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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我沒有任何特別意思，只不過普羅大
眾看書，一般都只看主體文章吧……既然　
閣下看到此頁，編者只好奉陪到底了。
 
首先祝賀各位成功升讀科大的新生，歡迎
加入科大成為我們的一份子！在這裏，您
會嘗到很多新事物，諸如做 Gym（對大
部份同學來說）、走堂（本會並不鼓勵走
堂）、上莊、外地交流，甚至是關心社會，
跟學生會參加遊行集會都可以嘗嘗鮮。當
然，「大學生活」並不單指學習或是玩樂，
如何善用這寶貴的四年，便取決於您的選
擇了。

然後是從「新鮮人」蛻變成師兄師姐的二
年級同學。在迎新活動中已升格為「組
爸」「組媽」了，過去一年若渾渾噩噩地
迆（Hea）過了，不打緊！就當那是尋找
夢想和定位的一年。今年的路程已開跑，
還沒預備好的趁開跑訊號響起不久，也趕
快起行吧。當然，今年亦要跟以前的您
（組仔女、中學師弟妹、同室新生等）一

咦，您幹嘛看編者的話？
 

同起步。不知有否知音人和筆者一樣，看
着新生的步伐，便自然回想自己的新鮮人
歲月呢？或許一帆風順，或許荊棘滿途，
不過最令人感嘆的，還是光陰似箭，大學
的四分一就此不見……
 
還有 Final Year 的高考三年級、首屆文
憑試白老鼠的三年級、部份主修（和 
Defer……）的大四同學和研究生，或許
您已習慣大學生活，甚至厭倦了，但還請　
閣下在餘下不多的大學生涯盡自己努力，
無悔青春。
 
當然別忘了我們編輯委員會，過往我們有
許多許多不足，但您還是從我們手上接過
這本《振翅22.2》了，我們獻上無盡感激；
在新一年，本會必盡力做好，力求將最完
美的學生報向您呈獻。
 

新一年請多多關照。

 
執行編輯
尹樂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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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永遠維修
的增值機

科大中共有四部增值機，
LG7 百佳門前有兩部，另
外兩部分別位於賽馬會大
堂（Atrium）上吳家瑋學術
廊（Concourse） 的 電 梯 旁
及海旁小食店（Seafront）
中。增值機可為科大卡增值
以用作住宿冷氣費、洗衣費
或是列印筆記之費用（Print 
Budget）。

校園
1、Atrium 漏水
相信不少新生於新生註冊日（Registration Day）時都曾
經歷香港賽馬會大堂（亦稱 Atrium）漏水，而不少學
會攤位亦因而濕透，同學更需撐傘橫過 Atrium。Atrium 
漏水原因眾說紛紛紜，而真正原因實為 Atrium 天幕兩
邊並沒有玻璃，雨水會從兩邊漏入。如遇到滂沱大雨，
Atrium 中心會形成一道水簾，情況頗為壯觀。
 
回看一九九九年所出版之《振翅之高飛報》，Atrium 
漏水問題早已出現。當時校方以將上蓋密封會違反《消
防條例》作解釋，指出如果天幕兩邊為密封時，一旦
火警發生，濃煙或會未能散去，造成危險。校方雖然
一直知道問題，卻久久未有正視問題，至今仍沒有嘗
試改善問題，例如將天幕拉長，令 Atrium 漏水淪為同
學間之笑柄。

Atrium 掠影

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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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版： 就 到 排 版
deadline仍未收到完
整文章的某人丁

CONCOURSE
裡的增值
機似乎長
期 out of 
service

十
宗
罪

極多同學需要使用增值
機，尤其是一眾住宿的同
學。然而，增值機經常需
要維修，不能使用。增值
機數量偏少，兩部增值機
之間的位置都較遠。當其
中一部維修時，同學需走
到更遠的地方增值，極為
麻煩。即便是維修好的增
值機也未必能增值科大
卡，若同學所入的鈔票較
舊或有損壞，增值機便不
能識別，退回鈔票。筆者
更試過被退回一張剛從銀
行櫃員機拿出的鈔票，令
人無語，能否增值其實全
憑運氣。

3.  南閘小巴站

南閘小巴站原本只有兩排
寬，所以透明上蓋亦只遮蓋
到現小巴站的第二排。惜小
巴站擴建多時其上蓋都未有
更換，成了如今只蓋兩行的
可笑局面，排最前的學生反
倒要淋雨。而透明遮蓋本身
亦是不合宜之設計︰小巴站
四外無蔭，透明遮蓋只能隔
掉微量陽光，卻會反射由內
向外的熱量回站中，大暑之
時等候小巴竟成苦差事。若
說設計之時只考慮擋雨功
能，亦不見得非常實用。事
因遮蓋與人的高度相距甚
大，即使遮蓋與現小巴站大
小相同，斜風細雨下在站內
仍會沾濕。

前
往
彩
虹
港
鐵
站
必
經
的
南
閘
小
巴
站

Seafront 小
店裡的增值機

LG7 百佳超市門
口旁的增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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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鄭裕彤樓近南閘出口
新大樓剛建成，拆下幕牆一刻，喜見大樓之宏
偉，可再看，卻覺得出口處頗有突兀之感，如
來南閘出口外的原草地已鋪上石磚。本來鋪上
石磚營造現代感並無不妥，但出口外的地勢是
斜向出口的，即低處是大樓出口位置。只要黃
色暴雨，出口石鋪路便如大儲水器般把雨水從
各方收集，然後湧向出口處。可能設計者亦故
慮到有此問題，在出口位置加裝去水渠，但只
有零丁一條……筆者並非工程師或建築師，希
望設計者的計算準確，不會發生筆者所顧慮的
情況，但若一開始保留草地並加以修護，只建
一條與通向南閘的石磚路相同闊度和材料的石
磚路，不就能既實用又與前設計相融嗎？

5. 南閘一帶行
人通道
科大創校之初只有一個巴士
站，當時的校長吳家瑋頗注
重巴士站與學術大樓之間的
連接，吳校長當年曾堅持北
閘行人天橋必須連接學術大
樓，而不是只在廣場落地，
同學如今由 Atrium 往返北
閘毋須好天曬落雨淋，實在
是歸功於此。二十年後，北
閘巴士站終於不敷應用，逼
使校方在南閘另建公共運輸
交匯處作分流，同期李兆基
商學大樓亦告動工；但校方
顯然沒有以史為鑑（吳校長

當年的決策載於其自傳《同
創香港科技大學》），籌謀
改善通往南閘的連接通道。
每逢梅雨季節，鄭裕彤樓旁
的通道同時擠滿往返南閘以
及商院的同學，行進緩慢，
走在其上，確是非常狼狽，
難怪不少同學於下雨天視前
往南閘為畏途，寧願多花時
間到坑口轉車，加重北閘各
路綫的負荷。

鄭裕彤樓本年稍後開放後，
大樓旁邊的樓梯應該可以功
成身退，但校方似乎仍未有
計劃為新大樓往返南閘以及
商院之通道加建上蓋……

由商學院大樓通往南閘的路
6. 有讚有彈 
- 電梯省電模
式
筆者暑假期間經常返校處
理莊務，每次 LG1 與 LG5 
之間的扶手電梯都總有一
兩條因維修而暫停使用。起
初以為維修工程乃因校方
保養不善所致，後來才發現
原來校方委託承辦商修改
電梯運作程式。

LG1 與 LG5 之間的電梯已
加入省電模式，若無人在電
梯上，電梯運行速度會自動
調慢，待有人步入電梯，速
度才會回復正常。

攝於 LG1，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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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akage of Atrium
Many freshmen may have experienced the water leakage 
in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Atrium during the Registration 
Day, which they have to open the umbrella while walking 
through the promotion counters that soaked in rain. Although 
there had been many rumours about the cause, the real 
culprit is that there are actually no coverage at both sides 
of the glass ceiling, causing the leak. When the rain is 
persistent, a water curtain will run down from the ceiling, 
which is an absolutely spectacular view.

As we look back into our past publication we can discover 
that it has been a long problem, with the issue first reported 
by the Kao Fay Pao (WINGS High Fly Post) in 1999. In the 
report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explained that the sides 
could not be sealed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Fire Safety 
Ordinance. They carried on to point out a potential safety 
hazard if smoke could not be dissipated when there is a fire. 
Given that the full acknowledgement of the defect by the 
administrators, they paid no effort in fixing the problem, such 
as by extending the flanks of the ceiling, making the leakage 
a constant joke amongst passersby.

4. Poor Design of Minibus 
Shelter
The overhead shelter of the minibus stand at South Gate 
is  originally designed to cover two rows of waiting 
passengers. However as the platform expanded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an extra row of them the shelter remained 
unaltered, as a result those who waited in the front are 
those who suffer from the rain and get wet. 

The design, however, is uncomfortable to students during 
sunny days as well.  Along with the lack of trees, the 
transparent shelter have little or no effort in blocking the 
ultraviolet and visible rays. What makes matter worse is that 
the heat is reflected and trapped inside the shelter like a 
greenhouse, making bus waiting an unpleasant experience.

4. Weird design at exit of 
Cheng Yu Tung Building
With the Cheng Yu Tung Building nearing completion, the 
grassland outside the southern exit of the new building 
has been resur faced with t i les.  While i t  does br ing 
convenience to passersby, the sloping terrain there means 
that stormwater will flow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building exit 
during heavy rain. The designer of the exit has included only 
one drain at the exit, which should be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huge flow of stormwater. 

In my opinion, the designer should retain the grass slope 
at the southern exit. Instead of resurfacing the whole slope 
with tiles, a path which width is similar to the existing one 
leading to the Visitors' Car Park should be built.

5 .  E n e r g y -
saving mode of 
escalators
Dur ing the summer hol iday,  I 
frequently went back to UST for 
society affairs, and noticed that the 
escalators connecting LG1 and LG5 
took turn to be repaired. 

But their maintenance was not due 
to malfunctioning.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hired a contractor 
to alter the escalator operation 
p r o g r a m  s o  a s  t o  i n c l u d e  a n 
energy-saving mode - escalators 
w i l l  s l o w  d o w n  i f  n o  o n e  i s 
travelling on it, and the speed will 
resume to normal when pedestrians 
step onto it.

3. Campus Connectivity
Prof Chia-wei Woo,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put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ampus. He insisted on extending the footbridge between North Gate 
Bus Station and the Piazza into the Academic Building so as to bring convenience to  passersby on 
rainy days.

Two decades later,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these days do not think the same. When the new 
public transport interchange (PTI) at the South Gate was constructed, they did nothing to improve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existing campus and the vicinity of the new PTI.. On rainy days, the staircase 
connecting Enterprise Center and LSK is packed with crowds and umbrellas - no wonder many 
schoolmates would rather spend more time and transfer at Hang Hau instead of going to the South 
Gate.

The situation is expected to be eased a little bit when Cheng Yu Tung Building opens to the public, as 
escalators parallel to the existing staircase will be provided. However,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building, LSK Campus and South Gate is still far from satisfactory.

2.  Add -va l ue 
machines
T h e  a d d - v a l u e  m a c h i n e s  o n 
campus are essential  for those 
who reside in halls,  as the air-
conditioning and laundry charges 
must be paid by HKUST Cards. 
Those who live off campus need to 
use the ePurse for purchasing print 
budget as well.

However, the add-value machines 
are frequently out of order, and 
the number of them on campus is 
far from adequate. The banknote 
detection program of the machines 
i s  n o t  a d v a n c e d  a s  w e l l  - 
sometimes it rejects even a brand 
new banknote just taken from an 
ATM.

A detailed evaluation on HKUST Cards and 

add-value machines is provided on P.26.



Reg. Day戰場手札

撰文：嵐鷹
排版：Y.Y.

前安排人手和程序指引，採取適當措施維持
秩序。

在剛過去的 Reg Day（八月十一日至十三
日），各種險象環生的情況一一浮現。當中約
有一二百名負責宣傳的學會幹事駐守北閘車
站，當中更有數十人不顧交通安全，衝出馬路
追巴士和小巴，新生一下車便被十多人包圍，
十面埋伏，阻擋去路，猶如戰場般岌岌可危。
原本可以和平進行的 Reg Day，卻演變成一
場衝突。

本文將會探討是次風波箇中成因。
（利申︰筆者為 OAC 成員）

OAC 是甚麼？
迎 新 事 務 委 員 會（Orientation 
Affairs Committee）是科大學生
會幹事會轄下的八個常設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s）之一，負
責統籌學生會及旗下屬會的一切迎
新事務，包括新生註冊日宣傳、迎
新營（O'Camp）、迎新日（O'Day）
及開學後的迎新週（O’Week）。

與其餘七個常設委員會不同，迎新
事務委員會所有成員均為學生組織
代表，是唯一一個非供同學自由加
入的常設委員會。

1. 零的 Non-JUPAS Reg Day

Non-JUPAS Reg Day 的 守 則
並沒有在任何 OAC 會議中討
論過，更沒有任何指引及人手
管理秩序，導致有新人被數個
學會包圍宣傳，情況混亂。沒
有意外發生實屬「不幸中之大
幸」。

每年八月，各個學會都會於新生註冊日
（Registration Day，簡稱 Reg Day）擺
放攤位，招收新生參加迎新活動甚至加
入成為會員。統籌迎新活動的科大學生
會幹事會迎新事務委員會（Orientation 
Affairs Committee，簡稱 OAC）會事

是屆 OAC 人手不足，組成人員只有十多
人，單單依靠他們執法及維持秩序有一定
困難。再者，本年度的 OAC 太遲召開，
導致安排上頗為倉卒，Reg Day 守則及攤
位分配直至 Reg Day 前九天方正式落實。
加上 OAC 在 Reg Day 前並未舉行簡介
會，只依賴各學會自行理解指引及守則，
使部份 OAC 成員仍沒搞清如何執法。要
在 Reg Day 第一天完結後才舉行簡介會。
最後一天的 OAC 值勤表更要到當天早上
八時三十九分才寄出，還要跟八月十日所
寄出的版本有相當大的出入，引起不便。

一直未有給予正面回應，直到 Reg Day 前約十
天宿生會發起聯署，數十屬會參與，成功引起校
方關注並搬回 LG1 Lobby。

不過，因為工商管理學院為其新生於 Reg Day 
最後一天設定特定的行走路線，故各社的攤位需
要再次遷移，但校方於 Reg Day 第二天完結後
才正式確認新攤位的實際位置，令人無所適從。

另外，OAC 最初所訂下的 Reg Day 守則並無考
慮 Hall Tour 的情況，皆因各 OAC 代表一直以
為 Hall Tour 是由校方學生住宿及舍堂生活事務
處（SHRLO）管轄。但後來不知何故 OAC 擁
有對 Hall Tour 的執法權，問題是宿社與 OAC 
各有自己的守則，而後者卻沒收到相關文件。在
OAC 不知道各社定下守則的情況下，執法只依
靠他人舉報，欠缺主動。

2. OAC 人手不足及安排失當

3. House ／ Hall Counter 的安排混亂及倉促

過往各社學生會（House，即宿生會）攤
位一直設於 LG1 Lobby，但由於何善衡
體育館（Sports Hall）門外正進行維修，
加上學生紀錄及註冊處（ARRO）預訂 
LG1，使校方希望將 House Counter 搬上
Atrium。雖然五個社及大部份學生會屬會
都希望各社攤位遷回 LG1 Lobby，但校方

4. Penalty

往年 OAC 曾以禁止違規學會擺放攤位（俗稱
「封 Counter」）作為罰則，今年 OAC 原欲以
證件制度作為控制宣傳區內人流之唯一方法，
希望學會幹事佩戴一張證件，沒有證件者則不
能在外宣傳。但在新制度之下，要區分新生及
工作人員存在一定難度，令 OAC 執法出現一
定困難，制度形同虛設。OAC 最初選擇以沒收
證件作為懲罰，但制度名存實亡，於是 OAC 
在第一天 Reg Day 完結後立即開會，將罰則改
回「封 Counter」。原本守則訂明初犯者會有
「有記錄的口頭警告」（Verbal Warning with 
Record），然而 OAC 成員卻沒有指出何為「有
記錄的口頭警告」，令實際執法時又遇上困難，
導致 OAC 成員 Reg Day 第一天均無法作出任
何警告。

寄語
本年度 OAC 的工作已經接近尾聲，希望來年的 
OAC 可汲取教訓，盡早開會規劃迎新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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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伊始，看著等小巴的人龍排至消
防局，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在這兩難
關口，還有二十分鐘便要上課，我應該
衝上巴士？還是認命祈求十分鐘內能上
小巴？在我猶豫之際，最後一班令我不
用遲到罰站的 91P 已悄悄溜走，卻留
下我望着龍尾長嘆。如果我有宿位……
沒有如果。實際點倒不如找個「蛇主」，
至少不用長期蜷曲身子睡在 Learning 
Commons 或 Barn B，長期趴在桌上睡，
我真的受不了。更何況 LC 的空調冷得
要死，每個星期在那裏睡，不傷風感冒
死就有鬼。老實說，唯一可能要留在
科大過夜的理由，就是傾 Project 談得
夜了，趕不上尾班車，不可不留。據悉 
SHRLO 打算推行類似外國的 Hostel 或
青年旅舍的短期住宿計劃，同學每週可
在科大留宿一兩晚，不知道幫不幫到
我？如果成功落實，你是我的話又會嚥
得下這「雞肋」嗎？

先講一點背景資料，本人家住天水圍
北，區內計劃配套不善，除了住宅，
還是住宅。而交通網絡集中在天水圍南
區，如本人要到市區或回科大，必須先
乘輕鐵到天水圍南，轉乘巴士或西鐵
綫。而我一般會選擇西鐵，雖然西鐵要
多次轉綫，而在美孚站轉荃灣綫更要步
行約十分鐘，但兩至三班車內總會擠得
上車，可享有學生半價優惠，時間也較
好預計。兼之巴士由總站開出時已經滿
座，迫得水洩不通，早上更有極大機會
遇上龍翔道塞車，擠上了還是站上最少
一個小時才到得了市區。外加一項背景
資料：我一週有三天九點課，意味著我
一星期有三天要在早上七時離家，還極
有可能遲到。

姑且當我一星期住三晚「Hostel」。意味着我要準備多套替換衣物，還要預備梳洗
物品，長期放在儲物櫃。這對於一個沒有宿位的學生而言也算是左支右拙，放了書
本筆記，還要放上最少兩套更換衣物，加上洗髮液、沐浴液和毛巾，相信儲物櫃已
不可能放到其他雜物。這完全看似不可能任務。
 
如果些許麻煩可換來不用排隊等車遲到的方便，我倒還可以接受。但想深一層，其
實「Hostel」床位的衛生情況堪虞。床單被鋪是否每天會洗或更換，我無從得知；
而前一日的用家潔淨程度，我更無從考究。我當然假設上一手用家只是臨時決定在

無殼蝸牛
--隨想
撰文、投稿：曌

排版：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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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留宿，相信他也不會事先預備過
夜所需物資。本人並無潔癖，但始終
會擔心上一位用家會否患感冒，到時
得不償失，也只能追悔。

衛生情況、會否被傳染患病也只是小
事，有如六合彩，多半不會中（或至
少我可以這樣自欺欺人）。更大問題
的是今天不知明天事，連會不會有床
位也只即日早上才知，更莫論會被派
到那一座宿舍。據悉，SHRLO 只有意
留起一百個床位，同學可購買「蛇飛」
（當天宿舍暫住票），而到時會淪落
到哪座宿舍也不到自己選擇，可能今
天在 Hall IX，明天卻派到 Hall V，像
皮球一般被 SHRLO 的隨機派床位系
統在各座宿舍之間拋來拋去。這下問
題可大了。像我這樣打算在科大每週
住上至少三晚的同學，我相信大有人
在；如果地方許可，也想借有宿位的
朋友處暫放私人物品。就算交遊廣闊
如本人，也不打算麻煩到各方好友，
東放一件衣服西放一套西裝，這始終
不是辦法。但這已是最好的情況︰最
壞的打算是原本計劃留在科大，卻因
床位不足買不到床位留宿，悵然回
家。當在科大留宿的非宿生都遠超
一百人，極有可能會以「先登記付款
先得」的方法分派宿位，屆時一個不
小心按慢了，或 sMobileNet

Wi-Fi 出了問題，或從不快捷的 Express 
Station 出了差錯，讓人捷足先登，卻
教我進退兩難，到時該長途跋涉回家，
再在明早山長水遠地爬回科大，還是屈
就在 LC 冒感冒的風險睡醒再算？

老實說，短期住宿計劃一經推行，對我
找個「蛇主」的打算又有何影響？其實
兩者均不同於正常派宿安排。惟科大宿
位嚴重不足，在分配宿位政策照顧到的
同學之外，可分為長期對宿位有需求的
同學，和一天半天因課業需要而留宿的
同學；前者大多選擇「屈蛇」，而後者
則會選擇「摺 LC」。不論是哪種同學，
一百個宿位都遠不足以應付需求。短期
住宿計劃一經推行，或有助於屬於後者
的部份同學，但仍須視乎價格等其他因
素。但對「屈蛇」同學而言，相信這意
味着「打蛇」的警號已然響起。以公平
性而言，兩批同學同樣在享用舍堂設
施，但付出並不對等。不處理「屈蛇」
的同學始終對付出真金白銀的同學不公
平，但兩者需求並不一樣。此政策不足
以滿足科大同學對宿位的需求，在只能
協助小部份同學的情況下，卻要影響大
部份同學，這又是否值得呢？與其留起
一批宿位應付不知多少的需求，倒不如
將之撥歸正常途徑依宿位計分方式派予
同學？

          圖片來源：cnpic.zhgpl.com/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inshuiwai_2005.jpg, Original 

uploader was Kongfaat at en.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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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F 是圖書館的正門，理論上該層人流應是最多，
故大門闢為「唐炳源唐溫金美展覽廳」，定期舉行
展覽。（以前圖書館只有一個入口，二零一二年二
月校方在 LG1 增設了 Learning Commons，並開多一
個入口。自此，圖書館人流量最大的出入口便成了 
LG1……）。展覽廳活動包括每學期兩次專題展覽、
閱讀講座（Book Talk） 及其他特別活動。圖書外借
服務櫃檯亦設置於此層，所有借還圖書館資料手續都
在此進行。

3D 打印

今年起圖書館推出新服務 3D 打印！同學可透過 AutoDesk 
123D、Tinkercad 等軟件設計好模型樣式，然後於圖書館網
站預約 3D 打印機。同學不需因不懂使用程式而對此服務卻
步，預約後館方會提供程式和機器使用指引。

收 費 $20 + $1/g 

顏 色 紅、藍、黑、白 

體 積 上 限 25.2cm (L) x 19.9cm (W) x 15.0cm (H)

Tinkercad ︰ http://tinkercad.com
AutoDesk 123D ︰ http://www.123dapp.com/design

詳細資料︰         (http://library.ust.hk/serv/3d/)

3D 打印機

3D 打印工作室

圖書館特輯

Loose-leaf 書藉容易損壞，不許外借。

校園的「拉把」大家「摺」就「摺」得多了，可有沒有用過其他
的設施呢？深諳同學常常無視圖書館除椅桌外的設備，編委會今
準備圖書館特輯，閱後別再浪費圖書館的龐大資源！

  G / F

1 ∕ F

撰文：洛洛

排版︰小熊

香港潮州商會高佩璇展閱廳

展出不同主題的珍貴物品如手稿、雜誌初刊等，約一學期
換展一次；本學期的展覽主題為「探索宇宙」，有興趣的
同學記得在開放時間去看看。館內其他展覽的開幕典禮、
講座及示範活動亦會在展閱廳（Gallery）舉辦。
Gallery 開放時間會在新學期延長：由早上九時至
晚上十一時。

温習區

一樓於本年將重新佈置桌椅，並分成
個人温習、小組討論等不同用途分區
（Zone），以免於 Quiet Zone 獨自

温習的同學被高談闊論的讀者打擾。同
時，牆邊的個人温習位置會配合窗的高
度，使同學可邊欣賞科大美麗海景邊温
習，事半功倍。

流行讀物架

大學圖書館藏書一向予人「只有學術參考書」之感，雖
然科大圖書館確實是學術圖書館，但館方其實亦有提供
流行讀物。在G∕F最末處有標明是「流行讀物」的書架，
可惜據館方本年四月的調查所得，普遍學生都不知流行
讀物架的存在！流行讀物架的書藉會定期更新，每當書
架爆滿便會將較舊書籍放回 LG3 及 LG4 的所屬分類架
上，而每年館方都會清理該架兩至三次。館方在今年把
流行讀物架換成更漂亮的書架。

學術期刊 、 報章 & 參考書

海量學術參考書按索書號排序，以往只供館內參閱，新
學年起可借出館外細閱（活頁釘裝之參考書除外）。

從本學期起，因館方應同學要求把 Learning Commons 
擴展，設於 LG1 的學術期刊和報紙區會移師至 G∕ F。
舊報紙架則改置於 Lift C 對出走廊，依報章名稱分類
好，十分方便；即日報紙則放在流行讀物架旁。新學年
起所有報紙都會保存至出版日起計的下一個月尾（如九

月二十日的報紙會保存至十月三十一日）。

Collection Highlights & News Books Display

顧名思義，「Collection Highlights」 為專題展覽，每
月展出與一個主題有關的館藏，以擴闊讀者視野；「News 
Books Display」為新書展覽。兩個展覽專區不單止展出
實體書，還會推廌一些電子書和光碟。來年 Collection 
Highlights 更會放置 iPad 供同學觀看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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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Help DeskLC Help DeskLC Help Desk

LC Help Desk

上圖出自 HART 1012，
左 圖 為 HART 1013 的
作品。

對於「摺拉」的同學而言，LG1 似乎才是圖書館的正式入口，因為 
Learning Commons（LC）於大部份日子廿四小時開放，深受通宵達
旦備試的同學歡迎。LC 內設有小組討論室，如何預約使用相信不用多談；討論室深受同學
歡迎，若要於考試期間預訂 LC 內設的小組討論房，需早兩個星期才有空檔。館方因應需求，
本年實行 Learning Spaces Enhancement Projects，包括把 LC 房的範圍延伸。延伸部份
或考慮在考試季節廿四小時開放。

Learning Commons Information Desk （LC Help 
Desk）

LC 的服務櫃檯，若想借用白板筆、Lan 線等 LC 房需
用物品，可到櫃檯，出示學生證便可借用。另外若有任

何設施使用上的疑難，都可向櫃檯查詢。

LC Help Desk 可借用物品一覽表
USB drives HDMI cable

Headsets Apple device-to-VGA adaptors

Whiteboard kits Pens for interactive projectors

VGA cables Handheld presente

印刷房 & Creative Media Zone （CMZ）

印刷房提供特殊釘裝服務，同學如需釘裝較厚筆記，可到房
內借用配備較長釘書釘的釘書機。房內亦設不同厚度的膠圈
釘裝服務，並設有 CMZ 的服務櫃檯，協助同學印刷。

CMZ 本身由校方出版技術中心（PTC）運作，提供多媒體製
作所需的工具和技術指導。同學想製作大型橫幅和海報都可
在 CMZ 製作。CMZ 不時開班教授使用 Adobe Photoshop、
Illustrator 等電腦程式，有興趣自我增值的同學記緊留
意。

Refreshment Zone

玻璃隔牆裏面是 Refreshment Zone：館內唯一准許吃零食的地方。除了舒適的梳化和少量
雜誌外還有零食自助販售機，是焚膏繼晷温習期間好好休息的地方（不過通常休息了就沒

法再醒過來……）。

Idea Corner

新學年 Idea Corner 
變成大型塗鴉版，同
學可用 Idea Corner 
裏的的牆壁上面發
揮無限創意！ Idea 
Corner 內供應白板

筆。

視聽及微縮資料廳

廳內提供 DVD、VCD、幻燈片等視聽資料，
不定期更新，亦歡迎同學推薦影片。柱上的 
DVD ∕ VCD 是專題展覽，如暑假時的韓語片
展覽裏，有北韓人權電影節中放映的脫北者
主題影片，同時亦有大受歡迎的《來自星星
的你》劇集，證明視聽廳亦非常緊貼潮流。
旁邊的 Memory Corner 展出較老舊的影碟。
樓梯邊的電視會播放視聽廳新買影片的預告
片（Trailer），讓同學得知新到的影碟內容。

Art Dimensions 薈藝空間

薈藝空間其實是遍佈圖書館的牆的展覽，展
出同學在大學藝術課中較為出色的作品，現
時展覽作品的課程包括 HART 1012（攝影）、
HART 1013（水墨畫）、HART 1016（裝置藝
術）、HART 1020（實驗性繪畫）和 HART 
1021（當代藝術）。

科大圖書館簡介
全名︰  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圖書館
開放度︰ 所有人皆可進入（建立之初認為科大地處偏僻，若有人滿懷誠意迢迢遠至，則  
  不應拒諸門外）
借閱數量： 本科生（UG）︰五十本，HKALL 圖書（見後頁介紹）十本
  研究生（PG）︰八十本，HKALL 十本（HKALL 圖書均計進借閱總數上限）
借閱時限︰ 本科生（UG）︰ HKALL 圖書十五日，本館圖書四星期，視聽資料一星期
  研究生（PG）︰ HKALL 圖書三十日，本館圖書八星期，視聽資料一星期
罰金︰  HKALL 圖書及本館圖書︰首三日每日一元，其後每日三元。
本館視聽資料︰ 首三日每日五元，其後每日十元。
遺失圖書︰ 繳付書本價錢 + 一百元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朝八晚十一
  星期六︰朝九晚七
  星期日︰朝十晚九
  考試期間及冬夏季學期另有安排
  LC 廿四小時

另外，科大圖書館與浸大圖書館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兩大學生可自由往來對方圖書館（由於科大
開放予公眾，變相浸大圖書館白白送了項服務給我們），只要到浸大圖書館正門按下服務燈，然後出
示科大卡和填寫姓名和時間即可進入浸大圖書館。但同學不可直接在浸大圖書館借閱書籍，要透過 
HKALL 借閱（不過進去歇涼和温習仍是歡迎的）。

除了浸大圖書館，若還想去其他大學的圖書館，同學可於外借部申請聯校圖書證（JULAC Library 
Card）。本科生申請聯校圖書證會收取登記費用，一所圖書館五十元；研究生則免費。

L G 1

視聽廳櫃檯

預告片欣賞區（左圖）：只要向視聽廳出示科大卡便可借到收

音器（上圖），然後插上耳機便可欣賞 Tra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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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G 7

田口卜田

LG3 為圖書館藏書主要樓層，按索書號的字母排列。此層亦提供最多的單人温習
位，加上是 Quiet Zone，自習的同學會較喜歡到這層温習。

單人温習位

一般來說同學可自由使用單人位，但在考試期間，
為了應付使用人流，圖書館工作人員會嚴格執行
館規︰同學離開座位十五分鐘便要把座位讓給他人
（工作 人員會移走離座超過十五分鐘的單人位使
用者之個人物品）。若圖書館管理員觀察到單人位
九成半被佔，他們會在只有個人物品但沒有人的單
人位留下紙條，寫上發下紙條的時間，當下一次

管理員經過時發現比紙上的時間已過了十五分

鐘，便會把那些私人物品移到座位旁的地上。

LG4 亦是藏書的主要樓層和温習區，與 LG3 不同的是 LG4 群組温習用的桌子
較多，適合喜歡與朋友一起温習的同學使用。

可動書架

早在圖書館建成之
初已有的設施，在
當年可算是高科技。
要「打開」書架記緊
按指着要開的那一
排書架的按鈕，同排
其他列的書架有人
使用時整排書架都
不會移動，請放心使
用，不用擔心被其他
讀者夾扁。

天啊！圖書館還有 LG7 ？？各位乘搭館內的升降機時﹐不論是 
Lift A、Lift B 還是 Lift C，都會見到有「LG7」的按鈕……難
道是甚麼鬼故？話說以前圖書館是有 LG7 這一層的，但自從有一
個學生有一天温書温至凌晨時……不是喇，其實圖書館一直都沒有 
LG7 言一層，這些升降機只是方便清潔工倒垃圾至 LG7，並沒有甚
麼鬼故喇！ :P

L G 3

L 
G
4

除了學術參考書，同學可透過 HKALL 借閱消閒書，
筆者曾用此借閱漫畫、小說、繪本等，書本種類多
元化，預約更不用支付額外費用，比公共圖書館「抵
用」。

HKALL 部份消遣書籍︰

作者 天航 九把刀 高木直子

東野圭吾 蔡志忠 龍應台

村上春樹 尼采 陳繁昌

系列 哈利波特 金田一少年 多啦 A 夢

火鳳燎原外
傳

字花 六四廿五周年

香港高校圖書聯網（港書網）

科大同學除了可以借閱科大圖書館的圖書外，你還可透過港書網（HKALL）借閱其他九間大專院校的
圖書，聯校網成員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樹仁大學和嶺南大學。

啊啊啊
!

圖片來源︰ http://tw.clipartlogo.com/free/ghost.html
    http://www.ece.ust.hk/
特別鳴謝圖書館麥主任提供資料及校閱稿件

Inter-library Loan 是用人手方法幫助同學找
圖書或文章的服務，要使用請在圖書館主頁按
「Interlibrary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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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is not only defined as a building or room containing collections of 
book, it is a treasure with different facilities and resources. I assure most of 
you have never explored the other parts in the library aside from studying 
on G/F or  LG1. Hence, we are now preparing this special feature to reveal 
the secrets of the library.

3D Printing
The brand new 3D printing service is now introduced to you. Students have to first make 
an appointment and then the library will provide guidelines and software for students to 
generate their own designs by using AutoDesk, 123D and Tinkercad. Students should have 
no uneasiness in using the 3D printing service.
Fee : $20 + $1/g
Color : Red/Blue/Black/White
Dimension : 25.2cm (L) x 19.9cm (W) x 15.0cm (H)
Thinkercad ︰ http://tinkercad.com
AutoDesk 123D ︰ http://www.123dapp.com/design
More info ︰ http://library.ust.hk/serv/3d/

Periodicals & Newspaper
Starting from this semester, the library will expand the Learning Commons and relocate the 
Periodicals & Newspaper area to the G/F. Old newspaper racks will be placed in the corridor 
near Lift C, and the daily newspapers will be placed next to the periodicals. All newspapers 
are expected to be kept starting from the date of the publishing to the end of the following 
month. (E.g. The newspaper on 20th September will be preserved until 30th October) 

Reference Book
Unlike the past, students are now allowed to borrow reference books. However, books in 
loose-leaf binder format are still unavailable for lending.

LG1
Due to the massive usage of the Learning Commons, the library adopted the LC 
Enhancement Project for expanding the study room area. New study rooms will open for 24 
hours during the exam period. 

Learning Commons Information Desk （LC Help Desk）
Students can borrow utility for LC study room with their student ID card at the help desk. 
Any other inquiries are also welcome to ask at the help desk.

LC Help Desk Checklist
USB drives
Headsets

Whiteboard kits
VGA cables
HDMI cable

Apple device-to-VGA adaptors
Pens for interactive projectors

Handheld presenter

Creative Media Zone

CMZ provides the space, tools and technical supports for students to learn, practice and 
create multimedia content to enhance their course works and out-of-class activities. It 
covers a self-access Graphics Workshop, a multi-function Media Production Studio, an AV 
Control Room, 4 Editing Suites, and a small dressing room. The facilities support studio 
photography, video recording for presentations, performances and interviews and post-
production, as well as digital printing, copying, scanning, binding, as well as giant poster or 
banner plotting.

Workshops, talks and demos on photography, videography, computer animation, graphic 
design, multimedia and electronic publishing will be arranged to promote interactivity, 
creativity and media literacy in campus.

Excerpt from cmz.ust.hk

Single Study Desk

During the exam period, the library staff will execute the following rules strictly: Seat can 
be taken by others if student leaves the seat more than 15 minutes. (Staff may remove all 
personal belongings from the desk). The library staff will leaves a note on the desk if the 
user is away.  If the note is placed more than 15 minutes, the staff will then remove the 
personal belongings.
 

HKUST Study Room

 HKUST Library
Translation: esigner
Typesetter: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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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Y e a r 

Residential 
Life Program 

( F Y R L P ) 
intended for this 

year’s freshmen will 
be implemented in 

Undergraduate Halls 
VIII and IX. Who is it for? 

What’s been included in such 
programme?

Selected senior year students, acting 
as Residential Life Mentors (RLMs), will 

walk with the first year students in their 
transition to university life, explore together 

what university education means, and how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all that HKUST offers.

Mentees: First year students who are the residents in 
UG Halls VIII & IX and enroll in the program

Mentors: Selected continui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schools 
and nationalities, acting as Residential Life Mentors, will 

support mentees throughout their first year of university life

Wings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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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Year Residential Life 
Program in UG Halls VIII & IX

Q&A
If I am a first year student current 
living in Hall VIII or Hall IX, can I 
register now?

Yes. You can. The program will accept any 
applications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Is the program free for charge?

No. The fee for joining this program is 
HK$600. The fee will be charged to 
participants’ student  account once the 
program begins. The fees correspond to 
the cost of meals provided in the DAS 
section.

If I am a participant, can I join the 
DAS section at any time I want?

No. DAS section only operat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except public 
holidays and dates scheduled for other 
hall activities.

Author : Gary

Typesetter : Kitty

Program
The program consists of a dining section 
called Dine-And-Share (DAS) -  the RLMs 
will dine with the mentees at least twice 
a week in the Dining Hall. It is a structured 
opportunity for RLMs to support and work 
with the Mentees.

In Fall Semester 2014, around 50 RLMs will 
serve on different floors at UG Halls VIII and 
IX. There are 3-4 RLMs taking care of 10-
15 participants on each floor.

The RLMs will work with the participants 
in devising a self-initiated and tailor-
made pers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lan. There will also be regular outreach 
explorations led by RLMs.

A new mobile app is launched
‘HKUST UG Hall VIII & IX’ is a mobile app 
available on both iOS and Android 
platform. Functions of the app are to 
provid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halls, as 
well as a registration function for DAS.
A limited quota on participants is set for 
each night serving meal in the DAS section. 
Participants are required to register via the 
Mobile App one week in advance for seat 
re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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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ention 
  Newc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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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UST Card

貴為本港「三大」之一的科大，
學生證認受性竟被指是全港各
專上院校最低。自二零零三年
二月開始簽發以來，「科大卡」
卡面不列出有效日期的設計一
直為同學所詬病，不少科大生
欲享用卡拉 OK 等商戶提供之
學生優惠時亦因此原因而被
拒。
 
歷盡千夫所指，近期校方終於
於新簽發的科大卡卡面印上到
期日，但除此之外新版本科大
卡還有甚麼轉變？

今年入讀科大的新生辦理註冊手續時獲發的科大卡已是新
版本，而若同學因遺失或其他緣故而需補領，校方學生紀
錄及註冊處（ARRO）亦會簽發新版本的科大卡。

有效日期
二零零三年科大卡推出之初，同學已多次批評卡面沒有有
效日期。當時校方解釋卡面不顯示有效日期乃是為延長每
張科大卡的壽命，鑒於同學可能會因實習（internship）、
海外交流（exchange）等因素而延遲畢業（defer），故不
在卡面印刷使用期限，以免因修改此等資料而動輒要求學
生更換新卡。
 
上述決策最終導致部份商號以至政府部門（例如康文
署）拒絕向科大同學提供學生優惠。雖然同學一直可以
在內聯網「科大卡管理系統」（HKUST Card Management 
System）中列印科大卡晶片內儲存的資料，如個人資料、
所屬課程、到期日等，但此功能一直乏人知曉，即使知道
了，也由於不便攜帶（pdf 格式 A4 尺寸）而沒有甚麼人使
用。

是次校方在卡面加入有效日期，雖說是屬於德政，但配套措施問題叢生。現時同學如更改姓名，
須向 ARRO 繳付港幣一百五十元補做新卡；若同學選擇五年制主修課程（如科技及管理學雙學
位），或因不同原因而需延遲畢業，是否亦須繳費更改卡面顯示？

( 設計圖片 )

卡背設計
除了卡面加入有效日期外，卡背的設計亦稍有更改，刪去一直沒
有用處的磁帶。

其實卡背磁帶自首次發行而來從未有實際用途，科大卡卡內資料
其實全儲存於嵌於卡面的「JavaCard OpenPlatform」晶片，與磁帶
全無關係。根據《振翅 11.2》（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號）報道，加入磁帶
的原因只是由於科大卡是由中國銀行（香港）贊助及製作，而該
公司製作的所有卡均須印有磁帶，除此以外別無功用。卡背除了
刪去磁帶外，亦刪去中銀香港的標誌，不知是否因為中銀香港停
止贊助而終於可以刪去磁帶？

編委曾以電郵向負責科大卡事務的信息系統處（ISO）查詢，但未
獲其回覆。

( 設計圖片 )

( 此圖由編委自行繪製 )

舊設計

What are they changing?

新設計

撰文、排版 鳩嗚

( 載自科大卡網站）

▲同學可於校內列印卡內儲存資料，
但此功能乏人知曉（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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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觸技術
如前文所述，技術上舊版科大卡屬於符合 ISO 7816 標準的接觸式智能卡（contact-based 
smart card），數據全賴晶片儲存，而且晶片必須接觸讀卡器方可讀取資料；除晶片及卡背條
碼以外，整張舊版科大卡的其餘部份在科技上可謂毫無用處。

自本年七月起簽發的新版科大卡會同時加入輕觸式智能卡（contactless smart card）功能，
日後同學可一如使用八達通卡般拍卡將卡內資料傳輸，而毋須動輒取出科大卡插入讀卡器。
然而，ARRO 發出的公開電郵指現階段所有現存讀卡裝置將繼續依賴科大卡的接觸技術（The 
current card readers/devices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both versions of card on contact mode），似
乎卡內輕觸電路暫無用武之地。

轉換安排
編委早前曾向學生會幹事會查詢新卡詳情，該會
表示曾與校方討論現讀生（非新生）更換新版學
生證問題，ARRO 當時表示基於將電子錢包餘值
轉移之新卡等技術問題尚未解決（現時更換新卡
的同學如需領回舊卡之電子錢包餘額，須自行前
往財務處（Finance Office）辦事處辦理，手續較
為繁複），故最快於十月方能推出有關安排。

幹事會一直有向同學發出帶有有效日期的學生證
會員證（左圖），作為科大卡以外的另一學生身
份識別。幹事會表示，該會將繼續簽發會員證，
不受是次科大卡改動影響。

截稿前補註：本期《振翅》截稿後，學生紀錄及註冊處（ARRO）發出電郵，提醒同學透過
科大卡管理系統更新卡內資訊，信末亦提及現讀生轉用新版科大卡之安排。電郵指出，所
有現讀學生可於本年十月十三至二十二日期間決定是否換領新版科大卡，有關詳情將於十
月初另行公布；而正休學或於海外參與交流的學生，則可在於科大復課時申領新卡。

驀然
回首

當年校方推出科大卡時曾是雄心壯
志，但其時所計劃的不少功能時至
今日仍是無影無蹤。舉例說，《振
翅 11.2》曾報道卡背的條碼僅作過
渡之用：「因為科大卡使用初期，
部份地方還沒有完成配套，如借書
系統等。」然而，至今條碼仍廣為
不同部門所使用，不僅圖書館借還
系統到十數年後的今日仍是採用卡
背條碼紀錄，連 HLTH 1010 活動點
名等方面亦仍是以條碼紀錄。

另外，當年校方曾打算將電子錢包
繳費功能用於飯堂、文具店等處，
並曾於 LG1 食店收銀處安裝科大卡
收費器，但後來因成效不彰而停用。
據《振翅 9.2》記載，當年入學及註
冊處（ARRO 前身）計劃在科大卡
加入電子錢包功能時，八達通在校
內、外均已有很大的市場佔有率，
故此「再在學生證上增設電子錢幣
功能之實用性，是一個值得考慮的

問題」；如今科大卡電子錢包功用
不多，是否應予廢除，實在值得有
關方面檢討。

校方推出新款科大卡所作之公布亦
實在不能接受。須知科大卡補印有
效日期乃不少同學一直爭取之事，
雖然新卡早在七月已開始簽發，但
大部份同學均是在八月新生於註冊
日領取新版科大卡後才漸次得悉校
方，而新版科大卡新增之功能，則
至今尚未見有正式公告；科大卡的
網站（http://HKUSTCard.ust.hk）更
是自二零零八年起未曾更新，當然
不會有新版科大卡的資料了。其實
校方向學生宣布不同決策的安排一
向有欠妥善，並不獨是科大卡事宜
專有，同學對不少校政議題一直蒙
在鼓裏，直至米已成炊才逐漸察覺，
誠盼校方盡快檢討有關安排，改善
決策的透明度。

The HKUST Card is an important proof of our status 
as current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However,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HKUST Card is the 
least recognized Student ID Card among all tertiary 
institutions of Hong Kong, as some reject to grant 
student privileges to HKUST Card holder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expiry date is not printed on the cards.

Expiry Date
So why didn’t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include 
expiry date on the card when they are first issued 
back in 2003? The reason cited in WINGS 11.2 
(December 2003) is that the expiry date of the card 
depends on the students’ year of graduation, which 
is in turn subject to deferral caused by internships, 
exchanges, etc. 

The addition of expiry date printing on new HKUST 
Cards cause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 Bearing 
in mind that those who request card replacement 
due to inevitable reasons, such as change of name, 
are required to pay $150 to the Academic Records 
and Registration Office (ARRO), students who 
opt for 5-year programs such as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and those who defer their date of 
graduation might be required to pay the same. Is it 
fair for them?

Card Back Design
The design of the backside has also undergone minor 
changes. The black magnetic strip disappears from 
the new design, while the sponsored logo of the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BOCHK) is also removed.

As mentioned in WINGS 11.2, the magnetic strip was 
never of use; it was included simply because the card 
was sponsored and produced by BOCHK, and the 
Bank requires all cards provided by them to feature a 
magnetic strip.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the above 
deletions ar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HKUST Card 
scheme is no longer sponsored by BOCHK.

Contactless Technology
HKUST Cards issued before July 2014 are ISO 
7816-compliant contact-based smart cards, i.e.  
reading of data stored on the card chip occurs only 
when there is a physical contact between the  chip 
and the card reader.

New cards are now contactless smart cards, which 
data can be transferred thru "touch and go" just like 
Octopus cards - you no longer have to take the card 
out of the wallet and insert it to the reader. However, 
the new technology would not be of use in the near 
future, as ARRO has announced that the current card-
reading devices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both 
versions of cards on contact mode.

Transition Arrangement
When this article was first writte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tudents’ Union (SU ExCo) 
told WINGS that they have been discussing with 
ARRO for arrangements of allowing Continuing 
Undergraduates (CUGs) to exchange for new cards, 
and due to technical problems such as transferring 
the remaining value in the e-Purse of the old card to 
the new one (currently students have to approach 
the Finance Office (FO) for such exercise), the 
arrangements will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October 
the latest.

At the last moment before this article was sent to 
the publisher, the ARRO finally sent a mass email 
concerning the data update of HKUST Cards. The mail 
mentioned that Continuing Undergraduates will be 
given an option to exchange their current HKUST 
Cards with the new version during October 13-22. 
Those who are on an academic exchange or taking 
a study leave can do so upon resumption of study at 
HKUST.

HKUST Card
What are they changing?

Recently,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has altered the 
design of HKUST Cards so as to include expiry date on 
the Card; The HKUST Cards issued to freshmen who enter 
UST this year is already of the new design, and continuing 
undergraduates (CUGs) who request card replacement are 
also issued with cards with new design. But what are the 
other changes that the administrators had made?

小結

Gouwu

▲學生會會員證具有彌補科大卡沒有有效日期之不
足的功能，但幹事會表示會繼續簽發（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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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安排
亟待改善

現時各座宿舍內的冷氣、洗衣費用以及計算
機操作廳（Computer barn）的印刷費均須以
科大卡電子錢包繳付，然而設於校內的四部
科大卡增值機經常故障──自筆者入學以來，
設於 LG7 百佳超級市場門外的其中一台增值
機從未正常運作，直至本年九月才重投服務，
但數天後便再次失靈至今！

今年九月，學術大樓內的三部增值機曾一度
全部故障，由於天氣炎熱，冷氣需求大增，
增值機故障使不少宿生頓感惆悵，紛紛向友
人借用科大卡繳付冷氣費。

除了四部增值機外，校方另容許同學於紀念
品中心及財務處辦事處增值，但兩者辦公時
間均為朝九晚五，根本未能服務大部份宿生；
中銀科大信用卡直接為科大卡增值的安排，
大多宿生亦未能受惠。遇有如上文所述般全
部增值機均告壞機的情況，欲享用冷氣的同
學着實需要自求多福。

現時科大卡增值安排極有改善餘地，校方應
檢討有關安排，並改善增值方法（例如於宿
舍增設晚間人手增值點），否則校方應取消
以科大卡繳付上述費用的安排，直接改用更
流通的八達通好了。

Currently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ettle their hall air-
conditioning, laundry charges as well as print budget 
at computer barns by utilizing the e-Purse of HKUST 
Cards. However, as the add-value machines (AVMs) 
are frequently out of order - one of the two machines 
outside PARKnSHOP on LG7 has been out of order 
since I entered HKUST, and remained out of service 
until a recent maintenance this month - the system is 
quite troublesome to students.

Top-up service is also available at the Souvenir Center 
and Finance Office counter, but the operation hours 
of both of them are limited to 9am to 5pm only. 
BOCHK - HKUST credit card holders may also top-
up their card 24/7, but not many hall residents are 
holders of such card. 
At the start of this semester, all of the three AVMs 
placed inside the Academic Building were out of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in midst of hot weather. 
Students who were unable to top-up their cards 
due to the breakdown resorted to borrowing cards 

from their friends in order to enjoy air-conditioning, 
creating a confusing scene.

The university authority should really review the 
top-up arrangements of HKUST Card, and to come 
up of ways to fix the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 (e.g. 
providing night-time manual top-up service).
Otherwise, replacing the e-Purse payment with the 
popular Octopus system seems to be a better way.

Top-up arrangements must be improved
Extra

外篇 Rowing Team finish 2nd RunneR-upaT The Jackie chan challenge cup                 hk univeRsiTies Rowing championships 2014On 16-17 Aug 2014, the 
Rowing Team competed against six other tertiary 
institutions in the Jackie Chan Challenge Cup HK Universities Rowing Championships 
2014 at the Shatin Rowing Centre. After two days of intense competition, the team finished 2nd 
Runner-up for the Overall Championship and 2nd Runner-up for the Men’s Overall Championship. 
The individual accomplishments in the events were as follows:

Champion for the M2X event LAI Cheuk Yiu and CHIU Ho Laam
1st Runner-up for the M1X event LAI Cheuk Yiu
2nd Runner-up for the W8+ event CHIM Hoi Ching, Keung Sin Ying, TSANG Tsz 

Wai Krystal, LIT Hoi Ning, TAM Cheuk Yi, LI Ka 
Ching, TSUI Man Chi and LEUNG Siu Ying

Pandora YUEN, Director of Student Affairs, served as one of 12 Honorable Guests for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um Closing Ceremony. Congratulations for the Rowing Team on their accomplishments 
after a long year of training!

LAI Cheuk Yiu (left) smiles after he and CHIU Ho Laam (right) won the 
M2X Final by 0.4 sec!

HKUST finished as 2nd Runner-up for the Overall Championship!

Mrs Pandora YUEN presented the 1st Runner-up 
award to LAI Cheuk Yiu for the M1X event.

All affiliated societies are invited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in WINGS! Please 
contact us thru email for arrangements.

Rowing Club, HKUS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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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成於九月一日，政治波譎雲詭，也許刊印之
時，已經面目全非）

開學前，中共黨官終於出來見家翁，宣告二零一七
年選舉方案。當中細則，實情吹風日久，坊間一早
有心理準備，所謂驚訝，不過又一場例行公事。

稍為讀過共產黨史的人，豈會對這幫列寧契弟心存
幻想？從俄共的紅色帝國、北韓的狗噬之刑，到赤
柬的自我種族滅絕，都一再印證共產黨乃一丘之
貉。中共的歷史，更是一部經典的無恥學教材。為
奪江山，圍困長春致上十萬平民白白餓死；為壯聲
望，驅使軍人橫渡鴨綠江，以人海迎戰火海；為保
政權，屠殺手無寸刃的學生及平民。當年國民黨政
府方重奪失土，中共叫喊的正正是公民自由、民主
選舉、聯邦制、結束一黨專政，此等走數偉績，有
心人早就結集成《歷史的先聲》一書。

八月三十一日，黨官李飛公然宣言，特首愛國是「
法律責任」，中國實質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故特首
愛黨不言而喻。張榮順更肉麻得說「提委會是美
玉，愈看愈可愛」；最無恥的，當然要數馮巍的
「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更早之前，梁振英
亦自以為聰明般宣稱，香港特首的權力之大，為倫
敦、紐約等市之長所不及；容許非公民投票，為國
際罕見之寬鬆。

從中可見，中國政府本性已經不良，如今亦毫無寸
進，睜眼說謊，胡扯充邏輯。根據基本法的字面釋
義，一國兩制不過是中港聯邦制的雅號，僅留國防
外交予北京行使，貨幣、社福、銓敘、稅務、立法
等市政以外的，俱香港政府所有，豈能與普通市政
府相比？永久居民的地位，更是香港公民之實。可
是，鄧小平的繼承者權術不足，難以駕馭聯邦制此
類現代思維，遂將香港盡力貶為普通地方政權，
妄圖加強自身的影響力。此等思維，其實就是古

中共頭目習近平上任後，就雷厲風行地清理門戶。
對政局一知半解的，也許受威權氣勢所迷惑，以為
大陸強政勵治了。其實不然，習總想做的是政治強
人，集大權於一身，行事強硬；當近患悉數清除，
做事只會更肆無忌憚。另一方面，中國實體經濟已
經放緩，以中共龐大人力班底，硬着陸不甚可能，
但個別地方或會出現管治危機。此時，中央政府必
定力增威望，以確保局勢穩定，至此，就不外乎對
內功績及對外成就。

八月尾的人大決定足以反映北京的強硬，除非中共
派系鬥爭回歸均勢，否則當權者往後都決不會就香
港民主讓一步。民主黨兩年前的教訓，警惕着泛
民，要是誰敢離隊，就會成為千古罪人。所以，
今次泛民只會愈趨激進，決不退讓。而所謂「溫
和派」和「中間派」，多提出怎樣那樣改變選委會
的組成辦法，最後卻被人大斷然否決，今後無戲可
唱；游離市民，則更加邊緣化。

巧合地，當年雙十前夕，清廷北京當權的滿人，正
正為了確保地位，就向地方收回權力，甚至不惜國
有化民營資產，充實本錢。最終，立憲溫和派深感
失望，憤而離去，革命黨才有機可乘。在香港，革
命短期內不太可能，但相通的是，中共及其香港代
理人聲望急跌，不會再有效管治香港，不會再有「

民主黨人會見黨官之後，聲言對方不知該黨擁護基
本法及人大決定，並感到驚訝，以論證面談的重
要。中共習於權術，難以想像對手會一概承認自己
的決定，當然驚訝有如此蠢材。中共經常掛於口邊
的所謂底線，不外乎：按照基本法及人大決定辦
事，反對外國勢力介入，以及維護國家安全。其
中，頭兩者完全是戰略要求。

主流泛民事事講求基本法，但基本法大還是港人意
願大呢？基本法又有何服眾之理？其實基本法，不
過是中國政府單方面拋給香港，要港人服從的文
件，未經港人授權，更非中港的對等條約。主流泛
民的中國意識，使其將基本法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國
主權體現，窒礙民主論述。基本法是中國單方面的
諾言，對港人有利者，應警告中國自約，不符合港
人意願的，當以人民意願為先，拒絕服從北京框
架。承認人大決定的話，一開始就注定沒有真普
選。更何況中共的優良走數傳統，和平解放西藏的
條約尚且有藏方代表簽署，之後也公然撕毀，大肆
殖民侵略，比清帝國更為霸道。爭氣的民主派，早
就應該重新制憲，不惜另立議會，公告「網球場宣
言」，體現港人自決。

歷史告訴我們，對手再三叮囑的事，往往是弱點所
在。當袁世凱收到二十一條時，暴跳如雷，日本人
再三叮囑的，是萬不可洩與別國。北洋政府卻邊拖
延日本，邊密會西方，使其對日施壓，正中日本忌
諱。難怪，近代中國就有一個宿命，外國勢力往往
是造王者，沒有西方列強，太平天國不會如此滅
亡；若非日本幫手，段祺瑞哪能鎮壓孫大炮？國民
黨如是，共產黨如是，要不是蘇聯照顧你們？完蛋
了！雖然香港是彈丸之地，難以要外國動武爭持。
美國連烏克蘭和伊斯蘭國都不敢派兵，香港當然沒
可能。不過，世界早有制衡中國的主旋律，香港絕
對是不錯的議題；雖然西方對西藏無符，但對香
港，只要是簡單的杯葛、拒認香港特殊性、取消特
區護照區別、取消技術資金輸入優惠，中國在港利
益已經大大受損，殺傷力比出兵更大。想像一下，
美國取消技術輸入香港，歐洲取消特區護照免簽
證，那些中國工業，那些「官二代」「富二代」會
如何反應？香港「沉默大多數」又會如何？熱愛遊
日遊臺的港女又會如何？

對一七年政改抱有幻想的，定必有妄想症。和平佔
中的靜坐任人拘捕大行動，與其說是爭取真普選，
不如說是宣示姿態，為往後更激的行動鋪路，打開
公民抗命的序幕。除非成功發動罷市及罷工，否則
靠兩三成大專生集體走堂，難以動搖港共政府。長
遠而言，本土意識抬頭，配合不斷升級的民主抗
爭，最後取得真普選，我仍然樂觀。民主之路很
長，但每一場戰役，都應有背水一戰的態度。即使
戰勝不了對手，亦要為下一步累積優勢。我仍然相
信，香港人是一個永不低頭的民族。

八十年代起的民主回歸論，隨着一七年方案的激
戰，勢會告一段落。舊有泛民的中國意識，使其出
賣香港利益，例如承認中國政府在港的優越、願意
服從北京定下的框架、支持中港融合等。當市民反
抗行動升級，理論也會因時進化，中國框架勢遭捨
棄。八九年，香港人因休戚與共的關係，支持北京
民運，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最為膨脹。但九七之後，
香港人的主體性逐漸成形，向民族邁進。

當年保衛碼頭的抗爭，提出的是「集體回憶」。此
四個字，正正帶出一個特定群體才共享的歷史認
同。隨後，自由行不斷擴展，香港人接觸的大陸人
愈多，原本區隔兩地的屏障漸漸減少，更多的了解
卻帶來更強烈的身份區別，甚至抵抗情緒。大陸人
在港的劣行不斷湧現，「養活香港論」、「香港優
越不再」等無知言論不絕於耳，本地資源及生存空
間愈加貧乏，政府卻無意疏導，民主發展又欠奉，
最終爆發本土運動。

就算是非本土派，其提出的口號已經充滿族群色彩。
「前途自決」、「命運共同體」等，甚具民族雛形，
至少與中國民主進程脫勾。當一個群體，或命運共
同體，認同其獨特的語言、歷史、生活方式、經濟
成就，就自然反抗外來政權的奴役，你可以稱之為
族群衝突，又或者民族解放。

香港人未必廣泛自覺自己是一個民族，但就一定有
族群意識，區分他我。從最基本的「香港人」「大
陸人」稱謂之別、廣府話認同、獅子山下的香港史
詩，到百分之九十五市民反對新移民來港即可申領
綜援，皆顯示香港人是一個成形而穩定的特殊群
體，主流意識致力爭取自主，脫離中國控制，但接
受歸於中國名下。

綜合上段，原有的「中港民主同步」已經無以為繼，
中國政府威望低下，現今連中國平民都不能寄予希
望，甚至急需設立適當屏障緩和矛盾。另一方面，
民主支持者會愈演愈烈，行動不斷升級。假如北京
強硬下去，就會迫使兩者合流，即是港人以民族意
識反抗中國統治，並以民主體制規範共同體。具體
來說，就是武裝建立民族國家，亦即港獨的方向。

中共從來不守規矩

無論如何　北京已經輸了

民主回歸破產　本土主義加劇

「原則」　是用來攻擊的

悲觀與樂觀

溫和派」願意調解，亦難以動員游離市民。今屆立
法會，已經出現全體泛民議員集體拉布，甚至圍堵
特首，議會抗爭將會更為激烈。「反國教、電視發
牌、新界東北」規模的反政府示威只會愈為頻繁，
衝擊烈度會不斷升級，三屆特首任期以內極可能出
現武裝暴動。

如果中國出手鎮壓，又如何呢？首先，以中國於今
世的名聲，無論反政府的烈度是和平集會或是武裝
暴動，招來的抵制反應都沒有分別。而一旦中國出
兵，會輕易控制香港的土地，卻難以維持香港現今
的特殊性，得物無所用，更影響中國經濟的開放策
略部署，愈早鎮壓，中國愈難承受。從京官採用有
前無後的強硬政策開始，他們已經注定會失去香
港。

代中央對藩鎮臣屬的心態。這個「新中國」，對比
民國，更似古中國格局：崇拜大一統、強調中央專
制、以力服人的霸道、數量龐大的官員黨同伐異，
差就只差一個皇帝而已。

一個與時代脫了節的朝廷，不可能與「臣子」對等
談判。其一切的動作，尤其工於心計。二零一零
年，民主黨的建議獲北京接納，決非四方嬸嬸聲言
的「讓步」，只是要你民主派曾經承認「先小圈子
提名，再一人一票」的模式，到了特首選舉，就再
翻這個帳目，要你有理說不清。

撰文：若思
排版：作者

雙十將至

 北京再次輸了

政改無望

 香港勢在獨立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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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留守以後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晚上，二千市民響
應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呼籲，於
行畢七一遊行留守中環遮打道，以前途
作賭注，就政改議題向當局施壓。

原擬留守至翌晨八時便自行離開的千二
人，最終卻在二時許被警方以非法集會
為由抬走，最終五百一十一人被捕，其
中至少七人是科大學生。

清場時被警方抬離遮打道現場的科大學生，包括
去屆學生會會長暨現任普選評議員石毅俊（機械
三）、現任學生會會長羅緯綸（商管二）、前任
普選評議員郭振英（數學二）及生物系學生會某
要員，皆被警員抬上旅遊巴（科大御用的旅遊巴
公司捷迅及龍威！）載往黃竹坑香港警察學院羈
留，擾攘接近整天才獲釋。

校方反應
這次校方處理學生被捕一事反應頗為迅速。留守
者被捕當天早上，校方學生事務處（SAO）曾主動
聯絡學生會幹事會提供協助。

留守一事發生數日後，校方亦決定成立學生
支 援 專 責 小 組（Ad Hoc Task Force on Student 
Assistance），成員除副校長（大學拓展）翁以登
及來自校方不同部門的代表外，亦有學生會幹事
會、編委及時事關注組織「科大行動」之代表；
專責小組至截稿時已開會三次，除討論留守遮打
道的善後事宜外，亦有談及罷課等議題。

The HKUST students removed forcibly by the police 
include Sam Shek (MECH Yr 3, President of the 
immediate past session of the SU ExCo and current 
Popularly-elected Councillor), Van Law (SBM Yr 2, 
current President of SU ExCo), Kwok Chun Ying (past 
Popularly-elected Councillor) and an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Biology Students’ Society 
who wish to remain anonymous. They were sent 
along with the other protesters by coach to the 
Police College grounds in Wong Chuk Hang, which 
served as a temporary internment site. They were 
released on their own recognizance only after 
nearly a day of starving.

Response from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authority’s response to the incident 
was quite swift. The Student Affairs Office (SAO) 
contacted the SU ExCo on the morning after the 
prosecution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latter.

On the night of July 1, 2014, 2,000 protesters 
who have just  par t ic ipated in  the annual 
7.1 March gathered at Chater Road, a major 
thoroughfare in the hear t  of  Central ,  and 
org an i ze d an  ove r n i g ht  s i t - i n  p rote s t ,  i n 
response to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 t u d e n t s '  ( H K F S )  a p p e a l .  T h e y  p u t  t h e i r 
future at stake in fighting for a true universal 
suffrage.

The sit-in protest was initially planned to be 
a peaceful one, coming to an end voluntarily 
at 8am. However, the Police cleared the site at 
2am citing the reason of “unlawful assembly”, 
and prosecuted a total of 511 protesters, in 
which at least 7 are HKUST students.

校方經此一役，亦決定設立學生支援電
話熱綫，由各部門職員二十四小時輪值
接聽，向同學或家長提供實時協助。有
關熱綫的人手安排及硬件設備已經備
妥，校方稍後應會公布。

七月十日，校長亦透過群發電郵向全體
科大成員發出「校長的信」，講述校方
對有關事件的應對，並強調校方鼓勵同
學「關心及貢獻社會，培育獨立思考和
分析能力，互相尊重，為普世的福祉盡
一己之力」。

▼　「校長的信」全文（正體中文）

An Ad Hoc Task Force on Student Assistance was 
also formed a few days after.  Chaired by Vice-
President for 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 (VPIA) Dr 
Eden Woon, the task force consists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various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authority, 
as well as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SU ExCo,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Progressust, an SU-affiliated 
society focusing in social concern. To date three 
meetings have been held.

The University authority has also decided to establish 
a Student Assistance Hotline. The Hotline will be 
staffed 24/7 by a dedicated team to provide real-
time assistance to students and parents. 

Prof Tony Chan, the President, has also issued 
an "e-Letter" regarding the sit-in protest thru a 
mass email.  He reported about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towards the prosecution.

Students prosecuted
The HKUST students prosecuted were all released 
on recognizance, i.e. a conditional release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reporting to the police regularly, and 
they were still subject to formal charges.

Believing that the police is misusing the recognizance 
system as a means of political suppression, they 
refused to continue their bail when they report to 
the police on July 31 or August 1, forcing the latter to 
decide whether to formally charge them on a crime 
or to release them within 48 hours.

All those who refused continuation of bail were 
released unconditionally at last; the police however 
stated that the prosecuted were still subject to 
prosecution if there is enough evidence.

撰文、排版：逸鳴

留守者
各被警方拘捕的同學在遭囚禁整天後簽
保獲釋，即各人仍有被起訴之虞，且
須定期前往警署報到。他們認為警方
濫用保釋制度作政治打壓，故此在七月
三十一日及八月一日分兩批到中區警署
「踢保」，亦即拒絕繼續保釋，逼使警
方於四十八小時內決定正式落案起訴與
否。

最後所有踢保者全部獲無條件釋放，毋
須再往警署報到，但警方表明日後若有
足夠證據，或會再拘捕及檢控有關被捕
人士。

The President's e-Letter (full text in English) ▲



連 AKB 都
不如的政府

今年五月下旬，日本舉行了一場

整個藝能界以至全國矚目的盛事，
就是人氣女子組合 AKB48 一年一
度的選拔總選舉，這次選舉不僅選
出負責演唱於八月推出的全新單曲
的成員，同時亦作為對成員受歡迎
程度的考驗。結果不負一眾歌迷所
望，被譽為新世代皇牌的渡邊麻友
以近十六萬票高姿態成為 AKB 的
人氣王。當人家的偶像也要經過這
樣一個民意授權程序挑選出來的時
候，我們香港特首的產生方法是如
何兒戲，說到這裏，我不禁倒抽一
口涼氣。

社會上不少團體時均提出真正的普
選要包含普及而平等的提名權、被
選舉權以及投票權。那筆者就先
由提名權及被選舉權方面着手。
AKB48 營運一方每年均會於總選
舉前列出合資格參加的條件，而根
據過往多年經驗，基本上日本國內 
AKB 家族成員以至外調至海外分支
的日本籍成員均可參選，往年參選
資格甚至包括部份已離隊成員，因
此無論你是已有多年演出經驗的人
氣成員還是新加入的研究生，都能
接受民意的洗禮，站上 AKB 的舞

台。而成員只需向營運方提交申請
就能成為候選人，並不需要任何人
提名。相反，根據人大就二零一七
政改提出的決議，候選人需要經過
一個由一千二百個提委組成的提委
會當中過半數提委支持，方可成為
行政長官候選人，而提委會成員當
中，不少是來自工商界的權貴或是
親中的政客。更甚的是在現時黨國
不分的環境之下，中共不斷指出行
政長官須「愛國愛港」，在如此高
門檻及不合理限制的情況下，根本
不能令代表不同聲音的候選人入閘，
如此實在難以說服港人他們在行政
長官選舉中擁有普及而平等的提名
權及被提名權。

中共人大常委會剛正式公布的香港
政改決議雖給予香港人以一人一票
選出行政長官的權利，惟決議中同
時指出特首選舉只能容納兩至三名
候選人。如此情況，即使你手握一
票，也不代表你能擁由真正決定香
港首長的權力，情況就如你晚上去 
LG5 麥當勞時，你想食至尊漢堡餐，
但就只有三個廿一蚊餐給你選擇一
樣。當然 AKB 總選舉也不能談得上
是公平，因為歌迷需要購買她們的
單曲才能獲得總選舉投票券，只要
你有能力就能不停投票給自己喜歡
的成員，就曾經有瘋狂歌迷購
買二千多張唱片以投
票予心愛
的成員。

撰文：峯岸嵐
排版：少女時代 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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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AKB 的總選舉不是一人一票，
但歌迷卻有真正的選擇權利，無論你
喜歡的成員是誰，就算是寂寂無名的
研究生，你都能夠將你手上的一票
(s) 投給她，真正表達自己的意願，
所有參選者亦能在公平公開的環境
中競逐。

人大常委已就二零一七政改發展「落
全閘」，香港人不應再心存幻想，旨
意以梁振英為首的傀儡政權會憐憫
港人，向中共爭取更普及平等的政改
方案；港人更不應以「袋住先」的心
態，相信中共的甜言蜜語，選擇
接受中共現時提出的條件，認為只要
能投票選特首就等於有了民主，因為
我們香港人尚未有作出真正選擇的
權利。而在細節當中，更不難發現魔
鬼的存在──人大常委副秘書長表
示，香港以二十年時間完成了西方需
要一百年才能完成的民主進程，暗示
中共認為只要今次政改方案得以通
過，香港人夢寐以求的民主發展便告
完成，此後不會再有改變機會。現在
「袋住先」，跟「硬食」爛方案根本
無分別。所以筆者情願「原地踏步」

，也不願「行差踏錯」，令香港的
民主進程不進反退。

政治是需要妥協，但妥協都要講求
原則，否則就是投降。港人不應自
認是羔羊，每天跟政治保持距離，
以為「我不理政治，政治就不理
我」，然後令自己一世困在牧場，
當牧主給予少少「甜頭」便沾沾自
喜，欣然接受。正如佔中三子所言，
港人不能再當順民，亦應放棄幻想，
不要因為中共給你少少所謂的「民
主」就放棄對真普選的堅持。

民主不是從天而降的免費午餐，一
定要靠自己雙手去爭取。中共對港
之干預日趨嚴重，由不斷批出單程
證予大陸人來港、不斷就香港事務
發表意見以至箝制港人選擇自己政
府的自由。當獨裁已成事實，抗爭
就是義務，一顆雞蛋絕不能與石牆
較量，但只要有一堆雞蛋，堅持決
不退讓，石牆也會有裂開的一日。

請緊記，香港是我們香港人的
主場，我們不幹，誰幹？

Wings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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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云，「河水不犯井水」2 ？但是諸君，
我們的水土正在變壞，飽遭龐然大物壓境
侵犯，踩到上我等心口。我們不能繼續自
欺欺人，相信一切正常似舊，還能相安無
事──《紅 Van》也有類似的對白；亡命
小巴，也是飛車啊。你以為能避得了嗎？
天真，只是形成另一筆「歷史的荒謬」。

飛車，豈止於城際列車、港滬通 3 這些
直通車；前不久就另有一架。八月三十一
日，有大陸「FV」車牌房車在西貢撞倒少
女；「飛車飛車／在高速公路／追車過車
絕不管燈號」，斑馬線亦如是。政治真的
很討厭。CEPA 車牌資格互認協議簽訂後，
由零七年二月起，成功以大陸駕駛執照申
請「免試簽發香港正式駕駛執照」者已逾
十萬個。只要申請人在中國居住不少過六
個月，其中國車牌又在期間簽發，且具備
有效護照、香港通訊地址及九百元港幣辦
理費，即可免試申請香港車牌。更有大陸
車輛，掛着由本港運輸署編配的特殊車牌
「FU」及「FV」，穿梭兩地而毋需展示行
車證，即使司機違例，也往往因車輛資料
不足而難以檢控，變相享有特權。還需要
符合香港路況的訓練，使其熟習嗎？要鬧
出個自把自為的自駕遊，鬧市奔馳，來一
番「刺激的感受」，其實不難嘛。不用再
問「何日何地／不必煞掣／衝出鑽石山」
「何日何地／不必告票／飛車過大關」了。

土法熔合　文革重演

信了吧？你說，最近怎麼有那麼多飛車；
我說，它們都是中港熔合的一部份，而熔
合老早就開始，非一朝一夕之事。看不到
那個土法民族大熔爐麼？香港淪陷以前，
黃子華亦提醒過大家一國兩制的虛妄，且
留下這句名言：「你知唔知道一國兩制最
偉大嘅地方係乜啊，一國兩制最偉大嘅地
方就係佢哋都肯認佢哋自己個制真係嚇親
人啊！」4 反正信用破產，中共隨時都可
抓破臉皮；自然也可隨時反常，隨時反面，
隨時反口，不容你隨時反應，隨時反叛，
隨時反動。「河水不犯井水」是單向的：
顛覆基地「革命有罪，造反無理」，成了
被匪類顛覆的「重點打撀對象」，好端端
的給香港安了「原罪」，出師有名，致使
「高度」自治就連「五、十年不變」也不
可能，也許以後只有馬照跑，連跳舞亦只
能跳忠字舞，十字舞過主啦，能活着就是
包容（中聯辦張曉明論泛民語）。他們妄
圖把他們那一套移植過來，「飛車飛車／
是思想速度」，明知大躍進唔得掂，卻怪
我們「車速太慢」，「要到未到引擎也憤
怒」，要我們從速投誠，配合全面管治。
就算只基於近來的小動作，也可推斷出世
道會相當恐怖：一班奴才囿於名利，為專
制賣命奔走，不但妄圖指導輿論，且拋頭
露面，指揮行動，奉行群眾鬥群眾的策略，
自行激化分化；嘍囉受僱、流氓當道，活

港鐵不問因由墨守成規，缺乏訓練兼且不
懂變通，城際列車，在青衣控制中心的配
合下，輾斃唐狗，誤了卿卿性命，官僚
作風表露無遺。看着羅大佑《飛車》的
MV1，想他大概沒料到鐵騎快會象徵鐵石
心腸，在「共識的軌道」上行駛。香港這
種重視速度效率、功利至上的偽理性，與
中國（中国）那種穩定壓倒一切、草菅人
命、泯滅人性的暴政風尚，一旦結合，為
禍尤烈，後患無窮：淨是些野獸暴走人間，
中港一家親。如斯怪象，吾不欲觀之矣，
淨係講起都覺得難聽過粗口。

人間失格　利維坦巨靈來襲

地獄鬼國之所以為地獄鬼國，不但在於把
人間弄成地獄，更由於共匪擅於把人心弄
成地獄。在地獄裏存赤子之真善性情、高
尚情操，既幸亦不幸也：生而為人而保全
人性，幸也；自身不是地獄，卻終究避不
了早已淪為地獄的他人，苟且偷生夠晒
勇，卻談何容易，恐怕槍打出頭鳥，人身
難保，只能留取丹心照汗青了。墮落可恥
可悲，苟活難捱難受，換了是我，躑躅其
間而不能自處、不能自在矣。

簡單求生存的話，人人便要把自身變成地
獄，比起甚麼自覺覺他還來得容易和膚
淺。自己是地獄，他人是地獄，兩項命題
竟能達成辯證法的統一，這就是共產黨的

本事。「完美」、「完整」、「完全」的
異化的統一，向來乃中共雄圖大計。

猶幸香港冷血者畢竟只屬少數，人尚皆有
惻隱之心。夏蟲不可語冰，大陸官媒和網
民，不論是談論港鐵所為，抑或中國廣東
籍男子 Jacky Lo 羅家民在港虐狗獸行，均
嘲諷港人小題大做，甚至以「狗萃主義」
形容港人義憤，絲毫不懂對生命的尊重和
性靈之育養。連笑也是為了冷嘲熱諷，連
頭腦也冰冷得只剩下食色之欲、貪嗔癡和
奴性，徒具人身，糟蹋人命，此等中國人
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種種現象和衝突，眾多的「個別例子」，
反映了兩地風氣的格格不入，是文化和制
度的差異──文化、制度有無之實實在在
的差異。啊，我素來欽佩抽絲剝繭、尋根
究底者，但畢竟先下手下定義為強，為免
有「語理分析」狂迷心力交瘁於閱讀理解，
不妨先設限為敬，謹守龍門，好省掉我對
後者的欽敬。參考陳冠中《事後：本土文
化誌》、馬傑偉《後九七香港認同》，此
處「文化」乃指下列多項：建構身份認同
的條件；生活方式、具體習慣、風俗；意義、
道德、價值觀、意識形態；教養、品位、
禮儀、知識。當然，文化不止於此。總之，
我們和他們，分明是兩個族群。經歷有異，
景觀有別，這也平常得很。我們何嘗不想
「各有各去各自上旅途」，如當年伍姑娘

飛車近了
，

我們應當悔改
撰文：老鬼太老餅，老套當老奉

排版：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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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如今村民也未免疫，建制腐敗，也一
味着重井然秩序，幫忙維穩，維繫社會成
本，乖乖聽命守秩序，為不仁不義的政權
作嫁衣裳、抬大轎。

其實，縱有政權千方百計的刁難和險阻，
只要理清其來源和本質，了解到正當性已
經蕩然無存，抱有信心，堅定信念，那麼
剩下的問題就只有方法了。不適合的策
略，不等於不適合的目標和理想。別只重
抗爭這理念的成效，而想也不敢想，談也
不敢談，做也不敢做；此乃應行之義。做，
未必有效；不做，一定無用。港共不但睇
死你，更攻心為上，詭辯連番、大話連篇、
偷換概念、密集洗腦、模糊焦點、威逼利
誘，以消弭意志，此之為奪志也。歐盟之
父卡勒吉有曰：「政治運動必以烏托邦開
始，並以成為政治現實告終。一個想法只
能停留在烏托邦，還是會成為現實，這要
看相信它的人數以及他們的行動力。」到
底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抑或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就看大家了。認清心障，破除
無謂顧慮，實踐也輕易多了，此之所以孫
文撰《心理建設》提倡知難行易也。

反對者如何，政府也必如何。你的日子如
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飛車近了，為了
自己的命運，為了共同體的命運，我們應
當悔改。

參考
https://fbcdn-sphotos-g-a.akamaihd.
net/hphotos-ak-xpa1/v/t1.0-
9/10628472_10154569600700453_7457075088688485539_
n.jpg?oh=a1a6dfd2acada1c6c6bfd85d6dd7bb09&oe=54
CF2798&__gda__=1419159694_085debc3533826506d124aa
68282c866

圖片來源 : crystaltrulove.wordpress.com
                  vvallpaperz.blogspot.com

勢利、冷淡、冷感，無情味可言。「Time 
is money」。「No money no talk」。熱情
只能揮霍，還只能揮霍在蠅頭小利上，理
智只流於計算、演算，其實很可憐。

村民還在對社會秩序的愚忠、公民和政府
的關係、大中華史觀等議題，囿於政治正
確，囿於權威「預設」的愚民界線 6，不
理會當中理據，甚至斥責別人喪失理智之
際，自己卻未曾思索，糟蹋理智，自作聰
明，偏執地以偽理性自恃。如此的偽理性，
的確同樣觸及人性，卻難以養心、安心。

未見工具理性有效實踐，遑論價值理性。
罕聞港豬高瞻遠矚，慮及長遠而根本的福
祉，惠及己身，惠及萬民，惠及當世，惠
及後代，惠及萬年，追求好生活。此即為
了私其私，遂既公其私，亦公其公，成其
公亦成其私。孔、墨、老三子的道理是可
以貫通的：從同心圈出發，顧己及人，實
踐仁愛；公義也是私利，自己得益而人人
得益，人人得益而自己得益；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反復、不爭。心靈和
樂、人格健全、倫理觀、天人觀、宇宙觀，
聽來虛無縹緲，卻非無關宏旨之事，連這
些都漠不關心，何況情理？港豬那套不是
偽理性，會是甚麼？

獻給村民的心理建設

他們還自命老成、溫和、和理非非（也
許會惱羞成怒地反駁：「偽理性又如
何？」），以看透世事之專家自居，其實
根本就是故步自封、怯懦犬儒、不肯付
出，抱持鴕鳥心態。視若無睹，命作豪賭，
是他們的奴隸人生哲學。其宛如大家族中
講究科層、等級、輩份，要人領導，不能
「以下犯上」，（失敗的）經驗豐富才有
（圍爐取暖的）話語權，吹捧「食鹽多過
你食米」的資格論。這班村民日夜期盼村
長、族長、賢王、領袖、天子、聖人出現
（不過即使有人自居，村民都唔係噉諗），
竟然沒有變得跟望夫石一樣，教我好生驚
訝。中國君王利用儒家倫理而散播思想病

像民初支持袁世凱的遊行團，真心膠紅衛
兵、矢言「反中央」的盲毛「殭屍粉」，
洶湧而出，形成偽民意，侮辱自由意志，
貶抑公民社會；高壓氣氛，儼如福柯所言
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5；下三
流而愚昧的抹黑和偷換概念，以及要求公
民相互舉報監視的不智不仁之舉，賤視民
智，踐踏互信，出賣情誼，鼓吹白色恐怖，
使文革重臨香港。怎能不驚心？怎能不當
心？唐英年以「車毀人亡」「告誡」青年，
如今想來不無道理，只不過，乃人家車毀，
自己人亡。人家有意為之，區區犧牲早就
無所謂，可是少年香港的命根要怎樣賠？

再無賠命的資格，早無執政的資格。港豬
多少都知道，惟鮮有行道。別誤會，「港
豬」並非侮辱，豬也許不蠢：生物學家 
Donald Broom 認為豬的認知能力高於三歲
小童。不是歧視，正如「蝗蟲」，是鄙視，
甚至可謂意氣之言，但也是哀其不幸，怒
其不爭──明明不用這樣的，明明他們有
得揀，明明心障可去除。

港豬不知亡國恨　機關算盡太聰明

譬如偽理性：常將「理性」掛在口邊，然
而做的卻不是這麼一回事，身體很誠實。

理性乃賦能，有二：工具理性、價值理性。
前者指的，乃運用理智，施展思考、計算、
推理、邏輯等方面的能力。由此所得的結
論都是合乎邏輯。申明事理，便不得不訴
諸邏輯，邏輯可謂法則。

香港人擅於、慣於、偏於行使一部份的工
具理性，精打細算，精於計算，集中於計
算短期的、可見的、可及的、物質的利益。
別以為只有賺到盡的誠哥、有加無減而事
故叢生的港鐵，君不見大把人炒 iPhone 炒
得性起？（說不定看倌亦是當中一員。）
若然思慮過於偏狹，則心為物役，急功近
利，既心急，又只重眼前之利，以致有時
師奶心態暴現，一有着數就攞住先、袋住
先，不曾想過有何代價，漸漸儼如機器，



為何俄羅斯會針對烏克蘭？

人民因素：克里米亞直到一九五四
年都還是俄羅斯的一部份，如今依
然有大量的俄羅斯人居於境內，親
俄的人民佔頗大部份。

軍事因素：烏克蘭軍事實力較弱，
俄羅斯黑海艦隊常駐克里米亞，而
烏克蘭海軍則只是使用前蘇聯的裝
備。烏克蘭國家能源亦是依賴於俄
羅斯供應，一旦爆發大規模戰爭，
烏克蘭未必能擋住俄羅斯的大舉進
軍。

政治因素：俄羅斯希望擴充勢力，
借保障烏克蘭人民生活為名駐兵於
此，防止烏克蘭被歐洲及西方各國
所得到，亦希望在各列強中佔一席
之地。

經濟因素：烏克蘭經濟處處受俄國制
肘。烏克蘭經濟於二零零八年金融危
機之後陷入低谷，因而選擇接受俄羅
斯的巨額貸款。一旦俄羅斯停止貸款
援助，烏國經濟或會再次遭受重創。
俄羅斯亦以優惠價供天然氣予烏國，
可見烏克蘭的能源供應、以至經濟均
受俄羅斯控制。

地理因素：烏克蘭擁有優越的地理位
置，鄰近黑海，水上運輸極為方便。
俄羅斯則處於內陸，運輸只依靠着陸
上交通。烏克蘭境內的克里米亞是俄
羅斯黑海艦隊的基地所在地，亦是俄
羅斯海軍唯一的暖水出海口。烏克蘭
為俄羅斯通往歐洲必經之路，一半以
上的天然氣輸送需經由烏克蘭的輸送
管道，以抵達歐洲各國。

1.

2.

3.

4.

5.

註一：雖然是次革命於西曆三月八日發生，
但由於當時使用儒略曆（西曆前身），而
革命日期為儒略曆二月廿三日，故仍稱作
「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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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六千多萬人參與的第一
次世界大戰正式展開，並造成一千
多萬人死亡，二千萬人受傷；百年後
的今天，俄羅斯、烏克蘭關係日趨緊
張，令人不禁擔心兩國升温的關係會
否變成新一場世界大戰的導火綫。

衝突背景：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羅斯爆發第一場
民主革命，史稱二月革命（註一），
沙王尼古拉二世失去權力下台，臨時
政府隨即成立。在俄國革命的混亂時
期，烏克蘭曾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
年短暫獨立。而烏克蘭正式獨立則
於一九九一年，烏克蘭政府發表獨立
宣言，正式宣佈脫離蘇聯獨立，迄今
僅二十三年。而於一九九四年，烏克
蘭、俄羅斯、英國和美國共同簽署
《布達佩斯備忘錄》，同意不會威脅
或使用武力危害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和
政治獨立。

然而，烏克蘭與俄羅斯關係千絲萬
縷。烏克蘭於經濟上十分依賴俄國，
俄羅斯不僅供給天然氣予烏國，更提

供巨額貸款，以扶助當地因金融危機
而摧毀的經濟。而在今年三月，克里
米亞自治共和國議會舉行全民公投，
以決定克里米亞會否脫烏入俄，而大
部份的選民均予支持。議會遂宣佈
克里米亞獨立，並成立克里米亞共和
國，準備加入俄羅斯，卻引起烏克蘭
及其他國家反對。

俄烏衝突影響：
克里米亞全民公決後，烏克蘭親俄及
反俄人士形成對立局面，親俄人士
及武裝分子於烏克蘭各地示威，要求
烏克蘭餘下領土仿傚克里米亞，舉行
「入俄」公投。而烏克蘭東部曾模仿
克里米亞進行獨立公投，引發政府軍
與親俄武裝分子爆發流血衝突。

俄烏衝突亦間接導致馬航客機失事，
在七月中旬，由阿姆斯特丹飛往吉隆
坡的馬來西亞航空班機在頓內次州上
空被導彈擊落，造成機上二百九十八
人全部罹難。

撰文、排版；Y.Y

俄羅斯與烏克蘭衝突Wings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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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克里米亞危機會否引發大戰？

圖 片 來 源：dreamstime、
epochtimes、world.huanqiu、
tupain58、blog.tianya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火綫為斐迪南

大公遇刺案（一九一四年六月廿八
日），於波斯尼亞（當時為奧匈帝
國領土）的首府薩拉熱窩發生。一
戰導火綫與克里米亞危機之間有着
頗多相似之處，令人擔心是次危機
會否導致「三戰」爆發。

然而，各位看官亦不必過份擔心。
現今人們的生活質素比「一戰」時
大幅提升，人們厭戰的情緒瀰漫。
大多各國列強均主張以外交斡旋減
少衝突。加上，二次大戰結束後，
聯合國正式成立，為各國提供平台
解決紛爭，以達致和平的理念。筆
者亦希望各國能吸取兩場大戰所帶
來的教訓，放下成見、減少衝突，
將地球打造成理想中的烏托邦。

最後，願馬航事件及大戰中的死難
者安息。

2014 年 1914 年 相似之處

烏克蘭親俄人士
希望爭取脫烏入
俄。

波斯尼亞民族主義
者希望驅逐奧匈帝
國﹙註二﹚，與塞
爾維亞統一。

民 族 主 義
抬頭

發 生 於 克 里 米
亞，馬航客機失
事於頓內次州。

遇刺案發生於波斯
尼亞。

事 發 於 不
起 眼 的 地
區

俄羅斯希望擴充
勢力，反制西方
及歐盟約束。

奧匈帝國當時於歐
洲的影響力下降，
即使遇到波斯尼亞
民族主義抬頭仍不
願放棄波斯尼亞。

大 國 希 望
擴充勢力

註二：奧匈帝國於一八七八年從土耳其手中
奪取波斯尼亞，波斯尼亞其後於一九零九年
併入奧匈帝國。

參考資料：
克里米亞公投：選民支持重返俄羅斯 http://www.
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3/140316_
ukraine_russia_crimea.shtml
2014 年凱瑞米亞危機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4%E5%B9%B4%E5%
8 5 % 8 B % E 9 % 8 7 % 8 C % E 7 % B 1 % B 3 % E 4 % B A % 9 E % E 5
%8D%B1%E6%A9%9F#cite_note-65
分析：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軍力對比
ht t p : / / w w w . b b c . c o . u k / z h o n g w e n / t r a d /
world/2014/03/140304_ana_ukraine_russia_forces.
shtml
俄烏之爭，我們的警惕？
http://sunponyboy.pixnet.net/blog/post/356613620-
% E 4 % B F % 8 4 % E 7 % 8 3 % 8 F % E 4 % B 9 % 8 B % E 7 % 8 8 % A
D % E F % B C % 8 C % E 6 % 8 8 % 9 1 % E 5 % 8 0 % 9 1 % E 7 % 9 A
%84%E8%AD%A6%E6%83%95%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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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3 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議

會以大比數同意脫烏入
俄，並希望於三月十六
日舉行全民公投。同
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警
告，此公投會違反烏克
蘭憲法及國際法。

議會投票

11/3議會通過獨立宣
言。

16/3
全民公決

議會舉行全民公決，以
決定克里米亞日後的去
向。

17/3
公決結果

接近九成選民參與是次公
決，而當中逾九成選民贊
成克里米亞應在享有俄羅
斯聯邦主體權利的基礎上
重新併入俄羅斯，簡稱「脫
烏入俄」。同日，議會宣
佈克里米亞將與塞凡堡市
共同脫烏獨立，克里米亞
共和國成立。

24/3
貨幣

克里米亞共和國宣佈
正式啟用俄羅斯盧布
作為其流通貨幣。

27/3
聯合國表決

聯合國大會經表決後認為
公決違反國際法。

11/4
修訂憲法
俄羅斯修訂其憲法，將
克里米亞共和國寫入條
文，克里米亞議會亦於
同日通過新憲法，規定
克里米亞共和國是俄羅
斯聯邦內的平等聯邦主
體。

克里米亞危機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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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Ebola）是一個稱呼纖維

病毒科屬下數種病毒的統稱，可以導
致伊波拉出血熱。伊波拉出血熱是一
種急性病毒性疾病。它會導致不同程
度的症狀，輕度者會出現急性發燒、
嚴重乏力、肌肉疼痛、頭痛和咽喉痛
等症狀。隨著病情加深，還會出現嘔
吐、腹瀉、皮疹、肝腎功能受損，更
有機會出現大量出血。伊波拉是人畜
共通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徑是透過接
觸感染者的血液或分泌物。由於其傳
染性極高，加上儘管世界衞生組織苦
心研究，但仍沒有找到病毒抗體，所
以伊波拉被列為生物性危害第四級病
毒。因此，只有隔離是目前防止伊波
拉病毒進一步擴散的有效方法。

接下來，小編將會探討為甚麼西非會
大規模爆發伊波拉疫情。首先，主要
原因是因為西非國家醫療系統薄弱。
在西非國家，醫療體系本身算不上完
善，加上她們資源貧乏，投放在公共
衛生上的開支少之又少。當伊波拉病
毒像洪水猛獸般來襲時，西非國家醫
療系統很自然因不勝負荷而崩潰，令
更多患者不能

及時接受妥善的治療，以致病毒進一
步對外蔓延，疫情一發不可收拾。以
利比里亞為例，由於當地的診所爆滿，
因而拒收病人。據利比亞報章《非洲
頭版》於七月三十一日的報導指出，
由於民眾害怕接觸屍體會感染伊波
拉，各地不明死因的屍體紛被棄置。
衞生部人手嚴重不足，以致應接不暇，
收到報告也遲遲未派人收拾死屍。而
當地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有兩
個白色屍袋在河上載沉載浮，有三人
在家中死後，屍體仍留在屋內三日才
被收拾。在西非抗疫的無國界醫生瓦
塞（Brigitte Vasset）坦言，打擊伊
波拉疫情需要大批人手，有的負責照
顧感染病人，有的負責後勤清潔，有
的負責追蹤病患者的親友，但他們人
手及專家均嚴重短缺，令抗疫難度雪
上加霜。他亦警告，伊波拉疫情完全
失控，若疫情仍沒有迅速改善，或會
擴散至其他國家。而要遏止病毒擴散，
必須投入大量專家和醫護人員。此外，
1976 年發現首宗伊波拉病例的倫敦
衞生及熱帶醫學院院長皮奧（Peter 
Piot）表示，前線醫護人員對疫情感
到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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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波
拉
病
毒

今年三月，西非爆發伊波拉疫情，疫情在

近期迅速蔓延。直至五月二十六日，世界衛
生組織正式宣佈塞拉利昂爆發伊波拉疫情。
在幾內亞，疫情已蔓延至該國沿岸的博法
（Boffa）及位於金迪亞（Kindia）地區的
泰利梅萊（Telimele）。同時，科克納里
（Conakry）、 蓋 凱 杜（Gueckedou） 及
馬森塔（Macenta）均陸續出現新確診病
例。今次伊波拉疫情已造成超過六成五的感
染者死亡。而今次與以往疫情的不同之處在
於其擴散規模前所未有：疫情已迅速蔓延至
幾內亞境內十個地區及其鄰國利比里亞和塞
拉利昂。小編將會為大家簡單介紹甚麼是伊
波拉病毒，以及跟大家探討伊波拉疫情在西
非大規模爆發的成因。

伊波拉病毒（Ebola）以
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的
伊波拉河命名（該國舊
稱薩伊），此地區鄰近
首次爆發疫症的部落。
剛果乃是最近四次爆發
疫情的所在地，包括
二零零五年五月的一
次大規模爆發。

撰
文
：    

排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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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患者正接受治療
↓  利比利亞實施宵禁，封鎖貧民區

伊波拉病毒的疫苗，為伊波拉病人帶
來一絲曙光，亦令到一直被視為絕症
的伊波拉出血熱揭開恐怖的面紗。說
到底，人們根本不需要過份害怕伊波
拉，只要我們涉取沙士的教訓，做好
個人衛生，便可大大減低染上惡疾的
機會。再者，小編覺得人們不應視患
者為怪物，不但不給予援助，更讓其
自生自滅，不得善終。然而，他們也
是這場瘟疫的受害者，試問「有頭髮
邊個想做癩痢」，他們亦不可能是自
願染上這種頑疾的。他們需要的，不
是唾棄、不是辱罵，而是關心和愛護。

最後，小編謹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學生
會編輯委員會向所有不幸染上伊波拉
病毒的人們送上最真誠的慰問及祝福。

第三是民眾對西方的不信任和宗

教迷信。西非國家人民平均知識水
平較低，對謠言缺乏批判能力。西
非國家在病毒突襲之下，醫療體系
原本已經超出負荷，加上不少民眾
因為恐懼和迷信，反指伊波拉是外
國救援人員帶來，拒絕接受外國救
援人員治療。救援組織「善普施」
指在當地的管理中心，想擴建卻受
抵制，更有員工被襲，不能安全運
作，只能暫停營運。此外，傳言指
病毒是用來掩飾醫院食人儀式的詭
計，不少人信以為真，數千名憤怒
的群眾遊行到一間接收了數十名患
者的醫院門外抗議，威脅要焚燒醫
院及搶走病人。部份病人更拒絕就
醫，疫情一發不可收拾。所以說，
因為當地人的教育水平低，令他們
會盲目相信謠言，防疫工作困難重
重，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大規模爆發。

總括而言，西非國家的公共衛生資
源短缺、人民的教育水平及衛生意
識低均是伊波拉病毒在西非肆虐的
導火綫。其實人們不必對伊波拉病
毒過分恐懼。雖然它的傳播速度及
死亡率非常高，但隨著醫療科技的
發展，現今已初步研製出有效對抗

圖片來源：臺灣通識網、myapp、usp、kpbz、peop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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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源，醫護人員

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同事死亡，所以
他對屍體被丟棄完全不感驚愕。因
此可見，西非國家的醫療系統薄弱
及資源嚴重不足是疾病蔓延的一大
主因。

其二，西非國家民眾的抗疫意識低
及其恐慌情緒亦是原因之一，令伊
波拉病毒疫情在西非一發不可收
拾。如利比利亞當地診所拒收新病
人，居民一方面恐嚇醫護人員以阻
建新診所，另一方面不敢接觸屍
體，造成棄屍處處。診所爆
滿本來要加建，不過區內
居民反對，示威阻止。
當地民眾害怕擴建
後診所將會接收
更多患者，
增加附近

市民感染機會，
對他們的生命構成

威脅。好像蒙羅維亞
隔離診所，設計上可容納

十八名病人，卻已收了二十五
名病人，多達二十名新症病人要

留在家中治療。這不但令到病人不
能及時接受隔離和治療，更會令到
患者沒有即時隔離而導致傳播風險
提升。不但生者未獲妥善診治，死
者屍體亦未能得到適切處理。西非
疫區內人人聞「伊」色變，把病人
視為「瘟神」，避之則吉。好像利
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
有兩名男子出現病徵後，遭親友遺
棄，鄰里和大眾也沒人肯送他們到
醫院，兩人終倒斃街頭，暴屍四天
當局才派人收殮。因為政府規定死
於家中的患者，屍體要派人處理，

住所亦要消毒，並會追踨死者生前
接觸過的親友，將他們強制隔離。
由於病毒死亡率高，市民認為隔離
病房是死亡陷阱，故寧願把屍體棄
於街上。加上西非當局早前宣佈將
蒙羅維亞市郊一處沼澤地撥作
墳地，本應挖出一百個土
坑，但即使出動
推土機，

卻因居民抗議阻撓，不肯
讓死者埋在附近，因此到傍晚

亦只挖出五個淺坑。之前當局亦打
算在一個貧困小鎮挖三十座墳，但
因地主拒絕賣地而被迫放棄計劃，
以致有多具屍體被棄置街頭和河
流。患者的屍體也會因為沒有妥善
處理而增加病毒傳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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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吉同黑仔去參加人形公仔製作比賽。小吉平時戇戇怴
怴 1

，冇咩出色，但渠做出來暨成果卻係出人意表，造型

幾鬼衇 2
。反觀黑仔由於毋時間，邐迤 3

做出蒞，淨

係用紙皮同膠水勉強完成個公仔，出來暨效果令公仔全身     
  皮 4，朒朒脧脧 5

，感覺畸零 6
。黑仔搬渠

件大作時候還遴遴迍迍7
，差尐將作品整壞穿綳8

。

毋計啦，大家平時叫黑仔做野，渠都毋蒞搭颯 9
，成

績強差人意。今次渠當眾出糗，真係頭憡 10 。

(1) 戇怴  俗作「戇居」，可解作呆笨 ngong6 geoi1
(2) 鬼      同「鬼馬」，主意多多，機靈黠慧 gwai2 maa5
(3) 邐迤  事情麻煩狼狽，令人手足無措 lei5 ji5
(4)   皮  俗作「巢皮」面皮有褶紋 caau4 pei4
(5) 朒脧  俗作「肉酸」，指一個人樣子醜陋，或引申為物之不
優美和難為情者 juk6 syun1
(6) 畸零 俗作「騎呢」，形容事物古古怪怪、不三不四 ke4 
ling4
(7) 遴迍  俗作「論盡」，行動不靈活 leon6 zeon6
(8) 穿綳 俗作「穿崩」，指一些事物不小心地露出破綻
cyun1bang1
(9) 毋蒞搭颯 指人沒責任感，做事沒頭沒尾 mou4 lei6 daap3 
saap3
(10) 頭憡 俗作「頭赤」，頭痛 tau4 caak3

重有尐字唔識讀？睇返振翅 22.1 啦！

粵語專欄
撰文：嵐鷹
排版：瘟神

圖片來源：素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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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獨立公投

近日，蘇格蘭獨立公投一直受國際媒體關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析述蘇格蘭去留問
題前，先回顧一下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分分合合。

一六零三年，英女王伊利沙伯一世（Queen Elizabeth I）駕崩，其去世前曾指定蘇格蘭王詹姆
士六世（James VI）繼承英格蘭王位，自此他同時身為英格蘭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及蘇
格蘭王詹姆士六世。這導致英格蘭與蘇格蘭在十七世紀共主邦聯，兩國於十八世紀更通過議案
合組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兩國的議會亦在一七零七年合而為一。

自世界大戰起，蘇格蘭人一直爭取更多的自主權，直至一九九七年，蘇格蘭再度成立自己的地
方議會。由於英格蘭中央政府權利過大，蘇格蘭民族黨一直爭取蘇格蘭獨立，該黨於二零一一
年勝出蘇格蘭議會大選，取得過半數議席後，隨即就獨立議題與英國政府展開談判。二零一二
年，英國首相甘民樂（David Cameron）與蘇格蘭首席大臣沙孟德（Alexander Salmond）簽
署愛丁堡協定，為蘇格蘭獨立公投鋪路。在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八日，蘇格蘭將進行公投決定是
否脫離英國。

獨立的結果
還可以沿用英鎊嗎？
蘇 格 蘭 雖 在 打 算 獨 立 後 沿 用 英 鎊 作 法 定 貨 幣， 但 現 任 英 國 財 政 大 臣 歐 思 邦（George 
Osborne）表示不會允許蘇格蘭繼續使用英鎊。英國政府擔憂若與獨立後的蘇格蘭組成貨幣聯
盟，可能會因無法監察蘇格蘭的財政狀況而損害英鎊的穩定性，重蹈歐元區的覆轍，所以無意
組成貨幣聯盟。但蘇格蘭民族黨卻認為英國無權阻止獨立後的蘇格蘭使用英鎊，英國只是以此
作為要脅，迫使蘇格蘭留在英國；該黨認為一旦獨立成功，英國中央政府還是會與其談判，並
允許蘇格蘭沿用英鎊。

蘇格蘭無核化
現時英國擁有核武器，其三叉戟導彈核潛艇基地和核彈頭儲存地點皆位於蘇格蘭境內。蘇格蘭
民族黨基於道義和民主的考慮，以核武濫殺生命為由，表明若獨立成功，核武器必須在四年內
（即二零二零年）撤離蘇格蘭；但英方指出有關舉動將花費大量時間、金錢，非一朝一夕可以
完成，故未就搬遷事宜和地點作出確實答覆。

歐盟去留
蘇格蘭一旦獨立，不少政論家認為該國要取得聯合國成員國資格難度不大；即使如此，蘇格蘭
要踏上歐盟的舞台也將遇上一波三折。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José Barroso）表明，如果有
新國家從成員國分裂而出，新國家必須自行向歐盟提出申請，並獲所有成員國同意，才能加入
歐盟。故此即使蘇格蘭能爭取獨立，也無法以該國曾是成員國一部份為由直接晉身歐盟，必須
重新談判；但過往部份新國加入歐盟討論費時甚長，往往長達十年。

結語
蘇格蘭可以和平爭取獨立公投，香港卻仍然爭取主普選行政長官。究竟香港能否爭取和蘇格蘭
一樣，為民主踏出一大步？

撰文 : 何棄療

排版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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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女大翻身

最近，「沒女」這一詞鬧得滿城風
雨，皆因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製
作的「真人騷」《沒女大翻身》
（Nowhere Girls）自播放以來，在
社會上引起了極大迴響，當中更有
很大反對聲音。《沒女大翻身》再
度由曾製作另外兩部均有極大爭議
性的「真人騷」—《盛女愛作戰》
及《求愛大作戰》的岑應作編審。

雖然有許多人在互聯網上圖文並茂
地指出這節目有「造馬」之嫌，如
其中一名「沒女」新移民「阿銀」，
與節目聲音形態導師 Eva Lau，曾
在早前廣東道「驅蝗行動」示威中
手持貼有無綫標誌的咪高峰訪問遊
行人士。令到眾多網民質疑二人真
正身份為無綫職員，「阿銀」和 
Eva Lau 的參加者和導師身份只是
演戲，更指節目目的是拍攝針對新
移民的言論，塑造港人「不理性」
及新移民是「受害者」的形象，軟
性維穩。但姑勿論這節目的真確性
和目的，大家不妨想想這節目到底
在灌輸着甚麼樣的意識形態？

由於《沒女大翻身》帶起的熱潮，
掀起了不少話題，於是小編便加入
了師奶的行列—「追劇」。說真的，
小編只是「追」了頭幾集便退出了
「追劇一族」，皆因小編對這個節
目有些反感，令小編覺得這「真人
騷」沒有繼續「追」下去的價值。

先跟大家談論一下這節目的名字。
「沒女」是國內用語，取其普通話
「美女」的諧音，卻是諷刺一些沒
美貌、沒身材、沒青春、沒學歷、

沒財富、沒家世的女性。只是單純
從名字去理解，《沒女大翻身》很
自然的就是一部講述女士們努力地
改變自己的「勵志真人騷」。然而，
事實是否如此呢？它真的只是部向
大眾灌輸正面意識的節目？還是一
部毒藥？這世界上難道只有女士們
是沒美貌、沒身材、沒青春、沒學
歷、沒財富、沒家世嗎？節目本身
以所謂「醜女」作賣點，宣傳廣告
中不斷強調這這群女士是多麼的失
敗，塑造她們是「人生失敗者」的
形象，儘管電視台負責人如何強辯

節目只是表達如何令她們重拾自
信、改善性格云云，然而根本不能
遮掩節目重點就是一種以貌取人的
態度，彷彿就要展現給全世界「外
在美」的重要，「醜」是如何不堪
入目。如節目開始首先數落「沒女」
的「原罪」，歸納成「七宗罪」，
當中包括性格上的缺憾，連其貌不
揚都是罪。小編覺得這節目潛藏的
價值觀很有問題，它不斷灌輸如
「女人要瘦才靚」、「不扮靚沒有
前途」、「女人生存就是為了嫁人」
等意識。它不停鼓吹大眾批評有缺
點的女性，將女參加者們的缺點無
限放大，以娛樂觀眾，更有網民指

出這是「將別人生命失敗的故事，
赤裸裸地擺在電視中，讓人公審」。
這無疑是鼓勵大眾去耻笑些有缺點
的女性，加劇了社會上性別歧視的
情況。

再者，《沒女大翻身》裏面替各參
加者「回復」自信的方法亦非常極
端及不當。節目中邀請某心理臨床
學家為女參賽者進行心理治療，替
她消除童年的陰影，令她「重拾自
信」，勇敢面對自己的人生。但有
心理學協會批評節目播出片段未能

真實反映專業臨床心理學家的處理
手法，印象負面，更質疑將治療的
過程透過電視向公眾展示，引起專
業操守與實務守則的討論。同時，
節目中參加者把自己塑造成「理想
對象」的過程亦極有問題。姑勿論
該些「聲音形態導師」、「人生教
練」等水平是否專業，參加者在節
目中處於被動的「病人」角色，需
要藉着懺悔式傾吐來自我揭露，審
視自己的價值信念，主動訴說「病
況」來乞求專家控制，與治療者處
於從屬關係。「導師」硬要把一群
本來沒自信的參賽者「跟着別人的
腳步，徹底否定原先的自己」，改

造成「符合社會規範卻失去自我的
面具」。這種銳變便是令參賽者們
真正變成沒有想法的「沒女」。故
此，參加者並沒有自我詮釋之權，
而要由一些所謂「專家」界定、診
斷與治療。這些均令到小編不禁懷
疑節目的手法是否恰當。香港社會
剩下最有價值的是，我們是一個多
元社會，不需要幾百萬個一模一
樣，徒具外表由所謂「導師」拋光
打磨、內裏卻是沒有性格的人。

總括而言，近年真人騷在世界各地
都非常受大眾歡迎。「真人
騷」以事實性為號召，受到年
輕一代的熱烈追捧，亦引來不
少反對聲音。一般市民認為電
視台為參加者提供心理諮詢、
形象設計、以至美顏、矯形等
免費服務，而參加者需要在鏡
頭前揭露過去與現在的生活
與內心想法，滿足觀眾窺看隱
私的慾望，雙方屬公平交易，
並無不妥。如在美國，有名媛
將自己的私生活拍成真人騷，
竟也成為當時得令的電視節

目，內容主要圍繞她的日常生活包
括瑣事、家庭糾紛等，節目雖然都
炫耀她的奢華生活，但至少還未至
於踐踏人的尊嚴。另一個備受爭議
的節目例子《The Jerry Springer 
Show》，正是每集邀請一位嘉賓
將他自己的家庭、婚姻糾紛搬上電
視，再請另一位主角當面對質，有
時候動武收場。觀眾往往興奮莫
名，或許人總是喜歡把自己的快
樂建築在別人痛苦身上，主角愈受
苦，觀眾愈興奮。大家都喜歡看「沒
女」被人取笑，但這是正確的價值
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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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家的本質，相信也可以從上述論述
中看出個端倪。按照現代國家的概念，「忠
於國家」落到了實處就是「忠於自己」。
這也是為甚麼說「爭你自己的自由，就
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
爭國家的權力」（胡適先生語），這兒說
的可以理解為民權；對應於民生，我想說
的是「為你自己謀福利，就是為國家謀富
強」。不久前曾在網上看到一個段子，說
有一道小學語文填空題：「他（　　 ）犧
牲生命，（　　 ）出賣組織。」六十後填
的是「寧可……也不……」，七十後填的
是「害怕……所以……」，八十後填「與
其……不如……」，九十後說應填「白
白……忘了……」，而千禧後的答案卻是
「寧可……也要……」。除去搞笑誇張的
成份，我竟然從中看出了一條國家意識不
斷淡化，個人權利意識逐漸抬頭的趨勢，
並且還為此感動了一把。當然了，說到底
它也只是個笑話，這麼較真的話就不好玩
了。

現在的現實是，因為私權落不到實處，傳
統的儒家觀念根深蒂固，國家並沒有被當
作實現個人權利的工具，而是變成了皇權
的化身，高高在上。在這裏引用王小波先
生的一句話，「儒學的罐子裏長不出現代
國家來」。在文字的最後我也要說出自己
的觀點了：這儒家文化裏的「忠」還是不
要也罷。

既然如此，那就有必要來說說國家到底是
甚麼。對於這個問題，前人已有過極為精
彩的論述，在這裏只有乖乖拿來引用的份
了。讓我首先想到的便是美國經濟學家佛
利民（Milton Friedman）的觀點，當國民
因總統甘迺迪（J.F.Kennedy）就職演說的
那句「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甚麼，
而應該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甚麼」感到
無比振奮的時候，佛利民在《資本主義與
自由》一書中卻說：「自由人既不會問他
的國家能為他做些甚麼，也不會問他能為
他的國家做些甚麼。而是會問，我和我的
同胞們能通過政府做些甚麼，以便盡到我
們個人的責任，達到我們各自的目標和理
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護我們的自由。」
在他看來，國家只不過是保障我們私權的
一種工具和手段。熊培云先生曾以珠寶盒
與珠寶來比喻國家與國民，在他看來，國
民就是珠寶，而國家相當於珠寶盒，國家
若不以國民價值為第一價值，則國家毫無
價值。同理，國家崛起若不以國民崛起為
前提和保證，就會鬧買櫝還珠的笑話。劉
瑜女士在〈重新發現我們自己〉一文中也
曾經做過一個很具象的類比：國家不是目
的，而是工具與手段（本文作者補充），
就像我們買一輛自行車，是用來騎而不是
用來扛着它滿大街走的，如果不但扛着它
滿大街走，還動不動把它給供奉起來燒香
參拜，這就是顛倒了兩者的關係。好了，
這個話題就先說到這裏，不然難免會有故
意賣弄的嫌疑了。 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熊
培
雲說說

『

『

在網絡上經常會看到一些題為「是山

東人就轉」的帖子，裏面無非說些山東如
何山清水秀、人傑地靈之類的話。身為一
個山東人，讀到這種文字理應是心情舒暢
的。然而事實卻並非總是如此，有一些說
法就非常讓人懷疑，比如說「山東是孔孟
之鄉，山東人重倫理，崇禮儀，忠孝的傳
統觀念最為深厚」。暫且不說這種充滿自
戀色彩的「省族主義」觀點究竟能得到多
少「外省人」的認同，在這裏我想先說說
「忠孝」這個話題。說到「孝」，是教育
人們要尊重善待老人，這是不錯的；而至
於「忠」，卻讓我犯起了嘀咕。
                                   提到「忠」，首先會
牽扯到一個對象的問題，即忠於誰。記得
小時候嘴裏時不時會哼出來幾句「學習雷
鋒好榜樣，繼承革命忠於黨」的調子，軍
人則被要求「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想
必大家也會從古裝片的英雄那裏時常聽到
幾句「精忠報國」之類的話。那麼，是否
有一個普遍意義上的對象，能夠對上述描
述做出一個概括呢？在這裏，我把「忠」
文化對象的本質理解為土地，以及土地的
所有者。下面是我持此觀點的理由。

在中國的王權時代，皇帝的權利至高無
上。那時推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僅土地不屬於
個人，連個人的性命也是皇帝的，所以那

時所說的「忠」是指忠於皇帝，保衛的是
皇權。反觀西方，私權（物權）神聖不可
侵犯，即使是窮人的破屋陋舍，也是「風
可進，雨可進，而國王不可進」，這裏的
土地屬於自己，因此可以理解為忠於自
己，保衛的是私權。說完了「古今中外」
的兩端，接下來再來談談今天的中國。按
照熊培雲先生的說法，二十世紀的中國革
命，是以承諾土地私有「打天下」始，以
土地收歸國有「坐天下」終。以農村為例，
當政黨以「打土豪分田地」運動獲得農民
的支持而取得政權後，農民暫時擁有了自
己的土地。不久，隨着「人民公社化」運
動的開始，農民的土地收歸集體所有，再
次失去了土地。但在後來實行家庭聯產承
包責任制，打破大鍋飯時，土地卻沒有還
給農民，依舊歸集體所有。按照熊培云的
說法，農民的土地就這麼被變戲法一樣的
變沒了。由於民眾沒有土地的所有權，只
有使用權，當國家或集體有任何需要時，
自己的土地便有可能被「合法」的徵收作
為他用。民眾不擁有土地的所有權，自己
的權益得不到保障，這也是近幾年頻繁發
生的強拆事件的根本原因。民眾的土地歸
集體所有，按照上面的說法，現在的「忠」
則是指忠於集體，小集體又要忠於大集
體，最後事事都要以「國家」的名義來說
事。在這裏暫且認為保衛的是公權，雖然
在大多數情況下，它異化為少數人的私
權。

撰文、投稿：環境學部 宋維志
排版：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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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的小說中我最喜愛的一篇），經常
向身邊的人談起和推薦，每次談到的時
候，我都覺得既興奮又驕傲。當我讀到，
老魏轉過頭，對身邊一起乘坐飛機的那個
人說，這裏有一個愛香港的，那就是我，
我愛香港。那一瞬間，我淚流滿面。很早
以前，我就發現自己是個容易受傷的人，
常常覺得自己受到傷害，卻不知道，是因
為誰而傷。積存在我心底的那份憂鬱，終
於在這篇小說中，找到了某種共鳴。當我
強忍住淚水，懷着難過的心情走出書店
時，天已經黑了。我模糊着雙眼，站在窄
窄的屋檐下，向回校的方向望。白色的黃
色的路燈下，遠處的車輛和建築顯得渺
小，雨水在路燈的照射下亮晶晶，傾斜着
在路燈下一閃而過，耳朵裏是遠處車輛此
起彼伏的鳴笛聲，眼前的整個世界，好像
是被籠罩了一層薄薄的雨霧。

那一瞬間，我忽然覺着了自己的渺小。我
想到自己的難過和憂傷，跟整個世界比起
來，是多麼的微不足道。我只能這樣，甚
麼也做不了。想到這裏，我終於崩潰了，
失聲痛哭起來。我走進濛濛的雨霧，一邊
用手拭着眼淚，一邊往學校走去。

我多麼希望，別人看不到我的悲傷。我又
多麼希望，別人可以看到我的悲傷。我多
麼希望不被打擾，一個人使勁哭，因為我
不想喜歡的人看見我難看的哭的樣子。我
又多麼希望，自己喜歡的人看到我哭的樣
子——我這麼難過，全都為了你。我多
希望你坐在我身邊，握住我的手，摸摸我
的頭髮，看着我哭的樣子，臉上露出難過
的表情，說一句，你怎麼了。一直以來，
我總是覺得，自己可以輕易的看穿別人的
想法和情緒。而實際上，對於身邊的某些
人，我也的確可以做到。但我就這麼一面
想着，一面哭着，不知不覺竟然忘記了悲

痛。我彷彿喝醉酒一樣，半真半假，自己
跟自己演起戲來。我一直覺得，自己的想
法和情緒不能被別人理解，身邊的一些親
近的朋友，也的確曾對我這麼說過，雖然
我不知道他們是認真，還是跟我玩笑。

直到我遇見王安憶。她總能用簡潔的詞
句，準確地描寫我過往人生中的某一個畫
面、某一種心情。而那個畫面和心情，是
在生活中極平常的，是在餘生中很難被再
次想起的。可就是因為她的文字，讓那些
畫面和心情重新在我的腦海裏，在我的眼
前浮現，就像是剛剛發生的一樣。我像是
乘着時光機器，回到了過去，站在畫面外，
看着彼時彼刻的另一個自己。而當我以現
在的自己看那些曾經在我生命中發生的事
時，我又生出了其他的心情。因為我經歷
過，所以我知道，當時的自己，有多麼的
難過和悲傷，那種難過和悲傷，有多麼的
真。它們是那麼的真實而強大，即使是現
在的我再次看到，心中都會隱隱作痛。那
時候的我，是那麼的純真，那麼的渴望純
真的愛。甚至有一些是我未曾經歷過的事
情，我都會覺得，如果是我的話，在那種
場合，也一定是跟王安憶，或是王安憶筆
下的人物，有着同樣的心情。王安憶的文
字總能輕而易舉地看穿我的心思，擊潰我
脆弱的心理防綫，卸下我自我保護的面
具，觸碰到我敏感而易受傷的心，並且用
她的溫柔和安慰告訴我，我並不是一個
人，在這個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人，跟我
有着同樣的想法，同樣的心情。這種心靈
上的相似性，對我而言，是極為重要的，
也是我愛上王安憶最重要的原因。

就像王安憶所寫，「當我寫出我的哀樂時，
便有人向我呼應，說我寫出了他們的哀
樂。我感到人心的想通，並且自以為對人
們有了一些責任。」村上春樹的散文，讓
我看到了生活和人的趣味，讓我看到了自
己渴望的生活。而王安憶的散文，像一面
鏡子，讓我看到了我自己。

記得高四的每個周五下午，最後一節課
後，我都會去狀元書城去讀王安憶，然後
在回去的路上，一間名叫「避風塘」的奶
茶店買一杯奶茶，走回學校上晚自習。當
我合上「空間在時間裏流淌」時，我也終
於明白，無論過了多少年，當我打開書，
讓王安憶的文字映入眼簾時，我的心情，
都跟第一次讀王安憶的文字時，一模一
樣。

圖片來源：sc.chinaz.com; 

           baik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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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的話，還是有幾次和女生一起出去玩的。
至於玩的地方，大概就群光、江漢路、光谷
之類。不是沒想過去植物園或磨山之類，只
是自己對於自然風光實在提不起興趣，心裏
覺得，兩個人在充滿市井氣味的道路上邊走
邊聊（周末的廣埠屯簡直是「市井氣味」的
標本），或是找地方吃東西，就是最開心自
在的事。不過畢竟不能沒完沒了的一直走，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是兩個人在晚飯稍前的時
間坐巴士，找個地方吃東西，然後一起走回
來。待地鐵建造之後，便乘地鐵去，但還是
盡量走回來。偶爾也這樣想過，「喂，不如
隨便找個站下車去逛好了」，不過終究沒有
說出口。

地鐵車廂裏，尤其是從廣埠屯出發到江漢路
或光谷的路程中，總會碰上穿着清涼的女孩
子。久而久之，便可從外貌大概判斷出她們
是屬於哪個年紀的。例如穿着熱褲、短袖體
恤、匡威鞋，兩三個圍着扶手一邊聊天一邊
左顧右盼的是大一；穿黑絲襪、吊帶衫、踩
三厘米高跟鞋，兩個坐在座位上各自玩手機
的是大二；穿短裙，和男朋友穿配色人字拖，
挎着男朋友脖子一個勁笑的是大三；穿連衣
吊帶短裙，裸腿，帶黑色無框眼鏡，不小心
看你的時候眼神最單純的那個是大四。

甚麼，你說冬天的時候？這個嘛。一件很巧
的事，是跟女生出去玩的時候，都沒有碰上
曾經循着同樣道路，在同一家餐廳（連點的
東西都如出一轍），跟我一起出來玩的以前
的女生。不過慶幸之餘，難免也有在吃飯途
中，氣氛良好時碰到這樣的情況。

「對了，有一件好玩的事情。上次我跟你講
的關於圖書館的事情，其實是……」。於是
繪聲繪色的說了幾分鐘。不出所料，她果然
遮着嘴哈哈笑了起來。讓外語系的短髮女生
笑，我還是挺有心得的。

「哈哈，是挺有趣的」，她收斂起笑容，右
手托起下巴，轉過頭看窗外的夜色，溫柔的
說，「不過你沒有跟我講過圖書館的事哦。」

所以現在我都問，「對了，你以前有沒有聽
我說過關於圖書館的一件事呢。」

如約
撰文/投稿：汪馳

排版：瘟神

我有一個閱讀習慣，如果讀了某位作家的

作品之後，尤其是以前沒有讀過的新作家，

發現自己很喜歡，心裏便很高興，有點賭

徒賭贏了的心理，覺得很安全，往後的這

段日子，便一定是讀這位作家的作品。待

到差不多讀完自己所能找到的，這位作家

的所有作品之後，便開始找下一位作家。

這樣的作家印象深的有王安憶、楊少衡、

遲子建，當然還有村上春樹，他們幾乎從

未讓我失望。也有極個別的作家，越讀越

失望的，便不讀了。這樣的作家，我更願

意稱之為寫手。所以，儘管自己讀了很多

書，但也僅僅是局限於極個別的作家而已。

用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我不是風險厭惡

者，而是嚴重的風險厭惡者。

上一次讀王安憶，已經是很遙遠的事情了。

自從大二暑假開始讀《1Q84》，我便沒有

再怎麼讀他人的書。不知道是《1Q84》，

還是別的作品，總而言之，從某個時刻開

始，我徹底迷上了村上春樹的文字，並拋

棄了以往所有讀過的作家。我曾經多次向

別人直白的表示，村上春樹就是這個地球

上最好的作家。大學四年經濟學的書沒怎

麼讀，倒是把能找到的村上春樹的書通通

讀了一遍，女同學過生日送的也是村上春

樹的書。我有一個預感，我遲早要在這裏

寫下關於村上春樹的文字，但是，我讀村

上春樹讀得越多，我就越覺得自己要謹慎。

我深怕自己不能完整的展現村上，所以至

今仍只是念頭。

然而過了這麼久，這個寒假，當我再讀王

安憶的時候，我又再一次感受到了那種熟

悉的感覺。王安憶的文字，兩個字，溫暖。

就像一位讀者所言，「只有愛王安憶的人

才會懂王安憶」。她的文字細膩柔軟，不

動聲色假裝嚴肅的趣味，以及獨特的王安

憶式的修辭，讓我印象深刻。

記得我第一次讀《香港的情與愛》（這也是

我所深愛的
王安憶

撰文、投稿：汪馳
排版：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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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人在

這是一個忙碌的三月，為功課報告小測以至期中
考奮戰的三月。

執筆之際，電台正報道着臺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
消息。當我得悉他們是在抗議政府強推兩岸服貿
協議，我不禁重新思索自己作為大學生的意義。

當自己與許多人正在被學業壓得透不過氣的時
候，另一群大學生卻不顧危險走到校園外為臺灣
群眾發聲，向一條不公平的貿易協定說「不」。

為甚麼要說「不」？試問誰會渴求一個由大商家
們主導的社會呢？

回看香港，有人曾高呼「打倒地產霸權」、發起
「一年唔幫襯地產商」行動，希望鼓勵人們支持
社區小店，讓中小企能生存下去。只是，面對着
以本傷人的大型超市，升斗市民又怎不能屈服在
地產商的淫威之下？

有時筆者都會對發生在社區上的種種問題感到無
能為力，想作出回應卻不知如何入手，學業與未
來職場方面的困擾旋即把我拉回現實……

最近我在本地電視台上重温動畫《進擊的巨人》，
不禁慨嘆現今香港市民的處境與圍牆中的人類是
何其相似。

故事呈現一個弱肉強食，不同勢力明爭暗鬥的殘
酷世界。人類定居在一個被三堵以同心圓方式包
圍的高牆國度內，一直過着美滿繁榮的日子，直
到六十米高的超大型巨人把最外圍的城牆破壞，
大量吃人的巨人湧入城內的那一天，人類被迫放
棄掉三分一領土逃往第二堵牆內，在僅存的土地
上苟延殘喘。有的人千方百計要逃離巨人威脅，
也有的人不甘安於禽畜一樣的生活，投考軍隊學
習對付巨人的技巧。

主角艾倫一直夢想着與好友探索牆外的世界，即
使目睹無情的巨人摧毀家園，吃掉媽媽，他還是

決心入伍，以加入走出圍牆與它們對抗的調查兵
團為目標。他的許多朋友也受到打動，就算面對
同伴在與巨人戰鬥時慘烈犧牲，人類死傷枕藉的
現實，他們依然立誓成為調查兵團的一份子，與
先輩在危機四伏的蠻荒之地找尋真相，要從巨人
手上重奪人類的自由。

其實筆者真的有點羨慕《進巨》中的主角們，擁
有武藝討伐高牆外的吃人機器，也能忠於自己追
尋理想。在金錢掛帥的香港，無數年青人只能蜷
縮在小小的圍牆世界內，在教育沙場中拼個你死
我活，日漸被功利主義和「贏在起跑綫」的口號
同化腦袋，失去兒時夢想也失掉了靈魂。

守護着香港這城市的圍牆正在瓦解，但願意爬上
高牆修葺的人又有多少？當這個城市的價值只剩
下錢，一堵缺乏完善保養的牆該如何抵擋巨人侵
襲？

網絡作家百無禁忌這樣寫：

「試想像一下，那個人每天都站在你家的門口，
在黃昏到來時取走一件東西。

最初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畢竟拿走的東西對你的
用處可能沒有這樣大，你可能不需要這東西，或
者說，這東西根本不是你買的，無關痛癢。

但是，那個人每天，每天都在你的家等候着。

一件，一件的取走。

你還要看着這個人，把那些所謂的，與你無關的
東西拿走嗎？

因為至少你還有床可以睡？或是一個完整的浴
室？

我們原本應該擁有的東西還餘下多少？」

筆 者 憶 起 多 年 前 看 過 的 科 幻 小 說《Out of 
Love》，書中的未來人類為了金錢埋首發展軍事
科技，拋棄掉人世上的許多價值，甚至去到不知
「愛」為何物的嚴重程度。野心家誤會「愛」是
能協助征服他國的能源兵器，不惜用時光機俘虜
來自過去的人類探問情報……

除了物質和錢，我們的社會還有甚麼值得保留的
東西？

當我們熟悉的城市一點一滴的扭曲，當我們的信
念和理想也隨着時間與現實洗禮而變得模糊，大
家是不是應該步離精神上的那座圍城，昂首向這
個融化中的世界發出一聲吶喊？

撰文、投稿：遊隼
排版：瘟神

圖片來源：sc.chinaz.com
   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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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介紹此書以先，應說說作者團體「科學松鼠會」。正如從名字推測
所料，作者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松鼠」︰他們都是中國的理科
專業人士，為要剝開科學的「堅果」予大眾，成為勤奮的松鼠。

此書亦以此為目的，以色、愛、和、美、宅、酒說、新生、藝術八
個生活相關詞作主題。它用輕鬆的文字剖析科學，讓文科生也能體
會箇中妙趣。

一向以來，科學給人的印象都是死板的。可是，《冷浪
漫》消弭此印象，例如「沒有顏色的奇妙世界」

中介紹了平格拉普（Pingelap）這個全
色盲病患比率奇高的小島，文章不
單介紹了在生物教科書上看到的
遺傳理論，更帶我們讀者進入
全色盲的世界，發現原來黑
白色的世界竟有全色世界
看不見的精彩︰全色盲的
婦女織出只有黑白的圖
樣，能看見色彩的人反
而忽略了那些細緻的黑
白差異。又如「宅男娶
媳婦和時空曲率的關
係」，誰會知兩者有何
關係！內容暫扯保密，
留待閣下自己發掘了。

撰文︰再思
排版︰建人

若說此書文科人必
定要看，相信各位
都明白了。但在理
科工科佔半數的科
大裏，為何筆者
還要拿着此書向各
位「兜售」呢？因
為科學松鼠會的科
學﹐比起我們平日所
想的科學有趣多了︰
文題如「基因決定我愛
你」和「動物如何坐月
子」，令理工科同學在科學
中都可感受到文學的特色，且
看文中一段︰

作者的朋友在玻璃窗上貼大大的圖案—∑，於
是作者問他：「你貼個『西格馬』做甚麼？」
「『西格馬』的意思是，求和。」。

這就是冷的浪漫——此書名的由來。

相關資料︰

平格拉普與色盲

參考圖片：Cold and hot planet Wallpaper, 
from: http://best-wallpaper.net/Cold-and-hot-planet_2560x1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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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祭──調寄《富士山下》
Demo《相思祭》

投稿──改詞

曲：Christopher Chak
原詞：張欣瑜
唱：楊淽
改詞：牛刀
排版：Y.Y

＃期望再天朗氣清　今宵只覺冷清
孤單一個煙雨下落魄身影
寒夜晚風也起勁　花瓣借風起舞
街燈映照花非花　仿似電影

懷念卻使我放映　當初鶯語笑聲
櫻花淒美飄散　嘗言情共永
沉醉美好記憶裏　一息間風吹散
絲絲牽掛驅不走　心作憑證＃

＊曾經滄海已心傾　盼只似淡雲遇上風輕
算不上淒慘兼悲壯的旅程
無奈月老作弄人　無緣份的相思意
與君已交心　卻永別　意難平

而當初真心高興　豈見命途沒有保證
半山乍得悉她香殞的噩耗
呆呆淚眼似無言　傻傻望閃耀着流星
每夜相思祭　我哭泣怎說得清　你沒法傾聽
＊

＃＊＊

我仍然思君　野花我仍無心採　我沒法轉性

圖片來源：kidsv.com

改詞者言：
歌者乃作曲人朋友，亦為青年
作曲人。此曲收錄於《Demo 
Sampler》。

《紅塵夢醒》主角要面對生
離，負心人傷透他的心；《相
思祭》便是癡情人難以接受死
別的自白。斷腸人在天涯。

▲   原唱欣賞

溺水的

魚

是不是感覺自己就是一條溺
水的魚
翻滾翻滾　在生死之間
迷茫的掙扎
用力的揮動着你的鰭
扭擺着身體
身後卻拖着無力的尾

瀕臨死亡的眼珠裏
不是畏懼　而是
生的渴望和向前的堅毅
渾身都是鋼鐵般的力量
卻怎奈夢想的纖細

Ｊ君說
現在是最好的美麗
想像中的未來她留給了希冀
和努力
你總是很羨慕
別人找到的通向海洋道路和
另一片天地
看看自己身下灰色的河底
默的不語

痛苦是一番磨礪
通向新生命的催化劑
我是一條溺水的魚
終將優哉游哉的生命力

撰文、投稿：丘商
排版： 瘟神

圖片來源：sc.chinaz.com
   www.nipic.com



Wings 22.2
62

Wings 22.2
63

「滴答！滴答！滴答……」
時間一點一點過去，過去一
點一點累積，而歷史就在時
間與回憶結合時誕生了。 

歷史是記憶的搖籃，當我們
沿著歷史的長廊走著走著，
從公元前走到公元後，細觀
所有的歷史點滴，你就會發
現在它們之間都有一條鎖鏈
把它們連繫起來——前因後
果。這樣，我們就不停地為
這個因果循環的齒輪而奔
走，不斷去犯錯，改過，然
後再去不斷犯錯。自此，我
們就成了犯罪的坐駕，錯誤
的奴隸。正因為我們人類會
去犯錯，會改過，所以我們
的祖先才會讓歷史這份瑰寶
留下來作我們的借鏡，讓我
們吸取教訓，累積經驗，避
免重蹈覆轍，犯下彌天大錯，

 

         Shake it and prod it till it 
loses all feeling and begins to 
cringe at the sight of you. Sign 
your own death warrant and 
write away any chance of survival 
of the generations yet to come.” 
T his  seems to  be  the  motto 
unconsciously adopted by every 
individual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However the silent sufferer, the 
martyr, in all this inconsiderate 
brutality is one everyone has 
seemed to take for  granted, 
mother earth. 
The earth has supported lif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yet man 
seems oblivious to all the love 
and care the earth has put into 
helping each one of her creatures 
grow and evolve. He has ruthlessly 

attacked the sanctuary she created 
for her children and has not once 
looked back to inspect the damage. 
T h i s  i r re v o c a b l e  d a m a g e  h a s 
occurred due to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earth’s resources and high 
population. Man’s greed has led him 
to tear down forests, reclaim land 
from the sea, contaminate once pure 
and refreshing water bodies, all in 
an attempt to declare himself ruler 
of the world. He thinks of no one 
but himself and while decimating 
a rain forest or while mining in the 
most sensitive regions of the earth, 
self-centred man only seeks to fulfil 
his requirements and does not heed 
the poignant cry of the earth as he 
molests her.
Man cannot expect his actions 
to be without repercussions. As 

要我們注意一言一行，仿效那
些好行為，分辨是非黑白，擴
闊視野，讓人不再貪慕虛榮眷
戀權貴；不再利慾薰心，損人
利己；不再喪盡天良，為非作
歹；不再自大好勝，心胸狹隘，
學做一個有智慧的人。 

「我為犯錯而活」這句話一點
也沒錯，我們人生在世往往會
犯下大大小小的錯誤。我們犯
錯不論是有心或無意，最後都
必然承受錯誤所帶來的結果；
或者是一種教誨，或者是上天
給我們的懲處，好叫我們醒悟
及時回頭。 

犯錯，雖然有時徹心疼痛，但
卻能剌激我們神智清明，性靈
覺醒，在「痛定思痛」之後，
教養我們的內涵，修正行為，
調適自己與天與人之間的和

Newton’s third law rightly states, 
to every action there is an equal 
and opposite reaction. Thus when 
man conducts nuclear tests under 
the sea he must be prepared to 
face the wrath of a tsunami. His 
sins will not go unpunished and 
the earth will lash her fury on 
man with vengeance if he does 
not come to his senses and ensure 
rapid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for her.
This exquisite planet, the only one 
capable of supporting human life, 
has now obtained an expiry date 
and unless astute and able doctors 
come to her rescue, she and all her 
splendour will soon cease to exist.

諧，這便是一種進步，一種
成長。 

「前車可鑑」，歷史的潮汐
活像一頁哲學的沉思，因此
歷史的借鏡可以時常鞭策我
們，要我們知道種下了怎樣
的因，就會得怎樣的果，人
生就是這樣因果循環，所以
我們一定要學做一個有智慧
的人去選擇自己的未來，而
不是被未來選擇你，做任何
事都要三思而後行，為自己
爭取，為未來努力，要記住：
「眼淚喚不回過去，自責打
不開未來」，要走一條怎樣
的路，做一個怎樣的人全在
於你的抉擇。 

「好好抉擇你的將來吧！」

USED AND ABUSED
Author : Sneha Balasubramanian  Typesetter : Cati

歷史的奧祕
作者 : 林庭瑋     排版 : Cati

    urn the earth upside down. “T

人真的很脆弱，輕輕的來，靜靜的走，

那麼還遺留下什麼呢？

孤單？寂寞？

塵世的足跡彷彿一掃而空…

試問 有誰會記得我曾經停留的腳印？

試問 有誰能清晰記得我的臉容？

一切就像沒有了「我」的存在似的

現世為何要那麼殘忍？

一次 兩次 三次

奪走對我重要的人？

痛苦 無奈 落寞

在經歷過這麼多次後

「我」而變得無感覺了

那麼 我還有一絲傷心嗎？

無形的孤單 久遺淚水

這次又再一次牽動我的心弦

究竟 我能為她們做什麼呢？

渺少的「我」究竟如何才能安撫她們受

傷的心靈？

現在「我」 只能 為她們獻上舒伯特的

《葬魂曲》

靜靜地等待她們得到寧靜

「我」 成長了

不再怨恨那些傷害過我身邊人的人

畢竟 過去的 始終都過去了

「我」覺悟了

開始懂得珍惜身邊的人

明白到她們對我來說是那麼重要

珍惜把握能與她們共渡的短暫時光

想著 想著

比起很多 很多的人

已經很幸福了

那麼 還需介懷過去嗎？

懷想
撰文、投稿：林庭瑋

排版：瘟神

圖片來源：	sc.china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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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委徵稿
你想你嘅文章可以畀全科大同學
睇？
你想我哋寫乜？
你想我哋對咩校內校外事件深入探
討？
你有任何 ideas ？
你對編委有任何意見？

Call for Submissions

su_eb@ust.hk

請將稿件連同聯絡方法電郵

E-mail us your article and contact method via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The Editorial Board, HKUST Students'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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