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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署假過去了，不知大家有沒有
察覺到MEDI C CAMPUS 多了很多九七
的新面孔？又，有沒有察覺到MEDICL 卜
BRAR丫的大裝修，為同學們帶來十分之
不方便？又，有沒有發現啟思房被封。投
稿不知何處？

試想想，以夏天平均氣溫三十三度攝
氏來計算，要走上那條長長的樓梯（真是
望見都怕），經過迂迴曲折的小徑，幾經
辛苦才可以到達啟思房坐坐；又或者到
5 OC 房Cowe P櫃買原子筆兩枝，可真
費時失事。

其實，啟思房不是衫封，只不過是因
為舊實習醫生宿舍現在被改為DEPART -

MENT OF COMMUNt
‘
Y MEDICINE

的辦公室，所以啟思房連同隔鄰的5 OC

房被安排由地址沙宣道八號搬至沙宣道六
號，即新開張的大學餐廳隔鄰。

雖然現在的新啟思房沒有了那些蛇蟲
鼠蟻，但是同時亦少了 人氣 。不知同
學們感受是否如筆者般，又或者對孤寂的
PAUU NE CHAN 情有獨鍾而對大學餐
廳的美食不感興趣，所以就連新啟思房都
懶 得去？

這個改變為筆者帶來了極之不方便：
以前 走堂 的時候，還可以到啟思房歇
一歇，翻一翻啟思簿看大仙們有留下什麼
說話沒有；然後行過F TSRIDGE 。到
我們的唯一選擇誹一PAUU NE CHAN

CANTEEN 飲杯茶、吃件多士，享受一

下南面一望無際的海景。現在？唉！要走
到位於李樹芬樓對面的NEW HALL 繞
過大學餐廳，才可到達啟思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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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大學醫生，是指受僱於兩間大學
醫學院的醫生，他們除在兩間大學醫學院
從事教職及研究外，大部份時間均在兩間
教學醫院（瑪麗及威爾斯親王）為市民提
供專科服務。大學醫生包括教授、副教授
，及高級講師（上述三者資歷至少跟受僱
醫管局的顧問醫生相同），及講師（其資
歷至少跟醫管局的醫生及高級醫生相同）
。要獲聘為大學醫生，僱員必須是醫學院
之畢業生，並已註冊之實習醫生，已考獲
英國皇家內 外科學院院士，備有一個專
科訓練者則更為理想。

O
j ' k

其實每個大學醫生本應只用三分二時
間從事臨床治療，但據大學醫生代表說，
實際上他們用於臨床時間並不少於同級醫
管局的醫生，他們工作時間長之餘，更需
用私人時間來履行職責。可是大學醫生福
利總收入比醫管局相差高達每年二十至六
十萬元以上。

天拳
匹 生

鑾卸
亂 主

自從醫管局去年十二月正式接管全港
公立醫院後，任職前政府及補助醫院的醫
務人員都有權選擇轉職醫管局，接受醫管
局的薪酬待遇條件；或是保留原有的公務
員或補助醫院員工身份，繼續享有一貫的
聘用福利條件。不過，由於醫管局的聘用
條件頗為豐厚，員工每月除可獲得高至底
薪六成的現金津貼外，合資格者亦可申請
買樓利息津貼，從表面上看，都較政府及
補助醫院吸引，故不少公立醫院員工亦願
意轉職醫管局。

江 甽

持



相反，在兩所大學醫學院教書的醫生
，由於屬於大學及理工撥款資助委員會的
聘用人員，故無權選擇轉職醫管局。

希望在今次的事件中，政府及大學醫
生都能取得共識，彼此作出妥協的安排，
免卻一傷 醫療風暴 ，繼續維繫本港醫
療教育及大眾健康服務之穩定。

香港大學副校長楊紫芝教授表示，自
一九六八年開始港府便已承認教學醫生及
政府醫生應享有同工同酬，但自醫管局成
立後，醫管局所提供的薪酬福利則較教學
醫生的好，而自八八年至今，港大醫學院
的空缺率一直維持在兩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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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今年年頭，大學醫生便開始透過
大學醫生協會向政府爭取與醫管局看齊聘
用條件，在七月底，更曾一度蘊釀罷課，

集體辭職等工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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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十日，大學醫生協會和教育及
人力統籌司陳祖澤先生再度開會，在該會
中，政府原貝J上同意大學醫生可選擇轉職
醫管局之安排，但由於涉及政府頂額外撥
款，所以需等待十一月交由立法局財務委
員會開會討論後方能執行，而各種計劃中
的工業行動亦暫時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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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大學醫生協會秘書余旭玲醫生估計
大約會有七成醫生將接受醫管局之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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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而餘下三成人或因個人因素如宿舍

安排而選擇保留原有之大學醫生僱用條件
。對於政府今次的決定，眾大學醫生都認
為是項進步，亦願意等候政府最新

一步的

安排，而員工的士氣亦較前陣子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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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Petel -

前言：越近世紀末，人越從神秘經驗中追
尋安全感。不知不覺地，靜坐，冥
想，特異功能，氣功等成了不同圈
子的流行時尚，尤以氣功流行最
廣。氣功其實是中國一門古老的學
問，至今已有三千六百多種派另lJ。
本刊特別選訪了兩位資深氣功師對
於氣功的氣 ，氣功與特異功能之
分別，會否走火入魔等大家有興趣
的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

( l）氣功派別的起源

享譽中外的何球師傅，師承正宗達摩
少林寺醫療氣功，主要包括內養功和大力
金剛經，由此演化成防病氣功，

和通經絡氣功。

有九十六年歷史
此氣功只能家傳

醫病氣功
，至今已

。何大師曾擭泰國皇儲頒
授勳章
蘭克福

受邀二十八個國家和地區，如伙
中東杜拜等地進行示範表演，治

愈病人無數，名氣甚隆。

而另外一位是林道恆師傅。她早年曾
在廣州中山醫學院進修
寺中的 內氣外放 氣功

，練的是佛尸少林

哺 何球師傳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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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會不會走火入魔 ？

在氣功中，沒有所謂的走火入魔 ，
這名詞只不過是傳媒界渲染出來的，只有
出偏 這個詞。當我們控制不了體內之
氣，使之仲到頭頂時，影響平時的行為狀
態，就叫做 出偏 。林小姐贊成氣功可以
看書自練，但條件是要先有基礎，否則就
會出偏。何大師貝lJ不贊成，認為病人一來
不懂自己患了什麼病而對症下功 ；二來
沒有基礎，很難練的成。再說一般有關氣
功的書籍只是泛泛而言，只得個大概，未
必針對個別的案歷。

4 何球師傳與一班

不 合影的熙片



(4 ）氣功和特異功能之分別

林小姐認為特異功能是先天性的，而
氣功是後天培養的。但氣功師可以變成特
異功能，只要他元神很強，而又循序慚進
的練功的話。例如當我們用氣功將體內的
熱量集中在手上就可以燒著紙，即所謂的
特異功能。何大師補充說有特異功能的氣
功師可以立即知道病源，省去不少診斷的
時問。

至於按摩和氣功之間的關係，林小姐
認為這是兩回事。按摩只是穴位的鬆馳，

氣功是氣在體內的運行，根本風．鴨不相
及。但何大師肯定了按摩對氣功的作用，

他舉例說若果病人的脂肪層太厚而氣功的
念力又不夠的話，氣就不能透過脂肪至l]

達病人的穴位而產生效果。按摩就可以鬆
馳穴位，令 氣更容易到達。

在訪問林小姐時，我們即時訪問了兩
個接受她治療的人。其中嚴先生說經她發
功後，逐漸將皮下的淋巴腫塊褪去，加以
自己的練功，現在已完全痊癒了。另外一

個楊先生請林小姐運功，幫他治骨刺，他
感覺到氣流軟柔和，但其功能暫時未看
到。

唱林師傳正向楊先生
解繹氣功的醫療



( 2）解釋氣功之 氣

相信大家都想知道氣功到底是什麼玩
意。據何球大師所見，這要視乎各門各派
而定。他認為氣功是意志，念力，而產生
的力量，也就是說，已 、神 、氣是
氣功的三大要素。他本人練的是全科氣
功，貝包括軟氣功，硬氣功和醫學氣功”

林道恆小姐認為她練的軟功，不講究
動作，但強調氣的運行，將丹田之元氣循
環，帶遍全身每一處，即使身體有移動，也
是身體的氣帶動的。

其實氣功是有規則的。林小姐規定練
氣功時頭腦一定要冷靜，不能想旁的東
西。脊椎骨要擺正，姿勢十分講究，即所
謂的站樁 。其他的姿勢還包括盤坐，臥
式等。何大師有類似的見解，認為練功時
不要吃太多東西，喝些凍水以幫助聚
氣 ，聽起來都很特別“

氣功能強身健體，醫治疾病，看來已
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林小姐認為氣、血
都是體內的一部份，氣功令到體內氣循
環不息，帶動血液循環，加速新陳代謝。
其奧秘在於氣功師能夠將自己的元氣在體
內運行，並發放出來，傳送到病人有關的
穴位，再達患處。何大師則認為血少生
風，氣弱生濕 ，而氣功的作用正是血行
風自滅，氣夠濕自除。對於心臟病、胃
病、糖尿病、關節炎、肝炎、頭痛失眠等
都有功效，男女老少皆可練習。何大師還
帶出一個新奇的論調：氣功其實和練功者
的五行八卦有著緊密的關係。一般來說，

純氣功治療只有七成的成功，而剩下的功
力來自五行八卦。兩者如能配合，多數疾
病自能迎刃而解。fflJ如，患陰性病的患者
應在東邊或南邊的南天門，光月之位接受
氣功治療，必能事半功僑。

當然，氣功並不能醫百病，至少以上
兩位氣功師如是說。林小姐認為氣功的威
力在於此人是否有先天的資質，是否有元
氣存生等，但氣的循環肯定使人皮膚紅
潤，光滑如淅，女士們可要留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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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亞洲醫學聯會（ASIAN
M日01cAL sTUo日NTs , coNF日R日Nc日）
雖然已經在吉隆坡曲終人敵了，但是它留
下給我們二十九位香港區代表卻是永世難
忘的甜蜜追憶。

不如由籌劃開始說起吧l今年的統籌
工作過程一點也不輕鬆；由於我們不呻文
大學的代劇門是互不相識，所以起初在聯
絡工作上出現了很多問題，幸好透過大家
的毅力及鬥志堅持，終於把所有應做的工
作完成一一找到足夠的贊助商、撰寫了在
會議期間PRESENT 的PAPER 、編排了
在會議期間表演的文化節目及安排了食宿
等等。

香港大學醫學院一共派了十四位九六
班的代表出席是次會議，而中文大學醫學
院亦派了一共十五個由P MM到三年級的
同學。中大同馴門於七月三十一日先行一
步往檳城遊覽觀光，而港大的代表則於會
議開幕當天一一刃入月二日才浩浩蕩蕩到達
會諭易地MALA丫SIAIN 丁ERNA丁 N-

AL YOUTH CENTRE ( IYC）。到步後
忽忙的聽了大會安排的簡介及分配房間、
註冊等便休息以備有足夠精力應付翌日開
始的緊迫節目。

筆者留影於馬來西亞一鄉村醫疇前。



在進行問卷調查時其中一組醫學生與村
民合照於一村屋內。

今屆共有九個亞洲地區國家派出代表
出席會議，每個地方代表都要就今屆主題
- ROLE OF M ED-CAL STUDENT
1N PRI MARY HEALTH CARE 報告
當地的情屍。香港區由中大代表W-LL --

AM 、梁佩玲、陳濤，港大代表張勇仁及
筆者負責PRESENT 。而為了隆重其事，
我們史把PAPER 印製成一份精美冊子派
樹易內各國代表，藉以加深他們對香港情
況的認識。

此外，我們又有機會去探訪當地的一
所鄉村醫院。雖然當地的醫生人手不足（
註：專科醫生要每兩至六個月才能到鄉村
醫院出診一次），但是醫院的鄰近環境卻
足以令香港人羨慕一一兩層高的矮小平房
，週遭都是鳥語花香、瞭闊的樹林及充足
的病床（註：CCUPIED RATE只是59

%）等等都是香港所望塵莫及的。不過話
得說回來，吉隆坡的市區醫院有沒有那般
寧靜、舒適就不得而知了。

缶久月五日，大會為我們安排了一個
名為ACT fON PROGRAMME 的項目。
當天我們各國代表被分成二十組，分別去
不同的村屋作問卷調查，令我們對當地人
的醫療知識有進一步的認識。此外，我們
還可以開開眼界，參觀馬來西亞的村屋；
屋前有椰樹堆，屋子用木樑 撐起 ；友
善的民風以及滿有回教色彩的室內佈置。
做完家訪後，大會更安排大家去討論秈日
析所得來的資料，估計當地人的醫療知識
的多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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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初初到步時真的有少許擔心，因
為其他地方派出的代表，大都是三畝四汗
班的。自己恐怕因為對醫學上知識的貧乏
會為香港的醫學院帶來恥辱。幸好，原來
大家所看重的，不是醫學常識的交流（註
：這主要是亞洲醫生聯會的目標一一由
一班前AMSA的地區代表組成）而是對其
他地方的一些文化交流。所以各地高年級
的師兄師圓門對我們如同密友，毫無隔膜
，暘所欲言。（註：我們日常的對話是用
英語，這也使我們一行人的英語會話在短
期內有了迅速的進步。

我們也到了當地的唐人街、中央市傷
等購物。而九六班的葉碧顏同學亦盡地主
之義，權當嚮導一天，到處帶我們遊覽。
（註：葉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港大海外生）
此外，吉隆坡的國家紀念碑、國立博物館
及吉隆坡火車站也留下了我們的腳印。（
註：此伊斯蘭式建築物是電影超級警察取
景地方）田入月六日，我們也被邀請前往
馬六甲去接受當地政府為我門所擺設的一
個自助午餐，正是香港電視劇 義不容情
取景的地方，如今有機會親身前往，實覺
興奮萬分。

這次址程除了F RMAL MEET NG

之外，城內參觀及餘學節目當然是少不了
的。例如在到步當晚我們便被邀請往一海
鮮酒家與當地的教育部長共進晚膳。席間
中有馬來西亞民族舞表演，而我們香港的
代表更以張國榮的一曲5 TAND UP娛賓
，勁舞轟動全傷，博得掌聲如雷貫耳。

背景為電影超級，察所取的充滿回教
色彩的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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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同學於檳城露天食市進食海鮮餐
開懷暢飲。

邦喀島是一個新開發的旅遊點，離吉
隆坡紅細句鐘車程。那裹環境怡人，充滿
到滯風情。至於當地的海鮮，中令我們回
味無窮。在當地的白沙武牙灘，我們有七
位同學做了一件壯舉，至於做出什麼，不
妨自己問問九六班的羅爾達及張勇仁兩位
同學，我相言他們是會樂意為大家解答的。

的瘋狂購物大行動一一魷魚，榴乎邇瞧、T

恤、PEWTER （一種當地特肖的合金）
製品等等。於八月十二日晚上十時許，我
們便懷看欣愉、滿足的心情乘坐直通吉隆
香的巴士，準備回程了。一路上看見天上
圓圓的月光，回想看過去十多天的生活體
驗，帶蒼疲倦的身體，踏進夢鄉裹去了。

檳城可以說比吉隆坡史誘人，極樂寺
、蛇廟、蝴蝶公園、臥侯寺畝是金碧輝煌
，或是融合不同風格。總之使我們心曠神
恰，而諭龜的食市史是廉宜得不敢相信。
在巴都賈冷宜海灘，我們中一嘗跳傘的滋
味，所費並不昂貴，但是那種感覺·一真
是難以形容！在當地我們進行了最後一輪

l 月十三日下午三時許，飛機到達香
港啟德國際榭易，這次馬來西亞之行亦正
式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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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與葉碧顏同學合攝於吉隆坡Chi-

na Town （我們AMSA代表在此感邀葉
同學能抽空作我們嚮導一天）

我個人覺得八月八日晚上舉行的文化
交流夜最值得懷念“當晚各個亞洲地區代
表均穿若民族服裝去表演，令各人的照相
機忙過不停。筆者亦當然不放過機會謀殺
了很多菲林”香港雖然歷史不長。但我們
穿看了最能代表香港的衣看 T恤、波
鞋、牛仔褲去使出一套據說了來自黃飛鴻
老師父的中國拳，配以阿LAM 的 男兒
當自強J 音樂，讓各地代表知道什麼才是
中國功夫。

八日的行程轉眼便過了，八月六曰各
人便要和各地區代表道別了。不過這絕不
表示大家的友誼終結，相反，友情是在每
次接到別從他國寄來信件和明信片中不斷
點滴的累積。

會議結束後，我們香港代表便兵分四
路，分別朝看檳城、星加坡、泰國、雲頂
高原進發。筆者是隨隊前往檳城及邦喀島
，所以也可以組略的描述一下當地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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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此行，筆者大有收獲：與尼油爾
及印尼的醫學生交了筆友，互通消息；與
中大學生們熟落了，現在亦不時有聯絡、
聚會。（註：其實起初對他們的印象並不
太好）；很老土的但是真的一句 開闊
了眼界，例如原來尼油爾每年只有二十個
醫生畢業。他門的薪金亦只夠我們買一副
( ARMANI ）眼鏡。不曉得原來台灣的
F-NAL 丫日ARM 日D-CAL STUDENT

有暑假放。雖然此等皆是無關痛癢的瑣事
，但了解其他地方的醫療制度可能有助我
們對增強現存制度的醒覺力“

如果你說經濟能力不許可，無法負袒
去旅行的費用，挪嬤加入AMSA 有什麼
好處呢？我可以肯定的說，在未來這學年
裹，將會有來自泰國、台灣、北京、上海
、尼油爾的醫學生訪港，能夠與他們接觸
總不會叫你失望吧

最後，衷心的祈望有更多九七班的同
學能夠加入AMSA ，因為它不只是一次普
通旅行；它所包含的是一次，生難以磨滅
的經驗。本港兩大醫學院學生的交流及人
際關係的改進。於日後，我們要面對的是
其他地方的頂尖精英，能夠秈刨門開會、
研討問題、共同生活，實在的可以豐富我
們他日合作，聯手服務社會的精神。

各國代表於訪問完一鄉村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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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蘸 轟
抑

年

籌 款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作者：主·

香港醫學會管弦樂團正在奏其一個交響樂章

前吉：一九九二年度之香港大學學生會醫
學會之週年籌款活動剛剛遲去，是
次以古典音樂會為主題，並命名為
管弦樂韻耀咨林 或

雖然是順利結束，但絕
對談不上是成功 ，所以這個題目
不是去談什塵成功之這；只是希望
透遲實際經臉，去和時下同學對週
年籌款的一些觀感，作些比較，希
望從中找到一些正確的答案。

rf ff Classical
Concert For Medical Society,
HKUSU 1

*

Annual Fund Rais
ing

FA q’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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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說港大醫學會富有，而且年年
財政報告都有盈榦，兄且很多同學覺得，
地所做的工作似乎不多，在這種盈榦
多，支出少情死下，根本不用年年攪籌
款。但是，如果對醫學會現時內部運作有
認識，想法肯定是我然不同 醫學會提
供給同學的服務不但是多方面，而且有很
多是免費，例如所有文康活動· 體育活
動、資訊及時事性活動及手物；特別優惠
的要數C你（) I）櫃內貸物· 醫學會紀念品
及兔．包貸款（Elixi: I一oanF、工n(1）因為這
多項服務都是每年同學不可或缺的，因此
每年醫學會都要預備一筆龐大資金作為它
們的經濟支柱，當然還未計算一些大型活
動，安。使康展覽，即使它是絕定要自負盈

虧，起初都要向醫學會借貸作週轉的 是
的，醫學會每年都有一筆新的Subsscr中
ti()n Fee作為新一年之財政收入，但始終
刺下大概一半的支出需要填補。如果停做
週年籌款而只靠食以往儲蓄，據保守估
計，不出兩年，醫學會的資金將會用盡！
那塵，兩年籌款一次行嗎？在理論上可
以，但從歷史看來，並非每次每年籌款
都可擭得預期所需（?）所以如果今年籌款數
字不理想，而隔了一年後仍是不理想的
話，醫學會之財政狀死，即使原本是富
有，也會是變成每兄愈下。
因此今年和往常一樣，仍然有週年籌

款舉行，以作保險。

香港大學音樂系同學在彈鋼琴二重奏

Annual Fund Raising 有 骨 學 ？

母千巡千等欣奉本上弋由醫學會
秘書（Financial Secretary）發起，最先你
要招慕一批同學去當籌委，但這是十分困
難的！無他，同學功課繁重，當然希望將
寶青課犛時間放在一些他們認為最理想
的活動上：好像使康展覽能增進醫學知
識、迎新近給機會和師弟、師硃互相交流
心得、AMSA 安排到斗地旅進，增廣見

聞；但遺憾的是，週年 欽除了是一個醫
學會提錢這徑終，對矜同學們似乎不能有
什塵獨特之處，可得到垂青。所以，一直
以來，招篆得到之籌委人數是眾多活動之
最低！而招慕彼卻不肯繼續做的人數比率
卻是眾多之冠！
其實歸根究底，同學對矜這項活動之

所以反應今淡，大部份是因為籌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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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扯不上大開係 但如果造真正接觸逅
這個活動的話，便不難發覺、
它擁有和其他大型活動一樣需要籌錢

和印宣傳，.J 物，因此籌委也槍須學習籌
款、應對、編繪、宣傳及印刷等技巧；（中
但它的形式卻存在著一定的彈性，利如前
年是舞會，去年是綜合晚會而今年卻是古
典音機會；雖然這種不斷探求新嘗試是稍
為冒險，然而這卻是更加訓練到籌委獨立
思考叉組織能力，當然也會相應地接觸到
更；新事物！仔忖。今年，籌委慕本一L對於
此類一音樂是門作漢，當然更莫論辨音樂會
之經驗 但，憑著決‘ ，從錯誤中學習，

整個節目還算是順利丰也演畢；而對於籌委
而言，不單只對音樂有更深之認識，個人
在組織力、刊斷力、甚至是舞台技術無疑
是增長了。
順帶一提，一般活動的籌委都不需要

做一份工作可旦因為人手短缺，今年個籌
委都要身兼數個職務，相信會是難為了他
們，但他們是應該比正常來說學多了！
正所謂一分拼耘，一分收獲J，無論

是週年籌款也好，其他活動都好，參與者
有否收獲主要是在於他能投入多少、付出
多少，活動本身的類別反而是其次罷？

中文大學音樂系同學準備奏一個銅管樂五重奏

Annllal Fund
Raising 好 Harcl sell ?

醫學會週年籌款總括來說有三個京
旨，依重要性排到是能賺錢、訓練個人成
長和對斗增強聯擊，尤其是與醫生、醫學
界 如果一個籌款活動要達量．J以上所有的
目標，首先它便祕須要收入高，但這不等
矜敵去找醫生損錢或買責，因為這樣做反
而令人生厭，適得其反！其次是要成本
低，然而祇須繼持有一個好質素的節目給
捐助者，這樣他們才會參與，才能聯擊！
不通實際情呢顯示，這些所有是很難都辦
到的。而且往往顧此失彼。有見及此，有

人提議週年籌款的形式是否可以簡化一
點？例如舉辨賣獎奉、百萬行或者純募
捐運動等等，不枕是既能賺錢，久可進兔
做一些吃力不討好的節目？
其實這正是今年籌委重點討論遲

的一一一一磧。果籌款真的簡化了，似乎是弊多
朴利。為什塵呢？首先，賣獎奉、百萬行
等活動都是徒須要向政府領取牌照註冊，
如果排期時間太長，根本整年的籌款是無
法繼續下去！其次，試想一般的籌款都可
同時有兩種選擇給醫生幫助籌款活動：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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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入場春及純粹捐款 但先前提出的類
別只得捐款選擇，而即使有抽獎奉，也相
信不及節目入場奉來得實際！呢且也好像
真的市儈了一點！很可能會令醫生更加
生厭！再者，由矜這些節目沒有場刊等印
刷品，整體收入亦會因為減少廣告費而大
大減少

另外一個問題是週年籌款當晚的節目
出席率，尤其是醫生的出席率一向都是偏
低的 這樣便很易令人聯想到，無論是做
得天花離墜，醫生是不會到場打氣的，因
為他們實在太忙，（久或者根本不值得
來！）但，在提出這些質詢時，我們是否
需要檢討一下白己呢？

今年籌款活動便好像一個實臉，為上
述種種問題提供了一些線索。例如以往的
籌款節目一般都是八月舉行，但今年耗提
前到七月，以逐枕很多醫生都會矜八月放
假離開香港的情呢 另夕卜，古典音樂會被
選為主題也是一個刻意安排，原因是即使
以機會率計算，總有一定數量之醫生或同
學愛好此類節目，問題是什塵級數質數
的人來表演罷了 很幸運的，今年音樂會
所邀請的表演嘉賓大都是有一定實力及知
名度，縱使不可呼做十分專業 ，也不可
和四大天王或維也約管弦樂團相比，
但他們始終都產生了一定的吸引力，而且
他們全部都是義演，不單只難能可貴，大

(4）方津生教授在唱Unchained Melody 之前，兩位司儀黎小田及廖慧明（港大醫二）正和他作輕鬆交談

大減輕了成本！當然不可不提的是憑著香
港醫學會之幫忙，幾乎所有醫生都患是次
籌款節目，從而有更大機會多些醫生來臨
參與。
總的來說，今年經臉來說，節目質素

是整體性籌狀成敗之闆鍵”妤的節目，醫
生是會更加樂意出錢去買入場春的，而他
當晚出席的機會也會是很大，而即使是真

的不能去看，他也會更加樂意捐歡，所以
籌款根本不用特別上診所去Hard sell。
耗算是找廣告商，好的節目也會是容易些
的，因為這意味著多人出席，也即是多人
會留意廣告。枕是這樣，出席率、收入都
得到了保證，選向三大籌狀目標也不遠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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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鋼琴家，.J 詩昆之得意門生 溫可欣為大會獨奏一曲

後語：
雖然是遲了一點，但真的要表心多

謝、感激及讚賞，所有為r管弦樂韻耀杏
林有錢出錢、有力下力、有聲出聲之各
路恩公，沒有了你們，根本耗沒有是次籌
款活動，而所有目標也會淪為空想。

，倫永亮之獻唱為整晚節目帶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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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92，迎新活動已於9月18日的
High Buffet Nite 之後完滿結束了！在
此，首先歡迎各位97’班的新鮮人加入醫
學院這大家庭。

今年的迎新活動大致如往年一樣，
先來茶聚等介紹一些關於醫學院的事。
亦有舊書買賣等。而參加的人數亦相當
踴躍。

至於迎新的高潮 迎新營，已於8月
24日一26日方令西貢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舉
行。

-

今年迎新營的節目比較多元化，有
動，有靜；有考智力的，當然也不少了大
伙兒一起玩的啦j看著一班新鮮人在投入
玩之餘，仍可以在適當的時候靜靜地坐下
去思考問題，的確令人感到很鼓舞

OC Drama 表演

”.‘ d --．••勵‘‘ 個口口口口口口口勵

嘩！大家齊跳 changhg partner .
,19陶



正如今年迎新的主題 Med
'R'US，相信各位新鮮人已從迎新活動中體
會到醫學院這個大家庭的可愛了！

希望各位活潑可愛、聰明伶俐、有
頭腦、有熱誠、有幹勁的97，班新鮮人，
在未來的日子中能讀書時讀書，遊戲時
遊戲 ，做一個精靈的醫學生，有充實而
多姿多彩的醫學生活。

齊齊 cheers啦

考大家分析思考能力的 車優話J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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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你地好。我叫勁哥，今年剛剛畢
業“捱噓五年辛苦到喊既MEDIC UFE之
後，終於都畢業啦！之不過吋，而家個個
大學生都似乎患上了一種世紀絕症，唔係
愛滋病，更加唔係CANCER啦！不過一
樣係無得醫，經專家深入研究，決定命名
呢種病為ANTI一GRADUAT10N SYN-

DROME（中文稱為恐懼畢業症候華）。據
了解，這種病是近幾年才在香港流行並迅
速蔓延，病因似乎並非由個人衛生不潔或
細菌感染，相信是由於香港踏入後過渡
期，政府官員經常吹水、玩水，一時又話
增加大專學額，轉叮頭又話要建玫瑰園，
勁創社會福利、教育、醫療服務等開支，
卒之D大學生畢業就等如失業，一話升到
FINAL丫EAR，就人人自危，考試都係其
次，最緊要有工開。可惜！大部份既畢業
生都只係失望而回，就今年來講，七成社
工系學生面對失業危機，法律系學生更要
自屈身價，做其廉價勞工，係律司行度做
打雜TRAINEE．· ·⋯

不過我都笑唔出囉！唉！真係時移世
易、滄海桑田。五年睹！世界真係轉得吋
快！我重記得五年前今日，我讀MET-

R-C（預科）時個班主任肥仔李都拍心口話
叫我定打：讀METIC好口，有前途，鐵
飯碗，畢業包保晤使憂啦！當時比拒講
到雄心壯志個樣，到而家仍歷歷在目，不
過上個禮拜舊生會聚餐時撞返拒，拒就
話：你咪話我話州，叫D學生讀
MEDIC ，我點都做唔出喫啦！無謂累拒
一世田⋯⋯如果唔係頭個兩句，我都會
為f巨偉大喊演辭而鼓掌一一位如此愛J學
生的老師。可能拒已經忘記噓我係邊個（
又真係晤怪得f巨喊，畢噓業五年都重會探
望母校曦人，真係晤多，我個屆就得我一
件。你問我點解會返，我就只可以話心血
來潮。）更加唔會記得五年前喊一席話
啦！我越聽就越感動，晤得！點都要重重
p甘報答返f巨先至安心，我決定加些少個
間酒樓至出名囉家鄉祕製辣椒油落去拒個
杯擺噓晌抬曦FR山TPUNCH度，跟住唔
覺唔覺p甘遞比拒，之後我頭也不回的走
了，心裹默默地數著。果然數到十五時，
肥仔李突然學噓郭天王，大唱火熱動感
LA LA LA，我帶著微笑的步離會場，但
心裹卻真的有點兒擔心前面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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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都等到啦

從我入醫學院開始，我就望有今日，
呀！係唱l 都未講今日係什麼日子。今
日，就係小弟做HOUSEMAN喊第一天，
論心情嘛，真係好似今日天色一晴朗非
常，自覺已踏入人生另一階段。

一早我就係 QE CANTEEN嘆番個
親早餐，之後斯斯然地步向內科部報到。
咦！金錢龜同電燈柱兩個一早就嘐到，博
七呢？一問之下，我心裹暗叫好彩，因為
負責我地呢班親曦醫生，係出晒名惡
死，拒有個鮮為人知暇花名，叫做恐龍
頭 ，係我地成班同學有次比拒炳完之
後，同但改曦，個次其實唔關我地事，因
為當時我地上WARD，撞到個護士抱住
個十分可愛曦BB女，正當我地圍住她逗
玩時，恐龍頭走過黎八叮，點知拒一埋

堆，個BB女就喊到收唔到聲，，到連其
它訓著晒曦BB都嚇到醒，重一齊合唱金
鼓齊鳴 。當時恐籠頭竟然面不紅，氣不
喘地望住我地，暍道：做七整喊晒D BB
呀！你地好鍾意BB咩？個次之後，大家
都認為拒面目可憎，而且重成日學哥斯拉
吋周圍噴火，恐龍頭呢個名，實至名歸
啦！又講番點解我跟著但都會陪叫好彩，
原個係今日曦時間表改噓，報到曦時間早
噓十五分鐘，好彩我早到，唔係就⋯⋯

上WARD要巡房，真係奇怪，QE內
科出晒名墟審喫啦！但係所到之處，竟然
見到希望工程一人人有壯訓，哈！唔通楊
生會變戲法，變走D病人，或者但地成班
H.A．巨頭，請到D曉特異功能職高人發
功，叫D PATINENTS全部好番，唔使入
院？!



鳥'

聰到休息室傳來林憶蓮首三更夜
半 ，我望一望錶，貢係零晨三點半啦，
岩岩梯晒聽日要PRESENT喊CASES ,

諱住蛇番兩粒鐘，噹聽日見D CONSUL -

TANT時都唔使變熊貓啦！返到入房，正
想爬入睡袋之際，我曦和記喪鐘又再晌
起，唉！唔得。點都要訓一訓，唔係咪白
廢肢我拉開個睡袋喊時間⋯⋯

快步走上WARD ，見到個護士已經
企噓晌度，但話個阿伯喊E.C.G.（心電圖）
好唔 妥，有 D 似 MYOCARDIAL

INFRACTION ，我一路 CHECK 個
E.C.G.，一路聽但講，個阿伯似乎又無七
事，係呼吸有多少困難，於事我唔理吋
多，比噓氧氣拒先算。心裹卻盤算著：
死啦！心肌梗塞？！會死人喫禍！好唔
好CALL大佬呢？如果無料到，會唔會俾
大佬炳呢？拒實話我大驚小怪睹！我
內心好驚，又驚個PATIENT有事，但又
驚自己做噓狠來了故事入面嘖牧量。憂
柔寡斷曦我終於都鼓起噓無比喊勇氣，撥
噓個電話比恐龍頭，我用我婉轉溫柔曦聲
線，好似星雲大師講道時喊語氣，去講出
事件嗽經過，終於但都肯黎，我先鬆一口
氣。但到噓之後，我心論最好過病人有
事，否則我命休矣。我員係卑鄙、下流，
做醫生曦竟然想病人有事，真要不得，無
錯，果一刻我員係魔鬼，魔鬼曦希望成功
了，個病人員係有事，可是，因果報應，
天理循環，就係我興幸好彩之際，恐龍頭
已經張開拒個血盤大口，向我噴出火花來
了。《巨鬧我做七唔早D CALL但，搞到個
PATIENT吋危險。唉！雖然趕走肢隻
狠，但係引肢隻凶惡十倍囉恐龍黎，重比
但，到一面屋，都算黑仔，但係諱佩D ,

能教t 雙沉默的羔羊，都算值得有餘·



下畫靈得有D眼訓，於是走落CAN-

TEEN
’
買杯C FFEE醒一醒，順路經過A

& E（急症室），諱住入去探一探我老友包
搞姑。我由一入醫學院就同拒編埋同一
組，同拒都可以話係無分彼此，我地一齊
當lJ屍、一齊潛水、一齊走堂打波、仲一齊
約埋去娣三級片，總之七都一齊，但係畢
業之後，大家都忙到抽筋，見面曦機會都
無，搞到而家要吋樣幽會 ，真係無奈”
入到去媼到拒，哈！拒又係飲梗咖啡嗎！
大家一排無見，梗係吹下水先啦，講到
MEDICINE WARD（內科病房）所見到曦
希望工程，並讚嘆H.A.（醫管局）竟能一上
場就搞姑困擾瞌香港醫院十幾年嘶林位不
足問題之際，包搞結就發出噓兩聲招牌曦
冷笑。識拒吋耐，當然知道但呢種冷笑係
內心非常憤怒才會發出的。於是，我便質
問拒究竟搞七鬼吋興，拒話：勁哥！如
果你真係要多謝，就多謝我地啦！你而家
所見到訓係病房個D，只係冰山一角咋！
大部份走黎A & E求診喊病人，上頭都落
晒ORDER ，話唔係EMERGANT曦就通
通唔收。吋樣搞法，想唔CUT帆布穌都
唔得啦！陰功，可憐D阿嬸阿伯，咳到死
死叮我地都唔收得呀！H.A．咕樣分明就係
收買人命啦！外表就做到鬼吋風光，其實 馬
就玩死D醫生同病人，重話要提高醫療水 I 么
平，改善病人服務⋯⋯拒越講就越興，卹
我就聽到標晒汗，世界佩係複雜，以前讀一
，都唔信喫！但係而家開始信啦！又難怪
包搞姑吋興曦，身為醫生，梗係醫者父母
心啦，但係連自己都身不由己時，吋么袱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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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六日 風雲色變

唉！．管局話唔請晒所有HOUSE -

閉EN囉消息越吹越勁，我估都九成係真
棵啦。我阿媽同我女友都好鬼緊張，一個
就驚無一個醫生乖仔，一個就怕怕個老公
唔係醫生，住唔到宿舍，因為我女友個死
黨個姐夫係某政府醫院囉
CONSULTANT ，我女友去個拒間屋一

次，番黎就同我講如果我地將來間屋無個
間時大，就唔嫁比我。

阿勁，一年咋，死都要捱落去呀，
記住得閒就多D同你老細SoCia絨應酬）,

托叮拒大腳，吋就實會請番你啦！唉！
你估我晤想咩！但係恐龍頭呢單听，對多
陣都作悶作嘔啦！我勁哥堂堂男子漢，點
可以向拒屈膝擦鞋呢？

咦？恐龍頭過梗黎唱，拒抄七嚼呢？
啊！原來煙癮起，想食煙。呀！錯了，係
吸煙才對。我忽然靈光一閃，想起我個袋
有個剛拾到曦火機禍，係機會啦！我一個
箭步，用BENJ HNS N起跑曦反應及
速度，飛身撲向拒所在之處。就在此時，
只見白光一閃，兩團類似人形喊不明飛行
物體，竟然超越吭我，第一時間在恐龍頭
身邊出現，定目一看，原來係拒地一金錢
龜同電燈柱，竟然截我糊。影相結果，電
燈柱手長腳長，跑出第一，金錢龜第二，
而我，又做包尾大班。直係執輸行頭，慘
過敗家。 後記

勁哥喊遭遇，大家認為點呢？係幸
運？還是不幸呢？但係可以肯定，你和我
都將會由醫學院一一個純潔、清新喊地
方，走向人事複雜嘖社會，到其時，你會
否向現實作出讓步，還是堅守個人原則
呢？
最後，請同學們原諒作者，因為作者

只是一個PRECLINICAL STUDENT ，在
寫作時難免會對HOUSEMEN 的工作生活
作出錯誤的描寫，請多多包涵。在此，筆
者多謝各位提供資料的師兄師姐，並祝工
作、讀書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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