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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記得初次來到理工大學讀書，沒有甚麼朋友陪同，因為自己的性格不主動，很害
怕會認識不到新朋友。

參加了迎新營後，總算認識了一些朋友，但由於分作學位和高級文憑的課程，當
中一些朋友還沒來得及去深入認識，已經沒機會去交流了。慶幸的是，有一位朋
友一直和我一起進退，無論是上課、交功課。

後來，我們各自都交了很多別的朋友，而我因為準備上莊的事而忽略了那位朋
友，而這段期間我們亦曾因為一些事而不滿對方。縱然認識了一班新的朋友，而
且這班朋友往後還會經歷更多，但對這位舊朋友，已欠了太多。
曾經跟自己說過，一開始的時候和這位朋友一起共同進退，沒有她，我在這裡的
一切都可能沒那麼順利，所以我應該感謝她一直相伴，我不會撇下她不顧。但因
為自己的工作，已很久沒有顧及這位朋友。

幸好事情還不是很壞，此刻我想到的就是，接下來的時間我要把握機會對我的朋
友好好補償。我知道，時間不會等待人，有些感情假如逝去了，就不會再出現。
希望所有能夠看到這篇文章的人，想一想有沒有冷落自己身邊的朋友，趁事情還
不是很壞的時候，好好去做朋友應該做的事。

很想對所有曾經為我失望的朋友說一聲，對不起！
朋友，如果妳此刻看到這篇文章，希望妳會從心底裡原諒我。
願這個世界所有人都珍惜友情！

大地下蘊藏著豐富的天然資源，是用來維持
人類生命的寶庫。回憶就像這些天然資源，

埋藏在我們的心底裡，偶爾把它們「挖掘」

出來，總是會「百般滋味在心頭」。然而每
一個人都很需要這些寶貴的回憶支撐著。

長大了老是喜歡翻開兒時的相簿，一頁一頁
的揭著，就像重回那時的自己。這一年過

後，莊期完了，慶幸能成為「相簿」策劃
人，在量資坊的任期內跟莊員、同學們一起
製作兩本值得回味的小冊。

Geomatians 002 的主題 - 「EVOCATION」，
希望藉以煥起一同參與過我莊活動的同學們
的回憶，為莊期畫上圓滿的句號。日子久
了，願您會再次翻開它，一頁一頁的回想當
天的您、我、他。

flora
總編輯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一年過去，莊期裡，感謝的人太多，感謝

的話也太多。

在此衷心感謝所有支持我們學會的同學，

朋友和師長們。感激各位莊員，朋友努力

的付出。離開的，留下的，回來的，都值

得珍惜。你們都是重要的角色。

年復年，大家在理大留下不少足跡。希望

大家在轉瞬即逝的大學生涯，在有限的時

光中找到值得珍惜的東西。找到自我，認

清屬於自己的道路。

一切如舊，路還該繼續走；旅程的結束，

就是新旅程的開始。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阿爆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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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 Transport Enquiry Service co-developed by LSGI 

and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won the Silver Award of the Hong Ko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Awards 2009 Best 

Public Service Application (Website) Award. The annual awards are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vision. The Awards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held on 19 Jan 2010.  

 

(HKIE) - 

Established in 2006, this annual event is a result of the fruitful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cademia and the Government. Through showcasing the winning ICT innovations, 
and by recognising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local ICT professionals and 
organisations, the event has helpe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nurture 
local talents. The winning ICT practitioners and businesses are all to be commended as their 
creative solutions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improving people daily lives, to enhanc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in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sectors, as well as to dr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bout PTES
The PTES is an Internet-based one-stop multi-modal public transport enquiry and point-

to-point route search system for pre-trip planning. For route search, once the user selects 

the origin and destination (via keywords, pull-down menu or map-routing), the system 

will provide a range of possible public transport routes, with optional sorting by fare, 

journey time and preferred transportation mode. Moreover, the interchange loc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ransport modes are also displayed for the user to have a clear picture of the 
suggested route.

Comments from Judging Panel
The system is simple and user-friendly but is supported by a complex search engine that 

provides the route search amongst most of the available transportation modes in Hong Kong. 
The returned information considers the options of fare, journey time, preferred 
transportation mode, and interchange between the same or different transport companies. 
Considering 1300 routes with over 7500 stops in Hong Kong,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system and the usefulness of the service to local citizens and visitors can easily be imagined.

more at : http://ptes.td.gov.hk

Public Transport Enquiry Service 
wins at Hong Kong ICT Awards 2009

Dr. Lilian Pun and Mr. Geoffrey Shea (LSGI) and the team from Transport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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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Student Geomatics project wins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Award 
(Silver)

A group of LSGI students won the Silver award of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Awards 2008/09 in course 

required category with their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programme “Reaching out to Social and Community 

Needs by Geomatics”. 

Competing against 55 other projects for the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Awards, our students successfully 
applied their Geomatics knowledge and produced a bi-lingual and multi-modal website to promote social and 

community awareness for “Guangzhou Huiling”, a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that provides support for people with 

mental disabilities. They created maps, photo slideshows, and videos to introduce the mentally disabled 

community to the public. The motto “learning to apply” and “contribute the community” was put into practice 

in this programme. 

Prof. Timothy Tong (PolyU President) / Prof. Xiaoli Ding (LSGI Head) with LSGI Community Service Learning 

Programme advisory team, Ms. Alice Cheng and Mr. Joseph Lam, and the project students, Viola Wong (黃映娛), 

Raymond Hung (熊國湘), Capital Li (李沛恒) and Meason Pau (包兆聰).

LSGIAA Reunion Dinner 2009

It was a memorable night for our department staffs and graduates. The Land Surveying and Geo- informatics Alumni 
Association has organized a Reunion Dinner on 4th December 2009 in Four Seas Restaurants. This function is to help to 
reunion our graduate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gather again with our teaching staff. It creates an opportunity or a channel 

to re-establish the connections. We have also invited Mr. Tommy Au to be our guest speaker for the CPD on the topic “Sydney 

to Perth – A 5000km long biking journey with GPS” that gave us an insight of the application trend of this model 

technology. Lucky draws were one of the highlights in that night too. Another highlight was the invitation ceremony of 

Honorable Membership fellow for Mr. Wong Chung-hang,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Survey and Mapping, Lands 

Departments in HKSAR Government.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all of our formal LSGIAA presidents drank a toast to all 
the guests and participants joining this memorable event. Since our formal Department Head Professor Chen has his 

retirement this year, we all wish him enjoying his retirement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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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son.idv.hk/cslp/

While Hong Kong’s road network is as complex like a spiderweb, the underground network is even more complex, with a combined 
length 37 times of the total road mileage in Hong Kong. Numerous kinds of telecommunication cables, gas & fuel pipes, electrical 
cables, fresh water pipes, storm water drainage pipes, sewage pipes are buried under the ground surface. The density of Hong 

Kong’s utility network is 3 times of Singapore, 24 times higher than UK and astonishingly 85 times of USA. This complex and 
invisible network are essential to our daily life and it supplies the daily utility needs for the Hong Kong people. However, damages 
and accidents to the utility network frequently happen during construction due to the lack of information-based management of 
this ultra dense network. The accidents cost Hong Kong an average socio-economic loss of more than $5B per year. 

To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from the job market in the utility management industry, PolyU since September 2009 offers a new 
specialism Utility Surveying in the existing BSc program at the LSGI department. Dr. King Wong, Secretary General of Hong 
Kong Institute of Utility Specialists (HKIUS) and Chairman of Safety Specialist Committee of HKIE, stressed that this Utility 
Surveying BSc program is fully recognized and funded by the UGC and that it is the first Program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Hong 
Kong at present is short of about 500 Utility engineers and technicians. He said that in the next a few years the demand in Hong 
Kong would be even stronger and he predicted some 5,000 to 10,000 Utility graduates are needed in Hong Kong alone. 

This Utility Surveying program, design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Utility Specialists (HKIUS), will have 

a quota of 15 enrolments in September 2009. It is scheduled this BSc program to gradually grow into MSc and PhD programs. 

The graduates from this Program will automatically become qualified members of HKIUS. Their expertise is recognized by 
HKIUS and can be used in a wide spectrum of jobs and positions. HKIUS salary information shows the optimistic prospect that 
Utility engineers can earn $162,000 ~$ 240,000 per year. 

LSGI Pioneers Education in 
Utility Surve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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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員，
  莊完，
 莊已完？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

FG302，我們十二人衝著不同

的原因而來，開始踏出「上

莊」的第一步。這場華麗的邂

逅發展了一年多，大家由陌路

人變成互相扶持、並肩作戰的

莊員，甚或是好知己。

回憶中既帶著甜、酸、苦、

辣，我們所付出的、經歷的，
或許是一生不能再有機會重

遇。某天，有莊員嘆息：「莊

員，莊完，莊已完……」。的

確，莊期是完了，但只要心還

在，我們這一伙兒的友誼是不

會完的！

學術秘書 - Writing (王偉庭)

一年的時間，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回望自己
一年前，帶著一團心火，參與Ocon，繼而
polling，想起那一段自創的rap，我真是十分自
豪！這一團心火，直至現在，仍然在心中燃
燒。在這一年之中，都出席過不少會議，有時

聽到莊員說莊已「完」的時候，自己都會反思
一回；其實縱使一年莊期已過，我深信自己心
目中的一團火是不會熄滅的。既然自己的火不
會熄滅；莊，其實還未完！

康樂秘書 - Jay (劉超強)

不知不覺我們現莊的莊期也去到尾聲了，回想
這一年間所經歷的事真的很多很多，當中有

「苦」也有「樂」。我們這一年所經歷的事是

我一生也未有經歷過的，例如 Ocon (公開諮詢) 
時在 POLY 的 Podium 連續兩夜通宵，被寒風和
睡魔夾擊之感覺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由這時
開始也令我知道上莊不是簡單的事，而是要去
實踐自己承諾的工作，是需要無比的責任感，

並不是「講玩」的。而最令我體會得多的是籌

備 Ocamp (迎新營) 那段時間，我們不知在
FG302 渡過了多少個晚上；最後可能還有一些
不足之處，但看新生們玩得十分投入，辛苦的
也忘記了。

莊已完嗎？雖然莊期真的快要完結，但上莊的
那顆熱誠我相信是不會熄的，我希望我們的下
莊可以延續那份熱誠，LSGI可能只是一個小小

的Department，但LSGISS是一個大家庭。如果有

人問我會不會後悔上莊，我會毫不猶豫地答：

「不會！」。希望過了十年後的下……下莊還

會記得第十五屆莊名叫「量資坊」吧！

宣傳秘書 - Natalie (陳天欣)

距離我們第十五屆莊期的完結，越來越近了。
要回想這一年發生的事，實在不容易，因為每
個function背後的感想，累積下來的實在太

多......
我常常都在想，到底是什麼力量把十二個本來
毫無關連的人串在一起？主席阿爆在籌莊的時

候說過「相識是緣份，上莊是命運」；結果，
我們十二個一同經歷了 Open Consultation、Polling 

Week、O Series 等等等等，由十二個獨立個體變
成一支一條心的莊。

作為現任莊員，這一年的莊期裡總有些時候，
面對莊務會徬徨、會焦躁，我會記得在我生病
快要支撐不住的時候，有人叫我回家休息，他
們會幫我處理餘下的莊務；我會記得在我面對
莊務而顯得手足無措的時候，總會有人叫我不

要緊張；而這些人，就是我的莊員。

我相信莊期的完結一定不會代表第十五屆莊已

完。因為我有一班很好的莊員，愛你們 :)

福利秘書 - Yori (王毓宜)

每間大專學院，每一支莊，每一屆的莊員，上
上落落，走在街上有多少跟你擦身而過的人曾
經上莊，曾經落莊，甚或是曾經「潛莊」呢？

叫人感歎的是，上莊齊人，落莊卻未必齊人。
各人上莊目的有異，有的是為玩玩而己，有的
只為CV美觀一點，有的卻是真心真意為大家服
務。有些莊的形成只因為有一班來自幾個不同
圈子的人想上莊而聚集成莊。曾經，他們不是
交心的朋友，只是普通同學，後來卻變成了交

心好友；有些卻是一大班朋友，「圍威喂」地
上了莊。曾經他們覺得彼此有共同興趣，可惜
上莊卻因種種原因而令友誼變質，保鮮期過
了，自然會變壞。上莊後對莊務態度，某程度
上是由上莊目的而來。

曾經有一位我十分敬愛的中學老師說：

「態度決定高度」。

相信這一句不只局限於上莊的態度上了。
也許幾十年後，街上偶然碰到當年與你捱過幾
十小時的 Consultation，辦過 Ocamp 的莊員。然
後坐下來喝著那街坊茶餐廳的奶茶，一起老老

土土地話當年，才發現：啊！莊員莊員，莊未
完！

體育秘書 - Lillian (鄧家敏)

不經不覺已經上莊一年了，此刻只感到時間飛
逝。成莊的一幕依然歷歷在目的同時，我們也
要面臨落莊的一刻，感慨良多！

在這一年裡，LSGISS真豐富了我的大學生活。
由組莊、polling、籌劃year plan，到真正辦活
動，上莊不但令我眼界打開了不少，還學習到
如何籌辦一個活動，如何與他人相處，人也長
大了不少。面對一連串的活動，幸好我有一班
不遲勞苦的莊員，他們從來沒有半句怨言，只
是默默耕耘著，由衷感謝他們的努力，感到慚
愧的是我對莊務付出不多。但最令我覺得自豪
的是我能夠認識到一班這麼好的莊員。肯定的
是我和大家一齊莊聚的時候真的很開心，可以
毫無顧忌。我們一起慶祝生日，一起上課，一
起「通頂」。病了，互相關心；工作忙了，互
相分擔。我們無形之間的感情最是珍貴。

體育秘書 - 進 (梁國進)

一年的莊期很快又到尾聲，如果沒有上莊，實
在不會知道一年的莊期會過得多快。雖然莊期
即將結束，但過去的這一年是人生中充實的一
年，經過一年的相處和一起舉辦的活動，相信
大家都有著一些難忘的回憶，特別是籌辦
Ocamp的暑假，過得很有意義，差不多每天都
要回POLY一起工作，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一
起面對困難和成長。

一年的感受實左難以用短短的數百字作總結，
希望下莊們能保持我們和歷屆的幹勁，好好享
受一年的莊期，團結就是力量，加油吧！

出版秘書 - Flora (劉楚翹)

前陣子要求莊員們為這Geomatians寫下一些感

想，反而自己卻遲遲未能執筆；因為要用時間

重組腦海裡積累了一年多的記憶，想著想

著…….感受像帶動身體每一條神經。

人與人的感情能夠一直維持下去當真不易，是

為了責任？或是大家有著那一股很強的信念？

又還是我真的愛上了你們呢？

會覺得幸福，是因為我擁有過；會覺得不捨，

是因為我投入過；會覺得值得，是因為跟你們

開心過…… 如果生命有一個數值，等於經歷過

的種種事情，相信這一年莊期，生命的數值已

爆燈！流過的汗水、淚水、鼻水、口水，都沒

有白費了。

雖然跟你們相處的時間少了，但每當在梯間聽

到你們一大群喊著「科娜」時，都感覺到無比

溫暖；那時的我們，會一直都在……

主席 - 爆（葉文杰）

昏黃的斜陽，映照著紅磚牆，時間一分一秒的
過去。會發生的終究會發生，該來的總是會
來。世界並沒有因為上莊而停止轉動。來到這
刻，莊已完......

單從「莊」而言，我這位主席，目標只是為支
莊定好一個方向，令莊內的人開開心心開會和
開工而已。一支莊的成功，不是基於管理手

段，而是莊員之間的「羈絆」。換個說法即
是，過了一年莊期，莊員之間到底建立了甚麼
感情？

許多年後，即使在茫茫人海相遇，不怕你點點

頭走過，也不介意你費盡唇舌去解釋電話掉
了、家搬了。只怕大家四目交投，擦肩而
過......等到轉身離去不久，眼睛失去焦點，
腦海幾近空白；想起身邊曾有那一雙明眸，在
你的大學生涯跟你一起追尋夢想的莊員。你忍
不住回頭，想看看久違的背影，誰不知我早已
回身呆呆的瞧著你。

外務副主席 - 十五（殷錦洪）

我們十二個莊員從一年前大家只是普通的大學
同學，甚至連有些莊員的中文姓名我也不知
道，更不要說了解大家的性格，只因一個共同
的目標就把我們十二個人連在一起－上莊。

很多人上莊都是為了得到一些東西，一旦得到
了或後悔了當初上莊的決定，就只會想到自己
的利益，將一班一同努力過的莊員拋諸腦後，
只知道自己要「潛莊」。

但莊員真的是這麼不重要嗎？大家能成為莊員
並不是一件易事，要經過重重難關才可以成為
正式的莊員。我們要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莊員
之情，莊員並不是只有一年，即使莊期完結，
莊員也不會完。我愛你們呀！第十五屆土地測
量及地理資訊學系會多位莊員！！

內務副主席 - 傑（姚俊傑）

「日日番POLY，好過渣BENZ」

莊期一年過後，回想自己返POLY的次數，真是
數之不盡。經歷妙趣橫生，特別在暑假期間，
差不多每天也在POLY準備迎新活動。日間有

「榕樹頭講古佬」分享採購的經歷，生動有

趣，令人忍俊不禁；夜間差點認識一名好友：
巴士司機簡XX，每晚12時10分準時接載「細
佬」回家。此外，甚麼VA大戰、到基地「吹
水」已是我們經常做的事。讀者看到此處可能
有的感到無比共嗚，有的則一頭霧水，這正是
我這年所思所想所歷，我的回憶只是我的。一
年過後，人物仍然依舊，故事仍然發展......

財務秘書 - 晴　（嚴子晴）

起初我怎樣想也想不到要寫什麼來表達對這一
年莊期的感受，但經過第十六屆土地測量及地
理資訊學系會(LSGISS)的公開咨詢後；這年來
的回憶，在腦海中通通都浮現出來了。那時，
我們十二個是互不相識，考入了同一間大學，
走進了同一科，作了同一個決定，成為了第十

五屆LSGISS－量資坊的一員。一年前的公開咨
詢，天寒地凍，坐在平台面對著會眾把我們的
LOGO撕碎，十二位莊員把它逐塊逐塊的砌回
原狀；而我們，也像這LOGO一樣，從十二粒散

沙，變為一支團結的「莊」。

Polling、理燃薪希、過莊飯後，莊期正正式式
開始。在籌備O-Series期間，每天都要開會、
dem games、排camp dance、練口水舞、印camp 

tee...... 很忙、很吃力、很辛苦！但每天都能跟
莊員一起，努力履行我們上莊的承諾；即使再
忙、再辛苦也是值得的。轉眼間，一年莊期快
將完結，上莊付出了很多時間和心機，賺到的
是數之不盡的經驗，還有一份珍貴的感情。

常務秘書 - Ching Bee (孔青)

到底前生修行多少年，才會為今生締結緣分？
許多事情經年月洗禮過，才會明白。
譬如說，當朋友離世，才真正意識到不存在的
意思；又或者，當父母吵架，才知道從前的溫
馨已不復再。許多許多......

現在所擁有的事，或許不可能一直理所當然地
存在下去，所以活在當下一直都是我生活的方
式。在活在當下當中，我選擇了上莊。

上莊或許不需要道明原因；你說你「偉大」為

了服務大家；我說我「愛玩」為了充實自己。
反正大家上莊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我可以告訴

大家上莊的結果：「我很愉快！」愉快是因為
可以跟親愛的莊員渡過了美好的莊期。

或者莊員間會說些「莊員，莊完，莊已完」的
說話，然而每一件事情的結束，都代表另一事
情的開始。再者，緣分之事難僅以一個句號作
終結。莊期儘管完了，但開新一頁的將會是

「莊員，莊員，莊團圓」。



莊員，
  莊完，
 莊已完？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

FG302，我們十二人衝著不同

的原因而來，開始踏出「上

莊」的第一步。這場華麗的邂

逅發展了一年多，大家由陌路

人變成互相扶持、並肩作戰的

莊員，甚或是好知己。

回憶中既帶著甜、酸、苦、

辣，我們所付出的、經歷的，
或許是一生不能再有機會重

遇。某天，有莊員嘆息：「莊

員，莊完，莊已完……」。的

確，莊期是完了，但只要心還

在，我們這一伙兒的友誼是不

會完的！

學術秘書 - Writing (王偉庭)

一年的時間，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回望自己
一年前，帶著一團心火，參與Ocon，繼而
polling，想起那一段自創的rap，我真是十分自
豪！這一團心火，直至現在，仍然在心中燃
燒。在這一年之中，都出席過不少會議，有時

聽到莊員說莊已「完」的時候，自己都會反思
一回；其實縱使一年莊期已過，我深信自己心
目中的一團火是不會熄滅的。既然自己的火不
會熄滅；莊，其實還未完！

康樂秘書 - Jay (劉超強)

不知不覺我們現莊的莊期也去到尾聲了，回想
這一年間所經歷的事真的很多很多，當中有

「苦」也有「樂」。我們這一年所經歷的事是

我一生也未有經歷過的，例如 Ocon (公開諮詢) 
時在 POLY 的 Podium 連續兩夜通宵，被寒風和
睡魔夾擊之感覺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由這時
開始也令我知道上莊不是簡單的事，而是要去
實踐自己承諾的工作，是需要無比的責任感，

並不是「講玩」的。而最令我體會得多的是籌

備 Ocamp (迎新營) 那段時間，我們不知在
FG302 渡過了多少個晚上；最後可能還有一些
不足之處，但看新生們玩得十分投入，辛苦的
也忘記了。

莊已完嗎？雖然莊期真的快要完結，但上莊的
那顆熱誠我相信是不會熄的，我希望我們的下
莊可以延續那份熱誠，LSGI可能只是一個小小

的Department，但LSGISS是一個大家庭。如果有

人問我會不會後悔上莊，我會毫不猶豫地答：

「不會！」。希望過了十年後的下……下莊還

會記得第十五屆莊名叫「量資坊」吧！

宣傳秘書 - Natalie (陳天欣)

距離我們第十五屆莊期的完結，越來越近了。
要回想這一年發生的事，實在不容易，因為每
個function背後的感想，累積下來的實在太

多......
我常常都在想，到底是什麼力量把十二個本來
毫無關連的人串在一起？主席阿爆在籌莊的時

候說過「相識是緣份，上莊是命運」；結果，
我們十二個一同經歷了 Open Consultation、Polling 

Week、O Series 等等等等，由十二個獨立個體變
成一支一條心的莊。

作為現任莊員，這一年的莊期裡總有些時候，
面對莊務會徬徨、會焦躁，我會記得在我生病
快要支撐不住的時候，有人叫我回家休息，他
們會幫我處理餘下的莊務；我會記得在我面對
莊務而顯得手足無措的時候，總會有人叫我不

要緊張；而這些人，就是我的莊員。

我相信莊期的完結一定不會代表第十五屆莊已

完。因為我有一班很好的莊員，愛你們 :)

福利秘書 - Yori (王毓宜)

每間大專學院，每一支莊，每一屆的莊員，上
上落落，走在街上有多少跟你擦身而過的人曾
經上莊，曾經落莊，甚或是曾經「潛莊」呢？

叫人感歎的是，上莊齊人，落莊卻未必齊人。
各人上莊目的有異，有的是為玩玩而己，有的
只為CV美觀一點，有的卻是真心真意為大家服
務。有些莊的形成只因為有一班來自幾個不同
圈子的人想上莊而聚集成莊。曾經，他們不是
交心的朋友，只是普通同學，後來卻變成了交

心好友；有些卻是一大班朋友，「圍威喂」地
上了莊。曾經他們覺得彼此有共同興趣，可惜
上莊卻因種種原因而令友誼變質，保鮮期過
了，自然會變壞。上莊後對莊務態度，某程度
上是由上莊目的而來。

曾經有一位我十分敬愛的中學老師說：

「態度決定高度」。

相信這一句不只局限於上莊的態度上了。
也許幾十年後，街上偶然碰到當年與你捱過幾
十小時的 Consultation，辦過 Ocamp 的莊員。然
後坐下來喝著那街坊茶餐廳的奶茶，一起老老

土土地話當年，才發現：啊！莊員莊員，莊未
完！

體育秘書 - Lillian (鄧家敏)

不經不覺已經上莊一年了，此刻只感到時間飛
逝。成莊的一幕依然歷歷在目的同時，我們也
要面臨落莊的一刻，感慨良多！

在這一年裡，LSGISS真豐富了我的大學生活。
由組莊、polling、籌劃year plan，到真正辦活
動，上莊不但令我眼界打開了不少，還學習到
如何籌辦一個活動，如何與他人相處，人也長
大了不少。面對一連串的活動，幸好我有一班
不遲勞苦的莊員，他們從來沒有半句怨言，只
是默默耕耘著，由衷感謝他們的努力，感到慚
愧的是我對莊務付出不多。但最令我覺得自豪
的是我能夠認識到一班這麼好的莊員。肯定的
是我和大家一齊莊聚的時候真的很開心，可以
毫無顧忌。我們一起慶祝生日，一起上課，一
起「通頂」。病了，互相關心；工作忙了，互
相分擔。我們無形之間的感情最是珍貴。

體育秘書 - 進 (梁國進)

一年的莊期很快又到尾聲，如果沒有上莊，實
在不會知道一年的莊期會過得多快。雖然莊期
即將結束，但過去的這一年是人生中充實的一
年，經過一年的相處和一起舉辦的活動，相信
大家都有著一些難忘的回憶，特別是籌辦
Ocamp的暑假，過得很有意義，差不多每天都
要回POLY一起工作，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一
起面對困難和成長。

一年的感受實左難以用短短的數百字作總結，
希望下莊們能保持我們和歷屆的幹勁，好好享
受一年的莊期，團結就是力量，加油吧！

出版秘書 - Flora (劉楚翹)

前陣子要求莊員們為這Geomatians寫下一些感

想，反而自己卻遲遲未能執筆；因為要用時間

重組腦海裡積累了一年多的記憶，想著想

著…….感受像帶動身體每一條神經。

人與人的感情能夠一直維持下去當真不易，是

為了責任？或是大家有著那一股很強的信念？

又還是我真的愛上了你們呢？

會覺得幸福，是因為我擁有過；會覺得不捨，

是因為我投入過；會覺得值得，是因為跟你們

開心過…… 如果生命有一個數值，等於經歷過

的種種事情，相信這一年莊期，生命的數值已

爆燈！流過的汗水、淚水、鼻水、口水，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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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又或者，當父母吵架，才知道從前的溫
馨已不復再。許多許多......

現在所擁有的事，或許不可能一直理所當然地
存在下去，所以活在當下一直都是我生活的方
式。在活在當下當中，我選擇了上莊。

上莊或許不需要道明原因；你說你「偉大」為

了服務大家；我說我「愛玩」為了充實自己。
反正大家上莊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我可以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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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跟親愛的莊員渡過了美好的莊期。

或者莊員間會說些「莊員，莊完，莊已完」的
說話，然而每一件事情的結束，都代表另一事
情的開始。再者，緣分之事難僅以一個句號作
終結。莊期儘管完了，但開新一頁的將會是

「莊員，莊員，莊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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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學系中，相信差不多全部同

學都聽過，甚至用過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當一提到 GPS 

時，大部份同學必定聯想到醉心

研究 GPS 多年的陳武教授 (Prof. 

Wu CHEN)，今期 Geomatians 的

「師家專訪」訪問了 Prof. CHEN，

帶大家進入他的世界，了解一下

他的學習歷程，對新學科 - 管線設

施測繪與管理 (Utility Management 

and Surveying) 的看法和一些鮮為

人知的事情！

讀書篇：從物理到測量
原來一向擅於研究 GPS 的Prof. CHEN，年

少時是在合肥讀物理出身的；取得物理學

學士學位後，便進入了中國科學院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繼而走上

了他的測量路，從此與測量結下不解之

緣。在1985年，Prof. CHEN 開始進行 GPS 

研究，三年後更到英國繼續深造。

不諳英語 適應生活困難

內地教學制度不像香港，英語教導一般較

遲開始，Prof. CHEN 在入讀大學時才接觸

英語，令他初期不習慣在英國的生活，但

憑著努力學習和日常生活中不斷的溝通，

才慢慢適應下來。Prof. CHEN 先在英格蘭

東北部城市 - 紐卡素 (Newcastle Upon 

Tyne) 度過三年，他很享受該處，原因是
他所在之處正正是毗連聖占士公園球場 

(St James' Park) 附近，經常可以觀看「免

費波」。其後到了中部城市 - 諾定咸 

(Nottingham) 八年之久，在整整十一年中 

Prof. CHEN 多靠著獎學金生活，在英國度

過了他的十一個寒暑後才返回香港。

師家
專訪

姓名_
陳武教授( Prof. Wu CHEN)

辦公室_
HJ707

現時教授學科_
Introduction To Utility Surveying

  And Management
Survey Instrumentation
Satellite Positioning

家庭_
家鄉: 中國湖北省

太太: 湖北人

兒女: 一女兒
     (現15歲，於英國出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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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個人篇：
廣東話能應付點菜

教學篇：對學生的看法
返港後不久，Prof. CHEN 便加入了香港理

工大學的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 (即本

學系) 任教，究竟他怎樣看本學系的學生

呢？相比起其他國家，他覺得現在的香港

學生比較辛苦、競爭也很大，學生是比較

困難才可以升上大學的。但現在的學生卻

沒有前一代的人用功，因為現在的香港學

生家裡有很多東西可以玩，同時太多人都

有兼職所致。他認為本校學生的 Practical 

Training 方面是最好的，就以本學系為

例，比起歐美或內地，本學系的工具器材

都是最齊全的。

「解剖」新學科

在這學期，Prof. CHEN負責任教 LSGI 2351 

(Introduction To Utility Surveying And 

Management)。他認為可在管理和測量兩

方面看；管理方面，一個城市規劃中，電

力、煤氣、食水、通訊等都需要經地下傳

送。問題是若要挖路，煤氣公司在這星期

挖，填好了，到下星期通訊公司也在挖，

但挖的都是在相同位置。在一公里的地底

卻埋藏著約五十公里的管道，只能歸咎於

「地下世界」缺乏一個完善的管理數據系

統，公司與公司間並不協調，所以才經常

出現「爛路」的情況，甚至挖破管道。這

個管理數據系統正是有效的Database；在

測量方面，他引述內地從事管道測量的人

有兩方面：一是讀測量出生，另一則是讀

地質出生的，因為兩者都能令人對地下的

情況有一個認識。由此可見，新學科可算

是測量和管理的結合。

在香港生活的Prof. CHEN 多年來都

是在學校與學生說英語，在家便與

家人說國語，原來他並不太懂說廣

東話的，這也是他初時來港所面對

的其中一個困難。

日子久了，聽得多了，今時今日的

他終於能夠說廣東話 — 作點菜之

用，有很多菜色都懂得點，特別是

潮州菜，Prof. CHEN很可能是在家

中最懂得說廣東話的一個，因為他

的女兒比他說得還差勁呢！

小記:

「我們系的學生不會得諾貝爾獎」，Prof. CHEN笑言。原

因是我們重點不在探索未知的東西，而是讓人們活得更

好。他續說當教授這行是服務性行業，主要是訓練專

業，而非造就科學家。他只希望學生好，老師永遠以學

生為榮，學生在外面做得好，老師會開心 。這麼小小的

期盼，正正是Prof. CHEN 對我們的祝願。

重視家庭 回鄉度歲

家鄉在湖北省的Prof. CHEN 每年總

會回家兩至三次探望父母，今年

的春節也不例外，秉承中國人一

貫傳統回鄉度歲，即使在異地工

作，也不忘抽撥時間回鄉。

INTERVIEWER: LILLIAN & 爆
RECORD: CHING BEE & JAY
PHOTO & TEXT: 傑

師家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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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過環境後，便開始真正的工作了。我的Supervisor 叫 

Harris，是公司裡最資深的幾位Land Surveyors 之一。自從

他唯一的 chainman 退休後，他便差點成為了One Man 

Surveyor；我的出現，正好填補這個空缺。每天早上九

時，我便會坐上他的吉普車，跟隨他到不同的地方做 

field work。有時候，一做就是四、五個小時，遇上大型的

項目，不吃午飯真是等閒之事。當中的工作包羅萬有，例

如：Engineering Survey，Land Boundary Survey，Slope 

Monitoring 及 Topographic Survey 等。雖然工作是比較辛

苦，但還是發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情。

有一次， 當我拿著Steel Rod打「Topo」時，誤踩中了一個泥氹。

當我想把腳抽出來的時侯，卻越陷越深，差不多大半條腿也踩進

了泥氹內，最後，要勞煩在場的其他人合力把我救出。雖然我聽

不懂他們說的希臘語，但我想我大概因此成為他們整個星期的取

笑對象了。另一次，又在我打「Topo」時，一輛巨型的挖掘機正

從遠處的一方朝我們駛來。原來我所站的地方將要被開採，但是

工作卻不能因此取消。我們只好氣急敗壞地趕快把工作完成，到

撤退的時侯，挖掘機亦已經在我們的身旁開始工作了。若說這份

工作令我的生命受到「威脅」，確實有嘩眾取寵之嫌，但是也令

我明白到Land Surveyor除了要有豐富的學術知識外，也要隨時對

工作上的各種狀況作出適當的反應。

當然，除了
工作外，我
們也花了大
部份的時間
來玩樂。

畢業前，有幸獲得第十五屆 LSGISS 的邀請，在 Geomatians 上分

享到外國實習的體會。希望大家不會被我沉悶的文字嚇壞而快速

揭去下一頁，因為正在寫這篇文章的我，是很真心的！那麼……

讓我們向希臘出發！

我們的公司位於一個叫 Megalopoli 的小

鎮，在希臘主板塊的南部，因此我們離開了

Athens，改到另一個叫 Kalamata 的市鎮居

住。在剛到達公司時，我們便跟隨其中一名

工程師到發電廠的各處參觀。花了好幾天，

我們才差不多把整個發電廠走完。每到一個

「景點」，也是要乘搭著吉普車穿梭於滿佈

灰塵、崎嶇難行的泥路上，可媲美電視裡看

到的汽車越野大賽。這段時間裡，我們看到

每天二十四小時無間斷冒著煙的燃燒塔，也

參觀過控制半個希臘南部供電的總控制室，
並有機會操縱比五層樓還要高的Bucket-

wheel Excavator。

在2009年的暑假，本學系的學生獲得

了數個到外國實習的機會，而我亦有幸能成

為其中一份子。我所實習的公司叫 Public 

Power Corporation，是希臘一家很有名的發

電公司。驟眼看來，發電跟「量地」是風馬

牛不相及的一件事。但是，發電需要原料來

燃燒，而這家公司所用的原料是煤。煤礦的

地形會隨著每次開採而發生變化，因此土地

測量對於整個產煤過程都起著關鍵的作用。

例如透過打「Topo」估計開採量，再去決定

用多少輛運泥車去運載開採出來的東西。就

這樣，持續兩個多月的煤礦血肉生涯也隨我

踏足 Athens 的第一天，徐徐展開。陪同我

一起工作的，分別有四名男孩，他們有來自

澳門的 Truth、約旦的 Muhammad、烏克蘭

的Anton 及 Sergii。

INTERNSHIP IN 
GREECE

傳說中世上最美的日落@SANTORINI

BUCKET-WHEEL EXCAVATOR 
的履帶比我還要高！

我們的居所是經當地人介紹的、一個類似民宿的地方。因
為屋主的孩子都長大且搬走了，所以他都不介意以廉價把
屋租給我們這班學生。屋的附近有一個小小的沙灘，每天
下班後我們都會到那兒暢泳，更重要是好好清洗身上的塵
埃，還有腳上的泥濘及鼻孔裡又黑又黏的不明物體。那裡
白天的時間好像都比香港長，有時候到晚上九時還有日
照，因此一天的時間好像不只有二十四個小時。其後，我
們更在家中找到了PS2，大家亦開始禁足的日子，更試過
通宵打機，原來宅男是無分國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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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驚喜現在才出現！原來在Athens的另一批交流生正在計劃一場更刺激的冒險：到希臘
最有名的小島Santorini－傳說中那個只有白色小屋的島嶼－躲躲懶。這麼有意義的事，當然
不會少了我一份。Santorini的白色世界，給我一種尤如到達了天堂的感覺。街上的磚頭、市
內每塊的牆壁甚至門前的小狗都是白色。白天陽光打在周遭的物件，再反射到眼裡，炫目得
連眼睛也只能僅僅張開；晚上，萬家燈火一盞接一盞的亮起來，淡淡的燈光把這個剛才還是
雪白無瑕的世界染成一片又一片的淡黃，一種莫名的感動也隨之湧上心頭。離開時，很多人
都說將來會重臨此地，也許有朝一日，我們將會在這裡某個街角相遇，大慨到時也會再跟對
方說一聲: Ya Shoe (希臘文「你好」的拼音)！

直到現在，我還相信這次的實習會是我大學生涯、甚至整個人生中最重要的其中一個章節。
沒有入讀LSGI，我未必可以得到這個機會。入大學前，一位朋友曾對我說大學除了是學習專
業知識的地方，更是一個為你提供資源的平台。要想為大學的幾年留下值得細味的回憶，很
在乎你有沒有為自己爭取過，為大學這幅畫加添幾筆。大學生不一定都要 exchange，不一定
都要住 hall，更不一定都要上莊，但也希望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你，無論是一年級剛來報到沒
多久的，二年級正忙著的，還是三年級即將畢業的，在離開理大的那一刻，都可以是一個無
憾的你。

24-02-10
Curtis Cheng

某天，我的好同事在辦公室上網時，告訴我一個天大的消息。原來在數

星期後，Athens將會舉辦一個名為Rockwave的搖滾音樂節，當中更邀請到

正在全世界做巡迴演出的著名樂隊Placebo作壓軸表演嘉賓。但是，當我

們問當地人前往舉辨場地的方法時，他們都說沒有聽過那個地方。因

此，每天上班時我們也會額外撥出一些時間，到網上找找資料、計劃行

程。然後，最期待的一天終於來到了！音樂節的氣氛很是熱烈，不同的

團體也魚貫出場，有些演出是很棒的，當然也有很爛的，更有些很明顯

是宿醉未醒的。歷時十多個小時的演唱會轉眼便過，也不在此多作描

述，因為音樂是用聽的而不是讀的！音樂會結束後我們更在營地裡露

宿，幾個滿身汗臭的男人擠進一個小小的帳篷內，大家都因此過了一個

別具風「味」的晚上。

後記:
旅行時，寫下一篇又一篇的日記。回來已有半年

多，那日記還放在琴上的書堆中，一直也沒有翻

過。直到寫這篇文章時，一個個異地的感覺再次

湧上我心頭，日記還是原封不動地在書堆中等候

我。究竟裡頭還埋藏了多少我早已忘記的回憶

呢？多想有一個休閒的下午，可以聽著希臘的歌

謠，再一頁一頁的展開我的旅程……(事實上，我

當時嫌百二蚊一隻的CD貴，所以沒有把它買下！

人生果真是充滿遺憾……T^T)

upper: writing、lillian、jay、進、
natalie、flora、yori

lower; 晴、十五、爆、傑、ching bee

由 到 ......量資坊 叱測堂

Upper: Chiu, Mandy, Chris, Annie, 
              Eric, Keanu, Samson, Pinky

Lower: Darren, Zimon, Kenneth, 
             Jenny, Samantha

position name nickname contact no.

主席

外務副主席

內務副主席

財務秘書

常務秘書

學術秘書

體育秘書

康樂秘書

福利秘書

宣傳秘書

出版秘書

體育秘書

葉文杰

姚俊傑

殷錦洪

嚴子晴

孔青

王偉庭

劉超強

鄧家敏

王毓宜

陳天欣

劉楚翹

梁國進

爆

十五

傑
晴

ching bee

writing
jay

進

lillian
yori

natalie
flora

6406 2148

9522 5191

9244 1670

6081 3968

6350 3304

6577 4026

9382 5805

6036 5099

9189 3231

9256 9066

9608 4966

9256 6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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