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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在花間翩翩起
舞。」應該是

經典句子吧！但在
現今市區，你可曾看過
一群蝶兒在飛舞嗎？人
們可能會無視牠們的存
在，甚或會害怕牠們撲
到自己「尊貴」的身
上。

蝴蝶一生分為四個階段
－卵、蟲、蛹、蝶，由
蝶媽媽在葉子上產下卵
子的一剎，未完全變態
的蝶卵便要開始獨力面
對各種考驗，既要無懼
風吹雨打，也要逃過敵
人的襲擊。可能化蝶的
過程遠比當蝴蝶的壽命
長，但至少牠曾為花兒
傳播花粉，亦曾為這遍
大地增添姿彩。

小時候造
句的

出版刊物的過程就如期待化蝶
的一刻。今期《GEOMATIANS》
以「EVOLUTION」為題，有著演
變、脫變的意思；一切由零開
始，第一期會訊終於誕生！當
中的文字百感交雜，見證著我
們第十五屆上莊後的一點一
滴。雖然現今社會不斷在走，
日新月異的科技可能打擊了不
少印刷讀物的需求，但文字可
從沒有被淘汰；它是自古以來
人類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溝通
工具。筆者經驗尚淺，不敢苟
同作家般文筆細膩、眼光獨
到，唯盼能帶領 LSGI 大家庭的
你們，在我們的文字世界裡將
隔膜衝破，尤像蝴蝶竭力完成
牠一生的使命，為 Department 
出一分綿力！

Flora
總編輯

各位LSGI的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要多謝所有參與製作
《GEOMATIANS》的幕後幫手，他
們辛苦了半年，將拼圖般的點滴
串聯成為今期的會訊。當中許多
的回憶，都包含了會員與幹事們
永遠珍惜的記憶，也包括從當時
至今未曾改變過的感動與熱情。

我經常被問起當初上莊的理由。
這實在是個難回答的問題，這並
非因為無話可說，而是我無法確
切地表達出所有想說的話，因為
這 Department 造就了今天的我。
記得我曾說過：我們的相識是緣
份；上莊是命運。夢想，起始於
熱情與希望；承諾在未來莊期內
能掀起狂熱的浪潮。其實我一直
希望為我們這 Department 帶來親
切與誠摯，一個溫暖大家庭的感
覺。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我實在很高
興可以成為這個 Department 的一
份子。因為有你們，土地測量及
地理資訊學系會才能在十五年來
為大家服務。作為第十五屆的主
席，我很榮幸能與大家同享一份
珍貴的回憶。我時常告訴其他同
伴:「LSGI 不僅僅是職業訓練場，
其實大家在這裡一起共享著生命
的時光。」

最後我要在此獻上最真誠的感
謝，給所有選擇 LSGI 作為你大學
生活一部份的朋友，我期待著與
各位一同相識與共度不久將來。

阿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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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Y.Q. Chen of LSGI to be conferred with 
Emeritus Professorship

The Senate approved at its June meeting to confer the title of Emeritus Professor to 

Prof. Y.Q. Chen upon his retirement from full‐time employ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2009.

Prof. Chen first joined the University in January 1994 as Head of Department of 
LSGI, and Chair Professor of Land Surveying. He had been both Chair Professor 
and Department Head for fourteen years until June 2008. With him at the helm, 
LSGI achieved exponential growth to become a leading academic department in the 

field of geomatics. Prof. Chen's eminence is built on his expertise in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subjects. These include deformation surveys, satellite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survey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applications of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s, intelligent transport information systems (ITS), hydrographic 
surveying, and lunar mapping.

http://www.lsgi.polyu.edu.hk/Publication/YQ.pdf

Dear All LSGI Students,

I am very pleased to say a few words to all of you at the very begging of 
the 2009/10 academic year.

I would like first to welcome all new students to the family of LSGI. LSGI 
is a leading academic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ly in the field of 
geospatial technology. We have very well qualified and caring staff, well 
equipped laboratories and facilities, and well designed academic 
programmes. 

Geospatial technology is widely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p three), and it offers a lot of employment, business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Therefore,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you will have a bright career future if you 
are doing well in the programme.

I hope that you can all make the best efforts in your studies. Good efforts can usually 
guarantee success in your studies or actually in doing anything else.

Please contact your teachers, your programme leader or myself whenever you have 
difficulties or any feedback that you would like to give to the Department. Remember that we 
are a caring and responsive Department and we will try to help you to resolve any of 
problems if we can.

Besid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t is also extremely important to develop yourself in many 
other areas, such as global outlook, interest i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entrepreneurship, teamwork and 
leadership.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members of the 15th LSGISS for inviting me to write these 

words. I trust that you will all support,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hem to make your life in LSGI 

more colorful.

I wish you all an enjoyable, fruitful and successful year ahead!

Professor Xiaoli Ding
Chair Professor of Geomatics
Head of Department

WELCOME MESSAGE

Top-notch Geo-Informatics scientist wins overseas honour

Prof. Li Zhilin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lyU)'s Department of Land 
Surveying and Geo-Informatics, a leading scientist studying digital mapping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has recently been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Doctor of 

Science (DSc) degree by his alma mater –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in Scotland, UK, for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area of multi-scale 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data. 

Prof. Li is an accomplished scholar in the study of the multi-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data 
(which is also the cornerstone for map-making and spatial data modelling) and digital terrain 

modelling. His work is highly regarded internationally. His book “Digital Terrain Modelling: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y” is the first authored research monograph in the area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textbook at MSc level.  His recent book “Algorithmic Foundation of Multi-

scal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has been regarded as “laying down an excellent 

mathematical/algorithmic foundation” for this sub-discipline of multi-scale representation.

http://www.polyu.edu.hk/cpa/polyu/hotnews/details_e.php?year=2009&news_id=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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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ebecca TSE

Rebecca Tse is no stranger to LSGI 
department where she obtained her B.Sc and 
M.Phil. She went to the UK to continue with 
her Ph.D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Glamorgan, 
Wales which was fully funded by the 
Ordnance Survey UK. In 2008, she took up a 
research scientist at the Ordnance Survey 

UK. She joined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n 2009 as a tutor.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3D terrain modeling and 
extract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from 3D point 
clouds.

Dr. George LIU

Dr. George Zhizhao Liu joined the LSGI 
department June this year after working in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industry for several years in Canada. He 
earned his BSc. in Surveying Engineering 

in 1994 from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of Technology, China. In 1997 he 

graduated from Wuhan University, China 

with an MSc degree in Geodesy. He 
worked at Wuhan University until early 

2000 when 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to pursue his doctoral 
degree.

Dr. Bo WU

Dr. Bo Wu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Geo-Informatics, Department of Land 
Surveying and Geo-Informatic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Planetary Mapping and Robotic/Human 
Navigation in Extraterrestrial Exploration 

Missions, Image Matching and Machine 

Vision, and GI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L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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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scholarships available 
for students who can excel. 
The amounts of the scholarships range 

from HK$5,000 to HK$40,000 or more.  
Each of the scholarships has its own 
specific selection criteria. However, in 
general,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all the 
scholarships.  
Performances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eadership,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ety are the other factors 

considered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on.

 Department of Land Surveying & 
   Geo-Informatics Scholarship for 
   Hall Residents

 HKIES Scholarship

 HKSAR Government Scholarship

 LSGI Scholarship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urveyors Scholarship

 Leica OSW Scholarship

 Li & Fung Scholarship

 RICS (Hong Kong) Scholarship

 Topcon Innovator Scholarship

The scholarships are selected each 
year according to the given selection 
criteria by the H.D. and B.Sc. 
Programme Leaders. 

http://www.lsgi.polyu.edu.hk/download/LS
GI_Admission-Intl-Students.pdf

The following is a list of the 
scholarships that are awarded to LSGI 
students annually by the Department. 

�

�

�

�

�

�

�

�

�

Scholarships 
for

LSGI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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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EVENT

LSGI 
南京考察團
為了開闊同學們的視野，並且增加

與內地的交流，本學系於每年組織

考察團，在今年年尾或明年年初將

組織學生到南京考察。這次考察團

由李志林教授與吳波博士領隊，將
訪問著名的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

台及多所出名的大學，包括南京大

學、南京師範大學、南京航空航天

大學、河海大學及東南大學。現已

接受報名，萬勿錯過！詳情可以向 

Adam 查詢。

TEL. NO.: 3400 3897
EMAIL: lsyau@polyu.edu.hk 

2009-2010

Link-up with the Department 

Up-to-date department news are 
always available on the LSGI 
homepage.

http://www.lsgi.pol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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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毒男」

“Rubbish”Lecture常聽說法國人的步伐相比香港

人悠閒得多。

四年前，他從法國最北部的一個小
鎮隻身來到人煙稠密的香港，為著
前途而奔波。初來報到時 Dr. Eric 仍
會思念家鄉，但經過了四年的洗
禮，一切都習慣了。

回想當年為什麼選擇了這個繁盛之

都作為事業基礎， ”Curiosity is the key 

to learn more”，就是這顆好奇心，使
他從此與 LSGI 結緣了。

留港的首兩年，Dr. Eric 憑著「法式

半鹹淡」英語在香港中文大學找到

第一份關於繪圖學 (Cartography) 的工
作，後期選擇了香港理工大學的土

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 (即本學系) 任
教，現在是他的第二年華。

三年數學理學士 

(BSc(Hons) in Mathematics)
兩年應用數學碩士 

(Master in Applied Mathematics)
三年計算機科學博士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滿腦子也是幾何、數學的 Dr. Eric 跟

地理資訊系統 (GIS) 怎會扯上關係
呢？

他認為地圖上和實際生活中，線與
曲線都跟我們息息相關，怎樣可給
人明白、理解是一種有趣的挑戰。

很多熱愛「打機」的香港男孩都被稱

為「毒男」;不過，若然要筆者整天
與 programming 作戰，我想不用數
小時已很難捱了。甚麼vb、java、
C++ ...光是想一想也會頭痛得很！

Dr. Eric 卻很喜歡它們，更把它們當
作電腦遊戲，就像要完成任務一樣，
每次 debug 成功都會有「打爆機」的
快感；一件事要做得好，就必先要愛
上它吧。

他讚揚香港的 GIS 都在國際水平之
上，而本學系都有很專門的設備應付
一般的研究，所以短時間內仍會留在
香港；加上若要再重新找一個環境發
展，必須由初級做起，人應望高處，
他也向著 Professor 這條路進發。

Assistant Professor 

Name
Dr. GUILBERT Eric Gilles Francis

Teaching
Current subjects taught:
�Computer Aided Drafting and Processing for 
     Geomatics 
�Data Integration and System Customisation 
�Geospatial Database and Data Infrastructure 
�Mapping 
�Computer Programming

Research
Research interest:
�2D/3D data visualisation 
�Cartographic generalisation 
�Curve and surface modelling

Website
http://www.lsgi.polyu.edu.hk/staff/Eric.Guilbert/

Office
Hj725

師家PROFILE

家
法國最北部的一小鎮

      (到英國只需約75分鐘)
火炭
三兄弟

     (他為最年長的孖生哥哥)
中國藉女子

     (以英語及普通話溝通)
一女兒

     (剛為人父)

"賣飛佛"
中國菜

       (麵和點心)
紅酒

       (亦是傳統法國人至愛)
尖東酒吧

Dr. Bruce King
(可能大家都來自歐洲國家,
驟眼看他們都長得有點相似)

家鄉:

現居:
兄弟:

太太:

兒女:

最愛吃:

最愛喝:

最愛出沒:
LSGI最好朋友:

問到 Dr.Eric 為何講課都不用咪高峰，他
表示雖然已授課一段日子，但仍會有緊張
的時候；他喜歡在講台上走來走去，他喜
歡多一些互動；他知道自己的英文有一般
法國人的弊病(發不出'h'音)，也知道講課
時速度會越來越快。

＂It’s completely rubbish!”，他並不介意有
學生直接批評他的課堂。相比當年法國的
大學生，
卻欠缺主動性，又怕嘗試；programming 
是個有邏輯、有層次的結構，不應只跟著
tutor 不停的抄錄，要先理解固中道理。

再說，他比喻人生就如 Algorithm，凡事都
有步驟、有原因、有好也有壞，懂得 
Critical thinking 很重要，為自己做不同的
決定。另外，協助學生是他其中一個不少
得的責任，他不會嫌麻煩，若然大家怕到
七樓找他，他會將 OFFICE 大門長開，歡
迎學生隨時向他發問。

他認為 LSGI 學生都很聰穎，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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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Camp 是在 Summer Term 唯一必修科目(LSGI2361)。
當然大家會以拿最好的成績為目標。而事實上畢竟各人能
力是有所不同的，測量這一科也就如其他科目一樣，對他

而言可能是強項，對其他人就可能會是比較弱的部分。然
而若這科並不是你的強項，十天的日子就可能會過得比較

艱苦；情況就如當你要到外國生存十天，而你的英文卻只

有「半桶水」，但為了生活，仍要硬著頭皮與外國人溝通
的難處一樣。

說到面對困難，在過去的一年，大家在面對學科上的難題
其實都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回想初接觸的時候，
由於我們大多數是文科人，大家何嘗不是對測量、電腦程
式、數學等科目都是望不著頭腦？現在也能順利升上 Year 2 
了，就知道其實大家都有能力面對學科上的困難，最大的
問題就只是如何把這一年內所汲取的精華濃縮於十天內盡

情發揮！

當你對Survey Instruments不熟練，你要做的就是盡量抽時間去重新練習；當你

的工作未能夠追上進度，你要做的就是把握時間，加快速度！可能你需要放

棄用膳，更需要放棄睡眠時間。

在這十天中，我們試過要早上四點多起床，為的就是天一亮就立即進行測量

工作；也試過要通宵工作，為的就是要完成每個level的工作，拿取更高的分

數。但可惜的是，測量往往不是每完成一次，就代表你可以過關去開始做另

一樣工作。測量就是要求精確，若果你做出來的結果不能達到這個要求，那

就代表你需要重新再做一次了。假若不夠運的話，還可能要重複同一件工作

兩三次，直到算出正確答案為止。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當你已經付出了很多心機，但還未能算出正確的答案，

再加上在炎熱的天氣下，流汗流了一整天了；身體上的勞動，腦袋上的轉

動，已經感到疲累不堪，卻還要面對種種突發性的可能，例如天氣變壞、儀

器失靈等，在這艱苦的情況下，是很容易會感到沮喪而產生放棄的念頭。如

果心中沒有那團火堅持下去的話，這十天將會是很難熬過的！

聲架
the LSGI Blogger

擁
抱

這
十

天

當一個人獨自面對困難，你會感到徬徨無助；心中那團火如何在種種困難下去

維持？那就是組員、同學之間團結的力量！在這十日，你與同學朝夕共對，大

家的情誼也會在十日內產生微妙的變化。組員 － 既是支持你的動力來源，亦

是你的壓力來源！害怕自己的不足會拖累其他組員，但一件工作卻是需要大家

的配合才能夠完成。所以在這十天內，你的心情也會百感交雜。

由於這科的分數是各組員共同創造出來，假若因為自己的錯失而導致結果有什
麼差錯的話，你總是會有「難辭其咎」的感覺。我便曾經因為我的人為錯誤而
導致其中一件工作不能正常完成，因為那時已經是最後的一個工作天了，天色
又逐漸變得昏暗，基本上已經不能重新再做一次。我看著我的組員想罵我卻又
不敢放聲罵，我想是怕我難受吧。這種感覺真的好辛苦，好像是被我破壞了一
切，最後我還是忍不住哭了出來。但他們沒有放棄我，還走過來我身邊安慰
我，還對我說『唔關你事架，有事都係成組問題』，令我真的很感動。我終於
體驗到師兄的一句說話 －『當你經過左Survey Camp，你身邊嘅已經唔係普通嘅

同學』。到了最後，你就會發現，跟組員們的感情加深了！

其實除了組員以外，在這十天的相處中，你都會發現跟其他同學的距離有所拉
近。大家平日在學校裡只是知道大家的存在，是從未試過傾談的；但就在這十
天，大家都會輕輕說一聲「加油」，也會互相幫忙和慰問，這些少少的心意，
已經讓你感到很溫暖了。

這十天絕對不是容易熬過的，大家也會想念自己的家、意見不合又常會發生
的，更會有傷心和沮喪的心情，但我依然慶幸我能夠擁有這十天的回憶。因為
愛大於一切，我們一同笑過、相擁而泣、互相支持與諒解，大家合力完成了這
十天的旅程。我相信這一生已經再沒有機會有著一樣的經歷，所以會把這感覺
好好的藏在心底裡。

在剛入讀 LSGI，便從師兄姐和朋友口中知道所有 Year 1 的同學都

要在暑假參與一個為期十日的 Survey Camp。那時，我對「Survey 

Camp」充滿好奇，亦充滿了幻想...... 一來我從未試過要離家十天
之久，二來這十天裡也是對著只認識未足一年的同學；最重要的
是，這不是個娛樂輕鬆的 camp，而每一個 task 都是一個評分，這
絕對將會是個嶄新的經驗和考驗。倒過來回看那時，我們賺了的
都不僅只這十天。

戰勝這十天
「堅持與團結」

就是成功走過這十日的不二法門！

堅
持

下
去

團
結

一
致

text_shansha



10

Survey Camp 是在 Summer Term 唯一必修科目(LSGI2361)。
當然大家會以拿最好的成績為目標。而事實上畢竟各人能
力是有所不同的，測量這一科也就如其他科目一樣，對他

而言可能是強項，對其他人就可能會是比較弱的部分。然
而若這科並不是你的強項，十天的日子就可能會過得比較

艱苦；情況就如當你要到外國生存十天，而你的英文卻只

有「半桶水」，但為了生活，仍要硬著頭皮與外國人溝通
的難處一樣。

說到面對困難，在過去的一年，大家在面對學科上的難題
其實都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回想初接觸的時候，
由於我們大多數是文科人，大家何嘗不是對測量、電腦程
式、數學等科目都是望不著頭腦？現在也能順利升上 Year 2 
了，就知道其實大家都有能力面對學科上的困難，最大的
問題就只是如何把這一年內所汲取的精華濃縮於十天內盡

情發揮！

當你對Survey Instruments不熟練，你要做的就是盡量抽時間去重新練習；當你

的工作未能夠追上進度，你要做的就是把握時間，加快速度！可能你需要放

棄用膳，更需要放棄睡眠時間。

在這十天中，我們試過要早上四點多起床，為的就是天一亮就立即進行測量

工作；也試過要通宵工作，為的就是要完成每個level的工作，拿取更高的分

數。但可惜的是，測量往往不是每完成一次，就代表你可以過關去開始做另

一樣工作。測量就是要求精確，若果你做出來的結果不能達到這個要求，那

就代表你需要重新再做一次了。假若不夠運的話，還可能要重複同一件工作

兩三次，直到算出正確答案為止。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當你已經付出了很多心機，但還未能算出正確的答案，

再加上在炎熱的天氣下，流汗流了一整天了；身體上的勞動，腦袋上的轉

動，已經感到疲累不堪，卻還要面對種種突發性的可能，例如天氣變壞、儀

器失靈等，在這艱苦的情況下，是很容易會感到沮喪而產生放棄的念頭。如

果心中沒有那團火堅持下去的話，這十天將會是很難熬過的！

聲架
the LSGI Blogger

擁
抱

這
十

天

當一個人獨自面對困難，你會感到徬徨無助；心中那團火如何在種種困難下去

維持？那就是組員、同學之間團結的力量！在這十日，你與同學朝夕共對，大

家的情誼也會在十日內產生微妙的變化。組員 － 既是支持你的動力來源，亦

是你的壓力來源！害怕自己的不足會拖累其他組員，但一件工作卻是需要大家

的配合才能夠完成。所以在這十天內，你的心情也會百感交雜。

由於這科的分數是各組員共同創造出來，假若因為自己的錯失而導致結果有什
麼差錯的話，你總是會有「難辭其咎」的感覺。我便曾經因為我的人為錯誤而
導致其中一件工作不能正常完成，因為那時已經是最後的一個工作天了，天色
又逐漸變得昏暗，基本上已經不能重新再做一次。我看著我的組員想罵我卻又
不敢放聲罵，我想是怕我難受吧。這種感覺真的好辛苦，好像是被我破壞了一
切，最後我還是忍不住哭了出來。但他們沒有放棄我，還走過來我身邊安慰
我，還對我說『唔關你事架，有事都係成組問題』，令我真的很感動。我終於
體驗到師兄的一句說話 －『當你經過左Survey Camp，你身邊嘅已經唔係普通嘅

同學』。到了最後，你就會發現，跟組員們的感情加深了！

其實除了組員以外，在這十天的相處中，你都會發現跟其他同學的距離有所拉
近。大家平日在學校裡只是知道大家的存在，是從未試過傾談的；但就在這十
天，大家都會輕輕說一聲「加油」，也會互相幫忙和慰問，這些少少的心意，
已經讓你感到很溫暖了。

這十天絕對不是容易熬過的，大家也會想念自己的家、意見不合又常會發生
的，更會有傷心和沮喪的心情，但我依然慶幸我能夠擁有這十天的回憶。因為
愛大於一切，我們一同笑過、相擁而泣、互相支持與諒解，大家合力完成了這
十天的旅程。我相信這一生已經再沒有機會有著一樣的經歷，所以會把這感覺
好好的藏在心底裡。

在剛入讀 LSGI，便從師兄姐和朋友口中知道所有 Year 1 的同學都

要在暑假參與一個為期十日的 Survey Camp。那時，我對「Survey 

Camp」充滿好奇，亦充滿了幻想...... 一來我從未試過要離家十天
之久，二來這十天裡也是對著只認識未足一年的同學；最重要的
是，這不是個娛樂輕鬆的 camp，而每一個 task 都是一個評分，這
絕對將會是個嶄新的經驗和考驗。倒過來回看那時，我們賺了的
都不僅只這十天。

戰勝這十天
「堅持與團結」

就是成功走過這十日的不二法門！

堅
持

下
去

團
結

一
致

text_shan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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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食遍香港大西北！」

Ｂ仔涼粉在哪裡？好到底麵家在哪裡？在元

朗？元朗的什麼地方？ 找中X地圖？找地X王？

錯！錯！錯！

這次我們要用的是 Google Map ！ 

現在，只要從 Google Map 把要去的西北區食

店標出來，便可編製一條獨一無二的完美路

線，勢必瘋狂的食遍西北！ 

點MAP?

由你話事!

x

然而，旅程絕不
會在飲飽食醉過

後終結，我們還
可以用裡面的功

能，把旅程遊記
一一上載到我們

的路線當中，讓
它由一幅簡單的

地圖，變成屬於
我們的一個繽紛

回憶。

只需要使用左上角的

「繪製形狀」功能，對

著地圖點擊幾下，就能
夠圈出自己想要的區

域，並可以為此選取區

域加上標題及說明；還

可以根據個人喜好，編
輯圖形線條和填滿的顏

色及透明度。在說明的

位置，除了純文字的編

輯外，更可以以HTML編

輯文章，增添更多個人

色彩。

text_Albert, Coral

這趟旅程當中，我們要去的食

店有很多，還有一些不同的景

點，標記這功能就可以幫我們
清楚地把不同的地方點上標

記，免得因為太多就會忘記要

到的地方，而且還可以為相關

的車站點上標記，讓旅程更加

順利。

在地圖上按一下右鍵，點選

「新增地圖標記」，就能夠增

加圖標，標出你想要去的地

方，以及相關交通資訊。圖標

可以根據個人需要隨意拖放，

同樣亦可以加上標題及說明，

詳盡記錄有關資料；還可隨心

改變圖標樣色，除了預設，更

可使用自己的圖案，作出屬於

個人的標記分類。

start!

食在標記

圖
文

並
茂

為了可以讓人更清楚景點的一切，包括外

貌，只要使用「RTF格式」進行編輯，選

取「插入圖片」，鍵入圖片連結，即可將

圖片加至內文中，讓每個景點除了文字介

紹之外，還能配以圖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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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左上方的「繪製線條」，讓你
能隨心地在地圖上畫你需要的線

條，可以是一幅計劃好的個人路線

圖，亦可以是資訊性的鐵路分佈

圖；而且線條亦可隨著需要去改變

所在的位置、線條的寬 度、透明度

及顏色。 

在旅程開始之前，我們就先用這繪
製線條的功能在地圖上大概地規劃

出所需的路程，編出一條可以以最

方便快捷，又能去到最多地方的路

線，讓我們在有限的時間內，食盡

去盡所有的地方。

讓西北旅程走在線上

使用左上角「沿道路畫出路

線」，就能給你一條最短的行車

路線。先在地圖上點擊一下以設

立起點，然後在同樣地在終點上
點一下便會給你一條你所需的路

線。而且可以隨需要地加上中途

點，路線就會根據中途點的位置

而有所變動；有如之前提及的功

能一樣，亦可隨意修改線條的寬

度、透明度及顏色，作為個人不

同的用途和分類。這項還有一特
別之 處就是可以顯示行車路線的

文字指示，為駕車人士導航。

而當你不知道所要
去的地區有什麼美

食佳餚，Google 
Map就可以把某個
知名餐廳指南及食
評網頁的資訊套用

到地圖當中，為你
介紹各區的美食和

所在地點；它更提
供最近30日的餐廳

排行榜，所有獲得
好評的食店立刻一

目了然，從此「搵

食無難度」。

 

Google Map還有一些特別的功
能，就是可以將其他特定網頁
的資訊加到地圖裡面。 
當中就有可以讓你快速搜尋香

港熱門旅遊景點，不需要任何旅

遊書籍也能夠掌握景點資訊，從

此由東玩到西；由南玩到北也毫

無難度，簡直是「一『MAP』在

手，玩盡全香港」。

香港景點全搜索

當你看著只有灰色框框的地圖深感無

從入手，想要看更清楚的實地圖片

時，Google Map就能提供由航空照片

所製成的衛星地圖，更立體地察看所

需資訊。而且在衛星地圖中同樣亦有
清楚標明各號幹線的位置和香港的海

上航線，讓人能以更清晰的實地路標

去找尋所需的地方和到達路線。

我不要抽象的
平面地圖!

大吃特吃全香港

身為LSGI一份子,同地圖有密切關係,
快d click入去製造最「你」想嘅map啦!!
http://maps.google.com.hk/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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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真

‧
集

收集最「真」貴的文字

旁人或許無法理解一些大學生為

何會像妄顧一切的「安危」，日

以繼夜為莊務奔波勞碌、浪費精

神、犧牲時間……得到的真會比

失去的多嗎？當一伙原來各不大

了解大家的年青人，由零開始眾

志成成組莊，隨時間互相磨合，

一起籌備各種活動，有著共同的

期盼，單是這一點來換取滿載了

稚氣、笑臉、眼淚、汗水、憤

怒……的共同回憶，已勝過所

有。常言道：「人生得一知己，

死亦足矣。」，更何況我擁有了

這一伙兒！

有一好友知我喜歡，特意從外地

把它給我作手信。緩緩打開盒

子，先將屬於邊緣的抽出來，每
拿起一塊都令我不禁勾起小時候

的回憶。我享受著過程，更期待

著結果；一幅由五千塊拼砌而

成，夕陽映照下的海洋，到底要

花多少時間和心血完成呢？

家中牆壁掛了不少兒時砌的圖

畫，由五十塊、一百塊、一千

塊……伴著我成長。這次挑戰的

汪洋大海，色調驟眼看來十分相

似，但仔細一點，每一塊都有它

獨特之處。投入了一整晚，反覆

拼砌，卻只完成了外框，看來我

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同時亦低估

了它。一天一天的過去，惰性漸

成了違背良心的藉口；只怕還未

完成，喜好也會變得厭倦。

某天，朋友到我家來，他們竟對

這「爛攤子」感到興趣，結果我

們一面傾談，一面在砌，不知不

覺間已合力拼出了一半，彷彿要

完成它的動力啟動了！夜已深，

朋友仍跟我一起徹夜未眠，越接

近尾聲，興奮度也繼而增加；那

一分喜悅、那一分滿足感，我們

都樂在其中。媽媽似乎並不欣賞

我們的「拼勁」，為了一時之快

感廢寢忘餐，弄壞了身

體不值吧！但難得有臭
味相投的友人願意一起

為著同一目標而努力；

即使累透了，也有人扶

持；即使想要氣餒了，

也有人鼓勵。詩人李白

有云：「人生得意須盡

歡」，人生苦短，哪怕

身體熬壞，應及時行樂

才對；試想想，有限的
青春歲月還有多少機會

讓我們瀟灑的花費？

或大或小的拼圖，手工

再細緻也不免有空隙，
可是每一小塊都為旁邊

的一小塊而「活著」，
完美與否全在乎主觀的

心，我倒認為這些凹凸

的組件，環環相扣著是

「最佳拍擋」！在上莊
後的這些日子裡不敢說

做足了一百分，但我絕

對會為莊員們、出版組
的好幫手和自己所盡心

盡力做的引以為傲！由

打開盒子的一刻，註定

要完成這幅拼圖；最終
它真的如想像般美麗

嗎？沒有先知，但至少

過程是實在的。

夢想，起始於熱情與希望。

當逐一實現之際，發覺渴望
幻想許久的竟不是自己所要

的，夢想就此幻滅。

然後，突然間靈光一閃，乍現
的畫面或音符啟發了另ㄧ個

夢想，燃起了新的夢想。
 

愈成長愈發覺，夢想，其實是

刪去法，明白了，原來這不是

我要的，發現了，原來那個不

適合我。這就造就了，一種空

虛，既想達成夢想，又害怕夢

想背後是ㄧ片茫然虛幻。
 

了解自己是重要的。比起十

年前，現在我的確更加了解

自己。 雖然，我們可能仍舊

身處在混沌之中，但我們知

道， 這不適合我們，那不是

我們要的。所以我們，一直在

找尋，自己想要的，成就了我

們的目標與所謂的夢想。
 
你們可以好好想想如何過你

們的大學生活，大學就是要

放下身段勇於嘗試，大學就
是一個創造和成就學問的地

方。在這三年的期限內燃燒

所有熱情。

我的一年：

我每星期有168小時

星期一要上5小時課，星期二要上

4小時，星期三要上8小時，星期

四要上1小時，星期五要上4小時。

加起來就是22小時，這還沒計上

下課通勤時間，基本上每天要加

上1.5小時: 1.5 x 5 = 7.5 小時，

即上學用了 29.5小時。

星期二四六補習，行程加晚飯基

本上=11小時29 .5+11
=40.5

一二三四五六日的午飯就+4小

時，星期一三五日晚飯就+3小時
=47.5小時

功課時間：約6小時=53.5小時
+ 睡眠時間(幸福地)(基本上沒可
能的): 8*7= 56
=109.5小時

洗澡七天當+4小時
= 113.5小時

一星期也就是只有54.5 小時餘下

每天就有7.785714286小時自由
時間

你還可以

享受天倫之樂、約朋友逛街、拍

拖、學術研究、莊務、看書、閱

報、返教會、睇電視、hotmail、

school mail、facebook

大前提是，溫書功課時間或會無

限延長……

要一手一腳從選材、拍照、寫文章；之後還要設計排版這完整的

編輯工作，確是頭一次…回想在最開始的時候，我所負責的，並

不是編輯的工作，而只是化妝的部分，到之後可算是小小的機緣

巧合之下，開始參與了編輯相關的工作，安排了跟拔哥一同處理

一個單元，兩個人到了香港的西北部開工，開始了瘋狂的旅途。

能說得上是瘋狂，當然就要「瘋狂的吃！」，「瘋狂的拍

照！」，「瘋狂的曝曬！」，「瘋狂的流汗！」，還有「瘋狂的

修改！」。

「瘋狂的吃！」全因打從到達開始，我們就沒有停止過「吃」這

個動作。由早上吃到晚上，主食甜品小吃，只要是想試的都給我

們吃過了！奇怪為什麼我們能不停地吃這麼多？在選擇太多，胃

容量又有限的情況下，大部分我們都分成兩份一齊吃，這樣就可
以多吃很多種啦～哈哈♡

「瘋狂的拍照！」其實屯門元朗是我第一次去的地方，拍照當然

是少不免， 一直瘋狂拍~瘋狂拍~♡

「瘋狂的曝曬！」＋「瘋狂的流汗！」５月中的炎夏，頂著三十

幾度的猛烈太陽，告訴別人不流汗也沒人會相信，而且我已經配

備完整的「防黑套裝」（太陽油！雨傘！帽子！），結果還是變

黑炭了，就能想像到太陽到底有多猛了吧♡

經過了「烈日與高溫並重」的行程，該去的都去了，該拍的都拍

了，該吃的都吃了，之後就要寫文章編排版，但瘋狂的旅途仍然

進行當中。文章圖片的處理不在話下，版面設計和內容重心的修

改，就足以讓人瘋狂到極點。

「瘋狂的修改！」由極端的理想化，希望可以從我們的旅程帶出

重點，不斷的改完再改，但經過現實中多重的打擊，發現可行性

幾近乎零之後，結果唯有再把文章重頭再做一次，放棄了理想化

的計劃，直接再把我們的重心寫出來。不下十次的文章修正，不

下十次的版面更動，真的是「人都癲呀！！」♡

這你現在看到完整的一本書，是經過了大家嘔心瀝血排除萬難才

面世的作品，希望拿著這本書的你，可以慢慢的去細看我們的用

心

所以全程都不停的按快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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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拼的不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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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真

‧
集

收集最「真」貴的文字

旁人或許無法理解一些大學生為

何會像妄顧一切的「安危」，日

以繼夜為莊務奔波勞碌、浪費精

神、犧牲時間……得到的真會比

失去的多嗎？當一伙原來各不大

了解大家的年青人，由零開始眾

志成成組莊，隨時間互相磨合，

一起籌備各種活動，有著共同的

期盼，單是這一點來換取滿載了

稚氣、笑臉、眼淚、汗水、憤

怒……的共同回憶，已勝過所

有。常言道：「人生得一知己，

死亦足矣。」，更何況我擁有了

這一伙兒！

有一好友知我喜歡，特意從外地

把它給我作手信。緩緩打開盒

子，先將屬於邊緣的抽出來，每
拿起一塊都令我不禁勾起小時候

的回憶。我享受著過程，更期待

著結果；一幅由五千塊拼砌而

成，夕陽映照下的海洋，到底要

花多少時間和心血完成呢？

家中牆壁掛了不少兒時砌的圖

畫，由五十塊、一百塊、一千

塊……伴著我成長。這次挑戰的

汪洋大海，色調驟眼看來十分相

似，但仔細一點，每一塊都有它

獨特之處。投入了一整晚，反覆

拼砌，卻只完成了外框，看來我

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同時亦低估

了它。一天一天的過去，惰性漸

成了違背良心的藉口；只怕還未

完成，喜好也會變得厭倦。

某天，朋友到我家來，他們竟對

這「爛攤子」感到興趣，結果我

們一面傾談，一面在砌，不知不

覺間已合力拼出了一半，彷彿要

完成它的動力啟動了！夜已深，

朋友仍跟我一起徹夜未眠，越接

近尾聲，興奮度也繼而增加；那

一分喜悅、那一分滿足感，我們

都樂在其中。媽媽似乎並不欣賞

我們的「拼勁」，為了一時之快

感廢寢忘餐，弄壞了身

體不值吧！但難得有臭
味相投的友人願意一起

為著同一目標而努力；

即使累透了，也有人扶

持；即使想要氣餒了，

也有人鼓勵。詩人李白

有云：「人生得意須盡

歡」，人生苦短，哪怕

身體熬壞，應及時行樂

才對；試想想，有限的
青春歲月還有多少機會

讓我們瀟灑的花費？

或大或小的拼圖，手工

再細緻也不免有空隙，
可是每一小塊都為旁邊

的一小塊而「活著」，
完美與否全在乎主觀的

心，我倒認為這些凹凸

的組件，環環相扣著是

「最佳拍擋」！在上莊
後的這些日子裡不敢說

做足了一百分，但我絕

對會為莊員們、出版組
的好幫手和自己所盡心

盡力做的引以為傲！由

打開盒子的一刻，註定

要完成這幅拼圖；最終
它真的如想像般美麗

嗎？沒有先知，但至少

過程是實在的。

夢想，起始於熱情與希望。

當逐一實現之際，發覺渴望
幻想許久的竟不是自己所要

的，夢想就此幻滅。

然後，突然間靈光一閃，乍現
的畫面或音符啟發了另ㄧ個

夢想，燃起了新的夢想。
 

愈成長愈發覺，夢想，其實是

刪去法，明白了，原來這不是

我要的，發現了，原來那個不

適合我。這就造就了，一種空

虛，既想達成夢想，又害怕夢

想背後是ㄧ片茫然虛幻。
 

了解自己是重要的。比起十

年前，現在我的確更加了解

自己。 雖然，我們可能仍舊

身處在混沌之中，但我們知

道， 這不適合我們，那不是

我們要的。所以我們，一直在

找尋，自己想要的，成就了我

們的目標與所謂的夢想。
 
你們可以好好想想如何過你

們的大學生活，大學就是要

放下身段勇於嘗試，大學就
是一個創造和成就學問的地

方。在這三年的期限內燃燒

所有熱情。

我的一年：

我每星期有168小時

星期一要上5小時課，星期二要上

4小時，星期三要上8小時，星期

四要上1小時，星期五要上4小時。

加起來就是22小時，這還沒計上

下課通勤時間，基本上每天要加

上1.5小時: 1.5 x 5 = 7.5 小時，

即上學用了 29.5小時。

星期二四六補習，行程加晚飯基

本上=11小時29 .5+11
=40.5

一二三四五六日的午飯就+4小

時，星期一三五日晚飯就+3小時
=47.5小時

功課時間：約6小時=53.5小時
+ 睡眠時間(幸福地)(基本上沒可
能的): 8*7= 56
=109.5小時

洗澡七天當+4小時
= 113.5小時

一星期也就是只有54.5 小時餘下

每天就有7.785714286小時自由
時間

你還可以

享受天倫之樂、約朋友逛街、拍

拖、學術研究、莊務、看書、閱

報、返教會、睇電視、hotmail、

school mail、facebook

大前提是，溫書功課時間或會無

限延長……

要一手一腳從選材、拍照、寫文章；之後還要設計排版這完整的

編輯工作，確是頭一次…回想在最開始的時候，我所負責的，並

不是編輯的工作，而只是化妝的部分，到之後可算是小小的機緣

巧合之下，開始參與了編輯相關的工作，安排了跟拔哥一同處理

一個單元，兩個人到了香港的西北部開工，開始了瘋狂的旅途。

能說得上是瘋狂，當然就要「瘋狂的吃！」，「瘋狂的拍

照！」，「瘋狂的曝曬！」，「瘋狂的流汗！」，還有「瘋狂的

修改！」。

「瘋狂的吃！」全因打從到達開始，我們就沒有停止過「吃」這

個動作。由早上吃到晚上，主食甜品小吃，只要是想試的都給我

們吃過了！奇怪為什麼我們能不停地吃這麼多？在選擇太多，胃

容量又有限的情況下，大部分我們都分成兩份一齊吃，這樣就可
以多吃很多種啦～哈哈♡

「瘋狂的拍照！」其實屯門元朗是我第一次去的地方，拍照當然

是少不免， 一直瘋狂拍~瘋狂拍~♡

「瘋狂的曝曬！」＋「瘋狂的流汗！」５月中的炎夏，頂著三十

幾度的猛烈太陽，告訴別人不流汗也沒人會相信，而且我已經配

備完整的「防黑套裝」（太陽油！雨傘！帽子！），結果還是變

黑炭了，就能想像到太陽到底有多猛了吧♡

經過了「烈日與高溫並重」的行程，該去的都去了，該拍的都拍

了，該吃的都吃了，之後就要寫文章編排版，但瘋狂的旅途仍然

進行當中。文章圖片的處理不在話下，版面設計和內容重心的修

改，就足以讓人瘋狂到極點。

「瘋狂的修改！」由極端的理想化，希望可以從我們的旅程帶出

重點，不斷的改完再改，但經過現實中多重的打擊，發現可行性

幾近乎零之後，結果唯有再把文章重頭再做一次，放棄了理想化

的計劃，直接再把我們的重心寫出來。不下十次的文章修正，不

下十次的版面更動，真的是「人都癲呀！！」♡

這你現在看到完整的一本書，是經過了大家嘔心瀝血排除萬難才

面世的作品，希望拿著這本書的你，可以慢慢的去細看我們的用

心

所以全程都不停的按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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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莊
啟示

招募第十六屆
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會幹事
Recruitment of the 16th session of
 committee members of

 Land Surveying and Geo-Informatics Students' 
Society

本會招募幹事包括﹕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LSGISS include:
主席 
President 
外務副主席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內務副主席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常務秘書
General Secretary
財務秘書
Financial Secretary
康樂秘書
Recreational Secretary
學術秘書
Academic Secretary
體育秘書Sports Secretary
宣傳秘書
Publicity Secretary
福利秘書
Welfare Secretary
出版秘書
Publication Secretary 

如對本會工作有興趣的會員，請聯絡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being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LSGIS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主席 葉文杰 
President, Yip Man Kit
Tel. no.: 6406 2148
email: 08235118d@polyu.edu.hk
或 or 
內務副主席 姚俊傑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Yiu Chun Kit
Tel. no.: 6081 3968 
email: 08218160d@polyu.edu.hk
查詢及留下您的聯絡資料。
for further details or leave your contact to us.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
第十五屆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會

The 15th Land Surveying and 
Geo-Informatics Students’ Society
HKPUSU

O-series

每年的 O-series 象徵著新血的降臨，

由 O-day, O-nights, 到 O-camp，
莊員們都花了多月的時間籌備，
當然也不少得一班helpers 的幫忙啦！

今年 O-camp 以歃血四大營幫為主題，
各幫營仔營女都同心協力爭取分數，

不管怎的,最後還是以和為貴，

因為大家都是LSGI的一份子啊！

你們每一位都是一點一滴累積而來的回憶。

營
花

營

草

camp-tee製作

和興

貽興

玉興

長興

勞苦功高
的helpers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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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LOVE
LSGI

WE
LOVE
LSGI

花盡了心思，
我們都試著為你們做得更多，
只希望能令你們對 LSGI 更有歸屬感。

GEOMATIANS 投稿細則
�稿件形式不限,可以是文章,相片,漫畫等
�請為稿件加上標題
�文章字限為五十至六百字
�來稿可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到 
�稿件需附上姓名、學生編號及聯絡電話；
 若希望以筆名或不留名形式刊登，
 請在電子郵件中註明
�投稿者需負上法律版權之責任
�稿件內不得含有粗言穢語、淫褻或人身攻擊
�本會會保留來稿的最終刊登權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或 
 發送電子郵件到 
�截稿日期為

lsgiss@polyu.edu.hk

08090805d@polyu.edu.hk
92566754 (Flora)

2010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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