亡、我分晚公‘丈：7血回學校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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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晚，丁父，螂‘j；響'j叻也‘，】仔，

l:，她把份州紙

士一江月！l' 口星期H 晴
今天，我把搬家和辭r的念頭告訴媽，她私表不悅。但我去意已決，沒有東西可以改變我的決定了。·誹J兀卡啊目星期互陰
在這叔t一呎廷方的房子住了差不多一早期J' ，房f一面積雖然略小了一點，

但離。於環境寧靜，倒也方便了我他寫作一近數權來由於要節省開支，一日三餐
我都以麵包裹肢，
兮夜徒’·‘鬢夜，從街上不斷傳來年

青叩女的劉歡。！平聲以砭報佳音的教徒的
其妙歌聲L今夜木來是普天同慶的大日
J' ，我卻要孤坐於這小房問內埋首疾書，真是叮悲，但我tJ一願這般，我相信我
二辛勤的芳果一定會獲得報酬的“
連卓故，安心默默耕耘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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抆贓方一，警

香江日報小說徵求“訂審糾過
作家張東海：經過f匹此k來的。、斗審，

我覺得失落的我J和
大家戰縫其，-，最好的兩
篇小說？

作家劉不，濤！我也有rrij感，在眾鳥偶參
賽作品中，失落的我
和1、宇憐狀”.-，般州J．色
的f。

編輯李達開：在這兩篇文章中，我覺得
r友家族較r怏落的我
好‘ 失沼的我題材
灰暗，讀者是小會欣賞的
CJ

留U：我同蔥一而且魚、家族的修辭技
巧遠較失落的我J為佳。
張：但我認為失落的我比大家族
的藝術性高。失落的我中的
人物十分寫實，有時代感而均表現
的情感思想也非常真實。總之，我
覺得失落的我的作者是十分具
有寫作潛質的。

計：我伊他香、l_11搬足’要州卹釗。賣各的口，床的，我．認為黃、‘家族的故卞鈷
綜夜無，比失落向）我史能吸引
。自名

劉l：總匕，我們現在是兀對一覃· 大
家族應是冠‘車

香江日報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八日
尖沙咀地鐵站月台昨日發生意外，一名青年跌落路軌被到站列車輾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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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幼斗州持痲

劉：但我覺得好的修辭遠比你所說的藝
術性重要得多了。

觔時艱，

，
魚紛州它小江化乏崎，

批破．
倘大圈習械

kkl矗、”'h上一，斤

一州j卡妝日星期江巾
香、上目報'i' 徵文比賽於今九公佈紂、

果不父苓敗f，徹徹良底臼方落畋了。
從小至今，失意都緊緊纏繞著我。
學業，事某，家庭和愛情都不容我有立
足之處。
今回，我孤注一擲的參加了小說徵

求，本希望藉此尋回失去的自釁’但我
失敗了“三個多月來的心血和通宵達旦
的勞苦都通通付諸流水。當你花了一大
段時間，不眠不休的克苦努力，而至最
後發覺自己的成果只是一片空白的時候
，你的心底會是怎樣的難過呢？
在這世上，已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令

我眷戀，但願離開了這世界以後，我能
找到另么個更適合我的地方。口b





發

之一' ,．二

車瞬l在小停地顱右搖擺看·較H．在
發出一些與路軌聘擦所生的刺耳，討鞦
的聲音。這與的空氣凋節已是夠惱人的
r，冉加上對座那個．絮種男、不斷的吞
吐雲寫，更加使這配濁的空喊之加混濁。我只有與綴續咬看那硬得像打頭的
麵飽，眼睛繼續斜筆義那位站在車門falj
的金髮女郎。相信除了她那圓圓的藍眼
睛、高挺的鼻子、分明的輪戰、柔長的
秀髮、以及那誘人的身材之外，這車廂
與再沒有另外一樣東西是願眼的了。

是從香港來的嗎？
手父點頭。
她露出喜悅的神色。兩圓大眼睛的
神采並沒有因瞼上的笑容而有絲毫減退，反而看得更形可愛。
我NlJ失掉r旅行証件和銀包。經

已到過警署報失了，但今天茫星期天，
小能補領u失掉的旅行支票。
我可以怎樣幫你？
她低下頭來·兩邊的面頰有點兄漲

你⋯⋯你叮否借給我少許疵郎，
讓我解決今晚的食宿問題？待明天補回
支票後，定當立KlJ把錢交還給你。

煙
很不容易才挺過了那七個車站。我
提著沉重的腳步，夾在人篁當中緩緩前
進。這些九曲十三彎的通道中，通常都
會傳來一些街頭賣藝的樂器演奏。雖然
稱不上悅耳，但聊勝於無。
終於t0到地面了。我已急不及待的
走到草坪當中，枕著背囊，大字形的仰
臥著·浸淫在和煦的陽光中。心尖很平
靜，平靜得像在茫茫的大海中·找不著
陸地，找不著目標。
開始懷疑旅歐的決定。在英國的日

子還算好，有親人照顧，吃的、住的都
不用擔心，每天就是日不上三竿便不起
床，下午逛逛大英博物館或蠟濛館，晚

問到白金漢宮門外肴看申爾大道車輛鬚
出的尤芒，或雜船遊奏晤士河。雖然倫
敦小能令我審一F深刻的印象，但能夠暫
時離1荊秀港，和親朋暫別一會，面對一
惆新鮮的環境·也未嘗小是一件賞心樂
事。但一踏足歐洲大陸，那真叮算是艱
苦整程的開端。人生路不熟是意料中事，除了這些老是小願意和你說英語（r伏
國人外，言語隔膜也不是太大問題。但
t尚人的是每兩天左右便要忙看找旅舍，
每曰天左右便要去查查大車斑次·每四
天左右便要去兌換外幣。事前準備不足
，累得要一面遊覽，一面計劃下一步行
程《在吃喝玩樂之餘，還要緊記看銀兩
有限，不得不精打細算。而且天公不造
美，我心想定是有一團黑雲由倫敦伴我
越過英倫海峽·一直在荷蘭、西德追隨
左右，最後被阿爾披斯山的雄威所擋才
放過我一條生路，容許我再見天日。
真刁k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堅持一個、
來。可能是聽朋友說得大多，一個人可
以自由自在，不必遷就他人，想到那與
便到那與。但一個人在途上也少不免會
增加一份寂寞。我開始懷念香港的朋友、演唱會及蝦餃、燒賣。若果能與一兩
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同遊，相信這旅程一
定痛快得多。
這樣又一天f。也應是時候收拾行
裝，找個地方填飽肚予。
可否阻你一會？
我有點又驚又喜。在這花都竟然聽
到一把懷．念很久、令）、感到親切的粵語
聲音“不，不以是一把親切的聲音，而
且是一把輕柔、悅耳得令人回味的聲音
。從經驗所得，美麗的嗓子和美麗的面
孑L是永難共存的。但當我回首一望·這
定律今回可被推翻了。

真是十分多謝你。明天我應在那
與把錢交還給你？
這真是個惱人的問題。這十多天來
我都盡量避免去想F一天的旅程怎樣，
總是早上起來才決定當天的行程。要我
去想個時間、地點給她、倒還困難過要
我借錢給她。
還是你定們時問、地點給我吧。

在旅程上失掉証件或錢是常有的事
。身為單身旅行者，更加明白那種徬徨
、那種焦急。我是沒有理ltl拒絕她的要
求的。從腰包具掏出了一收汰郎，相信
足夠她應付當前的需要。

但我今天才到達巴黎，對這與的
環境不很熟識。不如你給我旅館的地址，讓我明晚找你。

j直惆是頗有建設性的提議·但可惜
此時小適用於我這們背囊也末能找間旅
館安置好的旅客身上。
你吃了東西沒有？
這可能提釀了她肚子在呼喊看。
不如一起去吃收東西，容後冉解

決吧。反正我現在餓肴肚r，而且又還
沒有找間旅煮安頓卜來。就這樣和她一起到r一l崗快餐店。
原來她叫卓思敏，是唸文科的，打算主
修英國文學·和我一樣，繁假後便會升
L 年級r。想4《到在大學小小的校園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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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不見，撞不到，反而在這偌大的歐洲
上遇到。這晚她把過去兩週在北歐等地
的旅遊經喊一一訴說出來。我雖沒有到
過北歐，但從她的叔述，令我有點梅很
自己沒有到過。她說占卻寺手舞足蹈，
會兒托石兩腮，·會兄搖肴頭予，兩邊
的喊髮雖僅及肩膊，但卻不停地在搖幌
若。印蒙中的文學系女孩該是文靜、仇
默寡言、多愁善惑的一類，但她卻是截
然不同。她楚少數能令我成為忠實的聆
聽者的其中一人。
很不容祕走過f數t一條街，才和她
找著一所小旅館。為著省金錢，亡、租
住了一房I崗，價錢也算過得去。也不是
第一次在這旅程上與其他單身旅客為石
徑錢而合租房間，但這一次特別的叮能
是她是單身女孩。她不介意，我當然也
不會介意。她睡前在執拾東西，一面高
興地說看幾天也沒有享受過這麼舒適的
花酒浴，一面卻嚷看自己倒霉，失掉了
証件和旅行支票。我安慰看她，叫她還
是早點休息，養足精神。其實，寨翁失
馬，焉知非福？
翌晨一早便被她喚釀，叫我陪她去
補領旅遊支粟。這女孩果不食言，接過
支票便急小及待的把銀兩交還。卜午和
她同遊拿破崙軍事紀念館，tIJ果小是她
嚷著要看，我想小足半小時我便會離去。她真是異常積極，對每·件展觔都極
奇留心，我這懶散的人也f)j彿被她蕉陶
了。
這幾天是我旅歐以來般忙碌的。巴
黎的旅遊要點實在太多，要ff細r均遂一
遊覽真是要命。卓思敏神天一旱便小見
綜跡，晚上不到夜闌人靜也小會歸來。
或者小想輸給她，我也努力起來，故塵
龐比度中心、聖母院、凱旋1,'1、l'1-t叫，
像都走過，幾乎連紅磨坊也不想放過。
睡前總很高興能和她分亨當天旅遊的經
歷。雖然大家是各自遊覽，但當聽到別
人陳述當日的遭遇時，總是興r$’ 的興奮

‘總梯孑父叫W，足之車i車睪罩IU, lj）譯
小太多，自己父小故績極。賣。鰓。算徒參
力If；寧U，上啊IChoir，徒I‘】己寫歡的，也
參加f幾次向演IH，有裂，收擭吧。！,41來
就足在Canteen去tea，或在I州．轉館擾攘
，沒《了故塵建．沒l生的”
你倒4《像喜歡：活劇f1J片樂的，后

躍r白樣f．令、悠到你結沒有憂愁，沒了f
煩t尚；若要我倘，倒也難j'i到你造唸文
學的。
你也不足第一）、，亡囈說的，fl識

不以白朋友都會卜這樣（白．評語，但熟識F
來便馮二會屹《司O
怎樣4q呵？
若了f機會，你l'1己去發彬吧。J
思敏總會叫人有·種好奇去認識她
史多的魅力。
阿偉，你在校內父怎樣，讀彆定

是忙們小堪r？一般人都是）d樣灶！,（廷我太小像
樣f。除flul考前一兩個縱期認真痕．結，丰鑿他l待”二1便在宿合火搞·1斗。雖然’沌I待
也常逗帝在圖書館，f旦總是睡看的時問
多於清解r白時間。即使是清醒了·腦袋
與也小知在想義收什麼，沒有般1織，沒
有系統，總是在魂遊天際。再小然便是
獨個兒走至115andyBay看怔1落，多愁
善感·番。我很喜歡看日落的，那總給
人一種淒酸（l'惑覺。我很享受這種感覺。

做把教常在保黑fr7夜空中活嗷活現、輪
廓鮮明地表現出來，是帶點嚴肅，帶點
神祕。果然門外的梯級上坐肴很多知音
人，我和．lLl，敏也成為座上客。一首一首
的歌曲在演唱看，眼前是很多熱情的人
欣賞看、陶醉看。思敏在陶醉之餘，也
露出一副憂愁的神色。這神色是似曾相
識的：沒錯，在鐵塔上也是這神色，這
叫）、擔心、叫人憐惜的神色。

叫馴劇

鮮

瀘 d

阿偉，我有點凍。J
我脫F外衣，輕輕的搭在身旁的思
敏身上。但她的肩是那麼吸引，我的手
是那麼的小願·因而沒有離開。思敏微
微把身傾斜，輕倚看我。她的髮絲在夜
風中不時飄在去我l(I饑二。這時的音樂更
是繞樑三日，Casablanca, Homewa-
rdBound, SoundofSilence等4《
斷而來。此倩此景，不能不叫人難忘。
想到明天要離開巴黎，實在把此倩此景
史加叫人難忘。小願忘記巴黎·小願忘
品巳巴黎C白人。
思敏，不tll手划門一起去希獵，好

嗎？我不知怎的來了這樣的一個念頭，也平知怎的把這念頭說久H來。
思敏登時抬起頭，兩顆眼睛大大的
，作r一下深呼吸”
她翠，頭。

看過不知多少次日落，但這個是有一種
特別的感覺，是一種頗濃烈的淒酸感覺
。這感覺不像是源自日落，似乎是因思
敏憂愁的神色。
思敏，你不開心嗎？
搏《是。
那塵，為什麼你不時都露出一點

小愉快的神色？
思敏又是低下頭來，沉默了一會。
是因為一段惑倩。一段已完結的

感倩。
難道你現在不開心嗎？你不覺得

你應該忘掉過去的不快，享受現在嗎？

我面對著思敏，雙手捉著她的手臂
。她不敢正視我。
不是我不能忘記，而是我開始失

去信心，我沒有勇氣再付出，再面對失
敗。J
但你答我，和我一起開心嗎？
思敏凝視看我，雙眼水汪汪似的。
我把她的髮絲撥到後面，輕吻她的臉頰
。思敏枕在我的肩膊·我感覺到她在流
淚。我摟看她，閉看眼睛，沒有想什麼
，也不願想什麼。
阿偉··⋯’
思敏抬起頭，望看我，但又低下頭

i馴比
m才鼴關閱
口

？
州口閱洶讓馳．1鰍

這天一F午我走得很倦，黃昏吃過束
西後便回旅館休息。湊巧的是孛思敏也
在三）B．與。
怎麼巡麼早便回來？J大家與11

！司聲地問。
丁父悶吋在附近填r肚f，打算在這

兄歇息一會，待傍晚時份到艾爾纖塔，
觀斤巴黎夜紛。仃興趣,d于Jl嗎’了J車思
敏興高采烈地說。
我本是累得要命的，但不知怎的又
被她拉r到鐵珞·和她一11誠的走Lr
數Cl級樓卜鵑·至1達鐵珞I,J第二付。這女1憂
兄小f臼沒有喘氣，反而史在平台1：四啦
奔跳，嫩取！珍一惆不容錯過的角度，要
孑兌萋各她拍！戮。滿足r，便又急忙的要到
l了翅瞬，觀斤fE名卜夜矯。

、由星期我們到過很多地方，雖然
是奔波勞碌·點，但從前找旅舍、杳船
期和火車針次（f煩惱現在變成一件樂事
。什在尼斯漫長的沙灘L，拖肴思敏散
小，傾談中學U寺的往併：也什在威尼斯
的聖馬叮曦場，坐在海邊·大談人tl ]
標· h天充坐至天黑，Itl州得水哎不通
坐至幾無人跡。和思敏總有．說平盡的話，永小盡的歡笑。或者，這收就是一直
所渴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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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找弋黑吧，我要斤巴黎夜狀！
以．lLl．敏叫噴看。
柄If。常還要過多一，】，11寺左f遛才要膿

齊rJoJ
r細f ·孑雙們就在這與等一小！寺。
拙；喊r嗎？我們在巡與怎樣度過

·，J、11寺？
r哥變已f弋定f今晚·定要斤金Ij全．惜i

夜賺，等小手I】便驚小罷休。不雙fl方在遠與
聊聊k吧。
好吧，卓．lLl．敵，談談你在學校的

,t=．偽吧。
r你叫我思敏吧· B死內人人都巡樣

稱呼不變的oJ
好，思敏，你也叫找阿偉吧”

她沉默看。倚著欄打，微微（l' 低下
頭來，兩眼望看遙遠的地方，旁邊的直
髮被和風吹拂著。這是我第一次在這角
度看思敏·也是第一次喬到沒有帶著笑
容的思敏。
雖然我沒有肴過SandyBay的

日落，但我也很再歡看日落的，和你的
原因一樣，和你的惑覺一樣”J
思敏說完，便提起腳步，雙手放在
背後，圍肴平台緩步。
森！市內向燈都著r！
她邊說邊走若。臉l-再次旱現蔣悅
的神色。我們望祈凱旋r化、聖母院、聖
心教堂等，否來晚間lY巴黎確是史加動
人。鐵塔卜的·方是一片大草地，很冬
人在躺臥看，欣！看鐵塔在夜空中發l記
爍爛奪H的尤芒。寫一方是·側廣場之
類仔地方，卡數憫水池在匕衫縮紛的射
燈卜噴出各種形式的水花。這花部果是
名不嗡傳。
在巴黎餘卜的南天都和思敏同遊。
縫我提出的。和她一起只慼到很舒適、
很I'1然，為歡說什麼便說什塵。多r一
人ld'J遊，凡事有簡有擊·也有冬個人照
數，遊覽時也數慮少r ·愉快多r。遍
叮能是結伴卜d遊的好啦；但，不是與任
f0I人結伴同遊邢是這奎愉快的，縫嗎？
這是在巴黎的最後一晚。明早便要
到尼斯，但真足小捨得離聞花排。
平么今晚，il森聖心教堂的夜景吧，人們說那夷r唁外在晚以】會聚集很俗愛

好諦樂之人在演奏動馳的婦樂的。我
提．義。
於是我們沿祈小路·鄒過數肖級樓
梯，走到聖心教堂門外。盞義的q.t

--?

r我很喜歡SandyBay的日落。
J思敏低聲說。

× × × ×
已經回港三星期了。思敏堅持要繼
續獨個兒完成先前計劃好的東歐行程，
於是我們在希臘分道揚鏢。回來了天天
都覺得頗無聊，或是拿書本出來翻兩頁，或是去看戲，或是和朋友到酒廊聽歌
。晚間回到家裊通常都很累，但總會在
睡前扭開收晉機把歐遊的照片看一趙。
照片很多，通常都只從巴黎看起。
今天是1荊課的日予。上了兩課便空

閒，在拉記來了個午睡，也頗稱心如意
。已是下午五時多，距離晚飯時間不遠
，不適宜開始讀晝。突然靈機一觸。
我沿看斜路緩步而下。離開r兩個
多月·沒有甚麼大改變。依萬是那麼寧
靜，依舊是那麼逍遙。遠處的太陽快將
要消失了，不父開始加緊腳步。
我沿著岸邊的小路走。SandyBay
的日落是很吸引，但此時促使我加快腳
步走向前的不是那日落。我愈走向前，
·心情就愈是緊張。
我停下啣步。那夕陽餘暉下的背影
是很熟悉的。
她轉身，回過頭來，凝望看我。她
再沒有憂慾的神色·臉上只是紅紅的，
臘示看微微的笑容。此時大家對望青，
沒有說什麼。只惑到無限的喜悅，心底
什發出的熱血在沸騰菁·令心神有一股
無名的振奮。
我很冉歡SandyBay的日落。

必’

嘛

這縫系豔的般險個傍晚。地個叫
斷konos的小島真廷小錯，一個個織小
，在鬧圍幾乎劃地以白色的油徐、隊
頂上仔Jl‘字梁和歸作為特式的寧才蹴中傲
然地在海邊·角屹立看，岩h那邊的海
鷗在大織中仍小停地飛翔石。遠啦見不
到陸地，遙遙的水平線上只有·個金義
得叮愛的蛋義在緩緩向卜陰。在希臘付喝自•綢•州•．‘ ‘ •．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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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一年級的時候參予得太少罷，以致
自己一直以為數思的工作很輕鬆現在負責了
專題版，才知道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選擇專題已經是一個困難我原本的概念，是要選一些和黠學生的生活有關的、有教發

性的、有趣味性的和容易做的題目但是很可
惜，我很快就發覺自己實在太過大想頭了一點這樣的題目，簡直比一個聰明美麗體貼
溫柔的女朋友還要難找大夥兒擾攘一番之後
，最後還是選了醫學道德
工作一展開，我立RlJ又有新發現，就是

either（。）自己豬兜Jor出。這個題目實在困難。我原本以為講道德如此正氣，一定有很多人
願意大噴口水扮其正義的朋友的。原來這是一
個美麗的誤會。這一期約人訪問的碰釘率高過
高佬泉。我原本又以為（真係鍾意扮先知。可
惜次次都錯 ）大家一人一份拉記料，求其抄
幾篇文章就可以塞責交貨豈料做Library
reseach也不容易，九二班的同志們個個都話
那些文章不知所云 唉！大佬呀！我內心
吶喊：你們看不明白又有甚麼關係呢？反正
將來在數思刊出之後不是給你們自己看的，是
給其他同學看的而且人家越看不明白你寫甚
麼，越顯得你‘彷彿有料到呀！J
玩笑似乎開夠了。總之這個題目對我膚淺

的哲學根基而言實在深奧了一點，因此有點兒
吃力此外，再加上應溫而未溫的筆記已堆積
如山；還有江湖上的洶湧波瀾，我只覺壓力驟浩公。·。”'

一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加入了教思當初
參加數思，並不是因為對辦報紙雜誌有濃厚興
趣，而是想藉著參予一些活動的機會去擴闊自
己的生活圈子，認識一些新朋友。回想起一年
以來數思的工作，自己參予的積極性並不太高
，極其量只可說是合格而已。可是在另一方面
，我在數思餘慶節目或非工作活動的
出席率竟高達百份之八十以上。可能基於玩
得這個原因，有幸被朱老總看中，來年接任
老總這個職位
受命之後，最使我感到興奮的，是得到一

班朋友的支持和鼓勵、縱然面對兩個M.B．的壓
力，九一的教思人很多都願意留下，連一些原
本打算退隱的同學，都抱著齊心做好數思的原
則，繼續幹下去
九二同學的參予亦替我打了一支強心針。

今年新加入我們編委會的同學有二十一人之多，比我預期的還要多。起初聽聞九二興起潛
水熱潮 ，使我袒心了一陣子，恐怕出現缺乏
新血加入，人手不足之現象如今獲得這麼多
人支持，憂慮霎時盡掃一空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在漫長的一年裹

面，路途縱使崎嶇，我也不會感到孤寂，因為
我知道路上並不只有我一個，身邊的朋友會陪
伴我去走完這條路。對於支持我的同學，還有
時常在百忙中抽空來指點教導我的大仙們，我
只能借這裹向你們答謝一聲 無言感激。
教思將會是我日後的回憶中最美麗的一頁

立Rll解除痛苦。
到牠斷氣後，並沒有怎樣難過，反而有一

種平靜的感覺。比起一般的白老鼠，牠可以說
是天之驕子。牠那些同類，剛剛成年便要在實驗室任由宰割。能夠安享天年，牠已是萬中無一。生老病死是生命必須經過的歷程，牠只是
經過生命中最後一個階段罷了，又怎能有半句
怨言呢？
上天是公平的。動物不像人類那樣有醫生

照顧，所以牠們很少會有病痛，而一場大病很
快便會奪去牠們的性命，正如牠今早只受
了數小時的痛苦便獲得解脫比起那些受盡肉
體和精神上折磨的長期或慢性疾病患者來說，
動物可以說是幸福得多。
日新月異的醫學知識，延長了人類的生命，但始終未能夠逃避死亡這一個必經階段。一

條生命快要到盡頭，仍然要用病人的痛苦和醫
務人員的努力去換取推遲那盡頭一點點，
這樣做值得嗎？
再者，勉強維繫著垂死病人的生命，只加

深延長其家人的焦慮，醫務人員的負擔和病人
自己的痛苦。死亡對三方面來說都是一種解脫。可是另一方面，醫生卻有責任去盡力拯救每一個病人的性命，只有一線生存希望都不應放
棄。但為了這一線希望J ，所要付出的代價
是否太大呢？
生命並不在乎長短。
眼看著白老鼠和人類的死亡，醫學究竟帶

給我們希望還是痛苦呢？

家中飼養的一頭白老鼠，今早突然死去。
昨晚餵食物和清理的時候，並沒有發覺牠

有何不妥，如常一樣的進食，跑動。唯一不同
的地方，就是沒有和牠的同屋主打架。平
常饑餓的時候，牠們兩個總會在籠內殺得天昏
地暗昨晚牠就顯得異常平靜。
今早赫然發現牠躺在籠的一角，張大雙眼，對外間的接觸全無反應，心知牠是命不久矣

了，但猜不到會是這麼快，未到中午便一命嗚
呼。
記得一年半前，哥哥為了生物科做實驗，

在家中養了一大華白老鼠考試過後，有數隻
老鼠因為太細小而未有拿去做實驗，牠便是其
中之一。轉眼間，牠成為我們家中一份子已有一段日子了。
望著牠死亡前一Rlj，感覺到自己的無能。

只見牠伸直身體，張開口拚命地喘氣，好像為
留戀這塵世而作垂死掙扎。除了看著牠，我沒
有什麼可以做。當時恨不得有支毒針可以為牠

、七平啟甩編委名單

夠了，無病呻吟的篇幅不能太長，否則會
悶親各位大佬讓我借數思房內一句名言收場

縱是路長人困賽驢嘶，
數思還是要繼續。
希望你不會覺得這一期的專題太沉悶一期會做得更好的，請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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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錄了歷年來在啟思刊出的精選文章，再加上
一些特別撰寫的文輩印刷成一本紀念文集；這
本文集約共三百版，輯錄了近百篇啟思自第一
卷第一期以來各年的各類精選文章：有對醫學
院及醫學會近廿年來發展及大事的報導及分析
，有對學運的報導，啟思曾探討的專題，及一
些敵文等。除此以外，編委會更會為此文集特
別撰寫一些文章，以回顧過往，展望將來·
此文集將，在本年底出版。有興趣擁有此

文集的醫生，請填妥下面的訂購表格，連同訂
購費用港幣三十元正（連郵費在內）（劃線支
票抬頭請寫FCaduceus, MediCalSociety,
HKUSu 一併寄回香港沙宣道七號，香港
大學學生會醫學會，啟思編委會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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