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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請您相信我這句話吧：萬萬不可以輕易相信。」
–伏爾泰

編者的話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任何人都可以輕易接觸大量訊息，同時亦有不同
途徑去散播消息。然而，在這個真偽莫辨的社會，又有多少是可以相信的。
真相，似乎早已離我們遠去，虛偽的面具以及數不清的謊言背後，更突顯
編委任重道遠。編委的職責既要報道事實，亦要為公義發聲，但在這淌渾
水中，想要掙扎求存從來不是易事，而每一屆的編委都在堅持着自己的理
想，相信的，是總有一天，夢想終究會實現。

薪火相傳，經歷二十餘載的科大編委傳承至此，見證了多少歲月光輝。辦
學生報從來都不容易，有自己的信念要恪守，有自己的責任要承擔，更背
負着別人的期望，在每屆編委的肩上，這些從來都不輕。讓同學了解校內
乃至社會上的大小議題，如實報道時政及校政，做好報道真相和揭露不公
義的第四權角色，這是編委無可逃避的責任，生於亂世，更加需要有這份
堅持，儘管路途遙遠，但，路一直都在。

有幸上莊，對自己，對編委，以及對同學都是一個承諾。來年定當不負先賢，
止於至善。

候任總編輯 陳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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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放榜日期為八月十號，根據校方初步消息，新生註冊日會定於八月十二
日，有別於往年每間學院的註冊日分開，四大學院將會合併成一日，當日亦會
進行學生證辦理手續，地點會從以往的何善衡體育館改為鄭裕彤樓，由於靠近
南閘，變相會減低新生折返賽馬會大堂報名參加迎生活動意欲。另一方面，各
大屬會的迎生活動宣傳將會於十至十三日進行，但相信新生大多只會於註冊當
日即十二日出現，故各大屬會的宣傳只能於一日進行，想必競爭會更加激烈，
混亂情況亦會越嚴重。

每年的迎生活動對不同屬會都是極為重要的活動，而今年的註冊日數減少及路線
變更，相信會令它們難以向新生詳細推銷活動，令新生未必會有充足的認識，亦
未必會參加。此外，在八小時內會有約二千名新生路過，他們大多會在賽馬會大
堂附近逗留，大堂勢必擠個水泄不通，引發爭執的機會極大，管理人流亦有難度。
因此，此安排並非明智之舉，希望校方慎重考慮。

每年八月，科大都會迎來一批新的莘莘學子，在他們懷着興奮﹙又或難過﹚的
心情接受了科大學位後，相信新生註冊日會是他們第一次接觸和認識這所大學。
然而，今年的新生註冊日將會和往年的有所不同，據了解，今年的新生註冊日
會縮短成一日。

科大新生註冊日變天？
撰文：EX 咖喱棒
排版：想訓

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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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indd   5 2015/4/30   00:50



青蛙路事件

撰文：側衛
排版：Qan[T]

去年九月下旬，大專學界發起罷課，抗
議人大八三一決定。與此同時，有學生
在科大北閘附近俗稱“青蛙路”的通道，
以白漆髹上「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
抗爭」字句，為政治冷感的科大添上少
有的社運色彩。雨傘運動過後，標語融
入成為青蛙路的一部分，路人習以為常。

直至本年三月初，全國政協委員、行會
成員廖長城「空降」科大校董會，成為
新主席，其親北京的言行使校內師生對
本校日後的言論自由感到不安。到了四
月三號，這種不安開始成為現實。當天
清晨，校方借維修道路為名，企圖將地
磚換走，同學得悉後到場守護大字，髹
在紅磚地上十二個大字，再次成為全校
的焦點。這不僅是因為政治上的問題，
亦是因為當中帶出有關落實校園管治的
問題。

事件經過
四月三號正值復活節假期，校園人煙稀
少，而且校方在未有通知之下便開始清
理標語，清理標語一事並沒有得到太多
人的留意。有同學得悉事件後馬上到場
阻止施工，並要求校方交代事件，唯校
方並沒有即時回應。與此同時，科大學
生會發出聲明，表示早前已知悉並反對
校方舉動，強烈譴責校方打壓學生運動。
之後留守學生被保安用鐵馬圍住，雙方
對峙近六個小時後校方撤走工人和保
安，停止施工。

四月三號正值復活節假期，校園人煙稀
少，而且校方在未有通知之下便開始清
理標語，清理標語一事並沒有得到太多
人的留意。有同學得悉事件後馬上到場
阻止施工，並要求校方交代事件，唯校
方並沒有即時回應。與此同時，科大學
生會發出聲明，表示早前已知悉並反對
校方舉動，強烈譴責校方打壓學生運動。
之後留守學生被保安用鐵馬圍住，雙方
對峙近六個小時後校方撤走工人和保
安，停止施工。

23.1.2.indd   6 2015/4/30   00:50



Page.7

翌日學生與校方繼續在現場對峙。科大
罷課委員會在網上和民主牆發表公開信，
要求校方正面回應會否拆除字句，並於
四月七日正午前回應，否則會考慮將行
動升級。罷委稍後發出聲明，擔憂此事
會為校方打壓校園自由、施行單邊政策、
漠視學生意願開下先例，呼籲校方擱置
工程，促進校園共治。到了四月七日，
校方表示暫時擱置北閘小徑修路工程，
並將與科大學生會商討大字去留問題。
青蛙路的標語得以保留。

另外，在事發幾天後的四月十日清晨，
來往連接橋和天一泉的通道被髹上「我
要真普選」油漆標語，相信和青蛙路一
事有關。該標語已於四月十五日清晨被
校方清理，事前同樣未作通知。

校方在事件中的態度一直左右着事態的發
展。姑勿論校方平整路面的理由有多勉
強，在事件初期，校方無視同學的意見擅
自施工，在與留守同學對峙期間寧願要求
報警也不直接出來與學生對話，可見校方
對學生的專制、傲慢、不近人情。

有趣的是，青蛙路一事校方要等到動工
後 三 天 的 四 月 七 號 才 遲 遲 回 應。 但 在
天 一 泉 的 標 語 出 現 後， 副 校 長 ( 行 政 ) 
Mark Hodgson 在 當 天 下 午（ 四 月 十
日）便向全校發出公開電郵，表示學生
不應以破壞學校設施的方法來表達言論
（ Any expression of views cannot 
take the form of defacing of University 
property），批評相關學生行為無禮（This 
type of action is disrespectful to the 
entire University community），並呼籲
其停止行動（call on those responsible 
parties to stop such actions）。態度和
反應與前幾天在青蛙路一事上，可謂天差
地別。

其實，科大校監為行政長官梁振英、校董
會往往以親政府為主，反對學生活動並不
出奇。然而連路上一句象徵式、無太大影
響力的標語都不放過，欲除之而後快，未
免有失作為高等學府的風度。

《大學》開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現代大學的存
在意義除了科研和教學外，亦包括創造、
開放、批判等精神。一所完整的大學不只
有一個代表官方的管理層，師生才是大學
的本體；一所真正的、上進的大學更不應
該只有校方的價值觀和聲音，只允許一種
聲音存在的學府，或許是職業訓練所、或
許是軍校中小學幼稚園，但絕對不是能突
破既有盲點，推動人類創新進步的大學。

校方態度

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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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與影響
是次事件除了再一次顯示了校方的態
度外，也在學生之間引起了不同方面
的爭論：

青蛙路標語的保存價值

有人爭論青蛙路標語是否值得如此堅
決保留，認為若是因為宣傳效果而保
留，大可在標語拆除後重新寫上。若
果只為守護一行字而浪費人力物力，
未免過於形式主義，對學運幫助甚微。

爭取保留標語者則認為這是原則上的
問題。在本事件中標語的功用並非重
點，問題在於校方打壓學生言論的行
為。一旦青蛙路標語被校方無理清除，
便會開了先例，助長校方日後打壓學
運。對此，一旦青蛙路失守，日後再
寫多少標語亦於事無補。

幹事會的處理手法

在本事件中，幹事會的處事手法亦受
非議。幹事會在動工前已得悉校方欲
清除標語，雖然幹事會表示反對，但
除此之外並無後續行動，包括知會其
他學生。致使校方展開行動時，甚至
傳媒報導前，大部分科大學生毫不知
情。幹事會在本事件中的做法受到質
疑，甚至有人以為幹事會默許了校方
的行為，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校園共治

另外，校方的行為也凸顯了學生一方
在實踐校園共治的困難。根據《香港
科技大學條例》

第二部第五條，科大校方對學校大小事務
有實權，其中條例 (c) 項寫明校方可「建造、
提供、裝備、保養、改動、移去、拆卸、
更換、擴大、改善、維修與規管其建 築物、
處所、家具、設備及其他財產」。理論上
校方擁有權力去清理青蛙路的字句，而在
日常行政上，決策權在校方，學生的聲音到
最後其實只是建議，即使在校董會中學生
校董亦僅佔一名，影響力不大。校園共治，
至少到現在為止，並不是一個對等的勢力
關係。在校方的壓倒性優勢面前，學生該
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仍有待探討。

後續行動

關於本事件的後續行動，罷委會在其聲明
中向校方提出繼續爭取保留標語。保留標
語是本事件中學生組織的主要目的，以捍
衛學生的言論自由。到現時為止，校方仍
未正式承諾保留標語，只表明暫時擱置清
除標語。

此外，亦有建議考慮「拆一寫十」。此建議
由網友和學生組織「科大行動」提出。學生
寫標語的成本遠比校方清除標語的成本低，
長遠而言，校方不可能屢屢因為幾隻油漆大
字而更換地磚。這是學生對抗校方時較有
效的方法。然而，校方或會因此加重對肆
事學生的懲罰。天一泉的標語便是回應青
蛙路事件的產物，被校方認作是一個不合
作的行為，繼而在不足一星期之內被清除。

隨着校方的妥協，「拆一寫十」的行動除天
一泉標語外並未付諸實行，而現在罷委會
和相關學術組織仍在致力於爭取保留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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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誰來守
護我們的聲音
青蛙路事件代表的不僅僅是守護一行標
語這麼簡單， 而是守護我們應有的發言
權。今天清除了青蛙路的標語，就代表
未來任何位於科大校園，而校方看不順
眼的字句，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
消失」。這無關政治立場，因為未必只
有爭取普選的口號才能有此待遇，可能
未來在反對加宿費、反對強制到內地交
流、爭取普選等等的運動中，所有校方
不樂意看到的口號，不論是一行標語、
一條橫額、一張海報、一份傳單，都有
可能被封殺。那麼，我們還能憑甚麼來
捍衛自己？

二戰時希特勒屠殺中的倖存者馬丁·內莫
勒曾經說過：

當納粹逮捕共產黨員時，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當納粹逮捕社會民主黨員時，我沒有說
話，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黨員。
當納粹逮捕工會主義者時，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工會主義者。
當納粹逮捕猶太人時，我沒有說話，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當納粹逮捕我時，已沒有人能替我說話
了。

所以，各位，請守護我們的聲音，守護好
自己的聲音。至少，到緊急關頭，我們還
有不平則鳴的自由。

圖片來源：科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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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LMES？

Canvas下學年全面啟用！
學校於二零零五年引入 LMES (全稱「Learning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並一直使用
至今。它是個建基於 Sakai 專案的學習管理系統，以大家熟悉的 Java 語言編寫。現時學生主要透過
它下載講義和查看成績，雖然它還有不少其他功能（如時間表），但師生都不常使用。

大家都知道學校將於下學年正式以 Canvas 取代LMES，不過各位未必會留意到兩者的分别。其實校方
早已為教職員提供工作坊介紹 Canvas 的使用，以便他們日後適應，但卻從未向學生正式介紹這個新
系統。小編這裏就跟大家簡介一下 Canvas 系統，希望各位來年使用新系統時不會感到困難。

全新的介面
兩個系統最大的分别當然是它們的介面了。LMES是近十年前的產物，用戶控制板主要由多個長方形欄
組成，明顯有昔日一般網頁的設計風格。

Canvas 則顯得簡約一
些，首頁主要由三大部分
組成。由於「活動流」(
「Recent Activity」)佔
了最大的部分，學生似乎
能更輕易留意到各課程的
公告。右方的側欄也佔了
不少版面，提醒學生各課
程的待辦事項。而課程列
表設於上方的導航欄中，
以下拉菜單形式出現，亦
節約了許多空間。

撰文: 傲霜
排版: 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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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下學年全面啟用！

 時間表更易用

科大師生一向都不太喜歡使用
LMES 的時間表功能，小編也覺
得它實在是不方便。

不過 Canvas 提供的時間表會
比較方便，除了有普通的一周
時間表外，它還有月曆的功
能。而且右上角有明顯的「＋
」符號，學生加入自己的事件
也很方便。

連接到其他服務

Canvas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可以連接
到其他服務接收通知，例如 Face-
book 和 Skype 。

現時學生若只使用 LMES 的內置
功能，最多只能將通知發送至自己
的電郵而已，未必能時常查看。如
果連 Facebook 等常用社交平台
都可接收通知的話，學生不單能
第一時間看到教授的通知，恐怕
連 Canvas 也不必經常登入了。
下學年 Canvas 全面啟用後，各
位同學可别忘了這個功能的存在。

查看文件

在 Canvas 中，文件分為個人文件、課程文件和小組文件。當中個人文件可算是最方便的新功能，學
生可自行上傳文件。雖不確定學校日後會否將此功能關閉，但學生現時在 Canvas 還是能正常上傳文
件的，而且每位同學都有五千萬位元組(50 MB)容量可以使用。

圖片僅供參考
參考資料及圖片來源
1. http://guides.instructure.com
2. http://celt.ust.hk/files/public/canvas_milestone.png 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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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科大學會選舉宣傳期
海報、橫額、Chanting、大抽獎……這不
是年宵市場、不是工展會、不是甚麼嘉年
華，這是科大一年一度的盛事——學會選
舉宣傳期（ Promotion period, Pro P）。
在整個二月中，科大學生會屬會的候選內
閣，各出奇謀，透過舉辦不同活動，以求
會員向他們投下信任票。

Promotion
Period

一年一度的宣傳期，帶給同學不少歡樂和
難忘的回憶。本文刊登之時，各學會上下
莊均已順利交接，趁大家對宣傳期還有
一點印象，不妨回顧一下當中的幾個焦點
吧。

1.Chanting

Chanting，或曰 「嗌莊」，是科大各學
會的傳統活動，意在促進宣傳效果和會
員的歸屬感，然而一直因其聲量過大的
備受爭議。
本文無意爭論 Chanting 是否有其必要，
純粹以各學會 Chanting 時的情況略作評
論。

氣氛方面，各學會的 Chanting 都能帶動
整個全場氣氛，幾百名不同學會的成員
聚集在 賽馬會大堂中大喊口號，場面熱
鬧，吸引不少路人駐足圍觀。一如既往，
本年 Chanting 時間分成三節固定時間，
各學會在同一地方和時間進行 Chanting 
, 各學會爭位、疊聲情況嚴重，除了導致
學會間不必要的衝突外，路人也很難清
楚分辨各學會的口號。

音量方面，每次 Chanting 的音量平均
在 九十分貝左右。 Chanting 範圍內人
聲渲沸，無法進行口語溝通，因此不少
同學在 Chanting 期間 取道 “Skywalk” 
來往教學大樓和宿舍。亦有國際生不滿
Chanting 時聲量過大，繼而在大字報牆
上表達不滿，顯示 Chanting 的安排仍然
有待改進，以平衡學會和其他同學之間
的利益。

撰文 : 阿庫拉
排板 : 虛淵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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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阿庫拉
排板 : 虛淵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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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分配

宣傳期間，我們發現靠近電梯口的攤位
（見圖（1））擁有較大的可用面積。
儘管電梯口必需預留一定面積以供行人
通過和 Chanting 所需，但在 Chanting 
過後，附近的攤位便可佔用這些空間；
相反，在其背後的攤位只能共用一條狹
窄的通道，人流一多便變的水洩不通
（見圖（2））。

不過，即便如此，在 Chanting 期間大
堂電梯口附近仍顯得擁擠不堪。儘管校
方在 Chanting 期間有意識地加設鐵馬
和界線來劃出行人通道，但到了 「Last 
Chant」 等的時段，由於參與活動的人
數太多，劃出的行人通道依然被完全堵
塞，使行人不能通過該區域，或使用電
梯到達 LG1。

另外，按照慣例，新加入屬會的攤位
被安排在場地的最外圍（攤位編號在
四十八以後，圖（3）左側），被指難
以吸引人流。希望往後的場地規劃可以
多加考慮以上因素。

3. 攤位佈置

本年學會宣傳期和以往最大分別，在於本
年的大部分攤位的基礎從角鐵改為可折疊
帳篷（Marquee）。此做法由校園設施管理
處 (FMO) 提出，原因是校方認為角鐵比較
脆弱，而且加上裝飾後顯得重心不穩，之
前有被強風吹跌倒塌的前科，因此建議改
用一體化的帳篷。經過一輪商討，學生會
和校方達成共識，由學生事務處（SAO）
出資購入一批帳篷，交予學生會幹事會管
理，供其屬會使用。帳篷的好處除了堅固
以外，其劃一設計方便管理宣傳期的管理
方監管，而其容易折疊的特性也方便同學
佈置攤位。

然而，在宣傳期中不難發現，帳篷比角鐵
更輕，使用時需要用沙包固定，受強風吹
襲時或許不會倒塌，卻可能會被整個吹翻。
因此在宣傳期中，個別學會對新做法表現
出程度不一的不信任。除了有少數學會沿
用角鐵搭建攤位外，也有學會在帳篷外部
搭建角鐵架作加固之用。帳篷的存在是否
必要， 實在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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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批帳篷在管理上也出現問題。作
為管理方，有意見指幹事會在租出和回收
帳篷時，辦事處均出現人手不足的問題，
使交接帳篷時情況混亂，甚至需要由學生
會職員獨自收回帳篷，惹來批評。

從角鐵到帳篷的轉變究竟是好是壞，有待
探討。

4. 大型宣傳品（大 Dec）

本年各學會的大型宣傳品也是宣傳期中
的焦點，各學會的候選內閣均發揮其藝
術細胞，造出具話題性的大型擺設，吸
引行人駐足拍照。大型宣傳品製作需時，
儘管當中大部分材料都是可回收物料（如
紙皮），但有些學會的候選內閣每週都
會更換一次大型宣傳品，付出的人力物
力是否值得，有待討論。

此外，宣傳期間，偶有同學投訴宿舍附近
有人通宵製作大型宣傳品，令人難以入
睡，但情況並非嚴重，惟有關人士應多加
注意製作宣傳品期間對附近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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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上宣傳戰

和以往的宣傳期一樣，大部分學會候選
內閣都有開設面書（Facebook）專頁或
者私人網頁，向公眾介紹其候選內閣和
活動。本年的網上宣傳活動頗有互動性，
有候選內閣在情人節期間設立網上告白
牆和問答遊戲。另外也有個別宿生會開
設留言板功能，乃至在網上直播其諮詢
大會實況，使時間並不充裕的會員也可
以深入了解候選內閣。

另外，亦出現在第三方專頁上進行宣傳
的趨勢，比如較多跟隨者的科大相關專
頁（ 例 如 HKUST Secret ／ HKUST FYS 
Secret ／ WCings, 以上專頁的讚好數均過
二千），間中會發布和個別學會有關的帖
文，以及有關宣傳期的相片。然而有匿名
的告密專頁 （Secret Page) 淪為各候選內
閣支持者隔空罵戰的戰場，當中不少批評
固然有其道理，但亦有不少指控，或屬子
虛烏有、或是含沙射影、或涉及人身攻擊，
對當事人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負擔，實屬遺
憾。近年科大並無參選內閣成員因而發生
不幸事件，然而就在年初，香港城市大學
便有人因為參選壓力太大而自殺身亡，希
望這種不幸的事件不會因為流言蜚語而再
次發生。

圖片來源：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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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omotion Period 剪影

圖片來源：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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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YK
排版：GG

（一）：Drama Soc 戲派 Actorpia ──貪玩嘅小朋友 :D

（受訪者為 Proposed EVP Jenny ( 下稱 [J]) 及 Proposed External Sec.Fai Fai( 下稱
[F]) ）

[ 點睇 Pro P]
Q: 見到你地都有 chanting，想問下你地對科大 chanting 文化有咩睇法呀 ?
A:[F] 我地覺得 chanting 可以團結到我地成支莊，大家可以磨合得更加好。如果 chanting 得唔夠好
somehow 都會令支持我地 chanting 嘅人失望。

Q: 你地點睇今年 PRO P 嘅安排呀 ? 有冇咩位覺得可以改善 ?
A:[F] 其實安排得有啲差。學生會同 FMO 溝通似乎有啲問題，令 chanting 同 counter 都好混亂。

[J] 今年 set 咗好多 rules，限制咗好多嘢。
(Q: 知唔知點解會多咗啲 rules?)

[J] 因為之前幾年出現嘅問題。

[ 關於戲派 Actopia]
Q: 你地 Counter 佈置主題係咩呀 ? 點解會有咁嘅 idea?
A: [J] 馬戲團！
  [F]( 笑 ) 因為我地支莊叫戲派，希望為 member 打造一個「戲劇嘅派對」，而馬戲團哩個 theme 同派
對幾接近，都係俾人開開心心咁入場，開開心心咁走，所以我地最後採用咗哩個 idea。

Q: 係 pro p 期間你地支莊有啲咩目標係好希望達到 ga?
A: [J] 以莊嘅角度黎睇嘅話，就係希望 promote 到俾科大人，尤其 member，了解我地哩支新莊嘅理念，
同埋我地想做到嘅嘢。至於莊內，pro p 可以話係俾我地莊員嘅一個磨合期，互相了解更多。

[F] 補充少少啦，pro p 可以話俾到我地累積經驗，之後我地要搞 fuction 嘅時候，都要 yo 人，收
member，哩啲經驗唔係一朝一夕就有。

Q: 甘目前你地 promote 達唔達到想要嘅效果 ?
A: [J] 一半半啦。Polling 需要 40%member 投票，我個人認為我地 yo 到唔少人黎 counter 玩，宣傳到
我地支莊，但當中好多都唔係 member。另一方面，莊員之間的確認識多咗，但亦都令到有啲誤會產會，
多咗磨擦。

Q: 最後，你地有咩想同大家講呀 ?
A: [J] 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地戲派 Actopia ！ ( 笑 ) 黎緊 polling member 們記得投票呀！

宣傳期（Promotion period）期間，我們曾訪問分別來自不同學會的數個候選內閣，
並登於我們的宣傳專頁上，現特刊登當時的訪談原稿，讓大家對整個宣傳期有更直觀
的了解。（當時為宣傳效果故用口語撰稿，受訪者職位前亦因此有 Proposed 一字，
現為保留文章的「原汁原味」故不作更改，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PR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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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箭 soc Artemis ──友善而充滿
活力 :D

（受訪者為 Proposed IVP  Maisy  ）

[ 點睇 Pro P]
Q: 首先想問你地對今年 PRO P 安排有咩睇法 ? 有
冇覺得有咩地方需要改善 ?
A: 我覺得……收 form 嗰陣改咗好多次 deadline，
所以就有好多改動，例如原本 4 個 period 就變咗做
3 個，令到我地唔知我地個宣傳期係一個禮拜定再
加多兩日，變相係安排上出現咗混亂。希望下年安
排方面可以一次過搞掂哂，唔好分開幾次搞。

Q: 唔知你地又點睇 chanting 文化呢 ?
A: 好壯觀呀，都幾神奇，但係其實出面睇佢地嘅話

唔係好知咩事，聽唔清佢地嗌嘅內容。

[ 關於箭 soc Artemis]
Q: 你地 counter 個主題係咩呀 ?
A:  ( 秒回 ) 狩獵！因為 Artemis 係狩獵女神，狩獵
嗰陣啲人要射箭，同我地箭 soc 相關，於是我地就
用咗嚟做主題。

Q: 成個 Pro P 期間，你地有咩 aims 想達到 ? 達唔
達到？
A: 我地其實係想做到兩樣嘢嘅，首先就係想更加
多人知道我地箭 soc 啦，其次就係想 member 知
我地哩支 nom 莊，Artemis。某程度上我地都做到
嘅，多咗人玩完之後問我地可唔可以做箭 soc 嘅
member。

Q: 如果你地上到莊，有冇咩想搞呀 ?
A: 我地除咗會搞以前都有嘅活動，仲有新鮮啲
嘅就係想搞 ocamp，所以都想之後可以收多啲
member。
　(Q: 咁你地希望收到大概幾多 member?)
  A: 今年希望收到 150 個 member。

Q: 到最後，唔知你地又有咩想同大家講呢 ?
A: Polling 啦，Member 們記得投票啦，唔好再潛

水啦！係時候浮面啦。( 笑 )

（三）：動漫畫學會 Sakurasou 櫻花莊──
我地係偽毒 :D

（受訪者為 Proposed P 直白 ）

[ 點睇 Pro P]
Q: 唔知你地對今年 pro p 安排有咩睇法呢 ?
A: 我地覺得 soc meet 方面安排得唔係幾好，經常提
前 1 至 2 日至通知我地要開會，又會改期。本身聽講
話 1 月 21 號會搞掂 counter 啲嘢，結果推遲咗，種
種延期嘅安排令我地本身嘅 pro p 計畫跟唔上變化。
咁樣嘅情況唔理想，希望有所改善。

Q: Pro P 期間逢 12 點同 6 點有 chanting，唔知你地
點睇呢 ?
A: Nom 莊嘅層面上睇嘅話，係冇乜特別嘅，因為嗰
段時間我地通常會留喺 counter 到，可以話係冇影響
嘅；至於個人層面上嚟睇嘅話，一旦經過 chanting 
area 附近嘅地方，就會發覺都幾嘈，試過 LG7 都聽
到 chanting 聲，另外 chanting 會有 dum 地嘅動作，

路過會 feel 到輕微地震，都有少少滋擾。

[ 關於 Sakurasou 櫻花莊 ]
Q: 請你形容一下你地莊嘅時候，你用「偽毒」哩個
詞，「偽毒」嘅意思係 ?
A: 我地啲莊員其實個個都好樂意同大家交流，同大
家做個朋友！我地好 friendly ga。

Q: 你地莊嘅 counter 都幾有特色，唔知係咩主題呢 ?
A: 我地係動漫 soc，所以用左和風做主題，加咗日本
風格嘅元素 decorate，例如櫻花，和式窗簾。

Q: 如果你地上到莊，唔知又會有咩搞作呢 ?
A: 我地計畫搞 Joint-U event，校內都會搞活動俾
member 聚下，交流下。詳情係我地 year plan，有興
趣嘅同學可以關注。

Q: 最後，櫻花莊有咩想同大家講 ?
A: 如果我地成功上莊，嚟緊一年希望大家會多多支
持櫻花莊！仲有希望中意動漫嘅大家唔好怕醜，加入
我地動漫 soc，一齊玩啦！ ( 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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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Q&A
（四）：Nature Club Dodoars ──唔至行山咁簡單嘅活力派！

（受訪者為 Proposed Financial Sec. Chris Chan ）

[ 點睇 Pro P]
Q: 唔知你地係點睇 pro p 安排呢 ?
A: 安排方面有好有唔好啦。先講好嘅，就係 chanting 位置方面嘅安排都係足夠嘅，大家有各自位置唔
會逼埋一齊，所以尚算和諧。另外就係抽 counter，因為三個星期嘅位都唔同，有時有機會抽到比較好
嘅位置。但咁都同時產生咗唔好嘅一面，就係個個星期我地 counter 位置都變，搬 counter 嘅過程都幾
麻煩，所以以我地今次經驗嚟睇，都係覺得三個星期都係同一個 counter 位置會比較好。

Q: 另外我知你地都有 chanting 喎，唔知你地點睇科大哩種文化呢 ?
A: 我地 last day 參與咗 chanting，覺得可以凝聚我地成支莊嘅人同會員，甚至係科大嘅同學。當中同

其他 soc「對 chant」斗大聲嗰陣，都團結到我地。

[ 關於 Dodoars]
Q: 你地 pro p 完咗，覺得達唔達到預期嘅效果啊 ?
A: 我地睇番覺得係達到嘅，應該話甚至比預期嘅好。因為我地以 souvenirs 為第一步，吸引啲人
嚟 counter 玩，透過遊戲令佢地了解我地 nom 莊，了解我地哩個 club，期間都聽到啲意見話我地啲
souven. 好吸引，有水樽、USB 之類，令到更加多人嚟。

Q: 假如你地成功上莊，會搞咩活動啊 ?
A: 我地會搞嘅活動係以享受或者學習為主嘅，例如會組織踩單車去南生圍，踩單車係比較大眾化嘅活
動，我地將終點定喺南生圍，就可以俾大家欣賞到嗰到嘅靚景！另外我地都會同其他 soc 合作，例如
photo soc，搞觀星。學習為主嘅活動就比如話會俾大家去嘉道理農場，俾大家學到農作相關嘅知識，
又或者係帶大家去濕地公園，觀察鳥類，增加對大自然嘅認識。我地搞嘅唔同活動會俾大家接觸到唔
同嘅動植物。我地希望改變科大嘅同學仔對我地 Nature Club 嘅印象，我地唔係成日都淨係行山。嚟緊
搞嘅活動唔會咁側重係行山，而係有更多形式，活動前我地會再宣傳！

Q: 最後，你地有咩想同大家講呢 ?
A: 請大家支持我地 Nature Club ！支持我地 Dodoars ！我地會搞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適合唔同人參
加，接觸到大自然，請大家都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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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Q&A

Level 1
1. 從 LSK 回宿舍亦可選擇走「大斜」，可避開下課的人群，但在夏天就不建議走這段路，因
為大多路程是沒有遮陰。
To avoid the crowd, you can choose to walk down the slope from LSK instead walk through the campus 
buildings. But it’s not recommend this in summer since there is no shelter down the slope.

2. 於 Learning Commons （簡稱LC）中有兩間電腦室，一間是微軟電腦，另一間是蘋果腦，
電腦程式齊全，Adobe Photoshop、InDesign 等軟件皆有。
The computers in the E-Learning Classrooms in the Learning Common (LC) are equipped with soft-
wares like Adobe Photoshop and InDesign.

3. 在 Souvenir Center 旁邊有郵筒（雖然沒有甚麼人會寄信）。
There is a postbox outside the souvenir center.

4. Souvenir Center 亦有郵件磅重和郵票售賣的服務，你亦可在那裏入錢進科大卡，不用對着
那些十張紙幣才收一張的垃圾電子機。
On-campus postage weighing and stamp selling are provided at the Souvenir Center. You can even add 
value for your HKUST Card at there.

5. 同學可於圖書館或各座宿舍的休息室中閱讀當日報刊，圖書館報刊種類較多，而休息室則只
有明報及南華早報。更新報刊時間約為每日十點。（雖然沒有甚麼同學會經常閱讀報刊）
Students can read daily newspaper in the library and the common rooms in dorms. Only SCMP and 
Ming Pao are available in the common rooms.

6. 在 McCafe 買東西吃可以順便買餐廳的其他食物（如果太多人排隊可以考慮一下買一個小甜
點再搭一個正常包餐）。（雖然算不上是科大的秘密）
You can order other food at McDonalds if you buy food from McCafé. (If the queue is too long at Mc-
Donalds, you can try to buy a combo along with a light dessert from McCafé.)

投稿︰終於有下莊嘅再思、
            終於有下莊嘅 Y.Y
Translation:  Frog, who was finally happy, 
had slaves.
Typesetter: Zoe

各位讀者，如今大家都至少在科大生活了大半年，但各位究竟對我校有多熟稔呢？以下就有份
簡單的「測驗卷」，其實有一半都只是作為科大人應該要知的事（另一半則是八卦），希望各
位都能合格，不然這麼多設施和資源都沒有用過，就真是白讀科大了（也不是啦，如果你有好
好讀書的話）。

Being a part of the HKUST family, just how well do you know about it? Take the quiz below and find 
out if you have wasted your time at UST without using these amazing resources and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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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們平日在 Hall 望出去的海叫作牛尾海，不是清水灣。
The sea we enjoy along seafront is Port Shelter, not Clear Water Bay.

8. 你可以在 my portal 的 Sports Facilities Booking 裏 book 到 Common Room、-
Meeting Room 和鋼琴房（原來彈鋼琴是體育！）。
You can book the Meeting Rooms, Common Rooms and Music Rooms via  “Sports Facilities 
Booking” in My Portal.

9. 同樣在 my portal，你可以用 Check Print Budget Balance 用學校以外的電腦印筆
記（不過只能印豪華版就是了）。
You can print your notes using Check Print Budget Balance in my portal, so you can use your 
own computer to print notes in Barn.

10. 你可以在網上預約其他八大院校圖書館的書，而且書還會直接送過來科大，一毫子
也不用給（自己 search HKALL，抵過公共圖書館預約） 。
You can request items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in HK via the HKALL website, and the requested 
items will be directly delivered to UST free of charge. 

11. 天地堂間太無聊，可以搭升降機上七樓，對外開放不會鎖門（人稱天堂的地方）。
If  you are bored by your long class gap, you can take the elevator to the 7th floor which is open 
to public. (People call this place as “heaven”.)

Level 2

12. 在科大，同學每天往返宿舍都會走過的 bridge link，於早上日光會在地面上照出
往學術大樓方向的箭嘴，下午的時候箭嘴則會變成指向宿舍。（同學日常上學可留意地
面）
The sunlight will penetrate through the Bridge Link (the daily routine for students who live 
on-campus) and appear as arrows which pointing at the academic building at daybreak and at 
the dorms in the evening dusk.

13. Bridge link 望向 LG5 free zone 會看見左、右、下三面牆中間有交叉型的扶手電
梯，形狀極似「凶」字，有傳因此 bridge link 上方的牆選擇了與科大不太配的半圓拱形
（科大初期建築裝飾多數選三角或正方，甚少有圓形等彎線），使之看上去不太似
「凶」字 。
When looking at the LG5 Free Zone from the Bridge Link, you can see escalators criss-crossing, 
resembl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凶”(meaning vicious or inauspicious).

14. 因為科大地勢問題，學術大樓中實驗室和辦公室差了半層，所以由舊翼走去實驗室
分層一定要經過樓梯；更吊詭的是，不知為何學校給實驗室分層數時，介乎舊翼五樓與
六樓間的那層不跟下面層數的模式「向下取」叫五樓，而是叫六樓，令實驗室大樓出現
消失的五樓。（除了 LG5 ，科大有頗多樓層都莫名其妙消失）
Due to geographical reasons, there is a half-fl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boratory and the 
offices.

15. 當年嶺大差點起在科大現址，科大差點起在嶺大現址（如果真是這樣，住在西北三
鎮的同學應該會很高興……）。
Lingnan University nearly chose to be located at Clearwater Bay ; HKUST nearly chose to be 
located at Tuen Mun. (If it had really happened, students who live in Tuen Mun, Yuen Long and 
Tin Shui Wai would be thrilled.)

Lev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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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us

17 marks: Full marks!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a true expert on HKUST. 

13-15 marks: Great, you know a quite few of the unknown facts about HKUST!

9-12 marks: Well done, you know your school more than the average student!

5-8 marks: Not bad, you know the basic facts about your school.

Below 5 marks: You may be a little bit clueless towards your own surroundings, but 
hopefully you learnt a lot from this little quiz!

完。
End.

Image Sources: imgbuddy, http://mbacareer.ust.hk/, yunhe

Results

16. 除圖書館外，Language Center 亦會開放予同學溫書，在圖書館爆滿時亦不失為一個好
地方。
Apart from the library, the Language Center are opened to students for studying. You may want to 
check out there if the library is full.

17. 呃……其實來年就是科大廿五週年校慶了。
Erm... Actually the next year is HKUST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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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袋徵費新措施

豁免準則複雜　市民易感混亂

儘管政府希望推動環保，但有時使用
膠袋還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市民在
購買某些商品時可獲豁免徵費。然而
一般市民未必熟悉徵費措施，加上豁
免的準則十分繁複，不論是顧客還是
商戶在分辨貨品時都可能會感到混亂
或者出錯。

實行細節你要知

舉例說，沒包裝的麪包可豁免膠袋收
費，而氣密包裝的麪包則不能豁免。
但即使是有包裝的麪包，如果封口沒
有封實，也可豁免徵費。又例如，即
便是同一款罐裝飲品，如果是冷藏的
就可豁免徵費，相反如果是室温的就
不能豁免了。

豁免膠袋收費的貨品
1. 屬貨品一部分的膠袋
2. 非氣密包裝食品
3. 冷藏／冰鮮貨品

第二階段之「膠袋收費」已於四月一日全面推行，除購買特定種類的貨品外，商戶須對索取膠袋
的市民收取額外費用。假如商戶被發現免費派發膠袋，則環境保護署可向有關人士發出一份二千
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其用意在於鼓勵市民自備購物袋，然而措施實行上存在不少問題，並
有擾民之虞。

簡單而言，要判斷一件貨品可否豁免膠
袋費，我們先要看該膠袋是否貨品的一
部分，再看貨品是否有密封的包裝，最
後還要分辨貨品是否冷藏的。對此，環
境局局長黃錦星曾表示只要有理性和常
識就能判斷，可見黃局長的理性和常識
還真是非凡。不過，法例實施的首個月
是過渡期，政府一般只會對違例情況作
口頭警告，市民還有一段時間可以適應。

撰文：傲霜
排版：等待中

撰文：傲霜
排版：等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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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傲霜
排版：等待中

執法漏洞多　靠商戶自律

雖然豁免準則如此複雜，但還是帶來了不少的漏洞。例如有商戶先將貨品減
價五毫後再出售，變相令膠袋徵費形同虛設。又例如商戶將不獲豁免的貨品
放在原本獲豁免的膠袋裏是需要徵費的，但如果是由顧客親自放入則不用徵
費。由於這些走灰色地帶的行為難以規管，因此也只能夠靠商戶自律了。

商戶派紙袋　或適得其反

早在膠袋徵費首階段實施時，就有部分店舖以改派不織布袋或紙袋來逃避徵
費，惹來不少人質疑措施的成效。本階段涵蓋的零售店由約三千五百間大幅
增至逾六萬間，而且大部分不織布袋亦被列入膠袋徵費計劃之內，所以新措
施有可能令大量商戶轉用紙袋，難以達至其鼓勵環保的原意。

膠袋本來就是用於取代紙袋，使用紙袋其實更不環保。據環保觸覺的資料，
比起生產膠袋，製造紙袋需要四倍能源，造成的水污染更是高出五十倍，回
收時也需要九倍能源。這是因為製造紙袋不單需要大量砍伐樹木，還會耗費
大量水資源。儘管如此，新階段的徵費措施並無對不含塑膠成分的紙袋進行
收費。

收費水平不一　先了解免爭拗

首階段的膠袋收費是劃一的，但第二階段膠袋徵費中，政府只設五毫的收費下
限，商戶可自行決定膠袋徵費的款額，而且可自行保留收取的膠袋費用。根據
經濟日報的報導，有關各大公司每個膠袋的收費，海洋公園最高收五元，榮華
餅家最高收三元。可見部分商戶或會收取遠高於五毫的膠袋費用，市民在索取
膠袋前應先了解收費金額，以免付款時發生爭拗。

而且，膠袋徵費始終是治標不治本，環保不是單靠減少膠袋使用量可以做到
的。比起其他地區，香港的環境保護算是落後。除了膠袋徵費外，其他的環
境問題也是不可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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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災難－梁振英或競逐連任？
當選前信誓旦旦　當選後承諾落空
梁振英自二零一二年上任特首以來，本
港的民怨便一直在沸騰，有不少聲音都
要求他下台。現時距離下屆特首選舉尚
有兩年，梁振英在三月二十四日竟然公
開表明不排除競逐連任的可能性。之前
一直都拒絕回應會否競逐連任的梁振英
為 何 會 突 然 公 開 表 態 呢？ 香 港 市 民 究
竟 能 否 接 受 梁 振 英 兩 年 後 連 任 特 首？
這 兩 年 來 梁 振 英 的 政 績 又 是 如 何 呢？ 

市民恐梁連任　支持政改通過？

對於梁振英公開表達的用意普遍有一説
法，大家信也罷，不信也罷。主要是説梁
振英利用香港市民害怕他的心理，恐嚇市
民如果沒有所謂的「普選」他就會連任特
首，從而增加政改獲得通過的機會。這就
是最近常説的「無普選梁連任」論了。不
少泛民議員隨後亦公開呼籲不能因為害怕
梁振英連任而支持「袋住先」方案。但可
以肯定的是，即使接受了「袋住先」方案，
假如選舉制度沒有重大改變的話，要選出
另一個「梁振英」作特首也不是甚麼難事。

上任以來　不得民心

其實就算不看數據，也不難感覺到市民對
梁振英的看法。他兩年前剛上任時支持度
還有約五成，但漸漸便失去了市民的信任
了，現在的支持度只剩下四成。

也許有人會說四成的支持度並不低，或
者我們換個角度，如果讓普通市民投票
選出特首，梁振英能當選嗎？答案是否
定的，根據最新的港大民研，只有大約
兩成市民會選梁振英為特首、約六成市
民不會選他為特首－這也說明了為何近
年頻頻出現反梁示威。

撰文：傲霜
排版：不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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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怨沸騰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梁振英還未
上任時就已引起了一連串的僭建風波，後
來更硬推國民教育、新界東北發展等多項
具爭議性的政策，近期又被揭發秘密收受
了五千萬的利益。如果梁振英再當上幾年
特首，實在不知他會否強推「廿三條立
法」，又不知香港引以為豪的廉潔和自由
還能否殘存。

輕下諾言　大話連篇

梁振英有時會被稱為「大話英」，誠信備
受質疑。他競選特首時曾許下不少諾言，
但最終似乎都變了「空頭支票」。他也說
過不會再分唐營、梁營和何營，只有「香
港營」，但上任後卻依舊用人唯親。

梁振英說大話也不是參選特首後才開始
的，他的「事蹟」近年也是鬧得熱哄哄。
例如他說過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材料，結果
還是從政了。然而類似的大話實在太多，
這裏也不能盡列。

這個人，香港市民真的敢相信？

就算將來一人可以有一票選出特首，
如果每位候選人的質素都像梁振英一
般的，那麼也是沒有意義的。由沒有
民意基礎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不
符合中央心意的參選人最終會被「篩
走」。若貿然接受政改方案，屆時中
央則可聲稱已履行對香港實行普選的
承諾，真普選將遙遙無期了……

參考資料及圖片來源
1. 港大民意網站 http://hkupop.hku.hk/chinese/
popexpress/ce2012/cy/index.html
2. http:/ /topick.hket.com/res/v1/image/
content/570000/572902/tamn20141021204_1024.jpg
3. http://img.anyanother.com/image/no/54584/
我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

政綱  優化外尸來投資移民政策？
結果  暫停投資移民
政綱  完善郊野公園的保育及發展？
結果  提出用郊野公園土地重難建屋
政綱  研究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工作？
結果  仍未有立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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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最成功的獨裁者？

三月二十三日，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與世長辭，
享年九十一歲。他的一生充滿傳奇，新加坡今天大
部分的經濟成也可歸功於他。然而正當有人讚揚他
畢生為新加坡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有人批評他獨裁
專制。究竟李光耀的管治手法值得香港效法嗎？新
加坡人民的生活又真的如我們想像中美好嗎？

對於較輕微的案件，新加坡有更獨特的鞭刑制度懲
治犯人。每位行刑官可都是精挑細選、身強力壯的，
行刑時絕不留手，粗大的鞭子打得人皮開肉綻、鮮
血直流。小至塗鴉公物、非法滯留，也有機會受到
鞭打，就算是未成年少年犯案亦不能倖免－李光耀
就是這樣逼使人民守法的。

袋鼠審判　打壓異己

與一般獨裁或半獨裁國家一樣，政府容不下質疑和
批評，自由從來沒在這星國裏出現過。最近李光耀
逝世後，就有一名十七歲的年輕人（余澎杉）在
YouTube 上載片段批評李光耀，最終被迅速逮捕。

嚴刑峻法　維持治安

嚴苛的法例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引來了很多爭議。
大家可能會想起它禁口香糖等為外人所知的政策，
但其實絕不僅如此。它是少數仍保留着死刑的發達
國家，而且並不是殺人放火才會被判死刑的，就算
是外國旅客，入境時被發現攜有少量毒品也可能會
被判死刑。

圖片來源：66.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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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最成功的獨裁者？

圖片來源：66.hk

要對付異見人士，李光耀有兩大絕招。第一是利用
《內部安全法令》（簡稱內安法），授權政府能不
經審判便無限期拘留任何市民。謝太寶算是內安
法最著名的受害者，他當年被懷疑是共產黨員，從
二十多歲起便一直被關押至近六十歲，失去了三十
多年的青春歲月。後來在八十年代尾政府更大肆發
起「光譜行動」，未經審訊就拘捕並囚禁了二十多
名社運人士，政府更強迫他們在電視訪問中認罪－
儘管他們堅稱自己是無罪的。

另外一招是透過法庭控告異見人士，這也是近年來較
常用的辦法。新加坡法庭對政治案件通常並不會作出
公平的裁決，異見者被政府控告「誹謗」後幾乎都是
敗訴，而且賠償的金額都是他們不能負擔的，最終直
接破產。當然，李光耀打壓異己的手法很高明，通過
打擊小部分的人，來達至殺雞儆猴的效果。

要挾選民　一黨獨大

不了解新加坡的人也許會說：「新加坡是個有選舉的
國家，如果李光耀真的是個暴君的話，那麼選民大可
以選票把他從政府裏趕走！」而事實上，李光耀透過
不同的方法來要挾選民投票給人民行動黨。就在二零
一一年大選前，李光耀就曾恐嚇阿裕尼集的選民說：
「如果你們投票給反對黨，你們這裏就會變成貧民
區。」在新加坡，政府要挾選民並不是一個秘密，而
是個人所周知的事實。

新加坡的確是有着驕人的成就，但是同時付出了沉
重的代價。李光耀孰功孰過，我們現在也許並沒有
資格去定斷，但是歷史將證明一切，新加坡的獨裁
究竟會繼續為它帶來繁榮，還是會使它中落呢？

家族專權　政權世襲？

現在，李光耀已經不復存在了，但這並不代表他的
家族失去了權力。他的兒子李顯龍是現任的新加坡
總理、李顯龍的妻子何晶是國企淡馬錫控股的行政
總裁，李光耀家族可謂繼續把持着朝政，有世襲之
嫌。

撰文：傲霜
排版：等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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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防
香港作為發達的沿海城市，最有可能遇到的外來
危機為，一為外國海空軍入侵， 二是成為核戰
時首批打擊目標。

海防方面，由於香港並非在國土最前端，即使
遇到外敵也有足夠時間等待增援。故駐港海軍
的戰力只達到基地防衛級別，配備兩艘 056 型
護衛艦 ， 六艘 038-II 型導彈艇 ，共計三十四
枚 YJ-83 反艦導彈，火力範圍一百八十公里，
戰力比菲律賓海軍稍高，但在大規模戰爭中只
能說是聊勝於無。遇到戰爭，駐港部隊海軍無
法控制香港海域的制海權，只能保證香港岸防。
而對空方面，香港人口稠密，經濟發達，往往在
各國核打擊名單中位居前列。對此香港的防空部
隊倒是不俗，配備全軍最先進的 HQ-9 防空導彈
和 LD2000 近防系統 。配合解放軍的軍用雷達，
香港具備一定的區域防空能力，可以獨力抵擋小
規模的戰略導彈攻擊。

空軍方面，儘管解放軍在香港國際機場設有赤鱲
角軍事運輸中心，但實際上駐港空軍只能使用石
崗機場作為空軍基地。石崗機場的跑道無法起降
大型軍機，故駐港空軍只有幾架直升機充門面，
更像是陸軍航空兵，只因要湊齊海陸空三軍而喚
作空軍。現時香港領空安全由廣州軍區負責，直
接從位於廣東惠州基地的空軍第九師調動戰機
制空。

陸防方面，山多平地少、高度城市化的香港不利
於大規模陸上裝甲戰，駐港陸軍不太可能與敵方
陸軍正面交鋒。（這也是為何一九四一年日軍要
用上十八天才能完全攻佔香港）因此駐港陸軍以
中、輕型武器為主。在雨傘運動初期，不少人會
擔憂駐港部隊出動坦克，在中環、旺角等地重演
六四一幕。實際上，駐港陸軍只配備步兵戰車，
並沒有坦克，其武器裝備在與武警相約的水準。
但換句話說，駐港部隊火力大幅弱於正規軍。另
外，駐港部隊的全軍在六千人左右，從規模上而
言也說不上是大，人數上能否抵擋敵方主力亦是
問題

駐港部隊武力解構
一直以來，我們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簡稱駐港部隊）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為它是中央政府在香港最直接、最強大的勢力；陌生，是因為它甚少
在鏡頭前出現，除了軍營開放日所見以外我們很難探其究竟。於是，對於駐港部
隊的印象，我們大多只流於片面的推測、軍營開放日的景象、以及對「解放軍入
城」的恐懼。那麼，作為香港的防衛力量，駐港部隊的作戰方向是甚麼？它究竟
能否保護香港、又如何保護香港？下文將會從外防和內防加以解析。

撰文：吹雪
排版：等待中

綜上所述，在對外防禦上，駐港部隊除防空能
力外，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既然如此，駐港部隊是否真的僅僅是用來宣示
主權的政治花瓶而已？

那倒不是。比起對外，駐港部隊主要作戰方向
其實在於內防，也就是應付香港的內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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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防
一九八四年十月，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
委員會 ( 中顧委 ) 主任鄧小平在某場合如此說
道：「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
預。……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
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
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
決。」該演說題為《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1，演說中強調駐港部隊具有宣示主權及防止
動亂的作用。但有意思的是，在該演說中 , 甚
至鄧小平在有關對駐港部隊的言論中，「抵抗
侵略」一詞卻甚少提及。

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中英政府談論香港駐軍問
題時，英國提出萬一香港受到外國侵略時，解
放軍完全可以在深圳和廣州抽調軍隊，而不用
在香港駐軍。對此鄧小平卻不正面回應，而是
以「宣示主權」及「防止動亂」兩點反駁，明
顯默認了英方的觀點 2。

可以看出，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駐軍法》中「防備和抵抗侵略」位居駐港
部隊四項防務職責之首，但實際上駐港部隊的
真正職責乃是第二項：擔負防衛勤務。

「防備和抵抗侵略」與「防衛勤務」的分別在
於前者指外防，後者指內防。內防者，泛指能
引起社會動亂的問題，譬如說是暴動、恐怖襲
擊、叛亂、獨立運動等等。在二十一世紀，對
外戰爭的代價越來越大，而且大部分矛盾可以
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各國軍隊的最大威脅乃
內部動亂問題，而香港恰恰（對中共而言）便
是其中一個容易出現動亂問題的地區。

香港是自由開放的社會，而且上一代香港人多
是因不滿中共統治而移民來港，故有不少香
港人不滿中共政府。加上回歸後特區政府管
治不善，民怨日增，市民遊行抗議等抗爭行為
很普遍 ; 而近年自由行旅客嚴重影響香港市民
生活、中共政府單方面背棄香港普選和高度自
治的承諾，香港人對中共政府日益反感，去年
秋季更有市民發起雨傘運動佔領街道。不難想
像，香港未來可能會發生更大規模、警方無法
控制的反政府示威活動 ; 更甚者 , 基於港獨和
「勇武抗爭」的思想興起，香港出現小規模港
獨武裝分子亦並非不可能。

從駐港部隊的人員編成和裝備上看，駐港部隊正
正就是針對以上憂慮而組建、武裝、訓練的。

基於港獨和「勇武抗爭」的思想興起，香港出現小
規模港獨武裝分子亦並非不可能。
( 圖：美國之音）

1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 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2《今晚報》: 鄧小平為“香港駐軍事件”大發雷霆：女記者嚇得舉不起話筒

人員
駐港部隊三軍的前身均為解放軍精銳部隊，陸軍
前身是井崗山時期的紅一團；海軍艦艇大隊曾參
與八六海戰；空軍航空兵團前身則為空軍運輸航
空兵某大隊，曾參與國內及國外救災任務。

其中，作為主力，駐港陸軍由第四八七團抽調而
來。該團前身為毛澤東秋收起義時創立的「紅一
團」，不僅帶有深厚的政治背景，也是中共其中
一支王牌步兵。在現時能找到的戰鬥記錄中，「紅
一團」在戰時大多負責搶占戰略要地（攻打扣馬
山）、擔任先頭部隊（強渡大渡河）、伏擊（擊
斃阿部規秀、馮家溝伏擊戰）、斷後（狼牙山戰
役 ）等戰術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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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除了軍營開放日和輪換之外，香港
市民是不會和駐港部隊接觸的。這是因為駐港
部隊實施全封閉管理，任何人進出軍營都受極
大限制，有些士兵甚至從未到街上走過。部隊
實施封閉管理，一是務求對香港市民的影響降
到最低；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讓士兵難以接
觸香港市面，從而少受軍方以外的聲音影響。
解放軍在國共內戰時往往以宣傳戰和心理戰策
反國軍，那麼反過來，它一定會相當重視環境
對軍隊的影響，進而竭力避免其他勢力滲透進
軍中。為了保持駐港部隊的軍心，和解放軍其
他部隊一樣，駐港部隊平日需要上政治課，以
確保部隊「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
（出自《解放軍報》於二零一四年的報導）。

套用美軍的一句口號：In God We Trust, All 
Others We Track. 駐港部隊不過是將 「God」
一詞換成 「CCP」 罷了。因此當香港出現如
雨傘運動、政變、港獨運動等具政治色彩的危
機時，駐港部隊只會效忠中央政府，而不會對
香港市民的立場有何在意。同時，在反恐和防
暴作戰中，駐港部隊無論是戰術上和能力上均
佔優勢，可以在短時間內結束戰鬥。

裝備
上文在談論駐港部隊的外防能力時，曾經提
到駐港部隊的武器裝備以輕武器為主，其中
是陸、空軍均沒有與正規軍隊對等的裝備。
然而，以駐港陸空軍現時的裝備，用於防暴、
反恐、非正規武裝，綽綽有餘，使用時甚至
比正規軍的主戰裝備更順手。

首先，陸軍方面，車隊並沒有裝備坦克，而
是以步兵戰車為主。大概是因為六四和蘇聯
解體帶來的影響，使很多人以為軍隊鎮壓時
會出動坦克。實際上，出動坦克此類進攻性
武器意味著宣戰、或者政權受到嚴重威脅，
會引起極大的政治風波和群眾恐慌。在對付
大規模示威和恐怖襲擊時，軍隊動武通常以
「避免破壞建築物和一般市民安全」為前提。
畢竟軍隊的目的是維持社會和政權穩定，而
不是佔領一個廢墟，坦克炮派不上用場（例
如六四事件中解放軍坦克為免破壞城市，並
沒有開火，而是直接碾過人群）。而且，面
對街上或者藏在建築物內的敵人，坦克其實
比想像中脆弱：道路狹窄大廈林立，坦克前
進轉彎開火，都受極大制約，步兵甚至未經
訓練的平民都可以快速接近坦克並摧毀之。
反之，步兵戰車的武器以機槍和小口徑火砲
為主，有利於人員殺傷而較少破壞建築物。
在城市中，步兵戰車的機動性好、火力適中，
更還能搭載步兵生存率比坦克高，而利於驅
散、掃蕩非正規武裝。駐港部隊現時配備
二十一輛 九二型步兵戰車，足夠對付與六七
暴動規模相約的暴亂。

至於人員方面，駐港部隊現時從全軍招募新兵。
其中軍官須具大專以上學歷和經過軍事院校培
訓，士兵須具高中以上學歷、接受一年軍事培
訓。相比解放軍其他部隊，駐港部隊的平均學
歷較高。同時，全軍選拔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挑選較忠誠、政治立場鮮明的新兵，在軍
心不易受假想敵動搖（例如產生反共思想）。

駐港部隊現時配備二十一輛 九二型步兵戰車，屬於
舊型號，預計不久後會換裝更新型號的戰車。
( 圖：中新社 )

可以看出，駐港陸軍人數少而作戰能力優秀，
雖然本身並不是主力作戰部隊，但是善於對付
規模小、輕武裝、靈活性高的敵人。一般而
言，示威者和武裝分子大多以其高靈活性和進
攻性，採取游擊戰術襲擾政府部隊，從而造成
軍事僵局；然而，駐港陸軍正是以游擊戰起家，
面對示威者和武裝分子，不但與其同樣靈活，
而且有更強的戰鬥力和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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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解放軍坦克為免破壞城市，並沒有開火，
而是直接碾過人群
（圖：英國衛報）

面對街上或者藏在建築物內的敵人，坦克行動不
便而且無法開火，比想像中脆弱。圖為被 ISIS
武裝擊毀的美製艾布蘭坦克。（圖： ISIS 組織）

空軍方面，主要應對武裝勢力為主。駐港空
軍配備十二架 WZ-9B 武裝直升機，可以執
行反坦克、反恐、對地攻擊等任務。武裝直
升機的好處是火力強、精準度高，面對藏於
隱秘處的地面人員，可以進行小範圍攻擊而
減少誤擊，而由於直升機機動性好，很難被
地面部隊擊落（在國外戰例中，車臣和基地
武裝分子擊落直升機要同時近距離發射多枚
火戰炮，而且攻擊者會暴露在直升機火力
中，缺少兵源的武裝分子很難承受如此高的
代價）。面對小規模地面部隊（例如游擊隊、
要求香港獨立的起義部隊等）時武裝直升機
具壓倒優勢。

另外，駐港空軍擁有四架 Z-8 運輸直升機 ，
可以執行運輸和搜救工作。以每架 直八 可載 
二十七人計算，遇到突發情況，駐港部隊可在
十五分鐘內空運一百多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到地
面部隊難以到達的地點進行支援（在六七暴動
期間，港英政府曾經使用直升機空降軍警至大
廈天臺，從而攻略僑冠大廈）。駐港空軍或許
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空軍，但是對付只有槍和手
榴彈的潛在「敵人」，已經足夠。

駐港部隊的 WZ-9 武裝直升機進行實彈訓練
( 圖：解放軍部 )

駐港部隊的車隊、艦隊和機隊配置處於剛好夠
用的規模，感覺上還是有點敷衍了事。不過在
單兵裝備方面，軍方卻毫不含糊。從一九九七
年到現在，駐港部隊一直優先配備新型武器，
有些裝備甚至是在駐港部隊配備後才為世人所
知。例如十一式手槍和六式靜音手槍，解放軍
其他部隊至今未廣泛配備；最新的十式狙擊步
槍首先配發駐港部隊。這些新型武器又以輕武
器為主，顯示駐港部隊重視單兵近距離格鬥，
在缺少重火力掩護的城巷戰中佔據優勢。

如果香港境內出現反抗武裝或者失控的示威
者，火力上駐港部隊會佔優勢。但在最罕見的
情況，即使反抗武裝繳獲駐港部隊的軍火，他
們依然不會獲得與正規軍對等的武器。

Pag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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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以下是近年駐港部隊較大型的軍事演習：

年份 

2014 

2013 

2012 

2011 

2008 

內容

防暴演練，模擬驅逐佔領街道
的市民

防空部隊遠赴西北戈壁沙漠練
習發射防空導彈

實彈演習。假設有敵軍攻占新
界，海陸空三軍全殲敵軍，奪
回新界。部隊在演習中曾以粵
語對敵軍勸降。

反恐演習。軍人行經中環、彌
敦道，武裝直升機在維港上空
盤旋。

反恐演習

此外，在每年的軍營開放日中，
公開演練項目大多以反恐演習、
單兵格鬥等為主。反映駐港部隊
主要針對「反恐」和「防暴」兩
個方向進行訓練，已經有心理準
備迎戰未來可能出現的大規模暴
動和港獨武裝分子。

小結
總而言之，駐港部隊具有一定的對外防護能力，但無法抗衡入侵的正規敵
軍。其主要目的是對付在香港生事的恐怖分子、暴亂和主張香港獨立的武
裝。

其實駐港部隊一直與香港內政不太關心，即便是雨傘運動時也不出動，可
以推斷，只有在警方出現傷亡、政府宣布戒嚴、運動中有人使用可致命武
器等嚴重事態時，駐港部隊才會出動乃至開火。但是，在這個動盪的時局，
我們還是要了解現況和事實。
註：
本文為一般軍事評論文章，乃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公開資料和傳媒報導為基礎進行分
析，實際的駐軍情況涉及軍事機密，故本文只供參考。另外，本文旨在向讀者介紹駐港
部隊的近況，並不涉及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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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如果有留意國際經濟的新聞，應該知道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將於本年年
底正式成立，有評論更認為此舉將為全世界帶來革命性的衝擊。但相信對不少忙於温 
Final、搞莊務，打機拍拖的人來說，亞投行依然是一個陌生的詞彙，有見及此，通
識資訊站小編特意向大家介紹亞投行。
註：本人非專業研究人員，此介紹旨在令讀者對亞投行有基礎的認識，如有任何資訊
上的不清楚與錯誤，歡迎讀者來信指出，或自行蒐集資料作研究。

1. 亞投行究竟是什麼東東？

亞投行，全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IIB)，由習近平提出，主張收集金錢
來為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基建設施的
資金，以幫助發展亞洲經濟，有傳中國
亦希望亞投行能取代世界銀行 (World 
Bank) 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地
位。

2. 亞投行有什麼成員國？
除了日本外，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已有
意加入亞投行，全球共 57 個國家有意加
入，亞投行成員國裏，注目的有金磚五
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
亞洲四小龍（香港，台灣，南韓，新加
坡），亞洲四小虎（馬來西亞，泰國，
印度尼西亞，菲律賓）。

另外，除了美國外，所有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中國，英國，法國，俄羅
斯）都已表達加入亞投行的意向。

3. 為什麼日本反對加入亞投行？

而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則解釋，不加入
亞投行主要由於擔心處理債務時會與三
大行（World Bank，IMF 及 ADB）出問
題，並對亞投行的不透明度產生疑問，
中國又不解答疑問而選擇不加入。

4. 為什麼美國反對加入亞投行？
有輿論指出，美國認為世界三大行（IMF，
ADB，World Bank）已經足以處理全球金
融問題，無需中國另起爐灶，並認為西方
社會應反對亞投行成立。

但沒想到亞投行取得空前成功，美國亦轉
而表態。

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林肯則表示，美國並不
反對亞投行的成立，但認為亞投行不應改
變國際間（尤以 IMF 為主）的金融標準。

5. 香港又怎麼樣？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未提出完整方案與
評估報告便決定申請以普通成員身份加入
亞投行。

6. 臺灣又怎麼樣？
臺灣馬英九政府表示，臺灣有意加入亞投
行成為意向創始成員，但底線為以中華臺
北名稱加入。
本年 4 月 13 日，亞投行臨時秘書處表示臺
灣未能成為創始成員，但還有希望成為普
通會員。

希望讀者們看畢以上內容後能對亞投
行有更深的認識，並多留意時事，更
多關於亞投行的亞投行風雲，將於下
期推出，敬請留意。

AIIBAIIB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日本輿論認為，亞投行其中一個目的為
抗衡有着同樣功能，但主導為美國和日
本的亞洲開發銀行（ADB），因此日本
並不希望亞投行成功。

撰文：丁丁
排版：等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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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七日，行政會議落實興建本港歷
來開支最高基建——機場第三條跑道。反對聲音
主要提出有關環保、政治、空域不足等問題，而政
府則強調本港機場即將飽和、愈遲動工開支將會愈
大，因此工程刻不容緩。

在興建三跑事件上，機管局無疑過於着重經濟方面
的「效益」，而忽略了當中的社會和環境成本。筆
者不否定興建三跑或可提升機場效率，但對能促進
本港經濟發展卻有很大保留。

多一條跑道，無疑會使航班升降量提升。然而「三
跑」在空域限制下，只能供飛機降落。花這麼多資
金來建條只供降落的跑道，會否太過浪費？能增加
的航班數量又有多少？其實不多。既然如此，新跑
道的性價比便會很低，花重金修建這條近乎雞肋
的跑道，看上去並非像政府口中，是深謀遠慮的做
法。

真正制約機場航班升降量的，其實在於香港空域的
容量。香港的空域現在正被一隱形之牆所阻擋，由
於解放軍的要求，香港航班在一定高度下不能靠近
深圳方向的空域，因此只能繞道而行。此舉造成現
時機場雙跑道系統的最大起降量由八十六班限制
在六十八班之內（民航處數據）。同樣，只要軍方
不開放空域，飛機不能走最短路線，即使第三條跑
道建成，也不會明顯提升機場的航班升降量。

好了，姑且不論航班升降量的問題。多了航班，是
否應該有更多配套來接待隨之增加的來訪旅客？
總不能要所有人擠在同一個地方入境吧？然而，在
第三條跑道的最終方案，新的客運大樓面積大幅減
少至原本方案的一半左右。那麼，請問到時候旅客
來訪，我們的機場要在甚麼地方招呼他們呢？

即使現在的客運大樓夠用，香港本身有是否能
負擔這些人流？光就過去的一簽多行而論，已
見香港旅客承載力達飽和，旅遊業對香港民生
帶來極衝擊和反響不喻而言。經多番遊行及示
威後，如今一周一行已落實，說明政府明瞭旅
遊業並不是要帶來每年訪港旅客五千四百萬人
次、影響民生、令港人共憤，而是需向另一方
向發展。如困一周一行順利繼續實施，內地旅
客及整體訪港旅客數目將會先下降，然後維持
穩定水平，因此興建三跑不見得會令旅遊業為
本港帶來重要經濟效益。

隨着內地機場設施和運作系統漸趨成熟，內地
工廠產品外銷和外國貨品將會繞過本港，直接
進口到內地。所以預期本港航空將回復正常貨
運量，增長有阻力及存在難預料的起伏。面對
航空貨運量見頂，三跑最快二零二三年才可建
成，對本港航空貨運業來說，三跑建成只是時
過境遷、無用武之地。興建三跑另一個問題，
亦是現時面對的最大問題，是要為一千四百億
元填海和跑道建造費融資。一般市民反應較大
及最引起爭論的，是向離港的本地與外地旅客
徵收機場建設費。興建三跑未見有重效益，市
民及旅客又怎會樂意掏出一百八十元建設費呢 ? 
將那一百八十元用作旅費，讓訪港旅客坐一次
昂坪纜車來回標準車廂（$165）俯瞰香港的山
海美景；讓小朋友去一次海洋公園（$173）認
識海洋動物，不是更好嗎？

第三跑道大而無當 撰文：丁丁
排版：鐺鐺

圖片來源：圖圖網 Page.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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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
      十年後的香港

恭賀《振翅》又升了一點數值，由「振翅 22」升級成「振翅 23」！無巧不成書，
抓開歷代振翅時竟讓筆者在《振翅 13.1》找到了一篇〈十年後的香港〉的文章，
內容是對香港和科大在十年後的變化作了揣測和資料搜集。適逢《振翅 13.1》
的十年後，就讓我們好好回顧一下究竟當年的各團體承諾了些甚麼，我們又大
膽預言一下未來十年又會改變了甚麼。

十年．機場
〈十年前的香港〉預測，十年後的香港國際機場客量將會以倍數上升，並增加
停機位。當中最大的轉變是航天城的落成。實際上，二零一五年二月的旅客人
次為五百四十一萬，比起十年前同期升幅接近兩倍；而航天城則尚未完成全部
工程，第二期的建築將會與第三條跑道計劃緊緊扣連，興建大型娛樂購物城、
酒店等。我們可以預計，第三條跑道的落成是十年後最大的改變，但自二零零
八年提出的第三條跑道計劃直至現今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大，原因包括浪費公帑、
成效不大、設計危險、破壞環境和離境要交付額外金錢等。雖然想很悲觀，但
政府力排眾議強推第三條跑道的機會很高，相信十年後第三條跑道便會落成。

投稿；終於有下莊嘅再思、
            終於有下莊嘅逸鳴
排版；等待中

1 香港國際機場︰航空交通統計數字
2 參看機場發展關注網絡的面書專頁「關於反對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 No 3rd Run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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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鐵路
十年前的臨編前輩們預告了當時仍是未知之數的兩鐵合併，以及多條新鐵路綫
的落成。地鐵與九廣鐵路合併（實際上是地鐵改名為港鐵並吞併九鐵）最終於
兩年後的二零零七年實現，而文中提及的竹篙灣鐵路（即迪士尼綫）、落馬洲
支綫及九龍南綫亦一如文中所預料，分別於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
九年通車。不過，西港島綫則比前輩們預計的二零一二年遲兩年，到去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才通車，西營盤站更遲至本年三月尾才啟用。

前輩們提及的沙田至中環綫自倡議起屢經拖延，由當時預計的二零零八至一一
年落成，延遲到現時估計的二零一九至二零年；當時預料於二零一一至一六年
落成、連接落馬洲與錦上路的北環綫，最終拖延至去年才落實興建，預計二零
二三年通車；至於港口鐵路綫更已在二零零九年正式宣布擱置。

那今後十年香港的鐵路網絡會是如何？緊接西港島綫通車的南港島綫（東段）
剛開始試車，預料明年末至二零一七年初可正式啟用，將港島南區的海洋公園、
黃竹坑、利東邨及海怡半島納入港鐵的版圖。由油麻地站向東南伸延的「觀塘
綫沿綫」亦將會在明年落成，屆時黃埔花園一帶的居民將得享直抵家門的鐵路
服務。這些新鐵路綫通車後，本港超過七成人口將為鐵路服務範圍所覆蓋。

而去年九月政府發布的《鐵路發展策略 2014》，則為未來十六年的鐵路網絡拓
展定下路向。除了前段談及的北環綫外，亦包括將西鐵綫延長至屯門碼頭一帶
及增設洪水橋站，以及東涌綫伸展到逸東邨的建議，連順利邨、秀茂坪等因位
處半山而一直認為沒有可能有鐵路直達的地區，也將會為「東九龍綫」所覆蓋，
而爭議多年、服務港島西南部瑪麗醫院、數碼港、華富、香港仔一帶的南港島
綫（西段）以及將東涌綫經會展延長至東區的北港島綫，也雙雙在這份報告中
正式落實興建。

若《鐵路發展策略 2014》的建議全部落成，本港的鐵路總長度將由二零二一年
的二百七十公里，在十年間增至超過三百公里，鐵路網絡所覆蓋的人口與就業
機會，也會分別增至七成半及八成半。不過，近年來普羅大眾開始意識到港鐵
一鐵獨大的問題，也了解到政府作為港鐵公司大股東，多年來一直透過實行「保
鐵政策」削減巴士服務，以逼使市民轉投港鐵，保障鐵路公司的利潤。究竟鐵
路如此急速擴展是好是壞？這就留待歷史見證了。

3 參看機場發展關注網絡的面書專頁「關於反對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 No 3rd Runway」
4《香港便覽：城市規劃》（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二零一三年六月）。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1022174811/
http://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town_planning.pdf

Page.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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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城市
十年前的臨編介紹了將軍澳新市鎮與東涌新市鎮的發展計劃。十年過去，政府
的政策多番變改，政府已決定不再增設全新的大型新市鎮，轉為集中發展啟德
新發展區等中型新發展區，以及新界的新發展區。

東九龍一帶是近年港府的發展重心，「啟德發展計劃」、「觀塘市中心重建計
劃」、「安達臣道房屋發展計劃」先後上馬，並漸見成果。在八十年代已開始
醞釀的啟德發展計劃因涉及在維港填海而延宕多年，最終在二零零四年開始建
設，現在觀塘對開的啟德郵輪碼頭已經落成，鄰近彩虹的兩條新屋邨啟晴邨與
德朗邨亦在兩年前落成，前者更因去年的一宗槍擊案而轟動全港。

兩條屋邨共用的商場名為晴朗商場，雖然並非以遊客為對象的大型購物中心，
但其設計亦富有特色︰在兩層高的屋邨商場中，有不少以啟德機場為藍本的裝
飾，如地下入口的天花便是老香港著名的「篤飛機」景觀，更會間中響起飛機
飛過的聲音；又如二樓室內街市的入口有一個「世界時間」的裝飾，模仿機場
顯示世界各地時間（不過由於只是裝飾，所有時鐘都不會動）。

從前觀塘與九龍灣予人之印象是工廈林立的大型工業區，如今兩區逐漸轉型為
商貿地帶，加上政府實行「起動九龍東」計劃，打算將東九龍發展成本港的另
一個核心商業區（CBD2）。近年區內不少工廠大廈獲准「活化」，當中不少
是將工廠單位改裝為辦公室，更有整座工廈裝修為酒店。

如果同學經彩虹往返科大，在乘搭 91M 巴士時相信應該聽過報站機「安達臣
道」這名字吧。安達臣道早十年還是石礦場，現在「安達臣道發展計劃」正如
火如荼，舊日秀茂坪對上因採礦而變得光禿禿的山地，不出數年將是大廈林立。
坐擁維港無敵大海景的半山地段，竟不是售予私人發展商興建豪宅牟利，而是
用作建造公屋之用，提供一萬六千多個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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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科大
十年前，跨學科課程事務處（IPO）和香港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研究院（高研院，
IAS）尚未成立，但已在計劃當中。十年後，IPO 和 IAS 確實如期推出，使科
大的研究方向更廣更深。雖然科大亦如文章所料成為「領導高等教育的學府」，
更在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得到 QS 亞洲大學排名認證「亞洲第一」，但科
大本科學生卻未有感到光榮。大學的排名通常都以研究成果、師資、國際學生
比率等與本科生無直接關係的標準作準則，加上本地人習慣稱科大為香港第三
大（與國際排名有出入），本科生對大學排名都一笑置之，更稱以科大排名高
為榮是「J 排名」。

十年後，科大更可能會開設法律課程，與港大、中大和城大爭一家之長短。
不過，香港科技大學規程規定，科大的本科學位只可頒授理學士（BSc）、工
學士（BEng）、工商管理學士（BBA），若真的要開設法學士（LLB），可
能要提出修例。不過，以二零一二年開設的環球中國研究課程（Global China 
Studies, GCS）的經驗，科大即使真的會獨立開設法學課程，這個主修都可能
會是以 BBA 的銜頭頒授。

十年後，科大大概會比現在有更高的國際排名，可能在大部份的大學排名都高
過香港其他大學成為真正的亞洲第一——不過，真正的問題是，科大於本地人
的認受性會否提高，大家會否覺得她是香港的第一？會否有更多本地學生選科
大為大學聯招的 A1 ？筆者認為會，隨着更多新聞提及科大的種種︰研究成果、
世界排名、比賽得獎……香港人會覺得科大真的是一所卓越的大學。當然，現
在香港人還是以港大和中大才是最高學府的觀念，相信經過十年仍未可以改
變。

另一個對科大的預言——與其說預言，不如說是期許——就是本地本科生對大
學的歸屬感提高。不少本地同學都不是首選科大，對科大的認同感自然不太高。
如何讓本科生認同科大是所出色的大學，而不只是「Stress and Tension」、
「Shaolin Temple」、「Sad but True」……是科大未來須認真處理的重要任務。

5 振翅新聞「商院擬辦新課程　設商學法學雙修」
    https://www.facebook.com/hkusteb/posts/736373596479656:0%22 。
6 雖然 GCS 屬於人文社會科學學院（SHSS）轄下的課程，但畢業生所得的學位卻是理學士。 Page.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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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十年前，在第十三屆編委
會前輩眼中的—

十年後的香港

十年後的你會如何？你會成為百萬富翁？萬世巨星？政界名人？你未必能
夠預測到十年後的你。但十年後的香港大家都可以略知一二。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之一，貨運量數以百萬噸，客運量數以
千萬計，十年後的數字更以倍數上升。為應付未來客貨運增長，香港國際
機場將增加停機位。另外，於機場東北面的一片土地將發展成綜合商業設
施——航天城。城內將興建嶄新旅客設施、零售商店及辦公大樓。而國際
展覽中心是航天城首期發展的主要項目，面積共十萬平方米，供大型國際
商貿展覽和活動之用。

交通運輸——鐵路
兩鐵會否合併仍屬未知之數，但十年後全港超過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將於鐵
路沿線之內。最快可望在二零一二年通車的地鐵西港島線由上環站起西延
至堅尼地城，中途有西營盤及大學兩個站。而將於二零零七年完成的竹篙
灣鐵路及將於二零零七年完成的上水至落馬洲支線令香港鐵路系統更完善。
其餘計劃中的鐵路包括大概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一年完成的沙田至中環
線，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完成的九龍南環線，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六
年完成的北環線及港口鐵路線使更多居民的北環線及港口鐵路線使更多居
民在鐵路沿線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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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的香港

撰文︰陳敏祥（第十三屆編委會）
編輯︰再思、超光速迴轉壽司
排版：等待中

交通運輸——道路
道路發展方面也一日千里。深港西部通道及后海灣幹線將於二零零五
年完成，連接香港與蛇口，八號幹線（沙田至長沙灣段）將於二零零
八年完成，而昂船洲大橋是九號幹線一部份，主跨長一千零十八米，
建成後是全球最長的斜拉索橋之一。計劃中的十號幹線（北大嶼山至
元朗公路）南段由北大嶼山至掃管笏，屬於十號幹線一部份的青龍橋，
主跨長一千四百一十八米，建成後是世界最長的懸索吊橋之一。另外，
七號幹線堅尼地城至香港仔仍在研究中。

市區重建
現時全港九個舊區之中，有二千多幢超過三十年且殘破的舊樓，十年
內更可能增加到三千幢。而市區重建局負責修復、重建舊樓，並會將
有歷史、文化或紀念價值的建築物保留。

新市鎮
現時的新市鎮，十年後又會如何？將軍澳自八十年代開始發展，時至
今日，當地人口達三十一萬。將軍澳的區內房屋、學校、康樂設施及
交通網絡亦逐步發展，地下鐵路將軍澳支線通車後，將軍澳新市鎮的
對外交通更加完善。展望將來，將軍澳會發展成為一個高密度而又四
通八達的市鎮。

位於北大嶼山的東涌現正分期發展為全港第九個新市鎮，現時已有四
萬多人居住，估計十年後居住的人口會繼續增加。當地的交通網絡完
善，機場快線、地鐵東涌線與北大嶼山公路組成的走廊成為東涌連繫
市區的橋樑。市鎮內的建築物採用梯級式建築設計，可以擴闊海景視
野及加強建築物間的空氣流通。在現代化發展之餘，政府致力保存文
物、村落及保護自然環境。山上的郊野公園和高地，為新市鎮構成青
花翠綠的背景。東涌是一個消閒及旅遊的好去莓處。東涌炮台是區內
重要的歷史名勝。即將落成的吊車，運接天壇大佛，方便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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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發展

市區在十年內也有不同的改善計劃。尖沙咀海旁美化計劃涵蓋地區為梳士
巴利道以南的露天地方，由尖沙咀天星碼頭入口、香港文化中心和香港藝
術館起，沿尖東海濱長廊一直伸展至國際郵件中心，主要工程包括興建園
景建築和栽種花木、改善前濱、重新設計街道照明，以及扎部分空地闢作
休息公園、戶外表演／活動場地和露天荼座，裝置供戶外表演及活動用的
燈光及聲效設施等。改善工程預計於二零零六年完成。

相信是市區中最後一個大型發展項目——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會否成為香港
地標仍是未知之數。政府計劃把西九龍填海區南端一幅面積約四十公頃的
海旁土地，透過私人機構發展為匯聚藝術、文化、商業及娛樂設施的世界
級文娛藝術區，提供場地舉辦大型藝術及文化活動，提升香港作為亞洲文
娛藝術中心的地位。政府期望工程可在二零零六年四月動工，而核心文藝
設施可於二零一零年年初開始分期投入運作。

其餘可改變維港面貌的改善工程包括建議中的灣仔繞道改善工程及進行中
的天星碼頭改善工程。

環境衛生

淨化海港計劃是香港政府為改善維多利亞港水質而推行的一項大型計劃。
淨化海港計劃的第一期工程包括建造全長二十三點六公里的深層隧道輸
送系統，並在昂船洲建造一座化學強化一級污水處理廠。第一期系統已於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落成並全面啟用，改善維港污水質素，估計有三百五
萬居民受惠。現時這個系統每日從九龍及香港島東北收集一百三十萬立
方米污水，並經深層隧道把污水輸送至昂船洲作妥善處理及排放，是維
多利亞港的水質大大改善。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從創校開始，便矢志發展成一所立足本地，在國際上深具
影響力的研究型大學，十年後也是朝著這方向發展。科大的目標是要發
展成一所領導高等教育的學府，成為國際學術領袖，帶動頂尖科技研究，
催化香港和內地高等教育的革新。科大力求發展為國際學術界領袖，像
其他具全球學術領袖地位的大學一樣，成為各地優秀教授與學生聚首一
堂，鑽研學問的中心，創造新知識，發展新技術。界定未來的學術發展
和研究方向，劃出歷史新軌跡，培養畢業生成為領袖。

23.1.2.indd   44 2015/4/30   00:50



Page.45

在五個深具影響力的重點研究領域建立國際領導地位：

＃納米科技
＃生物科學及生物技術
＃電子學、無線通信及資訊科技
＃環境及可持續發展
＃工商管理教育及研究

創辦創新與科技管理學院

以理學院、工學院和工商管理學院（商學院）現有的優勢為基礎，構思中
的創新與科技管理學院將培養畢業生面對知識型社會帶來的挑戰。新學院
將打破傳統的學術壁壘，整合相關學術範疇。開辦開拓性的課程；目標是
培養學院的畢業生成為帶動創新的先驅，在基礎學科上訓練有素，具備把
新意念轉化為科技的實踐能力，並具有創業熱枕。他們將成為領袖，充分
發揮香港在區內的獨特競爭優勢，並對科技急速發展的新時代所帶來的機
遇有敏銳觸覺。
科大的獨特特色是要「通過培養科技人才或企業家，帶領傳統工業轉型，
推動區內高增值工業，以促進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這所新學院將會是
科大實現其角色的重要一步。

讓學生盡展所長的本科生課程
科大將會發揮四年學制的優點，為本科生提供更豐富的學
習經驗︰

1. 具挑戰性的課程，以增強學生的專科培訓，並幫助他們追求卓越的學術
成就；
2. 校園國際化，以促進多元文化、開放視野及培養全球化公民意識；
3. 推動公民責任、對工作有承擔的校園生活，以及溝通和領導技巧的培
育。

設立高等研究院

科大將以國際知名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為楷模，設立香港高等研究院，
致力於不同學科探索新知，從數學、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到社會科學和
人文學，作出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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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峯岸嵐
排版：又見不知名從馬草壟鄉村車看本港交通規劃

三月的最後一個清晨，我「倒塔咁早」
便從溫暖被窩中鑽出來，迷迷糊糊踱步
到於校園彼方的車站，坐上由寶林開往
鑽石山的香檳色巴士，穿過大老山，越
過城門河。兜兜轉轉，終於來到今期流
行的上水，千辛萬苦為的不是上水名
物—天神的禮物，而是為了一親新界鄉
村車的香澤，在其駛進歷史前，體驗這
碩果僅存的本土鄉村氣息。

香港公共交通網絡發達，早於二十世紀
初已有巴士服務，而鐵路網絡亦隨著地
下鐵路早期修正系統於一九七九年通車
而急速發展。然而，在新界的鄉郊的交
通卻依然落後。由於新界鄉村散落各
處，而各條鄉村居民人數不多，再加上
道路網絡落後，實在難以開設巴士線接
駁，鄉村車因此應運而生。鄉村車由密
斗貨車改裝而成，並獲運輸署准許超載
乘客，而接載各村村民前往市中心地帶
如火車站及街市等，方便村民返工返學
買餸，亦同時有運載農產品到墟市的功
能。但近年新界郊區急速發展，道路系
統亦有所改善。而不少新一代的村民亦
因工作關係而搬到市區，所以大多鄉村
車因客量不足、小巴或巴士線的開辦以
及經營者年老退休而被淘汰。

碩果僅存的，就只有馬草壟信義新村及萬
屋邊的兩部鄉村車。而馬草壟的一部，亦
而於三月因車齡問題而退役。

當日因前往緬懷過去的人並不多，因此有
幸坐進駕駛艙，並與鄉村車經營車馮德水
先生傾談一番。馮先生乃馬草壟鄉村車其
時唯一以及最後一位經營者，他駕駛鄉村
車已有四十多年，而他的拍檔亦已行走了
二十多年。馮先生向筆者表示，終止營運
鄉村車其實是迫不得已的決定。鄉村車由
貨車改裝而成，載客車斗與地面高度差距
甚大，長者上落車時倍感狼狽。而車廂不
設空調，炎夏令乘客苦不堪言。適逢該車
因車齡問題不獲續牌需要退役，馮先生打
算購入空調小型巴士取代之，為乘客提供
更舒適的車廂環境。但因貨車本身並不允
許載客，只是運輸署特別簽發准許證容許
貨車改裝成客車；但營運小型巴士，卻需
要領取客運營業證，方可以合法地營運巴
士服務，故此馮先生曾聯絡運輸署，希望
署方能酌情將改准許證轉為客運營業證，
讓鄉村車以居民巴士形式繼續為信義新村
服務，但可惜運輸署官僚地拒絕有關要求，
只安排小巴公司開辦特別班次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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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峯岸嵐
排版：又見不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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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關小巴服務每小時只有一班，而且
需要先途經其他村落方到達信義新村，
繁忙時間村民可能需要久候多時才能上
車。

馬草壟鄉村車的取消，只是運輸署官僚
規劃公共交通服務的冰山一角。交通政
策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特別在香
港這個對交通需求變化遠多於其他國家
的情況，死板執行公共交通政策及規劃
交通系統，只會降低交通網絡效率，阻
礙市民日常通勤。

自從《鐵路發展策略 2000》開始，「以
鐵路為骨幹」似乎已經成為政府在規劃
公共交通時至高無上的原則，以鐵路為
主，巴士、小巴等為輔，這個願景看似
美好，但交由運輸署實行時卻成了災難。
這在西港島綫通車時可見一斑。在西港
島綫通車前，運輸署已準備好西區巴士
重組計劃，準備於西港島綫啟用便實行。
當中包括取消不少中半山及途經薄扶林
道的南區路線，以將原有巴士乘客轉為
乘坐鐵路。第一項成功實行的便是以新
開辦的43M線取代直接來往中上環及華
富的M47 線。新的 43M線與港鐵設轉
乘優惠，以吸引乘客乘坐巴士到堅尼地
城轉乘港鐵到港島北岸。但根據有關計
劃實行後所作的客量統計，43M線繁忙
時間的客量較M47線繁忙時間客量下跌
近十五百分比。

流失的客量到那裡去？那些乘客並無如
運輸署所料改搭鐵路，反而流失到現時僅
存由華富來往中環的新巴 4號線及 4X號
線，結果該兩條線客量亦隨之增加，而原
本取消 4號線的計劃亦被迫擱置。另一
條計劃取消路線是深受北角居民歡迎的
新巴 18 號線，該線班次已不斷削減，並
計劃以客量不足為由取消，將乘客轉往港
鐵。但實情是 18 號線客量並沒有因而減
少，反而因班次減少令使用率不跌反升，
中西區區議會亦以此為由反對西區巴士
重組計劃，令重組暫緩執行。客量有所下
跌的，只有行走港島北岸繁忙道路的「流
水線」如城巴 5號線等，部份所謂「乘
客下跌」，更只是運輸署玩弄數字所得出
的假像。鐵路網絡發展確使市民通勤更為
方便，但鐵路缺點是未能服務「點對點」
的乘客，例如由將軍澳前往荃灣便需要轉
乘至少三次。但這卻是巴士最大的優勢，
利用快速公路提供快捷的點對點服務，例
如新巴 720 線，其走線途經東區走廊直
達灣仔，故即使面對港鐵競爭，繁忙時
間仍有不少太古城居民利用其來往中環。
然而運輸署卻未有好好利用巴士和鐵路
的優點，結果鐵路迫爆時巴士卻有車無
人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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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其中一個重組巴士路線，將乘客
轉到鐵路的原因，是要減少路面巴士數
目，以減少擠塞的情況，但這完全是
「神邏輯」。根據統計數據，香港現時
登記車輛數目達六十八萬部，當中專營
巴士數目約五千三百多部，而佔所有車
輛數量最多的是私家車，有五十多萬
輛，並且不斷增加。運輸署從不凍結私
家車牌照數量，卻以配額制及重組巴士
服務，限制甚至減少專營巴士數量，這
與鼓勵市民減少駕駛改用公共交通的交
通政策大原則違背。不少市民於繁忙時
間駕駛，令本港不少道路於繁忙時間極
為擠塞，令道路網效率大減。外國不少
國家的交通政策均鼓勵市民以公共交通
取代駕駛。例如新加坡私家車牌照分兩
類，一類可供每日使用，但收取較高牌
費；另一類收取較低牌費，卻只限假日
使用。當地政府藉此鼓勵市民於平日使
用公共交通，只於假日駕駛，減少繁忙
時間塞車情況，提升路面公共交通效
率。在英國，不少繁忙地區設有巴士專
用線，只允許巴士通行，以縮短車程。
在倫敦甚至有於部份繁忙道路設收費系
統，藉收過路費迫使私家車轉用其他道
路，將主要道路留給公共交通使用。但
香港的運輸署卻倒行逆施，減少巴士數
目以讓出道路供私家車使用，這是那門
子的公共交通政策！

香港鐵路圖
巴士專用線 1

巴士專用線 2

另外，小巴與巴士的角色理應是巴士作長
程及「點對點」服務，而小巴則作短程接
駁及輔助巴士服務。但現時的情況為兩者
定位模糊不清，甚至有角色錯亂的情況。
例如來往坑口及彩虹的小巴 11 線，原本
計劃為開辦此線以取代九巴 91M線，但
因反對聲音太大而未能成事，結果兩條線
一直存在至今。因小巴班次遠較巴士頻
密，故此成為沿線居民以及各位科大同學
的首選，但小巴載客量只有十六人，載客
量比不上雙層巴士，故此巴士的作用基本
上只是接載未能登上小巴的乘客，由主角
淪為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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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例子為來往赤柱及銅鑼灣的小巴 40
線，因來往兩地的需求甚高，小巴公司
即使如何加密班次都未能需求，與小巴
的供不應求，走線相近的新巴65線即使
收費較低，但不少乘客仍只把該線當作
次選。面對這些情況，運輸署沒有要求
巴士公司加強服務，利用載客量高的巴
士取代小巴，而是視而不見，任由兩者
角色混淆情況繼續。

其實運輸署一直都有就不同本港交通問
題研究解決方法。署方曾於二零一三年
委託顧問公司研究香港道路擠塞問題。
顧問公司指出交通擠塞問題成因包括車
輛數量過多、胡亂泊車等，亦提出多項
建議如區域性重組巴士路線、增設巴士
專用線、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電子
道路收費等；但署方只針對專營巴士進
行重組，未有全面地檢視及計劃交通政
策，結果巴士服務越來越不方便，乘客
改乘本身負荷已經過重的鐵路，但道路
擠塞問題。筆者只求政府在處理交通問
題時，暫時放下官僚的作風，從乘客的
角度出發，制定合適的交通政策。

後記：二對一

香港現時共有五間專營巴士公司，營運近
六百條巴士路線服務香港大部份地區。單
是香港島便有兩間公司，但面積最廣的九
龍及新界區卻只有九巴一間公司。這是源
於當年中巴因服務質素惡劣被政府收回其
專營權，當中八十八條港島及過海路線以
公開競投挑選新經營者。當年政府以引入
新競爭者為由將專營權批給毫無本地巴士
服務經驗的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
司。政府亦以同樣理由將新機場及北大嶼
山、西九龍新填海區及將軍澳南路線專營
權批予城巴及新巴。縱使此舉打破九龍及
新界市區路線由單一營辦商營運的局面，
但因兩巴在九龍及新界並沒有其他路線網
絡接駁，故此難以與九巴競爭，而運輸署
近年亦放棄有關政策，因此兩巴此後基本
上亦未有奪得其他九龍及新界區路線的專
營權。以新開辦的九巴 290 及 290A 線
為例，因九巴能提供龐大的轉乘網絡，結
果成功打敗新巴及城巴奪得兩線專營權。
但隨著九巴服務每況越下，開始有聲音要
求政府將部份九巴路線交給城巴及新巴營
辦。而自從城巴被新巴母公司收購後，兩
巴營運而近乎統一，更有傳新巴將於未來
與城巴合併。未來的香港專營巴士服務看
來又會有一番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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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郊野公園　發展代價何大

政府早前提出以郊野公園用地來興建房屋，引起了社會激烈討論。本校的雷
鼎鳴教授撰文道：「不發展郊野公園是蠢事」。但是現階段發展郊野公園的
代價究竟有多大呢？或許發展郊野公園才是蠢事。

開發郊野　破壞環境
盲目發展郊野地方會對環境造成無可挽救的破壞，這點大家應該聽得最多。
本港其實有不少瀕臨絕種的動植物，它們都能在郊野公園內找到。郊野地方
哪怕是受到一點兒的開發，也不知會有多少珍貴物種因而絕種。

即便你不重視生物的多樣性，也要為自己的健康作考慮。郊野公園是城市的
「肺」，不單可以減輕熱島效應，更可淨化空氣。如果發展郊野公園，本港
的空氣污染問題將會雪上加霜，市民也得多短幾年命了。

破壞引水區　水從何來
郊野公園除了有保護環境的作用外，很多更是沿引水區而建，肩負着維持本
港穏定食水供應的重責。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曾指出如果在郊野公園建屋，
香港人便要飲「海水」了。

交通不便　無法解決住屋需求
政府發展郊野土地所持的理據只得一個，就是要覓地建屋。然而就算真的開
發了郊野公園，也無助解決住屋問題。郊野公園的位置通常都很偏僻，交通
非常不便，並不適合普通市民居住。最有可能就是被發展成低密度住宅或豪
宅，淪為地產商謀取暴利的工具而已。

撰文: 傲霜   
排版: 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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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現時香港也未至於無地可用的地步，事實上還有許多空置土地可用
於建屋，例如大量的廢棄貨櫃場等等。政府捨易取難，會否有其他的目
的？

郊野公園是本港的特色
香港地小人多，一向被稱為「石屎森林」，但這都市卻仍可保留佔總面積
近四成的郊野用地，令外人嘖嘖稱奇。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網頁的數字，
每年都有過千萬人次遊覽郊野公園，可見郊野公園還是有着重要的地位。

政府不單不利用郊野公園發展生態旅遊，反而想破壞香港人僅有的一片綠
州，實在令筆者憤慨。雖然本屆政府聲稱不會發展郊野公園範圍，但下屆
的就很難說了，發展郊野公園代價之大，我們不可不慎。

參考資料
1. 林超英重申反對發展郊野公園建屋: http://rthk.hk/rthk/news/expressnews/20130929/

news_20130929_55_953114.htm

圖片來源:  Baycrest - 維基百科用戶 (“CC-BY-SA-2.5”) ,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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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整個故事以真人真事改編，換而言之，你不會
看到一些刻意安排的層層推進的戲劇矛盾。這部電影
是散文的節奏，你能看到的，是一件件不相關卻都影
響到兩位主角的或大或小的事。看完這部電影你能總
結出一個異常真實的故事（本來就是真的嘛），卻無
法準確說出兩位主角在對方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太複
雜了。這正正就像是人生，不是嗎？

其次，口音問題。這對於聽不出來的人沒甚麼影響。
聽得出來的人都知道，作為安徽農民的雷澤寬不該是
「香港腔」。同樣地，操着一口京片子的福建男孩曾
帥也會讓某些人聽着就覺得難受。如果你完全無法讓

耳朵受罪的話，請不要看了。

再次，就是故事線的問題。其實這部電影不只有雷澤
寬和曾帥的旅程這條線，還有另外一條被拐兒童與其
母親的線，這條線與兩位主角那條線相交得突兀，也
許會讓觀眾感到不喜。筆者翻過很多評論都說這條線
不知有何作用，是整部電影的失敗之處。不是的，也
許這部電影的失敗之處不少，可絕對不是另外一條
線，那條線刻劃了又一個丟了孩子的母親的絕望，而
那位母親一直留在原地想找回孩子的舉動也和雷澤寬
出發上路找兒子的行為形成對比。

不是要催淚，
只想要你的關心
——評《失孤》

在正式評論這部電影前，筆者想分享一則UNICEF的訊息（引用自《失孤》
宣傳單張，摘部份）：「每年全世界約有120萬名兒童被拐賣，他們被強迫
參與農業、建築業、製造業或家務，或被強迫從事性活動，甚至被國家徵
用，在監獄、國家軍隊或反對派武裝組織工作……每名兒童都應受到保護，
而非慘遭剝削……」這套電影希望喚起大眾對拐賣兒童這個議題的關注，筆
者覺得這個初衷比一切拍攝技巧的運用，分鏡的合理性之類的技術性問題更
值得重視。這部電影部份收益會捐贈予UNICEF用作支持打擊拐賣兒童，這
也是筆者得知這個訊息後連預告也沒看就走進電影院的原因了。

回說電影。簡單來說，這是一個丟了孩子的父親與一個被父母弄丟了的男孩
的故事。這位父親叫雷澤寬（劉德華飾），一九九八年丟了兩歲的兒子，從
此展開了他十五年的尋子之路；那位男孩叫曾帥（井柏然飾），自小被拐，
對小時候的事只記得一條鐵索橋和母親的長辮子。一則交通事故讓兩人相
識，進而一同踏上尋親的旅程……看完電影後筆者可以說，這段旅程確如它
的英文名字（Lost and Love）般呈現了迷失和愛。不太懂筆者在說甚麼？那
就進電影院看看吧。

筆者希望讀過這篇影評的人都能走進電影院，看一看這套電影。為此，筆者
要先在這裡列出這部電影所有可能會讓你深感厭惡，高呼不值，直喊騙錢的
缺點。

撰文: YK
排版: 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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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看過電影《親愛的》的人往
往說《失孤》比不上它。筆者只看
了《失孤》，所以無從比較，而且
也不願將這樣有意義的電影作技術
層面上的比較。在公益上有正面影
響的電影都值得大家尊重。

最後就是結尾時涉及的佛理。筆者
的理解是電影意圖升華自己的層
次，可在筆者的感官來看有點太刻
意了。即便是推薦這部電影，也不
得不說，這一點上面本文是不同意
取材佛理的。

如果上述缺點沒能消除你對這部電
影的好奇，那你可以看看下面筆者
列出的這部電影值得一看的地方，
如果能打動你的話，就看看吧。

在電影的108分鐘裡，你將會看到兩
位好演員的精湛演技。

這是天王劉德華從演以來第一次演農民，演得很好。打扮土氣，神態隱隱透着疲累和迷茫，膚色黝
黑，手掌粗糙，單看外表就活脫脫是一位在渺茫的希望下找了十五年兒子的父親……這是他為了演活
角色，特意暴曬，又細細揣摩角色的成果。至於另一位演員，井柏然，則給了筆者很大的驚喜。你能
確切地看到一個受到挫折會退縮，又會讓情緒帶動着耍性子，某些時候卻又明白事理到讓人心疼的小
青年，這麼一個男孩，讓人想不關心他不幫助他都很難。無他，他值得擁有更多。如果他不能在發脾
氣時讓觀眾品出他內心的孤獨和不安，那麼劉德華飾演的角色對其不遺餘力的協助將會淪為笑話。井
柏然在與劉德華對戲時能讓觀眾注意他的情感流露，關注着角色的命運，而非被蓋過風頭，被忽視，
對於這個明顯依靠兩個主角撐起的散文式故事來說也尤為重要。

如果你不喜歡在影院裡哭，又想看商業元素不濃重的電影，《失孤》無疑是你的最佳選擇。

電影沒有因為其主題而刻意抒情，沒有一波波的哭天喊地，也沒有被拐孩子被強迫去做苦力一類的畫
面，有的只是兩位主角對話間透露的一些令人難過的事實，還有角色們合乎情理的自然情感流露。有
時候，你被打動了，轉頭又會笑出聲來，因為兩位主角之間一些有趣的互動。這部電影，就連兩位主
角流淚的畫面都是靜靜的，不經意的。可是看過後，你又會對拐賣兒童的現狀有了更多認識，也可能
會關注可以憑自己的力量，為那些孩子，那些父母，做些甚麼。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中沒有植入
式廣告，你不會看到一幕特寫裡忽然出現一個違和的品牌名字，也不會知道重要道具——比方說兩位
主角的摩托車——能從哪裡買到，甚至連主角手機的品牌你也不會知道，因為他們用手擋住了。你能
全心全意地將所有注意力投放在故事本身，或批判，或深思，資本主義慣用推銷手段在這部電影中並
不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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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位主角的旅程中，你能看到大好河山的美好
風光，還有生活中你不曾發現的小細節。

電影中，你會發現原來自然是如此的美，不僅僅
是大片大片的綠油油，還有依山傍水而建的村
子，和一望無際的海灣……攝人心神的畫面，你
看完電影可能就想去其取景的地方遊歷一番了。
電影沒避開一些偏遠地方的落後，也沒故意不拍
出城市裡的慌亂，可在它的畫面裡，你會覺得一
切是多麼的和諧，多麼的可愛。筆者猜想，這大
概是負責攝影的人，對於生活中出現的一切都懷
有感恩和熱愛，才能拍出如此吸引的畫面吧。

故事裡的很多配角都很可愛，很善良，這是觀眾
入場前料想不到的。

看完電影的人都不會忘記，一個本來要捉雷澤寬
違規駕駛的交警對他的善意，也不會忘記願意讓
雷澤寬和曾帥涮盤子抵債還出言調戲的四川飯館
老闆娘，更不會忘記幫忙轉發尋人消息的一眾好
心人。其實這個世上有很多好人，看到旁人有困
難，便會盡力幫忙，不求回報，這些好人令世界
變得更美好，更令人留戀。都說人生如戲，不是
說只有揭露人性醜惡，天意弄人，天道不公的電
影，才是一部好電影；像是《失孤》這種呈現出
人性美好一面的電影，也是我們這個社會不能缺
少的人文作品。《失孤》裡不是沒有壞人，只是
對好人的着墨為整部電影增添了別的電影沒有的
溫暖。

電影不只關注了拐賣兒童中受傷害的父母和孩
子，也關注了一眾養父母的情感，取材多角度，
引人深思。

故事中，曾帥的養父母從頭到尾沒露過臉，觀
眾卻不難在曾帥的言語間拼湊出其養父母的形
象。他們疼愛着曾帥，也終日擔心着曾帥會離開
他們。雷澤寬也曾試過與一位養父直接發生 衝
突。此外，雷澤寬也提到新彊一位失去親生孩子
的母親後來收養了孩子的故事。似乎在拐賣兒童
這種事情上，除了人販子，沒有誰能快樂。電影
中呈現的多種思考角度，也啟發了大銀幕外的我
們。既然沒人能真正快樂，為甚麼同類事件還會
不斷發生？

《失孤》這部電影，單論其手法和情節安排的
話，可說是有缺陷的，也不能算是一部好看的電
影。可是一旦將其主題和深意納入批判中，你就
會發現，雖然呈現出來的作品不完美，可它確實
充滿着誠意，教人不忍心給出劣評。這不是一部
追求藝術成就的電影，這不是一部講究手法的電
影，這更不是一部只想着賺錢的電影。這是一部
希望所有看過的人都會對其主題——拐賣兒童有
更深了解的公益電影。

23.1.2.indd   54 2015/4/30   00:50



Page.55

 演員小檔案

劉德華(1961.9.27)
一九八二年於 TVB 藝訓班簽約出道。一九八三年主演
的《神雕俠侶》創下六十二點高收視。初涉影壇後，
屢拍佳作，獲得獎項包括三屆香港香影金像獎最佳男
主角，兩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男主角。除演戲外，
他亦是歌手，現為健力士世界紀錄（Guinness World 
Records）中獲獎最多的香港男歌手。

井柏然(1989.4.19)
二零零七年於《加油好男兒》選秀比賽中獲全國總冠軍
而出道，與華誼兄弟時代文化經紀有限公司簽約。二零
一零年曾憑其首部電影作品《全城熱戀》提名第30屆香
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獎。二零一五年主演電視劇《
相愛穿梭千年》三月底於湖南衛視播映完畢，其主演電
影《捉妖記》將於暑假（香港暫定八月）上映。

圖片來源: 百度百科, 騰訊娛樂, 4493壁紙, 3G壁紙站, ZJ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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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OTE OR NOT TO VOTE
Politics is messed up and in return, I am lousy at it. It is a very healthy 
relationship I assure you; of being uninterested, apathetic, uncaring, and 
indifferent and all the synonyms you can find in the thesaurus for the word 
“voter”. Do note that the word ‘voter’, here, not only refers to those who vote but 
also those who can but prefer not to. 

And I appreciate the voters who don’t vote. After all, they must have more 
pressing concerns such as working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They have no 
reason to care about which candidate gets elected or what schemes he 
proposes. Those schemes are never going to bear them fruits. But yes, if they 
must, they would rather vote for the candidate that delivers promises before the 
elections even begin. After all, he ‘shows’ promise despite his track record. Now, 
while most cultures may call this ‘bribery’ and condemn it for being a despicable 
act, the truth remains that nobody would admit but everybody is guilty of it. And 
that makes the whole world which includes those who vote and those who don’t 
equally and unequivocally a despicable lot. Since everybody is born this way, 
no-one is alone in being lazy and dishonest. Thus, without shame I can confess 
to you, one voter to another, I’m one who’d rather not vote.

THE UNVARNISHED TRUTH BEHIND AN ELECTION MANIFESTO 

I will get up
And wash about
Me, my house

I will drink
To the health
Of me, my house

I will eat
To fill the tums
Of me, my house

I will work

Hard to earn
For me, my house

Day after tomorrow
I will do all I can
For me, my house

Tomorrow I will plan
The how-to-do
For me, my house

And I will want today
Your support

For me, my house

For what is mine
Is yours too
Even me, my house

And together
We sink or swim
That is our house

Coz ‘everyday’ comes
But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is blessed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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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 vot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higher echelons of the society are infested 
with petty politics of a silver tongued governance riddled with corruption, I vote. After all, 
the media has spiced it up into a soap opera, irresistible even to the likes of me. And I 
absolutely despise it;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Moreover, I want to feel like Santa Claus. I 
want to know which candidate has been good and deserves a gift. It gives me a perverse 
guilty pleasure to note that no politician deserves it. Still I vote; partly because I am 
inclined to put up the pretense of a nice active voter who cares and partly because if I 
am to give up my nation to vultures I’d rather choose the least greedy one. So yes, while 
I am lousy at politics and would rather not dirty my hands with it, I refuse to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accelerate the rot. Who knows? Once in a blue moon, the tide may change 
and long-sought changes may be wrought.

BIRDS OF A FEATHER

Look at those giant feathery folks 
That poke their beaks into businesses

That bother them not
And rather than lay an apology

Thickly and swift
Their tongues erupt into 

Hackneyed discourses and juvenile diatribes
That fail to eclipse their wilted wit

So much so that these long weathered ears
Grow wary of potential permanent abuse

Especially as their voices grow louder
And their stilted stature elevates

Mayhap it’s their nearness
But as their beaks elongate

I wonder how many of us 
Are blind by choice

And how many oblivious
But it is quite certain that the giants seem

(Beyond their bulbous beaks)
Unable to see
Or care about

Our apathetic visage
And a pathetic state of affairs

- Akanksha Gupta || HKUST SENG YEAR 2 || 2015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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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用你的暑假？

看到標題的讀者也許以為筆者要推介一些沉悶的活動去「充實」
你的漫漫長假，並想立馬揭過這版了吧？

請稍等！筆者接下來想說的並非你腦海裏猜想的，那些滿是教
學意味的活動喔。在下文裏，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性格，看看
你適合甚麼活動，也可以看看其他類型的人都有些甚麼可以嘗
試的東西，感興趣的話，也請不妨試試。

撰文：YK
排版：等待中

圖片來源：
7Themes.com	
GIGACIRCLE	
天和網	
互動百科
nipic.com	
1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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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用你的暑假？

喔喔喔！你總是想着如何幫忙，如何減輕他人負擔嗎？又或是
很喜歡動物，每當想起毛茸茸（也許你喜歡光禿禿的？）的牠
們時便會心如鹿撞，眼睛化為心形了嗎？如此充滿愛心的你，
當然可以利用你接下來的暑假好好地幹一番大事：

第一型：充滿愛心型

第一：義工！很多慈善機構都全年無
休地招募義工，各種類型的都有，比
方說請你去郊外騎車一天籌款的，也
有能讓你當興趣班導師陪一堆小朋友
畫畫耍樂一嘗為人師表滋味的，從
室內到室外，從短至一小時到長達數
月，地點時間任意選擇，只要透過互
聯網一搜就能輕易申請並參與，為甚
麼試試不當義工呢？

還有：養寵物！廣告也有說過，真正養
一隻寵物前，「停一停，諗一諗」，尊
重生命，不要把牠們當作玩物。這個暑
假，對一直有意養（或者是多養一隻）
寵物的人來說，就是最好的思考時間。
仔細想想，想養哪種動物？家裏有足夠
的地方嗎？自己有足夠耐性去照顧寵物
嗎？家人允許嗎？你也可以趁着空閒去
查查資料，了解你心儀的動物，這樣也
能免去將來理想與現實有太大差距而讓
你成為一個不負責的主人啊！

終極一招就是去動物收容中心做義工！又能接觸不同的動物，又可以幫助想收
養牠們的好人圓夢，再好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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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那種目標很清晰，做事很有計劃，總是準備周全的人？估
計你對自己的暑假都有了成形的計劃了吧？在這裏讓筆者再給
你一些想法以供參考吧。

第二型：籌謀未來型

看兩三本名著。接下來的暑假也許
你在實習，在備考雅思托福，或是
在按着你的計劃每天忙得團團轉，
朝着你的目標進發。你可能會想，
已經這麼忙了，哪有時間看計劃外

的東西，還要是難讀的名著？其實嘛，時間擠擠總會有的。每天睡覺前十分鐘，
早上起來的半小時 ...... 用來看看那些經時間洗禮後仍受讚譽的作品，每一天都
給自己一個精神上自由的時刻，放鬆下來，想想朝目標奮鬥以外的事。你會發
現，這個世界很大，很美，值得探索的東西也有很多。歇息後再上路，就像充
電一樣。

試試養生。你或許會以為上了年紀的人才需要養生。從前也許是這樣，不
過最近養生已經成了一股人人合宜的風潮。養生包含的內容很豐富，暑假
的三個月你可以試試從飲食下手，查查食材搭配都有甚麼講究，又有甚麼
效果，然後不要猶豫地安排好自己新的餐單吧！

終極一招就是——讀《本草綱目》！這是一本明朝李時珍寫的藥學著
作，讀過後想必會對藥膳
有更深刻的認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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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型：灑脫玩耍型

青春總是用來揮霍的，難得的長假期，怎麼能不好好玩一番，
享受一生只有一次的青春呢？接下來就看看有甚麼特別的玩
法吧。
來一次旅遊。你可能會說：旅遊這麼普通的假期活動也好意思寫出來？你可
能已經試過那些計劃了好幾個月，從要去的景點要吃的特色小吃要買的特產
到要住的地方都決定好的那種旅遊了。不過，如果是隨意訂一張廉航機票，
只揣一千塊和一個只帶必需品的大背包，就立馬上路的那種旅遊，你敢嗎？
在這種旅遊裏，你可能要費盡心思去找一個最便宜的住處；也可能要在高速
公路上舉起大拇指，盼着能有好心人帶你一程；更有可能捧住買錯版本的地
圖站在地下鐵入口附近一臉迷惘。可是同樣地，你也許會在騎着因省錢而租
下的單車途中，遇上送你一個大西瓜的可愛的農民，又或是在盯着歷史景觀
弄不清它的故事時，碰上一些儘管言語不通卻還是努力比劃着想告訴你的友
好的老人。在這種旅遊裏，你能更真切地認識一個地方，應變能力也會更好，
每天都會有不同的驚喜。怕危險的，拉上一兩個朋友一起上路，也能促進友
誼！

  學一樣新東西吧！你可能會想，不是吧？居然要一個愛玩的人乖乖學習？
放心放心，此學習非彼學習，不是讓你坐下來對着課本埋頭讀書，這裏說的
是去學一些與夏天有關的東西！像是衝浪，游泳，夏威夷草裙舞⋯⋯盡情與
陽光玩遊戲，伸展在這幾個月裏總是得不到充分活動的手腳吧。

終極一招就是 working holiday ！在陌生的國度每天體驗到不同的事物和迎接
各種挑戰的同時，學習一門新外語，說不定最後還能在那裡遇上你的另一半
呢！

說了這麼多，相信大家都對接下來的暑假
有了更多的想法。作為學生的長假期已經
愈來愈少了，不管是打算怎麼過，祝大家
接下來的假期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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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調寄《我願意》
曲：黃國倫
原詞：姚謙
唱：王菲
改詞：牛刀
排版：等待中
h t t p s : / /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5f6Cv9PrU08

今天初識你　暗中早傾醉　誓要伴隨
心中想乾脆　再多講幾句　熱熾愛火全不懂減退
＊我對你的愛　都於歌聲裏　哪會怕風也正吹
我決意把愛　深表於歌裏　心聲滔滔似水＊

＃即使不智　何等的不智　仍敢講出口　去跟你示意
來將心聲顯　聽我歌聲真摯　要轉身告別也未遲
人生的初見　誠懇表心意　毋須等天荒　也不要地老
留低這一刻　勝過得到一切　今生也為了　今生也為了　
今次＃

＊＃這一生也為了　一生也為了　今次

圖片來源：愛壁紙

原曲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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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夜我失眠──調寄《全世界失眠》
曲：陳偉
原詞：林夕
原唱：陳奕迅
改詞：牛刀
排版：等待中
h t t p s : / /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oSOuR1B6FN8

＊傲月沒法輕輕　入我心扉　沒法替代你　成知己
夜幕伴我窗邊　喚我挑燈　盼雙雙對對　動人細膩
獨個沉醉沒作寐　日共夜點滴太美
柔情長夜坐朱閣　夜來清花香懷希冀＊

這夜我失眠　我為你失眠
誤中情意結　苦不過甜
每夜我失眠　閉目那刻湧起千百念
如何輕忘這把聲線　如何輕忘這張小臉

＊

這夜我失眠　我為你失眠
誤中情意結　苦不過甜
每夜我失眠　閉目那刻湧起千百念
如何輕忘這端髮尖

我沒法安眠　約夢裏相見
每夜也失眠　閉目那刻湧起千百念
如何輕忘這把聲線　如何輕忘這張小臉　如何輕忘這張
小臉

原曲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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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特藏展：

「遊走東西盡平生——林達光」
圖書館一樓的香港潮州商會高佩璇展閱廳正在展覽林達光教授（1920－2004）的
手稿和文件。如果你對中國近代史或對演講有興趣，就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展覽。

林教授是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也是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曾任東亞大學（澳門大
學前身）校長。他出生於加拿大，雖然在北美西方文化教育下成長，但在其父
親——加拿大首位華人牧師林佐然的影響下，自幼對中國文化十分尊崇，青年時
代更關切日本鐵蹄下的中國，努力促使北美了解中國並施與援手。一九五零年，
他舉家前往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那裡生活了十五年之久。一九六四
年，他回到加拿大，倡導西方與中國恢復邦交，在中加邦交正常化過程中發揮了
橋樑作用，並對中美建交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林教授是傑出的演講家，並常為報紙、雜誌撰文。他身後留下了大量文獻資料，
包括手稿、信函、書籍和剪報資料等等，林夫人陳恕女士把這些珍藏中的大部分
捐贈給了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

本展覽展出林教授在許多場合發言的講稿，包括十八歲時奪得北美演講比賽冠軍
的講辭和一九六七 本展覽展出林教授在許多場合發言的講稿，包括十八歲時奪
得北美演講比賽冠軍的講辭和一九六七年在日內瓦世界和平大會上發表的重要演
講；還有他與家人、學生、政要等之間的信函，例如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給他
的親筆信件。

有關本展覽的更多資料，請參閱圖書館網頁:
http://library.ust.hk/special/scg-2015-lin.html。

投稿：科大圖書館
排版：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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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aul T.K. Lin” 
– a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Exhibition

Venue:
The Hong Kong Chiu Chow Chamber of Commerce Ko Pui Shuen Gallery, 1/F

Lee Shau Kee Library Professor Paul Ta-Kuang Lin (1920-2004) was a prominent scholar, 
historian, and a remarkable activist who dedicated his life to the rise of an independent 
and prosperous China. Growing up as a Canadian born Chinese, he was educated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moving to the newly establishe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50. During his fifteen years of stay in China, he worked as a translator, 
editor and broadcaster; taught at university; and establish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oong Ching-Ling. In 1964, he returned to Canada to share his experiences in the New 
China and to advocate for rapproche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e served as the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sia (former name of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in 1986-
88 after retiring from McGill University.

Professor Lin was also an outstanding orator, and had written a lot on the issues of Chi-
na. His wife, Mrs. Eileen Lin, donated most of his manuscripts and personal collection to 
the HKUST Library after his death in 2004. This exhibition presents some of the key doc-
uments including drafts of Lin’s influential speeches and his correspondences with Soong 
Ching-Ling and other prominent figure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oration or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don’t miss this exhibition.

More about the Exhibition:
http://library.ust.hk/special/scg-2015-lin.html

Image Source: http://library.ust.hk/info/paul-lin/pltk-bi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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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雜港包 -時新快餐店

每次經過紅磡，我都會走過黃埔街，到時新快餐店買一個漢堡包。在這
個說快餐店想起麥記，食漢堡包要到老麥的年代，能夠忙裏偷閒，吃上
一口港式漢堡包，頓覺人生至此不枉。

時新快餐店創始於 1963 年，至今已有逾五十年歷史，為本港土產漢堡包
的始祖，當時維多利亞港還是水深港闊，住附近的街坊街里都會光顧時
新。由於當時香港還未有 Hamburger，時新以「雜港包」為其命名。直到
70 年代麥當勞於香港開設分店，才跟隨潮流改為漢堡包。

但比起漢堡包，我更喜歡雜港包這名字。比起前者的生硬直譯，後者更
能體現香港的文化在地化，雜港—表現的是本港獨有的中西交融。可惜
雜港終究輸給漢堡，正如國際化戰勝本土。

縱然名不在，但情常存。飽經多番時代風雨，時新依然是時新，舊式的
裝潢，印有時新二字的古舊制服，員工不羈的眼神，處處流露出濃濃的
古早味。我走進時新，忽然眼眶濕了，不知是因為煎肉的油煙太大，還
是店外的社會太乾旱。

我叫了一客雙層芝士蛋漢堡，香軟的包夾着兩塊可口的牛肉，剛送進嘴
便被牛肉的鮮味如瀑布湧遍全身。牛肉每朝都由附近的肉檔新鮮送到，
經醃製後以師傅純手工製作成肉餅，入口沒有一絲硬筋，加上其秘製沙
律醬，每一啖，都如流水，如雲煙，如薄霧。芝士和蛋除了為貌相增添
了一層色彩，更為味道增加了濃厚與柔情的層次。雖然一個巴掌大的漢
堡包要價貳拾大元，但從其口感味道，看得出一分錢一分貨。

我吃完漢堡包，走出時新，忽然眼眶又濕了。不知是因為不捨得這漢堡，
還是捨不得這舊香港。

撰文：丁丁
排版：等待中

圖片來源：吃吧 78

齊來改變科大！
let's CHANGE HKUST tog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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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委徵稿
We want your article!

想發表對校政意見？

Wanna voice out your opinion on school policy?

齊來改變科大！
let's CHANGE HKUST togther!

來稿題材不限，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皆可。各位同學可將對於
校內校外事件的評論，以至小說、散文、遊記、勵志作品連
同真實姓名及聯絡方法電郵至	su_eb@stu.ust.hk。字數不限。
Contributions in Chinese or English are both welcomed. The 
genres of the contributions can range from editorial on current 
affairs, stories to poem and literature.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posting article in WINGS please submit the your article to su_
eb@stu.ust.hk with real name and also contact method.

投稿須知				Reminder

想讓全科大人閱讀你的文章？Wanna share your article with all USTers?

只是想寫下文？

Simply want to write?

威？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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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ITORIAL BOARD, HKUSTSU

Inside Stories:
- 香港的災難
- 學會選舉宣傳期回顧
- 評《失孤》
- 青蛙路事件
- 如何善用你的暑假？
...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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