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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
信心。

么總編

實在在的敔思在你手上嗎？這是第三十
一春第二期 ’ 出版的時間哺

疑我們是否一次過收

戶，
一班編委，得到上次的
起頭難 ，回想起數月前
更懷疑自尸，⋯⋯去稱，汰

分兩次印刷罷了⋯⋯

婦更有效率，出品更有質素，

瓤 到 踢晒腳 。編委們都
。中的一分熱誠，第一期 應總算

何事都有第一次，打
堅持幹下去，嘗試去

希 嫵 彝工作
，往往只不過由，

11桃戰的滋味，他們未必會失敗。畢竟

冷

臘

最令人享受的是工作的過程 ，有時亦不太重要”

讓我來簡介一下本期敔思。

題是 偉哥
必的出現，

，我們選擇 為它和大家有 切身 關

哄動全球，十分 真它一D

弄灣浴帶我們學車 鄭夫人則繼續磚鑿牌多醫學院同學的心聲。’c州你識好 攔、墾濺 k 萬
決了妒織
他德繼籐

？今期新誰出了怪異篇
州欠到不少投稿和來信，

癱 俗 有介紹筆者心頭好的一一非j 艦 書期

我們很多 希望我們能一期比一期 好, V

！
州州
！

h

戶決又要雄出第二期”勺敔

著每期敔思的出版，都會
書這麼辛苦，我也不禁問

又擊 考嘗
了

的成功幫

簡直令人喘不過氣來偶隧忙也忙婦

還要咦羚
。為了前途！說穿了

言通 當然沒有人想為了錢而讀書 但如果因我一句 要追求理想 而令養大我，
前途下過懸
為我支付學·

遛
嗡

來與一起捱窮，又好像不太說得過去。所以我

科八 門最值得學習的學科，集合了數種鑤 科學
選擇醫科，也擔心自己會後悔，因
二科學。但唯一擔心的是自己能否通

邇

物真便也在此祝各位讀者勁
汙南斯拉夫發動空襲，並且壩 轔
戰，即使犯錯
相信上帝的國家

（殺錯人）翅磯何
，他也相結紮

沙鰍 有三人死亡。但美國。然

家越相信自己接近上帝，牢競
快結束，不要再造成更多傷亡

匕那一方。我不知上帝是
納粹德國也很相信自己羈

劉明昊



Well,sothisistheendof secondsemesterfor ourfreshmanyear.Time flies,doesn’tit?

And examsarecomingsoon...

EverydaywhenI gotothemedicallibrary,I snny of ourseniorsburyingthemselvesin bookstoprepare

foropenexaminations.Someof themlookvervrelkxed,whilesomeof themlookverytense.Their posturesare

differentaswell--somesit quietlyandconcentrateha, somelookratherdisturbedandmovearound,some

evenstandup andwalk aroundtomakesuretheyhavt’a freshmind.

Of course,somearetootiredandfall asleep.

Whatevertheydo,I wishthemgoodluckonbehalfof caduceus.

Beinga freshman,it isquitedifficultto imaginehowsubstantialthepressureourseniorsarehavingfor their

exams.Franklyspeaking,althoughwealsohavea li of workandpressure,wehavea muchflexibleschedule

in thenewmedicalcurriculumthantheydo.However,this is alsoanotherchallengefor usto seewhetherwe

candisciplineourselvesandmakegooduseof theextra time.

The editorialboardchoseto dedicatetheir time to caduceus.and that ‘swhy thissecondissuecomesalong
muchmoresmoothlythanthefirstone.Wehavereived manymions andconstructivecrititcismssincethe

lastpublication.All of thesehelpus to improveanti to developCaduceusto reachits full potential.We are

awareof thefactthat it is impossibletogratifr everyone,but ve wouldtry ourbesttodoso.Wehaveincluded

morenewsectionsandsomeothernewtopicsin thisvolun, hopeyouwill like them.

Anyway,a bigthankyougoestoourdiligentedirs, our andthosewhohaveassistedusin all waysin

thework of CaduceusVol.31 issue2.

Onceagain,enjoy.
Su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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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簡介

近年人們不斷掛在口邊的，除了四大天王，美國總統，金融風暴，北約動武等話題，總少不了新
近冒起的藍衣 性 鬥士一一偉哥！有人說 偉哥 可使男士重振雄風，有人說 偉哥 會導致終身
不舉，有人說 偉哥 有違某宗教教義，所以不應發售。有人說 偉哥 導致強暴案增多，有人說甚
麼？又是 偉哥 ？
究竟這顆藍色小九子有甚麼吸引力，竟能在社會上造成一股 偉哥 旋風？



d 起源

偉哥（威而鋼via。·a ，化學名稱sildena,11

atrate）本來是一種治療心絞痛（a ngina）的藥，但效
果並不是十分好。不過負責測試的醫生卻務現一
項有趣的現象，許多男病人在參加試驗後不肯把
剩餘的藥物交回，就算有部分人的心絞痛已透過
手術治癒，他們仍然堅持服藥。在追問之下，才
發現他們覺得Viag潤令他們的，/l 生活有了很大的
改善。
於是，科學家們就開始研究Sildenatil對陰莖

海線體的血管平滑肌（corpus caverhoxl smooth

muscle）的影響。他們發現這種藥物可以令血管理
平滑肌放鬆，令血流增加，從而令陰莖勃起
(erection) O經過在不同

脈會充血而令陰莖勃起。
而Viagra 的主要成分Sildenatil 就能模仿

cGMP在血管平滑肌中的作用，令其放鬆（就像
NO的作用一樣）。而且Sildenatil也能減慢cGMP

的分解，所以可以令陰莖作更長時問的勃起。但
viagra和其他壯陽藥最不同的地方是：它不會直
接令陰f 勃起，只會往，/l 刺波時令陰莖勃起更長
時間。正常分量的sildenatil只夠維持cGMP的水
平而不能令其提升，所以要在性刺激後有足夠的
cGMP時才能發揮作用。但這藥必須在作性行為
前一小時服用，以便有足夠時間吸收，提升血液
的sildenatil含量0

d 副作用

動物及許多臨床測試
後，Viagm終於可以用
來醫治男性 性功能障
礙 ，例如因不能勃起
或勃起時間不足的個
案。

婦 作用機制

陰莖會因交感
(sympathetic）神經系統
的訊號減少及副交感
(parasympathetic）系統
的訊號增加而勃起。副
交神經系統在陰莖最終
端的軸太（axon）會釋放出一氧化氮NO。當NO擴
散進入肌肉細胞（在海綿體的動脈中），會激活
一種嗨（幼anylate。yclase, GC）。GC會把細胞中的
GTP（一種核酸）轉化成環烏甘酸cGMP 0 cGMP

是一種令平滑肌放鬆的成分。所以海綿體中的動

雖然viagra看起來十分
神奇，很多中年男性都想一

嘗使用的滋味，但我們也要
留意它的某些副作用：
一 頭痛：大約每十個

就有一人會有此症狀，而使
用更高分量時情況更會惡
化。
一一視力受捐：大約

3 的人視力會出現短暫的問
題，例如視力模糊，甚至看
到偏藍或偏綠的顏色，這是
因為眼中某些嗨也會與

sildenatil起反應0

一 沐兌：因為viagr。可以令血管擴張
(vasodilation)，而且不止在陰莖發揮作用，如果
同時服食了其他擴張血管的藥物 （如
nitroglycerin) ，會令血管過度擴張而引致低血壓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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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ypotension) ，出現休克O

一 算常勃起（勃起時問長於四小時）有
鐮狀細胞貧血，白血病或尿道發炎的病人可能出
現異常勃起，令陰莖血液循環停止，令組織壞
死，可能引致性無能。不適當使用Viagra也可能
引致上述情況。
一一上癮 ：雖然現在還未知長期使用

viagra 的影響，但使用
者可能產生心理上的依
賴，沒有服藥時說不能
勃起。

最才變，Viagra 雖能
改善性無能，但性無能
可能是心臟病或糖尿病
等疾病的症狀。如果因
使用了Viagra 改喜了性
能力，而忽視了潛在的
疾病，可能令這些疾病
急化。所以Viagra 應由
醫生處方而非當成普通
壯陽藥。如果把一粒
viagra 分成數份來吃，

雖可省錢，但藥物在藥
丸中的分布並不均勻。

可能出現藥力不足或過
多副作用。因此，正如
其他藥物，必須草照醫
生指示才可服用。

磁中偉哥
一一社會

心理

不是，而不是‘錦上添花 ，很多人都會接受這
一點。

女士們對伴侶使用偉哥又有何看法呢？很多
女士們贊成有陽萎的伴侶便用偉哥，但倘若伴侶
的性能力是因為年紀老而退化，有部份女士則覺
得沒有使用的必要。始終，性無能不是一些重大
的疾病，男性年紀大了，很多時候都會有此情況
一一這是一個自然的定律。可是亦有人認為偉

偉哥風雲
三月二十七日
美國糧食及藥物管理局正式批准威而鋼註冊，批謄價每粒七
四月十五日
威而鋼正式推出美國市場，零售價每粒十美元，醫生旋即閉
出近十五萬張處方。
四月
威而鋼推出兩周，輝瑞藥廠股價由四十五美元急升至一二三
美元，不少婦女要求服食威而鋼，改喜性生活·
五月廿一日
美國喜登實有六人服食威而鋼後死亡。當日輝喘股價下跌4.8
吳兀”
五月
美國首次出現威而鋼服用者拋妻尋歡導致離婚的訴訟。
六月
三問藥廠爭相研製女性性高期丸，料朴二千年面世，而
由微軟主席蓋茨擁有的美國伊高斯公司，也閉始研製功效更
佳、無副作用的超級威而鋼
六月
美國一名服用過威而鋼的八十九歲老翁，因尋歡不遂意圖殺
人。
七月
美國消費組織指威而鋼導致一百七十名用者服後產生副作用
中三十一人死亡，
九月
四十四歲印度男子在服用威而盛坤。臟病發死亡，成為同類事
件最年輕的受害者。
十二月
中國陸續有公司以偉哥噱頭推出壯陽藥，更掀起一場
偉哥商標的爭奪戰。
九九年一月
英國沁尿科醫生協會警告，服威而鋼會導致終身不舉。
二月十三日
輝喘開始對中港兩地未經其同意而使用偉哥之名與訟。

偉哥的出現，招來
滿城風雨，這顆外貌不
甚起眼的 藍色小丸子 不僅在人類性生活方面
帶來影響，它為社會的風氣、經濟、教育及醫療
等各方面亦帶來衝擊。在傳媒的大力渲染下，這
股旋風吹得更加厲害，彷彿世上真的很多男士願
意為它折腰⋯⋯

不過根據我們的觀察所得，大部份年青及健
康的男士都不同意使用偉哥，他們認為沒有這種
必要，亦擔心此藥會帶來副作用。不過年紀較大
或有陽萎的男士卻對此藥深表歡迎，而其他男士
亦覺得他們的看法是無可厚非的。畢竟食色性
也 ，只要他們是用此 藥 去 醫 一個人的

哥 這種新類型的藥物的
出現，目的不在於針對醫
學的需要，而是改善人類
的生活質素（Quality of

life）。只要這藥能夠發揮
它的作用，令一些寂寞的
老人能夠與伴侶重拾 魚
水之歡 ，改善夫婦關
係，亦有存在的意義。

作為未來醫護人員的
我們亦不彷想想一個問題
一一究竟我們的職責是修
補衰退機能的工程師，抑
或是救人妤困的醫護人
員？還是兩者都是我們的
工作？兩方面的工作又有
否抵觸呢？試想，倘若一

位身體健康，但因衰老而
導致陽萎的病人向你求
助，說道 醫生，我勞碌
半生，老伴多年前去世，

最近才好不容易地再找到
一個合適的對象，希望可
以享受兒孩福· ·，⋯奈何上
天再也不給予我這個能
力⋯⋯J 你會有什麼反

應？姑勿論他要求的是 偉哥 與否，你會怎樣
處理他的請求呢？大家不妨想想。
一些女士們反對男士服用偉哥的原因是恐怕

伴侶服用後的 需求 會太大，導致夫妻性生活
過於頻密及不協調。在外國亦有類似的個案，導
致夫妻離婚，但相信這只是很少數的情況，亦有
女士擔心一些強暴犯會以偉哥加強他們的力
量 ，造成更多風化案。不過，很多孩慕犯都是
有心理問題的，他們誤用醫治陽萎的 偉哥 來
增加自己的性能力。所以，歸根究底，他們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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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不是直接因為偉哥而造成的一一縱然偉哥是令他們能力及信心加倍的主要元素。說得明白一點，
我們可以作一個比方一一一班打劫銀行的悍匪，心中早已有犯罪的念頭，但有了槍械的協助，就更加
能為所欲為一一不過，始終槍械賦予他們的是信心而不是原動力。故此，女士們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
但要防止這些風化案件，最重要的始終是維護法紀，將暴徒 繩之於法 ，加強社會治安。政府亦宜
加強對偉哥的監管，以防萬一。
正如先前所述，偉哥的出現能有助改善夫婦關係（不過，單靠性是不能維持一段良好的夫婦關係

的，夫婦間必須要有良好的溝通及關心）它亦有助改善人類的生活質素一一它令一些有陽痿的男士重
拾自信，更能盡傳宗接代之任。而且，偉哥的出現亦打破了社會對性方面的忌諱，當男士的不舉受
到關心之際，女性的 冷感 及其他與性有關的問題也遂漸受各界重視。女權組織亦紛紛為女性平反
一一在美國，很多保險公司願意支付男士使用偉哥的醫療閉支，但卻不肯承擔女士們避孕的經費，
這是否代表男士的需要比女性的避孕節育問題更重要？抑或是女性的權益沒有被尊重？在日本，偉哥
在廠方申請後半年便獲準香售，但避孕丸卻遲遲未獲解禁，政府對兩藥的厚此薄彼，是否反映了男權
主導的國家高層只顧及男性的需要呢？
偉哥的出現，再度引起各界關注及正視男女平等的問題。當然，社會遂漸閉放，未嘗不是一件好

事，但與此同時，其他的問題也因而衍生。

d 社會問題

在香港，大多數有需要服用 威而鋼 的都是中年或老年的男士，而在這群年長的人當中，大多
是經濟能力較差的老人。當他們在 威而鋼 的幫助下重振雄風，但又負擔不起在港的 消費 時，
就會北上尋歡。然而部份老人的期望，不止是肉體上的歡愉，而是希望能傳宗接代。在經濟能力不足
的情況下，他們只能在內地娶妻生子。
問題在於那些老人所生的子女，都是擁有香港居留權的。假若他們申請來港，將使原有的教育與

住屋問題更形複雜，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
就算那些子女甘於 留守 內地，一個失去工作能力的老人，供養內地的妻兒子女，已是一件非

常吃力的事。為了供養子女，他們只能領取 綜援 。不論這是否足以 養家 ，都加重了社會的負
擔。以納稅人的金錢去為老人供養子女，更是有欠公允。
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人認為加強對老人教育

是有效的方法。然而，對一個從未擁有子女的老
人來說，還有比傳宗接代更重要的事嗎？認為
他們能為社會利益著想，背上令家族從此絕後的
指責，實在把問題理想化了。問題始終是未能解
決。

在政府准許威而鋼上市出售前，是否應細
想一下它對社會的影響呢？

d 人口問題

是的，Viagra不是催情藥，而是陽萎藥。不
人們對偉哥的濫用，
甚至引發資源短缺，

會否加快人p增長的速
土地短缺等世界性的問

題9

在Viag降面世前，各國想盡辦法以獎勵、懲
罰、宣傳、教育等手段，始能把人p增長速度稍

小小調查
偉哥的價錢並不廉宜，每粒的售價由

八十多元至百多元不等。即便偉哥能發揮其
神奇功效，也使病人的經濟負擔增加不少。
為了調查偉哥在本港售賣的真實情況

跋思派出一位編輯去假扮顧客去買偉哥。
他一連去了五間藥店。他一入去統說：請
問有有偉哥賣呀？ 其中有三間都聲稱 無
得賣 ，其餘兩間說要求出示醫生紙才可售
賣，那老闖還加多句：後生仔，敵吋食呢
D好對身體無益嗥！
從以上小小調查，可見不是太多藥房有

偉哥出售，可能是尚於政府的管制。我們亦
暫時未發現有非法出售此藥的猖獗情況。

過
度



藍色小丸子

作控制。viagm 的面世令部份原本失去性能力的男性重振雄風，當中不少 重獲新生 的老年人，為
了盡 傳宗接代 之責，大多不會接受避孕節育等訊．急，使人。的增長難於控制。
假以時日，倘若人口增長的速度因此而被大大提高，這將引發其他世界性的問題。Viagm對人。

增長的影響實是不容忽視的。

d 錯誤觀念男權主義？

Viagra原本的作用是治療陽萎，對機能正常的人是沒有作用的。然而不少人卻誤以為Viagm能使
男性有更弦的性能力，在媒界的不斷渲染下，女性成為被征服的對象，男權進一步被提高。女權，甚
或女性的感受卻進一步被忽視。
這男權主義的形成，除了因政府教胤觀宣傳不足外，醫生的採守也是一個問題。據一些週刊 放

蛇J所得，有部份醫生不僅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給予病人Vi

勁呀？便閉藥給病人，在不糾礦 人觀念的同時、
agra，更淮輸錯誤觀念給病人，說一句想

更使病人課以為viag降真能增強性能力。這不僅
是政府教育不足監管不當的 更是醫與 業操守的問題，義 醫學界 能容許的”

纏伊偉哥 ，偉哥面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莫過於近來流
駐。把偉哥搗成粉末敷在面
們有如斯的想像力！ 矓
雖然，偉哥湯、面膜並

宣傳上嚴重的不足。政府應
’

不妙了”

更可使戶
戶爭偉哥面膜了
嫩滑計更當彈州

、
‘
f嚶鉍叩 ”、

處氐俘州不致於對州
盡快想出解決的辦法，否

鎮聞把偉哥餚湯後飲用可保青春常

黔 醬

全
州
據的說激 ，得人

。不過，這卻眾映出政府於教育和
什麼偉哥編 賺哥河粉時可就大事

弼伯瀉．
化，化露，
,,，們

f

嫵
礬

d 監管

就今次威而，。彼 。。購買 ，明顯驟 論了政。 飾 言編 蔆。
首先，在威而鋼正式許可在港售賣之前，部分藥房已經發售水貨威而鋼。而根據《藥物業及毒藥

條例》，在香港銷售未經注冊的藥劑製品屬違法行為，最高可判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此外，在市面上的威而鋼，並非全是由註冊的藥廠所進口的。現在註冊藥行所進口的，只是五十

毫克的威而鋼，但市面卻流通著一百毫克的威而鋼。而根據法例，凡進p 未經註冊的藥劑製品或未獲
進口許可證而輸入藥劑製品，皆屬違法，最高刑罰為罰款五十萬元及監禁二年。以上兩項，隨著威而
鋼正式登陸香港，以及在香港普遍發售後，情況已經不算太嚴重。
比較嚴重的問題是

( 1 ）沒有註冊藥劑師的藥行有威而鋼出售。

( 2 ）有註冊藥劑師監督的藥房在沒有醫生處方下售賣威而鋼。

( 3 ）醫生隨意簽發處方或售賣威而鋼。

由於威而鋼所含有的主要成份昔多芬被到入毒藥表第I部及規例的附表I和附表m內，根據《危險
藥物條例》，威而鋼必須根據註冊醫生的處方，在有註冊藥劑師監督的情況下始可在藥房出售。

但事實上，多份報章均有報導指出，市民可輕易在沒有醫生處方的情況下購得威而鋼。而藥劑界
及醫學界均認為衛生著監管不足，有改喜的需要。雖然警方及衛生著曾展閉大規模巡查及 放蛇 ，

搜查了約七十間藥房藥行，並枸補了五人，但這只是冰山一角，衛生署應及早想出辦法去搗塞這個漏
洞0

至於有關醫生簽發藥方或售賣危險樂物如偉哥，其實是受到醫務委員會及《危險藥物規例）所監
管。根據法例，醫生必須按照規例所規定的法定表格，為所有供應，配處或給病人服用的危險藥物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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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紀錄，否則將會受到刑事制栽以及醫務委員會的紀律行動，包括吊消牌照。
雖然法例非常完整，但由於衛生署未能嚴格執行，加上售賣威而鋼所能獲取的厚利（威而鋼成本

為六十元一粒，而有報導稱有醫生以二百元一粒的價錢出售），莽顧專業操守的一些醫生隨便售賣威
而鋼，從而獲取暴利。
因此，若衛生著、警方及醫生同業加強監管，相信可減少不良人士訛賣威而鋼的問題。否則，可

能繼 丸仔醫生 後，再有 偉哥醫生 的出現。

樣 中藥 偉哥 ？

偉哥的出現，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不少的迴響，在中國也不例外，除了多家製藥廠爭相註冊偉哥
商標以快人一步謀得利潤外，華南一些食肆更以 偉哥湯 ，甚至 偉哥宴 來做招徠，吸引顧客。
以深圳的一問酒家為例，它所雄出的 偉哥湯 就是用龜、牛鞭、鹿鞭、海狗鞭、蛇鞭作為主要

材料，再配以杜仲、人參、淮山、杞子、當歸、肉徒蓉、紅蘇等中藥村，用文火堡十二小時而成。負
責人更說，一般人連飲三次偉哥湯之後，即會有反應，且有強烈的 堅硬 感覺，曾有食客讚稱，
飲完 偉哥湯 ，性慾比前大增，連夜尿都治癒。
其實，傳統的 壯湯 藥物如三鞭丸、鹿尾巴、雞子等是否真的對治療陽萎有功用呢？以中醫的

角度，陽萎 其實是由甚麼原因引起，而治療又應該從那一方面著手呢？
原來，從中醫的角度，問竭性的性機能衰退，多是源於個人疲倦所致，如果以內部機能來說，就

是屬朴脾虛。通常一個人飲食不正常，休息不足，就會導致陰陽不調（如陽虛，陰虛），而影響性機
能。所以，要調理好性機能，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先處理好消化機能。另外一些補藥如北芙、黨參等對
調理氣虛、陽虛亦有幫助。
至於傳統的 壯陽 補藥，如動物鞭，其實只能造成霎時衝動，對治療真正的陽痿療效不大，中

醫師更強調，中醫所指的 陽 ，是指陰陽的 陽 ，而不是陽具的 陽 ，大家可別把它們混為一
談啊！
除了以藥物調理陰陽外，也有中醫兼氣功師建議病人試以氣功治療陽痿，因為氣功能使身體血氣

暢通，先調理好身體，治療陽痿便自然有望了。
總括來說，並沒有一些特別的中藥是針對陽痿的，從中醫的角度，只要身體的內部機能調理恰當，

陰陽調和，脾精充盈，性機能便不會出現問題了。

徊離⋯⋯之後
r公元二零零五卒一刀，第五代律哥正式面世，全與副作刃，世界認可，由當時美周新秀藥廠

几細。oha勿作全球發舊· 瀉息一汝，A鉑crohard股價暴升兩倍，遠超當時一度紅遍全球的霄腦股份一一
薇緩，不過者細都係一個一一B印機。Bill機算係唔話得，注短短千卒內靠機暖榮登全球首當，復來鍵
反壟飾法官刁才搪到首喲疲弱，被指較弱與能，惹人和笑，誰知現往又撈起間几細Crohard，可謂發奮
圖銨，再創高峰。他更配合地進實訊科投，透過極速倉頻國際時空網絡，令世界吝地的客戶可以安坐
家中，濾雩視螢光慕煎按一下按鈕，便可購得律哥五世，貨物保証準時送到。此外，客戶如仃手持早
聲代的擘哥，史可以 掉噬粒舊，換番粒新J ，極之化草。J



敔思網頁終於初步完成啦！這個網頁現分為
七大部分，包括右圖所見的登陸版面，用以報導
敔思的最新動向，其次是 敔思簡介 、編輯
室 、r專題J 、消閒J 、投稿J和 通訊J

等副頁，而每頁都會擺放著和該頁有關的內容，

例如在消閒裡你便可以找到第一期敔思的
蒲篇 有關介紹酒吧的文章，而在 專題 裡亦
可看到有關法醫的介紹。

姦荔擊

放 思
嬌滅又f織遼，夢f今身

飾

錢（一

一‘一
一
一

蔭
同
綸 （

誡公撇抓才文添嗯

j亂亡織考寫
好BAR推介

、斗必7付、
名不V

h弓朵壯儼嗡，O勵“鋒負訓喊杷處
鰍巔心
黝偶界擊e碼久fe

一

一

一
一

-嗡氈織斗· ，你州瞬齋絮瑪斕闕繡舉獄絨矚網飾一 網州卹咖k諺

由於時問資源有限，一些副頁仍未能做到多
姿多采，而文章亦暫時只可以用Scan圖形式上
網；不過本網頁的宗旨主要是要為敔思作宣傳和
簡短介紹，如果想一次過欣賞各編委的精心傑
作，就非真正取一本敔思回家細閱不可”盼望在
將來我們可以雄出數思網上完全版，爭取敔思的
網上讀者，不過這還有待多方面的配合，請多多
支持”

；援不。
n馴以月次鈴．

假如你上到敔思網頁，就一定不要忘記到
編輯室 一看，因為這裡有齊我們本年度敔思
的編委名單和各人的電郵地址，還有我們敔思的
大合照呢！最後，如果閣下對敔思網頁有任何意
見，歡迎向任何一位編委提出，或直拉電郵給網
主（在網頁上按 電郵 即可）。還望敔思網頁
內容更趨豐富，記住要定期上來逛進啊！

置 礬 買 筍

可黃 誡 面
抓
-
-

口朧艱口口

jj :
http://www.hku.hk]medjsoc/caduc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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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Q 99

IcQ99雄出不久便在下載榜中排行第一，可
見IcQ99的流行程度，相信你已經安裝了，但你
對ICQ99的新功能認識有多少呢？以下是一些新
功能的介紹，希望能令你增添玩IcQ的興趣。

ICQPIus :

什麼是ICQ PluS？它是一個外加附件，替
IcQ畫面整容，改變外觀，換上你喜愛的圖畫。
首先到httP：members.xoom.com/ ic叩lus下載

icqplus.exe，用winzip開敔後安裝。安裝好後重
新閒敔電腦，ICQ menu就會出現”PluS”的功
肯匕。
最初不熟習自己改tayout ，可以到httP：

www. skinz.org下載他人設計的skin ，或者試用
ic叩lus裡內置的三個skin。但你想親自替icq 整
容 的話，不妨用photoshop, paintshop Pro等
program製作自己喜愛的Skin，然後saveas .jpg
檔案。大部分icqwindows的外觀都可以修改，
令lJ如icq主版面，buttons, menubar，字體等等O

以下是整容後的畫面

t

ll”

c.J
w iS iqu.it I

I1L .fPCfi Pl4y

怎麼樣，喜歡嗎？DownloadicqPlus製作你喜愛
的skin吧！

1l

Vjcemessa 召吧：
這是icq99新增的功能，讓你聽到對方的聲

音。首先按”More Service(plug in)”再按”voice

message
”你便看到以下畫面。按REc錄下你想

說的話，再按send便行0

Greeding Card:

* “More service (plug in)” *f4 “Greeting
card” ‘ theme, title, )::f“message”

)::f“message”14 “send” 11’f— greeting
card

Have a Great Easter, my
friend

l-ohoho.Iiri endngegreeting
cat’ouI’_

II. mmingS

4:CNJr4EV:lCCp.icA:I:t:
.. ________



天羅地網

相信大家對contactlist中nickname旁的小符
號如小屋，電話等都會感到很大興趣，曾否千方
百計想弄些出來卻又不得要領呢？現在就讓我們
簡介一下這些符號的功能及意思以及如何把它們
弄出來的方法吧！

符號：紅色瓦頂的黃色小屋
方法：只要在INFO 中填上自己網頁（h omePage)

的網IJL(web site) ，然後到”service”中的”My ICQ

pa邵，', "Activate Homepa寧”就可以擁有一問可愛
的小屋了！
功能：提醒好友 我有自己的homePage喔！快
來參觀一下啦！

符號：黃色小電話
方法：到”service”的”Phone一follow Me,，中，將自
己的phonestatus改做Available便行了。

功能：告訢好友有時問打通電話來大家談談彼此
的近況吧！

符號：生日蛋糕加紅色小氣球，更有一段悅耳的
生日快樂 樂曲作背景音樂，持續十多秒後就
只會剩下小氣球。

方法：在info中填上自己的出生日期，而ouline

那天碰巧又是你的生日的話，IcQ便會為你送上
生日蛋糕和氣球替你祝賀了！
功能：提醒好友喂！今日是我的生日呀！沒有
禮物至少也要送上張IcQ Greetingcard嘛！

另外IcQ99 亦提供了更多更有趣及完善的功
肯匕。

例女。你可以在info中加入自己的相片，還可
以設定傳送給信得過的朋友，這樣就可保障自己
的 花容月貌 不會被人胡亂傳閱，公諸於世
啦！
最後要介紹的便是Buddy Phone 。嚴格來

說，它並不屬於IcQ所提供的挽買ice，但安裝好
後，它可透過ICQ ，撥 給online users的IP

address，然後你便可與其他oulineusers直接對
話，效果就如打電話一樣方便呢！若撥給外國的
onllne好友，更可省下大筆長途電話費！
若想查詢詳細資料，可到以下網址：

httpl/wwwbuddyphone.com

12

想下載這Programe的話，可直接到以下網

http://webrum.uni.rnannheim.de/math/pfluger/
down1oad.htm



今次 ，我她唔教大 家去玩 ，教喲 實用 少少既呀 一一擅 車 。

我相信 大家都過吐 18 歲啦 ，又都有論過去學車 。

所以我她 今次會講叮考車喲呀 ，同埋 一喲 有 關車既呀 。

二 ．勵 排期 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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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篇

去報名考車有咩注意呀？
1．你可以自己去報名，又可以托考車師父去報名（不過要錢），亦可透過香港駕駛學院去報（方便喲，
不過就貴喲）
2．篡本上，不需任何文件，有身份證就得，不過請記得帶支票或用EPS咕，因為要交1058比運輸著作
買路票和考試費之用（不受現金）!

3．篡本上，大部份人都會考和家車或輕型貨車，考試費是一樣的，筆試也是一樣的，但如果你有輕型
貨車牌便能免費加簽私家車牌，不過貨車路試較難，自己論論啦。
4．私家車和輕型貨車都有分auto同manual，考manual車說可以擅auto ，不過考auto就只可擅auto ,

大部分市面的車都是auto ，如果你無誌住唔做醫生和護士去做司機，就考auto啦，易喲！
5．報名時，你會發覺有好多人走來叫你跟他們學車，justignore them ，你不需要這麼急找師父，Pass
筆試再算啦。

筆試須知
篡本上，沒有什麼要知，
考試模式是做MCQ ，你只

因為所有人法本上都能合格，除非是盲的。
須在20條答中15題，便可合格，實在太簡單。不過你最好在考試前問

一些係香港駕．駛學院學車的朋友借本 最新筆試選擇題 ，然後在考試前一日背了它，那麼你便能一
定合格，否則fail 了便一定給全世界的人笑。

學車經過
你需要找到一個師父，大約學20一30小時不等，視乎個人資質而定，通常女孩子較男孩子需要學多

些時問。至於學車價錢方面，自己找師父一定比香港駕駛學院便宜，因為香港駕駛學院Minimum。harge
大約要7千元，而自己樞師父大約6千元便成了。不過好多人都話係香港駕駛學院容易pass，但係出
來的技術不是太好，但勝在方便快捷。自己出去樞師父，非常靠運氣。最好由熟人介紹，否則好唔好
就聽天由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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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樣會 ’.
fa
”路試？

你會有一張成績單，上面會有好多不同項目的 犯錯J ，大致分為嚴重犯錯SerinuSmistakes和輕
微犯錯minormistakes。塞本上，一個嚴重錯誤，說已經足以致命，而通常人犯的嚴重錯誤就是：駕駛
錯誤導致考牌主任採取行動，即係個考牌官郁親你都死！至朴，輕微犯錯，就犯幾多都無問題！

考路試十大剋星
1．老人家
2．斑．馬線
3．的士
4．綠van

5．紅van

6．單車
7．電單車
8．大巴士
9．另一架學車
10．小朋友

如果路試唔合格點算呀？
你要再考埋路試，而整個過程，大約要給3000元。所以愈肥得多，駛既錢就愈多。而一個人最多

可肥四次，否則要重頭再考過，由筆試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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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ie一一於99年4月12日成功考獲車牌，並決志成為Medic第一賽車手，大家小心D啦！

Driving Miss Daisy

Kickingdowntothirdgearandhearingtheroaringof theengineasyoutakeoverothercarsona highwayin

yourconvertibleona finesummer’sday isdefinitelyeveryladsdream.In orderfor metofulfil thisambitionof

mine,abouttwo monthsago,I decidedto signup for somedriving lessons.

As soonasI satdownat theenrollmentdesk,realitystruck.I’verealizedthateffectuatingthisdreamof mine

wasnotexactlygoingtobecheap.On thecontrarait wasactuallytheheftiestbill that I’veeversignedwith my
creditcard.My handswereundergoingsomekindof “transientneuromusculardisorder”whileI waschecking
for the twentiethtimethat the decimalplacewas in theright place.

Countingthedaysuntil my first driving lesson,I wasextremelyecstatic.The imageof mezoomingawayin

a high-speedconvertiblewith a pair of shadesand a dogon a highwayjust kept on creepinginto my head

(especiallyduringhistologylecturesfor someoddreason!).However,whenI arrivedat thedrivingschool,I’ve

realizedthat reality was far differentfromwhat I’d envisaged.
The simulatorsessionswerecompletelypointless.Therewasabsolutelynointeractivitybetweenmy steering

and thebig screen(whichincidentallycausedmeto sufferfromneuralgiasincethescreenwasconstantlyout

of focus).I did find it amazingthoughin meetinga fellowdrivingstudentwholackedtheinnateknowledgeof

how to put onand weara seat-belt.

My first in-carsessionswerean absolutenightmare.Let’sput it thisway,theconvertiblethat I’d thoughtI’d

bedrivingwasreplacedby a ricketylawn-mower(similartoa particularanatomylecturer’sexcuse-for-a-carif

any of youhaveseenit before).The bonnetof thecarwasstainedwith rust,and theenginefailedto function

if the air-conditioningwas on simultaneously.Evenwith my absolutely“normal”BMI, thecarhad difficulty

startingona hill.

But it wasn’tuntil I got ontothe streetswhenI fully understoodthe true complexityof the word “drive”.

Accordingto the Webster’s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the word “drive”has the meaningof “to

controlthecourseof a car,busor truck”aswellas“toimpelby force,violence,threatensor shouts”.Drivingon

theroadduringrushhourallowsyouto experiencebothdefinitionsin unison.To me,thephrase“tobedriven

intoa corner”tooka wholenew dimension.

Nevertheless,my drivingskillshavebeenconstantlyimproving.A monthintothecourse,I havenowmanaged

to completehigh-riskmaneuverssuchas breaking the speedlimit, running a red light and almosthitting a

pedestrian-allin a singlelesson,My instructorhowever,wasnoticeablynotasenthusiasticas I was.

The momentof truth hasfinally come.Tomorrowis my very own “IndependenceDay”. With my driving

examin themorningandhavingto missthe lectureonpH andacid-basebalance(whichisactuallynotgoing

to bemuchof a loss).I wouldfind outwhetheror notmy driving techniquesareup-to-par.

If I shall passthen I canfinally havea chanceof fulfilling oneof my life longambitions.Paradoxically

however,theroadsafetyconditionsaroundSassoonRd wouldthenbehighly questionable.

Sowho onearth isMiss daisy?Well, I haven’tthefoggiest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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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佬一早說有車牌，鐘意在北角一帶擅車，所以該區交通意外率較高

車神手記
在駕駛學院學車，最大問題是每一課的師

傳也不同。據筆者當了兩個多月學神所見，
師傳 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圭卜型 你依家讀緊書定係做緊丹？
讀緊書·⋯”
咦？吋得閒五月嘩學車嘰？唔使返學喀？
喘喘考完試·⋯”’

r考完cert．呀？
唔係，係A一Level．· ·⋯
哦？即係出年入U啦喝？
係·”' "”
選也科呀？
醫·”""‘

嘩！要讀足五年喝！點解會選呢科？
因為鍾意·⋯’ ·

唔⋯⋯中七⋯⋯你今年應該二十歲啦喝？
未夠一’"”
十九有啦唯卜？
十八·”"”

遇上這類師傅，你很難集中精神學車（筆者當
時正在學泊車）。化解方法是 以靜制動 ，儘
量用單字回答問題，令到他問得 無癮

知點解行車線吋問？係因為運輸處有專家度過，
要吋問先夠喲大巴士行⋯⋯不過好多時，閣同窄
都係個人概感覺，當你⋯⋯（下刪廢話逾千
字）
師傳，如果考牌咽日，遇上一架行得超慢

慨自動波車嚇前面，用吐一波，吊埋 極力子
架車都好似要死火吋。可唔可以停定架車，等前
面架慢車行遠喲咽時我先行？

邊個話手波車唔可以慢行？吊住 極力
子 ，要行到skm, 4km, Ikm都得，使也停車？
哦⋯⋯（無奈）
其實要慢到0 . Ikm , O.OOlkm ，甚至

O.000Oikm都得。不過我廢事吋長氣，講得吋仔
細。（叮？吋都唔叫長氣？)
就算0. oo001km都未算最慢⋯⋯ （予欲無

言！)
遇上這類師傅，只好嘆句 你當黑！

二、祝獸型（上車時）今日練習考牌路線。一

陣出吐學校門口轉右，我她先行壽山村線。
（二十分鐘後，當完成了壽山村線）好，我

她試田灣線。
（二十五分鐘後，當完成了田灣線）好，我

她行叮 香葉道 ⋯⋯
（十分鐘後，當回到駕駛學院）好，將架車

停嚇前面。
（停好車後）攪擁，唔錯。拜拜！
遇上這類師傅，好處是你可專心擅車。不過要
小心當遇上塞車時，不要悶到連車子死了火也不
知道。

四、史爆型 係呀，去啦！俾油啦！快喲啦！
停！係味呢？起步動作吋慢，點夠人她快出呢個
路口呀？！

喂！扒頭除佐望鏡，要回頭望盲區慄！
（一會⋯⋯）

喂！唔好掛住望鏡同盲區，要留意埋前
路！（又遇了一會⋯⋯）你點可以吋擅車喋？
吋危險，叮？? ! ！你吋點考牌慄？！
喂，如果我曉擅車，榦嗎要來學車？遇上這類
師傳，最好免得和他們即場理論，免得自己駕車
時分心。大家可在課堂完了後到辦事處找高級職
員投訴。

五、親善文囈型 點呀，泊峻成個鐘車，辛唔
辛苦呀？
咦？也成頭汗呀？等我閉大喲冷氣啦！
定喲喫啦，考牌都唔係太難堵⋯⋯

遇得上這類師傳，你絕對是走運！他們令你在
學車時放鬆心情，成效當然更好。

三、廢話報甚氣型 師傳，聽上一堂咽個師傅
話，當條行車線好閣，閣過你架車好多咽時，要
略為靠左駛。點解呢？
邊個話嗥？（異常激動）擅車要講求保持安

全距離，你靠左行即係．忽視內邊車身嘰安
全··一
唔係一個係字吋簡單嗥。首先，你知唔

六、× × 型（不懂分類）goodafternoo州so, take

yourseat.．⋯J
係既，師傅⋯⋯
．⋯”

雖然我曬得喲皮膚黑喲
賓人，同我講洋文⋯⋯

但都唔使當我係菲律



蒲篇

胄Q中⋯⋯

教完大家考車，有峻牌之後，通常都會想買番架士eamcar擅叮！我她而家就講dreamcar啦！
通常喲人概dreamcar都係波子，法拉利，Jaguar, Rover,Jeep仔，林寶堅尼，BMW等等。但係而

家就講叮 蒲重點雅介慨dreamcar 。

Lotus-€Iis@

LOtus’ 即係大家都知道慨蓮花，英國傳統車廠，亦舒小說裡面所有小說女主角都擅蓮花的。有好
多人都嫌蓮花老土，所以Lo加S呢問車廠都 摺摺J她！但係就因為呢一架Elise ，令到呢問車廠 鹹
魚翻生 ，我只可以用三個字形容這架車超級 大玩具 ！

九九年版的Lotus一Elise被國際汽車傳媒一致評為世界性超級跑車之刊。點解被評定為超級跑車
很大程度在於它的名氣，速度，質量和其收藏價值。

l 。名氣
Elise出自英國名牌車廠Lo加s ，出名有性格和不羈。

？。濛度
Elise極速每小時超過Zookm，能於5500轉輸出ns 匹最大．馬力，是一部名乎其實的低轉高扭，加速

極快的超級戰車。

寫。筍量
Elise99採用大量鋁合金，及高剛性纖維製作，令車重輕至600kg，是目前全球最輕的生產性1.8公

升Roadster車種之一。

0 ．啃藏個值
Elise99極有時代代表性，不用考慮它的實用性及經濟效益，以43萬可以買一部全港只得10部的

經典跑車，一個 值 字。
Elise99我既至愛！

結尾
基本上由我她呢喲medic人去寫關於車概外，真係好難！我她知得好少，但係希望大家娣完呢篇

好，都會考車合格，並早日買到自己架dreamcar啦！



熊人仔

大家入佐嘩呢個mediC嘰世界，都知道係一條不歸路喋啦，而家吋多醫生，
出人頭地真係好鬼難嗥
，都想精益求精啦
，挽下手生丁早幾年

。好似我呢喲有也天資嘰，梗係要將勤補拙啦。就算天
，話唔定下兩屆個Dean係你呢！但係日捱夜捱，好易有
。忝，所以我創製出以下幾招攝時問潛潛大法 ，同各

厚
慄
享
計）大解。你知啦，大解呢家呀，可大可小棵麻，如果唔把握時問，好執輸嗥。

k 開大慨時候，集中能力又高，兼且問中有悶場喝，梗係帶本中RobbinS齊齊
學。（按：切忌帶大Robbins，壓住喲血管落唔到腳，好易有legcramp！而且大
郡ins好貴慄，跌他落X坑點算？)

馴坐車。返學放學，淨係交通都礎成粒幾兩粒鐘，唔讀點對得住自己？？但係
車咐鬼震，讀也好？梗係histoatlas啦，全部都係圖畫，易明喲嘛！
謝食飯。徐，食飯最好娣Pathogrossatlas礫喇，既生動，又有趣，若然娣到
薛突呀，伸可以減低食慾，甚至嘔埋琴日咽餐出嘩，除佐可以參透Patho既奧
離簡直一舉兩得，仲可以減肥口忝！挽下手做埋01/001 ，吋就真係發達咯！

p 去’a" ”去’ab都得？梗係！去’a1，好多人棵嘛，排隊，時候，問下左右隔離
潛神或者Professor前幾日講喲lectul' e（記得要扮哂唔明吋喝），吋就惶香唔少

嗣啦
’

講’做gym“做gym喲吋健康慨野 ’梗係要做！第時上War“好礎體力慄’唔練

r 擊
鋸？但係味溫唔到囉？錯錯錯’跑步慨時候要論“下CV同ResPa慨轉變’ 而

第有“,ges,,on同muSCu,OSke,e,a，同endOCr,ne呢！實在太美妙啦！

l
一星期一次’每次兩粒鐘 ’ 想唔叻都幾難叫

尸慍香
個medicx 女朋友’ 有吐‘巨’ 動力源源不’色” 而且大家都要潛’”甘

拖節目味可以晌拉記溫書囉，惶精力不特止，年中仲惶落唔少 $”忝呀！兼且
對夜對，感情唔好都幾難！仲有仲有，溫到悶咯，味做也囉，自己論下啦！
希望大家喘，馳啦！

：以上只屬態人仔個人意見，信不信由你啦！



繼人
這天，我嘗到
亦是中華書易

了久遺了的書春味‘

題村萬千的新書的、氣味必
並夾界驗叔·由冬確
也右緻大苑j 確珍或

書籍。
湖庭訕nHa跚y的醫科書籍，

而是從尖支薊滬i 、丰科學，。藝術、付界歷史較很眾中軍研究等各義各樣嬌
獸一群

之人人X授書籍。

我奪憤回昔日的世界
久豫尋到新的寶庫外
：過去

本翻勰，
，閒時最愛封個書館或書局逛逛，
便足夠消磨一惆荒午瞭

隨爭在書架弄桃選自己感鳥趣胞書

現在，蓄在圖書館時廳間更多了，心情卻已走天淵之驪蘇
說到不勸！

賓士’
到不衫州更序婦織舟魚舞，于雜藝煌
什麼開春的意懇都一沒者丫

’‘淤既抽液
、
費甘

厚厚‘舉達，史尼或羅
’

怕耗損精神
或許填是每個醫群里珍經畸喳寡
放棄了自必過去的典蔆‘

鐘，，。神又被殘酷的現實令回
終良貍
書本法

，頂多偶然天南地北地說上數分讀
f貝
果濺：、

、
，露
d

？。這魷能培養丰辭鬢辭衛的醫：妒馬
我不知辦觔。、
秀螂壅 鳥丰舞本，路化豐

讓．與髡神添隨手翻起不醫攀 典
謗到一頂大學時出沒的地點眾：是講室

歉忘
，圖
超 妒
書鷥物叩不不r

字》寫的《悲歡雕合急
飯堂，彷彿生

州中
貢獻

心理拿稱其實早就 緝難
'．
亡n

,-
徐
珍r.L紛．'’二。

法
了·磁縐
有
淺
州
鴃
州

就一、、
·
轔狀一

了給馨寧谿 ．

在家附近的公園留連了 對年輕夫婦帶 不足三歲
的克子，天倫之樂，樂也融融。想到自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有此光景，內心又
多一重感慨了·

註：尼達、史尼和羅賓士分別是Netter, Snell及Robbins

：丰’州翅物領讓

侮雞！邢攤翁汗州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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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俠

入讀大學已經半年了，古語有云：光陰似箭 ，真的沒錯。經過半年大學生
活的磨練，有如黎X的Samsung手電廣告，感覺就像剛從蛋孵化的小．鳥一樣，既清
新又恐懼。對未來充滿著盲點，感覺迷糊。
別人說入大學，如果沒有上莊，住HALL ，拍拖就算不上一個真正的大學生。

這樣，我想我也可以算是半個大學生喇！皆因我有上莊和有暗戀（又或被拒絕）過
了。
上了莊大概三個月，拉折了很多，也學了很多，知道做人處事並非Anatomy或

Histdogy ，而是像Phal ology，對不同人有不同的處理方法，但永遠沒有Ideal
treatnlellt，會隨時出現很多sideeffects。一樣未養百樣人 ，但一個人又能否包
含百樣性格呢？你可能立刻反問：r做回自己不就可以了嗎？當然可以，所以我閒
時會獨個兒讀讀書、聽聽音樂，又或跟好友談天說地，交流思想，都是最舒服的。
但上莊了，始終都要面對佰生人或跟別人合作馴改變自己去遷就他人也是生存之
道。有時要費盡腦汁去創造話題或笑話，實在有點討厭自己，真是恨不得一聲不
響，尋找自己的天空。
愛情、拍施，這一切都是我所膩生的，是怎麼樣的一種感覺呢？很多人都非常

善良，心地很好 ⋯看到別人如花王栽花那樣細心，像蜂蜜那麼甜美的，令我都想
去愛一愛，看到了一個令我眼前一亮，既心地善良，又活力開朗的人，囌袒又驚又
喜，不知所措。帶著起伏不定的心情，周遭去打聽有關那人的消息，：最後得知了那
人已有伴侶，還被之親p拒絕，很不有趣。氣沉住了，心p有點痛，’ 一隱隱的痛”
傷心過後，不知怎的像輕鬆了很多，感覺不到緊張煩燥，反而自由舒暢得多i

讀書個鉑diC的書）讀了六佃月，不是，其實真正讀書都不知有否二個月，總覺
得書本沒完沒了斗不斷堆積。自己為何沒心機，記性胛麼基？是秀選錯科？很怕
蹤mmai二又再BF ，厚庠的Gu舛呵勸bbi鵝，Sllell，讀完都一頭煙的BMB ，還有每

：戰 戴 鞅 識 涔 璣 巒 啊 帘 諍

我要嬴序不凡贏任何人才只求贏自己。
上莊也好，拍施也好，讀書也好，風為乏衣揮鈴認會丰生存的伴倡，界重森今壓

力令木痛苦得不能動彈
殲

k不為讓喘氣，甚至失去自我‘
編越
攤幹

誰要自殺悵 摻 能制止

但會羲精神失常亂令看那人自
雜

。誰要東存，也一定能奮再站起來·

謝

轡
緲



A 我 的 好 朋 友 結 婚 了

瀘汰 青青

上星期的某一晚，夜閑人靜的時候，困倦的我正在被什麼StrePtococci，什麼fever,
malaise催眠，忽然被打破了寧靜的電話鈴聲嚇醒。接過電話，那邊傳來了佩霞的聲音，
她是我小學時最要好的朋友，雖然近年已甚少與她聯絡，但我仍然一下便認出了她的聲
音。循例地客套一番後，突然佩霞轉入正題： 你知道我快要結婚嗎？ 我立即道：
叮？過了兩秒再道：真的？前所未有的詫異感覺，一下子湧上心頭來。二十歲未到
的我，是大學一年級生，就算不留班，連houseman也起碼要六年才畢業，之後也起碼要
工作一至兩年，才有資格談婚論嫁（好彩的話），婚姻對我來說是遙不可及的事，她居然
說快要結婚？
放下電話後，我的眼睛仍然看著什麼BhaemolysiS，什麼Fampositive ，可是我卻

完全無法集中精神⋯⋯猶記得小學五、六年級時幾乎每天放學做完功課後，佩霞和我都相
約出去玩，那時打羽毛球、踩roll 、彈鋼琴、造布句（不是用布句粉）、戲弄Prefect、砌
四驅車、畫龍珠漫畫、到7一eleven燭米米飽⋯⋯的情景現在還歷歷在目，之後我們升上了
不同的中學，中一 二時還問中出來玩，到中三時我因功課、Project及學校會務而減少
了和她來往。中五後佩霞因為會考成績不理想，沒有升中六，在明愛報讀了電腦、翻譯的
課程，不過她還未完成翻譯的課程便結婚而輟學了。兩個人，一樣的童年，不一樣的際
遇，一時間感到不勝唏虛。
回到學校，和同班的某幾位老友談起此事，當中不少都感到十分訝異。也是的！

Medic的同學因擔心拍拖會影響讀書而盡量避免拍拖，況且大家都只是yr. 1還有無窮無盡
的書等著我們來讀，要很久很久以後才到談婚論嫁的時候。不過亦有部分同學冷靜地分
析： 既然F. 5後已沒有再讀書，女孩子二十歲結婚也可以接受，不過未免早了些。
噢！又好像很有道理似的。

其實在報章上也看到不少十八、廿二歲便結婚的例子，只是這事發生在自己最要好的
朋友身上，自己便覺得份外震撼，又有點感慨似的。相信身邊若果再有多幾位同年紀的朋
友結婚的話，我一定會閉始著急起來。
之後，又是晚上在家中看micbio的時候，佩霞再一次致電給我，原來佩霞有幾位中

學同學已經結了婚兼生了小孩！此外，佩霞教琴再加上她未來丈夫的收入，月入十分可
觀，心想自己每天抱著疲乏的身軀回沙宣，上lab、上PBL及身邊的同學都為我帶來極大
的壓力，再加上考試快到，我卻還有很多lecture仍未看過時，不其然自己會問自己到底
決定讀medi。，是否一個明智的決定。不過很快地否定了這個想法，做醫生是自己的理
想，為著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不是很好嗎？ 辛苦 一點又算得什麼？

一 d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 •．• • • • • • 口馴細楓取叮。邊口口口劉口么



蛀書蟲

從沒有這麼喜歡一本書（或是一套小說）
讀黃易的小說是由《大劍師傳奇》閉始· 當時的我對不同作者的武俠小說都很有

興趣，加上身邊同學的雄介，便在書架上拿下黃易的作品翻看·

一看之下，便使我完全著了迷·

他擴問了武俠小說的嶺域，加上一些科幻意念，使（（大劍師傳奇》成為一套出色

籌 詠
能令我狠
首先他鬱

卹警買
是不雇

'J、泥混至
在大大小
就。
另外

天下無人不識時拿
扯折中重新振作

彆 寂計名的
若不澎獵們能

本身出身於低下階層， 狗眼看人低
婢’ 下人等，碉恥瞬啊狎嫵 ；
了工作方便更有系統，而並不真正 7 巒 吃

鼾些小
過是為

其次，他倆曲折離奇的遭遇，唱吳
樂，有痛
的逝世o

她們三人

苦的又’匕’決樂的幹 觔
苦的

‘

劉 莽 釅 縲 黔 嶺

鞍的原因。在他們的經歷中，有快
莫過朴面對傳君婷、素姐以及貞嫂
務祕們卻比礪綴物紛可，階的是
對鄉 診沉重‘

在愛·蓆路
或是與宋玉致時兩情相悅
他倆的生死好友跋鋒寒所
白勺。

每攤都產有攤
境和形誡鈇

是不

但最能牽動我心的卻是另外兩件事：他倆之間感情和他們對生命的看法。
他倆比兄弟更好的感情可是非常令我感動的，很多時他們為了對方的性命，寧願

不惜一切，犧牲自己，把對方救出。當然，最後他們二人都能以武功計謀逃出生天，
但那種把對方看得比自己還重要的想法，卻實在令人嚮往。
最令我感動的是那次當徐子陵及寇仲分別對付上中原魔門第一人祝玉妍和她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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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弟子妖女綰綰時，寇仲無論如何也要避過館館的追擊而回至q子陵的身旁。原因只是簡
單的一個：就算是死，他倆也要死在一起· 這可把我差點弄哭了。當然，這只是作
者的用字，但當你從最初一起伴著他們成長，你便會覺得，這對他們來說是理所當然
白勺Q

除了這種在生死關頭所表現出來的兄弟之情外，平日他們對對方的了解，以及他倆
在戰鬥中的互相信任，都令我感到 人生有一知己，死而無憾 ·

也因此，他們的敵戚隊 擊虜鄧i、子，威 靜州讓魄 i襲稱呼他們。而要對付他們
任何一人，也得要
雖則其他人都

事都說成痲死黴事
而最大唱細鱸甲

更是過眼雲嫵，罵
寇仲則喂爭擊相

不至於肥淤觀悶要渡
亦走變兩讓巳愛

中匕戰，因而邏澤了

被另闕凍報樣潤
但他確約性 寇伸是把所有小

這或多
人和事
I司o

使生命

每天不同的
周進天下，

欣賞大 如冬斧神功效弟丰界
欣賞玲子陵白切l壩痲灣
的夢想生活，實在爭馱
足的地方· 每看完一本
必不會有的。但這卻嘰

嗡彆攣謬谿實中，那當然
就像多了一些經歷，而這

自在地
這也是
多時都

況
小

不論是為也還是身邊
才 縱 p
已過去做的是多麼的少

斗豁達，當
，對身邊的

唱口嗯捆日個啊勺
，
g為面

於
最
終
生
生

梭
說
我

對

穿
小
是

面
人的關懷是多麼的不足，市一
亡面前，竟涌撇宣麼的微不足邊

時間和精神，。血所追求的東西，在死
已是悔之已晚J 只能抱撼終生“

仰自己 當嘛亂覺夫 沉重打擊時
一切已經

賽

！
一

磁
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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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腦祥

你 有 腦 咩 ？

習頸一：

父親與兒子帶著狗外出散步，兒子和狗先出門

門。就在父親走出門的一瞬間

接著又返回頭來向兒子跑去

，十秒鐘後父親才走出
，跑到父親的跟前，緊，狗回頭跑向父親

，到了兒子的跟前 又反返回頭跑向父

· ·一這樣，來回跑著，一直到父親追上兒子為止
。

己知，狗跑的速度是每秒五米，父親走的速度是每秒兩米

步的速度是每秒一米（魷是說父親每秒鐘追上
一米）。請問：

門追上兒子的時候，狗一共連續跑了幾米？

，兒子散
從父親出

IQ項士

習顆二：
一塊大草地上有一棵樹，樹榦上擊了

一條繩子。有一匹

馬在吃草。牠能吃多少草呢？

仔

鑒

/ .

曾題三 ‘

求下列連分數的值：
1

1十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
1

2十一一一 一 一一
1

Z十一
2十⋯⋯

習題O ,

母雞報曉時，聲音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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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腦咩

習顯五：
四名男子決定接受智力測驗。他們面前有同形的四個壺。分別是裝有三個黑珠的壺、裝有兩個黑珠與
一個紅珠的壺、裝有一個黑珠與兩個紅珠的壺，以及裝有三個紅珠的壺· 僅看外觀，當然看不出壺內
裝的是什麼。那些壺上都各貼著下刊的標籤。

黑3

黑2一一紅1

黑1一一紅2

紅3

依考試人員的說法：每個壺的內容都和標籤不同。總之，每個壺中都沒有按照標籤所示的內容裝
著珠子。
四名男子分別分到一個壺，將要猜出壺的內容。當然，僅憑外觀，除非是透視眼，否則是看不到

壺的內容。考試人員交給四人的問題是：先從壺內取出兩個珠子，和標籤對照之後，再猜剩餘的珠子
是什麼顏色。
第一個男子（A）從他的壺裡取出兩個珠子，和標籤相對照之後，說道：我取出的是兩個黑珠，但

已知道第三個是什麼顏色。
第二個男子但）也和A作了同樣的動作後回答說：我取出的是一個黑珠和一個紅珠，我已知道剩

下珠子的顏色了。
不料第三個男子（C）卻歪著頭說：我已拿出兩個紅珠，可是，不知道第三個是什麼顏色。J
對第四個男子中）來說，這個考試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是個瞎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壺上貼著什麼

標籤。但他想了一會兒，才微微笑說：我不必取出珠子，只聽到大家的回答，我已知道壺內裝著的
是什麼顏色的珠子了，不僅如此，我還知道其他三位的壺內剩下珠子的顏色。
考試人員大吃一驚，想不到第四個男子竟然作出這麼正確的答案。
那麼，他究竟是怎麼推理的呢？
各位必須預先考慮，這四名男子的智商指數都相當高的事實。

（答案在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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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棠一：
五十米。
狗最初跑到父親處跑了多少米，而後又跑到兒子跟前是多少米，再後又跑到父親跟前是多少米⋯⋯

來回考慮，多麼複雜，多麼煩啊！
但是把這個從距離上考慮的問題，轉到從時問上考慮，那就是相當簡單了！在父親追上兒子這段

時問內，狗都是以一定的速度跑著。而父親與兒子的距離是十米，每秒追上一米，一共用十秒就追上
了。而狗的速度是每秒五米，當然一共跑了五十米。

答棠二：
牠可能會把草吃光。因為樹榦上的繩並沒有擊著牠。

答黨三：
設Y為

l
1十 1

。． 1乙 一 2 +
2十⋯⋯

1

2十 的數值為JZ

Y 1

2十Y

W 十ZY一1二O
Y= JZ 一ior 一JZ 一1(rej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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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腦咩

答黨0 :

母雞是不報曉的

答黨五：
由於A抽到2個黑珠，所以A壺內有可能是2黑1紅或3黑。如果標籤是1黑2紅或3紅的話，A

就不能說出第三個珠的顏色。因此標籤是2黑1紅的話，A就可知真正的是3黑；相反如果標籤是3黑
的話，A就可憑此知道真正是2黑1紅。由於C抽到的是2紅，所以C壺內只有可能是1黑2紅或3紅，
但C不知到剩下珠子的顏色，所以標籤只可是3黑或2黑1紅。
綜合以上的維理結果，我們可得到下面的表：

(A) a.
標籤
2黑1紅
3黑
2黑1紅
1黑2紅
3黑
3黑
2黑1紅
2黑1紅

壺內的珠
3黑
2黑1紅
1黑2紅
2黑1紅
3紅
l 黑2紅
3紅
1黑2紅

b一
C.
d一
e
f

gh

一
B

一
C

如果B的壺的標籤是2黑1紅的話，A和C的壺的標籤也只能是3黑，由於沒有相同的標籤，所以
B的壺的標籤不可能是2黑1紅，所以B的壺的標籤只可能是1黑2紅，而壺內的珠則是2黑1紅。
然後我們可以除去b的可能性，也即是說A的標籤是a) 2黑1紅，壺內的珠是3黑。同時，我們也

可以除去g, h 。我們發現餘下的標籤，也即是D的標籤是3紅。由於標籤和壺的內容相反，因此D的
壺的珠只可能是1黑2紅。當然，C的壺的標籤是3黑，壺內的珠則是3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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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投身於醫護行業，經常出入醫院一一一個生死之地，對鬼神之說都會較
為敏感，今次筆者便介紹一下兩處與港大都甚為接近的 怪聞聖地J一一高街鬼
屋及東華義莊。

相信於大家當中，有不少人同筆者一樣，於
未入港大就讀之前，說已經聽過 高街鬼屋 的
大名。抱著 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的心態，筆
者就親身到高街實地了解一下。
於德輔道西，沿著束邊街向大學本部方向一

直行，於東邊街以及高街交界當中，一幢正在進
行清折工程的建築物，便是傳出不少怪異傳聞的
高街鬼屋 。相信清折工程亦已經進行得七七
八八，地盤中央的八成土地都經已移為平地，只
剩下外圍的走廊還未被清折”從這些走廊所見，
高街鬼屋J 都已經十分殘舊，而且還隱隱透著
一股陰森恐怖的氣氣”

圖中為正在清折的高街鬼屋。

據筆者所知，高街鬼屋 之前身乃精神病
院，專門容納一些精神病人，及後於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此精神病院被日軍所佔據，用作擺放屍
體，相信關於 高街鬼屋 的怪事亦是由此而
來。及後當此精神病院被廢置，有關當局亦曾警
告大眾市民不要擅闖，但原因卻是建菜物太為殘
舊，隨時有倒塔危機，足見 高街鬼屋 古怪之
處。
為了對 高街鬼屋 的怪異傳聞作進一步了

解，筆者曾經向留守朴 高街鬼屋 地盤的看更
詢問詳情。但該名看更顯然對有關 高街鬼屋
古怪事的問題避而不談，一時說自己並不清楚，
一時說建集公司不允許員工向外界透露。還不時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圖為高街鬼屋的外貌”

提點筆者不要過於好奇為妙，令氣氣更為陰森恐
怖。對於為何看更會對 高街鬼屋 之事隻字不
提，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一 建築公司禁止員
工向外透露 鬼屋 怪事，是因為如果這些傳聞
被 宣揚 的話，這可能對日後落成的建集物有
負面影響；第二，看更對筆者的詢問再三逃避，

可能是因為不想得罪於這些怪聞的 主角 ，以
免種下禍根⋯⋯
由於未能向看更取得更多有關 高街鬼屋

之怪聞，筆者遂向住在附近的街坊埋手。其後於
一條無人的小巷當中，有一名年約六十歲的老婦
正在摺報紙，由左疊到右，然後又由右疊到左，

不斷地重複重複”於是乎筆者便向她套問一些關
於 高街鬼屋 的傳閒。而據這名老婦所講，以
下的一段傳聞便是發生於她身上的一件真人真
事。

怪異事件
這件事是發生朴二次大戰期問的，當時這名

老婦只是一個六、七歲的女孩”有一天，這名老
婦的一名親戚結婚擺喜酒，她一家大小赴完宴會
。家時，已是晚上十一時多了”由於當時的路燈
不多，加上由於受到日軍的控制，晚上的街上便
變得很黝暗”
一直走著，小女孩的右腳突然踢到一些東

西，還踢得腳尖有點痛。由於趕著回家，全家亦



怪異篇

沒有把這件事放於心上。回到家後，正當小女孩
進房取衣服洗澡的時候，卻發現地板上印著一個
個紅色的小腳印，而且全部都是右腳的，就像一
個只有一隻右腳的獨腳人留下的。當小女孩低頭
看自己的右腳時，卻不禁呆了。因為她右腳的褲
管，以至鞋襪，全部都是紅色，而且帶有血腥
味“
雖然找不出個所以然來，洗過澡後，小女孩

還是倒頭便睡。也不知睡了多久，小女孩突然覺
得右腳一陣劇痛，像有人用手大力捉住她的右
腳。她向她的右腳一看，發現有些地方是凹下去
的，就像有一雙隱形的手，捉住她的右腳。漸漸
地，痛楚消失了，但她發現右腳留有十個烏黑色
的手指印，於是小女孩爬下床，打算到媽媽處。
但她只是走了幾步，就撞著一個軟綿綿的東

西，抬頭一望，那的確是一個人的身體，是一個
沒有頭顱的身體。雖然沒有頭顱，她卻 感覺
到 它 正在向她說：還香個頭俾我，你攪到
我玀唔香個頭，我要你賠！這把小女孩嚇得昏
睡過來。翌日早上，小女孩才清醒過來。當她和
媽媽途經之前一晚所走過的路上時，發現人山人
海，從圍觀的途人口中得知，原來前一晚日軍在
處理屍體時 遺下 了一副身首異處的屍體。尋
回屍體時卻不見了頭顱，經搜索才方發這頭顱朴
一 地主公公 前。而從此以後不時亦會傳出有
人於附近見到一個沒有頭顱的身體在出沒· · ··一

姑勿論 高街鬼屋 所傳出來的怪事是否屬
實，高街鬼屋 亦正在進行清折。而據筆者所
知，清折後將興建西營盤區域社區中心暨單身人
士宿會，預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完工，不知所帶
來的怪聞會否隨此清失呢？!

道是他們的後人所擺放的，還是義莊的管理員工
的一點心意，令義莊寂靜的氣氣加上一份和祥、
平安的感覺。
為加深對東華義莊的了解，筆者曾經向其中

一位管理員問及義莊的歷史等，但該管理員則以
義莊的辦事處不批准在該處進行訪問、攝影等為
理由，而不願透露有關詳情。為東華義莊蓋上一
層神祕的面紗。
雖然在東華義莊內的訪問不得要領，但筆者

探秘之心仍不死。據聞在東華義莊附近的大口環
村，怪異事件亦屢聞不鮮，筆者遂前往大p環村
探討有關傳聞，免得如入 寶山 空手回。
到達大口環村後，筆者才發覺大口環村的面

積不大，而且居民不多。黃昏的陽光，特別喧
爛。在金黃色的斜陽襯托下，加上不時從叢林內
傳出的幾聲鳥嗚，令大口環村顯露出一片神秘而
深不可測的氣氣。
筆者好不容易才遇到一位上了年紀的婆婆，

向她問及一些大口環村，及甚至東華義莊的怪
事。經過筆者的再三游說下，老婆婆終於願意透
露一些奇怪的事件來。
據婆婆所講，東華義莊在未被改建成放置骨

灰的地方時，義莊的作用，是用來存放屍體，留
待至有一塊風水好的墓地，才予以安葬。此外，
還放置了很多無人認領的屍體。一些好心人士捐
出金錢，購買棺材，安放這些屍體。而義莊內亦
有規矩，其中一項為老婆婆所知道的是，義莊每
晚關閉之時，管理員總會大聲的叫嚷三聲：閂
門味J，好返嘩喇！至於為甚麼管理員會這樣的
叫嚷，老婆姿沒有解釋，而筆者亦無從稽考，大
概是讓外出的 人士 知道義莊要閂閘吧。

除了在中區的高街有怪異傳聞外，原來離醫
學院不遠的東華義莊也有不少的古怪事件。
東華義莊在大口環村附近，沿沙宣道落到一

迴旋處，然後向右步行約十至十五分鐘便到達該
處，離我們日常返學、上lecture、做lab的醫學
院只不過咫尺之距。
既然東華義莊離醫學院不遠，筆者亦曾到達

該處，希望能搜集一些有關的怪異傳聞。現在的
東華義莊，大部分的地方已不作停屍之用，而是
被改建成為放置骨灰的地方，讓孝子賢孫供奉。

但是筆者發現在步行至洗手問的途中，仍有幾處
地方放置著棺材及該棺村的主人的相片。而有些
棺材的前面，擺放著清香一柱，鮮花數枚，不知

怪異事件
此外，老婆婆向筆者透露了一樁怪事。而這

樁怪事發生在多年之前老姿姿的一位鄰居身上。

當時東華義莊仍未被改建成為放置骨灰的地方，

莊內仍有放著屍體的棺材。這位鄰居是位中年男
士，在酒樓裡當侍應，經常要夜班工作，因此常
常很晚才回到大口環村的住所。

事緣有一晚，據老婆婆記憶所及，當晚她聽
不到管理員的叫喊聲，心袒暗覺古怪。當晚那位
鄰居正值當夜班，當他晚上放工回到大。環村。
時，怪事便發生了。
他每晚放工乘車回去，然後須步行約十分鐘

才到大。環村。。正當他當晚步行至大。環村。
時，當時時問約晚上十一時，他看到在村當附
近，有一位年輕女子徘徊。因為距離太遠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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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他看不清那女子的容貌，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從來沒有印象。那女子的面龐很蒼白，彷彿曾
在寒風中吹了近幾小時似的。但這又怎樣可能
呢？當時正值學生放暑假的季節。他只看到一把
秀長的頭髮，伴著蒼白的面孔，以為女孩子是比
較蒼白一點罷了，這是很普通的事而已，便不以
為意地繼續朝著村口方向走近。

白，比日本漫畫中少女的雙眼還要大。她 的
額角處還有清晰可見的傷痕，深得見骨，面龐上
青一塊，踵一塊，瘀一塊，好像被硬物重擊的傷
痕，又有如被人重擊過頭部的痕跡”

她就在圖中大閘前突然停下，轉身望向鄰居先f 日薇

圖為大。環村口，此處正是鄰居先生初見她的地方。

當他越走越近的時候，那女子定神望一望
他，知道他正朝村口方向走近，突然急步走入村
內。他打了一個突，心想：奇怪啦，那女孩陌
生得很，在村內未曾碰過面，但現在看到我後突
然跑入村內，難道她是個偷渡客，想入村打劫我
們？ 他越想越不對勁，便飛快地追隨著那女
子。
跑了一會，那女子終於再次進入這位鄰居的

視線範圍，但他今次看到的，是她的背影，他心
想：一個女子，沒有能力打劫我們。他想她
定必有同賞，遂決定快步跟蹤她，將 他們 一
舉成擒。很奇怪，無論他的步速怎麼調校，他，
堂堂一個男子漢，都不能趕得上一個臉色蒼白的
女子。不論他跑得有多快，他與她都保持一段距
離。
而更奇怪的是，當時村內並無街燈，天上亦

沒有皎潔的月亮，他更無可能有照明的光筒，但
那女子的背影、身形仍清晰可見。這是鄰居講給
老婆婆這件事的時候，覺得奇怪的地方。
不經不覺地，這位鄰居已跟蹤這位女子來到

義莊問門前，這位女子突然停下來。這位鄰居先
生還以為她遇上了同黨，趕緊從小路跑出來大
叫，企圖把她與她的同黨趕去。
突然，這位年輕女子轉個身來，望向這位鄰

居。這一次，他終於可以清楚地看到 她 的面
孔了。他看的不是一個正常年輕少女應有的臉
龐，而是一塊腫脹而蒼白的臉，脹得令 她 的
頭比平常人大了一倍，白得像沒有寫上字的白紙
一樣，眼睛就大得像死去了的魚一樣，又大又

暗月色底下，鄰居先生看見他一生都不會忘記的情景。

就是這樣他與 她 四目交投了數秒，就姿
婆轉述，他當時簡直就嚇呆了，整個楞著。而且
感覺是冷冰的”
突然他感到一陣冷風包圍著他，他看到

她 對著他笑，她一邊笑，一邊有黑色的液體
從 她 的鼻孔流出，嘴裡不是平常女人笑時露
出的牙齒，而是一片暗紅色，不見牙齒。
她 的髮絲一條一條的隨風飄散。突然，

她轉身飄向義莊的大閘，就此 她 飄入了關上
了大閘的義莊，消失於莊內，亦同時消失在鄰居
的視線範圍內。
在義莊閘門前的，只剩下這位鄰居先生，他

被嚇得面色鐵青，汗珠不停在臉上滾動著，立即
連跑帶跳地飛奔向家。
事後，他告訴這位老婆婆有關這次經歷，並

發現在義莊內其中一副棺材前的相片與他當晚所
見的女子樣貌相似，相中人只是沒有她 的
面那些青一塊，腫一塊，也沒有額角上的傷痕。
據他了解，此女子的屍體被人發現在海灘上，輾
轉被送到來義莊安放。屍體被發現的時候，額角
上有明顯傷痕，面上有撞傷的痕跡，死因是淹
死，相信是偷渡時不慎墜海，被海浪沖上海灘。
據老姿婆說，自此以後，這位鄰居每年清明

重陽都拜祭她。直至幾年前，這位鄰居去世為
止。
以上所述，信不信由你⋯⋯

她繼而穿過大閘，消
失朴鄰居光生的視線範
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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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ati’s Extraordinary Origins of Everyday Things

: Charles Panati

j: HARPER & ROW PUBLISHERS

這本書特別之處，在於它介紹了許多事物的起源一一各國迷信的習俗，食物的起源，藥物的起
源，甚至有童話故事的原作篇！可算是成人版的 十萬個為什麼 。作者CharlesPanati經過多番考
究，及徵詢考古學家的意見，揭閉不少鮮為人知的事物，相信會滿足到不少求知慾強的讀者。例如，

膾炙人口的”Happy Birthday
"（生日歌）原來是由一位名叫Mildred thin的音樂家於一，九三年所作。

此歌的歌詞是由她的妹妹
的人物，不說不知吧！

Dr. Pathy Smith所作。兩人都是當時美國教育界（幼稚園教育）舉足輕重

又例如傳統西方的喪禮，為什麼所有人都穿黑衣呢？很多人都以為這是對死
者表示尊敬
棺材走出來

，但原來早於50，刃年前，人們已有此習俗”人們是怕死去的人會重
，佔據送殯的人的身軀⋯⋯故此，為了不讓亡靈認出 參加喪禮的

人便要穿上黑色衣服，保護自己一一這個習俗亦因此而流傳到今天。

書中還有很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可惜現在未能盡錄。雖然這本書很厚
（四百六十三頁），但文字（英文）尚算淺白，且主題多樣化，很適合在溫
習稍息的時候或睡前閱讀。據說，此書在美國曾一度斷市，在本港亦要訂
購才。。買，lJ。作者char,e。、nati另有著作一Browser，、、。，。f、ginnings

二
J

（與此書內容大致上一樣，但簡單一點）及”The End of everday

Things
" ，與本書”The Origin

,’相對。不過”The end'”的銷量似乎比origin更
高，大部分書店都缺貨”所以，有興趣的朋友要快點到書店問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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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的r書期

書名 ：松下幸之助一一路是無限的寬廣
作者 ：松下幸之助

出版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簡介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近代史上

的傳奇性人物，他出生於中日甲
午戰爭時期（一八九四年）。只
唸到小學四年級的他，憑著過人
的毅力，於二十三歲即創立 松
下電氣器具製作所 大量生產國
際牌電器（NATIONAL) ，亦即今
天的PANASONIC ，其後，他更
創立”PHP,，伊eaceandHappiness

Throughproserity）研究所，以改
善人類的生活質素為己任，對社
會貢獻良多。

緒命 的態度工作，才能有所
成就”
除了努力實榦外，他更強

調責任感。如何才算盡了責
任，松下先生有其獨特的看
法：要完成工作，不免遇到困
難，為了解決困難而傷透腦
筋，接連多晚失眠，勞心過
度，致小便呈現紅色，如此方
能閉創機運，解決困難，如此
方算盡了責任。
當然，松下先生並不鼓勵

讀者模仿松下先生：我想，不
此書收錄松下先生歷年來有關處世接物，人

生哲理及企業業上的心路歷程。
例如在工作方面，他認為人生中雖只有百分

之十才是人所能左右，但人始於應苦榦實榦，以

是人人都能成為德川家康，也沒有這個需
要⋯⋯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和才
能。完全模仿他人只會招來失敗，因此，讀者應
以欣賞和參考的角度去閱讀以期取得最大收獲。

羈
華'

益出

此書乃筆者畢華流鑰
作者將三年大學中上

人既能對大學生活有一些
當然，由於作者是於

蠢恥、、，絕由付。 j

轟 匹
看花的f 鄴，在二百多頁紙內道出。使

馭 八三年期問就 院，故雖同是港大，但廿年人事已幾
番新了（十年一幾，廿年便幾鳥
此外，此書雖以幽默的手法

明德 的道理，又或是大學生應；
竟作者為人師表，在某程度群，j

毫
J
）斗

必錄返
才的責任
么期望透i

寫 件 戶 肅的一面，尤其在說及 明
，也都發表了一些意見。畢

有多費筆墨介紹。原因是他們
‘ 愛的宣言》中出場，並有詳
再看《天子門生》。不然，此

或
作
都在書中，作者一班既是雜

都已在作者之前的三本作品《建
又是中
席手記

“的介紹，如果讀者希望更了解書外 人的寸
書也可當作是一本單元小說欣賞。
最後想介紹一下作者本

玄及帶有傳道的色彩。但整
祝丰噸 熬 磚
體來說作署較喜歡

如何喜歡各類 戲如戰國風活痂 何成為大富翁比莽
本欄不再多作介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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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後期‘勺某些作品
使讀者不至感到沈悶。

，是比較
至朴作者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其有關著作



非一般的書期

《中國可以說不》《中國還是能說不》

作者 ：張藏藏、喬邊等

出版社 ：明報出版社 （香港版）

這兩本書雖在兩三年前已出版，但直至現在書中對中國政治的評論仍然很有價值。

就如書中作者所聲稱，這本書與其說是寫來批評西方，不如說是批評部份中國人一切以西方唯．馬
首是瞻的思想。我也認為這兩本書很值得香港人一讀。
書中一開始就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想方設法地遏制中國的

發展。而中國人為了保護自己，必須站出來說：r 不！作者到舉了一連串西方對中國的不公平對待，

包括阻止中國申辦二千年奧運，在加入世貿問題上諸多桃易纏（直至現在還未解決呢！）和支持台灣獨
立等”
作者們最大的論點，說是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民族主義並非不可取的，反而可保護較弱小民

族。而且美國遏制中國，結果只會兩敗俱傷，因為美國對中國的需要，並不少於中國對美國的需要。

他們還提出我們長久以來所認同的所謂 全球利益 ，其實只是美國自己
的利益，就如正在南斯拉夫務生的戰爭，如果真正出師有名，北約不必害 ．一 _ _ _

怕先經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再出兵。
另外，因為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和文化有很大分別，對某些觀念，有不

同的理解絕不出奇，例如人權和民主。作者說，我們不應因為認同本國政
府的立場而感到羞恥，經過這麼多年的貧窮和落後，中國人更應致力於本
身國力的發展。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有自己的理想與追求，但如果過急
的政治改革令中國經濟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受損的話，實現這些理想還有甚
麼價值？更何況要借助外國勢力及以分裂中國來達到目的”美國及其他西
方國家（包括許多香港人）對中國並不瞭解，卻不斷在指手劃腳地批評中
國”仔嗡如人口問題，如果不是強制性執行計劃生育，中國人口的增長在短
時問內將世界資源耗盡，但美國卻說這政策違反人權，應該取消。

除了上述內容外，書中還有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評，對台獨提出警告
等內容，不能在此一一盡錄。
筆者認為，就算書中的意見並不是全部正確，起碼也有思考的價值，

所以雄介給大家”

。中顫麾奮不，磚寫：年，申口在屆方胎啊馱麒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名中個可q瀘不汗盧為個細偉透口
付魚登留彎•戲亂，.r口勵

蘊騙雙勿瞌
‘遞r昌目．狗

不狗•籐賺掬合，，擊論鳥

，細唱沌j勵二論跑蛤〈權夜邊冷鳥，寧

口彎頗哉名、才自。”電，

他個r弘月烽工常盤網口，

觔激留奮．劉一，之哺購.

甲藝，慶邵戶呂代他a

啊丈‘日．口由1，上遷自

自蔥座亂口由
勰實d.'L計必煙口口屆

巒望醫，乏？鳥自工蠶病d

岷

尋找他鄉的故事

編作 ：亞視本港台綜藝組

書價 ：七十元

相信很多人都有收看過 尋找他鄉的故事 這個節目。這個

節目講述很多在外地生活的中國人的故事，當中有不少都是感人

肺腑，賺人熱淚的故事。這個節目在九八年播放，收視極佳。所
以電視台在閉拍第二輯 尋 片前先將第一輯當中十三個住於不

同地方中國人的故事集於此部小說，讓讀者感受他們的去國情

懷，相信大家又有另一香體會。

後記：其實這只是我們心水書的冰山一角，但因篇幅有限，未能

盡錄。倘若讀者們有任何好介紹，不妨通知我們，大家分享分

享！
希望大家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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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D 門⋯⋯D 門真麻煩
鄭夫人：
今日我真是唔好彩呀，竟然嚇全班面前出醜，真係瘀⋯⋯
話說今日下午有lecture喝，仲有兩個咐多添呀。吋我又唔知funch食錯佐喲咩喝，搞到我上上叮

lecture概時候肚痛”
原本我論住忍慄，費事skiP峻Dr.Chau既精彩講課啦。點知個肚左攪右攪，攪到我真係忍唔住喇，

於是我就將我慨輕功揮到極限，由山頂一路飛奔到山腳，嘩到門口，論住統快搞擁慨時候，點知說出
事喇！
原因係我平日用幾十個Newton就可以閒倒概門，今日唔知係味要同我作對，竟然用幾百個Newton

既力都閒唔到呀。吋原本都有也所謂概，我身體隨時可以製造成幾十萬個Newton既力，呢喲奸係難唔
到我概”
最衰係度死人門，縣我逐漸增加力量去推門概時候（費事一次用幾十萬Newton，整爛度門要我賠

啦），竟然呼呼啪啪吋縣度嘈喝。成個LT差唔多三百隻眼慨注意力，登時全部集中哂係我身上。終於
要我用到幾千個Newton先可以破門而出。
好彩咽日係用PowerPoint上堂，成個LT暗哂，如果唔係俾班同學見到我面都紅哂，吋我就慘啦！

不過最唔好意思係打擾峻Dr. Chau精采既授課呀⋯⋯唉⋯⋯
法小姐

《第一夫人答》
其實法某你都唔駛吋嗅聲嘆氣概，呢喲吋概事，本夫人都試過啦，都有得怨棵喇。
不過呢，我可以提供兩個方法俾法君，以免上述情況再次發生。
方法一：唔理度門有有問題，都用幾十萬個Newton既力噤破門而出或入，就算整爛度門，如果唔

俾office喲人見到，我論你班Friend都唔會篤你出嘐慨。
方法二：向Dr. wong偷師啦！當你學到但好似幽靈吋既身法既時候，就唔駛吋麻煩啦！

鄭夫人：
我來信投訴LT3度門既設計，同埋敘述受害人的真實慘痛經歷。
LT3度門，眾所周知，聞得唔暢順，所以同學遲到閉門時，要用盡九牛二虎既力去閉，除了造成

150分貝既噪音，騷擾他人上lecture外，又誤會lecture反鎖度門，不讓lateComer內進因而喪失了寶貴
的一課0

我想以一則真事作見証：
我慨好朋友上上下Anatomy堂人有三急，所以但急急腳飛奔到LT門口，就快可以解決到慨時候，誰知
度門閒唔到，我娣到但焦急絕望慨眼神，臉上泛起既紅光，加上撞門聲，我統知但係幾吋尷尬”

鄭夫人，請救救03班既同學啦！
所羅門王

第二夫人語錄
一 LT3 度門已成為一時佳話，卡住之時，可能用筆撬都唔聞，但係唔知各同學有有反映過，我論
一Estateoffice會火速派哥哥仔搞鋸。

此外，我想告誡各位，如果度門聞唔到，不妨改下姿勢，因為在下已派人明查暗訪，查出該門是
拉的而不是雄的，而勉強有幸福之人生道理，亦由此可見。



200份notes唔夠分，遲來學生好氣憤

鄭夫人：
我係一個好準時嘰好學生，我每天都搭正8點半衝入lecturetheatre，一心論住好好學習慨，殊不

知平日放響抬面上慨notes竟不翼而飛，吋我就向lecturers投訴，而但俾峻一個令我好滿意慨答案：

有成200份嚼，有理由有哂嗥 你快喲去問叮你喲。lassmates，娣叮有有sParecopies啦！
於是乎我就好似潑婦鳥街咐，在LT裡啦到力竭聲嘶，都有人有反應，唔知但地係唔係有SeVere概

otitismedia，搞到1055of Hearing呢？真氣忿··，⋯
封

《第一夫人語錄）
Notes唔夠分，搞到人好孟，
Lecturer都謹慎，準備多幾份
點知貪心人，手炎夾牙痕，
望但留俾人，娣怕唔洗恨，
對付呢D人，都係禱告神啦！

兮

勵

日

闖
）

白

《第二夫人語錄》
封封，希望你可以 忍一時風平浪靜 ，據在下所知，有D同學想幫朋友玀NoteS，而又唔想因為

數數目而Jam住條人龍，所以一次玀多D堵，希望你清楚這個 茶杯中 慨誤會。同埋lecturer通常會
callMic呼籲同學傳D Sparenotes出嘩，由此可見你慨意見不夠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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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夫人：
Final說快到啦，但我依然未能集中精神去溫書，真係唔知點算好，我近來真的非常煩惱，唔知你

可否幫叮我？?

我每一天也是搭同一架巴士返學，本來沒有什麼特別，但不知何時何日閉始，我每天也會在排隊
的人龍中看到 他 。在剛聞始時，根本並不為意 他 的存在，但後來發覺來 他 和我也是在同
一處下車的，之後再發覺原來他是讀yr.3的，而且間中也會在Med Lib撞見他，於是，我不經不意地對
他漸漸留意了。

每天走到巴士站時，我的視線會不期然地在人龍中尋找他，當看到他時，內心會不期然地高興，
當看不見他時，又會暗自失望，當我發覺自己有這種感覺時，我開始懷疑究竟自己是否已喜歡上他呢？
唉！這便是我這麼煩惱的原因了。

困惑的冬10.4.99

來：
其實這種情況在女孩子方面是很容易發生的，很多女孩子喜歡幻想，於是很容易對身邊出現的異

性特別留意，久而久之，可能會發掘對方的的優點，從而變得欣賞對方，甚至開始懷疑究竟自己是否
有點喜歡了對方，而且他是高年級的醫科生，你更容易因為潛意識的對高年級師兄的欣賞 崇拜而產
生這種感覺。

我看你不必這麼煩惱，讓一切順其自然吧，很可能你慢慢會發覺你對他只是 欣賞 ，而不含其
他成份，還是努力溫習為上吧！

鄭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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