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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翅

重刊文章啟事

由於上期（《振翅 22.3》）刊出的〈一年間
的平斜陰〉、〈開往春天的綠皮車〉和〈戲〉
三篇文章排版設計失誤，導致文章難以閱讀，
因此本期《振翅》將予重登。就有關失誤，本
會謹此向有關文章之作者及讀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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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本期《振翅》如無意外，該是今屆科大編委最後一本出版的常刊。
謹代表第二十二屆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仝人感謝各位支持。

執筆之時，會社宣傳期正如火如荼；
但本刊出版之日，周年大選結果應已塵埃落定，「文鏡」當選與否亦已成定局。
尚記得一年前的這段日子，「筆鳴」參選時的口號為
「以筆明志，以文會友；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也許十二位莊員戮力齊心的日子早已過去，也許單張上的一字一句已成一紙空言。
但感激諸位讀者不棄，陪伴餘下的這八人走過這段路。

「以筆明志，以文會友；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今屆編委有否做到，不由我們評論，
但臨別秋波，謹徵引傑克．倫敦信條 *，
作為一年來的體會也好，或者作為對下莊、對各位的「遺言」：

寧化飛灰，不作浮塵。
舉投熊熊烈火，光盡而滅；
不伴寂寂朽木，默然同腐。

寧為耀目流星，迸發萬丈光芒；
不羨永恆星體，悠悠沉睡終古。

副總編輯　譚仲匡

Our next generation of student leaders are still busy for their Promotional Period when I started writing this; by the 
time this issue of WINGS is published, it should be clear whether Vitrum could become the next Editorial Board 
cabinet or not. 

Back when we ourselves stood for the Annual Election one year ago, we summarized our beliefs using the Chinese 
quote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which can be loosely translated as "Rather to speak out and die, than to live with 
silence". 

It is not our part to say whether we have lived up to the quote, but I would like to use "Jack London's Credo"*, either to 
summarize what I felt during my term-of-office, or as my last words to our next session of office-bearers:

I would rather be ashes than dust!
I would rather that my spark should burn out in a brilliant blaze 

than it should be stifled by dry-rot. 
I would rather be a superb meteor, every atom of me in magnificent glow,

than a sleepy and permanent planet.

Samson C.H. Tam
Assistant Editor-in-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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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克．倫敦（Jack London，一八七六至一九一六），美國近代著名作家，擅於創作寫實小說。「Jack London’s 
Credo」是否由其親自撰寫尚有爭議，但已深入民心。一九九六年十月，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宣讀英治時期
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並以「Jack London’s Credo」作結；本文所引中文譯本，乃由港府提供。
* “Jack London’s Credo” is attributed to Jack London (1876-1916), a renowned American novelist, although whether the Credo was 
really written by himself is still disputed. Chris Patten,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quoted the Credo when concluding the last 
ever Policy Address of the British Hong Kong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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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工作間（Co-working Space）：可供來自不同背

景、機構的人士短期進駐工作，並與意念相若者互相交

流、切磋；

靈感角（Ideation Corner）：考慮放置創新的科研產品

供「營友」親手體驗和試用其他人的設計，以便激發新

靈感；

活動空間：「營友」們可以在這裏與志同道合的人吹水

談天、討論創業夢想、認識其他有興趣開辦初創企業的

同學，亦可舉辦小型講座等活動、分享經驗並增進行業

交流；

會議室 兩個；

多用途展覽區；及

小型咖啡閣。

創業大本營

據蕭先生講解，設置「大本營」（The BASE）的構思
獲大學高層大力支持，並撥出香港賽馬會創新科技中心
（Enterprise Center）一樓數個空置辦公室作為「營址」
。「大本營」計劃本擬於本年暑假完工，經試運後於新學
年正式開放，但設計與招標方面有所延誤，不過仍以在暑
假完結前竣工為目標。

如前文所述，「大本營」設於創新科技中心  1518、1520A 
至  1522 室，即  29-30 號升降機一帶，「營」內設施包
括：

興 建 創 業 行 動 基 地 的 構 思 本 身 源 於 鼓 勵 創 業 的 國 際 大 環
境，然而科大本身亦有「創業中心」（Entrepreneurship 
Center）之設，向科大成員提供自行創業方面的資訊，創業
行動基地的意義何在？

蕭先生指出，近年不論本科生或研究生，對創業的意向皆

The Entrepreneurship Action Hub plan is fully supported 
by the senior management of the university, and several 
vacant offices at the HK Jockey Club Enterprise Center 
(Rooms 1518, 1520-1522 around Lifts 29-30) are allocated 
for building such a facility. The hub, named “The BASE”, 
is expected to commence operation at the start of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Facilities planned at the BASE 
include:

文／逸鳴　　版面設計／逸鳴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Co-working space - Likemind use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may collaborate and exchange views by 
obtaining tenancy of the co-working space.
Ideation Corner - Innovative gadgets or products 
might be placed as hands-on displays here to help users in 
brainstorming for entrepreneurial ideas.
Activity space - For small-scale events like talks.
Two meeting rooms

Multi-purpose exhibition area

Coffee corner

新創公司（startups）在世界各地皆蔚為風潮。在定位為

研究型大學的科大，多年來不少學生、教授皆自行創辦公

司，如 Sensbeat 和出產航拍攝影遙控飛機的大疆創新科技

（DJI）等，推銷研究成果或活用所學。校方繼興建香港賽馬會創新科技中心提供辦公地方予新創企

業後，近日又計劃於中心內設置創業行動基地，命名為「大

本營」（The BASE）。今期《振翅》邀得科大創業中心副

主任蕭觀明先生，了解「大本營」背後的種種。

A new BASE for 
Entrepreneurship

Startup companies have aroused much 

attention around the world. As a public 

research university, many faculty members, 

alumni and even current students here at 

HKUST have been engaged in the formation 

of startups, with Sensbeat and DJI (aerial 

photographic drone manufacturer) as notable 

examples.

The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of HKUST 

has recently decided the addition of an 

entrepreneurship action hub on campus. Mr 

Donny Siu, the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explains to WINGS the idea behind such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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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長，學生主動查詢創業相關事宜亦有上升趨
勢，且不少學生活動亦呈現創業元素；校方遂在二
零一四年初開始舉辦「創業週」（Entrepreneurship 
We e k ） ， 並 鼓 勵 同 學 參 與 校 內 、 外 與 創 業 相 關 的
活 動 。 但 創 業 中 心 察 覺 到 雖 然 多 年 來 一 直 有 舉 辦
「一百萬元創業計劃比賽」（One Millon Dollar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等活動，但多是以
有一定創業知識者為對象，未能兼顧技術上或知識上
尚未「到位」的一群，而且缺乏地方供有志創業的同
學相聚、認識、了解、支援，難達到預期的成效──
創業路途上最困難的，往往不在於思考意念，而是在
於尋覓伙伴。該中心遂參考其他國家與院校的經驗，
向大學高層申請撥地建立創業行動基地，於去年十一
月獲校方首肯。

校方希望以「大本營」帶動新思維、新營運模式，並
摒棄以往管理學校設施的「院校式」（institutional）
思維，打算由學生主導新設施的運作，實踐「Built by 
students, used by students, for students」的創新理念。

創業中心在拍板設立創業行動基地後，即舉行學生領
袖諮詢會，招聚一群有意投身創業者行列的同學共議
建置行動基地的細節。該中心認為，行動基地的目標
用家是學生，故此應由學生構思及管理。

「大本營」將以自助形式運作，校方將不會派出任何
員工長期駐守。蕭先生又指校方正籌謀各種方法鼓勵
同學善用營內設施，打算交由學生負責各個範疇的運
作；他透露，目前已有兩批同學打算以社會企業形式
營運小型咖啡閣，亦有學生正考慮以「大本營」作為
晉身活動策劃（event management）行業的試金石，
希望「大本營」除提供場地予同學相聚外，亦可作為
他們創業的實戰基地。蕭先生希望同學踴躍提出利用
營內設施的建議，提出接辦設施更是無任歡迎。
「大本營」以學生為本的構思，某程度上亦是源於蕭
先生多年來處理學生事務的經驗（蕭先生現時兼任學
生事務處副處長及創業中心副主任）。話說科大校園

內供學生組織預約使用的攤位長期不足，年前和學生
商議後誕生在 LG5 扶手電梯一帶設置「LG5 自由區」
攤位的構想，供學會毋須預約即可使用。起初有大
學員工擔心同學不會自律，令「自由區」使用情況紊
亂，但運作至今一直良好，令校方對學生自主更有信
心，證明同學和校方可以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共同
合作。

不說不知，「大本營」一名亦是向學生代表徵集而
來，其意義亦頗為深遠。在登山界中，大本營（Base 
Camp / Boot Camp）乃在登頂路途中的營地，山友
可在營中稍事休息並獲取補給，為下一段路途做好準
備。而創業之途猶如登山，未來是一片未知，有志創
業的同學可在「大本營」裝備好自己，才踏上未來的
無盡旅途。

訪問期間，蕭先生多次強調「大本營」並非只為已經
對創業滿懷大志的同學而設；他鼓勵一般同學即使無
意創業，也多到「營」中坐坐，認識新朋友之餘，說
不定會被營內的氣氛感染，進而培養對創業的觸覺以
至興趣。

學生為本

So what’s the reason behind constructing such new facility? 
Donny pointed out that the sense of entrepreneurship among both 
undergraduates and postgraduates are on the rise, and so i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ctively seeking advice on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the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is aware that previous 
events like Entrepreneurship Week and the One Million 
Dollar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focus on students with 
knowledge on entrepreneurship to some extent, but those who 
have no entrepreneurship background at all are often neglected. 
Furthermore, the university lacks a physical location where 
students interested in entrepreneurship may meet, mingle, support 
and be acquainted each other. As a result, the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applied to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for the setting up of 
an Entrepreneurship Action Hub, and was approved in November 
last year.

受訪者蕭觀明先生為科大創業中心副主任，負責夥伴合作及促進學生參與創業計劃，同時兼任學生事務處副處長（學生發展），主管學
生會聯絡及學生獎勵事務。本刊鳴謝蕭先生慨允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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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BASEd

本文所有設計圖皆為畫家筆下的想像繪圖，只供參考／All illustrations used in this article are artist's impression of the project concerned only
鳴謝科大創業中心提供各幅插圖／Images are used with permission by the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of HKUST

大本營平面圖

Plan of the BASE

1

1 2

3 3

4

5 6

洗手間
Washroom

升降機
Lifts

正門入口 Main Entrance

2 多用途展覽區 Exhibition Area
3 會議室 Meeting Rooms

4 活動空間 Activity Space
5 咖啡閣 Coffee Corner

6 共用工作間 Co-working Space

29-30

The BASE is set to break new ground in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on-campus facilities, as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used elsewhere would not be applied. 

The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believes that the BASE is 
“built by students, used by students, for students”. As such, 
the Center initiated the involvement of students in the 
processes of designing and, in the future, managing the 
facility. 

A major distinction from other similar facilities on campus 
such as SCI/HOME and Chevalier Learning Commons is 
that no staff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will be stationed at 
the BASE, and operations of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ASE 
would be taken up by students who express interest in 
doing so. The university is now eliciting suggestions on 
how the equipment in the BASE should be utilized; at 
the time of the interview, there are already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ho would like to operate the coffee corner as a 
social enterprise, while some other are planning to have a 
taste on how event management is like at the BASE.
The name “the BASE“ is also the brainchild of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engaging in the planning of the hub. In 
mountaineering, a base camp is a campsite used as a shelter 
from the harsher conditions above when attempting a 
summit. Hikers often stock up supplies, obtain better 
equipment and prepare for the next section of the hike at 
the base camps, and they may meet other fellow hikers 
attempting the same summit there.

As an analogy, entrepreneuring is just like hiking. You are 
uncertain about the future of your enterprise, and a base 
camp is needed to prepare yourself for it. 

Donny emphasized that access to the BASE will be open to 
all students, and facilities inside it are not only intended to 
serve schoolmate with an entreprenurial mindset, but also 
those who have yet to develop such spirit. As a result, he 
encouraged all students to visit the BASE during their spare 
time.

Mr Donny Siu is currently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HKUST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He is also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s Student Affairs Office, specializing in liaison with the 
Students' Union as well as student award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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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飯堂之衛生情況一向為人詬病，尤其是 LG7，由於
面積廣大又有三間食肆共同營業，衛生情況難以掌控。
秋季學期將近完結之際，飯堂又爆出醜聞——有老鼠
從大堂天花掉下來，似乎想讓多事之秋不能輕易完結。

事發於去年十一月廿七日，LG7 的天花突然有一隻老
鼠掉下來，多人目擊。有同學怕此老鼠只是餐廳中的
冰山一角，即日便去信校園服務處（CSO）詢問後續
事宜。CSO 亦在接收報告後翌日（廿八日）便聯同健
康、安全及環境處（HSEO）和兩位致函查詢的同學去
徹底檢查。

由於該隻老鼠是從大堂假天花上掉下，CSO 難以估計
該老鼠來自哪一間食肆。巡查後三間食肆的廚房都並
無發現老鼠窩及其他昆蟲足跡，CSO 惟發言人薛向榮 
（Stanley Sit）指金飯碗的貨倉較亂，希望金飯碗能
夠好好整理。CSO 亦向三所餐廳發出提醒信，小心防
範。設施管理處（FMO）亦於同日噴灑滅蟲藥和修補
門隙。

及後，CSO 致電滅蟲公司協助。一星期後滅蟲公司到
來並在 LG7 各處擺放老鼠箱。再之後的兩星期亦有捉
到寥寥數隻體型較少的老鼠，相信都是從外面進入飯堂
的（體型較少可竄進門隙）。

綜觀此次事件，CSO 形容他們的行動十分迅速，校
方在事發當日便立即採取行動，外援（滅蟲公司）亦
在一星期後開展行動，並在其後的一兩星期便控制情
況。CSO 稱，每逢學校或鄰近範圍展開建築工程，餐
廳便會出現類似情況。不久前在興建李兆基商學大樓之
際，餐廳內亦有鼠蟻聚集，相信老鼠該是從缺乏衛生管
理的建築地盤竄入餐廳範圍。不過此說法亦有問題︰為
甚麼只有 LG7 發現老鼠？Café 和 LG1 呢？CSO 續稱他
們承認金飯碗的整潔程度不及泛亞飲食（大家樂集團）
或美心這些大集團，他們認為金飯碗屬小型企業，在保
持廚房清潔上比大集團困難︰大家樂許多食品都是中央
製好再運送過來，但金飯碗全部食品皆即場製作（題外
話：同學經常抱怨金飯碗味道不佳，殊不知金飯碗亦有
「即日新鮮製造」的優點）。另外專營西餐的 Milano 
Fresh 亦由於西餐比中餐更易於打理，故Milano 的衛生
情況亦無大礙。雖然金飯碗的清潔情況敬陪末座，CSO 

認為金飯碗的衛生水平已不斷上升，尤其比起三年前
在 LG5 （今學生會辦事處位置）營運時的日子更是
高出數個級數。根據以往《振翅》報道，曾有人在金
飯碗水吧目睹數隻蟑螂爬進杯中，然後職員將之草草
沖洗便用該杯子盛飲品給同學。

其實平日 CSO 每月都會對學校所有餐廳作例行檢
查，另外加上突擊檢查，確保符合衛生水準。雖然過
去學校大部份食肆予人之印象都是稍為骯髒，但相信
此次事件真如 CSO 所稱受到外圍地盤影響。

其實在數年前飯堂的突擊檢查是由 CSO 和學生會共
同探訪，以確保學生知悉他們天天所用的飯堂之衛生
狀況，但在近期數屆學生會幹事會卻不知為何取消了
合作檢查的制度，形成現今 CSO 不會主動通報學生
食堂事故的局面。

此次事件若非有學生目擊並要求跟進的詳細情況，學
生根本無從得知老鼠的出現。再者，本會問 CSO 會
否讓食肆公開道歉好讓外界知情時，CSO 卻說因為
無法查出老鼠屬於哪間食肆所以不會於公開場合說明
事件，這樣學生對飯堂的情況完全是零資訊。幹事會
若能再次與 CSO 合作，相信事件會更透明。截稿之
時第廿三屆幹事會唯一的候選內閣「楝」亦有在其政
綱寫上「跟進及一起監測餐廳的衞生情況」，這是讓
人欣慰的地方。希望於來年新莊帶領下學生會能與校
方作更多溝通，並非只將校方的聲音壓向學生，真真
正正為學生謀福。

相片由在場學生提供

撰文／白木纏絲
排版／Kermit the F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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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t-button issue of hygiene problems in campus 
restaurants has never put to an end after the incident 
of mouse falling from the ceiling in LG7 in the end of 

the fall semester. Maintaining sanitation and hygiene in LG7 
is an uneasy task due to the large area and the fact that three 
restaurants are running there.

The mouse incident happened on 27th November, 2014. 
Numerous students witnessed a mouse fell from the ceiling 
unexpectedly in LG7. Students worried that the incident was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and they addressed the concern to 
the Campus Services Office (CSO)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the next day (28th November) CSO, the Health, Safety & 
Environment Office (HSEO) together with the two students 
who had enquired to CSO went for a thorough inspection. 

It was hard to reckon in which restaurant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ouse incident since the mouse fell 
from the main ceiling. Furthermore, from the result of the 
inspection, there was no trace of rat nests nor those of other 
insects. However, the warehouse of Gold Rice Bowl was 
a bit disordered, and it was expected that Gold Rice Bowl 
could make an improvement. CSO also sent out a reminder 版
letter to the three restaurants for prevention. On the same 
day, Facilities Management Office (FMO) had sprayed 
pesticide and filled the door cracks. 

Later, CSO had contacted the pest control company for 
further actions, and the company arrived LG7 to place rat 
trap boxes after one week. In 3 weeks’ time, a few small rats 
were caught.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rats were burst into 
LG7 from outside. 

As an overview of the incident, the word ‘swiftly’ was 
used by CSO to describe the action taken by the university 
and the pest control  company. The university took action 

righ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incident. The pest control 
company arrived after a week and overcome the situation 
in the subsequent 1-2 weeks. CSO claimed that similar 
situation always happens whenever there is construction 
adjacent to the campu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e Shau Kee Business Building, the pest problem also 
arose in the the restaurants on campus.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pests came from the nearby construction site. There 
was still a doubtful point in the case of LG7 : Why was 
LG7 the only scene of the incident? What about the Café 
and LG1? CSO admitted in the lower level of sanitation 
of Gold Rice Bowl compared to big catering enterprises 
like Café de Coral or Maxim's. As a small-scale operation, 
it is harder for Gold Rice Bowl in keeping their kitchen 
clean. The food in Café de Coral are mostly ready-made 
and transported from outside, while the food in Gold Rice 
Bowl are freshly made (Though students always complain 
about its flavors) . In addition, In addition, Milano Fresh, 
which specializes in Western cuisine, does not have a 
hygiene problem since cooking of western food is easier 
to manage than Chinese food. Although the sanitation in 
Gold Rice Bowl is worser than the other restaurants, CSO 
pointed out that the sanitation in Gold Rice Bowl has kept 
improving, especially when comparing to that 3 years ago 
when it was located at LG5.

In fact, CSO will carry out monthly inspection and 
unannounced visit in all restaurants  to ensure the hygiene 
and sanitation level. It is undeniable that students have 
an unhygienic impression of the campus restaurants, yet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nearby construction site was the 
origin of the mouse incident.  

However, the inspection had suspended by the recent 
successive sessions of the Students’ Union and resulted 
in a situation that the CSO would not take an initiative 
to inform students about the incident. There will be no 
telling if no students witnessed the incident. Furthermore, 
WINGS inquired CSO about whether they will request 
an open apology from the restaurants. In response to 
that, CSO stated that since they could not ferret out 
the corresponding restaurant, they will not explain the 
incident in public. The entire incident could be more 
transparent if the Students’ Union can work with CSO 
again. It is pleased to know that XIRE, the nominated 
cabinet of the Students' Union Executive Committee has 
included ‘Follow up and monitor the sanitation of the 
restaurants’ as one of their platforms. 

LG7 RATatouille
Translate : CIVL JJ       Typesetter : CIVL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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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T ing

在科大，每年的二月都格外有「生氣」︰會社宣傳期（ProP）擺放了不同屬會的 count�-
er，還會向同學宣傳。可能是美食引誘，可能是有趣遊戲（兼豐富的獎品才是重點），
可能是介紹 year plan，亦可能是 chanting。chanting 是科大獨有文化，因年輕而「獨
有文化」不多的科大，不少學生都覺得要守護它們，使科大有其特色，讓同學可向其
他院校的朋友「炫耀」。但 chanting 一向被受爭議，投訴和擁護的人皆多。面對種
種對 chanting 文化的攻擊，一個支持兼且滿懷自信的同學如是說︰「嚟個全民投
票睇嚟支持 chanting 嚟人多定反對嚟人多！如果反對嚟多咪取消佢囉！」小編呢
就不敢做這個大型的投票，以免以後連回 hall 都不能，但聽一聽不同的人說說對 
chanting 的感受也無妨嘛。以下是小編托不同「界別」的人寫的小小感想。

The Promotion Period (ProP) in February is when HKUST comes alive. During ProP, nominated 
cabinets of various societies promote themselves by using delicious foods, special games 
(with bountiful prizes), introduction of their year plan, or by chanting. 

Chanting is one of the precious cultures in this relatively young university. A con-
siderable amount of student does believe that the chanting culture should be 
cherished, even though it is still a controversy. Some supporter said 
confidently, “Well we can have a school-wide referendum to 
decide whether to keep the chanting or not.” I am not 
going to comment on this in order to keep my 
head, but let’s hear what others said 
about chanting, cause why 
not?

/Chanting 感覺上是無
聊，不過其實也挺好玩
的。你想像是和鄰近的莊比
叫口號叫得更大聲，自然有動
力去 chant。/

/其實這是上莊強逼的……我每天
（promotion period）其間只能睡兩個
小時，還要加上 chanting 真的是心力交
粹。如果有其他莊在 chant 我們還可以鬥
大聲，但只有自己莊時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
甚麼。/

“At first sight chanting is very boring, but it can be funny indeed. 
Just imagine you are competing with the nearby soc for your 
loudness, and you will become interested.”

“In fact we are forced to do that by our predecessors… I can sleep 
for only 2 hours each day (during ProP). It’s even worse that we have to 
chant. We only find our purpose of chanting when other soc are chanting too, 
otherwise we get lost in its meaning.”

不能出名字一號和二號，某需要 chanting 的 dept soc 下莊/
He-Who-Must-Not-Be-Named A and B, dept soc nom-cab members

/Chanting 
是可以的，只要學生

能夠多一點自律和尊重其他校園使用
者。Chanting 帶給校園歡樂和活潑的氣氛，但是
學生不應該使用粗言穢語和不應該帶給其他人太
多的不便。/

“I would say it should be OK, provided it is done 
in a more disciplined way where participants 

could show more respect to other users of the 
campus. With students doing chanting, the 

campus is lively and cheerful, but they 
should not use foul language, or cause 

too much inconvenience to other 
people.”

校園使用者，人文社會
科學學院某職員/User of 

Campus, staff of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t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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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T ing

/我不太贊成 chanting。以 marketing 的角度來看，不是應該要考慮 
target audience 嗎？但在賽馬會大堂開 counter 不是有很多不是
target audience 的人嗎？在此 chanting 不但會影響他人，還做不
到太大的宣傳效果。還有宣傳不是應該向人解釋自己上任後會做些甚
麼嗎？在這裏 chanting 就會有更多人投票給你嗎…/

“I oppose chanting. In the view of marketing, they should consider who 
their targeted audiences are, and it’s obvious that there not many targeted 
audience at Atrium. Chanting here is very ineffective, and even more 
disturbing. Also, they should focus on explaining their plan in the following 
year. Do they really believe that they can get more votes if they chant 
there? ...”

麥麥，圖書館某職員/ Muk Muk, staff at Library

/chanting 是科大的文化，學
校應保障學生有自由去做他們
想做的事。守護同學想做的事

是應該的。其實所有面向 Atrium 
的都用雙層隔音窗，加上和學校

商討後現在只能在特定的一至兩個
小時 chant。經過和學校協調，現在 
chanting 對學校職員或其他學生的影

響已經不像以前般大。既而不是過份影
響他人，同學又喜歡做（chanting），
為甚麼不讓同學有此自由呢？/

“Chanting is what makes HKUST special. The school 
official should give students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Now all windows facing Atrium are double-
glazed, and student are only allowed to chant in a specific 

1-to-2-hour period after liaising with school officials. The 
side effect of chanting is not as great as in the past after 

such mutual agreement. Why not let students take back their 
freedom when it is not too disturbing after all?”

chanting 好 chur，不需要 chanting 的 soc 某上莊/
“Chanting-is-too-chur”, a former committee member who was not 

required to chant

/chanting 使
校園在學期初開之時便喜氣洋洋，所以我其實很享受這個

一年一次的活動—不過，chanting 也會騷擾到別人。

學生會屬會想藉嚟 chanting 把自己的計劃、目標，甚至信念宣傳
給所有科大人，不過，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除了 chanting 
他們還有很多方法可以達到目的。他們可以在巴士站向行人宣傳，
或在食堂裏向顧客問安，這些也不失為較有創意的方法。如果學生覺
得 chanting 必須保留，由於 chanting 真的很滋擾，他們可能要把 
chanting 的時間縮短至一至兩天的早上。其實各個soc都想藉pro p推
廣自己的活動、建立soc的聲譽以至塑做UST精神，不過chanting是否唯
一方法？同學都可以試用其他創新方法例如去canteen或者巴士站直接
拉票。這不單是個獨特的訓練，還能把時間focus在target audience身
上。就算chanting真是無可替代，同學都應該嘗試減少chanting的時間，
例如說只chant一兩日早晨。這樣既減低對校園其他人的騷擾，又能夠讓
同學focus落其他對所有人都好些的有趣宣傳方法。/

“The atmosphere of chanting is swarming with joy and fun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erm. I personally enjoy experiencing such activity once or twice in a year. However this 

could be causing disturbance to others as well.

What the student societies and groups want to achieve is to promote their own activities, their 
fame, or even spirits and belief to our UST community. In fact, there are many other ways of 

achieving this through other creative means such as canvassing people in the canteen or bus 
station etc... Not only can this be another innovative training but also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focus on particular groups of audience.

Even if chanting is really considered as essential, student groups could shorten the time to, may be, 
one or two mornings so as to minimize their disturbance to the campus and divert their promotional 

attention to other creative mean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everyone.”

Jerry，語文教育中心某職員/ Jerry, staff of Centre for Language Education

/我想 chanting 是他們（上莊的
人）的一種發洩。平日有幾可會這
麼堆的人任意大叫，加上還有一
群人會跟嚟你叫或是欣賞你的大
叫。所以一年才一次，當作是
一種壓力大而得以宣洩的吶喊
吧。/

“I believe chanting is how they 
(soc committee) relax their 
mental tension. It is unusual 
when you got a chance to 
yell out loud in the middle 
of Atrium, and is even 
rarer that someone would 
appreciate you doing so 
or even join you. So 
why not chant in this 
annual event?”

點解我要嚟莊，某 
ICA 老鬼/
Why I need to 
do committee 
again, ICA old 
ghost

撰文、排版／白木纏絲 

Translation: labor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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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TV ？

科大校園電視？

曾經一度有人提出於科大設立校園電
視，但其實 ITSC（資訊科技服務中
心， 全 寫 為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Center）一直有提供「電視」
服務，同學的一舉一動或會出現於此
「電視」之上。

瞬間看南北
ITSC 於官方網頁上一直有着一個監察
南北站的直播，全天候廿四小時讓同學
即時知道南北排隊情況。該直播亦可以
於大多智能手機、手提電腦上觀看，方
便同學監察巴士站排隊情況，不用白白
於南北站望穿秋水。

Barn 樂無窮
而 ITSC 官網中亦有提供四個 Barns 
* 於每一分鐘的照片，讓同學大約知
道 Barn 的空置率，避免同學在走到的 
Barn 時才發現沒有座位的問題。

其實科大一直有着不少方便同學的設施
卻一直無人問津，筆者實在十分讚揚 
ITSC 的努力，亦希望校方多加宣傳，
讓這些設施可以真正受惠同學。

Someone suggested the set-up of the 
Campus TV few years ago.  Actual ly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Center 
(ITSC) has already provided some ‘TV’ 
service for all HKUST students. You and I 
may also be one of the characters on that 
‘TV’.

Live on Gates 
ITSC has provided a 24-hours live broadcast 
of North and South Gate, showing the 
queuing situation at both bus stations. 
Students can enjoy this function by simply 
using their smart phones and laptops. 
Therefore, students can plan their time of 
leaving better and no need to wait for such 
a long time.

Live on Barns
Moreover, instant photos of four barns*per 
minute have also been shown in ITSC 
webpage, so that students can notice the 
vacancy of barns without going. It can 
certainly prevent students going to a fully 
occupied barn after arrival.

Many useful and convenient facilities are 
provided for all students. However, with 
the lack of promotion, facilities are not 
fully utilized. We certainly hope that more 
promotion can be carried and all USTers 
can enjoy a more comfortable campus life.

* 四個 Barns ︰科大一共有四個「計算機操作廳」。其中 Barn B 為最方便，沿 Atrium 電梯上 Concourse 轉右。另外三個電腦室
分別位於 Lift 17-18 Room 4402-4404（Barn A）、Lift 27-28 Room 4578- 4580（Barn C）及李兆基商學大樓（Barn D）。

* four barns: There are totally 4 computer barns in HKUST. Among them, barn B is the most convenient which is 
just beside the escalator going to the academic concourse. Barns A,C,D are located in at Lift 17-18 Room 4402-
4404,Lift 27-28 Room 4578- 4580 and Lee Shau Kee Business Building respectively.

南北站現場直播　Bus Stations Live View
http://liveview.ust.hk/

電腦室座位空缺快照　Seating Availability Snapshots
http://itsc.ust.hk/services/academic-teaching-support/facilities/

computer-barn/snapshots-in-computer-barns/

撰文、排版／鍾意睇魚樂無窮嘅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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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大事回顧

二零一四年剛過，香港經歷了風聲鶴唳的
一年，新年伊始亦要回顧一下科大往年所
發生的大事。

撰文、排版／ Y.Y

1.  2014 年 2 月 27 日
學生會周年大選　

  四組織加入屬會

在學生會大選點票日，學生會幹事會由
「Voyage」候選內閣當選，打敗另一
候選內閣「Heroes」，「知行大中
華」、「科大行動」、「南亞裔學
生會」及「台灣學生會」四個組

織亦於同日點票，成功加入成
為學生會屬會。

2.2014 年 3 月 20 日

學生會發起學界公投
　

學生會幹事會發起全校公投，是學聯
「學界公投」於科大之一環，共有兩項

議案。分別是：『由二零一七年起，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必須接受「公民提
名」方式提名參選人。』、『由二零一七年
起，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
委員會」成員須由一人一而票值均等的選舉
產生。』。

然而，同日亦是學生會幹事會派發福
利品的日子，公投與派福利品的地

點相鄰，更被人質疑為「蛇齋餅
糭」，以吸引同學投票。而最

後，兩個議案均被通過。

2014 年 4 月 29 日

「天堂鳥」登陸科大

熱爆「MK-Pop」組合「天
堂鳥」蒞臨科大！學生會屬
會科大校園人民廣播電台邀
來「天堂鳥」樂隊作現場訪
問，場面熱鬧，三位同學更
自告奮勇上台與「偶像」一
同即場表演其代表作〈登
陸太陽〉。

3.

    2014 年 5 月 5 日

SHRLO 大排長龍

是日為獲派下學年宿位同學提交住址
證明的最後一日，同時為申請本學年
暑期宿位同學繳交報讀夏季學期課程
證明的限期；就暑宿而言，基於申請
期限昨晚才結束，因此不少在最後一
刻申請暑宿的同學在今日方提交證明
文件。然而，由於 SHRLO 只派出兩
人到櫃位分別應付上述兩批同學，因
此核實文件速度頗為緩慢。SHRLO
其後宣布「派籌」，批准持籌同
學於下星期一或之前補交有關證
明。

4.
   2014 年 5 月 9 日

黑雨侵襲　LC 漏水

天文台昨晚約十時一度發出
黑色暴雨警告，科大校園不
少地方均有水浸情況。圖
書館 LG1 其士綜合研習坊
（Learning Commons） 亦

有雨水滲漏。

5.

Campus T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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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幹事會宿位政策論壇

校方改革宿分制度，以使用運輸署的
「香港乘車易」系統計算時間取代以往分
區計算直綫距離的方法。本日為改革制度後
首次的宿位政策論壇，由校方學生住宿及舍
堂生活事務處（SHRLO）處長暨學生宿舍第
六座舍監楊霖龍教授、學生會幹事會會長羅
緯綸及三名本科生宿位分配政策檢討專責

小組學生代表解答同學疑問。

2014 年 5 月 9 日

2014 年 5月 21 日

Hall I 驚現偷拍狂　

科大學生宿舍第一座發生風化案，一
名男生企圖於宿舍女廁偷拍出浴女宿
生。
清晨五時許，事主於女洗手間洗澡
期間，驚覺自己被一名身高約一米
七五、穿着深藍底色閃電圖案 T 恤
男生偷拍。事主高聲呼叫報警，
疑犯事敗逃離宿舍。

7.

 2014 年 7 月 2 日
學聯佔領遮打道　四名科大生被捕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昨晚七一大
遊行完結後發起佔領中環遮打道行動，
警 方 於 今 晨 三 時 許 開 始 清 場， 共 拘 捕
五百一十一名參加者，當中至少有四人為
科大學生。
被捕的科大學生分別為現任學生會幹事會
會長羅緯綸、普選評議員暨去屆幹事會會
長石毅俊等人。四人與其他被捕參加者均
被警員強行抬上旅遊巴，載往黃竹坑香港
警察學院羈留。

8.

2014 年 7 月 6 日

科大九巴路綫加價 3 毫

當時收費 $5.8 的路綫 91M 及其輔助
路 綫 91P， 新 票 價 為 $6.1， 增 幅 達 
5.17%；因車費較昂貴而令不少同學「敬
而遠之」的路綫 91，則由 $7.1 增至 
$7.4，增幅為 4.23%，但其與 91M 的
差價亦維持 $1.3。
除了新巴 792M 自二零零八年六月起未
曾提高車資外，各條服務科大的公共交
通路綫於本學年內均曾加價；104 號
小巴在去年十二月曾加價一元，而經
營 11 系及 12 號小巴的喜龍有限公
司亦曾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調整 

車資。

9.

2014 年 8 月 24 日

夜遊 LG4 男廁　
  O'Camp 女生出事

有參與社學生會（House，即宿生會）迎新
營（O'Camp）的同學昨晚於參觀科大著名秘

境 LG4 男洗手間期間遭保安員誣告毀壞鎖頭，並
召警處理。

夜遊科大為迎新營必備環節之一，組爸、組媽會帶領組
仔女（新生）尋訪校內秘境，並講述相關之「鬼故」；而

由於學術大樓 LG4 層的男洗手間之更衣室盡頭設有秘道，因
而成為此等夜遊團的常去景點。據了解，該秘道入口之鎖頭長年

鎖上，但每年的迎新營季節例必遭有心人解鎖。

當晚有校園保安員接獲報告，指學術大樓 LG4 樓男廁更
衣室之鎖頭遭毀壞，到場查看時適逢某社學生會迎新營
組爸媽、組仔女一行共三十一人正參觀該廁所。該
名保安遂指控該三十一人刑事毀壞，報警處理，期
間曾將彼等囚禁於廁所內，並將洗手間內各人之
學生證或身份證號碼記錄在案。由於廁所通風
欠佳，有學生曾要求予其外出，保安擾攘近
十五分鐘方答允請求。

其後，校方各部門與學生會幹事會開
會討論，校園保安主管於會上承認
校方與保安間之溝通出現問題，
並代表保安部門向學生道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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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24 日

夜遊 LG4 男廁　
  O'Camp 女生出事

有參與社學生會（House，即宿生會）迎新
營（O'Camp）的同學昨晚於參觀科大著名秘

境 LG4 男洗手間期間遭保安員誣告毀壞鎖頭，並
召警處理。

夜遊科大為迎新營必備環節之一，組爸、組媽會帶領組
仔女（新生）尋訪校內秘境，並講述相關之「鬼故」；而

由於學術大樓 LG4 層的男洗手間之更衣室盡頭設有秘道，因
而成為此等夜遊團的常去景點。據了解，該秘道入口之鎖頭長年

鎖上，但每年的迎新營季節例必遭有心人解鎖。

當晚有校園保安員接獲報告，指學術大樓 LG4 樓男廁更
衣室之鎖頭遭毀壞，到場查看時適逢某社學生會迎新營
組爸媽、組仔女一行共三十一人正參觀該廁所。該
名保安遂指控該三十一人刑事毀壞，報警處理，期
間曾將彼等囚禁於廁所內，並將洗手間內各人之
學生證或身份證號碼記錄在案。由於廁所通風
欠佳，有學生曾要求予其外出，保安擾攘近
十五分鐘方答允請求。

其後，校方各部門與學生會幹事會開
會討論，校園保安主管於會上承認
校方與保安間之溝通出現問題，
並代表保安部門向學生道歉。

2014 年 8 月 28 日

O'Week 攤位僅廿八　OAC 包圍 FMO 

新學年即將展開，一如以往首數周將是迎新週
（O'Week），容許學生組織於 Atrium 設置攤位招

攬新生；但校方校園設施管理處（FMO）以學生會幹
事會迎新事務委員會（OAC）未能妥善管理新生註冊
日，及認為過往 O'Week 規模過大為由，本年只容許在 
Atrium 設置十八個迎新攤位。雖然經過學生會會長羅緯
綸及現任評議員吳卓嘉極力商討後，攤位數目勉強加至
二十八個，但這數目明顯仍是難以滿足眾多學會的需要。
迎新事務委員會原訂當日下午五點開會，但由於欠缺體
育聯會（SA）代表，未能達成法定人數要求（quorum）
而流會；然而，一眾在席之 OAC 委員有感 FMO 處理有
欠妥當，決定率眾前往該處設於學術大樓五樓的辦公室
尋找相關負責人談判，遺憾是相關人士請假半天，故未
能見面。

幸而，最後 FMO 與學生代表達成共識，開放五十多個
攤位數予全部組織分配。

11.

「坑渠油」風波成城中熱話，當局公布可
能曾使用「強冠」豬油製品的食肆名單，當
中科大李兆基商學大樓的營辦商「金巴斯集
團」旗下兩間飯堂皆榜上有名；觀塘商貿區
的「金飯碗餐廳」亦被指曾使用強冠豬油，
有同學指出該餐廳與科大的「金飯碗美食」
屬同一機構。

2014 年 9 月 16 日

2014 年 9 月 22 日

 922 罷課

學聯發動為期一星期的罷課，於香港中文大學
百萬大道集合，學生會安排兩輛旅遊巴士接載同

學由科大前往罷課場地，兩車皆告滿座。一星期後，
警察武力鎮壓手無寸鐵學生惹起社會憤慨，有科大同學發

起今日起於校內香港賽馬會大堂（Atrium）無限期靜坐抗議；
而部份社學生會已宣布停止一切聯誼活動，全力配合罷課

安排。

在「922 罷課」之先，科大校長陳繁昌曾會見
記者，表示校方支持教授或學生理性討論

對社會重要的議題，亦希望在互相尊
重的環境中討論。

12.

13.

陳繁昌：
不容缺課學生成績受影響

　
科大校長陳繁昌宣布已要求教職
員盡力使本週缺席課堂學生之成
績免受影響；另外，負責 LANG、
LABU 等課程之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語文教育中心（CLE）表示，該中心
所有課程該週將不會點名。

校長辦公室晚上發出群發電郵（mass 
e-mail），指出校方體諒現時社會形
勢下同學所受之壓力，故此已要求
各教職員作出適當安排，以確保
本週缺席課堂學生之成績不受影
響。

2014 年 9 月 29 日

總結完二零一四年的大事，發現校方不少
政策均引起了同學的不滿，宿位制度變更、
FMO 攤位問題、保安員越權等等事件，科
大同學開始以不同方式表達其不滿，反映
同學開始關注校政，亦同時令校方讓步或
道歉。筆者希望校方可繼續從善如流，參
考過往不足，共同建設「同一科大」的理
想。

二零一四年是學界風雲色變的一年，由
初期的罷課漸漸演變成後來的「雨傘革

命」，「被時代選中」的科大同學在當中
參與了不少，卻亦要在學業壓力與公民責
任之間拉扯。幸而，校方在當中給予了不
少的幫助，陳繁昌校長曾宣布要求教職員
盡力使缺席課堂學生之成績免受影響，
LANG、LABU 等課程亦宣布「雨傘革命」
開展當週不會點名，校方亦在同學於「雨
傘革命」時被捕後設立熱綫予全科大同學。
校方有很多政策一直是為人詬病。然而，
筆者不可不稱讚校方在「雨傘革命」時期
的應變速度，校方的開明亦令同學為成為
科大一員而自豪。

新春剛過，去年風雨已成歷史，二零一五
年將是新的一年，新的希望，誠盼校方繼
往開來，努力與同學寫出科大新的一頁。

14.

強冠坑渠油風波　
     LSK 飯堂母公司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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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 Sem，我們要讀的中 LANG  
 撰文、排版／ Y.Y 

各位同學經過文憑試中文科洗禮，大概都以為從此都與中文無緣
了 吧。 可 是， 大 學 核 心 課 程（University Common Core， 簡 稱 
CC）規定所有科大四年制學生均需修讀三個學分的中文傳意
課程（Chinese Communication），同學可以選擇特定的 LANG 
或 HUMA 課程才能畢業。

科大共有十三個中文課程（俗稱「中 LANG」），當中八個是為沒有中文
背景的同學而設，另有商學院三年制生必修的 LANG 1112 和人文社會科
學學院學生必修的 LANG 2170。其餘三個則是普遍同學會選擇的 1113、
1114 和 1115。

1113、1114 和 1115 三個課程的修讀條件各有不同。 1113 名為「普通
話傳意技巧」（Effective Chinese Communication），對象為文憑試中
文科成績三級或以下的學生，課程習作包括兩篇作文及兩次口頭報告；此
課程亦設供有特別教育需要的同學選修的 LANG 1113I。1114 和 1115 分
別稱為「中文傳意——閱讀與寫作」（Critical Reading and Writing in 
Chinese）及「中文傳意——閱讀與口語溝通」（Critical Reading and 
Speaking in Chinese），兩項課程修讀要求相同，文憑試中文科成績達四
級同學便可選讀。 前者要求同學遞交三篇作文，而後者則要求同學完成口
頭評議、小組時事討論及個人公開演講各一次。同學要注意的是三個課程
都會計算出席率及一成課堂參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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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 Sem，我們要讀的中 LANG  
中 LANG 大多課程是為四年制本科生而開設，迄今已開辦三
年，但爭議依然不絕：

二、簡體字範文

中 LANG 部分範文會用簡體字。本地同學平常習慣閱讀正體字，中學亦沒有特別的課堂教授簡體字，
但課程中部分功課亦需參考簡體字文章寫作，同學對此頗有微言。再者，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生必
修的 2170 課程，課本以至課程網頁均是使用簡體字，有同學指出課程中所交的論文更需以簡體字
遞交，科大大多數同學都習慣使用正體字，此安排實不太恰當。

三、文憑試成績分班制度

科大中 LANG 一向以文憑試中文科成績分班，以四級作為分野。然而，大學入學基本要求為「3-3-
2-2」，即入讀大學必須中文科最少達三級或以上。換言之，在 LANG 1113 當中只有中文科三級或
以下同學就讀，亦設有提供配合教育需要的 LANG 1113I 班，而在 LANG 1114、1115 兩班中將會
有其餘中文科四級、五級，以至摘星的同學就讀，分流制度原意是將不同程度同學分隔。然則，中 
LANG 雖設有分班制度，但分野訂立得不恰當，仍要讓四級及五星星級同學共同修讀，制度的效果
不大，分班制度形同虛設。

提起中 LANG，不可不提廣東話課程。科大的廣東話課程一向偏少，而當中大多不帶學分（non-credit 
bearing），供同學隨興趣自願選讀。而在香港中文大學，大學「中文」課程（CHLT）一向以廣東話教學。
廣東話及正體字歷史悠久，文化內涵深厚。例如：朗誦詩詞時使用普通話未必能了解平仄押韻，如普通
話沒有入聲，讀詩詞時缺少變化，又不合乎古人作詩的平仄押韻。每個正體字當中都有文化足印，香港
學生在香港不是學習自己的文化，實在可悲。

同學若想知道那項課程是否符合大學核心課程 
Chinese Communication，可於下列網頁查詢：
http://uce.ust.hk/cgi-bin/web/courses/course_search.
php?pid=1

同學若想了解 Chinese Communication 課程概要及
評分比例，可參閱下列頁面：
http://cle.ust.hk/ug/languages/chinese/

中 LANG 課程畢竟初開，並沒有以往經驗作
參考，難免會有不足。然而，本年已經是開辦
的第三年，筆者都希望校方從善如流，吸取前
數年同學的意見，並參考其他本地大學的成功
例子，檢討及重新改革科大中 LANG 制度，
聽聞今期學生會幹事會候選內閣﹙筆者撰文時
仍為宣傳期﹚的政綱提出加入粵語為中 LANG 
教學語言，希望幹事會候選內閣當選後不負眾
望，與校方合作，為日後學生設立更完善的課

程。

參考資料：

圖片來源：flickr

一、普通話教學

中 LANG 一向被人指責的主因是其教學語言以非本地學生
優先，很多本地同學亦因此望而卻步。中 LANG 開辦以來
一直堅持以普通話作為主要教學語言，討論、演講，以至回
答問題均應使用普通話。科大同學逾八成為本地生，在高中
時普通話並非必讀的科目，大部份同學亦有至少三年未曾使
用普通話，突然要求本地生使用普通話溝通，以至小組討論，
難免倍感吃力。同學在上課時卻少不免會遇到大陸學生，一
群是使用荒廢已久的語言，另一邊卻是使用母語，小組討論
的結果不得而知，亦難免給人喧賓奪主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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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校董—評學生會壟斷

正題以先，還先請各位嘗試作答以下數條問

題︰
1. 學生校董選舉於每年哪時舉行？

2. 現屆學生校董是誰？

3. 學生校董有甚麼職能？

4. 還是要問最基本的問題，學生校董是甚麼？

學生校董是甚麼？

學生校董是校董會廿七名成員之一*，亦是當中唯
一一位由學生普選出來的校董。根據學校官網介
紹，校董會有權力制定、廢除和修改大學規程，
管轄範圍深入至投資、財務、學位頒授等等。所
以說，學生校董實現了校園共治的想法，但是廿
七分之一的參與於現實中亦難以改變校董會的任
何決定。
*其他成員包括署理主席兼副主席唐裕年[1]、校長
陳繁昌、副校長、科大全職僱員普選代表和超過
十名的「非公職人員或非大學僱員成員」校董。

同學在一開始聽到學生校董四個
字時，一定有不少人感到錯愕︰
「我們有學生代表在校董會嗎？不
過，校董會又與我何干呢！」由於校
董會與各位實在有些心靈距離，在說
消失的學生校董前也要先說說這位校
董。本年度（二零一四年九月至二零
一五年九月）的學生校董是 Avishek 
Kedia，在去年的競選中，他擊敗了
時任學生會長羅緯綸及前編輯委員會
總編暨評議員吳卓嘉，以七十票的低
票數記錄勝出。作為參考，去年的選
舉總票數為六百零五票，與今年總票
數約百多票相差甚多。Avishek 勝
出明顯並非因其在全體學生（包括沒
有投票的學生）之間支持率最高（
七十票的數量比去屆大比數落選的
候選人之票數還少，相信呼朋喚友投
票支持自己，加上國際生對同儕的擁
護，不難達到這水平），而是本屆宣
傳過少︰另外兩位候選人忙着處理遮打
革命的活動（校內或校外），無法分身
作宣傳和拉票（見文末網址本會有關報
道，候選人親口承認分身不暇）；唯
一非學生會閣員的 Avishek 亦未見落
力宣傳（沒有任何宣傳單張、海報或
親身於站前拉票，候選人簡介文件亦
以敘述個人背景為主，連最基本的參
選政綱亦無），使是屆投票人數少之
又少，說 Avishek 因遮打革命而無
端得利亦不為過。

在本會相關新聞中，有人留言「祝賀 
Avishek 當選，抵制 SU 壟斷！」，
顯示同學一向對學生會人士擔任大部
份校內要職頗有微言。假若本次選舉
的故事至此便完，同學的發言就毫無
問題，因為 Avishek 真的打開了學生
會普通會員參與校政的屏障。可惜，事
件發展卻反駁了此觀點。

在 Avishek 當選後，由於學生會對新任校董不熟
悉，不論本會還是幹事會都有嘗試聯絡他，希望可
以提供援助和讓其他學生更熟悉他及其工作。例
如：本會曾發多次電郵希望相約作個訪問增加其知
名度，可惜 Avishek 卻全無回覆。於是在校董杳無
音訊的半年後，他就提早畢業了，此時離他任期結
束尚有超過半年。

說明事件不是要指責 Avishek，因為即使學
生畢業後仍可回來出席及後的會議[2]，如去
年的學生校董陳棟材於畢業後也有出席任期
內最後兩次會議[3]。但 Avishek 身為外地生
畢業後會否繼續留港開會卻是一個謎，畢

竟無人成功聯絡他並詢問其意向。但參選
前毫無政績，參選時沒有公開的政綱和宣
傳，上任後又消失，在計劃提早畢業的情
況下參選校董，畢業後是否留任都是未
知數的人，實在即使無「呃 CV」之名，
亦有其實。

透過此次事件，大家會知道學生會為何會
壟斷要職，這是有原因的。在分析以先，
先介定何謂「學生會的人」。若計算的只
是幹事會、編委會、仲裁會和評議會的當
然成員，壟斷是不成立的，因為以往都有
若干學生校董並非上述人士。若計算曾任
或現任學生會四大架構[4]的人（包括評議
會中的各界代表），則壟斷便成立（因
為兩年前的前社閣員代表是前評議員）
。以下將從必要性分析。

1. 為何學生會背景的人會比其他學生更
勝任？
經驗於求職時是何等重要相信筆者不需
辯駁大家都認同，大家申請工作時都以
有經驗者為先。與校方 deal 其實絕非易
事，一般同學若無與其談判的經驗可能
會讓校方為所欲為，難以達到為學生
發聲之目的。或許有人會問︰學生會
的人一開始也不懂處理校政，為甚麼
可以上莊呢？這不是跌入先有經驗才
可做，做了才有經驗的循環論證嗎？
但是學生會有更多的資源去訓練同學有

關方面如何應對，比起同學一開始毫無
預備便做更易上手。學生會原本便有許多

過往有關校政的資料，比如 Hall 分的問卷
調查結果和過往已廢除的規條歷史等，和一般

學生只可看到表面的校政問題相比，能更深入亦更
全面地關顧到校政。此外，上過學生會莊的人在任
期內會有較多機會和校方各層人員接觸，比起其他
學生難有與學校高層見面，有學生會底子的人更能
掌握校方人員思維以至商談時更易達成共識。

撰文／只識寫文藝       排版／C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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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校董—評學生會壟斷

說明事件不是要指責 Avishek，因為即使學
生畢業後仍可回來出席及後的會議[2]，如去
年的學生校董陳棟材於畢業後也有出席任期
內最後兩次會議[3]。但 Avishek 身為外地生
畢業後會否繼續留港開會卻是一個謎，畢

竟無人成功聯絡他並詢問其意向。但參選
前毫無政績，參選時沒有公開的政綱和宣
傳，上任後又消失，在計劃提早畢業的情
況下參選校董，畢業後是否留任都是未
知數的人，實在即使無「呃 CV」之名，
亦有其實。

透過此次事件，大家會知道學生會為何會
壟斷要職，這是有原因的。在分析以先，
先介定何謂「學生會的人」。若計算的只
是幹事會、編委會、仲裁會和評議會的當
然成員，壟斷是不成立的，因為以往都有
若干學生校董並非上述人士。若計算曾任
或現任學生會四大架構[4]的人（包括評議
會中的各界代表），則壟斷便成立（因
為兩年前的前社閣員代表是前評議員）
。以下將從必要性分析。

1. 為何學生會背景的人會比其他學生更
勝任？
經驗於求職時是何等重要相信筆者不需
辯駁大家都認同，大家申請工作時都以
有經驗者為先。與校方 deal 其實絕非易
事，一般同學若無與其談判的經驗可能
會讓校方為所欲為，難以達到為學生
發聲之目的。或許有人會問︰學生會
的人一開始也不懂處理校政，為甚麼
可以上莊呢？這不是跌入先有經驗才
可做，做了才有經驗的循環論證嗎？
但是學生會有更多的資源去訓練同學有

關方面如何應對，比起同學一開始毫無
預備便做更易上手。學生會原本便有許多

過往有關校政的資料，比如 Hall 分的問卷
調查結果和過往已廢除的規條歷史等，和一般

學生只可看到表面的校政問題相比，能更深入亦更
全面地關顧到校政。此外，上過學生會莊的人在任
期內會有較多機會和校方各層人員接觸，比起其他
學生難有與學校高層見面，有學生會底子的人更能
掌握校方人員思維以至商談時更易達成共識。

2. 但也不至於全面壟斷吧……

我們不能排除有其他同學關注校政，但有心為學生謀福
祉（關於校內問題）的同學大多會先上學生會。一個
學生很難知到有何途徑得到校內資料，要熟悉校內事務
並不容易，加入四大架構之一學習從整體學生層面看校
園的事是方便途徑。可能是負責執行的幹事會，也可能
是負責監察的編委會，亦可以競選評議會當普選評議
員——相比幹事會，多數同學會較願意做評議員，可
能是因為可以沒幹事會那麼辛苦（強調是可以而已，
要 chur 仍然不輸幹事會）。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有不
上學生會的同學都會關心校政。有些同學成立校政相關
的關注組，甚至「起莊」，他們都算關心校政的。但這
些關注組的數量，若不計學生會發起的關注組，在科大
實在少之又少。近期發起的關注組只有「宿分關注組」
，但該組並無任何實質抗爭活動。如果沒有行動，這些
人都可能是在大字報牆「得個講字派」。說回去今屆的
校董， Avishek 的政綱和介紹並無提到任何校政
相關議題（其實是無政綱），反映他與前述的關注組無
關，競選不排除只為虛名。在科大，大部份有心同學直
接或間接參與學生會，才造成學生會壟斷的幻覺。

3. 都是壟斷的題外話

在科大，關心校政者絕為少數。以評議會為例，普選評議
員根本多年是八席未滿[5]。根據上述的理據，學生會四大
架構是未熟校政者初涉獵校政之地，若是關心校政者應會
先上學生會。有不少人覺得評議會有太多幹事會的當然議
席而造成壟斷，但普選評議員卻只有八席，這樣的架構與
社會上一直惹人詬病的功能組別無異。可是，評議會若無
其他屬會及學生會的功能組別議席加入，會議便會因人數
太少而崩解。可以說，雖然現今的制度縱容絕大多數議席
是功能組別，但此舉其實是因為主動參與者太少和學生會
相關人士更能勝任而作出調整的做法。本來這是一個可以
另撰一文的題目，在這兒就因為與「壟斷」有關而略略帶
過。

總結來說，不止這一次校董選舉，很多時相關選舉都有學
生會壟斷的錯覺。其實，這些選舉都是公開、公平、公
正，不會偏袒「學生會的人」，只要有人熱心服務同學，
有興趣為學生爭取更多利益，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只不過
上過莊的同學，不論上哪一支莊，都會更了解學校，會想
再爭取多一些。有多時，學生會相關人員會獲勝，是因為
他們於宣傳上和經驗上讓人更信任；當然，學生會亦並非
盡善盡美，例如今屆學生會亦被評議會出聲明譴責甚至
差點被 non-con。當然，若想學生會做得更好，歡迎加
入；或關注校政，亦可自發起關注組。

[1] 校董會主席張建東先生於去年九月十三日因病逝世，本會於《振翅之
高飛報22.1》亦有刊登訃聞哀悼。

[2] 本年度的校董會至一月前並沒有開過會議，即 Avishek 還未正式代表
過學生便畢業。同學可於 https://www.ab.ust.hk/ccss/Summary_of_
Decisions_of_Council_Meetings.htm 參閱過往的會議章程。

[3] 陳棟材（炸頭）， 管理學系一四班畢業生，曾任學生會編委會署理總
編輯，去年春季學期完結便畢業。校董會最後兩次會議分別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和十月舉行。炸頭除了於畢業後仍有開會外，還於任內第一次爭取到
學生校董加入校園發展委員會（Campus Development Committee）
，顯示其對於學生校董一職很上心，延續他在學生會的熱心和影響力。

[4] 學生會由四大架構組成，分別為幹事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簡稱 ExCo）、編輯委員會（The Editorial Board，EB）
、評議會（The Council）及仲裁會（The Court），文中之「學生會
莊」泛指全部四大架構，非單指幹事會，與日常習慣的稱呼方法有別，
敬請注意。

[5] 學生會評議會由八名普選評議員、主席、副主席和秘書三位正式
成員，以及最多三十八位「功能組別」成員組成，當中包括來自幹
事會、編委會、各學院、社學生會、學社聯會（Independant Club 
Association，ICA）及體育聯會的代表。但三十八席中有五席都屬幹
事會的當然議席，與眾多興趣學會（ICA）卻總共只有四席相比便顯得
壟斷。

圖片來源 : HKUST,  Flickr

本會關於本年學生校董競選的報道︰

【振翅校園新聞】非本地生當選學生校董

【振翅校園新聞】學生校董選舉今起舉行

請 like 我們的 facebook page 獲得更多
即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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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Council?

The Council is the supreme governing body of the 
University. It exercises the powers and duties of the 
University as specified in the Ordinance. The Council 
consists of 27 members about two thirds of whom 
are drawn from the community. The Council has 
the power to make, repeal and amend Statutes. The 
Ordinance and Statutes stipulate provisions for the 
machinery of governan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which the University operates. Investments, finance, 
conferment of degrees, etc. all come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Council.

Excerpt from http://www.ust.hk/about-hkust/
governance/council/

Most students are shocked when they hear about 
the title ‘Elected Student Member in the Council’. 
Many of them do not even notice the existence of 
this post and think that they have no business to 
do with the Council. It is no doubt that there is 
a distance between the Council and the students. 
Avishek Kedia, the present Elected Student 
Member in the Council, won Van Law Wai-
lun, the incumbent SU President, and Jessica 
Ng Cheuk-ka, former Editor-in-Chief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ver in election with 70 votes. 
In fact, the total votes in last year election 
was 605 while there was only around 
a hundred in this year. It revealed 
that the winning of Avishek was 
not due to the strong support 
among students, but was due 
to the lack of promotion. 
The other 2 students were 
busy in taking care of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university affairs, and had 
no time to spare for the election 
campaign. Avishek, as the only non-
student council, showed nearly no 
passion in the election campaign. 
There was no promotion. 

On the Facebook page of Editorial 
Board, some students gave comments to 
congratulate Avishek as he was a fresh face 
under the “monopolizat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Executive Committee (SU ExCo) in 
school affairs. It shows there are arguments 
on whether SU ExCo has dominated the 
important positions to give voices to the 
school. Some students would expect Avishek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with more variety of 
suggestions in the Council. Unfortunately, 
the election did not end with what extra 
efforts Avishek paid to improve students’ 
welfares. 

After being elected, Avishek seems to be busy 
and can be hardly contacted. For example, 
the SU ExCo have tried to help him, and 
hope that they can provide assistance 
and allow other students to hav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imself and his work. 
However, he gave not much response on the 
invit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ditorial 
Board had sent numerous invitations to 
have interviews with Avishek, with a view to 
make the Councilor more familiar among 
students. However, Avishek had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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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ed. What made us feel more confused is that 
Avishek recently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with more than six months to the end of his 
tenure.

We are not blaming  Avishek for now respond to  
our invitations. He can still come back to voice out 
students’ opinions in the Council in the coming 
months. For example, the former Councilor, 
Kenneth Chan Tung-choi, also attended the last 
two meetings in the Council after his graduation. 
What we concern is that, for foreign students like 
Avishek, whether he will stay in Hong Kong after 
graduation to attend those meetings is a mystery. 
After all, no one had successfully contacted him 
and asked about his intention. To summarize what 
has happened for our newly elected Councilor, 
there was no pre-election performance, no 
platform in the election, very little publicity, and 
then disappear in front of our eyes. Therefore, we 

believe we may need to look into 
the case more in depth.

Through this event, you will 
know why the Students’ 

Union monopolized 
positions, which has a 
reason. To analyse, first 
we have to define what 
is meant by “Students’ 
Union-related.” 

1. I believe everyone 
knows how important 
is relative working 
experience in the 
job hunting. In fact, 
dealing with the school 
officials is never easy. 

Normal students may take disadvantages 
when negotiating with the school if he had no 
experience befor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flecting students’ opinions. 

2. We cannot ignore the students who concerned 
school administration. Most likely, students 
who determined to seek more welfare for us 
(about school issues) would possibly join the 
Students’ Union at first. In contrast, a normal 
student faces much difficulty to get the channels 
to acknowledge  himself on the school affairs. 
Joining one of the four main components in the 
Student Union, students can learn the rules and 
operations in the campus thoroughly. 

3. At HKUST, students who take care for school 
administration form only a small portion. Take 
the Students’ Union Council as an example, 
There are usually some vacancies for the total 8 
seats of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s. Based on 
the above rationale, the four statutory bodies 
(ExCo, EB, Court, Council) in the Students’ 
union are more suitable for students who 
want to have a taste on taking part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However, it seem that there are 
many chances for the majority to express their 
ideas.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ere are 
too many council seats offered to the SU ExCo 
and create a monopoly. To compare with, there 
are  only eight seats for the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who have been chosen by the entire  
groups of members in the Students’ Union. 
Frankly speaking, the absence of Councilors 
as well as the lack of participation from  other 
affiliated students to join the Council are the 
reasons which create thi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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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打革命自去年九月末肇始，至十二月告終，維時七十九日。無論是黃絲
或藍絲、支持或反對，相信都會認同是次運動對香港市民而言影響深遠。

關於遮打革命佔領行動的評論、敘述早見於不同刊物、媒體，毋須在本專
題中贅述；我們欲紀錄的，是科大同學於遮打革命中的參與、想法。

The fact that the 79-day Umbrella Revolution has changed Hong Kong a lot is undeniable 
regardless of your political stance. 

There are plenty of journalistic and critic accounts on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in different 
publications and media, and we decided not to put our emphasis on that. What we would 
like to focus is the participation and thoughts of HKUST students in the revolution.

遮打革命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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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9/9/2014
教授發起反傘默站聲援學生
Silence stand with inverted umbrella 
initiated by professors

28/10/2014

10/11/2014
科大對出海面石躉現
我要真普選直幡
"I want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banner hanged on 
HKUST's waters

遮打革命滿月
One month since the start 
of Umbrella Revolution

7/10/2014

人文社科學院時政沙龍（張兆和、成名、雷鼎鳴及崔大偉教授）
SHSS Open Forum - featuring Prof Siu-woo Cheung, Morgan Kousser, 
Ming Sing, Francis Lui and David Zweig 

6-7/11/2014

畢業生學位頒授典禮舉傘
Graduates hold umbrellas when receiving diplomas at the 
Congregation

四條分別由畢業生及科大行動製作的橫額，自畢
業禮當日一直懸掛至本年二月會社宣傳期開始止
Banners produced by graduates and Progressust were 
hanged at the Atrium since Congregation

舊生斥資購入六百八十九把黃傘供畢業生借用
689 yellow umbrellas were bought and donated by an HKUST 
alumnus

12/11/2014

學生會雨傘運動分享會（梁麗幗、劉昕雋、葉煒楊）
SU Sharing Talk on Umbrella Movement (featuring Yvonne 
Leung, Chris Lau and Dennis 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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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副教授黃洪認為是次

運動旨在通過對話爭取民主，而非推翻政府，故

此不屬於「革命」；而且「雨傘革命」容易招惹

中共誤解，或會因被定性為反革命行為而遭到鎮

壓。 黃教授的主張某程度上亦是不無道理。外媒

稱是次行動為「Umbrella Revolution」後不久，

本地親中報章《星島日報》在十月三日即發表

題為〈「雨傘革命」推港陷長期亂局〉的社評，

指此命名正正顯示英美國家有意將此學運煽動成

「顏色革命」：「佔中的重點訴求包括要特首梁

振英下台，已有推翻政權意味，染上了「顏色革

命」的色彩，西方傳媒冠以「雨傘革命」的稱

號，也側面反映英美有意促使佔中變成一場「革

命」。」爾後《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中

共黨媒屢次以社論出言攻擊是次運動，均將之抹

黑為外國勢力策動的「顏色革命」，應該不用在

此贅述吧。

「革命」一詞本身源於湯武革命。夏朝末年的君主

桀暴虐無道，商湯遂起兵討伐之，並建立商朝；其

後商紂王同樣昏庸無能（成語「助紂為虐」正出於

此），周武王姬發發動牧野之戰大敗商軍，紂王自

焚於鹿臺，商朝由此覆亡，為周朝所取代。《周

易·革卦·彖傳》記載「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自此革

命即有改朝換代之義。中共口中的「顏色革命」

（colour revolution），也是就此定義而言。

然而辭義隨時代轉變，舉凡廢黜、推翻舊有制度

或形態，代之以新秩序之上行行為，皆可以「革

命」稱之。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雖間接為歐洲各

國帶來民主政制，也催生了共產主義思潮，但本

身並非政治層面上的革命，不涉直接推翻現存政

權。簡而言之，「遮打革命」意義在於追求真普

選，屬於由下而上追求政治制度變革的群眾運

動，即使其不涉推翻政權，亦符合「革命」當世

從「革命」說起 投 稿 ／ 逸 鳴  　 　 排 版 ／ 逸 鳴

孔夫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九二二罷課後催生的大型群眾運動的命名可謂
眾說紛紜，初期人們習以「佔領運動」、「佔領中
環」稱之，後期經外媒報道，遂衍生「雨傘革命」、
「遮打革命」等名，並成港人對此運動的最普遍稱
呼。

自「Umbrel la  Re volution」一詞進入抗爭參與者的
眼球起，一直有人力主「革命」一詞有欠恰當，提倡
以「運動」取代之。

「革命」一詞於現今社會常

被認為是與推翻政權有關，

如國父孫中山以辛亥革命推

翻滿清政權。「雨傘革命」

（Umbrella Revolution）一

名冒起後，有學者正是以此

理由發起聯署，呼籲各界改

用「雨傘運動」（Umbrella 

M ovement）稱呼。據英國

廣播公司報道，該聯署的發

遮打革命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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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義。

說實話，大專罷課開始以先，中共政權早已將「

佔領中環」定性為危害主權的顏色革命。「全國

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於去年八月末接受香港

電台訪問時，已將佔中運動定性為由西方國家策

動，企圖推翻政權的港版「街頭政治」、「顏色

革命」， 而當時距離人大八三一落閘還有數天，

遑論在整整一個月後才揭開序幕的遮打革命。

由此可見，學者倡議以「運動」取代「革命」的

主張，實屬多此一舉。如果是為了觸犯京官神經

而有以上思想，那整個「遮打革命」運動根本毋

須發生，以中共對香港的控制慾而言，根本任何

爭取於香港實施真正民主的的舉動，都會觸動當

局的神經。「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本擬以

道德感召為爭取真普選之途徑，高舉「愛」與「

和平」旗幟，亦遭北京大肆抹黑、鞭撻，遮打革

命自發軔一刻，本已注定中共打壓的行為不會比

「和平佔中」弱。

中國共產黨是漠視章法的慣匪，一九八四年簽訂

的《中英聯合聲明》，是已呈交聯合國備案的重

要文件，如今中共竟因無力駁斥英國政府而判之

「失效」；《基本法》中清楚定明的政改三部

曲，在「釋法」後竟無緣無故變成了五部曲，而

政改的主導權也由立法會議員手中奪走。面對這

名大盜，港人竟不是奮勇抗賊，而是自貶為奴，

處處逢迎，顧念大賊的顏面。以為只是換換名字

便能換取中共的尊重或呵護？真是荒謬，把自己

看得這麼高（曾憲梓，二零零三年）。

革民主光譜的命
從香港的政治生態而言，是次行動也是「革命」

無疑。自八九六四以降，本港民主、社會運動一

直由「傳統泛民」主導，他們不少受六四屠殺牽

制，以「建設民主中國」為政治大綱，在近年冒

起的本土思潮中已被標籤為「大中華膠」。但遮

打革命肇始一刻，參與者即有抗拒大台、抗拒政

黨的意識。尚記得八十七發催淚彈後不久，戴耀

廷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有人以運動遭騎

劫為由憤然離開金鐘，可見被當局視為整場運動

發起人的「佔中三子」在絕大多數參與者中是毫

無地位的，根本不當「佔中秘書處」、「佔中糾

察隊」是甚麼一回事。

泛民政黨方面，正如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所

言，「你話佢哋（學生）受泛民煽動？唔該你

啦，佢哋唔鬧少我哋兩句，泛民都唔知幾高興。

我哋煽動到佢哋？你真係太過睇高我哋啦！」遮

打革命顛覆本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政治光

譜的認知，不少人不再信任傳統泛民政黨，可以

說他們所強調的「命運自主」不僅是就中共「再

殖民」而言，也是指要擺脫傳統泛民操縱，要重

拾自己在民主進程上的聲音。遮打革命推翻舊有

之政治光譜形態，絕對符合「革命」的定義。

展望日後，年輕一代對傳統泛民的抗拒將更形顯

著，「含淚投票」予傳統泛民政黨候選人的情況

似乎不會復再。泛民政黨的地區勢力一向不及背

後有中共「大水喉」支援的建制派，加上預期建

制派會充份利用遮打革命「亂港」的指控抹黑泛

民候選人，吸納「溫和民主派」選民，可以預見

在往後的選舉中，民主黨等政黨的選情必定更形

嚴峻。喜見部份矢志投身區議會的「遮打一族」

逐漸組成地區團體，推動民主發展之餘亦重視地

區工作，雖然相比建制派的地區勢力，青年參政

尚未成氣候，但與苟延殘喘的傳統泛民比較，朝

氣勃勃的參政青年在推動民主發展而言似乎較為

稱職。

作者為現屆科大編委幹事之一，惟本文以投稿形式刊登，不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的整體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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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rm “revolution” has often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overthrowing of governments or regimes, just 
like the 1911 Revolution in which Dr Sun Yat-sen 
overthrew the Qing imperial regime. It was on such 
ground that Prof Wong 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al Work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itiated a signature campaign in asking the public 
to use “Umbrella Movement” instead of “Umbrella 
Revolution”. Wong believed that the protest aims at 
fighting for democracy through dialogues, and is not 
a movement of overthrowing the government. He also 
cited the reason that the use of the term “revolution” 
may elicit misconcep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 protest is an counter-revolutionary event.

What Prof Wong suggested did reflect the truth to 
a certain extent. Not long after the term “Umbrella 
Revolution” was coined by foreign media, local pro-
Beijing newspaper Sing Tao Daily, in its 3rd October 
editorial column, proposed that the term showed 
clearly that Western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ould like to foment a 
“colour revolution”. Official mouthpieces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cluding People’s Daily and 
Global Times, followed suit in defaming Umbrella 
Revolution as a colour revolution incited by other 
countries. 

The Oxford Online Dictionary defines “revolution” as:-
A forcible overthrow of a government or social order, 
in favour of a new system;
(In Marxism) the class struggle which is expected 
to lead to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triumph of 
communism;
dramatic and wide-reaching change in conditions, 
attitudes, or operation

while 革命, the Chinese language equivalent of 
“revolution”, was initially used to describe acts carried 
out by the founder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in overthrowing tyrants. As such, 革命 carries the 
connotation of overthrowing the existing dynasty 
or regime. However, the definition further extended 
to cover all acts that involve replacing an existing 
social system with a new order, whether political or 
not, just like definition (1) listed above.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ndustrial Revolution” also 
carried 革命 even if the revolution was not directly 
political in nature. 

In the case of Umbrella Revolution, as the revolution 
aims at pushing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in Hong Kong, the revolution 
meets the definition of overthrowing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in terms of “fake” democracy. It also 
meets the definition of dramatic change of conditions 
and attitudes in the sense that there somewhat exist 
political awakening.

The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as it was known 
before the revolution actually occurred, was already 
labeled a “colour revolution” that poses threat to the 
Communist sovereignty way before the September 
class boycott commenced. 

In an August 2014 radio interview, Chen Zuoer, 
former Chinese State Council official and 
chairperson of Beijing-controlled thinkt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on the Study of Hong Kong 
and Macau”, already categorized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OCLP) movement, which was 
still in its planning stage, as a “street politics” and 
“colour revolution” event engineered by Western 
countries. That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a few days 

Some thoughts on "revolution"
C o n t r i b u t o r :  S p a r k    |    T y p e s e t t e r :  S p a r k

Confucius once said that “If the name is not correct, what is said will not sound reasonable; if the 
speech do not sound reasonable, what is done will not be successful.”

The large-scale protest event sparked off after the class boycott in September 2014 has so dynamic 
that it was crowned with different names, ranging from “Occupy Central” (albeit somewhat 
incorrect) to “Umbrella Revolution”, the latter gradually becoming the most popular one. However, 
ever since “Umbrella Revolution” was coined by international media, the use of “revolution” has 
been disputed by some, asking the public to use “movement” in lieu of it.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is a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HKUSTSU this year. However, this article shall not represent the stance 
taken by the Board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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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ugust 31 
decision on the restricted framework of “universal 
suffrage”, and nearly a month before the actual 
“Umbrella Revolution” commenced.

Given the constant hostile attitude of the Beijing 
regime towards all attempts of fighting fo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the suggestion of renaming the 
“revolution” as “movement” is unnecessary. If one 
would like to avoid offending Beijing, then why 
bother staging any protest? He or she should just 
pocket everything that is given by Beijing and follow 
what Beijing asks him or her to do. As the OCLP 
movement was subject to suppression and defamation 
from the first day it was proposed even when  the 
initiators emphasized on the components of “love” 
and “peace”, the expected outcomes of renaming 
“Umbrella Revolution” to “Umbrella Movement” has 
undoubtedly proved to be futile.

Revolution in our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movement is without doubt a “revolution” o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Hong Kong.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Hong Kong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so-called “Traditional Pan-Democrats”, who 
have “building a democratic China” as their major 
political goal. Under the recent Local Movement, 
they have been denounced as “Greater China plastics”, 
as they seem to care more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of Mainland China instead of that in Hong 
Kong.
A sense of resisting influence from political parties 
have set in among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ever since it commenced. I still recall that 
just after the 87 canisters of tear gas were fired, when 
Benny Tai Yiu-ting, the initiator of OCLP, announced 
the official “commencement” of the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some believed that the “OCLP Trio” (i.e. 
Benny Tai, Chan Kin-man and Revd. Chu Yiu-ming, 
the initiators of the OCLP movement) has “hijacked” 
their protest and left in disappointment. Throughout 
the whole Umbrella Revolution, the OCLP Trio’s 
influence on participants was negligible, bu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think so. They believed that the 
OCLP Trio still had the power to control the whole 
movement, which is clearly not the case.
The Hong Kong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have been 
criticizing pan-democrats of instigating the protests. 
However, it is evident traditional pan-democrats are 
no longer influential on the civil society.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young generation will no longer “cast their 
votes in tears” (i.e. to support the only pan-democratic 
candidate in their constituency as the remaining 
option is a pro-establishment one) to traditional 
pan-democractic parties like the Democratic Party. 
“Taking control of our own fate”, the slogan which 
appeared extensively in the Umbrella protest sites, 
expresses not only citizens’ will to defend Hong Kong 
from the re-colonization by PRC, but also their want 
of regaining their ability of producing their own 
discourse regarding the democratization of Hong 
Kong.

Traditional pan-democratic parties are destined 
to failure in the coming elections. We are happy to 
see groups of youngsters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are planning to stand 
for the coming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but they 
are relatively weak when compared to pro-Beijing 
candidates, as the latter receive unlimited support by 
the Beijing regime in terms of cash, and possess forces 
of local voters who are loyal to them in exchange for 
tangible “welfare”. However, I believe that they would 
mature into well-equipped candidates in a few years, 
excelling in pushing forward democratization as well 
as caring about community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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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維基百科，傘是一種提供陰涼環境或遮蔽雨雪的工
具。
結構包括了具延展性的布料，和可用作骨架的材料與纏
線，使用時是以手將之舉起。

沒人能預料它會被賦予一個新的意義。
而且是如此的配合，如此的難忘。
它依然遮陰，仍舊擋雨，可是它挺過的並非日常短暫的壞
天氣，而是刻骨銘心的七十九天。

它是屬於香港人的一把傘。

事件告一段落，卻意猶未盡；今日暫且回首，百感交集。
畢竟是香港人的一分子，無論你持甚麼立場，有沒有參與
其中，是否所謂政治冷感。
你可以不同意，但沒人有資格否定傘下的人有所感受。
沒人能夠質疑這把雨傘曾經撐起過。

它是守護持有者的一個盾。

有人說佔領者無事生非，破壞社會秩序。
我卻覺得，民眾是防守的一方：
既沒有權力選出自己認同的管治者，眼睜睜看着不妥當的
政策被通過。
也沒有大財團的名利地位，一直被在社會上層的人壓抑
着。
又沒有強勢的發展氣焰，反而弱勢民眾被噤聲、家園被清
拆等新聞則屢見不鮮。
更沒有與警察匹敵的武器，結果換來警棍，甚至拳腳服
侍。

 
連催淚彈擲過來的時候，不怕？開玩笑吧！人人都怕痛怕死。
關鍵是大家意識到：走了，就沒事？
誰能確保下一波的攻擊會怎樣來？

「保護大家，擋下來吧！」「老兄！面前槍林彈雨呀怎擋？」
沒專業的頭腦和訓練，沒權沒勢沒槍，就有一個由雨傘築成的
盾陣。
有人潑冷水道雙方實力懸殊，抵禦是不自量力。
也許是的，但挺得多久就多久，
這盾牌可能沒美國隊長的那麼頂級，但它一定要最堅固。
因為傘後不只是一個人，一群人，更是一種信念，一份堅持。
新的替換壞的，傘都不知壞了多少把，布上的痕跡面對着「高
牆」，守護着後面的「雞蛋」，和蛋裡面的「靈魂」。*

它成了一個標記，一種精神。

漫漫長空下的冷空氣，總是帶着不安和惶恐的氣氛，伴隨一連
串的消息和問號：
需要放棄高床軟枕，跟陌生人餐風宿露，佔領一直消磨着時間
和意志。
支持着彼此的，除了自身的信念帶動，也是街上的「同伴」感
染。

大家本來有各自的背景，自己的生活。
或者素未謀面，甚至意見不同，只要你拿着傘，放下身段走進
這個小社區，
佔領區都沒人會介意你的出身，大家都找到自己的角色，該做
的事情。
小社區內的秩序繁而不紊，而且分工清晰，五臟俱全。

你奇怪活動長達七十多天，物資站長期放着新包裝的物資食糧
卻沒人搶掠。
你懼怕中彈受傷，便有實體的救護站一直長駐街頭。
你驚訝一個公眾地方即使跌了錢竟然會有人開啟廣播尋找失
主。
你很難想像香港的街道每日會有市民主動清理垃圾。
即使前方有危險，因為旁邊的人會跟你分享他的傘，跟你一併
遮風擋雨。
這種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彷彿實踐着當權者掛在口邊的「獅
子山下」精神。
他們說我們失落了，那這份精神肯定在這個雨傘標記下重生
了。

面對難關，它綻放了，像一朵小黃花。

在不遠的島國，太陽花被用作學運的代號。
國家機器有他朗讀着官方稿件，種子也懂得在群眾心中萌發。
只要在適合的環境下培養，時機成熟就會遍地開花。

撐起雨傘，展現鮮澄的黃色，照耀着不同類型的藝術創作。
有義工不辭勞苦維持跌序，有能者自發搭建自修室和救護站照
顧有需要的陌生人。
有些人甘願挑戰現實的限制公開自己認為對的信念。

我固然無法保證每個人到柢都認同及堅守和平非暴的初衷。
眾生六慾有善有惡，沒完人；唯表現有明有暗，可控制。
不要忘記，黃色，素來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徵。
希望香港人無論他日什麼立場，都能光明磊落，貫徹始終。
再引用村上春樹的話語：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
定論。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
雖然事件最終清了場，卻清不走民心。
望着家中殘破卻張開的雨傘，我也相信這只是一切的開端。
當權者，好自為之，因為在特定的環境下，聚「傘」有時。

*取材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先生的獲獎演說:「着名的雞蛋高牆論」http://m.
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01789#sthash.mjuWS2Ew.dpbs

本會根據《科大學生會憲章》第 15.3條推動會員言論自由。讀者來稿僅反映文章作者之
個人立場，並不代表科大編委之觀點，編委尊重作者意見，但不會就來稿負上任何責任。

聚傘
有時

投稿／卜口翔
排版／ :O(

遮打革命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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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根據《科大學生會憲章》第 15.3條推動會員言論自由。讀者來稿僅反映文章作者之
個人立場，並不代表科大編委之觀點，編委尊重作者意見，但不會就來稿負上任何責任。

我在一個藍營家庭長大，家中父母都是親共親得
不得了的人。「所有泛民主派的人都是狗雜種！
」「那些人全都收了外國的錢來反中亂港！」「
你快看看這幾個國家，原本沒有民主時好端端
的，在採納了西方民主政制後，竟弄得雞犬不
寧！由此可見，西方民主不是甚麽好東西！」
這些都是我家人茶餘飯後的話題。年少的我竟
把這些都當成真理，每當看見「長毛」等泛民
主派議員，都會感到極其厭惡，恨不得飲其血，
吃其肉。
 
隨着年歲增長，我雖然仍算相信這些「真理」，
但心中已積存了不少對這些「真理」的疑問：為
甚麼爭取民主普選是反中亂港的行為？據說泛
民主派的人和各個學生組織是受了賄賂才爭
取民主的，可是沒有證據啊！的確，在接納
民主政制後，一些國家的政局變差了，但
這些都是由民主政制直接導致的嗎？即
使這真是民主惹的禍，同樣的事情會
發生在各方面都和它們完全不同的香
港嗎？這些問題我不敢問，因為我哥
哥早就問過了，結果換來一頓痛罵，罵
他笨，罵他不懂時局，罵他幼稚無知，被
「狗雜種」迷惑。
 
後來，政改諮詢展開，泛民主派提出公民提名、政
黨提名和三軌方案等沒有篩選、且甚得民意支持的普選
方案，可是通通被建制派、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否定，
指其違反《基本法》，又指設有篩選的普選方案有助篩
去圖謀不軌的候選人，只留下心地善良、有才幹的「
好」候選人讓香港人去選。我當時很快就意識到政府和
建制派所說的都不成理由，他們似乎正在處心積慮阻止
港人得到真普選。

我發現不合理的地方有二：第一個是關於《
基本法》，法律是為了服務人民而設，人民
才是法律的主人。既然法律阻止人民實踐

他們的公民權利，妨礙他們獲得幸福，那
麼應該是以修改法律的形式作出讓步。
所以以違反基本法為由，否定公民提名
等方案是不合理的。而政府以修改《基
本法》難度高為由拒絕修改，也是不合
理的。「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政府
真心為民，有意修改，便一定可以在短
時間內成功修改《基本法》。中央及香
港政府在《基本法》中加入特首必須由
提名委員會提這一法律，和阻止香港人

修改基本法的行為，似乎顯示中央政
在草擬基本法時，便已有意阻止香

港獲得真普選。第二個是關於篩選
的，香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且大多受過教育和並不笨。所
以候選人孰忠孰奸，孰智孰
愚，人民自會分辨，根本不用
政府幫助人們篩去「壞人」留
下「好人」。政府設下篩選之

舉，反映了政府不信任香港人可
以選出一個適合自己的特首﹙如果

事實真是如此，此普選不要也罷﹚。
因為始終也是政府像父母般為我們揀選

特首，或者反映了政府不是真心為民，只是
想不停地剝奪公民權利以取得利益。
 
在我意識到政府事實上是滿口胡言，愚弄百姓後
不久，佔中開始了，我開始心靈上支持這些「反
中亂港」的「狗雜種」，並為他們不惜冒着狂風
暴雨、催淚彈與胡椒噴霧無情轟炸和被捕的風
險，也要爭取民主的「漢奸精神」致敬！

由藍轉黃心路歷程

揭發藍營歪理
     投稿／哈哈                                    排版／Kermit the Frog

圖片來源 :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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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投稿﹚／申寸言
排版／見到 8,999 字絕望的 Y.Y

港人心理建設芻議

Know thyself

德國詩人海涅（Heine）嘗言，意念之力量
不 容 輕 視（not to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ideas）。[1] 豈能放任種種誤解和謬論，在腦
中深耕細作，使你信仰而漸為其支配，並建
立思想的誤區以至禁區，逕自設限審查？不
敢思，豈能敢言敢為？平白築起了心障，既
是蒙蔽，亦是束縛；遍地開花，千絲萬縷，
環環相扣，更是難解。破除因而大有必要。

潘恩（Thomas Paine）撰《常識》小冊，力陳
美國獨立之當然，激揚文字，情理兼備，廣
為流傳，振奮人心；孫文亦深知宣傳之力量，
撰《孫文學說》倡知難行易之心理建設，列
入《建國方略》。有曰「文字是戰場」，筆
者謹鑑潘氏之策，澄同胞之識，堅同胞之
志，又踵孫氏所稱，撰此港人心理建設芻
議，以文字理清事理、發揚意念。人貴自知，
豈敢不自量力？不才勉力而為，乃時勢日艱
之故，情非得已。萬望明達君子不嫌鄙陋，
不吝賜教，指正補遺。

文辭乃大事　名實要相符

次序不易整理，倒不如先從淺白者入手：字
詞的名與實。名，符徵、能指（the signifier）
也；實，符旨、所指（the signified）也。利
用語言，散佈混淆視聽的迷煙，便是語言偽
術之用意；擾亂名實，乃此中技倆之一──
新語（Newspeak）的厲害不必多說。另創形
式，要麼想鬼祟植入概念，要麼想藉新包
裝，淡化以至消滅既有感情色彩及聯想。形
式照舊，卻偷換這些固有字詞的意涵，扭曲
本來的定義或概念，置諸另一個語境。使你
誤會，令你不解，毋須經智力驗察考證而蒙
混過關，就成功了。識破陰謀、揭穿詭計，
阻止奸侫行惡愚己、瞞天過海，必先要正
名、澄清概念。為此，必先發自於誠，自誠
而明：坦白方能使人容易明白。自己要真誠，
別人也要真誠，尤須提防掌握話語權的人。

譬如，現在「理性」往往是麻木不仁、無動
於衷，是「理不直卻依舊氣壯地泯滅人性」，
圖中釋義也不夠精確。「務實」徒具虛名，
實是不務而虛：因循苟且，把情理通達而可
行者當作玄虛，討厭政治到離地躲進太虛，
斬腳趾避沙蟲，不切實際，懶得實踐理性，
遑論突破荒唐無理、累贅多餘的牢籠。音義
兼顧的合稱，應為「冇性笨柒」。「循序漸
進」是無序驟退，所循的是黃俄赤共霸權的
自說自話，遊戲規矩由佢訂，龍門任佢搬，
廢立更替操諸其手，所以《基本法》比之黨
官傀儡狗噏，不過是一紙空文，牠說了算。
暴政反口覆舌、言而無信，前科纍纍；中國
自承制度可怕，才有兩制，但「學習型政
黨」「學」了這麼多年也無民主，又怎會給
香港民主？中共，只會是香港的敵人。知己
知彼百戰不殆，不能欠缺對敵人的認識，更
不能缺乏對邪惡的想像。相信「袋住先」，
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是「 好
傻好天真」，只會萬劫不復，命喪黃泉。「中
國甚麼都假，只有騙子是真的」，普選也可
走樣，Universal suffrage 變成 universal suffer-
age，不平等地令港人遭受普及而平等之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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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sen 的中國走向自由的迷思已告破滅 [4]，
港人無謂一廂情願，癡心妄想中國民主化。濫
用同情和希冀，只會助紂為虐，沉溺自虐。

別給強權有機可乘

現在願意醒來的聰明人着實不多。「政府不希
望其國民能獨立思考，只希望他們剛好夠聰明
去開動機器，而又剛好笨到去接受現實。」
（“Governments don't want a population capable of 

critical thinking. They want obedient workers, people 

just smart enough to run the machines and just dumb 

enough to passively accept their situation.”）（幽默大
師佐治卡林 George Carlin）明眼人都知處於劣
勢，雪上加霜的是，不只強權單方面歪曲。

不妨談歪的反面──正。反常的社會一直說着
回復「正常」，真的嗎？正常人才不會覺得清
場後又塞車就是回復「正常」，因為就算持續
甚至長久（常），變得有多一般、普遍，習慣
了，也不會說這是正當、正確。正與歪（「不
正」）、偏相對。久遵正道不變，化為基本的
常理常情，是正常；放任問題坐視不理，是畸
形。一旦這麼以為，就淪為強權的同謀和附庸，
跟「維穩」無分別。

還有些字詞的出現，令人只顧心頭發暖而竟放
下戒備。猶記得十月六日旺角十字路口，聞某
婦操官話，求學生大發仁愛慈悲，可憐一下父
母心，勿置自身於險境，宜速退場，「全世界
華人父母都在看着你們」。筆者也毋謂在此再
引述「民貴」「獨夫」等語了，反正當天試過
了，她也似乎不太明白。其實首先該可憐的，
是太多人口口聲聲慈悲，不識沙門之不敬王
者，不曉遇神殺神、遇佛殺佛之金剛心。此等
價值觀，正正為華人佛教所丟失，以致出世跟
避世、隔絕主流混同，重好意思麼？反思返，
險境源頭曷在？困局責任誰屬？極權也！既是
憂心忡忡，何不號召華人父母跟極權獨夫談仁
愛慈悲，勸之回頭是岸，放條生路行下，偏偏

難。民主派卻又不爭氣。公民提名、反對飾選、
取消功能組別，立場直接明確，說一不二，字
面沒甚麼爭拗質詢的空間，夠入腦，既方便又
快捷。一眾大老精英卻竟平白額外搬出「真普
選」的牌匾，讓打手窮追猛打定義為何，變相
互相鑽空子，消耗精力，蹉跎歲月，模糊焦點，
不利宣傳。

論到中共本質，鍾祖康《大惡者妙用隱惡之法》
有一段：

又如將「奴役」說成是「解放」，將「人為
大饑荒」說成「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
難時期」，將「文化大催命」說成是「文化
大革命」，將「欽點」說成是「等額選舉」
或「特首選舉」，將「極權集團」說成是「共
和國」，將「愛黨」說成是「愛國」，將「黨
情」說成是「國情」，將「人奴並居」說成
是「一國兩制」，甚至是「人類歷史上的偉
大構想」。試問世界上有哪一個政權會花那
麼多人力物力這樣大搞特搞政治修辭？

這段描述了中共的本質，大體無妨，卻尚有不
足：中共嘴巴和身體都很一致，有辭先有行，
自己力行，騎劫了，還要別人跟它的一套。黨
指揮槍，連整個政府都騎劫得到；承上，既然
國（state）是指一個有組織的政治群體，在單
一政府之下共同生活，黨國自然不分，滲透體
制各層，打壓公民社會。流氓政權竊國之後，
抽空傳統，斬斷根源，使習性大變，人民飽受
政治運動、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勞改」──身
心的勞役改造，德性尚有良善者少，敢於反抗
更是僥倖，反正奴才大把。身份證只寫着「居
民」，無「國民」、「公民」；這些「居民」
都不自主，何來政治意識，何來民主？ [2] 後清
也罷，天朝也罷，黃俄也罷，赤共也罷，中國
已亡。變形異化，面目全非，地獄鬼國是也；
「客觀說，要從現代中國的概念中抽掉中共元
素，是做不到的，那樣的中國幾乎是空的，
假想的」[3]。就連外國人也開始省悟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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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棄無特權而推己及人的弱勢後生？筆者憐憫
她，當然也憐憫一班「過氣政客、社會賢達和宗
教領袖」，因為他們比這婦人之仁不見得有幾高
明：連林行止〈漂亮一仗含悲喜，勸退不是進更
難〉也批評其未有成果便呼籲撤場，「看似慈悲，
實際是不分黑白、不辨是非」。

和理非教條主義及形式主義何嘗不也體現這種思
路？自衛、自保是為了和平，墨家反戰，尚且都
會防禦，這班教徒卻教人因噎廢食，連丁點自衛
自保的手段也可以放棄，自我設限，肉隨砧板上，
動輒指斥其為暴力，還自詡非暴力（未西化的中
文是不動武、不施暴、不行暴）。難分敵我，不
知這班人究竟是豬隊友還是間諜：犬儒、鄉愿，
自慰，假借和平變忍辱、懦弱，愛的不過是高牆
的秩序，「和政府一起降低智力水平」，同時自
閹自慰，寰宇奇聞也。思維僵化相當危險；反正
都是教徒，倒不如道：不料這些信徒的見識竟平
庸到可以做「過氣政客、社會賢達和宗教領袖」。

你永遠不會明白，高舉和平旗號的人的思維。
「 和 平 佔 中 」 發 起 人 之 一 戴 耀 廷 分 割 抗 命
（disobedience）和抗爭（resistance）[5]，又是可笑
之極，與「白馬非馬」無異。抗命和抗爭都是反
抗不公義；不服從乃對應命令，抗爭則無此包袱，
但不服從毋須出於意識，不需要自發、主動麼？
戴氏不覺得增加「權力機構」管治成本、降低其
認受性，甚至體制外另立規則是「爭持」、話語
權的爭奪，只是他自己的事，「權力機構」見你
以下犯上（且套用戴氏對上下的看法）就唔係咁
諗囉。

公民抗命的首倡者梭羅（Thoreau）要是泉下有知，
想必與有辱焉。梭羅大作內容出自課堂「個人關
於政府的權利和義務」（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首次出版時，
題目便是〈對公民政府的扺抗〉（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梭羅甚至不反對以暴制暴，「不過，
我們甚至應該假設，血總是會流的。難道良知受
傷就不流血？」信徒囿於教條，豈敢心存此念？
梭羅的思想，於今竟是大大的鞭撻。

看待抗命也如此，遑論革命。中英文字源（《周
易 ‧ 革卦 ‧ 彖傳》、拉丁文 revolvere）都有變
革、輪替之意，引申至更替制度體制、推翻或取
代現行體制，細節不贅 [6]。胡蘭成也用竹子的
節作喻：

竹子有節，也就是說它長到節眼就無法
生長上去了，務必重新來一番飛躍始能
生長上去，而每作一次飛躍，就得賭一
次命，這便是反，便是革命。

除了揭示其歷史知識貧乏，也暴露了這些人
目光如豆、自信欠奉，大不了放眼於體制內
改革（革政），最着緊共產黨高唔高興，怕
得罪共產黨，不惜維護其正當性。

從法治到憲政

混淆法治（「水治」）和法制（「刀制」），
可以是由於相同的官話讀音（zhì），好似混
淆權力和權利（皆讀 lì）。只知權力不知權
利，又或者，兩者均悉卻未必識權責相隨，
都係弊都冇咁弊。同理，要令一般中國人混
淆法治、法制，是相當容易的。港人於此卻
是五十步笑百步：粵語讀音縱有別，魚目混
珠依然，數月來各方論及的「法治」並非同
一套。

換一種說法，易明得多：Rule of law，法約
公權；rule by law，以法約民 [7]。前者指用
法律制約當權者獲賦予的公權力，有效保障
基本人權，可追溯至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之
言：「法律應當統治」；後者是人治，法律
乃當權者維穩之工具，只勸公民守法，惡
法、苛法、酷法照樣盲從，強調依法辦事、
管治，就如羅馬法中的政權凌駕於法律之上
（rex lex），中共理解亦然，可見一九九三
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
家」條款 [8]。戴耀廷法治四大層次論（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有
兩大缺陷：該論忽略了法律須符合民眾的集
體意願；「以法達義」概括過簡，或惹來廣
義及狹義之爭議，蓋狹義只包括程序公義。
反之，其介紹的世界公義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四大普及原則更佳：

一、政府、政府的官員及代理人、個人及私人

機構都要受法律約束；二、法律是清晰、公開、

穩定及公平的，並公平地保障基本的權利，包

括了人身自由及產權；三、制訂、執行及確保

實施法律的過程是可及、公平及有效率的；四、

要有足夠數量、可反映社會組成結構、具備能

力、獨立及有道德操守的官員、律師和法官，

在有足夠資源配合下，適時地確保公義能得以

彰顯。[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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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泰半歸咎於「法家遺毒」；港人正正中
毒太深。且從法家思想之應用說起。其與
法治精神確有相同之處，如因時制宜、認同
性惡論，但隨着歷史發展而各走各路。法家
思想服膺於君主，外則霸政，內則攻心之統
治權術，律法示一人之意而非公意，政府維
人治而非法治，正當性無經被管治者之同
意，同為君主至上，卻遜於霍布斯（Thomas 

Hobbes）之君主至上契約論，於洛克（John 

Locke）者相差更遠。律法於民可收公平公正
之效，惟乃用於維穩，即使戰國時代「禮不
下庶民，刑不上大夫」之風已移，君主也是
凌駕於律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恐怕只是
空言。

以史為鑑，足見其害。暴秦厲行法家思想，
政風高壓，不諳懷柔，「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懼之」，招致十五年之速亡。漢高祖無為
而治，休養生息，文景承之享治，而武帝強
政勵治，銳意革新，以董仲舒改造之儒學為
大一統之術，着重忠君愛國，並將學識與仕
途結合，誘使士子習儒學、任官職，「學而
優則仕」，形成為皇帝所用的士人政府。君
主把弄威逼利誘、恩威並施之權術，立君威、
隆君權，實乃儒表法裏，並開後世二千多年
之濫觴，「百代猶行秦法政」（毛澤東）。
百代自少不免「馬克思加秦始皇」的中共，
起初發起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以致禮教不

存，道德淪亡，心靈空虛：無神論下容不下
宗教自由；誣蔑、絕交以自保，愧怍於天地
良心；文革「破四舊」遠超「五四」「打倒
孔家店」，文物嚴重毀壞；顛倒倫常，「爹
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盲目批鬥師長，欺
師滅道而敗德。另外，中共本身還執法家之
極端，將暴政發揮至極致，比歷朝歷代有過
之而無不及：收買分化，統一戰線，正正就
是恩威並施、威逼利誘，再配以現代科層體
制、滲透、間諜、情報搜集技術，以及籠統
而片面的思想灌輸，打壓公民權益，嚴密監
控國民，大大鞏固黨國體制之穩定。於統治
者而言，這種精神麻醉、「軟殺人」策略比
焚書坑儒高明，歷代萬民中其毒而不自知，
為統治者樂見。凡此種種，即法家遺毒也，
豈能不慎？

對比法家思想，西方法學同樣有考慮到時局
變遷，一樣的出發點卻配上不同的應對態度。
法律誕生、施行於社會，反映制訂之際的社
會價值，旨在體現正義，但非正義之全部 [12]。
西哲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認為，立法之
初，法律尚未有正當性或合法權力；其權威
的誕生及其維繫、實踐，都依靠強力──法
律的力量（force of law）。然而正義和強力「一
體兩面、互相成全」[13]，正義有賴強力之阻
嚇，強力需要正義背書又受其節制，如此正
義不再是正義，故法律出現內在矛盾。再者，
時移世易，滄海桑田，某些法律也不再適用，
對正義的想像亦隨之而變。德希達因而認為
正義為法律排除在外，「不斷後退、無法企
及」，「法律似乎永遠沒有辦法與正義同一」
[14]。在此且不論法（law）當中法權（right; le 

droit）與法律（law; la loi）之分辨，僅談社會
價值。筆者同意，一地之法，理應反映當下
之社會價值，即公意、民意。由於此價值廣
為民眾認受，民眾認為其恰當、合乎情理，
有助保障權益和促進社會運作，故允許（至
少是默許）其成為主流價值，甚或社會其時
之精粹、要旨。法律以社會價值為依據，乃
基於上述之默契（tacit agreement），可謂取
於社會，施於社會。然而此不過一時之概況，
前文同有提及，時代變遷使民眾對正義的想
像同樣改變。德希達指出法律有三大絕境
（aporias），其三「阻隔知識視野的急迫」（the 

urgency that obstructs the horizon of knowledge）正
是說：「一個正義的決斷永遠是當下『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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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15]，可是這個當下性和正義無限後
退的特質相衝突，所以正義不可能和法律共
存。不過，要自絕境解脫，德希達亦主張了
解決方法：「法（律）系統的民主化」。[16]

依筆者之見，此事關憲政也。

憲政者，西方始衍生也。其之所以有憲政，
在於法治、民主緊扣，所謂主權在民─
法國憲政思想家和政治家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所指的「第三階級」，有異於
以往君權、神權至上，民權得以充份行使
也。憲法為國之根基，闡釋立國精神，表達
普遍公意，影響深遠。西氏於《第三等級是
什麼》所言，民眾不受制於憲法，並不能也
不應受制於憲法；只有自然法在公意之前及
之上，人為法以至公權力只能源自公意，而
政府則要合法才能行使權力 [17]。同是信不
過人性，深諳「權力使人腐化」，憲政卻是
從疑出發而一視同仁。制憲權為民眾所有，
憲制權為政府所有，前者藉憲法創造後者。
[18] 另一方面，政制多權分立而相互制衡，
是為憲制，當中於選舉獲得民意授權之代議
士，自不可代行政機關執法，但可監管行政
機關，提案、修訂、審議。挪威、瑞士等國
更有公投之直接民主形式，公民可以創制複
決，命運自決。必要之時，民眾行使民權或
授權予代表，修改甚至制定法律，以表公
意，平常之至。簡單比較法家思想和憲政兩
者，可見法家與之相同處，在於講求法律，
本意出於回應時代變遷所構成的挑戰，猶如
鐘擺效應，徘徊在挑戰與回應之間，挑戰越
大，回應越烈；同是講求法律，出發點卻大
不同，制度之優劣，取決於民主之有無，猶
如錢幣兩面，有則造福，無則遺禍。

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法家遺毒之根深蒂
固，皆因行法政之際，權威過盛，無民意監
督及授權，致使律法淪為當權者工具，隨心
所欲打壓異己，企圖成就千秋之權勢、萬世
之霸業。人民畏其權威，民意不得彰顯、正
義不得伸張，上述之見因而遭壓倒，因循之
風反使法律落後於社會價值，無法體現當下
的正義。香港英治期間雖倖免於共禍，但同
為華人社會，亦自難免遺毒扎根部分港人心
中；劫後江河日下，憲政進程堪虞，非自救
不得挽狂瀾。

愚民毒入骨髓未察，為極權所惑，固然可憐；
普遍大眾期望過甚，高估香港的法治發展，

亦頗為常見。香港從來不算是法治社會。香
港人從未為自己立憲，《基本法》制訂更無
充足民意授權，試問何來法治、憲政？只
是香港開埠後維持司法獨立，又經歷過七十
年代的轉捩點，廉署成立如「靜默革命」，
「皇家警察」優良公僕形象逐漸形成，鎮壓
式統治趨向更高明的現代化管治，港人為本
的公共政策越來越多，機會平等深為重視，
令市民覺得權益受保障，享有理性、開明環
境及法治精神氛圍。但英國佬的恩賜不是必
然的，九七以後也急速敗壞，使人想起康德
這段形容「家長式政權」的話：「一個建立
在對臣民──就好比父親對子女般關愛的原
則上的政府，稱為家長式政權。這種政府視
臣民如同未成的子女一般，由於未成年子女
尚無法辨別何者對他們有益，何者對他們有
害，因此臣民也得被迫相信統治者的善意，
依照統治者所做的判斷，來決定其追求幸福
的方式，這種家長式政權乃吾人所可能想像
得到最專制的政府。因為這麼一來，臣民的
所有自由被剝得一乾二淨，他們也因此喪失
了一切的權利。」明明是公僕，卻儼如君父，
自命慈母、父母官，為子民主持公道，專制
獨裁之心昭然若揭 [19]。香港徹底淪為警察
國家；徹頭徹尾的家長式政權，非共匪莫屬。

即使如此，香港全民制憲的呼聲不是沒出現
過：一九九六年，早期的前綫和吳恭劭、劉
山青的全民制憲學會，已主張公決制憲，其
中後者的方案更為精細，除了普選制憲大
會，民間可提出修訂案，然後據聯署人數多
寡，交制憲大會表決，或直接公決 [20]，不
但進步，且符合戴所言「發揮更大的創意，
建構另類的規則及體制去抗命」[5]。可惜力
度微弱，人心退步，昔日前綫成員竟也叛棄
之。荊棘滿途，始終需要人心覺醒，認清現
況，方免於上大灰狼的當。否則長此下去，
恐怕泥足深陷、作繭自縛，無從解放，不利
法治、民主以至憲政，有雙普選也難以自主
自立。講到尾，須忠於自我、忠於真實。

忠於自我、忠於真實

忠於人格，忠於自己的聲音。一方面，民主
即不包容，合則來不合則去。言論、路線、
權益之分歧，以至與專制、權貴的角力，何
來包容？君不見你包容一下陸捌玖梁匪振
渶、未經民意授權而且不仁不義的看守過渡
傀儡政權、紅黑紅紅黑的武裝家奴、媚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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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派、嗱喳土共、隨風擺小蟹柳的牆頭草？
不然，「習總也很頭痕，『阿爺』也很頭痛
的」。另一方面，自由不是放任，是群己權
界，止於人權，「一個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
個公民的自由為界限的。」（《法國國民公
會宣言》）百家爭鳴不是競爭麼？但爭鳴之
可貴，在於人人都有爭鳴之權利。同理，異
見既無危害公眾利益，表達自由豈容抹殺？
勉強無幸福；沒以理服人，反而以勢逼人盲
從組織的集體意志，製造偶像崇拜 [21]，用
抹黑、扣帽子力壓別人的聲音，禁制別人的
自由，同化一統專制若此，不配爭取民主，
又惹來反感，真正帶頭分化。這些傢伙要麼
是口不對心的葉公、岳不群，要麼就是傻傻
搞不清楚的可憐蟲，港人尤須警醒這班人來
統戰、團結、巴結、蓋朋 [22]。套用以賽亞 ‧
伯林（Isaiah Berlin）的概念：連免於強制與干
涉的「消極自由」都保不住，怎去爭自主自
決的「積極自由」？無自主則無民主，結果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淪為奢談。

黨同伐異，風氣殊不健康。牽涉大是大非，
更不容偏私，一如亞里士多德亦言：「吾愛
吾師，吾尤愛真理。」為團結而相同，迷惑
人心；是非曲直，分分鐘顛倒仆直。君子貴
乎誠。不論是誰，錯就要認，不道歉，甚至
找人代為道歉，成何體統？至於忌諱撕裂為
名，充耳不聞，模稜兩可，故作中立，形同
泯滅人性。「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
莫過於旁觀者。」[23] 是非判斷不容假惺惺
的「中立」。正如正義女神泰美斯（Themis）
像，雙眼蒙上，象徵不偏不倚，大公無私，
人人平等，豈會考慮身份、地位、背景、後
台、資格、輩份？右手所持天秤，乃用來衡
量，而非避重就輕、削足適履，各打五十大
板，擺「中立持平」的姿態的。左手握劍侍
候，儆惡懲奸，不會放過；絕不能容許自己
化為極權體制一部份，步中國後塵 [24]。這
是忠於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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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馬丁 ‧ 路德 ‧ 金嘗言：「自由永遠都不會是從壓迫者自願而出；它必須
是由受壓迫者所要求而來。」（“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極權當前，滅亡在即，
還要為其抬轎，奉承其惺惺作態，顧全其顏面，維繫其治下的秩序，死戴
着金玉其外的金箍圈，任其打壓生存空間，兼且扮無事？ [25] 絕對沒資格。
人格要獨立。

時間、篇幅有限，未及完善，惟陳機要，破謬清源，自覺覺他，助人自助，
後路便更順利，況且論述不乏，大可補全，不必過慮。如此則善舉可襄，
大事可成。香港需要更多的革命，包括思想破格出位的革命；革命仍在繼
續。還望諸君拋棄「奴隸道德」[26]，挺胸直立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主人，
自決香港命途。最後引惠特曼（Walt Whitman）詩作結：

One’s-Self I Sing

One’s-Self I sing—a simple, separate Person; 
Yet utter the word Democratic, the word en-masse. 

  
Of Physiology from top to toe I sing; 

Not physiognomy alone, nor brain alone, is worthy for the muse—
I say the Form

    complete is worthier far; 
The Female equally with the male I sing.

  
Of Life immense in passion, pulse, and power, 

Cheerful—for freest action form'd, under the laws divine, 
The Modern Man I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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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轉引自以賽亞 ‧ 伯林（Isaiah Berlin）《兩種自由的概念》

[2] 至於家族文化、農村政治之遺害，可參見羅沛霖〈大陸沒有可能發展出民主政體〉。

[3] 《環時》：將愛國與愛黨對立須抵制，蘋果日報，二零一四年九月三日。

[4] Christopher Ford, The Death of the “Liberal Myth” in U.S. China Policy

[5] 戴耀廷〈公民抗命的時代〉，高登討論區轉載

[6] 討論甚多，包括陳雅明〈黃之鋒是時候讀書了——你不知道「天鵝絨革命」嗎？〉

[7] 蕭愷一

[8] 正政唯識

[9] 戴耀廷〈香港的法治文化水平〉，信報論壇，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補充：WJP 乃國際權威組織，致力維護法

治精神能得以申張，各國總統、國務卿、最高法院法官、學者等均有加入。其對法治精神的定義如下：「Under the 

rule of law, fundamental rights must be effectively guaranteed. A system of positive law that fails to respect core human rights 

establish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s at best “rule by law”. Rule of law abiding societies should guarantee the rights embodied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0] 有關公民抗命的法學討論，可參見〈聯校法律學生政改關注組聲明──回應大律師公會 10 月 8 日之聲明〉

[11] 有關法律內在價值的法理哲學討論，可參見力哲〈法治與公義〉

[12] 張志銘、劉威辰（二零一一年九月）。德希達論正義與法之關聯。植根雜誌，27(9)，25-40。頁 25,26,32-34。

[13] 同上，頁 34。

[14] 同上，頁 26。

[15] 雅克 ‧ 德里達，二零零四，〈法律的力量：權威的神秘基礎〉，439-440，轉引自張、劉，頁 37。

[16] 張、劉，頁 37。

[17] 轉引自王建學（二零一四年一月）。制憲權與人權關係探源──以西耶斯的憲法人生為主線。法學家，2014，

1(1)，162-174。頁 162。

[18] 同上，頁 162。

[19] 參見庫斯克〈三個坊間常見的錯誤政治類比〉。以母子喻港中，既噁心又不當。恕不耗筆墨辯駁，可看老駱〈反

問大陸喱，誰是誰的媽？〉。

[20] 全民制憲學會，就有關修訂基本法第 159 條的建議，一九九九年二月二日。

[21] 陳獨秀〈偶像破壞論〉依然適用

[22] 「蓋朋」出自張系國《星雲組國》第七篇小說〈翻譯絕唱〉。小說記載，某資深翻譯家協助調查某星球的劫殺案

時，發現涉嫌的星球人看似愛好和平，卻是吃人族。百度有全文。 

[23] 梁啟超〈呵旁觀者文〉

[24] 【公民課】羅永生：良知是我們的底線

[25] 參見〈林鄭批佔領五宗罪：擾秩序、損法治、礙民生、打亂諮詢、破壞人際關係〉，明報，二零一五年一月七日。

[26] 畢以方〈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與港式「奴隸道德」〉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100 毛、正政唯識、普教中學生關注組、YouTube

參考資料 [17]註釋多有相關連結，詳見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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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思想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快樂的秘訣是自由。自由的秘訣是勇氣。」(“The 
secret of happiness is freedom. The secret of freedom is courage.”)

俠者自古有之。或曰俠客憂時傷世，或激昂跳脫，或行多不軌於正義，或俠骨柔情兼備。
「四海之內皆兄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
去，深藏身與名。」（李白《俠客行》）、「衝決網羅」（譚嗣同《仁學》）、「引刀成一快，不
負少年頭」（汪兆銘），上述眾多語句耳熟能詳，都描述出俠客形象之鮮明、情操之高尚。

余英時在〈俠與中國文化〉引申章太炎的話：「俠者無書，不得附九流」，為「俠」尋找古代學
派淵源皆徒然。「俠」當然不是由儒墨學派衍生出來，但其內涵多少都有反映與儒墨兩家思想之
契合。

儒墨合流　再造俠道

先論述儒學對俠道的影響。達出窮隱，道能得以實踐，天下便自然安定，毋須俠士濟世。亂
世不平，俠者遊於江湖，養性善其身，成全自己的美德（「仁」其中一義），實踐人之所以為
人者。這也算是「隱」。俠士也愛人；仁，二人也，愛人，正是「仁」另外一重意思。仁，
儒家所重者也。另外，當時俠士曉武。「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在此且將「文」解作知識和技能，諸如禮、樂、射、
御、書、數六藝，武術在內，份屬自然。如此闡釋也許勉強，然而正如習武之人素有武道、
武德，俠士講求人格修養，當中包括仁（孝為仁之本，亦包括之），可見濟世扶危之古道熱
腸，出自仁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則基於孟子提出的大小二體之辨。成仁取義和「愛其
死以有待」「見死不更其守」「士可殺而不可辱」（《禮記‧儒守》）「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
山」（司馬遷〈報任安書〉），都塑造了俠之品德和風采。「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論

語‧憲問》）「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論語‧子張》）同樣就二體之辨發揮，並帶出義利
之辨，勸人循義而行，做適宜之事（義，宜也）。此亦俠之所仗也。另外，俠士每逢不公，以
直報怨，可謂「質直而好義」；所言所行，乃憑配義與道的浩然之氣（孟子），以成就大無畏
的勇決之操（《論語‧為政》：「見義不為，無勇也。」）。儒家講究志氣，《論語‧子罕》
有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所以俠士的意志要堅定，行事要光明磊落，為其
所應為，不為其所不應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論語‧微子》），有剛毅之行。這就是
氣節。再看太史公對遊俠為人的描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
之厄困。」（《史記‧遊俠列傳》）開首二句不是呼應《論語‧子路》「言必信，行必果」嗎？
儒學於俠道之締造，大有可能。章太炎對儒家並包之廣，同樣不表意外，認為「孔子之門甚
廣大，非皆儒也，故云：夫子之門，何其染也？子貢縱橫家，子路任俠之士而又兼兵家。」

再論墨家。根據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遊俠與墨家的由來比儒家更密切：「墨家者流，
蓋出於遊俠之士」。墨家本身也有嚴密的軍事組織，以「鉅子」為首，講求集體意志，重視
紀律。鉅子對墨徒有絕對權威，操生殺大權。「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刃，死
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說墨者克份守己，亦不為過。不過，跟一般遊俠明顯不同的
是，墨子和其追隨者反戰，只參與自衛性戰爭；換言之，墨者會堅守反戰原則，有所為有所不
為，不會隨便受人僱用。常言「止戈為武」；墨家以守城防衛平息紛爭，正與武道相符。還
有，墨學與任俠精神的關係是互動的、相輔相成的：墨子將任俠之道為基礎，按此延伸而建立
起理論，發展成墨家思想。人們見到「任俠」當中的「任」，往往可能聯想起負面的「放任」
、「任性」；墨子所言，絕非如此。其曰：「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墨子‧經上》）「
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墨子‧經說上》）任俠的出發點，是墨家的「仁義」──
「仁，愛也。」「義，利也。」（《墨子‧經說上》）「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墨

子‧兼愛下》）為求達致「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種重公利的仁義觀。蔣智由曾為梁啟超
《中國之武士道》寫序；他認為墨者之「純而無私，公而不偏」即「千古任俠之模範」；譚嗣
同亦主張墨有兩派，其中一派為任俠，「吾所謂仁也」。[1]「替天行道」更與墨家「天志」相
符，要替天彰顯義，施行應有之道。《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寫道：「上帝的王國在人心之中。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man.”）倒有幾分相通。人間事，人間了，人是上天的代表。

儒墨當時並稱顯學，分別深入上流及基層民心，亦各自化為俠道的論述基礎。示例雖繁，不
免遺漏，惟足以申明大概。依筆者之見，俠道吸納二學共有之特色而發揮之餘，一取儒家自
律（力）之途，每每需要不斷修身，發自內心地律己，二棄墨家他律（力）之法，例如墨者
軍士組織的嚴密紀律、墨家天志明鬼之思想。「俠」還有一些特點。首先，用現代的觀念來
說，任俠處於建制以外，卻不代表他們不關心世道。其次，俠客大多還會隨處飄蕩，浪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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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道是主流這該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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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四海為家，看似隱逸出世。但他們平生屢屢出頭對抗不公義，實為入世而非出世矣，否則又豈能為俠？
而且俠更會不惜犯禁。韓非子曰：「俠以武犯禁」。「行俠仗義」，行俠乃為了仗義；仗義者既有捨財助
人，亦有行武救人，不至於全都習武，但於俠而言，一旦要仗義，犯禁也在所不惜。章太炎《訄書》〈儒
俠〉就稱讚遊俠「當亂世則輔民，當治世則輔法」。總括言之，俠道成為載體，免二學（尤其墨家）精要於
滅絕。而儒墨精粹合流過後，鞏固任俠精神，並將之發揚光大，甚至提供了改良之途徑。此之所謂再造矣。

俠道一以貫古今

武俠小說、功夫片盛產，的確令任俠形象深入民心，不致陌生；但畢竟未見這些一早深化內納於香港精神或
者核心價值。江湖與都市，似乎有點格格不入。俠道置於現代，或會有些微不合之處：盛平日久，生活節奏緊
張，似未有武風維揚，漸不尚武；現代人受制於戶籍、身份證明，居有定所，亦要工作，不太會亦不太易刻意
四處飄蕩做「遊」俠。 

然而以上皆不足以窒礙俠道施諸現世。最近種種荒唐不平事凸顯習武之需要，學返兩招傍身，強身健體，保護
自己和身邊的人，帶來多一種手段、多一重保障。有能力抱打不平，自是錦上添花；抱不平而仗義，於心亦已
足矣。依循其本，曉武也非仗義之必須；尚武，也是重於尚其涵蘊。蔣智由在《中國之武士道》序寫道：「要
之所重乎武俠者，為大俠毋為小俠，為公武毋為私武」。當中大小之分、公私之別正是涵蘊。武裝需要身心並
重，不可偏廢。而遊離浪蕩，既志在逍遙自在，發揮個人意志，遺世獨立任我行；亦志在大隱隱於市，仗義不
留行，深藏身與名，不需要credit、掌聲、光環。

上述引伸出幾點，值得引以為鑑：其一，尋靈山去，要逃亡莫投降，爭自由也爭獨立，「獨立是你們自己的
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仍是奴隸」（胡適一九四六年北大演講詞），外面沒束縛卻也畫地為牢，而無長路漫漫任
我闖的志向，那麼自由鬆散的空間再深再廣亦是徒然，正如歌德所言：「沒有甚麼比自以為自由的人，更像無
望的奴隸。」；其二，講內在，做實事，公義得以彰顯，就已是最佳回報；其三，「四海為家」以至「四海之
內皆兄弟」背後之義，乃承認自己歸屬於社會，為其一份子，此之所以任俠樂於承擔道德責任、施展人文關懷
矣。

現代的任俠，應一如古之俠者，要堅守道德原則，訴諸俠義、公利，不能因私怨而動輒動武。再者，他們也
要深究當正當性不再，「禁」會否淪為當權者自保的工具，是否仍有必要為其謹守秩序，維持管治成本，而
非施諸壓力。之所以官逼民反，乃因為不合情理，正義不得伸張。「俠」的現代意涵也許如此：恆常制度失
效，未能適時如常運作之際，急人之難，義不容辭；制度早已爛透，政權無正當性，則更不消說了，合該革
除推翻，「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幹好」（吳稚暉），重回正軌。正如上文所述，廣義的「任俠」，不一定曉
武，只要無私忘我，重公利、貴公義，「雖千萬人吾往矣」，義無反顧。而且，按照墨家的講法，利他亦是
為了利己。利人而利己，成公而成私，理應自發，人人英雄。自古以來，百姓不免盼望「聖人」、「仁君」、
「大俠」、「忠臣」出現，但一旦盲目迷信，便會有所依賴，忘卻公民，實不利自主以至民主精神之宏揚。

立國無小事　香港要鋪路

時辰來得遲，但「無知的小孩一晚長大」：「自己香港自己救」、「命運自主」。This is the moment！有識有志
者正趕着亡羊補牢，力圖把握自己的時間，治理自己的地方，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注定是撥亂反正的時刻，還
適逢香港民主時刻和民族時刻的聚合[2]，夙夜匪懈，奮鬥不輟，建國立邦也不遠了。復興俠道，大有作為，為香
港開闢多一條出路，促進立族（nation building）並有助籌劃國家品牌營造（nation branding）。食腦、高效率、包
搞掂（can-do）的世界仔，別屈就自己只做買辦、僕人甚至奴才，要具備當家作主的覺悟和氣魄，喚醒良知，夠
膽發圍渣fit話事，自由獨立不假外求。國魂就是這樣煉的，日後自可煉成，年月不會白費。對內認同（文化同
質性）要鞏固，對外形象也要顧及：要好好思索如何建構香港品牌、香港風，不流於武俠小說、武打片這些文
化商品的表面。話畀人聽、做畀人睇：香港還有任俠精魂，表裏是多麼如一，國族與共，身土不二。

關於後者，想起近讀沈旭暉鴻文[3]闡釋其軟實力發展觀，且花篇幅一談。倘無誤解文意，沈似有將本土運動純
然當作封關鎖國、極端排外之意，未免偏頗失實。港中文化民風不一、歸屬認同迥異、制度價值衝突、資源利
益錯配。中國對特別行政區角色及彼此關係的理解更不符港人所想：香港視兩者為類邦聯，國防及主要外交受
託管，至少五十年不變；中國自奉為宗主國，「中央─地方」便是如意算盤，「收返」香港領土是「民族大
義」、「雪國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大中華民族主義情花劇毒換取正當性吊命，要資源不顧港人，
特區「五、十年不變」也太難，早晚變成中國廣東省珠三角城市，邊境模糊以至消溶後歸入深圳也分別不大。
由此可見港中是兩個民族，而且交惡，不能相容相安；諸如此類以新仇舊恨形容，也不過分。如今香港慘遭
霸權支配欺壓，共匪殖民日甚，足有換血清洗滅族之虞；中共公然違反主權移交之時的承諾，背信棄義，踐踏
自治，還把北韓式普選視作「嘉惠兒臣」之賞賜，橫蠻無理遠超天朝大國之鎖國心態。生存空間狹窄，政治環
境惡劣，豈能奢望「政府有足夠的胸襟」任香港海闊天空，鞏固軟實力來變強？一個連自己國民都不愛卻猛叫
人「愛國」的國家，又怎會愛你們這些「港燦」「英國狗」？筆者不盡同意，正在於此。坦白說，若非見其強
調軟實力而甚可取，根本不屑用足足一段談及。沈氏願景正合筆者後半用心，喜聞樂見之至。愛香港的人都期
望，東方之珠會更光更亮，「亞洲國際都會」不單是口號，香港能於國際金融中心、避稅天堂、購物天堂、美
食之都此等層次之外大放異彩，展現正面而深邃的國際形象及文化魅力，合作挑戰皆不失大方，藉交流擴大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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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執，真係唔執？

如果讀者們在街道見到地上有個錢

包，會否把它歸還予失主呢？或是採

取「地上執到寶，問天問地攞唔到」

的心態，然後把錢包據為己有呢？筆

者樂觀地相信，我們科大的同學們都

是誠實的孩子，懂得「君子愛財，取

之有道」的道理，會把不屬於自己的

東西歸還予物主。但現今社會上的人

又會否像科大學生們般，路不拾遺、

拾金不昧？

撰文／皇上         排版／ Y.Y

立國無小事，亦無易事，之不過，困難是要克服的，不是使人輕易放棄和畏懼的。孫文亦曾言：「人生不
如意事十常八九，總在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何況香港有文化風俗、典章制度的老本，創下
過眾多輝煌成就，締造過不少奇蹟，也有意志彌堅的新國民─尤其是覺醒的青年（雨傘世代），共度遮打革命
七十九日來的洗禮，已經輕易得多了。香港有底蘊未有底氣，有自尊未有自信。故此，即使不扯到建國方略這麼
遠，單單為了區隔後光復立國和以平等姿態立足世界的志向、宏圖、毅力、勇氣，香港民族就需要俠魂和俠道。

講到尾，提出俠道復興，不過拋磚引玉，啟發思考。無論如何，內強外揚，乃當前立國大業。有燈就有人，始終會
勇武起來。但願早日解脫，名列優秀民族，自立自在自強自豪，為自己、為後代留下這句德國漢堡市政廳牆上的
話：Libertatem quam peperere maiores digne studeat servare posteritas（自由，由你的先輩所贏取，後來的人們，請對它
予以尊敬）。敬少年香港！

＊改寫自某科期末文章，原題〈儒墨合流再造的俠道於現世的意義〉。引用、註釋有改動，鑑於拙文並非學術論文，遂無
依循正規格式。

[1] 高嘉謙，2001，〈武俠：近代中國的精神史側面〉，中極學刊，1（1），頁192。截自http://www.cll.ncnu.edu.tw/ 
 students/%E4%B8%AD%E6%A5%B5%E5%AD%B8%E5%88%8A/%E7%AC%AC%E4%B8%80%E8%BC%AF/1-8.pdf
[2] 吳叡人，2014，〈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載於《香港民族論》，2013年度香港 
 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輯委員會編，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菜市場政治學」網上轉載：
 http://whogovernstw.org/2014/08/08/rweirenwu1/
[3]  新專欄「Simon’s Glocal Chatroom」首篇文章〈國際軟實力：香港的最後出路〉，「亞洲瑞士」觀點頗合陳雲 
 意：https://www.facebook.com/shensimon/posts/905879482779536。專欄藉每週訪問分析「香港品牌」如何在國際社 
 會維持生命力，不妨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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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一
輛替中國銀行（香港）押送二點七億元巨
款的 G4S 解款車，於灣仔告士打道意外地
跌下三個共載有逾五千二百萬元的錢箱。
車上的現金均分為三十個膠箱盛載，各箱
藏有約一千五百萬元現金。事件引至大量
鈔票散落馬路，誘使許多途人罔顧安全爭
相衝出馬路，瘋狂地撿「地上寶」。據某
報章報道，有目擊者稱事發時有一輛旅遊
巴士停泊在附近，有十多名疑似大陸旅客
衝出馬路拾錢，相信已拾走約五百萬。跌
下的五千二百萬，其中逾一千五百萬元被
途人撿走，如今尚有至少數百萬元下落不
明。至今，已有數十名市民主動向警方交
還撿到的款項，亦有多名市民因拾遺不報
而遭警方拘捕。其中包括一對男女，他們
疑拾了逾十六萬元現金。

是次事件證明了香港人雖然貪財，但絕不
貪心。大家只是拾自己力所能及的鈔票，
沒有人把整個錢箱搬走。這亦反映了香港
人的文明質素頗高，大家連拾錢也排隊，
互相禮讓，絕不佔人便宜，皆因我們從市
民拍攝的片段裏可見到當日「執錢者」
（當中有西裝友、OL、婦人及阿叔）在錢
箱前排隊，主動伸手入箱內，很有秩序地
將一磚磚現鈔拿走。但是，此次事件亦顯
示了科技會「出賣」人——科技越予人方
便，人就越不經大腦思考。事件中有人把
拾到的錢放上社交平台炫耀，有些更寫道
「Boxing Day 未到，唔拆得！」、「咁都
俾我返公司途中拎到少少」等。他們應該
把拾到的錢拿去看醫生，檢查智力。

此外，我們覺得市民在撿錢前，只能夠去輪
候公屋和申請居屋；但在撿到錢後，他們也
只能繼續輪候公屋和居屋。因為即使一地銀
紙，也買不起香港的富貴樓。再者，我覺得
廣大市民不應該搶在亞視員工前拾錢，這樣
實在有負香港良心了，亞視員工應享有優先
權。

最後，小編覺得無論拾到的金額是多少，都
不應該據為己有，最穩當的做法便是把失物
送交警方。如果被發現拾遺不報的話，最高
懲罰為監禁十年。希望各位會從是次的事件
中學習，切勿以身試法啊！

G4S 是全球大型的保安公司，一九零一年於
丹麥創立，本港客戶有中銀、東亞銀行、永
隆銀行、屈臣氏等。解款車多數一行四人，一
人是司機，其餘三人為解款員，隊長持有一支
雷明登鳥槍，其餘兩人負責持錢箱，運解時坐
在車頭兩排，貨物及金錢則放在車斗，車廂防
彈及密碼鎖門，若非發生交通意外，絕不能停
車，避免遇劫，並以最短時間及最短路程返回
終點。目前本港有逾千名解款員，解款員入職
前需接受專業訓練，了解解款車結構是重要一
環，車上安裝有無綫電器材、槍架及錢箱擺放
位置，解款員若不能帶槍進入一些地點，只能
把槍交回槍架，根據公司守則，在押款途中除
非生命受到危害及交通意外，否則不能下車，
應以無綫電通知公司控制室，或要求代為報
警。

一般解款錢箱保安措施嚴密，錢箱與解款員有
含電線的手扣、或者感應器連繫，而錢箱內有
一樽防盜染色粉末，行內俗稱「煙霧箱」，若
錢箱被強行扯甩或暴力打開，便會觸動感應器
噴出染色粉末，沾染鈔票以資識別，由於錢
箱內的鈔票是一叠叠排列，除最面及最底兩張
外大部份面積被沾染外，其餘的邊緣亦會被沾
染，讓歹徒得物無所用。

解款守則知多少？

圖片來源：applydaily、hi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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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電視拖欠僱員薪金多月，勞工處更向其發出告票。一向自稱「香港良心」的亞視竟成為
拖欠薪金的無「糧」僱主，本文將會探討箇中因由。

事件起因是亞視經營不善，每個月都入不敷支，一直以來都要靠股東注資解決員工的薪金問
題。而亞視主要投資者王征及股東黃炳均表示盛氏家族已向亞視注資逾二十億元，對亞視已
經完成歷史任務，因而拒絕再注資。另一股東蔡衍明指亞視管理混亂所以拒絕投放資金。此
外，亞視的資產不少都已抵押或出售，難以籌集資金發放員工工資。

亞視在十二月三十日發放十一月一半薪金，並在一月十日發放餘下一半的薪金，但十二月薪
金仍沒有定案。雖然有部份員工因被拖欠薪金一個月選擇自動離職，但仍有九成員工堅守崗
位。新聞部曾聲稱若元旦前仍拖欠薪金，他們將會停播新聞，一度引起會違反牌照條款的疑
慮。最後，亞視取消「亞洲早晨」新聞節目，午、晚間新聞全縮短至十五分鐘完結，並以新
節目「aTV 這一家」取代「aTV 焦點」，向外公布欠薪情況及賣盤進展，以及邀請員工作
分享和為他們打氣。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表示會透過各種方法籌集經費，希望可以盡快解決
欠薪問題。他們嘗試廣告大減價，如八十次三十秒的廣告只需要三萬元，平均每次三百七十
五元。

他們也有變賣劇集的短期或永久版權籌集資金︰無綫花費數百萬港元向亞視購入了約七百部
粵語長片的版權，當中有張活游、吳楚帆和陳寶珠的演出電影，無綫表示會將所有長片重新
整理和數碼化，以便長久保存和在不同途徑播放。亞視也將與 now TV 合作製作現有娛樂節
目《娛樂審死官》，擬向亞視租用廠房錄影節目，兩台同步播出。主持除了 now TV 的梁
思浩外，亦會加入亞視藝員，內容圍繞亞視人情味，而亞視則藉此收取廠租及節目廣告費，
估計可有六位數字收益。而於拖欠通訊局超過一千萬元的牌費，葉家寶就說會盡力設法解決 
，包括嘗試申請分期繳交，通訊局已經拒絕亞視的申請。

勞工處就亞視遲付去年七至九月的工資一事，向亞視及其董事發出合共三十四張傳票，檢控
亞視故意或不依時支付工資。勞工處表示有關案件將於一月三十日在沙田裁判法院進行答辯
聆訊。勞工處完成去年十一月的欠薪調查，並徵詢律政司意見，如有足夠證據，便會提出
檢控。

小評︰
僱主給僱員發放薪金原是天經地義，不應因股東的爭拗而受到影響。勞工處應依照法例盡快
檢控，保障員工的利益，以免再有員工被僱主剝削。雖然亞視短期可透過變賣劇集和廣告大
減價來籌集資金，但長遠亞視需要有重大改革方可存活，否則難逃倒閉命運。

亞視不僅債台高築，設備亦很殘舊，其不適合經營電視台的程度甚至令通訊事務管理局決定
不建議批准續牌。新投資者不只要負擔亞視原有的巨大欠債，更需花費大量金錢去更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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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股東蔡衍明直言收購亞視需要四十億，倒不如收購無綫。這樣的電視台竟然有三位買家
決定投標，筆者感到匪夷所思。

再者，政府明顯偏袒亞視的做法實在有失公允。因為亞視的牌照是在本年十一月到期，如果
政府選擇拒絕與亞視續期，應在一年前告知亞視。通訊事務管理局已經在去年十一月向行政
會議提交相關的建議，但行會卻一直沒下決定，變相延長亞視的壽命。一旦等到亞視轉讓
後，行會更可因亞視財政狀況的改善，而順理成章地續期給予亞視。此情況完全不合理，而
且對其它牌照申請者並不公平。

一間無收視、節目低質素及常常重播，這樣的電視台仍可生存，筆者認為政府太過保護主
義，使電視台缺乏競爭，從而質素低下，犧牲市民的娛樂選擇權利，讓市民只能默默地忍
耐。

最後，希望所有員工有一個有回報的二零一五年。

圖片來源：
http://www.hkatv.com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health/art/20080921/116236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xo5svy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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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喺哩度祝大家有一個開開心心、有回報嘅二零一五年。

撰文、排版／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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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就梁振英斥責港大《學苑》事件

嚴正聲明

甫踏入二零一五年，新聞傳播界即告風雨飄搖，先有法國《查理周刊》遭暴徒襲擊，繼有
梁振英於「施政報告」引言中大放厥詞，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輯委員會（下稱《學
苑》）所出版之〈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題（「命運自決專題」）及《香港民族論》書冊
為「錯誤主張」，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

本會為香港科技大學內之校園傳媒，負責出版科大學生會官方刊物，在校內之地位一如《
學苑》；根據學生會憲章，推動及保障會員表達自由乃為本會宗旨所在。梁振英獨夫行徑
已成常態，然而是次竟變本加厲，濫用宣讀施政報告之莊重場合打壓學生刊物。本會無意
在此就港獨運動表態，但梁氏連校媒亦欲干涉，則絕不能坐視不理。

梁振英將個人情感當成《學苑》之主張，曲解文意以滿足個人政治目的，其心可誅。正如
梁振英其人於本年「施政報告」開場白所言，宣讀施政報告應為莊嚴之場合。施政報告應
以報告經世濟民新政為重，如今竟淪為批鬥大會，實為眾人所不齒。

大學為百家爭鳴之地，其學術自由應受各界尊重，使不同學說得以互相砥礪切磋，推動社
會進步，進而增益人類福祉，而政權絕不應插手干預，從中作梗。大學學生報秉持相同理
念，肩負保障大學成員表達自由之天職，其編採自主更是不容任意踐踏。面對強權打壓，
本會定必貫徹始終，捍衛表達自由。

本會作為學生會官方校園傳媒，對梁振英針對《學苑》之言論深感震驚及憤慨，現嚴正要
求梁振英立即收回有關言論，並就此向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輯委員會正式道歉。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七日

捍衛言論自由
堅拒外部干預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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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itorial Board, HKUSTSU
Statement in Condemnation of

CY Leung’s criticisms on Undergrad

The industry of news and journalism around the world has been faced with unprecedented 
turbulence in just a few days since the start of 2014. Just as the attack on French magazine Charlie 
Hebdo sparked worldwide outrage, we Hong Kongers were astonished by how CY Leung, the 
head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interfered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Undergrad,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HKU Students’ Union.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of his Policy Address, Leung 
criticized Undergrad for publishing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nation of 
Hong Kong, in particular the book Hong Kong Nationalism.  

We,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HKUST Students’ Union, is responsible for publishing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Union just like what Undergrad does in HKU, and one of our objectives, as 
delineated in the Union Constitution, is to encourage the free expressions of opinions. Although 
we are not going to state our stance towards the issue of Hong Kong Independence at this stage, 
we are disgusted by how CY Leung, who has been a dictator ever since his inauguration, misuse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annual Policy Address as a channel of interfering with campus media. 
Leung’s shameful deeds of disguising his own political ideal as “fallacies” by Undergrad is destined 
to condemnation by the whole society. Leung himself mentioned that the presentation of Policy 
Address should be a solemn and formal occasion, but it was also himself who turned it into a 
struggle session.

Universities should be where people with different stances and opinions could exchange their 
beliefs; their academic freedom must be respected and treasured by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of our society. Student journals, like WINGS and Undergrad, embody 
the same ideal of promoting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s, and their editorial independence must 
not be interfered by the government. We will refuse any attempt of suppression and safeguard free 
expression. 

We, as campus media, are astonished and deeply angered by Leung’s inappropriate remarks towards 
Undergrad. We demand from Leung the retraction of his comments, and a formal apology to the 
Undergrad editorial board of HKUSU.

The Editorial Boar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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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盧布在十二月單日跌百分之十九，一度引起令國內民眾恐慌，爭先搶購外國貨品。不少

經濟學家更擔憂是次危機會引發金融災難。直至俄羅斯政府強勢介入，俄羅斯盧布才回穩。本

文嘗試分析盧布價值失衡的原因及對全球影響。

起因
事源於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舉辦歸屬公投，並成功爭取脫離烏克蘭政府統治，加入俄羅斯聯

邦，但不受西方國家承認。歐美國家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以表反對，包括凍結部份俄羅斯企

業資產。相關禁令導致俄羅斯公司融資困難，也逼使他們出售盧布兌換外國貨幣來支付債務，

降低盧布需求，因而導致貶值。禁令也限制北約國家從俄羅斯進口貨品，打擊俄羅斯經濟。

此外，美國頁岩油氣發展日漸成熟，沙特等石油輸出國組織之成員國為打壓美國頁岩油氣發

展，在油價下跌過程中尚未顯著減產，加上近年全球經濟疲弱，減低石油消耗量和需求，嚴重

損害石油出口國家經濟。俄羅斯經濟結構過於單一，主要依賴石油出口，油價下跌損害俄羅斯

經濟發展及政府收入。俄羅斯經濟增長陷入停滯，經濟不景氣也是盧布貶值的原因之一。 在盧

比貶值預期下，短期資本大多撤離俄羅斯，進一步加劇盧布跌幅。

影響
由於俄羅斯人擔憂如果盧布價值一直下跌，進口貨品的價格就會大幅上升，於是他們紛紛趁加

價前外出搶購外國貨品，不少外國耐用貨品因而一掃而空，如電器，家具等，有議員甚至質疑

盧布貶值後國民連唇膏的價錢也負擔不起。此外，匯率不穩也令國民對盧布失去信心，不少人

把手中的盧布兌換成外國貨幣，部份銀行更曾一度限制此舉動。另外，盧布貶值也波及跨國公

司當地業務。部分外國公司因匯率不穩定，暫停在俄羅斯的業務，例如蘋果公司停售 iPhone 6 

等，交易以盧布結算皆因此造成不少損失。為避免造成損失，不少在俄羅斯販賣的商品改以美

元作結算或大幅加價以作補償，如 iPhone 加價百分之二十五。

時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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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布貶值不僅影響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更加劇俄羅斯的通脹，令部份外國貨品難以負擔。另

一方面，盧布貨幣價值下降也有其好處，價值低的貨幣對海外消費者構成誘因，有利當地貨

品方便外輸出口，刺激當地的製造業，並可能有助改善國內結構單一的問題。

措施
作為全球第六大外匯儲備的國家，俄羅斯擁有四千億美元外匯儲備，面對貶值帶來的負面影

響，俄羅斯中央銀行嘗試介入扭轉局勢。透過動用近二十億美元，俄羅斯將盧布的價值提

升，增加穩定性。政府透過鼓勵企業將外國收入帶回國内，富豪及國有公司為保護資產紛紛

相應號召，配合俄羅斯央行提升利率救助。在油價短期反彈下，俄羅斯央行在一月底宣布減

息兩厘，並認為匯市已回穩。

總結
雖然匯率下降有助刺激出口，但俄羅斯匯率下降幅度過大，所以筆者認為有捍衛匯率的必

要。政府拒絕捍衛匯率會導致人民對貨幣失去信心，使盧布失去價值及產生大幅度通脹，經

濟發展因而受損。當幣值暴跌時，國民存款化為烏有，民眾容易發生騷動，影響管治威信。

此外，俄羅斯有龐大的外匯及黃金儲備，俄羅斯不少大型企業都與政府有良好的關係，要讓

他們支持匯率並非難事。中國政府表態願意協助俄羅斯捍衛匯率，前者是擁有最多外匯儲備

的國家，能對俄羅斯提供相當大的援助。

盧布貶值對俄羅斯影響從經濟、民生方面皆彰彰明甚，雖然俄羅斯政府實行一連串的果斷措

施，使現在盧布匯率暫時回穩，但不少根本原因，如經濟結構單一等沒真正解決，如，更大

的危機可能仍在潛藏中。

圖片來源︰
http://www.newsweek.com/russia-raises-key-interest-rate-17-percent-overnight-29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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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材料：薯仔（視乎你想食幾多塊，通常
一人分量就一個薯仔啦！）

調味料：鹽（份量隨個人喜好而定）、黑胡椒粉（份
量隨個人喜好而定）、食用油（防黏底用途）（豉油除外 

XD）

做法：
首先，將薯仔去皮，切片，切得越薄越好（越薄越香脆）。將切
好的薯片放在清水中浸泡約十分鐘，把薯仔的澱粉洗掉，再烘乾
薯片的水分；如果表面還有水分，就用廚房用紙，把薯仔片兩面吸
乾；

其後，準備一個盤子（千萬不要使用金屬盤子！），在盤中加入
油、鹽、黑胡椒粉等調味料。並將調味料均勻沾在薯片兩面；

之後，把薯片平放在微波爐內的玻璃轉盤上，以高火加
熱兩分鐘，再翻面，繼續加熱兩分鐘。將這個步驟反

覆完成三次即可，冷涼之後，口感香脆。（但千
萬不可過度加熱，否則整片薯片會焦掉）

1.（健康？）

非油炸微波爐薯片

主要材料：
白殼雞蛋一顆

調味料：水（蛋漿分量一點五至兩
倍）、豉油（份量隨個人喜好而定）

做法：
首先，將蛋打入碗內，然後開始攪拌均勻。

接着，加入熱水，及少許豉油。
 

然後，把餐巾紙巾沾濕後蓋在碗上。
 
 

最後，把蛋液以最高火力加熱分半鐘。

美味又簡單的蒸蛋便完成囉 ！！

2. 微波爐蒸蛋
（一人份）

相信有不少同學都試過於家中
或宿舍內溫習、做功課或是做 
project 至深夜，突然「口寡
寡」，但又不想上街吃消夜，
到最後因為「口痕」但卻又「
冇嘢食」而失去溫書 mood 
的經驗。小編也不例外，有見
及此，小編就想在此與大家分
享一些不論在家中或是在宿舍
都可以用微波爐輕鬆炮製的美
食，好讓大家一飽口福，同時
亦可解決大家於溫書時，突然
想食消夜的燃眉之急。各位懶
人大大有口福嘞 ~~

輕鬆方便之微波爐美食
撰文 : 適量    排版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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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波爐蒸蛋
（一人份）

輕鬆方便之微波爐美食

主要材料：
薯仔兩個、火腿、紅蘿蔔粒（份

量因人而異）、牛奶（份量以剛剛淹過薯
仔粒為宜）

調味料：鹽、黑胡椒（份量視個人口味而定）

做法：
首先，將薯仔洗淨後去掉外皮，切成小塊。火腿切成碎粒。

紅蘿蔔也切成與火腿同等大小的碎粒，放入滾水中汆燙約一
分鐘，撈出，瀝乾水分備用。

其後，將切好的薯仔粒放入一個適用於微波爐的容器中，再加
入牛奶，然後將容器移入微波爐中，以高火力加熱五分鐘，
取出，用勺背碾薯仔粒（備註：如果能毫不費力地將薯仔粒
碾成薯蓉，則證明可以了，如果不行則需要把薯仔粒放回

微波爐繼續加熱三到五分鐘。）

最後，將火腿碎粒、紅蘿蔔碎粒加入加熱好的
薯蓉，再調入黑胡椒碎和鹽，攪拌均勻

就可以吃了。

3. 西式火腿薯蓉

（一人份）

主要材料：
雞翼（份量隨個人食量而定）

調味料：鹽、黑胡椒、食用油、薑、蠔
油、生抽（份量視個人口味而定）

做法：

首先，將雞翼洗淨，剁成三截，再用叉在雞翼上叉孔。

其次，將處理好的雞翼放在一個大的容器裏，依次放入薑
絲、蠔油、生抽、食用油和少許鹽。將雞翼連同調味料抓匀

後，放進冰箱腌約兩個小時。

最後，把雞翼從冰箱裏取出後，將每隻雞翼均匀地沾上生
粉，再放微波爐內以最高火力加熱十二分鐘，中途翻

面。好吃的烤雞翼就完成了哦！！

4.微波爐烤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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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配音員林保全先生於本年一月二日逝世，享年六十三歲，當中其代表作有《多啦 A 

夢》、《鐵齒銅牙紀曉嵐》中和珅一角。一石激起千重浪，林保全先生的聲綫是很多市

民的童年回憶，他的離開令在網上出現了一陣懷緬《多啦 A 夢》的熱潮，亦有更多人留

意本港配音業的景況。而香港人卻總是善忘的，時隔兩個月，換來的只是更多的、新的

花邊新聞，市民對配音業的關心一閃即逝。

 

配音業一直在香港不受注目，但其實配音業都有一段輝煌時代。在八十年代初期，港產

片踏入全盛期，大多公司均會投放大量資金開拍電影，很多齣電影都動輒用上數以百萬

計的資金。然而，當時科技較落後，片場內收音的器材不足，加上後期配音亦會方便導

演修改劇本，因此有大量電影需要配音人員，令粵語配音一度進入了黃金時期。

 

然而，由於科技日新月異，收音器材進步，後期配音製作亦不再需要大量人手，以致在

現今香港配音業已被視為非主流行業，並多數只為外語片配音。相比日本配音員（在日

本亦稱作「聲優」）的待遇，香港大多配音員簡直望塵莫及。在日本，聲優可算是「明

星」，有着自己的 Fans，有 Fans 亦會因為喜歡一名聲優而觀看其所配音的動漫。反觀

香港，說得出的香港配音員名字寥寥無幾，市民對動漫的認識大多只流於動漫主角，忽

略背後的配音員。

 

香港粵語配音員主要分作兩種：一種是加入電視台中的配音組，而另一種則為「自由身」

，工作多數來自沒有配音組的公司外判。在現時，香港只有無綫電視（TVB）及香港電視

（HKTV）設有配音組，而其他電視台，如 now 寬頻電視、有線電視等，均沒有配音組，

平日若購入其他語言的劇集、動漫時，只是以低價外判，只看重價錢，而忽略整體粵語

配音的質素。為減低開支，在錄音時，配音員更需一人分演多角，未必有時間了解每個

角色特點，令本港配音質素參差。新入職配音員薪金不高，升職、成名機會都不多，使

很少人願意入職，甚或是「半路出家」，選擇離職，令香港配音界青黃不接。

 

而相信在科大有着不少的動漫迷，而大多都只喜歡日文原著的配音，多啦 A 夢配音只是

粵語配音業中少數的幸運兒，而大多動漫被翻譯成粵語便會惹起一眾動漫迷的謾罵，總

是說比不上原著的聲優，令一眾背後付出的粵語配音員更失鬥志，令本土配音業更日益

衰退。

 

面對本港配音業的衰落，在金錢為上的社會中，配音業如此下去只能被文化沙漠的黃土

埋葬。

香港配音業

前景
撰文／Y.Y    排版／ :O)

圖片來源 : hk.apple.next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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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Y.Y    排版／ :O)

如果 科大……
What if HKUST. . .

維基百科的「香港科技大學」條目有這樣的一句：「一
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確認英國將於一九九七
年將香港主權移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當時的英軍便
分批撤走，部份軍營也因此而空置。一九八六年，香港
政府選址新界清水灣半島北部大埔仔的前高希馬軍營興
建香港科技大學」。

上面這句陳述只對了一半。科大現址從前確有「高希瑪
軍營」（Kohima Barracks）之名，但高希瑪軍營從未
建成，在籌劃科大時，校園大部份面積是由斜坡平整而
來的平台，而現時的李兆基商學大樓，數年前仍是邵氏
片場的古裝街。順帶一提，科大校方曾打算保留古裝街
的「歷史建築」，闢為公園，但最終就……

據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的回憶錄《同創香港科技大學：
初創時期的故事和人物誌》記載，科大大埔仔現址本於
英治時期遭香港政府撥作興建英軍軍營，一九八四年《
中英聯合聲明》後，軍營興建計劃擱置，時任布政司鍾
逸傑（Sir David Akers-Jones）將之暗地裏預留作創建
一所大學之用。

翻查舊報紙，興建高希瑪軍營的計劃是在一九七零年提
出，當時陸軍部認為既存於大埔仔的軍營（見下文）太
小，需要「較大及永久性的營房」，選址大埔仔的「對
面嶺」興建，亦即科大現址。在科大興建前，對面嶺是
人跡罕至的山坡，僅有數個山墳。

這裏要先說說一個傳說：據說温氏於大埔仔立村凡三百
年，村內得以人丁繁衍，全賴對面嶺構成「迴龍顧主」
風水布局。温氏族人認為若對面嶺遭夷平，令村民可看
見牛尾海，即會犯上「白虎照明堂」的大忌，村中風
水當即完蛋。故此村民一直以風水為由反對當局興建軍
營，拒絕任何賠償，一度找來李柱銘大律師襄助，更曾
承諾若政府願意另覓不影響任何新界村落的地方興建軍
營，將從村內福利基金撥出一萬元或以上，彌助政府因
而增加的支出。當政府工程人員在一九七零年四月霸王

硬上弓，到對面嶺進行勘探工作時，村民是以鋤頭、鐮
刀、尖竹棍相待，對峙期間更將石塊投向工程人員。

雖然村民與政府在次月達成共識，在遵守村民提出的條
款下容許施工，但後來卻因駐港英軍兵力失去增加需
要，而取消興建軍營的計劃。不過在大埔仔建軍營的計
劃在一九八零年死灰復燃，亦一再遭村民反對，最終軍
方答允改於大嶼山另建新營取代，但當時高希瑪軍營的
土地已經平整，將對面嶺夷平得出泥土在牛尾海填海，
得出霍英東體育中心現址的土地，並將山坡削成一個個
地台（例如學生宿舍第一座及第五座現址）。當局最初
擬將高希瑪軍營撥作興建度假村或專上學院之用，最終
被第三間大學選中。當政府提出將高希瑪軍營作第三間
大學其中一個選址之際，大埔仔村民不但沒有反抗，反

而 舉 行 簽 名 運 動
支 持 有 關 建 議 。
不 知 是 不 說 因 為
風 水 問 題 突 然 消
失，還是……

另 外 ， 科 大 設 於
大 學 道 一 號 和
清 水 灣 道 六 六 零
號 的 兩 組 教 職
員 宿 舍 ， 則 的 確
曾 是 「 區 士 覲 軍
營 」 （ E r s k i n e 

Camp）的所在。
該 軍 營 於 五 十 年
代 建 成 ， 後 於 一
九八七年停用。

如果科大校園不是大學

▲ 高希瑪軍營規劃圖（局部）。圖中頂端為東方，最頂的球場即今霍英東
體育中心位置，中間 L 型社區中心是學生宿舍第一座現址。
Development plan of Kohima Barracks (excerpt), with the top being the east. 
The sports field at the top is the current site of Fok Ying Tung Sports

撰文．排版／SBM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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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often stated in historical accounts that HKUST was 
built on the site of Kohima Camp, a former British army 
garrison that was vacated due to the decision to “return” 
Hong Kong to the PRC. Such claim, which if often cited by 
sources like the Chinese Wikipedia, is not entirely correct. 
While it is true that the present site of the university was 
known as Kohima Barracks, the actual military facilities 
in question have never existed.

The barracks was actually one that was never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 memoirs of Prof Chia-wei Woo,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HKUST, the plan of building 
Kohima Barracks was scrapped after the signing of Sino-
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which destined the takeover of 
Hong Kong by the Chinese regime, in 1984, as there was 
longer any need to improve facilities of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Sir David Akers-Jones, the then Chief Secretary of 
the HK Government, reserved the site for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a new tertiary institution.

The shelving of the Kohima Barracks plan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fung shui (i.e. Chinese geomancy) beliefs. 
The waterfront site which HKUST now occupies was an 
uninhabited slope scattered with a few graves. Inhabitants 
of our neighbour Tai Po Tsai Village believed that the 
prosperity of the village depended on the presence of a 
hill at the current site of HKUST’s Academic Building; 
the removal of the hill, which prevents the villagers’ sight 
from reaching Port Shelter, would result in the village’s 
demise. 

It was under such ground that villagers op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Kohima Barracks, even with the offer 

of huge compensations, back when the Government 
proposed it in the early 1970s. Weaponized villagers had 
tense confrontations with surveyors employed by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the villagers at last backed down with the 
Government’s promise to follow the conditions set, the 
Kohima Barracks plan was shelved afterwards, as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deemed it un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rmed forces in Hong Kong. However, 
the plan was once again executed in 1980, leading once 
again to opposition from villagers. Although site formation 
(building terraces) has started already, the Government at 
last agreed to relocate the barracks to Lantau Island. It was 
then proposed to earmark the sit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oliday camp or a tertiary institute.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iversity’s 
staff quarters at 1 
University Road and 
660 Clear Water Bay 
Road are built on the 
site of Erskine Camp, 
a British army camp 
that really existed 
between the 1950s 
and 1987.

What if UST’s campus is not used as a campus?

香港科技管理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商業科技大學
香港工商科技大學
香港商業大學
香港工商大學
港九大學
九龍大學
新港大學
新香港大學
香港經濟大學
香港中英大學
香港中港大學
香華大學
港華大學
南華大學
香港東方大學
香港東珠大學

珠江大學
港珠大學
香港珠城大學
東方之珠大學
青山科技大學
臺俊大學
香港遠東大學
香港亞洲大學
香港中南科技大學
香港孫逸仙大學
香港中山大學
孔子大學
香港維多利亞大學
香港伊利沙伯大學
尤德爵士紀念大學
尤德爵士大學
尤德大學
尤德紀念大學

香港國際大學
港基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實用大學
香港世界大學
香港當代大學
香港時代大學
香港聯合大學
香港協和大學
香港東西大學
港龍大學
香港自由大學
香港中央大學
香港現代大學
香港廿一世紀大學
香港知識大學
香港新繁榮大學
香港進步大學

香港發展大學
香港新市鎮大學
香港和平大學
香港公民大學
香港青年大學
智人大學
跨越大學
培新大學
育新大學
培傑大學
育傑大學
港傑大學
港安大學
明德大學
紫荊大學
智匯大學
香港匯理大學
香港格致大學

港新大學
香灣大學
香峰大學
經緯大學
致公大學
嶺光大學
三才大學
育才大學
崇文大學
三聯大學
明倫大學
明理大學
博愛大學
廣智大學
仁愛大學
至善大學
興華大學

第三間大學命名建議一覽

當年大埔仔村全體村民
曾投稿至《華僑日報》陳

情。▲
Villagers of Tai Po Tsai once 

wrote an letter to the editor to Wah Kiu Yat Po, the prominent Chinese 
newspaper at that time, to air their griev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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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指科大過於注重商科，令「香港科技大學」一名常被
指名不副實。如果科大不叫科大，究竟可以如何命名？

科大籌辦之初並未考慮學校命名，由於當時香港只有兩
間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故此長期以「第
三間大學」（The Third University）。第三間大學籌備
委員會有感於以「第三間大學」稱之並非長久之計，遂
在一九八六年公開徵集校名。

翻看當年公眾提出的校名建議，不乏有趣之處。後來
獲 起 用 的 「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 一 名 有 四 人 提 出 ， 但 英
文名卻有「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s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及「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ng Kong」三款。另有人提出「香港科
技管理大學」、「香港商業科技大學」、「香港工商科
技大學」，也似乎比起現在的校名更能概括科大的發展
方向。校名建議中也見「九龍大學」一名，不知是否要

與香港大學爭一日之長短？

除了用「香港」、「九龍」、「中國」的主題命名外，
以人名命名的建議也有三十四個。正如筆者在《振翅迎
新特刊》所述，港督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對
籌辦第三間大學居功至偉，卻不幸在一九八六年遽然逝
世，故此在百餘個建議中，有二十六人建議以第三間大
學的命名紀念尤督。不過，三大籌委會認為雖然尤德對
香港的貢獻殊堪嘉許，但第三間大學應配以較具象扼要
的名稱（an abstract name for a tertiary institute of learning 

was to be preferred），故否決以尤督命名新大學的建議，
只以「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計劃紀念之。

無獨有偶，在命名建議清單上也有「香港城市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一名。如果當年籌委
會選定以此為第三間大學的命名，相信香港城市理工學
院一九九五年升格為大學時，在命名上也要費一番思量
了。

如果科大不叫科大

It is often suggested th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not self-explanatory as 
HKUST focuses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But what 
should it be called?

Our university was known in the papers as “The Third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uring its planning stage - as 
reflected in the name “Planning Committee for the Third 
University” -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only two 
existing universities (HKU and CUHK) in Hong Kong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 name is clearly inappropriate if 
used in perpetuity. As a result, the planning committee 
invited suggestions on the naming of the Third University 
in 1986, receiving over 140 ideas from the public.

The exact name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d not appeared on the list of suggested 
names; however, the similar names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ng Kong” were put 
forward by 4 proposers.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he 
three names mentioned were all “香港科技大學”, which 
is currently used by the university. The name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mercial and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Industrial, Commer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hich seems to represent the 

actual dir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were also proposed but 
failed to be chosen. One nam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University of Kowloon” - is it going to compete wi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part from regional names like “Hong Kong”, “Kowloon” 
and “Hong Kong”, names that incorporate personal names 
were also put forward by 34 proposers, in particular that 
of Sir Edward Youde, the 26th Governor of Hong Kong. 
Youde, whose determination and vision contribut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university, passed away suddenly on 
a visit to Beijing, so there was consensus that the Third 
University should be named in honour of him. However, 
the planning committee believed that an “abstract name 
for a tertiary institute of learning” was preferred, and thus 
the idea of naming the university with Youde’s name was 
rejected.

One point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name of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so appeared in the list of suggested 
names. What is now known a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s still known by the name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at that time.

What if UST is not known as 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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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位處新界東端，在過往的科大宿分制度下，來自大
陸另一端屯門、元朗、天水圍三個新市鎮之學生基本上
必能獲派宿位，故此去年修訂宿制，令「大西北」學生
不再「必宿」之時，曾惹起激烈反彈。

回溯「第三間大學」籌劃之初，政府曾提供四個建校選
址予三大籌委會考慮：

• 屯門虎地軍營（Bowring Camp），即富泰邨、疊茵 
 庭及嶺南大學現址；
• 粉嶺西部（Fanling West），大約即上水清河邨與 
 北區醫院一帶；
• 馬鞍山白石半島（Whitehead），即今港鐵烏溪沙 
 站一帶；及
• 大埔仔高希馬軍營（Kohima Barracks）。

據三大籌委會予時任署理港督鍾逸傑的信函所述，當時
居民反應以屯門選址最為熱烈，屯門區議會及地區管理
委員會更曾發信力陳為何應將第三間大學設於屯門；而
三大籌委會亦知悉虎地軍營選址處於當時正急速發展的
屯元天都會區核心，而且設於虎地亦能促進大學師生
與社區的融合。然而，由於虎地軍營當時是越南船民中
心，故此若以該處為第三大學選址，需等候兩年時間清
理，最快也要到一九九零年動工，一九九四年落成，僅
僅能配合籌委會預定的開課日期，加上虎地選址遭一條
當時正規劃中的地區幹道（district distributor，即青山
公路 – 嶺南段）分為兩部份，不僅影響大學校園的連貫
性，更會產生噪音及環境污染，影響大學運作。

相較其餘三個選址，粉嶺西選址地勢較平緩，有利於設
計師籌謀優良校園設計，而選址緊鄰九廣鐵路上水車站
及既有的公共運輸交匯處，雖說與屯門選址一樣遠離港
九市中心，但相比之下交通也算較為方便。不過，籌委
會預料地盤平整工程需要到一九九一至九二年才完成（
屆時才可開始建造校舍），根本不能如期於一九九四年
落成，加上開支龐大，最終並未獲選。

至於馬鞍山白石半島方面，三大籌委會雖知該處面臨背
靠馬鞍山而北臨吐露港，風景甚為優美，然因香港中文
大學就在不遠處，在如此就近地方興建另一所大學並不
合宜，於是在未提出該選址其他缺點前，便已否決在白
石建校。

至於為何最終選擇大埔仔現址？原因在於高希馬軍營選
址雖是臨海山坡，但由於本是規劃作軍營之用，地盤早
已削成平台，可隨時開始施工，以求儘早開課。加上當
時正值將軍澳新市鎮開始發展之時，籌委會認為將軍澳
隧道、東區海底隧道及地下鐵路將軍澳支綫通車後，大
埔仔會頗為便捷；而大埔仔現址鄰近觀塘工業區，也便
於大學與當地的高科技工業及商貿產業連結。

由是觀之，現在的嶺南大學，當時是科大現址後的次
選。現時即使有西鐵綫（二零零三年通車），嶺大生仍
經常抱怨路程偏遠，只是因嶺大以小型博雅大學為發展
方向，實施全民皆宿才得以紓緩部份問題。科大即使在
屯門建校，也不會有全民皆宿的可能，假若科大當年最
終選址屯門興建，不知宿政會是如何的景象？

如果科大不在大埔仔

白石
Whitehead

粉嶺南
Fanling South

屯門虎地
Tuen Mun (Fu Tei)

大埔仔
Tai Po Tsai

22.4 finalize2.indd   54 26/2/2015   16:09:51



生 活

55

Back when the Third University was first planned, 
the planning committee considered four locations as 
potential sites for building the university:

•	 Bowring Camp in Tuen Mun, which is where Fu  
 Tai Estate and Lingnan University now locate;
•	 Fanling West, around the current site of Ching  
 Ho Estate and North District Hospital in Sheung  
 Shui;
•	 Whitehead Peninsula in Ma On Shan, to the  
 north of MTR Wu Kai Sha Station; and
•	 Kohima Barracks in Tai Po Tsai.

The public response for the Tuen Mun site was the largest, 
and the Tuen Mun District Board even submitted a 
comprehensive letter persuading the university to choose 
it as its location. The planning committee understood that 
Bowring Camp was at the centre of a rapidly-developing 
conurb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own and gown can 
be fostered there. However, as the site was at that time a 
Vietnamese refugee camp, it would take at least 2 years for 
site clearance, so the earliest date of commencement of 
construction would be 1990, just in time for the proposed 
intake of student in 1994. Furthermore, a district 
distributor road (the current Castle Peak Road - Lingnan) 
bisects the site, so the site was deemed inappropriate by 
the committee.

Regarding the Fanling West site, the landscape there is 

conducive to a comprehensive design, and its proximity 
to Sheung Shui Station of KCR (now MTR East Rail Line) 
and a public transport interchange offered better access 
as compared to the Tuen Mun site. However, as the site 
formation works was expected to complete not earlier 
than 1991-92, the completion of the campus would not be 
able to meet the expected intake.

The Whitehead site is without doubt a scenic site, being a 
peninsula overlooking Tolo Harbour with the backdrop 
of Ma On Shan ridge. However, the site is in the same 
district a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build another university in its vicinity.

The reasons for choosing the Kohima site, i.e. the 
current site of HKUST, is that construction works can 
start immediately upon the announcement of decision, 
given the ready-made terraces intended for military 
facilities formed in the site formation process of 1980. 
It was also in the Planning Committee’s consideration 
that developments in the new town of Tseung Kwan 
O (formerly known as Junk Bay) was thriving at that 
time, and the Kohima site would become increasingly 
accessible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Tseung Kwan O 
Tunnel, the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and the Junk Bay 
MTR Extension. Furthermore, the site was adjacent to 
the industrial town of Kwun Tong, thus facilitating the 
linkage with the high technology and commerce sectors.

What if HKUST is not in Tai Po Tsai?

註釋及參考資料
• 吳家瑋，《同創香港科技大學：初創時期的故事和人物誌》（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二零零 
 六年七月）。
• 艾迪叔叔，〈尋找我們腳下的土地：虎地的前世今生〉，載嶺大學生報《嶺南人》第一一四期（香港：嶺南 
 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二零一四年四月），第三十五至三十九頁。
• 〈大埔仔村　建新軍營〉，《香港工商日報》，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二日。
• 〈大埔仔風水風波 官民昨懇切商談 親臨對面嶺踏勘〉，《香港工商日報》，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五日。
• 〈大埔仔建軍營爭執 昨續談判無結果 定後天再次商談〉，《香港工商日報》，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一日。
• 〈大埔仔建軍營 風水之爭未了〉，《香港工商日報》，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日。
• 〈大埔仔村民恐風水被破壞　數十村民持鐮刀斧頭　武力阻止探土建軍營〉，《香港工商日報》，一九七零 
 年四月十日。
• 〈大埔仔取銷建軍營 因英軍方認為無此需要〉，《香港工商日報》，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一日。
• 〈土地將交回港府發展 大埔仔英軍訓練營 地盤擬建社康設施〉，《華僑日報》，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八日。

更多資訊可參閱科大籌委會報告：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HKUST Plann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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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墟

鬧
市

Abandoned
Metropolis
攝影 Photography／宋明理學士、Erica

常說香港寸金尺土，舊事舊物稍瞬即逝，不留一點痕跡。
然而，鬧市中也有不少建築已遭廢棄多年，但因不同原因
而未遭時代巨輪輾平，反而將廢棄前的最後一刻凝固，成
為近年不少攝影人趨之若鶩的「廢墟」。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is so fast in Hong Kong that most buildings 
disappear immediately after falling out of use. However, there exist 
some abandoned structure, or “ruins”, which are left untouched for 
many years due to various reasons, preserving the last moment before 
their abandonment. In recent years, ruins photography, or “ruin 
porn", has become a popular phenomenon among photographers. 

注意 ATTENTION

一、本文之圖片描述只註以廢墟種類，不將實際位置
公開。此乃依從廢墟攝影界之慣例，防止廢墟遭好事
之徒破壞。如欲了解實際拍攝位置，相信網上不難尋
得有關資訊。

二、部份廢墟屬私人地方，強行闖入有觸犯法例之
虞；加上不少廢墟日久失修，易生危險，故本會不鼓
勵各位貿然探索廢墟；若執意前往，請量力而為。

1. As a common practice among ruin porn enthusiasts, 
only brief hints on the premises concerned would be 
disclose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m from vandalism and 
unnecessary destruction. 

2. Some of the "ruins" mentioned are not public venues 
and trespassing might result in prosecution, while the 
others may be derelict, posing danger to visitors. It is under 
these grounds that we do not encourage unexperienced 
discovery of such ru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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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屋苑      Private low-density housing

醫院手術室      Operating theatre in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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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營印度廟      Hindu Temple in military barracks

錄影廠      TV Production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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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法院      Magistrates' Court

公園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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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灘會所      Beach Clubhouse

戲院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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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宿舍      Staff 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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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

Natural gas hydrate is an enormous new energy source in 
ice-like crystals. It is locked within frozen rock under high 
pressure in permafrost or under the seabed. These ‘ice’ 
become more and more famous with the name “flammable 
ice” and is called the king of all energies.

One of the major resources of this kind of methane hydrates 
is from the marine area along the continental shelves of many 
nations, including the U.S., and the Arctic. The substance 
consists of methane and water molecules. The high-pressure, 
low-temperature conditions under the seabed leads water 
molecules to form methane, giving it a texture like sherbet. 
Chunks of natural gas hydrate are similar to burning ice 
cubes, which easily combust when exposed to flame. 
Indeed, natural gas hydrate holds large amounts of methane 
which are combustible. For example, after a cube of natural 
gas hydrate decomposes, it releases cubic meters of gas that 
can be burned to generate power.

Opportunity

The solid white substance will give a pale 
flame upon burning but leave nothing except 
water. Japan is the first country successfully 
extracted methane hydrate from its seabed. 
The move comes as the world is running out 
natural energy resources. Especially the oil 
and gas price becomes higher and higher 
in the fast developing world in these years. 
Many countries have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hydrate form of natural gas with the traits 
of high energy density, large reserves, and 
wide ranging distribution.
With some global estimation, the energy 
content of these burning ices is immense which 
possibly is exceeding the combined energy 
content of all other known fossil fuels.

Challenges

The reserves of methane gas may solve the 
problem of lacking other fossil fuel, but it is 
still at an earlier stage of exploration since 
currently there is no technology to unlock 
the energy on a large scale. Moreover, 
there is a huge environmental risk from 
commercializing the solid. In fact, methane 
hydrates contain extremely high volumes of 
carbon dioxide. If it leaks into the air during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it may worsen 
the greenhouse effect or even cause an 
explosion.

Potential for China

Reserves: Qinghai-Tibet plateau, South China Sea 
China listed the ‘ice’ as a part of 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s. In recent years, China started studying the 
natural gas hydrate resources. The potential reserves 
of natural gas hydrate in the country are twice as much 
as fossil fuel. Thus, this new source of natural gas makes 
China's sizable shale gas prospects look small. However, 
the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no one because each 
country has its own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Japan 
has developed ways to extract the energy but it is found 
not suiting China perfectly. With no mature technology, it is 
too early to talk about how to commercialize it.

Source of image : Pinerest 

Solid and gas – our future energy
Editor : Liquid     Typesetter : Flamm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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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ulic fracturing (also known as 
‘fracking’) and horizontal drilling of 
shale gas become a very hot topic in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ing energy 
from shale is an advanced process that 
uses the latest drilling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It is a technique of 
well stimulation and is usually carried 
out once during the productive life of 
the well to help in the extraction of gas 
and oil. The focus of world is on its 
function of increa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well.

How does fracking work?

First, a well has to be drilled. Steel pipe or casing has to be 
inserted in the well bore. The casing needs to be penetrated 
within the target zones that contain oil or gas. Thus, when 
the fracturing fluid is injected into the well, it flows through 
the perforations into the target zones. Lastly, the target 
formation will not be able to absorb the fluid as quickly as 
it is being injected. At this point, the pressure created causes 
the formation to crack or fracture. Once the fractures have 
been created, injection ceases and the fracturing fluids begin 
to flow back to the surface. Usually sand or ceramic beads 
will be injected as part of the fracturing fluid mixture, remain 
in the target formation to hold the fractures. The shale gas 
will then be extracted out.

Opportunities

With modern drilling technology, 
‘fracking’ has unlocked the shale 
reserves. This fracturing will allow 
extensive production in natural gas 
and in older oil. It creates tens of 
thousands of jobs while the industry 
keeps growing in recent days. 
Obviously, it can help booming 
the economic growth. Without 
these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production of domestic natural 
gas and our oil production will be 
inefficient. It has been launching a 
renaissance in oil and natural gas 
production

Challenges

Fracture treatments in coal bed methane wells use from tens of thousands of 
gallons of water per well, while deeper horizontal shale wells can even use 
millions gallons of water to fracture a single well. The extraction of fracking 
has a requirement of so much water in which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ecological impacts to aquatic resources, as well as dewatering of drinking 
water aquifers. 

In addition to large volumes of water, a variety of chemicals are used in 
hydraulic fracturing fluids.  Tons of chemicals are used in the process. Many 
fracturing fluid chemicals are known to be toxic to humans and wildlife, and 
several are known to cause cancer.  Potentially toxic substances include 
petroleum distillates such as kerosene and diesel fuel. Human exposure to 
fracking chemicals can occur by ingesting chemicals that have spilled and 
entered drinking water sources, through direct skin contact with the chemicals 
or wastes. It also raises some health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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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往春天的綠皮車
投稿 : 李姝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研究生）       排版 : Cati

自從我出車禍後，眼睛就幾乎甚麼也看不見了，現在
我只想在徹底的漆黑前，回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看

看，重新找找童年的感覺。

我和老人，面對面坐在綠皮車的車廂內，略顯尷尬。車
廂裏混雜着乘客們吃早飯的氣味和小販不停兜售食品的
吆喝聲。我看不清老人的模樣，只聽到老人腳後跟和鞋
子之間發出的「啪嗒啪嗒」聲。

終於，我決定打破沉默的尷尬氣氛，故作輕鬆地問道：
「到哪站下？」

老人似乎被嚇了一跳，低低地說：「文德橋，你呢？」

「我嘛，沒事兒閑的，車走哪兒是哪兒！」我說。

「聽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是來旅遊的吧？」老人問。

「我小時候一直跟爺爺奶奶住老城南，後來上學就跟着
爹媽跑到外面去了，現在就想回來看看，我還記那會兒
的門還帶門環兒呢，是那種生鏽的古銅色，敲門的時候
會留一手的鏽，我爺爺總捨不得換，老說那是古董，換
不得，也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了。」

「我家現在就住老城南那一片，在我小時候，院子裏有
口老井，老井外全是青苔，走路一不小心就會滑倒，我
在那摔過好幾次呢！可就是不長記性，沒事兒我就喜歡
拽着井繩提水，可力使得又不對，怎麼都提不上來，反
而把那條井繩『折磨』得夠嗆……」

就這樣，我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聊了起來，時間一分一秒
地輕快流淌着。

「我們光顧着說話了，你趕快看看，現在到哪一站了？」
我突然想起了甚麼。

「你幹嗎不自己看看外面呢？」

我生怕被老人發覺我的眼睛幾乎看不見了，只好面向窗
外，假裝欣賞窗外的景色，腦子裡想像着一棵棵樹飛速向
後閃去的情形。        

「今天天氣不錯！就是風有點大，外面的樹都在動！」

「這很正常，我們的車一直在往前開呀！你放心吧，我耳
朵一直豎着呢，下一站就到了！要是再坐一兩個小時，我
就腰酸背痛了！」

其實，我是很樂意一直這樣坐下去的，只是老人馬上就要
下車了。實際上，老人早已開始起身收拾行李了，他說「
好了，我快到站了！」

汽笛一聲長鳴，車輪的節奏減慢。車外嘈雜的人聲鋪天蓋
地地湧入耳朵。車廂內的廣播響起：「文德橋到了，感謝
您的乘坐，希望您下次再來！」老人只是輕聲說了句「再
見」就「啪嗒啪嗒」地離開了。

此時，一個「女高音」飆了上去：「哎呦喂！你怎麼走路
的？長沒長眼睛啊！」

老人的聲音再次出現，「對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對不
起！對不起……」「一句對不起就沒事了？你怎麼不會
好好走路啊……」不知發生了甚麼，突然一陣沉寂，接下
來，那個「女高音」態度大變，聲調立馬降了八度，「算
了，沒事了，我自己弄吧。」

老人還是一個勁兒地道歉，「實在抱歉，對不住了……」

只聽見那個「女高音」沒精打采地抱怨着：「今天算我倒
霉，碰上個老瞎子！否則我肯定又要撈一筆了……」

重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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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有個復古的潮流傾向，喜歡編修族譜。原本這個由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做的事，竟成
為大眾的興趣，讓傳統思想的人會覺得未嘗不是好事，畢竟慎終追遠使「家」的觀念更
濃。

族譜是一本寫上所有同姓同宗的祖先的記錄，是一個家庭的歷史書。早於春秋時代便有族
譜的記載。直至南北朝時期，人們「家族」的意識抬頭，更開始淤腐封建的九品中正制
度，即把人用家族和血統分成上、中、下三大種九大品，同品才能通婚，與心自已低級的
人結婚則會降低自己的品位。除了門第通婚，九品中正制亦於政府選舉和士族出仕中成為
不成理由的選擇方法，把族譜意義單一推向為政治和血統論的工具。之後時代變遷，以族
譜將人分等的做法過時，但「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思想已深入民心，影響整個漢文字
文化區。

今人喜歡修族譜，在網絡上擁現一堆搜尋族譜的網頁，市場上亦有助人修譜的公司。如今
修譜的人，除了是好奇心使然的，最多竟然是商業利用，你說離不離譜！

族譜如今被人炒作，成為商業市場的利用品。如在成都，有賣粽的人打出「屈氏粽子」的
旗號，自稱屈原第七十二代後人，更拿出厚厚的家譜助證，粽子亦因名人效應而銷量比其
他店舖多。[1]　自稱巴蜀文化研究專家袁庭棟表示，由於很多家族修家譜時都喜歡往名人
上靠以提升身價，加上多數屈姓的人都奉屈原為始祖（而無直接族譜追尋），他認為「屈
氏粽子」創立人是屈原後代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所以「屈原後代生產的粽」很可能只
是純綷商業炒作。更重要的是，即使該賣家真的是屈原後人，這也和其賣的粽無關，因為
粽是在屈原死後用於紀念他的祭物。如果按照相傳的故事，屈原應該沒有看過或吃過粽，
遑論他會做粽子兼味道如何。再往上推論，即使屈原真的是一個做粽的宗師手藝非凡絕倫
又如何？大家都懂天分這東西不是簡單地遺傳的。

此外，修族譜的商戶表示，有些客人會要求族譜往名人上靠，希望修譜師可特地把同姓名
人加在族譜上。[2]修譜師亦表示，千方百計與名人扯上關係的現象古來有之，有些人是為
虛榮，有些人則是想從中獲利，甚至連中國的地方政府也會想「做個名人」來開發旅遊
區。

當然，除了這些心懷不軋的人會修譜，現在人們都會因尋根熱而修譜。在儒家文化圈裏，
大部份的人都會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尋根熱推廣了儒家思想，對人作出規範，又能將
文化承傳。不過，雖然說鑑古知今，古人又云慎終追遠，但正如上述屈氏後人一樣，其實
你的祖先怎樣英明神武，都與你無關連。你可以敬重你的祖先，但為與你可能無百分之一
相同的基因而自豪是很愚蠢的。[3]世人常說，富不過三代，也可能是因為中華文化太容易
養出二世祖。中國傳統思想教導我們一個人不是一個人，而是大家族的其中之一——雖然
這使我們人倫關係緊密了，但有時也可能成為限制和負擔。盼望大家守着傳統文化的好處
時，亦能破舊立新，壞處就自自然然果斷拋棄吧。

參考資料︰
http://kaostaiwan.pixnet.net/blog/post/28149398-%E5%AE%B6%E8%AD%9C-%E7%99%BC%E5%B1%95%E8%88%87%E6%BC%94%E8%AE%8A
http://digital.lib.hkbu.edu.hk/history/relic-view.php?lang=tc&page=10&searchtxt=&SB=

[1]新聞見 http://haiwai.people.com.cn/BIG5/n/2012/0613/c232583-17141015.html
[2]新聞見 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141113/tcaf2_r.htm
[3]給數學概念不好的讀者作參考，若你三十代前是宋理宗（以三十年為一代去算是宋元時期），你與宋理宗的基因相同百分比是 
1/2^30 x 100，即是 0.0000000391 %。當然，由於古代人口比現今人口少很多，基因的重複度較多，加上着重血統的貴族多會近親通
婚，以上是最少的相同值。

圖片來源 :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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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aLaLa~LaLa~~~」

「嘩你的聲音挺動聽的嘛，有
沒有興趣加入合唱團正式學唱
歌？」考官讚歎道。現在是鋼琴
考試最後的 aural 環節，考生—即
是我—需聽一段考官即場彈奏的旋
律，然後唱出來。

「說真的我可以給你介紹。」考官一臉認真地
對我說，彷彿忘了現在是鋼琴考試。

其實我並無接受過任何聲樂的訓練，所以唱出來如何運氣，
喉聲氣聲的都分不清，遑論表達出來的情感（當然，有誰會特地為 
aural part 的旋律配以感情？），考官可能在說潛質。

「潛質」嗎？……

有些人的天資是非常集中於一兩個範疇的，他們可能精於一樣學問而其他方
面比常人差；有些人的「天賦點數」卻是十分分散，可能每項事物都很快上
手，不過每項的成就卻未必很高。我是屬於第二類。

除了鋼琴，我還有上過跳舞班、畫班等，每種都受正式教育，每種都小有成
就。團體舞當過台柱，畫畫在比賽得獎……這可使我頗有成就感︰即使當不了
專才，也可以給人多才多藝的感覺，儘管每樣都只是小有成就……

直至那一次，教會團契的導師與我們玩隨筆塗鴉。看着其他人都在亂塗，畫着那
些似豬的馬、似鬼的人，我又不敢亂來。雖然題為隨性的塗鴉，但手卻自然會跟着
猶在耳邊的畫圖規矩舞動起來：圓要畫方切角、臉要三庭五眼……看到自己親手畫的
傑作，按道理我應該感到滿足。

應該。

「嘿！你畫得太公式了，你就不能畫得隨便一些嗎？」導師如是說。

隨着導師的眼睛掃向其他在亂塗的團友，他們個個都看似樂在其中。不是每個人都在笑，也有一些人在苦惱
如何下筆；不過他們都享受着亂塗的樂趣︰沒有分數、沒有比較、沒有壓力。呈現的，只有成年後似乎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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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的天然和野性的一部份。
此時導師又着那個苦惱下筆的人不

用猶疑，只要隨心畫即可，筆觸無分對錯。
「今天只是面對自己要抒發的感情而已。」我呢？

又彷彿醍醐灌頂，只是這些醍醐酥油並沒有溜走，我只是被狠狠地沖
身，整個人就定住在那一刻……

然後我又被沖回鋼琴考試的現場。考官仍然真摯地看着我，待我頷
首。記憶和靈魂都定住在那一刻，我貿然回答︰「不用了。」反止我
不想成為音樂家，就請您容我留下這篇未受訓練沾染的空白，在唱歌
中可以抒發初生、純淨的野性。

絀之美。

作者後記︰
本篇說的只是一個兒時上太多興趣班的人的感受，要在一個有潛
質的範疇輕易放棄，其實絕不輕易。有人會覺得這是浪費才華，
但其實全才而又樣樣頂尖出色的又有幾個？當然有著名科學家可
以同時精於演奏樂器，但此實屬娛樂性質—他醉心的，不就只
有一樣嗎？更細緻去分析，不少的科學家更是專攻科學中某一個
專門領域的某一分支。若看官為該「娛樂」感有壓力，似乎該「娛
樂」不是娛樂，或是你的娛樂太多了。不過天下怪獸家長何其多，
自 chur 的人何其多，而這篇文章的影響力、廣及範圍又何其少，
筆者在此篇都只是似自發嘮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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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妒英才（鶴頂格*）──再賞《南海十三郎》有感

天生情種才洋溢，
妒偏橫降誤彼狂。
英傑蒙塵可憐見，
才高禍累十三郎。

牛尾海傍中秋燒烤

賞浪沐風情，圍爐讚樂聲。
薄雲心內散，月是海邊明。

投稿：心秋 
排版︰Cati

圖片來源︰ http://bbs.hongdaishu.com/showtopic-1473.aspx

* 編按︰鶴頂格是詩中嵌字的其中一種格式，即是詩中每一句的第一個字串連
起來會有意思。另外，在詩中每一句的第二、三、四……七個字中嵌字的格名
分別為燕頷、鳶肩、蜂腰、鶴膝、雁翎、鳳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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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Flickr

一年間的平斜陰
投稿／J 康      排版／ ( ͡° ͜ʖ ͡°)

無聊至極，突然想起中五時的聖誕參加班際音樂比賽的一些點滴，便尋找那時拍下的片段觀看。看畢自己
班後，我內心掙扎應否觀看那一班的那段。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禁歌」，即是不能讓自己去聆聽的歌。為何要這樣做呢？或許是因為這首歌與自
己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有關，你一聽，一幕幕前塵便失了控地在你腦海中翻滾。同樣地，我一直避免重溫
那一班的表演，是因為在當中，有「她」在。

最終我還是把持不住，找回那一班的表演片段觀看。我一直尋找着她在影片的出現，在甚麼的角落。她的
臉，她的步姿都使我很快在四十人中認出她——這不是因為我了解她，只是因為我太留意她。從來要熟悉
一個人，最理想的情況是她也了解你的為人。那時像是做到，現在明白那只是不成氣候的相知。

片段中的她和現在相似，都有一束及肩的馬尾，只是前額已轉了髮陰的形式。一年前，她的平斜陰並不齊
整，斜向的前陰有一兩行空隙，露出少許額頭。我很喜愛她這個樣子，傻乎乎的，但不幼稚，不嬌嗲，倒
是有幾分感性。至於她「all back」的面貌，我當時實在不敢恭維。我一向對女孩「all back」避之則吉，因
為這髮型簡單同時並非人人都配得上，很可能弄巧成拙。

還記得在第一次出外逛街的前一晚，我千叮萬囑她要梳平斜陰。在熙來攘往的旺角手牽手踱步，微微看着
身旁的她，幸福的滋味湧上心頭，我們好像被甜蜜的空氣眷顧着。她的美，造就了當天的美妙。然後到了
某一天我接她去吃午餐，她居然任性地梳了「all back」。我假裝生氣，但看着看着，其實也有多少的美
感，只要身旁的人是她就足夠了。甚麼髮型彷彿不再重要，她就此推翻了我長久以來的審美觀。

到了一天考試，我與她一起步行回校。那天她梳回我鍾愛的平斜陰，與我會合後，我低下頭，提起手溫柔
地撥開刺着她眼睛的頭髮，兩小口然後慢慢前行。這是我最後一次與她面對面相處，她烙印了美麗的平斜
陰的面貌在我心裏，和一張張的筆記一樣溜進腦海。不同的是，那些筆記的內容早己拋諸腦後，而這個容
貌並沒消褪，一直深深的刻在心中。這個末日，她留下了最美麗的印象給我。

常常說冬天是個浪漫季節，我想那些浪漫的氣氛大概都被過份渲染。甚麼邂逅到有情人，不過是可笑的黃
粱一夢。寒冷的天氣中總有人捱不住，總有些事物給冬天冰封。路程總有終結，若循環不息，只在漫無目
的地走，便失去意義。可惜的是，我還沒有停下來，她便忽而卻下步，在剛剛起步的長跑默然離開了跑
道。她在前，我在後，她從此走得比我快。我和她就這樣，彼此隔着距離。她好像從沒猶豫過，從沒停頓
過一步，一點意識也沒有。

現在，成了年的她梳的是「all back」。不知是否髮型改變了的關係，她看起來成熟了很多。前額沒有頭
髮，把以往平斜陰時的回憶通通都趕絕得不留一絲痕跡。相由心生，或許是對的，她在這一年間，思想也
應該變得成熟了，複雜了吧。只是「all back」的背後，是否有萬縷交錯的心境？

我照着鏡子，雜亂的前陰使自己看起來沒精打采，當中又有多少串如何費力也剪不掉的牽掛？也許，若然
當初我們沒有相逢，我依舊是那爽朗的自己；若然當初我們沒有相逢，她依舊是那傻乎乎的她。那個傻
女，那個戇男。

P.S.  這篇文章其實是在一年前所寫，那時候我剛升上中六。現在的她當然已夠
十八，畢業後頭髮亦不再束起馬尾，更染了金色。現在回想過去，縱然早已不再喜歡她，
但中學時代的愛情總是叫人懷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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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時｜N/A  景｜N/A  
人｜ N/A （旁白）

人生如戲峰迴轉，
又不如戲事滿完。
若要憑心寄一笑，
當知世事非如願。

起  
時｜戲劇學會畢業派對前一天   景｜男主角家    
人｜男主角

（男主角臥在床上，輾轉反側）
男主角︰（眉頭深鎖）「唉，再不說便沒有機會了……」
旁白︰ 「自從中四加入戲劇學會，第一眼見到阿晶，阿文便喜歡上她。明天便是中 
 學畢業前，最後一次戲劇學會的聯誼活動了，阿文很是煩惱。」
男主角︰（自言自語）「真的沒有信心她會喜歡我……雖然她會主動和我聊天，但她 
 就是這麼外向的人……」（轉身）「誰叫你的眼睛這麼動人﹐我才會如此不 
 能自拔！」
（男主角嘆氣，雙手交叉抱於腦後，苦思良久，然後猛然起身）
男主角︰「不行啊！要把明天最後的機會！」

（關掉射燈，落幕）

承  
時｜戲劇學會派對正日，晚上七時   景｜中學禮堂
人｜男主角、女主角、派對的學生   

（數十人穿上禮服，兩旁有桌子擺放食物和飲品）
（喧鬧聲不絕）
（男主角走近女主角，把她拉到一旁）
（喧鬧聲漸小至無）
男主角：「晶，其實我……」
（女主角側頭，表示不解）
（男主角把頭貼到女主角耳邊）
男主角︰（氣聲）「其實我……」
（女主角兩秒後退後兩步，直瞪大眼）
女主角︰「不行啊！」（結巴）「我……只是……喜歡你而已……呃，不是『那個』 
 喜歡，就是只是朋友的那種……」
旁白︰ 「阿文徹底絕望了，正準備轉身悄悄離開派對，阿晶便在旁邊叫喚他。」
女主角︰「文！ 」（激動地）「但我倆是好朋友！這三年來在戲劇學會裏，真心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

（喑燈，所有配角和女主角退場）

戲
撰文／洛洛        排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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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時｜派對一個月後   景｜台左邊是女主角家，台右邊是男主角家，中間用屏風分隔
人｜男主角、女主角

（男主角在家中的窗台前坐着看風景，女主角在自己家的床上雙手抱膝坐着，低頭苦思）

（女主角低頭）

女主角：「怎麼辦？好像喜歡上他了……」
旁白： 「正正因為阿文不理睬阿晶，阿晶才知曉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喜愛上阿文 
 了。」
女主角：（傻笑）「我真是天下第一大傻子！這麼明顯，都沒有明瞭自己的心意，哈！」

（女主角拿起電話，撥給男主角）
（電話響，男主角拿起電話，繼續坐在窗台）

男主角：（遲疑半秒）（冷漠地）「喂。」
女主角：「文呀，我愛你。」

（男主角先是呆滯，之後直瞪大眼，原本不敢置信，但瞬即被歡愉的心情取代）
（男主角傻笑）

男主角：（繼續笑）「我就知道你會喜歡上我的！」
女主角：（笑得更甜）「你怎知道？」
男主角：（自滿狀）「就憑你望着我的眼睛！第一次見到時，我已經迷上你那閃亮的眼 
 珠，你的眼神對着我的時候，是特別的溫柔……不如先約出來再說吧！」
女主角：（甜蜜地）「好！老地方見。」

（女主角拿着剛掉綫的手機和手袋，從舞台左邊離場）

（男主角在家中裝扮）（男主角興奮地換上西裳）

男主角：（拿起電話）「鮮花店嗎？還有沒有玫瑰花束？有？好，十分鐘後，我來拿。」
（電話掛掉，男主角轉頭，電話又響）
男主角：「喂？」
配角： 「是何美晶的家屬嗎？發生了嚴重車禍，何美晶當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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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走進文的宿舍，一手把劇本初稿狠狠
地丟在桌上，罵道：「這也太扯了吧？這
些古老的橋段即使寫得如何生動都沒有人
會看！」文瞄一瞄那份剛經摧殘的手稿，
爭辯道；「人生如戲嘛！誰不知這個故事
會否真有巧合，與別人的經歷有所相同？
真實的故事就會感人，感人的故事就會有
人看。」導演擺了擺手，直顧搖頭，明顯
不想理會文的「歪理」。

無奈的文唯有重新動筆再寫一次新的劇本
初稿。他在微黃的原稿紙上寫上大綱：

引子：
起：
承：
轉：
合：

看着紙上潦草的六個字，文不禁想起，現
在已是大學劇社的編劇，距離初稿的故
事，原來已過一年。

歲月如煙，但晶出殯那天的容貌，仍在文
心中久久不消散，她眼瞼緊蓋，已經不能
再看到令他失魂的眼珠。最後一次看見
她，已不只是失魂—是銷魂了。

文毅然刪去初稿中的「合」字。

人生如戲，又不如戲。

圖片來源 :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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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四分之三的香港：
行山．穿村．遇見風水林

撰文／鳩嗚
排版／ Y.Y

近年本港忽爾掀起行山熱，遠足指南如雨後春筍
般現於各大書店。這些「行山書」大多製作精美
（甚至是「閃卡」封面），內頁全彩印刷，圖多
於字，兼附精密地圖。

與閃卡行山書同樣置於連鎖書店「旅遊」書架上，這本《四分之三的香
港：行山．穿村．遇見風水林》無論是封面設計或是尺寸，皆與同儕格格不
入。翻開內頁，眼前滿滿是密密麻麻的直排文字，恍如在閱讀小說一樣，只
有扉頁的簡陋手繪地圖─對，不是那些模仿政府地圖畫上等高綫的精密地
圖─提醒我這是一本遠足手冊。

說這本書是遠足手冊其實也不甚正確，它可說是一本旅遊文學或是遊記，是
具有行山指導性質的寫實文學作品。但以書後的「行前叮嚀」而言，也不能
說它完全是一本遊記。

令人注目的，是本書作者劉克襄並非香港本地人氏，而是臺灣作家。網上資
料說，劉氏擅長描寫鄉土風貌與自然生態，相關著作甚豐。劉雖非本地人，
但仍無損內容之翔實，他隨其步伐，在書中娓娓道來山徑沿途的動植物品種
知識，以至歷史背景，使此書不如一般行山書流於實用層面，令敘述乏味。
正如前文所述，《四》不如其他行山書般逐個分岔路口設圖，而是每章只設
只寥寥數幅，更穿插有劉氏對沿途植物的即席素描。較市販的「目標為本」
行山書，《四》無疑多了一份人文氣息，

對香江近郊山巒的情意結，絕非劉克襄一人獨有。早已聽聞不少日本人頻密
來港度假，為的不是體會「購物之都」、「美食天堂」之美譽，而是為一親
香港山水香澤。誠如首位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女性田部井淳子所言：「香港山
的美麗，在於山不只是山。而是山可以有山、有水、有石澗、有密林、有瀑布；
香港的神奇，則在於市區原來就在山腳下。」

寫到這裏，忽爾想起本校有一名姓雷兼有鼎鼎大名的教授只懂計算經濟效益，
力主戳破香港的市肺建樓。身為科大商學院學生的筆者寫到這裏，不禁倒抽
一口涼氣，為何保護本港崇山峻嶺竟要靠外地人？

作者／ 劉克襄（臺灣）
出版／ 遠流出版事業（臺灣原版） 
 中華書局（香港版）

圖片來源：freebig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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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活着的一生可長可短，在見證人死亡的喪禮中，十多分鐘的悼念詞便可概括數十載的
人生；名人的悼念詞或許長一點，也最多是數個小時罷了。人活着的目的到底是甚麼、活着
的意義何在實在令人深思。
 
書中主角徐福貴，在一生中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大躍進等中國近代的重大事變，他生活在一
個頗為富有的家庭，他的一生大起大跌，先是有失去財產金錢的悲，後有娶妻生子的樂、有
兒女成材的喜、到最後身邊親人全都逝世，只剩下龍鍾老態的自己孤獨地與一頭老牛活着。
此書將其一生重大事件一一刻畫，沒有用特別的手法，只是平實地展現在讀者眼前。
 
徐福貴的一生不是最特別的、亦不是最悲慘的，各看官或會問為甚麼作者仍會以其為題材，
甚或至以整本書描寫其一生。作者在引言中提到一句「這篇《活着》，寫人對苦難的承受
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徐福貴並不是一位成功人士，他與我們一樣是平民，不同的是
他生於大時代，混亂動盪的局勢令其面對着不少的挑戰逆境，面對着一個又一個的死亡，他
選擇坦然面對，即使最後只是剩下他與一頭老牛仍堅持活着。對於苦難，生於安定的我們未
必對他的一生有所共鳴，但我們所遇到的困難比起他實在是微不足道。面對困難，他沒有怨
言，我們更不應該有。
 
這本書其實很可笑，明明題目為《活着》，書中卻充斥着無數死亡的故事，先是福貴的父
母，繼而是其妻子、兒女，他們為了活着不斷在死亡邊緣掙扎求存，但卻沒有人想過活着的
意義何在，為甚麼人人都要苦苦求存，平民、富人，以至如秦始皇坐擁江山的君主都要追求
「長生」。作者在書中前言留下一句：「人是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為活着以外的任何
事所活着」。筆者感觸良多，活着自身不是為了任何目的意義，徐福貴失去一切，單獨活着
亦並為了追求甚麼，他只是單純地活着而已。

書評—活着 

作者︰余華

撰文／Y.Y    排版／ :O)

圖片來源 :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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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Vincent Chow
原詞：黃偉文
唱：陳奕迅
改詞：牛刀
排版：Y.Y

霎眼學費到　又冇錢　使費確係貴　進貢雜費肉赤　送我歸西
下下扮巴閉　無奈荷包經不起洗禮
成日靠父母　次次都幾閉翳

全力做埋兼職　落力 part time　辛苦嘢我蒞替
最緊要幫補搲到真銀今次得米
重要撲到聖誕假實習　難得少何富貴
係搏命過　就算唔錯　難道信捕獲到一切

＊糧就出　不需憂米　唯獨 CGA 認真太曳
堂未返　sem 中 note 史筆記積壓邊有睇
老兄科科不濟　再見 1st hon 犧牲點計
人人話我垃圾　個 grade 太爛堅廢＊

全力做埋兼職　落力 part time　辛苦嘢冇唔制
再加上今年輕鬆私補今次得米　好～
六個照補搏佢派利是　狂收新春獻禮
煩惱蒞喇　又作病喇　潺羽到食藥啪總掣

＊確實眾多不堪辛酸教訓　連成績都瓜老襯
去拜關帝又夾住文昌　𠼮佢救我換滿分

糧就出　不需憂米　唯獨寡佬單身好閉翳
唔願玩　入乜 Q 鬼莊呀　驚我即冧低
老兄乜都不濟　拜托家陣犧牲點計
人人話我垃圾　個款似食塞米

糧就出　不需憂米　唯獨家陣好運滯
努力過搏命過瘋癲過　頹過隻喪雞　no no no no ～
糧就出　冇乜緊要　還掂家陣都任砌
流馬尿發癲　喪叫亂吠
直頭算數　索性飾演　螞蟻

窮書奴─調寄《陀飛輪》

↑原曲欣賞

圖片來源：dougs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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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思

閒雲野鶴　仍然孤單　遊子過冬
沒你　心隱隱的痛
沿途欠你　無從驚喜　形單隻影
獨旅　心也漸凍

看　北歐冰國　佈局何淒美
問我　怎貪歡城中

＊寒霜　五更都冷冷飄送
羅衾怎擋得了那股冷風
難忍　只好圍爐火邊取暖
盼孤單如幻覺　或會幻化虛空

從不怕北風凜凜起哄
唯恐不可跟你徹底抱擁
從此即使祈求火般溫暖
也只得尋夢去　我一想便快要失控＊

人隨處逛　遊魂一般　無心細賞
別處　花火怎麼美
仍然意冷　呆呆癡癡　全因已經
習慣　把你右臂

歎　輾轉不已　渴求忘憂處
夢裏　心聲不言中

＊

不才首篇原創歌詞，化用短片配圖、李煜〈浪淘沙〉「五更」「羅衾」。
有意獻唱者不妨聯絡風地君，聊表支持，滿足不才私心，他人也可一飽耳
福。

風地君亦有填詞。

曲
編
／
風
地

詞
　
／
牛
刀

排
版
／Y.Y

↑創作欣賞

↑風地面書專頁

圖片來源：flickr

22.4 finalize2.indd   75 26/2/2015   16:10:07



文 藝

76

粵語專欄—

擴闊對粵語填詞嘅想像
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
撰撰撰撰撰

睇到題目，各位可能會諗：吓？噏乜呀？不嬲都有粵語流行曲㗎啦。之不過，諗深一層，一
直以嚟，我哋大多數嘅廣東歌，都只係粵音合樂入文，行文依循官話白話文詞彙同語法，最
多間中夾雜下啲粵語詞彙呀噉，並非名符其實嘅粵語流行曲。借用 HUMA 2031 - The Cantonese 

Language 姚玉敏教授嘅例子，即係《愛得比你深》（張學友嘅歌）而唔係《愛得深過你》。

曾幾何時，粵語白話合樂填詞（合樂即係啱音，所以齋 rap 唔計，唔好話區區做乜唔提 LMF），
喺主流樂壇都幾活躍下㗎。許冠傑、黎彼得呢對黃金拍檔大大話話寫咗唔少經典名曲，渾然天
成；嗰陣時都有徐小明《青春痘》等曲，再唔係，尹光啲口水歌、李秋霞啲鹹歌，你估呢咋流㗎？
黃霑手詞巴閉就唔使講添啦，區區自問就填唔到《道》呢篇咁絕核嘅詞喇。區區幾歲人仔嗰陣重
有錄音帶（卡式帶），嗰陣時重聽緊餅帶啲兒歌，而家都重記得首《小飛俠》都係粵語詞㗎。

可惜「世事多變，豈可盡如人意」（《要爭取快樂》），全口語唔係個個都 buy，黃霑本人都
曾經有諗過推動粵語流行曲全口語化，奈何聽眾反應極差 [1]。去到零二年，黃偉文同伍樂城發
起「新廣東歌運動」[2]，搞全口語實驗，至少有五項成
品，李彩樺首《你唔愛我啦》係當中嘅代表作，亦係最
為人所識，出到嚟反應又係麻麻，評價好壞參半，認真
慘情。之後粵語填詞作品數量至少喺主流明顯大減，冇
幾耐都重有 Twins 嘅《你講你愛我》，再之後有林海峰
同佢成班老友嘅《男子組》，一零年鬼才林敏驄一貫無
厘頭風格，同溫拿（係咪樂壇瘀血就見血見智啦）填咗
首《樂壇風雲》，零零丁丁小貓三四雙噉囉。非主流、
地下嗰邊都算好過主流嘅，近年嚟有 ToNick、神奇膠，
Heyo 有首《喜愛射毛》串爆蒲精，就連「少開你阿爸」
嘅尹光都出嚟唱《你老闆》。形勢係就係悲咗啲，但都
未至於要學肥媽大歎一聲「嘥氣」（《要爭取快樂》）。

其實，有咩好排拒啫？大老啊，母語嚟㗎，嫌棄佢庸俗低俗，噉你講開廣東話係咪就會俗埋
一份先？妖孽六八九份人再賤都好，喺立法會呢個公開、正式嘅場合，都係用廣東話宣讀施
政報告㗎。堂堂粵語出得廳堂，又點會失禮呀？場合如是，題材亦如是。君不見《制水歌》
《半斤八兩》《鬼馬雙星》《賣身契》《加價熱潮》《最佳拍檔》《尖沙咀 Susie》《日本
娃娃》《打雀英雄傳》《財神到》，題材多樣，包羅萬有，莊諧兼備，雅俗共賞？許冠傑嘅
傑作固然係香江傳奇，而家亦都有唔少歌證明畀我哋睇︰廣東話一樣有資格，一樣有本事！

再者，「新廣東歌運動」未竟全功，亦都未必關粵語填詞
事。譬如《你唔愛我啦》猛咁啦啦啦，有人話用字貧乏，我
就話係副口吻太傳神，港女格累事。無可否認，呢首歌正
如 Wyman 所講，係「港女始祖」。照噉講，淨係識得「嗎」
到落尾，正一傻的嗎，都好唔得幾多㗎咋，噉樣何嘗唔係膚
淺呢？由此可見，所謂乞人憎之處唔係在於廣東話入文。

每當諗起台灣閩南歌、客家歌受當地人擁戴愛護之時，粵語填詞就重未得到主流大眾認同甚至
歡迎，區區都不免唏噓。講真吖，又唔係要全盤否定或者排斥粵音入文，同埋以前常見嘅通俗
文言 [3]，以至蔚然成風嘅三及第，優秀作品一樣照讚照欣賞不誤。「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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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Christma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2TKf1U5ZEo

喜愛射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ijOzpues4o

起勢維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Dfu-TKG14

其實毒撚一個過平安夜更開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1oxzIMwxDA

膠是香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VeUUvAgUW0

跳飛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R9CVDNZcWA

關心菊英
https://www.youtubecom/1watch?v=F2jhvk4HKVY

自由」、「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都係「香江不朽名
句」，「條條大道條條係路」（《道》），區區同好多同
路人、知心友都係想「守護我的獨家村」，用最自然嘅母
語暢所欲言、抒我胸臆，流露真切嘅情感，唱出心聲噉啫，
何罪之有？有幾荒誕可笑、不切實際、癡人說夢？「我自
求我道」（《道》）！咁多位，係時候擴闊對粵語填詞嘅
想像，諗下復興粵語填詞嘅可能，延續「新廣東歌運動」
嘅精神，深耕細作，令到佢超越運動嘅層次，遍地開花！

[1] 黃霑〈粵語流行曲的歌詞創作〉頁 11 
      http://www.library.ln.edu.hk/eresources/etext/clt/clos/clos_0002_a01.pdf

[2] 評論可見 http://cantonpopblog.blogspot.hk/2012/04/blog-post_4598.html

[3] 《光明頂》有一集談論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JdmZBcp69w

我的師姐李慧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bUwOfYdsGE

小飛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0sY5BzPXo

水滾茶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Cadb18eMu4

粵語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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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Crazy Heart》 影評
撰文、投稿／思苦	 	排版／ Y.Y

人生就如坐摩天輪，有高有低。經歷過事
業的高潮，所唱的	country	music	 受過成
千上萬歌迷的崇拜，已入晚年的	Bad	Blade
（Jeff	Bridges	演繹）人氣大不如前，正
處於人生谷底。他不單嗜酒成性，還對音樂
失去了熱誠，只靠表演自己的老歌過活。
正正這時候，年輕女記者	Jean	Craddock
（Maggie	Gyllenhaal	演繹）因採訪認識了	
Bad，之後他們更展開一段忘年戀。愛情有
着落的同時，事業也開始有起色。Bad	的徒
弟	Tommy	Sweet（Colin	Farrell	演繹）幫
他認清方向，協助他轉型成主力創作樂曲，
使他的才華得以再度發揮。不過，Bad	嗜酒
問題愈來愈嚴重，令	Jean	堅決離他而去。
最後	Bad	痛定思痛，決定戒酒並重新振作。

就以上的簡介，讀者可能以為《Crazy	
Heart》同一般的勵志電影沒分別，但提醒
大家這部作品本來是不會公映而直接發行	
DVD	的。那為什麼發行商	Fox	Searchlight	
Pictures	會幫忙公映呢？不得不承認，故
事情節不帶太多驚喜，但故事內容適如其
分，沒多也沒少，而且鋪排做得出色，使
本來平淡的推進加了不少味道。此外，Jeff	
Bridges	和	Maggie	Gyllenhaal	的細膩演出
也是功不可沒的。相信正是以上原因使這粒
滄海遺珠可以在銀幕上發光發亮。

勵志電影通常會好頭壞尾，例如主角得到的
助力有時會來得莫名其妙，使得就算多好的
前設也是白廢心機。《Crazy	Heart》的導

演兼編劇	好的前設也是白廢心機。《Crazy	
Heart》的導演兼編劇	Scott	Cooper	應該也深
明這個道理，所以在電影開始不久後就暗示了	
Tommy	將會是	Bad	的貴人，然後在中段講述	
Tommy	相當感激	Bad	當年帶他出身。再之後	
Tommy	幫助	Bad	也就會發生得自然而然、合
情合理。一齣好電影可以使人不知不覺看到最
尾，而	Scott	Cooper	在對白下的功夫使《Crazy	
Heart》可以做得到。故事需要轉折的時候，對
白如何銜接往往是個大難題。Scott	Cooper	在
《Crazy	Heart》裡就做了一次相當好的示範。
在	Jean	第二次訪問	Bad	時，Bad	的一句對
白成功將這場訪問不落俗套地演變成一次曖昧
的試探。這樣自然的過渡大大加強了觀眾的投
入感，同樣地對該電影的期望也提高。當然，
《Crazy	Heart》最後也沒有令我們失望。

今次，Bad	Blade	 這個角色好像是為	Jeff	
Bridges	度身訂做的。可能因為本身會彈鋼琴
和結他，所以在戲裡的一些演唱鏡頭的他，完
全就是一位經驗老到，對他那支結他駕輕就熟
的歌手。另外，一開始	Bad	Blade	豪邁放蕩的
性格使人會想起	Jeff	Bridges	多年前在《The	
Big	Lebowski》裡扮演	The	Dude	這個深入影
迷心的角色，而這角色確定了他是會演「麻甩」
的。可能這是上天對	Jeff	Bridges	的眷顧，
他真的把這位麻甩又過氣又覺得是時不與我的
老歌手演活了。到尾段，Jeff	Bridges	 的眼
色和唱歌時的語調都變得柔和了，由此表現了
心境上的轉變。這截然不同的感覺使筆者感受
到	Bad	Blade	的內疚同後悔，也因此不禁覺得	
Jeff	Bridges	絕對是位實力派演員。

至於	Maggie	Gyllenhaal，她演繹的	Jean	不但
是一位記者，還是一位以兒子為大前題的單親
媽媽。Jean	仍然相信愛情，但安全感在她心目
中永遠排先。其中一場講述	Bad	在電話中表示
想再探望	Jean，她在對白間的停頓和肢體的反
應來得相當自然，帶領着觀眾代入 Jean	去衡量
將來與	Bad	在一起的甜和苦，使那份心如鹿撞
而又猶豫不決的心情表露無遺。此外，Maggie	
Gyllenhaal	在分手時的反應，不僅帶出了	Jean	
對	Bad	的失望，還反映出單親媽媽追求愛情時
的辛酸和無奈。

最尾，《Crazy	Heart》以一件憾事作結，但請
不要以為有遺憾就是不好的。其實遺憾是可以
帶給人生一點點的養分，使人茁壯成長的，但
這只發生在人們懂得放下這份遺憾的時候。再
簡單一句，就是「要得到首先要學識放下」。
Bad	也是學會了，才可以踏入人生的新階段。
難怪有人說遺憾，也是美。

圖片來源：newwestrecord,mu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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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迴廊橋
我有一個夢
天空下有座橋
橋的對面

就是一段旋律

有個身影掠過
她唱着

為何天空沒有淚水
正如橋上沒有岸

她掉了一根弦
可她依舊唱着

身影融化在了風中

如果有一天
你碰到了她
請告訴她

她丟下一根弦
弦上有座橋
而橋連接着
我的夢

撰文（投稿）／李姝賢
排版／ Y.Y

圖片來源：forwall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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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ing, wedged between comfortable pillows,
Thirsting for a few drops of sleep, so sweet 

and mellow.
I wish I could stay in bed,

With nothing but a pillow under my head.

I don’t want to wake up just for a class;
My sleepy bed-head is thinking up something 

crass.
I want to stay here and drop back to sleep,
I wish I could go back to just counting my 

sheep.

The Prof. will have to deal with an empty room,
so don’t wake me up unless something goes 

“BOOM!”
Houston, this is me heading to the land of nod,
Snuggled in my blankets like a pea in a pod.

But just as I finally settle down,
I blink twice and find myself awake with a 

frown.
I’m suddenly awake though I wanted more,
So I’m off to class, though I’d rather snore.

At Uni, It’s a Wonderful World
Pranay Vishwanath

Types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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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ot breakfast on a cold winter morning,
That is a great happiness to my soul.
Warm waffles, soft and sweet to eat,

With syrups, jams and tasty sauces by the bowl.

Crêpes, fresh off the skillet and into my plate,
With chopped nuts, fruits, cream and chocolate.

Eggs, adequately scrambled with onions and greens,
Lightly salted & peppered by the pills by my plate.

Or perhaps something very slightly simpler?
How would cereal from a box fare, I wonder?

With cold and warm milk to add,
‘Would a simple breakfast do?’, I ponder.

Lest I forget, there is the bread,
Toasted, warm and yeasty, a perfect treat.

And finally, the coffee, with beans finely ground.
With that, my happiness is complete.

The Hunger 
Games
-Breakfast edition-

Pranay Vishwanath

Source of image : Tumblr

Types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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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maple leaf flutters within the air,
unwillingly, with despair.
I glance at the bare branches,
pretending not to care.
 
But the little ache twitches my heart…
I know this place too well.
Strolling across the bleak land,
Stepping over the crispy snow, hand in hand.
 
The maple leaves wavered in our breeze of laughter,
I had the whole world, I thought;
just resting my head
against your shoulder.
 
Those winters with endless yearnings
filling up the sky.
Our reveries of the years to come,
and how seconds flew by!
 
One on each side,
we leaned against the maple tree
like two little naïve birds
with the tree as our nest.
 
There was a promise for the next winter,
and the next, and the next…
 
…The memories flood with my tears,
once, this tree was
our very own sphere.
And now, there stands the sole trunk,
the sole myself,
with you nowhere near.
 
Like the ever-glorious red leaves,
foolishly, I thought passion doesn’t end.
This moment,
all that remains,
is a wound that doesn’t mend.
 
Would these scattered little crystals
ever collect our words over the last winter?
The piercing sun dawns,
the valley darkness slips,
like our yet-to fulfil aspirations,
gone forever and ever.
 
I stand like the bare trunk,
rigid and without fear.
Or maybe I’m the trunk itself…
for now I understand—
 
you are my last maple leaf
that flutters off in the air.

Our Maple Tree 
Author : Caixuan (Susan) Ji,   Typesetter : C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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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love for you is like a bird—
a bird that sings for the tree.
You are every syllable of my chirp,
our song is the resonance of
you and me.
 
It echoes between each
leaf, across each
branch,  so fair,
so free.
 
My love for you is like a creek—
a creek seeking its way to the sea.
Rapids, surges, waves,
rocks, sand, scree…
 
and I won’t forget to ask each
one of them, of where,
where you might be.
 
Listen to the beat of your
tides pulsing through,
let my trickling  be your harmony—
swish…swish…swish…
 

yes, I can hear, that you’re calling,
calling for me!
 
My love for you is like a star—
not star-crossed lovers, just a star.
When the Sun shields its glory,
when lightning destructs the
pristine sky;
when the Moon loses its lustre,
when all the hope is out of sight…
 
I’ll still be there—
a shimmer of comfort,
a twinkling guide.
I’d simply fill up
the celestial expanse,
I don’t show-off,
I don’t hide.
 
Can’t you see?
My love for you, is really,
very simple.
But do trust every word I say,
this isn’t make-believe;
as you have done much,
much more,
for me. 

My Love 
for You

Author : Caixuan (Susan) Ji,   Typesetter : Cati

Source of images : tumb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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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上有數以億計的人們相信基督是
他們生命的救贖，並且認為上帝創造了萬
物，更是世界的主宰。然而，這個存在了
超過二千年的宗教是否有事實的根據？《聖
經》所描述的故事又是否符合全能慈愛的
神的形象，從而令人信服？筆者認為先去
了解宗教的本質，以理智去分析教義出現
的原因及其存在目的，再去相信也不遲。
抱持懷疑去證實，繼而相信，比盲目相信
更有感召力和說服力。

據《創世記》17:1 所述︰「……耶和華向
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聖
經內不乏將耶和華描述成全能的章節，認
為衪是全能、全知、全善的。但全能的定
義為何？超級邏輯？就像三位一體那樣，
既是三個亦是一個？還是符合邏輯地能解
決一切難題？筆者認為《聖經》內的神是
一個被描述成無可或抗的形象，讓無能力
者或失意絕望的人能找到一個倚靠，猶如
不需要獨自面對現實的殘酷，而是有一個
全能的「大佬」可以跟，自己不是孤單的。
因為倚靠的對象是幻想出來的，因此越強
越好，能令自己更安心，從而出現了全能、
全知、全善的形象亦是合理。

基督教將人性的陰暗面歸咎為原罪，以為
人類本身是生而完美的。《創世紀》3:3-23 
寫出了人類因食禁果而知善惡，被逐出伊
甸園。在食禁果前，人類只是單純的生物，
並且無憂無慮。但從科學及考古的角度，
我們可以得知每一種生物都是因應環境演
化而生，在進化的過程中，就是我們有比
動物複雜的機心，才能脫穎而出，成為地
球的主人。我們貪戀生命，從而思考以掙
扎求存。伊甸園的說法，只是人們無法承
受他人的惡意而創造出來，以為人的起源
本應是「性本善」的。

關於耶和華的描述，據《詩篇》103:8 ︰「耶
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
豐盛的慈愛。」筆者認為這是基於「跟大
佬」心態而衍生的想法。既然心中已有全
能的依靠，那麼衪一定在任何時候都會幫
助我，因為衪是全善的，這樣的想法能給
予信服的人有心靈安慰。那麼，假設上帝
創造世界並全能慈愛，為何這個由能解決

十字架的迷思
一切難題的神創造的世界充斥着難題，混
亂和痛苦？神若慈悲及全能，並不需要將
完美留給天堂，而是用於人類的世界。還
是，因為有時帶來痛苦混沌的是人類本身，
那是人類的選擇，神尊重自由意志，並不
希望因拯救受害者而干擾自由意志？這做
法並不能稱為慈愛。

說起自由意志，它的選項應包括信神和不
信神，若果因無害於他人的選擇而被懲罰，
並不符合法治精神。也許《聖經》希望教
化人的是合符人類社會對自由意志的定義：
「真正選擇 + 道德責任 + 承擔後果」，因
為這樣的定義才能為文明社會帶來穩定和
諧。然而，為求傳教的目的，以人類對罪
的定義，說全部人皆有罪，唯有選擇信才
能避免死後到陰間受苦。倘若跟隨自由意
志，一個人明白了道德責任，遵從社會道
德和法律，那麼他仍「生而有罪」？一個
人能控制好自己的欲望，對人類文明有正
面影響，只是不去相信二千多年前一個人
的死亡是為自己贖了罪，那些自己並未犯
下的錯處，而在死後將會被處罰，又是否
符合邏輯？我們具有自由意志，是否甘願
去拜伏，不願去懷疑，拋棄掉批判，為求
得到安心？

《約翰福音》3:16 經常被引用：「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何謂賜予人
類？就是讓耶穌出生、傳教，最後為世人
釘十字架而犧牲。根據教徒們所說，這是
一種紓尊降貴，至高無上的神願意為人類
而死，所以人類的原罪能被相信這次贖罪
而被赦免。首先，既然上帝是全能且永生，
那麼，衪又何來，又何需犧牲性命？所以
這只能算是一個有道德感召力的故事。另
外，為何要特別注明耶穌是獨子？也許在
寫《聖經》的時代，獨子意味着家庭內唯
一的繼承人和勞動力，對一個家庭來說無
比重要，所以將耶穌塑造成獨子有着將神
最寶貴的事物賜予人類的喻意，讓人們感
恩戴德。另外，獨子一說能吸引家長愛子
之心，因為家長特別明白獨生子的重要性，
更會去同情這故事。

那麼，基督教對死後世界怎麼說呢？《啟

撰文（投稿）／風閑
排版／ Y.Y

22.4 finalize2.indd   84 26/2/2015   16:10:11



文 藝

85

示錄》第 20 章中，描述了人會於死後進入陰
間，再被審判，只要名字在生命冊上的就能
進入天堂，而名字不在上面的就被扔入火湖
受永刑。怎樣區分？相信神的人已被贖罪，
名字能被寫進生命冊，不信的人無論如何都
是不義的，就要永遠受苦。首先，為何這次
審判是基於人類文明對善惡的標準，是否證
明人類造神？還是神具備人性？那種幻想出
來，無陰暗面的人性？另外，相信神的人與
神一起作王，步入榮耀，這是否一種自我加
冕，令自己成為救世主的追隨者。這個想法
有幾個用處，「天堂 vs 火湖〔地獄〕」二分
法讓人自覺高人一等，永恆受苦這說法就是
用於提供阻嚇性，恫嚇犯罪的人和不相信神
的人，原理猶如現今法律，但這種刑罰是想
像出來的，所以愈大愈好，永恆則最妙。另
一方面，基督徒常說的永生會有如何後果？
童話故事般幸福？永生排除了死，排除了生
的意義，令人絕頂無聊。

在《聖經》中，撒旦是所有邪惡的集合體，
其實是象徵着人類的陰暗面。因此，寫聖經
的人唯有想出這是考驗人的意志是否堅定，
所以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不打算以自己的大
能消滅它，儘管祂是全知，早知道誰人真正
信服自己。真相是每個人生而不是完美的人，
這是因為人終究有欲望，這是人類的本性，
無法被想像所消滅。說到魔鬼，最後想批判
一些盲目的基督徒，他們手持聖經，以為手
持正義的旗幟，違抗的人就是邪惡的魔鬼，
是神的敵人，不去懷疑反思自己的立場，認
為自己永遠是正確的堅定跟隨主的步伐，這
無論對教團還是對社會都是一種危險的思想。

基督宗教作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擁有最多信徒
的宗教，它對人心的拯救作用和社會的穩定
作用是可以肯定的。它的力量亦極其龐大，
若被誤用則會為人類帶來極大的不幸，歷史
上不乏如此的例子，因為教廷和教眾被欲望
和愚昧所蒙蔽。所以，我希望每個人認清教
條的真正目的，不要盲從。亦希望教徒們將
精力集中在地球上，思考一下自己的信仰，
並發揮宗教的威力讓迷失自我的人醒覺，讓
犯過錯的人回頭，讓孤單的人得到溫暖。因
為每個陷入低潮的人需要的不一定是對現實
真正的理解，而是需要一個依靠，不論那是
在心靈內幻想的主，還是教會弟兄姊妹的擁
抱。收起那些自我加冕為神的使者的思想，
成為神的僕人去服務神的兒女，才能令教徒
們真正遵從《聖經》背後的思想。

由於作者來稿中問道此文會否不予刊登，本

會在此作提醒︰根據《科大學生會憲章》第 

15.3 條，本會刊物應推動會員言論自由。讀

者來稿僅反映文章作者之個人立場，並不代

表科大編委之觀點，編委尊重作者意見，但

不會就來稿負上任何責任。我們亦歡迎科大

各界人士投稿，任何內容皆可（甚至對以往

刊登文章作投稿回應更能推動校園的討論氣

氛），惟內容不能人身攻擊及構成誹謗，敬

請留意。

圖片來源：wallpaper-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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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中柏林

時間：隆冬的一天
地點：柏林的一片無刺槐林中
人物：
貝爾塔—— 一個年輕的德國姑娘。
阿希姆—— 一個跛足德國青年，未
上戰場。
布朗特—— 貝爾塔的未婚夫，參加
二戰的德國士兵

【柏林的上空灰蒙蒙的，隆冬的霧靄
還彌漫在四周，久久不肯散去。柏林
的街道已經被炮火摧殘成廢墟一片，
偶爾有只狗在廢墟中胡亂刨着，時不
時抬起頭，朝着遠處狂吠幾聲，街道
上幾乎見不到人影。這片無刺槐林依
稀可見舊日生機勃勃的風韻，可如今
只剩下樹樁與樹根孤零零地縮成一
團，在寒風中瑟瑟發抖。】

子，不顧別人的死活，把人當機器！不，我不該這
麼說他，他是布朗特的信仰。
阿希姆：或許不止他一個瘋子，我看，大家都瘋
了！
貝爾塔：背誦他的演講，加入他的青年團，忠誠地
向他宣誓，大家當初那麼崇拜他，包括布朗特。那
可真是太瘋狂了，太瘋狂了，這整件事兒，整個國
家，整場戰爭，都沒法兒解釋！
阿希姆：當初，「訓練營」來學校選人。第一個被
選走的就是布朗特，他那神氣的樣子我到現在還記
得，我給你學學——
貝爾塔： 我不要聽！
【阿希姆不聽她的，一邊唱着《保衛萊茵》：「一
聲怒吼，像霹雷響，像海在嘯，像劍在鳴，誰去萊
茵？……」，一邊模仿布朗特當時走路的樣子。】
貝爾塔：或許從那時候起，我們的命運就不同了。
阿希姆： 以前，我老怪自己不爭氣，才訓練幾天
就把腿給摔斷了，現在想想，反而是這條該死的
腿，保全了我的命。還記得布朗特出發的時候，用
我的毛巾擦了他的軍靴，也不知道那雙黑得發亮的
軍靴現在還在不在他的腳上？
貝爾塔：你別瞎說，一定在的！ 
阿希姆：戰場上的炮火和子彈可從來不長眼睛，他
可能已經死了；就算他沒死，也很可能被關在戰俘
營了；就算他沒被關，現在裡裡外外全是蘇聯兵，
他想回來也回不來啊！
貝爾塔：他知道我在等他，就一定會回來！
阿希姆（冷笑）：要是他知道你坐着豪華奔馳去阿
德龍酒店，又會做何感想呢？
貝爾塔（慌亂地）：我聽不懂你在說甚麼？ 
阿希姆：我可是看見你露着性感的「藍色腿肚」，
和別的家伙親密地跳舞，然後……
貝爾塔（慌亂打斷）：你一定是看錯了，那種地方
我……我從來就沒去過！
阿希姆： 去沒去過你心裡清楚的很！我還親眼看
到…… 
貝爾塔：（再次打斷）我弟弟還這麼小，我總不能
眼睜睜看着他凍死在我的懷裡；我們一連幾天都吃
不上像樣的東西，小米夏埃爾，他的肚皮都餓得透
明了，你說，我……我還能怎麼辦呢？
阿希姆：你放心，我是不會嫌棄你、拋棄你的。但
是他恐怕就不這麼想了，自己在前線拼命，心愛的
女人卻和別的家伙在盡情狂歡……
貝爾塔：你？
阿希姆：哎，也說不定人家早就把你忘得一干二淨
了。現在啊，正躺在法國女郎的溫柔鄉裡樂不思蜀
呢……
貝爾塔：不！他不會這樣對我的！不會的……不會
的……

排版／ SSCI JJ

貝爾塔（數着地上的樹葉）：回來，不回來，回來，
不回來，回來，不回來……
阿希姆： 原來你還在這兒啊！都兩百天了，你等
了他整整兩百天了！
貝爾塔： 等多長時間我都願意！
阿希姆：那你等到他了嗎？他到現在連一點消息也
沒有！說不定他早就……
貝爾塔（連忙打斷）：沒有消息也許就是最好的消
息！
阿希姆：你等不到的，等不到的！趕緊跟我回去
吧！
貝爾塔：我再等會兒，我有預感，他今天就要回來
了！
阿希姆：這話你都說多少次了，每次都是「今天」！
你怎麼就不能清醒點呢？
貝爾塔：我一直都很清醒。
阿希姆：他就那麼值得你留戀嗎？他能做到的，我
一樣可以做到，還可以比他做得更好！
貝爾塔：這裏太冷了，我看你還是先回去吧！
阿希姆：如果不是我這條腿，我也會像他那樣穿上
軍靴上戰場的！
貝爾塔：上戰場？誰會希望有戰爭？只有那個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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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這時，遠處走來一位穿着破舊德國軍裝的男
子，看上去有些瘋癲，嘴裡還念念有詞。】

布朗特（喃喃自語）：我好餓，平常這個時候總會
有一點甚麼，即使是難以下咽的黑面包。我怕那些
眼睛，火車鐵窗裡的那些，他們喜歡看我手裡的吃
的，狼一樣地看，他們快死了，統統都是去送死，
還以為自己去的是好地方呢，我知道——（伸手）
來，要不要吃點兒？
貝爾塔（連忙上前，拽住男子衣角）：是你嗎，布
朗特？ 
布朗特（恍惚地）：不，不是我……
阿希姆：真沒想到他還能活着回來！（失落下場）
貝爾塔：我真沒想到居然把你給盼回來了！你不知
道這些日子我有多想你！我天天像個傻子一樣的
數樹葉，像傻子一樣！天啊，我——（一把抱住布
朗特，布朗特掙脫她）
貝爾塔：你這是怎麼了？
布朗特：甚麼都無法挽回了。
貝爾塔：你在說些甚麼？
布朗特： 我看到他們像老鼠一樣被塞上火車，路
過綠森林，到拉文斯橋、到勃蘭登堡、到奧斯維
辛……
貝爾塔： 你怎麼變成現在這樣了？ 
布朗特：炮彈，子彈，轟炸，我竟然睡着了，真不
可思議。
貝爾塔：我聽不懂你在說甚麼，你這樣子真嚇人。
布朗特：等我醒來，滿地都是玻璃碎片，旁邊一個
弟兄被炸斷的手臂還在袖筒裡，而他的一只手，就
這樣，五指張開，落在我的面前……
貝爾塔： 好了，那些都過去了。
布朗特： 可是貝爾塔，你知道嗎？現在每過一天
都讓我覺得窒息。我睡不着，根本睡不着。我一閉
眼就會看到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劊子手。他真高，
高得把天都擋住了，他就在那兒不停地砍啊砍，叮
叮咣咣，叮叮咣咣，我煩他，然後他回頭看了我一
眼，他笑了，我這才發現他長着和我一樣的臉！
貝爾塔：你已經回來了，就別再想這些了……
布朗特：倒下去一排，一排，又一排。牆上、天上、
地上全是血，（看着雙手）我手上的血怎麼洗都洗
不乾淨……
貝爾塔 ： 我不想聽這些，「他們」的事與我無關。
我關心的是你！
布朗特 ： 我？我這樣的人，還值得被關心？ 
貝爾塔：你聽着，布朗特！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這些不都是你的措，你會得到上天寬恕的！
布朗特 寬恕？上帝會寬恕我嗎？
貝爾塔：會的。想想從前，從前的你有說不完的笑
話逗我開心，臉上總掛着笑意。就在這裡，我們第
一次約會。
布朗特： 我用口琴吹小夜曲，林子裡的鳥兒都在
給我們伴奏。
貝爾塔：我們就跳啊跳啊，跳到天都亮了。 還有，
你臨走那天，說戰爭一結束就會回來找我，要我在
這兒等你！

布朗特：我要你成為最幸福的新娘，還有我未來孩
子的母親……
貝爾塔：你看多好，這些馬上都可以着手准備起
來，我媽媽的婚紗我還留着……
布朗特：不，我再也回不去了！
貝爾塔：我們不用回到過去，我們要開始新的生
活。
布朗特：新的生活？ 
貝爾塔：現在你重新回到我身邊，這就是新生活的
開始啊！
布朗特：我，真的可以嗎？
貝爾塔：對，我們要離開這兒，找個沒有人認識我
們的小村莊，把那些不愉快的統統都忘掉。
布朗特：忘掉，或許是時候忘掉了……
【突然，一聲槍響劃破天際，布朗特應聲倒下。】
貝爾塔：布朗特！
布朗特：貝爾塔，我好像看到那個小村莊了……
貝爾塔：我才把你等回來，你又要走了…… 
布朗特（已經死去） ……
阿希姆：（一瘸一拐慌張地跑上台）貝爾塔，你沒
事吧？
貝爾塔：救救他！
阿希姆：（看到貝爾塔手上的血） 你傷哪兒了？
貝爾塔：不要管我，快救救他！
阿希姆：我明明叫他們別傷害你的……
貝爾塔：你，你都干了些甚麼？
阿希姆：我……
貝爾塔：是你！ 
阿希姆：貝爾塔，你聽我解釋啊！我也不想，那些
蘇聯兵用槍指着我的腦袋！
貝爾塔（氣憤地指着阿希姆）：殺人凶手！
阿希姆：他已經死了！你現在只有我了！如果你現
在反悔，想重新做出明智的選擇，也還來得及。我
對你的承諾依然有效，我的懷抱隨時向你敞開……

【阿希姆在旁邊一直說着，聲音漸漸淡出；而貝爾
塔仿佛沒有聽到似的，目光呆滯，連理都不理他，
徑直走到布朗特的屍體旁邊。】

貝爾塔（抱着布朗特的屍體，輕聲唱着）：柏林的
清晨，林中寂靜無聲。鳥兒不再歡唱，千萬顆淚珠
在林中顫動。你可知道陽光的愛撫，春天的接吻？
新綠枯萎了，留下病態的紅。黑夜和濃霧重重地壓
在心弦上，折磨着你我的靈魂。你竟然相信會有新
生，把死亡當做一場睡夢？飄雪裹挾着哭訴，寒冬
低誦着葬歌……

【天色漸黑，雪花紛紛落下，只有一束頂光打在貝
爾塔身上。德國民謠《落雪時分》音樂響起。舞台
上只見貝爾塔孤身一人、癱軟在地，可是她的手卻
緊緊握着布朗特的手，淚水早已在她的臉上結成了
冰。】

——幕落——

圖片來源： 9hdwallpaper,worl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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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影

投稿／卜口翔
排版／紫色的小盒子

圖片來源 :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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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影

投稿／卜口翔
排版／紫色的小盒子

P.89

校 園

陽光穿透蓬鬆的樹蔭，眼簾被披上一片
翠綠色，散發着懶洋洋的氣氛，使我也
稍為淡定下來。

畢竟久別重逢，心情彷彿回到了初次約
會般緊張呢。

感覺到了！這氣息！是我期待着的另一
半。
柔和的光綫映着她溫婉的臉容，格外相
襯。她，還是這麼的漂亮動人。
「嗨！沒見一陣子，真的很高興能重遇
妳。」標準的開場白讓我裝作輕鬆，妳
不會聽到我的心跳聲吧。
「討厭鬼！到哪裡去了？」突然倒在我
胸膛上摟着我啜泣，反倒是她嚇我一
跳。
「能再次見到你...實在太...太好了！」
她雙手的體溫，把她的思念從身後傳送
給我。
我身子一麻，心頭湧上一股內疚感：我
知道這是對我的懲罰，要我來見她贖
罪。
於是我摸摸她的頭，希望回應一下。我
顫顫地說出，一直憋在心的說話：
「抱歉！讓妳受苦了。」
不知是否聽到我的安慰，身後的手沒再
抱得我這麼緊，只見她猛地點頭，像小
女孩跟爸爸撒嬌一樣。
我沒阻止，就是愛她的小鳥依人，這證
明她是深愛着我的。
「只要妳要求，我會一直在妳身邊保護
着妳。」我默默回應。
此刻，世界靜止了，或許周遭的人看傻
了眼，但卻與我倆何干？
輕撫着她的肌膚，這擁有她的存在，已
經是我世界的全部。

「列車即將到達，請先讓車上乘客落
車。」冷冰冰的電子廣播把我帶回現
實。妳的聲綫伴之喚醒了我的意識。
「上車咯！你答應過我會再跟我約會
的！」看來我今天的任務是跟你上街
去。
她伸出笨笨的小手欲拉我上車，卻
自知抓不住，我苦笑了一下，然後跟隨
着她上車。
「好了大小姐，我一直在後面，出發
了。」月台外的風景隨列車徐徐逝去。

擠擁的車廂內，她依然表現雀躍，陶醉
在我跟她的世界。
「你知道嗎？我一直相信你會回來。無
論變成怎樣，我都等你的。」聽到這
裡，我既喜又悲。
何必呢？我話還未說出口，她又依偎在
我懷中，拿出口袋的手機。
「你看！我還保留着這些合照呢。」面
上顯露幸福的微笑。
一幀又一幀的照片，記載着兩口子溫馨
的片段，她像個導遊，帶我遊歷每個景
點，鑑賞我們一起做過的事。

「這張是相識時拍的。」
「第一次約會多浪漫！」
「哼我求你多少次才肯帶我到這裡！」

「嘻嘻看你笑得多傻。」

「你向我求婚的時候，其實我真的很開
心。」

相片中的男女，仍然是郎才女貌。
我看她解說着我們這段愛情之旅，說得不
亦樂乎，縱然有不好的預感，就讓她傻笑
吧。

但是，旅程總有中轉站，甚或是終點站。

「接下來，要多謝護士姐姐替我們拿照相
機呢！」
從這一張開始，我心頭就一陣麻酸，因為
那對男女已不再相襯－－就一個妙齡少
女，拖着一個日漸衰老的男人。
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病容慢慢消瘦；更看
不下去的，是她的臉龐跟着我憔悴。
「都是你，害我這段時間常常於醫院流
連。」
何止如此，我還害你精緻的面孔添上了的
淚痕，妳那雪亮的眼哞都給我糟蹋了。「
我很內疚。
我呢喃着。
「哈哈，說笑而已！」她聽到嗎？「真的
不要緊的，只要能看見你，只要能聽到你
反過來為我打氣，我就有動力支撐下去。
」
我明白她想安慰我，卻使我的罪惡感更沉
重
我不值得妳對我這麼好。

她別過身來，看見她仍然充滿天真的臉，
卻像把利刃，狠狠插在我心坎中。
我留意到她身後的人，眼神充滿疑惑，甚
至帶有歧視的目光。

「多漂亮的女子，就這樣被糟蹋了。」
「我認得她，常跟一個蒼老的男人出入，
世風日下！」

聽到這些讓她蒙冤的說話，我登時火冒三
丈，方發覺自己不能動粗打人。
我把憤怒慢慢壓抑成鬱鬱的沮喪。確實，
現在的我，可以做到的，只是安慰妳，或
者默默的守護你而已。
低頭看看自己已經滿是皺紋的雙手，默唸
着：現在的我，仍有資格跟妳一起嗎？

她沒回應，繼續埋首手電，對着照片泛起
微笑。
看着她那可人的紅暈，我真不忍心破壞她
的思緒，唯有把心意繼續藏起。

噢！到站了，她欲拖着我的手帶我下車；
當然，她那纖幼的小手還是捉不到。
我看看鐵路站的指示：欣澳，久違了的地
方。

想當年，我們逛完主題公園，就在這裡對
着迪欣湖，一吻定情。
這裡的景，十年如一日，湖水的顏色依舊
吸引呢！
「可惜這是個人工湖。」我唏噓地道着。
「雖然是人工湖，但我就覺得它很特別，

因為她見證着我一生中最幸福的瞬
間。」
「你也是這樣想，對吧？」她歪了歪
頭，是問我？
但我又瞥見途人的指指點點，心中不
是味兒。
何解我沒能製造更幸福的瞬間？何解
妳要執着於我這病君？
我很想開口問，但真的說不出口。
因為我也很不捨得，趕走這個為我花
盡心思的女孩子。

「對了，給你一個驚喜好嗎？」
「驚喜？」
她拿出背包中的小型結他，調一調
音，彈出了熟悉的曲子。
有人說音樂是大同語言，可以打破一
切隔膜，貫穿時空。
「怎去開始，解釋這段情，寫一首關
於妳的詩... 」
　
嗓子不由自主便哼了出來，這就是所
謂回憶的共鳴？
她竟然還記着我當年為她準備的曲
子。
縱然她彈的是較輕快的版本，我的聲
帶卻很沉重，眼淚也不自覺流出來
了。
「幻像...似的愛情，始終會消失去，
那幻影卻一一再現我...心底 」

在我即將崩潰的一剎，她的呼喚再次
拯救了我。她跟着我唱起歌詞，而且
顯得尤其自信。她回哞一笑，給我溫
暖的勇氣。
眼前的湖面很澄澈，反映着美麗的日
落，與我倆的旋律融為一體，海天一
色。

唱畢，她深呼吸了一口氣，收起了爛
漫的笑容。
我知道，她是時候打破沉默了。
「為什麼？你說過不會丟下我的。」
她眼眶的液珠已不停晃動，着實我見
猶憐。
「為什麼？你有事都不跟我分擔？」
我緊閉雙唇，望着她顫抖的身子，心
中感悟。
是時候，盡回一個男朋友的責任。
我撫着她的臉頰往自己靠，像當天一
樣，送上一個感謝的吻。
「我躺在病床的時候，妳曾經問我，
我會離開妳嗎？我說笑道：那時妳找
我吧！
怎料妳故作認真地質問我：如果我找
不到呢？
妳是否記得我的答案是什麼？」

她眉宇間重現希望的朝氣：「我記得
的，你承諾過，你會到來我的身邊。
」
「其他人看不出不要緊，因為我知
道，你會遵守承諾。」
「唉！時間到了，我是時候走了。」

22.4 finalize2.indd   89 26/2/2015   16:10:14



文 藝

90

想你十四行

我假裝 漫不經心地羅列 如下幾行

用橫排的情緒 把想你這件事 誇張

恰如其分的描述 勢必遠超出你的預想

於是決意不加掩飾流露 在酸甜的地方

單方向 領會體悟 故事至此的份量

不足以詮釋為 印刻在每一頁 夢鄉

只好頑皮地喻作 玻璃瓶中的果味軟糖

青檸味葡萄味自發醞釀 透不過的念想

逐行想你 隨興堆疊情緒 不慌不忙

情緒氾濫成海 精準度便不被 擅長

嘗試掩藏心意 根尖般細膩討好的形狀

咀嚼着未至的劇情 滋養在虛擬的土壤

又想了一行 預見到你慌亂的模樣

也許 情感有機物的直立生長 適合背光

撰文／ Butterfly Away
排版／ Y.Y

文學創作比賽優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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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比賽優異作品

撰文／ Flash
排版／ Y.Y

獨夜

風驟

燭光抖

雨線綢繆

枕黃粱難夢

戶外笛聲悠悠

曲罷涕泗流

倚月尋路

濤聲陣

海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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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屬會廣告：

亦歡迎其他屬會於《振翅》刊登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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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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聖經．傳道書》3:1-2

上莊有時，落莊也有時。

中學時曾經有唔少機會舞文弄墨，
加上涉獵過美術設計工作，上
編委莊都可以話係「一次過
滿足 n 個願望」，亦係順理成

章。以為憑自己既經驗應該勝任有
餘，但其實係

科大校政，一竅不通；社會時政，得半桶水；文藝創作呢……

由一年前等畀人 quit 莊，渾渾噩噩過到今時今日竟然喺度寫緊落
莊感言，實在承蒙十二位莊員（包括已離去的）不棄，提攜絕不
稱職嘅在下。今年失去嘅嘢好多，燃燒 GPA 已經不在話下，但得
着之大，令我無悔上莊。願下莊事事順利。

逸鳴

終 於 輪 到 我 要 寫 落 莊 感 言 。 在 此 之 前 ， 我 已 無 數 次 幻 想
自 己 喺 哩 篇 嘢 要 寫 啲 乜 嘢 （ 太 想 落 莊 ， 但 而 家 又 好 唔
捨 得 ） ， 但 真 係 到 咗 落 莊 嘅 時 刻 ， 卻 又 咩 都 唔 記 得 。

學咗好多嘢，寫文、排版、畫圖、人際技巧、邏輯思維……吓！等等，返番
去第一項先—寫文都要學？有乜好學？嘩咁就要講多少少，哩年我寫咗幾
多篇自己冇興趣寫嘅文，講起我自己都嚇親，可能哩年大部份我寫嘅文都
係自己唔想寫但又局住要嘅時政校政文（質量仲好差添，哩年辛苦大家睇
咗咁多）。總之呢人哋話上莊學到好多嘢，係真㗎，唔係呃你上莊先咁講。

哩年手寫超過三萬字，筆耕不斷可惜非老作（作家）界江湖中人，勸大家
珍惜 GPA 未燃燒嘅時候，佢一燒着咗，就叭叭聲係咁燒，想救熄都唔得。

去到最後一篇文先最 1999   &
可能係最後一次用哩個名嘅

綿羊咩咩委員會副總綿輯
再思

明明係唯一一篇文可以

用到十二號字體排正

文我竟然都冇用到，睇到

隔嚟嗰啲我突然都覺得

我啲莊員好自字大……

（上面仲十四添 = = ）

啤
~~

落>>莊>>

洛洛	 小熊	 Editor	 白木纏絲	 	
黃六文科人	 精靈球	 Rb	組	
mate	 副總綿輯	 	 玻色	
思	 再思	 三思	 	
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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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到要交落莊感言，便以為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反正就是寫自己一年
的感覺，又沒有字數要求。

但每每想落筆，卻不知寫下甚麼，一拖再拖之下變成了落莊最後一篇文
章。一年轉眼即逝；但莊期內實在經歷太多，面對過嬉笑怒罵；經過了
雨傘革命，成為被時代選中的編委，大家都互相扶持走下去，到了最後
最後，卻是最珍貴的記憶。

最後一篇文章不想用甚麼華麗的句子作結，筆者亦不擅長寫甚麼煽情的
話，只能說對於這一切，都在無聲的感激之中。

Lily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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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BYE 
KITTY.

HELLO 
KITTY.

''good  design  goes to  heaven 
bad  design  goes  everywhere''

時間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不知不覺間，我已由一位大學新鮮人變成一個尚有
兩年便畢業的大二生了。雖然有許多人會覺得中學時期所建立的友誼是最難能
可貴的，但我覺得「莊員」這種關係更是值得珍惜。在上任的一年間，有一班
人常常一起為同一件事情而「工作」到深夜；會互相包容，互相遷就；會常常
為一件事情而爭論得面紅耳赤，但很快便和好如初；以上種種都是一幕又一幕
的珍貴片段、回憶。

回想當初，我在機緣巧合之下，成為了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的一員。對於沒有參
與過任何編委會舉辦的活動，或其助幹活動的我來說，我對莊內的任何一個幹
事均是零認識。我最初也很擔心自己能否融入這個大家庭，但很快我便與大家
打成一片。雖然一開始大家還未熟悉對方，常常在事情的決定上有些許磨擦，
但亦無損彼此間的友誼。工作上可能並非預期中那麼的如意，但大家都咬緊牙
關，一起捱過了最困難的時期。

我十分珍惜在學生會編輯委員會裏認識到的一班莊員。雖然大家來至不同的學
系、有不同的背景、有各自各的社交圈子，但我確信大家能一起共事一年乃是
一種難得的緣份。我十分希望大家能延續這一份友誼，一起相互扶持。我亦衷
心希望下一屆編輯委員會的幹事能和睦相處，培養出珍貴的友誼。

皇上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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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design  goes to  heaven 
bad  design  goes  everywhere''

歲月如梭，有如白駒過隙。一年的大學生活有如人生中的一道陝縫，轉眼之間便已跨過，
回想當初，幸好有邁出這一步的勇氣，讓這一年帶給我很多美好值得懷念的回憶與豐收。
 
「筆鳴」，以筆為介，為科大學生發聲，倡自由言論之聲，關心同學所關注的，宣揚同
學所想的，代表同學參與校政。我們肩負的責任與其他學會不同，但一樣有着同樣的重
要的意義。
 
過去一年，我由衷感謝莊裏各位莊員的支持和鼓勵，指正及提點了我，讓我更了解自己，
從中學習、改進，並一同成長。從一開始與莊員於宣傳期辦攤位、尋求贊助、佈置、發
宣佈單張等等，到論壇，就任，正式上莊，這些都使我獲益良多，充斥着與莊員美好的
回憶。作為莊裏的設計師及筆者，這給予我很多嘗試的機會—落筆，學會從同學的角
度出發；設計，要發揮創意，善用軟件及技巧；排板，善用空間與留白，匯合莊員日以
繼夜的成果。然後，就與莊員於大堂派發我們協力的碩果。一本本的文刊見證了我們的
努力，堅定了我們前進的信念。我亦要感謝上莊的教導，以及對我們的勉勵，於我們組
莊之初加以扶持。
 
這一年積攢着我們努力的成果，成為我大學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一段旅程。各位莊員，各
位上莊，以及各位同學，感謝你們！我亦祝願下莊莊期順利，科大學生會編委會的精神
繼續承傳下去。

G.P.A.

悔恨
chur 過無數通宵的莊員 s 上

無 悔

22.4 finalize2.indd   97 26/2/2015   16:10:23



第二十二屆編輯委員會內閣筆鳴:)於屆內不
辱使命，嘔心瀝血出版七本驚天地泣鬼神
觸動人心扣人心弦之《振翅22》一系列，

現今，

無悔落莊。

署名

茲證明
:)

22.4 finalize2.indd   98 26/2/2015   16:10:26



曾經，我們的上莊對我們說︰「你們很快便會落莊。」

的確，當選不久，便出第一本振翅—22.1，然後是迎新日、迎新特
刊，跟着是九月的22.2、十月的高飛報22.1、十一月的見習幹事活動
（高飛報22.2）、十一月的22.3，最後還有三月的22.4。
Chur 吓 chur 吓唔覺，現在落莊了。

第二十三屆編委，coming soon！

你們很快便會落莊。（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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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之後—	 	 	 港人齊執錢	 			配音行業

 —又是回顧去年之時	 	 亞視白武士    科大學生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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