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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一般來說，人都認同言論自由，正確來說，是認同自己擁有言論自由。

       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對的，然而在任何一個群體當中，所有人的主
張不可能完全相同。於是，大多數人的主張成為了主流。本來人大多認同言論
自由，異見者想說什麼由他去吧。但主流聲音往往發現，他們難以忍受異見者
在宣揚與自己相對的聲音，於是到最後，「求同存異」便變成「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抹黑、打壓別人的異議，自己的想法才可以高枕無憂，進而成為小
圈子中唯一的真理。

       然而，只有一種聲音的群體，其發展注定停滯不前。自古以來，人類不知
道有多少次因為一言堂而吃了大虧。中世紀如是、中國儒術獨尊如是、共產主
義如是、文革如是，就算是現代的中東地區，也往往因為迂腐的宗教教條而限
制了當地的發展。

       一言堂帶來的禍害是深遠的，不僅是某些政權，任何群體都如是。要打破
一言堂的困局，需要真正的、顧及到所有聲音的言論自由。

       過去我們收到某些和主流政見或者宗教相左的文章時，經常有作者問道文
章會不會被審查或者扣起。我想在此強調，令各位同學暢所欲言是編委會的職
責，只要文章可以理服人，在版面允許之下，我們沒有不刊登它的理由。或
者說，要是《振翅》淪為部分人自娛自樂的一言堂，便再沒有必要存在。《振
翅》不需要千篇一律的陳腔濫調，只求在字裡行間中看到眾多而獨到的見解，
令讀者有所獲益。

       最後，希望各位繼續支持科大編委和《振翅》，如有高論，歡迎投稿！

副總編輯
林恒安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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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很多新生應該會感到奇怪吧，為甚麼每天由北閘往課堂的路上會有白油漆成的雨傘運動
的相關字句呢？明明九二八都已經一週年了，理應校園已像社會般完全回復正常不留一點痕
跡吧。這其實是要歸功於校內的熱心學生極力爭取，使得至今字句仍得以暫存……不過目前
校方正着力於說服學生讓步，所以未來可能又會變回「正常」。其實，這十二個字能保留至
今，是一場頗大型行動的結果（對支持保留字句的學生而言是成果，於反對的人是惡果吧）。
有鑑於許多新生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何事，筆者我會先陳述事件之始末，再舉列不同持份者對
字句應拆或留的看法和論點，然後再順道提出筆者的看法，讓各位大學新鮮人多讀多想，學
習關心國事家事天下事。

	 事件始末

				 	二零一四年九月廿八日，雨傘運動展開序幕，香港各大院校處處出現相關標句——如科
大賽馬會大堂，原本供各學生組織懸掛海報的一樓至四樓外牆亦換上「改變在於人民，希望
始於抗爭」的橫幅；在所有演講廳大門門柄繫上黃絲帶；同日，有匿名者於由北閘去往日晷
的石磚路（學校並無提供道路正式名稱，本文以同學間之慣用語「青蛙路」稱之）用白漆刷
上同樣標語。

				 	直至二零一五年四月，雨傘運動落幕了一段時間後，校方以「平整道路」為由打算去除
塗上白漆之石磚，清除字句。反對學校清除字句的約十名學生立即趕至現場阻止施工人員工
作，之後更有保安來平息紛爭。有同學繼續在青蛙路留守，期間與施工人員擾攘多時，周不
時有施工人員試圖強行施工。但經同學不斷要求對話，並在翌日於大字報牆張貼公開信要求
校方於三日內回應學生訴求。最後，校方於三日後承諾暫時擱置修路工程。三日期間內，曾
有不明人士於地下七樓的路面用白漆寫上「我要真普選」字句，但遭校方在無諮詢情況下火
速清除。副校長（行政）賀致信亦公開電郵，聲稱校方曾在清除標語前「耐心地找出並希望
聯絡漆字的人」，但奈何無人承認責任；校方表示尊重同學發表意見的自由，但也要維護大
學的核心價值，和妥善管理校園設施。但反對清拆字句的「科大村」面書專頁卻表示是次工
程事前並無諮詢學生意見，屬校方對言論自由之打壓。

				 	七月初，十二大字由於長期日曬雨淋遭人踐踏已變得褪色殘破，科大學生會成員打算為
其補色，奈何保安立刻上前阻止，指其未經校方許可不得塗鴉。之後學生會約見校方相討，
但開會之際校方又以需更多時間作「內部溝通」突然取消會議，亦無落實下次會議日期 2。
學生會多番追問校方後，校方補會中表示堅決不讓學生重漆十二大字。學生會其後發表聲
明，指「原址保留這些字句並無不妥，大字既不阻礙途人，又沒有構成危險，更具豐富的歷
史涵意，恐怕是背後的政治因素令大字難以保存下去」3，並發起聯署望要求保留十二大字。
學生會預備在本月（九月）十九日重漆十二大字 4。本文截稿之日尚未到十九號，不知工程
順利與否。

1 本文改寫自小女子中 LANG（LANG1114）的期末論文。題外話︰話說現在除了青蛙路字句之
外，科大行動亦正在爭取中 LANG 由普教中改成粵教中。其實當時筆者寫這個題目作期末論
文時，是得到中 LANG 的 instructor 支持的，所以筆者很單純的相信語文教育中心（Language 
Center）其實是很開明的，科大行動加油
2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青蛙路風波危機再現】校方堅持：「十二大字」不可補色〉，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面書專頁，2015
3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就重漆青蛙路事宜之聲明〉
4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919 重漆青蛙路】 —— 參與規劃校園 重奪空間自主〉，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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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路抗爭字句拆除事件 1

	 引言

				 	很多新生應該會感到奇怪吧，為甚麼每天由北閘往課堂的路上會有白油漆成的雨傘運動
的相關字句呢？明明九二八都已經一週年了，理應校園已像社會般完全回復正常不留一點痕
跡吧。這其實是要歸功於校內的熱心學生極力爭取，使得至今字句仍得以暫存……不過目前
校方正着力於說服學生讓步，所以未來可能又會變回「正常」。其實，這十二個字能保留至
今，是一場頗大型行動的結果（對支持保留字句的學生而言是成果，於反對的人是惡果吧）。
有鑑於許多新生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何事，筆者我會先陳述事件之始末，再舉列不同持份者對
字句應拆或留的看法和論點，然後再順道提出筆者的看法，讓各位大學新鮮人多讀多想，學
習關心國事家事天下事。

投稿 : 顏表立
排版 : 尋雨言

	 事件始末

				 	二零一四年九月廿八日，雨傘運動展開序幕，香港各大院校處處出現相關標句——如科
大賽馬會大堂，原本供各學生組織懸掛海報的一樓至四樓外牆亦換上「改變在於人民，希望
始於抗爭」的橫幅；在所有演講廳大門門柄繫上黃絲帶；同日，有匿名者於由北閘去往日晷
的石磚路（學校並無提供道路正式名稱，本文以同學間之慣用語「青蛙路」稱之）用白漆刷
上同樣標語。

				 	直至二零一五年四月，雨傘運動落幕了一段時間後，校方以「平整道路」為由打算去除
塗上白漆之石磚，清除字句。反對學校清除字句的約十名學生立即趕至現場阻止施工人員工
作，之後更有保安來平息紛爭。有同學繼續在青蛙路留守，期間與施工人員擾攘多時，周不
時有施工人員試圖強行施工。但經同學不斷要求對話，並在翌日於大字報牆張貼公開信要求
校方於三日內回應學生訴求。最後，校方於三日後承諾暫時擱置修路工程。三日期間內，曾
有不明人士於地下七樓的路面用白漆寫上「我要真普選」字句，但遭校方在無諮詢情況下火
速清除。副校長（行政）賀致信亦公開電郵，聲稱校方曾在清除標語前「耐心地找出並希望
聯絡漆字的人」，但奈何無人承認責任；校方表示尊重同學發表意見的自由，但也要維護大
學的核心價值，和妥善管理校園設施。但反對清拆字句的「科大村」面書專頁卻表示是次工
程事前並無諮詢學生意見，屬校方對言論自由之打壓。

				 	七月初，十二大字由於長期日曬雨淋遭人踐踏已變得褪色殘破，科大學生會成員打算為
其補色，奈何保安立刻上前阻止，指其未經校方許可不得塗鴉。之後學生會約見校方相討，
但開會之際校方又以需更多時間作「內部溝通」突然取消會議，亦無落實下次會議日期 2。
學生會多番追問校方後，校方補會中表示堅決不讓學生重漆十二大字。學生會其後發表聲
明，指「原址保留這些字句並無不妥，大字既不阻礙途人，又沒有構成危險，更具豐富的歷
史涵意，恐怕是背後的政治因素令大字難以保存下去」3，並發起聯署望要求保留十二大字。
學生會預備在本月（九月）十九日重漆十二大字 4。本文截稿之日尚未到十九號，不知工程
順利與否。

1 本文改寫自小女子中 LANG（LANG1114）的期末論文。題外話︰話說現在除了青蛙路字句之
外，科大行動亦正在爭取中 LANG 由普教中改成粵教中。其實當時筆者寫這個題目作期末論
文時，是得到中 LANG 的 instructor 支持的，所以筆者很單純的相信語文教育中心（Language 
Center）其實是很開明的，科大行動加油
2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青蛙路風波危機再現】校方堅持：「十二大字」不可補色〉，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面書專頁，2015
3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就重漆青蛙路事宜之聲明〉
4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919 重漆青蛙路】 —— 參與規劃校園 重奪空間自主〉，20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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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論調和評析

（i）	 涉事學生團體

					此次參與事件的學生團體有學生會幹事會、科大政改罷課委員會及科大行動。他們均
認為以達至校園共治的前提下，校方清除字句前應諮詢公眾，而不能無視學生意願，甚
至打壓言論自由；而抗爭標句是香港近期於公民抗命的一大實踐，意義非凡，更表示「它
代表了學生運動的承傳和當天校方對學生的信任以及相互之間的默契」5 ﹐並引申出此等
意義不應只適用於當天，而是可永久代表學生與學校的連繫。

				 	 	對於字句有重大意義之說，筆者本人深表認同，但其意義則並非關乎學生與學校的
關係，而是在於歷史的見證。學生組織所謂的默契，並不能排除只是他們「表錯情」——
校方可能無此等意思。以校方的立場看，當時候應是希望氣氛緊張時不再引起激烈反對，
現在此字句已完成「歷史任務」就不用再保留，之後應以校園整潔有序為首處理。筆者
說的歷史見證的意義，是歷史文物般的角色：宋王臺，本來就只是一磈被日軍炸碎的石
頭，但因其見了歷史，亦被後人保存；同理，青蛙路抗爭標句亦如是，表達了當時科大
同學對雨傘運動的熱忱和參與。

（ii）	 相反意見之同學

				 	有學生則認為，當時寫上的字句直至校方想施工清除前的五個月內皆一直沒有人保
養，漆字開始腿色，反映根本連作者亦無心保留字句，校方清理荒廢了的字句亦不足為
過。但當校方想清拆字句時，卻又有學生團體站出來說字句何等重要，作法不單與提出
的立場自相矛盾，結果不能帶出字句的意義只會讓校園更骯髒而使人萌生厭惡感。

					另外，有學生提出「拆一寫十」的抗爭，即校方清除一句字句時他們就在另一道路上
寫新的字句，求因校方換地磚的價錢比學生漆字的白油貴很多，而起了阻撓校方的作用
6。此做法在公民抗命中很常見，雨傘運動中的佔領地區因此而推至全港，美國佔領華爾
街亦因而延展全球。不過這次拆一寫十的做法未有得到大部份的同學支持——一來他們
不太認同校方清拆字句屬言論自由上的打壓，二來是對藉言論自由之名而私家路塗漆的
做法有所保留，加上相關學生團體近日除爭取保留字句外並沒有做任何實際爭取民主的
運動續活動，讓人覺得所謂「和理非非」的抗爭已不理性。有人更在大字報牆出文回應
罷委會的公開信出言反擊罷會，亦有人釘上一句︰「誰有特權塗鴉校園？」來質疑相關
團體 7，顯示拆一寫十在認受性上起了反效果。

5 科大政改罷課委員會︰〈校園共治——撤回青蛙路修路工程〉，科大村面書專頁，
2015
6 同 [5]
7 科大壁語 ‧ 留影面書專頁

（iii）	 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編委會一向都是評論的角色，此次事中亦不例外。他們於《振翅	23.1》為守護標語作
出呼籲，認為青蛙路事件「不僅僅是守護一行標語這麼簡單，而是守護我們應有的發言
權」8 ﹐並聲言這無關政治立場，而是假若放任校方清除字句，以後任何立場之人士在校
園上內宣揚「校方不樂意看到的口號」皆會同樣被封殺。

					但筆者認為這等說法忽略了校方對青蛙路的主權和保管校園設施的責任——實際上，
過往許多不同政治立場的標語均沒被校方強行清除，如六四紀念活動的「毋忘六四」海
報、雨傘運動的大型橫幅等，甚至早前「熱烈恭賀」新任「梁粉」校董廖長城之橫幅均
未被去除 9。相對廖長城之標語，「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更無礙校方管理，
實不會為校方封殺，何況同樣標句的賽馬會大堂橫幅可掛數月之久，可反駁校方封殺言
論的論點，因此校方清除字句的理由應於保護校園環境。事實上保障言論自由一說一直
有很大的缺憾——	將此「自由」擴大來說，若任何人都在青蛙路上寫字（而校方不應清
除），你一言「我要真普選」，他一語「支持政府普選方案」，不斷地塗上白漆，最終
校園只會變成塗鴉樂園。究竟這次運動的目的是甚麼？是單純的保留字句？理應是藉保
留字句而實踐民主吧（不論是科大或是香港）。此次抗爭根本未能因而達到校園共治；
就爭取真普選來看，則毫無建樹，其所用之手法甚至引起部份同學爭取普選的反感。

8 側衛︰〈青蛙路事件經過〉，《振翅 23.1》，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2015
9 校方亦曾因字句「敏感」而清拆標語，如二零一三年畢業禮中有學生於二樓手時橫幅反
對校方頒發榮譽博士學位予馬雲，不過當時的字句因太敏感，所以是即時被移除，不像
此次事件事隔數月才清除，因此無礙本文論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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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校方

					校方在此次事件一開始的形象是有點不聽民意——在施工前並未諮詢學生，又選擇在
復活節假沒甚麼人的時間開工。雖在公開電郵中賀致信副校長聲稱曾全力找出寫字句者
商量，但據筆者觀察所得其實並未有大型廣告或電郵知會同學，所謂的尋人可能只是很
小規模。

					編委會於《振翅	23.1》出文評論校方處理事件專制、不近人情，因為副校長的電郵中
批評學生不尊重整個大學社會，而且校方處理事件又十分援慢，如三天後才承諾暫時不
拆字句，三天後才有公開電郵回應事件等。但是筆者則認為校方其實是在學生所開的三
日回覆限期內承諾學生，加上校園管理需要一點時間來商討亦是合理。不過校方多番延
會亦同樣令筆者失望，或許事實真如學生會提出的質疑一樣︰是否「梁粉」校董加強「校
園管理」而越來越不理學生訴求？

	 結語

					青蛙路字句應予以保留，或用另一種形式保留。它是難能可貴的「歷史文物」，作為
雨傘運動的遺物，其價值就如宋王臺、戰壕等；但同時，我們又要考慮學校的整體環境。
所以筆者提議與學校溝通，評定保留原址保留字句是否有損校容，即使不能用質量更好
之油漆修繕字句將其原址保留，亦應將其轉化成學校環境可容許的方式來紀念。或許在
青蛙路旁立一紀念碑，旁有十二大字於路上時之相片，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做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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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eau, H.D. (2009). Civil disobedience, Civil Disobedience, 1

      一年又過又 O Camp。曾經的組仔，此刻已頓變成組爸。初為人父的他，頓覺任重
道遠——雖不算死而後已，責任卻重大：能否在組裏帶動氣氛、消破沉默 ? 能否令他們
全情投入 ? 更重要的是，能否讓仔女在大學生活留下第一個美麗的回憶 ? 他自問不算能
言善道，更沒當組爸的才能。越想越心驚，最後在滿腹疑慮中昏昏睡去。

      翌日，縱使萬分擔憂，總得面對，便戰戰兢兢的回校。「未必如想像中差。」他如
是對自己說，算是為自己壯壯膽、打打氣。幾經身心交戰，終於看到組仔女的面孔，便
循例的自我介紹、 Ice Breaking 一番，笑笑說說，總算認識了各人。事情的確沒他想像
中的壞，只是他瞥見了幾位除了自介外便沒說過任何話的組仔。「 那不是一年前的我
嗎？」他心道。思緒驀地飄到去年，感覺既熟稔又陌生——熟稔的是在相同的地點、場
合裏玩著相同一樣遊戲；陌生的是以往坐在其中獨自無言的自己已驟變成現時變得健談
的組爸。「能融入其中嗎？」他暗暗為那幾位組仔擔憂。

      第二天 City Hunt 過後，夜幕早已低垂。此刻眾人屈身在細小的房中，男女分成兩排，
對坐着。First Impression，他對此已不陌生了。「又是那個以貌取人的遊戲嗎？」他心
想。縱使他不願記起，去年殘餘的記憶依然湧現眼前，時光再次倒回到上年 O Camp 裏
的 First Impression 。就在他滿心期待能在異性前留下美好的 First Impression 時，結果
大大地出乎他所料。 既殘酷又現實，他被獲選為「最不想跟他交往的男性」。那刻他面
紅耳赤，口說毫不在乎，心卻未能釋懷。事隔一年，現在的他當然接受了，但組仔女們
能接受得了如斯的結果嗎 ? 獊猝間作的決擇，在互相了解不深的情況下，相貌自然而言
成為了斷定個性的唯一指標。武斷又無情，組仔女們真的能適應嗎 ?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來到了 O Camp 的最後一天。又是互寫龜背的時侯。大伙默默
的寫，一字一句的寫上幾天以來對他人的感受。這些輕薄的紙張在眾人一筆一劃下頓變
成這段回憶的憑藉，似輕實重。他用心的在每張紙上寫下一字一句，篇幅比各人填下的
都長——他重視組內每人的存在。他太瞭解被人忽略的感覺，因此才希望每人也被感到
重視。在言辭背後，他衷心希望在陌生的環境中，各人能有所成長——於自己的心態中
慢慢成長。別像他一樣，一直渴望成長，結果他如願以償，只是成長得太快，沒機會享
受箇中樂趣。未成長不打緊，只是一下之間的急促長大，在心態上甚至變得一點老於世
故，才是真正的可悲之處呀 !
 
      順帶一提，那位帶有點老於世故的組爸，就是現在坐在書桌前默然無語的筆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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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情投入 ? 更重要的是，能否讓仔女在大學生活留下第一個美麗的回憶 ? 他自問不算能
言善道，更沒當組爸的才能。越想越心驚，最後在滿腹疑慮中昏昏睡去。

      翌日，縱使萬分擔憂，總得面對，便戰戰兢兢的回校。「未必如想像中差。」他如
是對自己說，算是為自己壯壯膽、打打氣。幾經身心交戰，終於看到組仔女的面孔，便
循例的自我介紹、 Ice Breaking 一番，笑笑說說，總算認識了各人。事情的確沒他想像
中的壞，只是他瞥見了幾位除了自介外便沒說過任何話的組仔。「 那不是一年前的我
嗎？」他心道。思緒驀地飄到去年，感覺既熟稔又陌生——熟稔的是在相同的地點、場
合裏玩著相同一樣遊戲；陌生的是以往坐在其中獨自無言的自己已驟變成現時變得健談
的組爸。「能融入其中嗎？」他暗暗為那幾位組仔擔憂。

      第二天 City Hunt 過後，夜幕早已低垂。此刻眾人屈身在細小的房中，男女分成兩排，
對坐着。First Impression，他對此已不陌生了。「又是那個以貌取人的遊戲嗎？」他心
想。縱使他不願記起，去年殘餘的記憶依然湧現眼前，時光再次倒回到上年 O Camp 裏
的 First Impression 。就在他滿心期待能在異性前留下美好的 First Impression 時，結果
大大地出乎他所料。 既殘酷又現實，他被獲選為「最不想跟他交往的男性」。那刻他面
紅耳赤，口說毫不在乎，心卻未能釋懷。事隔一年，現在的他當然接受了，但組仔女們
能接受得了如斯的結果嗎 ? 獊猝間作的決擇，在互相了解不深的情況下，相貌自然而言
成為了斷定個性的唯一指標。武斷又無情，組仔女們真的能適應嗎 ?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來到了 O Camp 的最後一天。又是互寫龜背的時侯。大伙默默
的寫，一字一句的寫上幾天以來對他人的感受。這些輕薄的紙張在眾人一筆一劃下頓變
成這段回憶的憑藉，似輕實重。他用心的在每張紙上寫下一字一句，篇幅比各人填下的
都長——他重視組內每人的存在。他太瞭解被人忽略的感覺，因此才希望每人也被感到
重視。在言辭背後，他衷心希望在陌生的環境中，各人能有所成長——於自己的心態中
慢慢成長。別像他一樣，一直渴望成長，結果他如願以償，只是成長得太快，沒機會享
受箇中樂趣。未成長不打緊，只是一下之間的急促長大，在心態上甚至變得一點老於世
故，才是真正的可悲之處呀 !
 
      順帶一提，那位帶有點老於世故的組爸，就是現在坐在書桌前默然無語的筆者。

投稿 : MuiJo
排版 : 尋雨言給 FM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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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ASE 「大本營」
訪問:Ince、Michelle
撰文:Ince、Michelle
排版:timothio

創業是不少人的夢想，很多人都想試試當老闆的滋味。但
是，科大學生一直鮮有機會。近日，本報有幸訪問創業大本
營( theBASE )，了解他們推動創業的努力。創業大本營目
前由科大創業中心和一眾同學負責，當中包括來自不同地區
以及不同學系的學生共同參與推動科大創業人的精神。

望同學從創業體驗中獲得更多

眼見科大需要更多的創業機會，創業大本營一直致力推動和
鼓勵同學了解和豐富創業知識，給予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機

會或機遇接觸參與創業發展，從而推廣創業風氣。另外，大本營更希望同學可以從中創造可能，如擴闊視野，
托展人脈，啟發學生不再局限於書本知識。透過體驗、學習和準備創業，讓他們學習如何發展經營、推廣及管
理人事等的知識，並且給予同學一個空間分享自己經驗資訊或想法。再者，協助推廣社會企業乃至打破一般創
業的傳統想法都是大本營的宗旨。

大本營的名字靈感取自探險者登山峰時聚集的地方，在大本營，登山探險者可以在攀上高峰前休息外，大家還
可以結識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分享寶貴的和有用的經驗、消息，他們也可以組建團隊，共同為大家的夢想一
起努力。這正正與創業概念十分吻合，也就是創業大本營概念的來源。在設計上亦沿用了這種特色，有雪山森
林等不同風景的襯托。大本營有部份的家具是二手購入，希望可以在推動創業時也不忘環保的重要性。另一方
面，為了方便舉行講座或座談會之活動，設計上亦注重互動性，現時逢星期二下午七時至九時也有有關「創
新」 的課程在大本營內進行。

困難
創業大本營一推出已經收到了許多許多同學正面和支
持的聲音及意見。它所給予同學很大的自由度、輕鬆
的氣氛、二十四小時開放時間、多及共同使用模式等
等都能滿足學生的需要。當然，就像推行所有的創新
計畫一樣，發展大本營亦遇上不少問題。批評聲音主
要是針對他們新穎的意念，很多人都未必了解為什麼
佈置，主題會是採用這種方式，背後設計的理念。

將來的發展空間
大本營現時仍是試驗階段，需要先觀察一段時間構思
概念是否可行，再評估要在什麼地方上進行改進。被
問到未來會如何擴大合作對象，創業中心 Donny Siu
表示大本營會和各方合作，如邀請成功校友回校分享
經驗，幫助同學解決創業路上遇到的困難。另外，在
發展成熟後會考慮與其他大學合作，共同推廣創業理
念，而與校內不同的學會合作亦非常值得探討。

對學生的期望
被問到對學生有什麼期望，Donny 表示大本營的宗旨
是提供機會給每一位同學，讓大家都有機會接觸創
業，學習創業，故希望同學可以珍惜資源和機會，一
起建立，一起嘗試，同時推動創業。

Cafeology  

Ology – A branch of knowledge
                 集合不同人的意見和想法

同場接受訪問的除了大本營，還有負責 Cafeology 的同學。 他們表示 Cafeology 是由 創業大本營組織的 
「學生初創體驗學習計劃」(Student Startups Experiential Learning Project) 。Cafeology 由不同背景
的志同道合的一班同學組成，現時有大約三十五位學生負責營運。被問到為何會有興趣參與此計畫，他們指之
前一直沒有實習機會，而這正好給予他們一個創業經驗，故有此理念。他們亦指出與大本營是互相配合、相輔
相成的關係，而 Cafeology 則是以初創公司運作，基本設備如咖啡機就由學校提供。

Cafeology 的營運並非以商業作最終目的，而是希望能成為一個和社會企業融合的平臺，現時他們亦致力於參
考社會企業的運作，如原材料馬卡龍就是跟一個由單親媽媽組成的組織採購。在產品特色方面，他們表示以健
康和具香港特色為主，如出售的 Glory Bakery 餅乾標榜以人手製，且有特別味道選擇，如同學推薦的檸茶味
就是以香港特色而製。

然而，創業的困難一直與他們同在。人手的運作模式、如何編排人手、怎樣才是較有效的運作框架，這些問題
一直困擾着他們。另外，由於水果這類屬較容易變壞和食用限期較短的貨物，因此準確地預算人流以預計購買
數量亦是一項難題。再者，Cafeology 由五個部門運作，包括財務部、人力資源部、運營部、市場部及資訊
部，要保持同事之間的資訊透明度也有一定困難。

談到將來發展，他們表示會繼續將此延續下去，每學期均有招生活動，給予所有有興趣創業的同學一起學習，
為期一個學期。

Donny 表示由於 Cafeology 帶出的反應很正面，同學對「學生初創體驗學習計劃」亦有積極的反應，已經有
一些同學與創業中心商討一些初創項目的想法，可能不久將來我們會看到更多不同的初創項目在大學出現，更
多學生將能夠實現自己的創業夢想。

售賣產品／其他服務
各種咖啡、水果飲品及特飲

Special Menu （逢兩星期換一次）
曲奇餅

包場活動服務及飲食服務

Facebook: Cafeology
Instagram: cafeology_hkust
WeChat: cafeology_hkust

Facebook: hkustthe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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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ASE 「大本營」
訪問:Ince、Michelle
撰文:Ince、Michelle
排版:timothio

創業是不少人的夢想，很多人都想試試當老闆的滋味。但
是，科大學生一直鮮有機會。近日，本報有幸訪問創業大本
營( theBASE )，了解他們推動創業的努力。創業大本營目
前由科大創業中心和一眾同學負責，當中包括來自不同地區
以及不同學系的學生共同參與推動科大創業人的精神。

望同學從創業體驗中獲得更多

眼見科大需要更多的創業機會，創業大本營一直致力推動和
鼓勵同學了解和豐富創業知識，給予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機

會或機遇接觸參與創業發展，從而推廣創業風氣。另外，大本營更希望同學可以從中創造可能，如擴闊視野，
托展人脈，啟發學生不再局限於書本知識。透過體驗、學習和準備創業，讓他們學習如何發展經營、推廣及管
理人事等的知識，並且給予同學一個空間分享自己經驗資訊或想法。再者，協助推廣社會企業乃至打破一般創
業的傳統想法都是大本營的宗旨。

大本營的名字靈感取自探險者登山峰時聚集的地方，在大本營，登山探險者可以在攀上高峰前休息外，大家還
可以結識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分享寶貴的和有用的經驗、消息，他們也可以組建團隊，共同為大家的夢想一
起努力。這正正與創業概念十分吻合，也就是創業大本營概念的來源。在設計上亦沿用了這種特色，有雪山森
林等不同風景的襯托。大本營有部份的家具是二手購入，希望可以在推動創業時也不忘環保的重要性。另一方
面，為了方便舉行講座或座談會之活動，設計上亦注重互動性，現時逢星期二下午七時至九時也有有關「創
新」 的課程在大本營內進行。

對學生的期望
被問到對學生有什麼期望，Donny 表示大本營的宗旨
是提供機會給每一位同學，讓大家都有機會接觸創
業，學習創業，故希望同學可以珍惜資源和機會，一
起建立，一起嘗試，同時推動創業。

Cafeology  

Ology – A branch of knowledge
                 集合不同人的意見和想法

同場接受訪問的除了大本營，還有負責 Cafeology 的同學。 他們表示 Cafeology 是由 創業大本營組織的 
「學生初創體驗學習計劃」(Student Startups Experiential Learning Project) 。Cafeology 由不同背景
的志同道合的一班同學組成，現時有大約三十五位學生負責營運。被問到為何會有興趣參與此計畫，他們指之
前一直沒有實習機會，而這正好給予他們一個創業經驗，故有此理念。他們亦指出與大本營是互相配合、相輔
相成的關係，而 Cafeology 則是以初創公司運作，基本設備如咖啡機就由學校提供。

Cafeology 的營運並非以商業作最終目的，而是希望能成為一個和社會企業融合的平臺，現時他們亦致力於參
考社會企業的運作，如原材料馬卡龍就是跟一個由單親媽媽組成的組織採購。在產品特色方面，他們表示以健
康和具香港特色為主，如出售的 Glory Bakery 餅乾標榜以人手製，且有特別味道選擇，如同學推薦的檸茶味
就是以香港特色而製。

然而，創業的困難一直與他們同在。人手的運作模式、如何編排人手、怎樣才是較有效的運作框架，這些問題
一直困擾着他們。另外，由於水果這類屬較容易變壞和食用限期較短的貨物，因此準確地預算人流以預計購買
數量亦是一項難題。再者，Cafeology 由五個部門運作，包括財務部、人力資源部、運營部、市場部及資訊
部，要保持同事之間的資訊透明度也有一定困難。

談到將來發展，他們表示會繼續將此延續下去，每學期均有招生活動，給予所有有興趣創業的同學一起學習，
為期一個學期。

Donny 表示由於 Cafeology 帶出的反應很正面，同學對「學生初創體驗學習計劃」亦有積極的反應，已經有
一些同學與創業中心商討一些初創項目的想法，可能不久將來我們會看到更多不同的初創項目在大學出現，更
多學生將能夠實現自己的創業夢想。

售賣產品／其他服務
各種咖啡、水果飲品及特飲

Special Menu （逢兩星期換一次）
曲奇餅

包場活動服務及飲食服務

Facebook: Cafeology
Instagram: cafeology_hkust
WeChat: cafeology_hk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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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本校的中文核心課程一直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普教中）的方針。不
論是給國際生報讀的基礎中文課程，還是針對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而設的 LANG1112、 
LANG1113 、LANG1114、LANG1115，皆以普通話授課。然而，對於這所位於香港，大部分
學生為香港人的大學，這種做法無疑有不合理之處。首先，香港的常用語言非普通話而是
粵語，推行普通話課程並不切合學生將來在本港工作的實際需要；而香港學生大多以廣東
話為母語，在那些中文課程中面對以普通話、國語、北方方言為母語的非本地生，受評核
時不免吃虧。科大作為位於香港，並由納稅人資助的一所大學，廣東話在這裏卻無任何法
定地位，亦無任何以廣東話教授的中文核心課程。校方如此推普廢粵，未免有厚此薄彼之
嫌。

　　校方中文核心課程的做法一直備受爭議，就此科大行動早前為反對科大以普通話教授
中文課程收集同學簽名，並發出聲明，質疑校方強推普教中的做法。及後的會面中，儘管
在中文核心課程的教學方針上雙方仍有分歧，仍有一定進展：

　　在一眾中文課程中，以普通話會話為教
學目標的課程，對學生的普通話水平要求最
高，造成的不公平現象也最顯著。以 LANG 
1115 課程為例，其目標是提升學生的中文
口語溝通能力，如演講。在以普通話為教學
媒介的前提下，以普通話和國語為母語的中
國、台灣學生普遍比香港本地學生佔優勢，
導致本地學生最終得到的成績相較為低。在
與科大行動的會談中校方同意此情況屬實，並
於會談中提議由同學自行申報自己的普通話水
平，再依據各同學的水平分班。為減低普通話
水平不均造成的不公，導師會於首兩堂評估同
學是否該適合該水平的班別，以確保同學獲得
最適合他們的指導，做法與英文課程(例:LANG 
1002 I/A/S)相似，該措施最快將於春季學期試
行。

廢粵推普？——
科大的中文課程

文：側衛 排版:timoth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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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本校的中文核心課程一直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普教中）的方針。不
論是給國際生報讀的基礎中文課程，還是針對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而設的 LANG1112、 
LANG1113 、LANG1114、LANG1115，皆以普通話授課。然而，對於這所位於香港，大部分
學生為香港人的大學，這種做法無疑有不合理之處。首先，香港的常用語言非普通話而是
粵語，推行普通話課程並不切合學生將來在本港工作的實際需要；而香港學生大多以廣東
話為母語，在那些中文課程中面對以普通話、國語、北方方言為母語的非本地生，受評核
時不免吃虧。科大作為位於香港，並由納稅人資助的一所大學，廣東話在這裏卻無任何法
定地位，亦無任何以廣東話教授的中文核心課程。校方如此推普廢粵，未免有厚此薄彼之
嫌。

　　校方中文核心課程的做法一直備受爭議，就此科大行動早前為反對科大以普通話教授
中文課程收集同學簽名，並發出聲明，質疑校方強推普教中的做法。及後的會面中，儘管
在中文核心課程的教學方針上雙方仍有分歧，仍有一定進展：

　　在一眾中文課程中，以普通話會話為教
學目標的課程，對學生的普通話水平要求最
高，造成的不公平現象也最顯著。以 LANG 
1115 課程為例，其目標是提升學生的中文
口語溝通能力，如演講。在以普通話為教學
媒介的前提下，以普通話和國語為母語的中
國、台灣學生普遍比香港本地學生佔優勢，
導致本地學生最終得到的成績相較為低。在
與科大行動的會談中校方同意此情況屬實，並
於會談中提議由同學自行申報自己的普通話水
平，再依據各同學的水平分班。為減低普通話
水平不均造成的不公，導師會於首兩堂評估同
學是否該適合該水平的班別，以確保同學獲得
最適合他們的指導，做法與英文課程(例:LANG 
1002 I/A/S)相似，該措施最快將於春季學期試
行。

廢粵推普？——
科大的中文課程

文：側衛 排版:timothio 　　倘若新措施得以實行，固然可以平衡不同母語的學生 之差
距。但其課程在本質上並沒有改變。

　　據校方現行制度的標準，中文課程的目標是能以普通話作有效的中文溝通，但事實
上，中文並不只普通話，廣東話反而是香港絕大多數學生的第一語言。科大現時無任何以
廣東話教授的中文核心課程，但在其他本地大學，往往同時開設普通話和廣東話的中文核
心課程，供同學自行選擇。校方雖表示無意貶低廣東話，但未免難以令所有人信服。

　　除此之外，由工作場合的實用性來看，廣東話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視的。，校方表示
希望同學可以通過中文核心課程學習中文語文技巧，同時學習一定程度的普通話，以便同
學日後工作時迎合需要普通話或國語的場合。然而事實上，大部分同學畢業後投身的是本
地職場，其常用語言除了英語便是廣東話，而非普通話。只教授普通話的中文課程，儘管
可以方便本地生在普通話或國語市場工作，但另一方面，卻妨礙了非本地生掌握香港職場
的常用溝通語言，也因而妨礙他們融入本港社會。可見只推行普教中，不但對本地生有不
公之處，對非本地生也有弊處。

　　廣東話一直是香港市民的常用語言，任何學府都不應
該忽視廣東話的重要性，只注重普通話捨棄廣東話，更屬
不智之舉。無論是平衡各方需要、幫助非本地生融入香港
社會，還是給本地生一個選擇，科大校方都已有充份理由
開設廣東話授課的中文核心課程，還望校方多加考慮，作
出明智決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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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 :科大人的歌

15

作者簡介︰

詹華亮先生為本校員工，現服務於本科生宿舍第九座。他表示是次投稿的歌曲輕
快﹑熱鬧﹑抒情，很多場合都能用上，亦受到台北藝術大學顏名秀教授肯定。同時
他希望歌曲會深受全體科大人的喜愛並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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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功課找資料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找到有用的文章未必有全文， 想看那
本書又可能有人借了，有時都幾波折重重。 有無人可以幫你找到足夠資料做
好你的 presentation 或者 essay ？ 答案，是有的。

    圖書館有兩種服務可以協助你， 那就是 HKALL 和 ILL 。  HKALL 是一
個聯合目錄系統， 透過 HKALL  http://hkall.hku.hk/search/  你可以申
請借閱香港其他七所大學圖書館的書  手續簡單直接，書籍以速遞方式運送， 
無須親自借還，相信不少同學都曾經使用過。 但  HKALL 有一個弱點，就是
不能預約已借出的書。 不能預約的話， 那就只能等。但是等到書還回來了， 
又不一定輪到你借。無奈！

    同學對 ILL 可能比較陌生。 首先要說明， ILL 不是生病的意思，它是 “ 
InterLibrary Loan”  的縮寫。簡單來說， ILL（館際互借）有幾樣主要服務，
包括向其他圖書館申請掃描期刊論文（journal papers）或者圖書章節 （book 
chapter）全文、 借閱香港和外地館藏，以及預約已借出的  HKALL 書籍。這
些服務所有科大師生都可以使用。文章掃描成 PDF 並以電子方式傳送， 快捷
方便。

    圖書館製作了三個簡短的 E-Learning videos： http://lbcone.ust.hk/
elearning/?tag=ill 來介紹整個申請程序。 用大概五分鐘的時間，你便能掌
握一種能在未來幾年配合你學習， 完成功課和增進個人知識的文獻服務。 這
五分鐘的投資是絕對值得的。

圖書館無我要嘅 paper ，點算！？
投稿 : 科大圖書館
排版 : 尋雨言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港府罕有地將本年的九月三日設為公眾假期。能夠
多享受一天假日，相信各位同學對此仍是記憶猶新。然而，這絕不止是一天假期，背後其實
牽涉到不少政治考慮。

假日對香港意義何在？

      港府倉卒地於七月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
條例草案，通過和實行相隔不過兩個月，
可見港府事前並沒有計劃增設這天假期，
直至得知中共欲大肆慶祝才急忙「配合」。

     其實，本港當年作為英國殖民地，抗日
歷史與中國不太一樣。不少人更認為，本
港經歷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
選擇重光紀念日（八月三十日）作為公眾
假日更為恰當。明顯地，這是一個政治假
期，目的就是為了宣傳中共才是當年抗日
的中流砥柱、讓港人更加「愛」國。

抗日時中共何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今才六十六年，
竟然大肆慶祝七十年前的「勝利」，已是
為人詬病。事實上，當年主力抗日的是國
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也是國民政府，
中共不過是躲在後方打零星的游擊戰而已。
從數字上看，中共陣亡人數約十多萬，遠
低於國民黨的一百多萬。甚至可以說，中
共是藉着日本侵華而趁機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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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七十周年？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港府罕有地將本年的九月三日設為公眾假期。能夠
多享受一天假日，相信各位同學對此仍是記憶猶新。然而，這絕不止是一天假期，背後其實
牽涉到不少政治考慮。

假日對香港意義何在？

      港府倉卒地於七月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
條例草案，通過和實行相隔不過兩個月，
可見港府事前並沒有計劃增設這天假期，
直至得知中共欲大肆慶祝才急忙「配合」。

     其實，本港當年作為英國殖民地，抗日
歷史與中國不太一樣。不少人更認為，本
港經歷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
選擇重光紀念日（八月三十日）作為公眾
假日更為恰當。明顯地，這是一個政治假
期，目的就是為了宣傳中共才是當年抗日
的中流砥柱、讓港人更加「愛」國。

抗日時中共何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今才六十六年，
竟然大肆慶祝七十年前的「勝利」，已是
為人詬病。事實上，當年主力抗日的是國
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也是國民政府，
中共不過是躲在後方打零星的游擊戰而已。
從數字上看，中共陣亡人數約十多萬，遠
低於國民黨的一百多萬。甚至可以說，中
共是藉着日本侵華而趁機壯大的。

     中共竟然敢長期自稱是當年抗戰的領
導，實在是既可笑又可怒。儘管如此，中
共的「洗腦」技術實在一絕，要慢慢令大
陸市民相信這荒誕的事情並不是難事－「沒
有共產黨，就沒有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紀念日　為何閱兵？

     對於抗戰勝利，一般政權通常會使用獻
鮮花及演說的方式來紀念，中共今年卻一
反常態，以閱兵來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
年」。這令不少人感到驚奇，因為閱兵與
戰後希望和平的紀念似乎格格不入。七十
周年究竟有何特別要以閱兵來慶祝呢？即
使是十年前的抗戰勝利六十周年，胡錦濤
也只是在人民大會堂裏發表講話而已。可
見中共閱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這是習近平執政後的首次閱兵，中共的
先進武器可謂傾巢而出，有的更是首度亮
相，可見中共在這次閱兵花了不少心思。
有人說，這次閱兵是針對臺灣和美國，的。
也有人說，這是習近平要向世界宣示他已
穩握中共軍政大權。但無論如何，閱兵的
用意（或作用）絕不在於紀念抗戰勝利。

撰文 : 傲霜
排版 : 尋雨言

圖片來源 : stbj.com.cn

閱兵資料
日期：二零一五年九月三日
地點：天安門廣場、長安街

重要嘉賓
• 多個國家元首，如：普京、朴槿惠
• 多個國家現任或前任官員，如：連戰
• 多個國際組織代表，如：潘基文、陳馮富珍
• 港澳人士，如：梁振英、曾蔭權、崔世安

各地反應
• 美國：閱兵不是美國的風格，因為美軍是世上最強大的軍隊，無需以閱兵來展示實力。
• 臺灣：抗戰勝利是國民政府蔣中正領導全國軍民艱苦奮鬥的成果，不容任何竄改和扭曲。
• 日本：不予評論，但政府正注視着中國有關動向。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週年紀念活動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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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戰到鬧劇 —— 點評各派表現

　　建制派——有票，真係唔要？

　　建制派在本次表決的行為令人啞然。作為立法會內最大勢力，外有政府支持，在內為人
數最多的黨派，但仍然使政改僅有可憐的八票支持票，令支持者大跌眼鏡。表決前夕，建制
派連續犯了幾個重大失誤，使其成為最大輸家。

　　「等埋發叔」有其必要？

　　就建制議員派事後的解釋，他們在表決前夕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拖延時間，以待經民聯
的劉皇發議員趕回議會投票，然而「等埋發叔」是否有其必要？事實上，即使劉皇發議員趕
得及投票，最終支持票也只有四十一票（佔總票數不足三分之二），不足以通過政改。相反，
即使沒有劉議員的一票，儘管政改會被否決，但在支持率過半下建制派仍可以製造政改廣受
支持的景象。但因為等待劉皇發議員，竟令建制派全員離席，最終導致建制派慘敗。

　　當然，「等埋發叔」一事中亦有陰謀論一說：在建制派離席一刻泛民主派議員何秀蘭要
求清點人數，以及到表決的後一刻才投反對票，似乎為建制派拖延時間，如此一來，只要再
加上劉皇發議員的一票便可通過政改。於是有人懷疑泛民中有人想投誠建制派。如此以一來，
再加上劉皇發的一票便可通過政改。當然，這只是陰謀論。當沒有背景的議員拋棄政治原則，
是否還能在政壇立足，實在不需多言。

        反應遲鈍　溝通混亂

　　要拖延時間，建制派本可循多種方法延遲表決。首先，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所言，建制
派可讓未發言的議員發言，但當時建制派似乎忽略了這一手段。其次便是要求休會十五分鐘，
但建制派在表決開始後才意識到可以提出休會，早為時已晚。

　　到此，建制派的林健鋒議員決定使用最後手段——流會。在表決前，可以看到林議員和
其他議員在議事堂奔走相告，唯獨忘記通知自由黨五名議員、工聯會陳婉嫻議員以及陳健波
議員、潘兆平議員和林大輝議員，導致他們反應不及仍留在會議廳，最後數人之差使會議符
合法定人數可以繼續。建制派溝通混亂致使流會失敗。此外，面對在「發叔」的缺席，一向
鼓吹「袋住先」的建制派，在投票時竟只剩下八個人願意「袋住先」，留下投票。

　　內部協調不足

　　和泛民主派一樣，建制派由多個黨派組成，任何黨派的協調力都並非絕對。例子有是次
當大部分建制派議員離場時，自由黨並不同意離場舉動而選擇留下，反映出制派內部協調不
足。

　　除此之外，在自由黨的決定得到中聯辦肯定後，建制派更出現不和，派內還出現希望追
究相關人士責任的聲音。如葉劉淑儀、黃國健在電台中公開批評民建聯領導失誤，提議離場
的林健鋒亦在建制派內部道歉，留下投票的自由黨則和離場者互相指責對方不合作。以上種
種顯示，對於本次事件，建制派內部並非完全團結一致。

　　泛民主派——仍抱持談判意願

　　在本次會議中泛民主派全數投下反對票。在投票後民主派發表聲明，表示他們的目標是
選舉方案無不合理限制，並呼籲北京應與泛民主派和香港的公民社會展開對話以尋求最大共
識。公民黨的湯家驊亦指中央可跟泛民仔細思考將來香港如何凝聚社會大多數人的共識，就
普選行政長官訂立適當條件。總的來說，泛民主派仍期待透過與中央政府談判來推動香港的
民主進程。

2017，等埋發叔
   ——否決假普選後的香港政改之路
撰文 : 側衛 排版 : 尋雨言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立法會以大比數否決政改方案，在這場早就知道結局的表決中，
成功否決假普選方案既不讓人覺得驚喜，也不值得高興。在整場會議中最令人議論紛紛的，
反而是場外群眾衝突以及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的舉動。

　　現在政改已被否決，再談論這個由中央控制的遊戲已經毫無意義。然而，政改方案被否
決不代表事情告一段落，這反而是下一次政改運動的開端。對於政改本身，本次會議對中央
和民間力量的影響更是備受關注。在會議中，各個黨派均暴露出不同問題，他們的一舉一動
都左右着往後的政局和政治發展。當然，當中某些人還要付出相應的代價。

　　這場會議揭示了甚麼？我們又能預見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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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遲鈍　溝通混亂

　　要拖延時間，建制派本可循多種方法延遲表決。首先，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所言，建制
派可讓未發言的議員發言，但當時建制派似乎忽略了這一手段。其次便是要求休會十五分鐘，
但建制派在表決開始後才意識到可以提出休會，早為時已晚。

　　到此，建制派的林健鋒議員決定使用最後手段——流會。在表決前，可以看到林議員和
其他議員在議事堂奔走相告，唯獨忘記通知自由黨五名議員、工聯會陳婉嫻議員以及陳健波
議員、潘兆平議員和林大輝議員，導致他們反應不及仍留在會議廳，最後數人之差使會議符
合法定人數可以繼續。建制派溝通混亂致使流會失敗。此外，面對在「發叔」的缺席，一向
鼓吹「袋住先」的建制派，在投票時竟只剩下八個人願意「袋住先」，留下投票。

　　內部協調不足

　　和泛民主派一樣，建制派由多個黨派組成，任何黨派的協調力都並非絕對。例子有是次
當大部分建制派議員離場時，自由黨並不同意離場舉動而選擇留下，反映出制派內部協調不
足。

　　除此之外，在自由黨的決定得到中聯辦肯定後，建制派更出現不和，派內還出現希望追
究相關人士責任的聲音。如葉劉淑儀、黃國健在電台中公開批評民建聯領導失誤，提議離場
的林健鋒亦在建制派內部道歉，留下投票的自由黨則和離場者互相指責對方不合作。以上種
種顯示，對於本次事件，建制派內部並非完全團結一致。

　　泛民主派——仍抱持談判意願

　　在本次會議中泛民主派全數投下反對票。在投票後民主派發表聲明，表示他們的目標是
選舉方案無不合理限制，並呼籲北京應與泛民主派和香港的公民社會展開對話以尋求最大共
識。公民黨的湯家驊亦指中央可跟泛民仔細思考將來香港如何凝聚社會大多數人的共識，就
普選行政長官訂立適當條件。總的來說，泛民主派仍期待透過與中央政府談判來推動香港的
民主進程。

2017，等埋發叔
   ——否決假普選後的香港政改之路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立法會以大比數否決政改方案，在這場早就知道結局的表決中，
成功否決假普選方案既不讓人覺得驚喜，也不值得高興。在整場會議中最令人議論紛紛的，
反而是場外群眾衝突以及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的舉動。

　　現在政改已被否決，再談論這個由中央控制的遊戲已經毫無意義。然而，政改方案被否
決不代表事情告一段落，這反而是下一次政改運動的開端。對於政改本身，本次會議對中央
和民間力量的影響更是備受關注。在會議中，各個黨派均暴露出不同問題，他們的一舉一動
都左右着往後的政局和政治發展。當然，當中某些人還要付出相應的代價。

　　這場會議揭示了甚麼？我們又能預見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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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叔來了，普選還會遠嗎 —— 政改重啟預想

　　新方案預想——糖衣包裝的舊瓶新酒

　　儘管是次政改被否決，但出於中央政府的強硬立場和政治考慮可預期人大「八三一」決
定短期內不會有大幅度的改變。

在政改方案被否決後，中央政府要期望二零一七年前通過以「八三一」政改方案的話，有以
下可能性：

　　1、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通過方案。不過從本次表決的結果來看，在泛民主派的二十八票
反對票將會不太可能使政改通過。

　　2、建制派明年在立法會選舉中獲得更多席位，並在來屆立法會通過政改。不過受雨傘運
動和是次建制派在議會的重大失誤兩件事影響，建制派的支持度勢必下滑，再加上二零一二
年的立法會選舉已是建制派近年來表現最好的一次，故建制派獲得更多議席的機會不大。

　　近二十年來北京當局和泛民主派核心人物兩方不斷打交道，對他們來說可算是不言而喻
的事實就是：泛民表面上再反共，擺出一副寧死不屈的抗爭姿態，他們對普選的訴求也不會
訴諸於流血抗爭上。泛民所有爭取民主的行動，都以承認特區政府和中共政府的統治上為前
提進行的，因此可預計的是最後決定性的發展，也會是雙方透過談判和民意施壓達成。這和
當前本土派的完全反共，激烈抗爭，乃至提倡香港自行建國等的思維，有着微妙的不同。

　　在建制派不能控制立法會大部分議席的現況下，北京亦應明瞭若政改方案維持不變，政
改局勢必會陷入僵局，因為原定方案難以得到游離票乃至泛民的支持。同時，在表決發言上
泛民主派有表明與中央政府談判的意向，故北京可能會在「八三一」方案上稍作調整，讓泛
民回到談判桌。

　　當然，出於自身利益考慮，新方案仍會留給北京一個較大的主導權。

　　首先，作為北京控制選舉的主要手段——選舉委員會的制度大概會予以保留。為顯得更
「公平」，其組成方法和篩選過程或會有微調，以勸誘泛民妥協（如降低提名票數限制，稍
微增加委員會人數等等）。但最後北京仍然可以透過這個選舉委員會操控特首人選。

　　第二，參選人人數有增加的可能性，用意為給外界一個「泛民亦可出閘」的印象，減少
其不滿。實際上即使參選人數增加至六或七人對北京並沒有太大影響，因為北京無論如何都
需要一個對立的參選人來顯示選舉的開放程度，而建制派的選票只會集中在被「欽點」的參
選人身上。參選人數增加並不會影響北京指名心儀參選人，反而會因候選人增加分散反對派
的票數，使「欽點」的參選人更容易勝出。

　　簡單來說，北京或會在不影響其主導權下向泛民作出表面上的妥協，如二零一零年的政
改一樣，以「糖衣包裝」的八三一框架逼和泛民，使政改得以通過。

對各黨派在明年立法會選舉的影響

　　建制派

　　建制派議員進入會場前表明堅定支持政改，卻在這次政改大戰中犯下大失誤，推高政改
支持率的目標不但沒有實現，更是僅有八票，使支持者大失所望。
儘管建制派長期以「蛇齋餅粽」吸引選民投票，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少其政改支持者仍相對保
守、以經濟和社會穩定為主要考慮的人支持建制派，他們主要期望一個相對務實及有執行力
的黨派主持政局，然而，這次建制派進退失據，臨陣退縮，令這些支持者對離席的建制派（如
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的信心下降，未來可能會轉投其他黨派（如自由黨）。

　　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在本次會議中堅持投反對票的行為得到支持者肯定。然而，有聲音質疑泛民主
派在過去二十多年一直和中央政府談判，收效甚微，使支持者漸漸對泛民主派失去耐性。另
外，泛民派別之一的民主黨在表決之後的發言也顯示到現時為止，他們並不支持「去中國化」，
和部份支持者提倡的本土意識有分歧，或會使更多支持者棄泛民而投身本土派。

        正如黃毓民在表決前的發言指出，泛民不應忽視香港開始由本土思潮、港人自決主導的
趨勢，若不繼續「和理非非」，則需要重新定位，思考未來的路向。可以預見，如果泛民主
派繼續秉持和平談判的方針並疏離本土派，很可能會流失一定數量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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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叔來了，普選還會遠嗎 —— 政改重啟預想

　　新方案預想——糖衣包裝的舊瓶新酒

　　儘管是次政改被否決，但出於中央政府的強硬立場和政治考慮可預期人大「八三一」決
定短期內不會有大幅度的改變。

在政改方案被否決後，中央政府要期望二零一七年前通過以「八三一」政改方案的話，有以
下可能性：

　　1、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通過方案。不過從本次表決的結果來看，在泛民主派的二十八票
反對票將會不太可能使政改通過。

　　2、建制派明年在立法會選舉中獲得更多席位，並在來屆立法會通過政改。不過受雨傘運
動和是次建制派在議會的重大失誤兩件事影響，建制派的支持度勢必下滑，再加上二零一二
年的立法會選舉已是建制派近年來表現最好的一次，故建制派獲得更多議席的機會不大。

　　近二十年來北京當局和泛民主派核心人物兩方不斷打交道，對他們來說可算是不言而喻
的事實就是：泛民表面上再反共，擺出一副寧死不屈的抗爭姿態，他們對普選的訴求也不會
訴諸於流血抗爭上。泛民所有爭取民主的行動，都以承認特區政府和中共政府的統治上為前
提進行的，因此可預計的是最後決定性的發展，也會是雙方透過談判和民意施壓達成。這和
當前本土派的完全反共，激烈抗爭，乃至提倡香港自行建國等的思維，有着微妙的不同。

　　在建制派不能控制立法會大部分議席的現況下，北京亦應明瞭若政改方案維持不變，政
改局勢必會陷入僵局，因為原定方案難以得到游離票乃至泛民的支持。同時，在表決發言上
泛民主派有表明與中央政府談判的意向，故北京可能會在「八三一」方案上稍作調整，讓泛
民回到談判桌。

　　當然，出於自身利益考慮，新方案仍會留給北京一個較大的主導權。

　　首先，作為北京控制選舉的主要手段——選舉委員會的制度大概會予以保留。為顯得更
「公平」，其組成方法和篩選過程或會有微調，以勸誘泛民妥協（如降低提名票數限制，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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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參選人人數有增加的可能性，用意為給外界一個「泛民亦可出閘」的印象，減少
其不滿。實際上即使參選人數增加至六或七人對北京並沒有太大影響，因為北京無論如何都
需要一個對立的參選人來顯示選舉的開放程度，而建制派的選票只會集中在被「欽點」的參
選人身上。參選人數增加並不會影響北京指名心儀參選人，反而會因候選人增加分散反對派
的票數，使「欽點」的參選人更容易勝出。

　　簡單來說，北京或會在不影響其主導權下向泛民作出表面上的妥協，如二零一零年的政
改一樣，以「糖衣包裝」的八三一框架逼和泛民，使政改得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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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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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制派議員進入會場前表明堅定支持政改，卻在這次政改大戰中犯下大失誤，推高政改
支持率的目標不但沒有實現，更是僅有八票，使支持者大失所望。
儘管建制派長期以「蛇齋餅粽」吸引選民投票，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少其政改支持者仍相對保
守、以經濟和社會穩定為主要考慮的人支持建制派，他們主要期望一個相對務實及有執行力
的黨派主持政局，然而，這次建制派進退失據，臨陣退縮，令這些支持者對離席的建制派（如
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的信心下降，未來可能會轉投其他黨派（如自由黨）。

　　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在本次會議中堅持投反對票的行為得到支持者肯定。然而，有聲音質疑泛民主
派在過去二十多年一直和中央政府談判，收效甚微，使支持者漸漸對泛民主派失去耐性。另
外，泛民派別之一的民主黨在表決之後的發言也顯示到現時為止，他們並不支持「去中國化」，
和部份支持者提倡的本土意識有分歧，或會使更多支持者棄泛民而投身本土派。

        正如黃毓民在表決前的發言指出，泛民不應忽視香港開始由本土思潮、港人自決主導的
趨勢，若不繼續「和理非非」，則需要重新定位，思考未來的路向。可以預見，如果泛民主
派繼續秉持和平談判的方針並疏離本土派，很可能會流失一定數量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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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下一次政改 我們該如何是好

　　泛民：風雨中抱緊自由　談判時堅守民主

　　「假政改」被否決，明顯特區政府和北京不會就此善罷甘休。現在坊間最擔憂的，並不
是下一次政改是否「假政改」，而是面對下一次「假政改」時，作為反對派的泛民究竟能不
能堅守立場誓不讓步。在二零一零年的政改，正是因為泛民旗手民主黨妥協，導致方案得以
通過，更因此選出梁振英就任特首。泛民集會時經常唱「在風雨中抱緊自由」，而要風雨中
抱緊自由意志，就要在談判中堅守民主精神。這一次，泛民會不會讓步妥協？讓我們拭目以
待。

　　泛民與本土：在分歧中尋求共識 

　　近年泛民溫和派、激進派和本土派無論在抗爭方法和方針上越見分歧是事實，但事實上
面對北京的強權，香港人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向特區政府乃至北京施壓，爭取民主。團結不是
含淚投泛民票、壟斷社運、發表只容許少數泛民大黨的言論，而是在尊重不同主張的同時，
以爭取真普選為共同綱領互相支援，共同進退。近年固然可見本土派崛起，但分別支持本土
和大中華派的人之間的互相詆毀卻令人無奈失語。道不同固然不相為謀，但君子絕交不出惡
言，況且面對共同敵人，更應該同舟共濟。受何秀蘭要求點人數、湯家驊退出公民黨等事件
影響，搜查「內鬼」的聲音在泛民和本土派內此起彼落。不過，與其質疑對方「投共」，爭
取對方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的意義似乎更大。

　　談判抗爭，軟硬兼施

　　相對於北京實權在握，泛民和本土派似乎並無本錢和北京正面對抗，只能延長現在的政
治僵局，並進行規模較大、能構成威脅的街頭抗爭。

　　或說公民抗爭的定位需要改變。從前的抗爭是向政府表達訴求，但對於現在不聽民意的
政府，抗爭就是希望獲得可和政府平等談判的籌碼，包括立法會、區議會、乃至各行各業的
勢力；抗爭本身也可作為威脅性籌碼，警告政府要為苛政付出代價。雨傘運動證明，規模足
夠大的、能夠影響社會運作的街頭抗爭運動可以威脅政府管治威信，也能使北京意識到除非
向港人妥協，否則香港社會難以穩定發展。以此為突破點，對上北京時或能多一點談判的籌
碼。

　　增加籌碼就要令自己成為籌碼

　　登記成為選民就是一種可行手段。香港政壇不公之處實在多不勝數，幸好還有一點是合
理的，那就是每個人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的投票權。奈何，很多人都不在意這個重要的
權利。去年正式選民登記率為七成三，其中十八到三十歲的選民登記率只有六成，尚有近
四十萬人未登記，低於其他年齡組群。如果希望爭取真普選，阻止假普選，最直接有效的方
法就是登記成為選民，為認為值得信賴的議員投下一票，送他上議會為民請命！

　　登記成為選民其實非常簡單。在你年滿十八歲，辦理成人身份證時，事務處通常會設有
選民登記助理會指導你填寫表格，即場辦理手續登記成為選民，只需幾分鐘。同時，街頭偶
爾也會有辦理選民登記的流動站，助理會主動邀請行人登記成為選民。此外亦可透過網上登
記成為選民，網址為 https://www.ospprdwcdc.reo.gov.hk/osp/welcome.do

　　立法會每增加一個爭取真普選的議員，就等同增加了一個爭取真普選的籌碼。下一次立
法會選舉就在明年，如果你想香港有所改變，便盡快成為選民吧！

　　懲戒建制派　統戰中立派

　　是次政改表決前，政府和建制派動用大批人力物力宣傳和支持政改方案，包括賣廣告、
花車巡遊，甚至讓義工冒簽簽名支持政改，在會場外聘請「號碼人」坐鎮，卻因為建制派的
意氣用事導致前功盡棄，政府面上無光。雖然基於政商關係，建制派和特區政府、北京的合
作關係不變，但對於這次建制派並無沒有做好分內事，政府和中央頗為不滿，想必會加強控
制這些可信任但不可靠的「神隊友」，例如加強各黨派行動的統一性、就本次事件對離場的
議員做間接的懲戒等等以防類似情況重演。

　　追究責任方面，提議離場的林健鋒和葉國謙大抵會首當其衝被北京「開除」。建制派內
部協調不足方面，之後可能會有目的性地加強各黨行動的統一性，包括加強各黨和獨立建制
派議員的聯繫、確定具領導地位的最終決策者、以及黨派兼併等等。鑑於是次建制派在表決
後出現嚴重內訌，為維護北京在立法會內的勢力，中聯辦在必要時亦可能會全面接管建制派。
另外，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建制派的手機通訊群組內容竟被傳媒曝光，令部分建制派議員的名
聲受損，北京有可能因此通過中聯辦加強統一加密建制派議員的通訊方法，同時追究洩密的
議員。

　　至於自由黨等較中立的黨派，北京可能會加強與他們合作。自由黨在是次表決中獨立於
民建聯等建制派，但投下的支持票應可獲得北京信任，北京可透過其相對中立的特性平衡議
會內的勢力。預計北京會加強扶植自由黨，使其重新成為有影響力的政治盟友，這同時也是
變相等同建制派會「失寵」，以懲戒他們所犯的過失。

　　針對本土派　建立輿論優勢

　　在本港政壇中本土派是一股日漸壯大，而且北京無法與之開啟談判的勢力。本土派的自
持者本來大多是泛民主派的支持者，他們不滿泛民主派過於溫和又或是以本土利益為先的立
場，轉而支持本土主義。面對越來越多泛民支持者轉而支持本土派，不難預見本土派團體在
以後選舉的優勢會擴大，事實上本土派早已在立法會內外皆有一定影響力。相比有意加入談
判桌的泛民，本土派才是北京的心腹大患。

　　現在北京對於本土派採取的應對手段大多為輿論攻勢。不少民調顯示，年紀愈大的市民
親政府及支持政改的比例越高，故北京的輿論攻勢亦大多集中於較年長的市民上。互聯網方
面，在親建制派勢力的經營下，已有幾個知名度較高的「準官媒」面書專頁，並成功獲得為
數不少的建制派網民支持。這些面書針對偏向保守、對網絡世界不熟悉的中老年網民，這批
網民正是被泛民和本土派所忽略的一群。「準官媒」的帖子以書面語為主、圖像和視頻也相
較簡單，正正迎合年長網民的口味。最重要的是，據最新選民登記資料顯示，中老年人（四十
歲以上）佔選民人口的比例，仍然遠遠高於年輕人。

　　與此同時，建制派近年開始扶植親政府的民間組織，獲得了一部分保守派市民的支持。
到目前為止這些組織仍要借助「號碼人」、親建制社團等「臨時演員」幫忙造勢，但其目標
乃是吸引真正保守的網民支持。就現在情況來看，就算建制派的支持者中有備受爭議的「五
毛」存在，不能否認輿論上泛民和本土已經不能享有絕對優勢，大部分民意未必會完全站在
他們的一邊。

　　政改被否決後，打擊本土派勢在必行，可以預見建制派組織和本土派無論是在議會、街
頭乃至網上的衝突只會越來越烈。為北京和建制派帶來不可多得的民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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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下一次政改 我們該如何是好

　　泛民：風雨中抱緊自由　談判時堅守民主

　　「假政改」被否決，明顯特區政府和北京不會就此善罷甘休。現在坊間最擔憂的，並不
是下一次政改是否「假政改」，而是面對下一次「假政改」時，作為反對派的泛民究竟能不
能堅守立場誓不讓步。在二零一零年的政改，正是因為泛民旗手民主黨妥協，導致方案得以
通過，更因此選出梁振英就任特首。泛民集會時經常唱「在風雨中抱緊自由」，而要風雨中
抱緊自由意志，就要在談判中堅守民主精神。這一次，泛民會不會讓步妥協？讓我們拭目以
待。

　　泛民與本土：在分歧中尋求共識 

　　近年泛民溫和派、激進派和本土派無論在抗爭方法和方針上越見分歧是事實，但事實上
面對北京的強權，香港人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向特區政府乃至北京施壓，爭取民主。團結不是
含淚投泛民票、壟斷社運、發表只容許少數泛民大黨的言論，而是在尊重不同主張的同時，
以爭取真普選為共同綱領互相支援，共同進退。近年固然可見本土派崛起，但分別支持本土
和大中華派的人之間的互相詆毀卻令人無奈失語。道不同固然不相為謀，但君子絕交不出惡
言，況且面對共同敵人，更應該同舟共濟。受何秀蘭要求點人數、湯家驊退出公民黨等事件
影響，搜查「內鬼」的聲音在泛民和本土派內此起彼落。不過，與其質疑對方「投共」，爭
取對方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的意義似乎更大。

　　談判抗爭，軟硬兼施

　　相對於北京實權在握，泛民和本土派似乎並無本錢和北京正面對抗，只能延長現在的政
治僵局，並進行規模較大、能構成威脅的街頭抗爭。

　　或說公民抗爭的定位需要改變。從前的抗爭是向政府表達訴求，但對於現在不聽民意的
政府，抗爭就是希望獲得可和政府平等談判的籌碼，包括立法會、區議會、乃至各行各業的
勢力；抗爭本身也可作為威脅性籌碼，警告政府要為苛政付出代價。雨傘運動證明，規模足
夠大的、能夠影響社會運作的街頭抗爭運動可以威脅政府管治威信，也能使北京意識到除非
向港人妥協，否則香港社會難以穩定發展。以此為突破點，對上北京時或能多一點談判的籌
碼。

　　增加籌碼就要令自己成為籌碼

　　登記成為選民就是一種可行手段。香港政壇不公之處實在多不勝數，幸好還有一點是合
理的，那就是每個人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的投票權。奈何，很多人都不在意這個重要的
權利。去年正式選民登記率為七成三，其中十八到三十歲的選民登記率只有六成，尚有近
四十萬人未登記，低於其他年齡組群。如果希望爭取真普選，阻止假普選，最直接有效的方
法就是登記成為選民，為認為值得信賴的議員投下一票，送他上議會為民請命！

　　登記成為選民其實非常簡單。在你年滿十八歲，辦理成人身份證時，事務處通常會設有
選民登記助理會指導你填寫表格，即場辦理手續登記成為選民，只需幾分鐘。同時，街頭偶
爾也會有辦理選民登記的流動站，助理會主動邀請行人登記成為選民。此外亦可透過網上登
記成為選民，網址為 https://www.ospprdwcdc.reo.gov.hk/osp/welcome.do

　　立法會每增加一個爭取真普選的議員，就等同增加了一個爭取真普選的籌碼。下一次立
法會選舉就在明年，如果你想香港有所改變，便盡快成為選民吧！

　　懲戒建制派　統戰中立派

　　是次政改表決前，政府和建制派動用大批人力物力宣傳和支持政改方案，包括賣廣告、
花車巡遊，甚至讓義工冒簽簽名支持政改，在會場外聘請「號碼人」坐鎮，卻因為建制派的
意氣用事導致前功盡棄，政府面上無光。雖然基於政商關係，建制派和特區政府、北京的合
作關係不變，但對於這次建制派並無沒有做好分內事，政府和中央頗為不滿，想必會加強控
制這些可信任但不可靠的「神隊友」，例如加強各黨派行動的統一性、就本次事件對離場的
議員做間接的懲戒等等以防類似情況重演。

　　追究責任方面，提議離場的林健鋒和葉國謙大抵會首當其衝被北京「開除」。建制派內
部協調不足方面，之後可能會有目的性地加強各黨行動的統一性，包括加強各黨和獨立建制
派議員的聯繫、確定具領導地位的最終決策者、以及黨派兼併等等。鑑於是次建制派在表決
後出現嚴重內訌，為維護北京在立法會內的勢力，中聯辦在必要時亦可能會全面接管建制派。
另外，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建制派的手機通訊群組內容竟被傳媒曝光，令部分建制派議員的名
聲受損，北京有可能因此通過中聯辦加強統一加密建制派議員的通訊方法，同時追究洩密的
議員。

　　至於自由黨等較中立的黨派，北京可能會加強與他們合作。自由黨在是次表決中獨立於
民建聯等建制派，但投下的支持票應可獲得北京信任，北京可透過其相對中立的特性平衡議
會內的勢力。預計北京會加強扶植自由黨，使其重新成為有影響力的政治盟友，這同時也是
變相等同建制派會「失寵」，以懲戒他們所犯的過失。

　　針對本土派　建立輿論優勢

　　在本港政壇中本土派是一股日漸壯大，而且北京無法與之開啟談判的勢力。本土派的自
持者本來大多是泛民主派的支持者，他們不滿泛民主派過於溫和又或是以本土利益為先的立
場，轉而支持本土主義。面對越來越多泛民支持者轉而支持本土派，不難預見本土派團體在
以後選舉的優勢會擴大，事實上本土派早已在立法會內外皆有一定影響力。相比有意加入談
判桌的泛民，本土派才是北京的心腹大患。

　　現在北京對於本土派採取的應對手段大多為輿論攻勢。不少民調顯示，年紀愈大的市民
親政府及支持政改的比例越高，故北京的輿論攻勢亦大多集中於較年長的市民上。互聯網方
面，在親建制派勢力的經營下，已有幾個知名度較高的「準官媒」面書專頁，並成功獲得為
數不少的建制派網民支持。這些面書針對偏向保守、對網絡世界不熟悉的中老年網民，這批
網民正是被泛民和本土派所忽略的一群。「準官媒」的帖子以書面語為主、圖像和視頻也相
較簡單，正正迎合年長網民的口味。最重要的是，據最新選民登記資料顯示，中老年人（四十
歲以上）佔選民人口的比例，仍然遠遠高於年輕人。

　　與此同時，建制派近年開始扶植親政府的民間組織，獲得了一部分保守派市民的支持。
到目前為止這些組織仍要借助「號碼人」、親建制社團等「臨時演員」幫忙造勢，但其目標
乃是吸引真正保守的網民支持。就現在情況來看，就算建制派的支持者中有備受爭議的「五
毛」存在，不能否認輿論上泛民和本土已經不能享有絕對優勢，大部分民意未必會完全站在
他們的一邊。

　　政改被否決後，打擊本土派勢在必行，可以預見建制派組織和本土派無論是在議會、街
頭乃至網上的衝突只會越來越烈。為北京和建制派帶來不可多得的民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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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秘密於中央官員會面 意圖何在？

　　八月二十八日    民主黨官方消息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副主席羅健熙、副主席尹
兆堅、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於中環一間酒樓午飯會面，整個飯局
約為三小時。
 
　　席間民主黨重點向中央反映幾大問題 : 包括表達港人對中央干預的不滿、對現任特首梁振
英的不滿、對八 ‧ 三一落閘及中央對普選承諾食言的不滿，要求中央重啟政改之門、期望有
真普選的想法。除此，雙方亦談到李旺陽事件及內地維權律師被捕及被打壓的問題。
 
　　羅健熙表示，他們特別向中央傳達訊息，強烈要求中央政府不要對港干預，希望中央尊
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尹兆堅說，港人不滿中央實行極左政策，及只聽被欽點
人士的意見，極度偏聽，希望中央與各方積極溝通，而不要再干擾香港政治，特別在選舉事
務上操控。民主黨希望中央多了解香港人對不同事情的思維而非只以北京思維處理。 
 
　　林卓廷要求中央政府切勿放大香港極少數的激進言論，包括港獨言論，否則會嚴重錯判
香港情況，中央對港的政策亦會出現嚴重錯誤，違背香港民意，令港人更加反感。
 
　　民主黨亦向馮巍表示，希望中央願意接見更多泛民政黨，廣納民意，以免被梁振英所傳
達的訊息所誤導。

建制派「甩轆」之後的各方回應

投票當日出現的是「技術性問題」
　——特首梁振英

當時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但心裏只覺得這一票很重要，必須要投，所以沒有離開。
　——工聯會陳婉嫻，當時未有跟隨大隊離開

我堅信支持政改通過是我們建制派議員的歷史責任，實在沒有任何事情比投下贊成票更重要，
因此立即返回座位投票。……建制派在重要關頭作出如此低智決定，犯下如此低級錯誤，令
到政改支持者和國家蒙羞
　——工業界議員林大輝，當時未有跟隨大隊離開

他們也知道這次的『甩轆』，不是我們原則性違背政府的政策、故意不投票，是協調出了問題，
所以完全無問責，亦有中央官員安慰我。
　——新民黨議員葉劉淑儀，

三十三人搭沉船全部葬身大海。八人自救成功，自鳴得意，備受稱頌「反應快、醒目」。建
制派經此一役被背叛而「搭沉船」，勢必更加四分五裂，日後各自精彩，但仍需建立大局觀。
　——新民黨田北辰撰文批評留在議事廳的建制議員不顧大局。

昨日是我從政以來最難過的一天，也受到很沉痛的教訓。感激大家支持，大是大非面前，還
望同坐一條船，畢竟今後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共同處理，建制派已沒有分裂的本錢。
　——提議建制派離場的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在表決翌日在建制派內部發出道歉短訊。

誰人可以說要建制集體離場，我們建制有主席嗎？……你說走我便走，那還用分黨派？是否
要所有黨「執哂」叫做建制黨，可能梁振英就想，不過我們沒有支持這個概念，做個建制黨，
你們全話事？
　——自由黨田北俊對自由黨留在會場投票一事的回應。

逆轉五分鐘

1．正午十二時，再無議員要求發言，政改方案隨即交由全體立法會議員投票表決。然而劉皇
發議員表示還要幾分鐘才能趕回議會投票。

2．表決鐘響起。

3．在表決鐘響起第三分鐘，為拖延時間，獨立議員林大輝要求休會十五分鐘，但由於表決鐘
已經響起，故被主席曾鈺成駁回。

4．在林大輝的要求被駁回後，經民聯的林健鋒向建制派議員提議集體離席，企圖爭取約十五
分鐘時間，等待劉皇發趕回議會投支持票。

5．在表決鐘響起第四分鐘，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但由於溝通不足，自由黨五名議員、工聯
會陳婉嫻以及陳健波和林大輝反應不及，仍留在會議廳內，使在場人數（三十八人）仍然高
於最低人數（三十五人），建制派流會失敗，表決繼續。

6．最後議案由在座三十七人表決，八票支持、二十八票反對、無人棄權（潘兆平在席但並無
參與表決）。議案被否決。

表決結果

二十八人反對：
何俊仁、涂謹申、劉慧卿、胡志偉、單仲偕、黃碧雲、湯家驊、梁家傑、毛孟靜、郭榮鏗、
郭家麒、陳家洛、范國威、葉建源、莫乃光、梁繼昌、李卓人、何秀蘭、張國柱、張超雄、
馮檢基、梁耀忠、梁國雄、陳偉業、陳志全、黃毓民、梁家騮、李國麟

八人贊成：
方剛、張宇人、田北俊、鍾國斌、易志明、陳婉嫻、林大輝、陳健波

三十三人不在席：
陳鑑林、劉皇發、譚耀宗、石禮謙、林健鋒、梁君彥、黃定光、李慧琼、陳克勤、黃國健、梁美芬、
葉國謙、葉劉淑儀、謝偉俊、田北辰、吳亮星、何俊賢、姚思榮、馬逢國、陳恒鑌、梁志祥、
麥美娟、郭偉琼、張華峰、葛珮帆、廖長江、、鄧家彪、蔣麗芸、盧偉國、鍾樹根、謝偉銓、
王國興

無投票：曾鈺成

附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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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秘密於中央官員會面 意圖何在？

　　八月二十八日    民主黨官方消息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副主席羅健熙、副主席尹
兆堅、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於中環一間酒樓午飯會面，整個飯局
約為三小時。
 
　　席間民主黨重點向中央反映幾大問題 : 包括表達港人對中央干預的不滿、對現任特首梁振
英的不滿、對八 ‧ 三一落閘及中央對普選承諾食言的不滿，要求中央重啟政改之門、期望有
真普選的想法。除此，雙方亦談到李旺陽事件及內地維權律師被捕及被打壓的問題。
 
　　羅健熙表示，他們特別向中央傳達訊息，強烈要求中央政府不要對港干預，希望中央尊
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尹兆堅說，港人不滿中央實行極左政策，及只聽被欽點
人士的意見，極度偏聽，希望中央與各方積極溝通，而不要再干擾香港政治，特別在選舉事
務上操控。民主黨希望中央多了解香港人對不同事情的思維而非只以北京思維處理。 
 
　　林卓廷要求中央政府切勿放大香港極少數的激進言論，包括港獨言論，否則會嚴重錯判
香港情況，中央對港的政策亦會出現嚴重錯誤，違背香港民意，令港人更加反感。
 
　　民主黨亦向馮巍表示，希望中央願意接見更多泛民政黨，廣納民意，以免被梁振英所傳
達的訊息所誤導。

建制派「甩轆」之後的各方回應

投票當日出現的是「技術性問題」
　——特首梁振英

當時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但心裏只覺得這一票很重要，必須要投，所以沒有離開。
　——工聯會陳婉嫻，當時未有跟隨大隊離開

我堅信支持政改通過是我們建制派議員的歷史責任，實在沒有任何事情比投下贊成票更重要，
因此立即返回座位投票。……建制派在重要關頭作出如此低智決定，犯下如此低級錯誤，令
到政改支持者和國家蒙羞
　——工業界議員林大輝，當時未有跟隨大隊離開

他們也知道這次的『甩轆』，不是我們原則性違背政府的政策、故意不投票，是協調出了問題，
所以完全無問責，亦有中央官員安慰我。
　——新民黨議員葉劉淑儀，

三十三人搭沉船全部葬身大海。八人自救成功，自鳴得意，備受稱頌「反應快、醒目」。建
制派經此一役被背叛而「搭沉船」，勢必更加四分五裂，日後各自精彩，但仍需建立大局觀。
　——新民黨田北辰撰文批評留在議事廳的建制議員不顧大局。

昨日是我從政以來最難過的一天，也受到很沉痛的教訓。感激大家支持，大是大非面前，還
望同坐一條船，畢竟今後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共同處理，建制派已沒有分裂的本錢。
　——提議建制派離場的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在表決翌日在建制派內部發出道歉短訊。

誰人可以說要建制集體離場，我們建制有主席嗎？……你說走我便走，那還用分黨派？是否
要所有黨「執哂」叫做建制黨，可能梁振英就想，不過我們沒有支持這個概念，做個建制黨，
你們全話事？
　——自由黨田北俊對自由黨留在會場投票一事的回應。

逆轉五分鐘

1．正午十二時，再無議員要求發言，政改方案隨即交由全體立法會議員投票表決。然而劉皇
發議員表示還要幾分鐘才能趕回議會投票。

2．表決鐘響起。

3．在表決鐘響起第三分鐘，為拖延時間，獨立議員林大輝要求休會十五分鐘，但由於表決鐘
已經響起，故被主席曾鈺成駁回。

4．在林大輝的要求被駁回後，經民聯的林健鋒向建制派議員提議集體離席，企圖爭取約十五
分鐘時間，等待劉皇發趕回議會投支持票。

5．在表決鐘響起第四分鐘，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但由於溝通不足，自由黨五名議員、工聯
會陳婉嫻以及陳健波和林大輝反應不及，仍留在會議廳內，使在場人數（三十八人）仍然高
於最低人數（三十五人），建制派流會失敗，表決繼續。

6．最後議案由在座三十七人表決，八票支持、二十八票反對、無人棄權（潘兆平在席但並無
參與表決）。議案被否決。

表決結果

二十八人反對：
何俊仁、涂謹申、劉慧卿、胡志偉、單仲偕、黃碧雲、湯家驊、梁家傑、毛孟靜、郭榮鏗、
郭家麒、陳家洛、范國威、葉建源、莫乃光、梁繼昌、李卓人、何秀蘭、張國柱、張超雄、
馮檢基、梁耀忠、梁國雄、陳偉業、陳志全、黃毓民、梁家騮、李國麟

八人贊成：
方剛、張宇人、田北俊、鍾國斌、易志明、陳婉嫻、林大輝、陳健波

三十三人不在席：
陳鑑林、劉皇發、譚耀宗、石禮謙、林健鋒、梁君彥、黃定光、李慧琼、陳克勤、黃國健、梁美芬、
葉國謙、葉劉淑儀、謝偉俊、田北辰、吳亮星、何俊賢、姚思榮、馬逢國、陳恒鑌、梁志祥、
麥美娟、郭偉琼、張華峰、葛珮帆、廖長江、、鄧家彪、蔣麗芸、盧偉國、鍾樹根、謝偉銓、
王國興

無投票：曾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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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真的不會怪罪？

【本文寫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相關事件資訊未必為最新】

建制派「甩轆」之後
的whatsapp 群組
（東方日報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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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真的不會怪罪？

圖片來源 :
HKG 報、東方日報、
蘋果日報、星島日報、
明報、立場新聞、
經濟日報

【本文寫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相關事件資訊未必為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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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譁然　以胸襲警竟罪成？

　　甚麼？一個女流之輩竟敢以胸部撞擊受過專業訓練的警員？女文員吳麗英於示威中被指
以胸部襲擊警員，襲警罪名成立，被判入獄三個月十五天。裁決隨即引來極大迴響，連《時
代雜誌》網上版亦有相關報導。這究竟是個莫須有的罪名，還是吳小姐確實能人所不能？事
件又是否反映了本港的法治正被逐漸蠶食？

　　非禮與襲警　原來只有一線之差

　　吳女士是一名反水貨客示威者，曾於三月元朗示威中大喊「非禮」，並疑遭警員從後推
倒引致鼻骨骨折。當時滿臉鮮血的她反而被控襲警，最終竟然罪成入獄。女子以胸部襲警已
是難以置信，而令公眾更感荒誕的，是暫委裁判官指責事主大叫非禮令事情變得嚴重，並稱
其誣衊總督察的行為非常惡毒。

　　從非禮到襲警，不少市民看得心寒。按照常理，如果意圖襲擊他人，使用胸部實在難有
效用，更有機會令自己受辱。事實上，相關警員毫髮無損。那為何事主的罪名仍能成立？這
不禁令人猜疑裁決背後實為官官相護。也許女生以後被警員非禮後要忍氣吞聲了，難道你想
被控以胸襲警？

　　判刑之重　令人疑惑

　　事件另一引人非議之處是事主被判入獄三個月十五天，不少人質疑這個判刑過重。暫委
裁判官稱遊行人士襲警行為「猖獗」，判刑須有阻嚇性。然而，且不論這些個案有幾分真偽，
普通人聽過本港其他襲警案例後，也不會料想到事主會被如此判刑。

　　去年同樣以胸口撞擊警長的招顯聰被控襲警，亦不過是被判監十四天。即使連同阻差辦
公及拒捕等控罪，也只是入獄一個多月。再舉一例，本年二月陳丹麗聲稱遭到警員非禮而前
往報案，反而被控襲警，最終也只是被判感化一年而已。

　　亂告襲警　何等兒戲

　　雖然不可斷言女事主沒有襲警，但今天香港警隊也可謂惡名昭彰了。近期不乏警員證供
前後矛盾的個案，有無辜市民被控襲警已是鐵一般的事實。相反，毆打市民、濫用權力的警
員卻可逍遙法外，例如毆打曾健超的七名警員至今一直未被起訴。

　　其實，襲警罪的定義頗闊，除非警員證供存有關鍵性矛盾，否則被告是很難脫罪的。有
時即使裁判官認為案情有疑點，也可能會改判罰款、社會服務令、感化令等。如上述提及陳
丹麗的例子中，裁判官雖然指出被告沒可能作出控方證人所指的襲擊動作，也沒有人親眼目
睹被告襲警，但仍稱疑點並不重要。

　　任何人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
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  2 年。

《侵害人身罪條例》36 條 b

　　任何人襲擊或抗拒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或協助或煽惑任何人如此襲擊或抗拒，或在被
要求協助該執行職責的人員時拒絕協助，或意圖妨礙或拖延達到公正的目的而提供虛假資料，
以蓄意誤導或企圖誤導警務人員，循簡易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 $5000 及監禁 6 個月。

《警隊條例》63 條

撰文 : 傲霜
排版 : 尋雨言

　　學生輔助會主席　網民疑利益衝突？

　　作出如此驚天動地的裁決，令國際傳媒紛紛報導的暫委裁判官究竟是誰？他就是現任中
大校友評議會的副主席陳碧橋先生。網民發現，他同時是香港學生輔助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而該會的贊助人恰好又是特首夫人梁唐青儀女士，市民不免會懷疑當中存有利益衝突，以及
質疑裁決的公平性。

　　暫委裁判官制度

　　質疑判決的同時，有人也把目光放在暫委裁判官的制度上，認為這個制度是使本港裁判
官質素參差的元兇。原來陳碧橋先生早於一四年便已退休，現時並非本港的常任裁判官。

　　根據《裁判官條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藉令狀，委任任何根據第 5AB 條有資格獲委
任為特委裁判官的人為暫委裁判官。即只要是任何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大律師、律師或訟辯人，
並有不少於五年的經驗，便有資格獲委任為暫委裁判官。

　　暫委裁判官的數量多得驚人，據明報去年的一個專欄顯示，本港許多裁判法院的暫委裁
判官比常任裁判官還要多。加上成為暫委裁判官的門檻很低，試問怎不令人為本港裁判官的
質素憂心呢？

【本文撰寫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有關吳麗英女士判刑的資訊并非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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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一個女流之輩竟敢以胸部撞擊受過專業訓練的警員？女文員吳麗英於示威中被指
以胸部襲擊警員，襲警罪名成立，被判入獄三個月十五天。裁決隨即引來極大迴響，連《時
代雜誌》網上版亦有相關報導。這究竟是個莫須有的罪名，還是吳小姐確實能人所不能？事
件又是否反映了本港的法治正被逐漸蠶食？

　　非禮與襲警　原來只有一線之差

　　吳女士是一名反水貨客示威者，曾於三月元朗示威中大喊「非禮」，並疑遭警員從後推
倒引致鼻骨骨折。當時滿臉鮮血的她反而被控襲警，最終竟然罪成入獄。女子以胸部襲警已
是難以置信，而令公眾更感荒誕的，是暫委裁判官指責事主大叫非禮令事情變得嚴重，並稱
其誣衊總督察的行為非常惡毒。

　　從非禮到襲警，不少市民看得心寒。按照常理，如果意圖襲擊他人，使用胸部實在難有
效用，更有機會令自己受辱。事實上，相關警員毫髮無損。那為何事主的罪名仍能成立？這
不禁令人猜疑裁決背後實為官官相護。也許女生以後被警員非禮後要忍氣吞聲了，難道你想
被控以胸襲警？

　　判刑之重　令人疑惑

　　事件另一引人非議之處是事主被判入獄三個月十五天，不少人質疑這個判刑過重。暫委
裁判官稱遊行人士襲警行為「猖獗」，判刑須有阻嚇性。然而，且不論這些個案有幾分真偽，
普通人聽過本港其他襲警案例後，也不會料想到事主會被如此判刑。

　　去年同樣以胸口撞擊警長的招顯聰被控襲警，亦不過是被判監十四天。即使連同阻差辦
公及拒捕等控罪，也只是入獄一個多月。再舉一例，本年二月陳丹麗聲稱遭到警員非禮而前
往報案，反而被控襲警，最終也只是被判感化一年而已。

　　亂告襲警　何等兒戲

　　雖然不可斷言女事主沒有襲警，但今天香港警隊也可謂惡名昭彰了。近期不乏警員證供
前後矛盾的個案，有無辜市民被控襲警已是鐵一般的事實。相反，毆打市民、濫用權力的警
員卻可逍遙法外，例如毆打曾健超的七名警員至今一直未被起訴。

　　其實，襲警罪的定義頗闊，除非警員證供存有關鍵性矛盾，否則被告是很難脫罪的。有
時即使裁判官認為案情有疑點，也可能會改判罰款、社會服務令、感化令等。如上述提及陳
丹麗的例子中，裁判官雖然指出被告沒可能作出控方證人所指的襲擊動作，也沒有人親眼目
睹被告襲警，但仍稱疑點並不重要。

　　任何人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
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  2 年。

《侵害人身罪條例》36 條 b

　　任何人襲擊或抗拒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或協助或煽惑任何人如此襲擊或抗拒，或在被
要求協助該執行職責的人員時拒絕協助，或意圖妨礙或拖延達到公正的目的而提供虛假資料，
以蓄意誤導或企圖誤導警務人員，循簡易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 $5000 及監禁 6 個月。

《警隊條例》63 條

　　學生輔助會主席　網民疑利益衝突？

　　作出如此驚天動地的裁決，令國際傳媒紛紛報導的暫委裁判官究竟是誰？他就是現任中
大校友評議會的副主席陳碧橋先生。網民發現，他同時是香港學生輔助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而該會的贊助人恰好又是特首夫人梁唐青儀女士，市民不免會懷疑當中存有利益衝突，以及
質疑裁決的公平性。

　　暫委裁判官制度

　　質疑判決的同時，有人也把目光放在暫委裁判官的制度上，認為這個制度是使本港裁判
官質素參差的元兇。原來陳碧橋先生早於一四年便已退休，現時並非本港的常任裁判官。

　　根據《裁判官條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藉令狀，委任任何根據第 5AB 條有資格獲委
任為特委裁判官的人為暫委裁判官。即只要是任何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大律師、律師或訟辯人，
並有不少於五年的經驗，便有資格獲委任為暫委裁判官。

　　暫委裁判官的數量多得驚人，據明報去年的一個專欄顯示，本港許多裁判法院的暫委裁
判官比常任裁判官還要多。加上成為暫委裁判官的門檻很低，試問怎不令人為本港裁判官的
質素憂心呢？

【本文撰寫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有關吳麗英女士判刑的資訊并非最新。】

圖片來源 : Stand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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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最近足球這麼紅？
　　最近多了不少有關足球的新聞報導。香港足球界突然備受矚目，即便不是球迷，
大多也聽過港足大敗不丹、逼和中國隊等賽果。箇中原由，又是中港矛盾。

    起因：海報涉歧視事件

　　二零一八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已於本年下半年陸續展開，其中一款由中國
足協推出的宣傳海報寫上「這支球隊的人，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這
麼有層次的球隊，得提防點！」等字句。這引起了香港市民的強烈不滿，海報設計上
強調了「有層次」三字，亦有種族歧視之嫌。

　　香港足總後來推出了一款相似的海報「反擊」，標題為「唔好比人睇死」（不要
被人看低），指港足隊員的目標都是為香港出一口氣，並呼籲香港球迷入場支持港足。

　　中國足協後來指該海報是由一名法國人設計的，沒想到會引起如此激烈的爭議。
然而，中國足協作為海報的擁有人及發佈者，無疑有責任作好把關工作，不禁令人懷
疑這只是藉口。

　　儘管香港足總透露中國足協已向其道歉，事件依然迅速地成為網絡熱話，港隊對
不丹的首戰門票在開賽前一個多小時便已售罄，場內奏起國歌時更是噓聲滿場。最終，
港足七比零大敗不丹，同時令港足受到更多市民的注視。

    火上加油：港足逼和中國隊

　　至九月初，「中港大戰」終於上演，由於港隊與中國隊實力相距懸殊，港足賽前
可謂被看低一線。然而最終港足竟以零比零逼和中國。

　　賽果令許多港人感到振奮，但也令許多大陸網民感到憤怒。有的指港足只是單憑
運氣，有的罵球證多次不吹罰港足，也有的罵國足沒用。難道與港隊打成平手真的是
奇恥大辱嗎？其實，早在十年前的世盃外圍賽中，中國隊大敗港隊同時，亦因少了一
個入球無法晉級。另外在三十年前，港隊亦曾打敗中國隊，導致數萬名中國球迷滋事。

撰文 :傲霜
排版 :尋雨言 　　原來港隊與中國隊早有舊怨，幾次令中國無法在世盃外圍賽中晉級，難怪會有中

國網民指責港隊不愛國！

　　可笑的是中國隊及網民對這次落敗的解釋，例如解說員段暄指港隊比中國隊更能
適應深圳的天氣、中國隊隊長鄭智指責港隊縮在後場拖延時間等。鄭智更疑斥罵港隊
門將葉鴻輝為「狗」，令不少香港網民怒不可言。後來，鄭智否認自己曾罵葉鴻輝是狗，
並質疑他錯將「久」聽成「狗」；然而二字在普通話發音上相差甚遠，葉鴻輝後來亦
回應說他的普通話應不至那麼差。

　　一場球賽，可見大陸人民質素。

　　後續：主場不敵卡塔爾

　　作客逼和中國隊後，港足主場對戰勁旅卡塔爾。港足一度落後三球，但完場前連
追兩球，最終以二比三不敵。不過，大多數香港市民並沒有像大陸網民般責罵港隊，
反而有不少人稱港隊「雖敗猶榮」。就連梁振英也發表了網誌，稱球隊「改寫了對卡
塔爾從未成功入球的歷史」。可是，為何在港隊逼和中國隊時，又不見特首的網誌？

　　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陸續有來，相信大多市民依然在期待港足在未來的表現……

隊伍 賽 勝 和 負 進球 失球 差 分
卡塔爾 3 3 0 0 19 2 +17 9
中國 3 2 1 0 9 0 +9 7
香港 4 2 1 1 11 3 +8 7
馬爾代夫 3 0 0 3 0 6 -6 0
不丹 3 0 0 3 0 28 -28 0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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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Yahoo News,
Crete-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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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危機	 		內部鬥爭		

梁振英或面臨去留危機？
　　政改表決的風波剛剛過去，政府又面臨多重危機，嚴重打擊其管治威信和團
結性。

　　先是自雨傘運動開始已經為人詬病的警方執法問題，在七月再次引起爭議。
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警司朱經緯在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行人路驅趕群眾時，
不斷揮舞警棍追打手無寸鐵的市民。朱經緯在錄口供時辯稱自己以警棍作為「手
臂延伸」拍打投訴人驅使對方前行。到本月中，監警會以大比數裁定朱經緯毆打
市民證明屬實，投訴警察課卻將個案分類為毆打「未能完全證明屬實」，令監警
會再次投票，企圖讓朱經緯翻供。與此同時，法院判決今年三月「光復元朗」行
動示威者吳麗英，由於以胸撞向總督察並用女性身份誣衊總督察非禮，「襲警」
罪名成立，即時還柙，成為外媒笑柄。真可謂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除此之外，
警方在雨傘運動期間所作出的暴力舉動、對市民的胡亂指控、乃至「暗角七警」
等毆打市民等行為，相關人員到現在仍然得不到應有的制裁。警隊威信因以上事
件日益下降，失去市民的支持。當執法力量再不能捍衛法治時，「有牌爛仔」將
成為政府的負資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七月初，啟晴邨及水泉澳邨等多個新落成的由中國建
築集團承建的公共屋邨被查出食水含鉛量超標，引起民眾恐慌。由於中建集團的
國企身份，政府極力淡化政府和中建在事件中的責任，企圖把水喉部件含鉛的問
題歸咎於水喉匠身上，相關部門甚至作出「飲用鉛水放在一生的平均量來說不算
多」、「咬鉛筆也會吸收鉛」等回應。高官們的思考迴路固然令人稱奇，他們置
市民健康於度外的態度亦不禁令人懷疑，究竟這些所謂的公僕能否保障八百萬人
的健康和人身安全。這事件與政治傾向完全無關，而是徹頭徹尾的民政災難。中
建集團不僅僅承建公共屋邨，亦負責香港很多基建設施和屋苑商廈（包括本校新
落成的宿舍和商學大樓等建築物）。一夜之間，全香港所有建築物的使用者都對
他們使用的水源產生本來不應有的心病，紛紛自行化驗自家自來水的水質，用行
動表示對政府的不信任。

撰文 : 側衛
排版 : 尋雨言

　　緊隨其後的就是梁振英班子的人事問題。在七月中，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
成，以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在幾天內接連被免職。事件帶出政府內部出現
梁振英親信和其他親北京人士之間的權力鬥爭，而曾德成等人據聞正是因為多次
和梁振英親信作對而被辭退。梁振英此舉引起梁振英陣營以外的親北京人士不滿
和恐慌。親北京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更在公開場合稱現屆政府欠缺施政理念，並
表示會在下一屆特首選舉帶領智庫為志同道合的參選人助選，明顯他志同道合的
參選人不會是「欠缺施政理念」的梁振英班子。梁振英領導下的政府在清除異己
的同時，也承受着眾叛親離的危機，以前一個劉夢熊或許並不足懼，但面對曾經
本屬當選後盾的整個傳統左派勢力的反抗，單靠西環支持的梁振英未必能夠擺平
困局，更不用說控制香港的政局。前文講述政改時提到，建制派未必能在下一次
立法會選舉中控制大多數議席，現在就算是建制派的議員，也未必會受政府控
制。親北京人士大概在想：一個連同伴都不信任，也不可信的人，自己能夠支持
他施政嗎？之前是劉夢熊，現在是曾德成，之後呢？誰想成為下一個劉夢熊和曾
德成？

　　梁振英如今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在其鐵腕作風打壓反對聲音的同時，卻交
不出令人滿意的施政成果，還出現嚴重的民生問題。現在梁振英的支持者（或稱
「藍絲帶」）支持政府施政，是因為他們相信政府會帶來穩定和繁榮，給他們一
種父母官的安全感。然而，這種明顯的施政失誤難以任何藉口蓋過，梁振英的支
持度將不可避免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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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七月初，啟晴邨及水泉澳邨等多個新落成的由中國建
築集團承建的公共屋邨被查出食水含鉛量超標，引起民眾恐慌。由於中建集團的
國企身份，政府極力淡化政府和中建在事件中的責任，企圖把水喉部件含鉛的問
題歸咎於水喉匠身上，相關部門甚至作出「飲用鉛水放在一生的平均量來說不算
多」、「咬鉛筆也會吸收鉛」等回應。高官們的思考迴路固然令人稱奇，他們置
市民健康於度外的態度亦不禁令人懷疑，究竟這些所謂的公僕能否保障八百萬人
的健康和人身安全。這事件與政治傾向完全無關，而是徹頭徹尾的民政災難。中
建集團不僅僅承建公共屋邨，亦負責香港很多基建設施和屋苑商廈（包括本校新
落成的宿舍和商學大樓等建築物）。一夜之間，全香港所有建築物的使用者都對
他們使用的水源產生本來不應有的心病，紛紛自行化驗自家自來水的水質，用行
動表示對政府的不信任。

　　緊隨其後的就是梁振英班子的人事問題。在七月中，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
成，以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在幾天內接連被免職。事件帶出政府內部出現
梁振英親信和其他親北京人士之間的權力鬥爭，而曾德成等人據聞正是因為多次
和梁振英親信作對而被辭退。梁振英此舉引起梁振英陣營以外的親北京人士不滿
和恐慌。親北京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更在公開場合稱現屆政府欠缺施政理念，並
表示會在下一屆特首選舉帶領智庫為志同道合的參選人助選，明顯他志同道合的
參選人不會是「欠缺施政理念」的梁振英班子。梁振英領導下的政府在清除異己
的同時，也承受着眾叛親離的危機，以前一個劉夢熊或許並不足懼，但面對曾經
本屬當選後盾的整個傳統左派勢力的反抗，單靠西環支持的梁振英未必能夠擺平
困局，更不用說控制香港的政局。前文講述政改時提到，建制派未必能在下一次
立法會選舉中控制大多數議席，現在就算是建制派的議員，也未必會受政府控
制。親北京人士大概在想：一個連同伴都不信任，也不可信的人，自己能夠支持
他施政嗎？之前是劉夢熊，現在是曾德成，之後呢？誰想成為下一個劉夢熊和曾
德成？

　　梁振英如今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在其鐵腕作風打壓反對聲音的同時，卻交
不出令人滿意的施政成果，還出現嚴重的民生問題。現在梁振英的支持者（或稱
「藍絲帶」）支持政府施政，是因為他們相信政府會帶來穩定和繁榮，給他們一
種父母官的安全感。然而，這種明顯的施政失誤難以任何藉口蓋過，梁振英的支
持度將不可避免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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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梁振英也在流失一直為其施政護航的建制派支持，甚至是來自北
京的信任。預計梁振英政府日後施政將越見困難，目前政壇甚至出現「中央換人」
的傳言。可以說，梁振英正在面對極其嚴重的施政危機，其嚴重程度甚至關乎其
去留問題。

　　話說筆者高中時參加過一次政府舉辦的國情交流團，行程中需要聽一個中央
官員的講話。講話主題是中港關係，內容無趣至極。尚記得講話最後有人問到香
港在五十年後會怎樣時，那高官若有所思地答道：「我們可以創造無數個上海，
但無法複製出另一個香港，這就是我們（北京方面）的想法。」

　　北京固然想完全控制香港，但歸根究底，香港對於北京的價值在於其獨立於
中國大陸的政制。香港法制嚴謹健全，市場自由，治安良好，而且所有商品和設
施的品質可靠，服務優良，是一個相較中國其他城市而言更令人自由自在和安心
的地方。然而，在梁振英政府的管治下，治安惡化，就連政府和法律制度也開始
變得不怎麼可靠。這樣的香港和大陸其他大城市又有何區別？從結果而言，梁振
英的施政並不符合北京期望。況且，北京還能相信一個眾叛親離的人嗎？

　　現在梁振英政府任期剩下兩年，究竟他會做出一個怎樣的政績？香港人究竟
還能忍耐多久？他究竟會不會像當年的董建華一樣，連中南海都看不下去，被逼
黯然退場？讓我們拭目以待。

公務員的思考迴路，你不懂

如果某個人短時間飲了超標的含鉛量食水，但整體來講，他人生當中「講緊」
70 歲、80 歲，都飲一些符合標準的食水，其實他整體來講的「超標」，是不
符合所謂超標定義，所以對健康無明顯影響。

——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流行病學處主任程卓端就公屋食水含鉛一事的回應

飲用鉛水，兒童也可能透過咬鉛筆等途徑吸收鉛。

——威爾斯親王醫院中毒治療中心顧問醫生王紹明就公屋食水含鉛一事的回應
 
吳麗英用胸部撞警員手臂後，大叫「非禮」，令旁邊其他人也跟著大叫「非禮」，
更掟出雜物，令本來不嚴重的襲擊變得嚴重，令很多執行職務的警員都被襲
擊 ...... 襲擊警務人員不論是一時衝動，還是有計劃，都是犯法行為。

暫委裁判官陳碧橋就以胸襲警案的判詞

我相信第一次擊打事件純屬意外 ...... 當時我揮動警棍驅趕人群，非故意接
觸到黑衣男子。我看似用警棍擊打第二名男子，事實上我只是以警棍作為我手
臂的延伸去拍打其背部，驅使其離開。

——警司朱經緯對其毆打市民一事所作的部分口供

【本文寫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四日，相關事件資訊未必為最新】

圖片來源 : oclp.hk, apple daily, SAMP, passio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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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必須大台組織？非也。大台組織制肘運動？未必。所以，批評學聯領導抗爭，有所失策
是無所謂，若云學聯大台操控運動，則有欠公允。而且，過於苛責一群入世未深之大學生，
要他們為運動失敗負全責，實不恰當。 雨傘革命，群眾自發，運動成敗，榮辱與共，彼此
責無旁貸。觀察所得，學聯及學民思潮，只充當發起者之角色，及後運動演化，視乎群眾意
志毅力。若僅推卸責任予引發運動之組織，無異於承認它們主導運動，貶抑參與之群眾。如
此，則不符合群眾自發。要想抗爭成功，亦不應貶抑群眾，斲喪群眾之抗爭意志。

執筆至此，經歷雨傘革命，亦不得不承認，香
港政治發展下之民主抗爭，亦漸由昔日單一政
黨牽頭，轉為群眾自發。志同道合的人，不約
而同，上街集會示威，領袖圖騰之重要，趨於
息微。不因領袖圖騰而抗爭，只為理念一致而
抗爭，不為團結而相同，只為相同而團結。爭
取民主，正為擺脫權威羈絆。若爭取民主，卻
臣服於另類權威之羈絆，為何要爭取民主？能
擺脫權威羈絆，對香港政治發展，才是裨益甚
廣之正道。而且，以往香港人常囿於《公安條
例》惡法，怕無「不反對通知書」集會會遭檢
控，亦畏懼公民抗命，遑論食催淚彈。

美國第三任總統Thomas Jefferson<2>說：「違反惡法乃公民責任。」雨傘革命，目睹越多香
港人，敢於違反惡法，佔領馬路，不惜捱催淚彈及警棍，為民主犧牲小我，成就大我，令我
察覺香港並非絕望，而是一絲希望，其實仍然存在，在乎你我，願不願意摒棄鄉愿，多行一
步。一人犯惡法，便是犯法，若一萬人同時犯惡法，則不是犯法了。

Charles Dickens<3>云：「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香港，一個身為國際金融中
心之蕞爾小城，充斥摩天大廈，夜晚燈光璀璨，繁華昌盛，蜚聲於世，貧富懸殊卻為發達國
家中最嚴重，有自由無民主，如今自由法治敗壞，受一大片中共的赤霧籠罩，誠然處危急存
亡之秋。香港人，對於中共，忍一時得寸進尺，退一步變本加厲。若不再醒覺，不停批評社
運人士，鄙視民主自由，貪戀偽繁榮穩定，他朝必然後悔莫及。你們想講句說話也招牢獄之
災？你們想看到黑心食品流入香港？你們想看到港共政權隱瞞疫情，惶惶不可終日？你們想
學位工作全遭大陸人搶奪？你們想自己的家園變得如何？墊高枕頭想清楚！

小弟身為科大學生，參與社運數年，見證香港政治變遷，感慨萬千。有感社運於雨傘革命終
結後，陷入低迷萎靡。故有意撰文，釋述我對去年雨傘革命之感想，及對香港政治變革之期
許。祈望諸君仔細拜讀，並不介意刊登於科大學生報之論政版，倘有闕漏不足，懇請不吝賜
教。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哪怕我們不能無盡付出，哪怕我們力量小如微塵，哪怕同心協力，都
未能改變香港專制政局，只要一息尚存，亦要守衛我城，奮力抗擊中共，保全香港此東方專
制沙漠之自由綠洲。若家園也不盡力守衛，輒談移民，豈非愧對家園？歐美國家之民主自
由，均為其國民無畏無懼抵抗專制，為家園長年抗爭所得。持歐美護照卻舐共害港者，如蘇
錦樑及周融，罔顧香港存亡，固然更卑鄙無恥，必然遺臭萬年，為歷史所聲討。

傳統民主派好談「建設民主中國」，沒錯，香港淪落，普選遙遙無期，蓋因中共極權使然。
若要耽於逸樂的香港人，推翻中共極權，「建設民主中國」，未免不設實際。口號喊得激
昂，行動付諸闕如，何為？行禮如儀，唱歌「散水」的集會，確未能爭取民主普選。不論是
否年輕人，只要盡公民責任，捍衛權利自由，爭取民主普選，維護本土權益，縱使爭取不到
特首及立法會普選，至少心安理得。

人人有自身限制，正如年輕人有升學顧慮，要求人犧牲，何不反省自己能犧牲多少？迫人犧
牲而自己不敢，是不道德。或許此說恰似「左膠」，但香港人保守，持續之公民抗命，目前
是足夠。暴力革命並非不可，然而未必適合。如果「廿三」條重臨或偽政改表決，我不反對
人用暴力抗爭。

由三年前反國民教育到去年之雨傘革命，本土思潮因自由行襲港，雙非搶奶粉學位而生，傳
統民主派，左右均受土共及激進民主派夾擊，進退維谷，瀕於淘汰。近年，本土思潮興起，
氣勢如虹，逆轉以往幾十年，以大中華為主導之抗爭思路，難免成為日後民主抗爭之洪流，
勢不可擋，與各議題形影不離，對香港政治變革，舉足輕重。
 
民主派之間，內訌連綿，山頭各據，「左膠」、「本土膠」等稱呼，不絕於耳。支持民主之
市民，多數非政團中人，不理解派系矛盾，目睹如此，難免生厭，望而卻步，對號召人抗爭
甚為不利。或許，香港民主派好內鬥分裂，是陶傑所說的華人「劣質小農DNA <1>」作祟。香
港民主運動，以往三十年一事無成，怯懦無能，因循苟且之溫和民主派，固然難辭其咎，但
激進民主派內之分裂，派系各自私心重，也增加落場抗爭時合作之隔閡，令抗爭容易終於無
謂爭拗而失敗。

雨傘革命時，雖然不少人不滿意金鐘之學聯大台，但觀察所見，其實金鐘很多人，都是自發
紮帳篷去抗爭，製作大量標語橫額及藝術品，形成佔領區奇特的繁華和逸。本人問過不少帳
篷的人，他們均言沒聽從學聯，不理會大台，有無行動，非學聯能操縱。旺角當時本人去得
最多，更加是群眾自發佔領，本身無組織大台，是志同道合者，不約而同，留守抗爭，守望
相助，無畏無懼。本人在旺角，經歷最多流血的警民衝突，目睹最多警察醜惡的暴行，相信
畢生難忘。

對香港政治變革
   之
感想期許 投稿：卡露斯 排版:timothio

編按:

<1> 劣質小農DNA是香港作家陶傑提出的主張，認為中國人多嫉妒、自私和猜疑，只關注眼前利益；人生最大的
成就就是吃飽，腦袋沒有內容，不懂推理、邏輯，奴性重等等。此理論一直備受爭議。

<2> 湯瑪斯·傑佛遜，美利堅合眾國第三任總統。同時也是《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及美國開國元勛中最
具影響力者之一。

<3> 查爾斯·狄更斯，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作家，以反映現實生活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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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必須大台組織？非也。大台組織制肘運動？未必。所以，批評學聯領導抗爭，有所失策
是無所謂，若云學聯大台操控運動，則有欠公允。而且，過於苛責一群入世未深之大學生，
要他們為運動失敗負全責，實不恰當。 雨傘革命，群眾自發，運動成敗，榮辱與共，彼此
責無旁貸。觀察所得，學聯及學民思潮，只充當發起者之角色，及後運動演化，視乎群眾意
志毅力。若僅推卸責任予引發運動之組織，無異於承認它們主導運動，貶抑參與之群眾。如
此，則不符合群眾自發。要想抗爭成功，亦不應貶抑群眾，斲喪群眾之抗爭意志。

執筆至此，經歷雨傘革命，亦不得不承認，香
港政治發展下之民主抗爭，亦漸由昔日單一政
黨牽頭，轉為群眾自發。志同道合的人，不約
而同，上街集會示威，領袖圖騰之重要，趨於
息微。不因領袖圖騰而抗爭，只為理念一致而
抗爭，不為團結而相同，只為相同而團結。爭
取民主，正為擺脫權威羈絆。若爭取民主，卻
臣服於另類權威之羈絆，為何要爭取民主？能
擺脫權威羈絆，對香港政治發展，才是裨益甚
廣之正道。而且，以往香港人常囿於《公安條
例》惡法，怕無「不反對通知書」集會會遭檢
控，亦畏懼公民抗命，遑論食催淚彈。

美國第三任總統Thomas Jefferson<2>說：「違反惡法乃公民責任。」雨傘革命，目睹越多香
港人，敢於違反惡法，佔領馬路，不惜捱催淚彈及警棍，為民主犧牲小我，成就大我，令我
察覺香港並非絕望，而是一絲希望，其實仍然存在，在乎你我，願不願意摒棄鄉愿，多行一
步。一人犯惡法，便是犯法，若一萬人同時犯惡法，則不是犯法了。

Charles Dickens<3>云：「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香港，一個身為國際金融中
心之蕞爾小城，充斥摩天大廈，夜晚燈光璀璨，繁華昌盛，蜚聲於世，貧富懸殊卻為發達國
家中最嚴重，有自由無民主，如今自由法治敗壞，受一大片中共的赤霧籠罩，誠然處危急存
亡之秋。香港人，對於中共，忍一時得寸進尺，退一步變本加厲。若不再醒覺，不停批評社
運人士，鄙視民主自由，貪戀偽繁榮穩定，他朝必然後悔莫及。你們想講句說話也招牢獄之
災？你們想看到黑心食品流入香港？你們想看到港共政權隱瞞疫情，惶惶不可終日？你們想
學位工作全遭大陸人搶奪？你們想自己的家園變得如何？墊高枕頭想清楚！

小弟身為科大學生，參與社運數年，見證香港政治變遷，感慨萬千。有感社運於雨傘革命終
結後，陷入低迷萎靡。故有意撰文，釋述我對去年雨傘革命之感想，及對香港政治變革之期
許。祈望諸君仔細拜讀，並不介意刊登於科大學生報之論政版，倘有闕漏不足，懇請不吝賜
教。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哪怕我們不能無盡付出，哪怕我們力量小如微塵，哪怕同心協力，都
未能改變香港專制政局，只要一息尚存，亦要守衛我城，奮力抗擊中共，保全香港此東方專
制沙漠之自由綠洲。若家園也不盡力守衛，輒談移民，豈非愧對家園？歐美國家之民主自
由，均為其國民無畏無懼抵抗專制，為家園長年抗爭所得。持歐美護照卻舐共害港者，如蘇
錦樑及周融，罔顧香港存亡，固然更卑鄙無恥，必然遺臭萬年，為歷史所聲討。

傳統民主派好談「建設民主中國」，沒錯，香港淪落，普選遙遙無期，蓋因中共極權使然。
若要耽於逸樂的香港人，推翻中共極權，「建設民主中國」，未免不設實際。口號喊得激
昂，行動付諸闕如，何為？行禮如儀，唱歌「散水」的集會，確未能爭取民主普選。不論是
否年輕人，只要盡公民責任，捍衛權利自由，爭取民主普選，維護本土權益，縱使爭取不到
特首及立法會普選，至少心安理得。

人人有自身限制，正如年輕人有升學顧慮，要求人犧牲，何不反省自己能犧牲多少？迫人犧
牲而自己不敢，是不道德。或許此說恰似「左膠」，但香港人保守，持續之公民抗命，目前
是足夠。暴力革命並非不可，然而未必適合。如果「廿三」條重臨或偽政改表決，我不反對
人用暴力抗爭。

由三年前反國民教育到去年之雨傘革命，本土思潮因自由行襲港，雙非搶奶粉學位而生，傳
統民主派，左右均受土共及激進民主派夾擊，進退維谷，瀕於淘汰。近年，本土思潮興起，
氣勢如虹，逆轉以往幾十年，以大中華為主導之抗爭思路，難免成為日後民主抗爭之洪流，
勢不可擋，與各議題形影不離，對香港政治變革，舉足輕重。
 
民主派之間，內訌連綿，山頭各據，「左膠」、「本土膠」等稱呼，不絕於耳。支持民主之
市民，多數非政團中人，不理解派系矛盾，目睹如此，難免生厭，望而卻步，對號召人抗爭
甚為不利。或許，香港民主派好內鬥分裂，是陶傑所說的華人「劣質小農DNA <1>」作祟。香
港民主運動，以往三十年一事無成，怯懦無能，因循苟且之溫和民主派，固然難辭其咎，但
激進民主派內之分裂，派系各自私心重，也增加落場抗爭時合作之隔閡，令抗爭容易終於無
謂爭拗而失敗。

雨傘革命時，雖然不少人不滿意金鐘之學聯大台，但觀察所見，其實金鐘很多人，都是自發
紮帳篷去抗爭，製作大量標語橫額及藝術品，形成佔領區奇特的繁華和逸。本人問過不少帳
篷的人，他們均言沒聽從學聯，不理會大台，有無行動，非學聯能操縱。旺角當時本人去得
最多，更加是群眾自發佔領，本身無組織大台，是志同道合者，不約而同，留守抗爭，守望
相助，無畏無懼。本人在旺角，經歷最多流血的警民衝突，目睹最多警察醜惡的暴行，相信
畢生難忘。

編按:

<1> 劣質小農DNA是香港作家陶傑提出的主張，認為中國人多嫉妒、自私和猜疑，只關注眼前利益；人生最大的
成就就是吃飽，腦袋沒有內容，不懂推理、邏輯，奴性重等等。此理論一直備受爭議。

<2> 湯瑪斯·傑佛遜，美利堅合眾國第三任總統。同時也是《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及美國開國元勛中最
具影響力者之一。

<3> 查爾斯·狄更斯，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作家，以反映現實生活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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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排版 :側衛 內容農場來，我們談談

甚麼是「內容農場」(Content 
Farm) ? 內容農場是指用各種合
法、非法之手段大量生產網路
文章的網站，先在歐美地區興
起，近年開始在華文社區氾濫。
內容農場以獲得大量點擊率為
目的，從而賺取廣告收入。

為了盡可能生產大量文章，提高點擊
率，內容農場的文章很多時都重質不
重量，很多時都是胡亂拼湊出來的生
活常識、老新聞和小故事。捨棄了內
容，取而代之的便是所謂的「殺人標
題」。也就是近一年的事，如果你有上 
Facebook 或者朋友圈的習慣，不時都
會收到一些文章鏈接，標題往往很聳人
聽聞，令你有點好奇想點進去看一看。
舉個例子，內容農場文章標題往往有幾
個常見的字眼︰「不分享還是人嗎」
「讓專家跌破眼鏡」「看完後你會感激
我」「震驚了十億人」。你明知點進去
之後大概也就是一些爛大街的街頭傳
言，但是你還是會點進去看，幫有關文
章貢獻點擊率後再悻悻然出來。這就是
內容農場的慣用經營手法。

內容農場流行了一段時間，儘管它除了
借讀者之便獲利外別無他意，但實際
上，內容農場本身，已經成為了一種災
害，對社會構成各方面的問題，有必要
加以正視。

劣幣驅逐良幣

內容農場的文章大多是一些毫無營

養的小品文，例如未經證實的傳聞、

生活小知識、老生常談的為人道理。

這些文章姑且能滿足閒得無聊的讀

者，但在每天幾十篇、甚至幾百篇同

類文章的轟炸下，網絡文章整體的

質量便會大幅下降，擠占原本不多

的版面，使實用、有深度的文章不

能接觸到讀者，影響社會上的整體

文化水平。到最後，有心寫作的人

在網上得不到支持，網上資訊會以

較多人接觸的內容「農場文」為主，

是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

助長資訊速食文化

在網絡發達、資訊氾濫的今天，速食
文化是逼不得已的事。如果說是導致
了這種局面，內容農場絕對是幫兇之
一。內容農場自知其目的只在於吸引
點擊，文章通常多圖少字，方便讀者
快速閱覽。大量多圖少字文章的出現
導致讀者習慣略讀文章，助長速食文
化，降低人們對內容較複雜的文章的
理解能力，降低網民的耐性和閱讀理
解能力。

加速流言傳播

內容農場的文章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往往會編造誇張失實的故事和消息，
語不驚人誓不休。筆者隨便在某內容農場上一搜，已經看到「廣西發現百米長
巨蛇」、「飲牛奶會致癌」、「呼吸法減肥」等令人哭笑不得的傳聞。這些傳
聞我們現在看來當然會一笑置之。但對於這些謠言，總有人會信以為真。如果
各位社交圈裡有年紀較大、文化水平較低、剛學會上網的長輩們，想必會有同
感。在今年二月台灣知名內容農場 Buzzhand 發表一篇題為「新移民綜援婦 月
僅一萬三千多元度日」的「新聞」，描述一名綜援新移民「阿芳」與兩名兒子
月領一萬多元綜援但生活揮霍，獲各討論區網民熱議，不少人發表對新移民的
不滿，但最後證實此為假新聞。一個無關痛癢的新聞已經是如此，可以想像，
如果在非常時期（例如現在的 MERS 恐慌），要是有人通過內容農場發表未經
證實的流言（比如謊稱 MERS 已在科大爆發），很可能會助長流言傳播，造成
大眾恐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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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盡可能生產大量文章，提高點擊
率，內容農場的文章很多時都重質不
重量，很多時都是胡亂拼湊出來的生
活常識、老新聞和小故事。捨棄了內
容，取而代之的便是所謂的「殺人標
題」。也就是近一年的事，如果你有上 
Facebook 或者朋友圈的習慣，不時都
會收到一些文章鏈接，標題往往很聳人
聽聞，令你有點好奇想點進去看一看。
舉個例子，內容農場文章標題往往有幾
個常見的字眼︰「不分享還是人嗎」
「讓專家跌破眼鏡」「看完後你會感激
我」「震驚了十億人」。你明知點進去
之後大概也就是一些爛大街的街頭傳
言，但是你還是會點進去看，幫有關文
章貢獻點擊率後再悻悻然出來。這就是
內容農場的慣用經營手法。

內容農場流行了一段時間，儘管它除了
借讀者之便獲利外別無他意，但實際
上，內容農場本身，已經成為了一種災
害，對社會構成各方面的問題，有必要
加以正視。

劣幣驅逐良幣

內容農場的文章大多是一些毫無營

養的小品文，例如未經證實的傳聞、

生活小知識、老生常談的為人道理。

這些文章姑且能滿足閒得無聊的讀

者，但在每天幾十篇、甚至幾百篇同

類文章的轟炸下，網絡文章整體的

質量便會大幅下降，擠占原本不多

的版面，使實用、有深度的文章不

能接觸到讀者，影響社會上的整體

文化水平。到最後，有心寫作的人

在網上得不到支持，網上資訊會以

較多人接觸的內容「農場文」為主，

是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

助長資訊速食文化

在網絡發達、資訊氾濫的今天，速食
文化是逼不得已的事。如果說是導致
了這種局面，內容農場絕對是幫兇之
一。內容農場自知其目的只在於吸引
點擊，文章通常多圖少字，方便讀者
快速閱覽。大量多圖少字文章的出現
導致讀者習慣略讀文章，助長速食文
化，降低人們對內容較複雜的文章的
理解能力，降低網民的耐性和閱讀理
解能力。

加速流言傳播

內容農場的文章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往往會編造誇張失實的故事和消息，
語不驚人誓不休。筆者隨便在某內容農場上一搜，已經看到「廣西發現百米長
巨蛇」、「飲牛奶會致癌」、「呼吸法減肥」等令人哭笑不得的傳聞。這些傳
聞我們現在看來當然會一笑置之。但對於這些謠言，總有人會信以為真。如果
各位社交圈裡有年紀較大、文化水平較低、剛學會上網的長輩們，想必會有同
感。在今年二月台灣知名內容農場 Buzzhand 發表一篇題為「新移民綜援婦 月
僅一萬三千多元度日」的「新聞」，描述一名綜援新移民「阿芳」與兩名兒子
月領一萬多元綜援但生活揮霍，獲各討論區網民熱議，不少人發表對新移民的
不滿，但最後證實此為假新聞。一個無關痛癢的新聞已經是如此，可以想像，
如果在非常時期（例如現在的 MERS 恐慌），要是有人通過內容農場發表未經
證實的流言（比如謊稱 MERS 已在科大爆發），很可能會助長流言傳播，造成
大眾恐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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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不妨一閱蘇童先生由明報月刊出版社及新加
坡青年書局聯合出版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書中
有先生寫的九篇中短篇小說，當中包括了其二篇代表
作：《妻妾成群》和《紅粉》。筆者拜讀後，發覺確
如坊間評價那般，蘇童先生在故事對女性的描寫尤其
細膩精確。不僅如此，讀着讀着，你心中自然就會勾
勒出主角的形象，就像是親眼看到了故事的發生，而
非只是在看紙上的文字。

蘇童先生和李洱先生
撰文:YK

排版：0.0/

輕視知識版權

內容農場對文章的需求極大，寫手們的
原創文章很難滿足網站的需求，於是，
翻譯、轉貼其他網站的文章在內容農場
網站上非常普遍。文章原作者需要花費
極多時間完成文章，轉載者只需一剪一
貼不需五分鐘，就可以將原作者的心血
據為己有，嚴重忽視知識版權。

較知名的內容農場

英文 :

Associated Content

中文 :

life 生活網（台灣）

Buzzhand （台灣）

Giga Circle（台灣）

任我享（中國大陸）

優仕網（台灣）

心理測驗站（台灣）

bomb01（台灣）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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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得知在這一學年人文學部邀得蘇童先
生成為我們的駐校作家，還有李洱先生擔任訪
問教授並開設一門中文創意寫作課程。也許有
讀者已知道他們，就讓此文對兩位先生做一番
介紹，好讓不知道他們的讀者認識他們，知道
的也能趁此機會看看他們的作品。

駐校作家：蘇童先生

　　蘇童，中國當代作家。1980 年考入北京師
範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江蘇分會駐
會專業作家、江蘇省作協副主席。其中篇小說
《妻妾成群》入選 20 世紀中文小說 100 強，
曾被張藝謀導演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
掛》，並獲第 64 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本
年 8 月，其長篇小說《黃雀記》獲得第九屆茅
盾文學獎。蘇童先生被視作中國先鋒主義的代
表作家，代表作品有《妻妾成群》、《1934 年
的逃亡》及《河岸》。

       
     同學不妨一閱蘇童先生由明報月刊出版社及新加
坡青年書局聯合出版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書中
有先生寫的九篇中短篇小說，當中包括了其二篇代表
作：《妻妾成群》和《紅粉》。筆者拜讀後，發覺確
如坊間評價那般，蘇童先生在故事對女性的描寫尤其
細膩精確。不僅如此，讀着讀着，你心中自然就會勾
勒出主角的形象，就像是親眼看到了故事的發生，而
非只是在看紙上的文字。

蘇童先生和李洱先生
撰文:YK

排版：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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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旅行

訪問教授：李洱先生

　　李洱，中國當代作家，1966 年生於河南濟源。曾任教高校多年，現為《莽原》雜誌副
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部副主任及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饒舌的啞巴》、《遺
忘》等多部小說，曾獲第三、第四屆「大家文學獎」（榮譽獎），首屆「21 世紀鼎鈞文學
獎」等。其作品已被譯成德語、日語、意大利語、俄語等多種語言。代表作品有長篇小說《花
腔》、《石榴樹上結櫻桃》。

　　同學不妨一閱李洱先生於二零零三年所著的《石榴
樹上結櫻桃》。這個故事恰如其名，描寫出了一個乍讀
荒誕細讀卻又很是真實的中國鄉村，淨是發生些不像是
可能發生的事，當中反映出中國的某些現況，讓人笑過
後又會深思。先生在自序中定位這部作品是「悲喜劇」，
確實如此。書中人物描述生動有趣，特別是人物間的對
話更是詼諧不已；故事節奏明快，很是耐讀。

圖 片 來 源： 王 朝 網 絡、Global Times、hkbookcity、news.china、
wallspaper4you.org 及 p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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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旅行
    這個長假期，我有近乎一半的時間不在香港，一直到處奔波的同時，
精神上也一直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旅行的意義，到底是甚麼？

    身在外地，感覺時間流逝得很快，就像好端端的一個沙漏中間的口忽
然裂開了似的，不知不覺間沙子全掉到底，時間也就過去了。在外地時每
天都有着不同的新鮮事，或是遇見特別的人，或是品嘗地道的美食，又或
是欣賞到了與家鄉截然不同的景色……這些經驗，都會讓人由不得在進入
黑甜鄉之前，由衷地期待着新的一天又會有甚麼樣的趣事發生。在成功完
成各項出發前計劃內的事時會滿足；在碰上超出預期的意外時會驚喜（有
時候是驚慌）；不得已面對嚴重影響整個旅行的問題時，更是會決心非要
把它妥善解決了才行。在旅途中，人似乎可以有所成長，有所獲益，處事
更圓滑，為人更淡定。然而仔細想想，這似乎只是一種錯覺：難道就那麼
短短幾天或是幾個禮拜，就能為一個人帶來能明顯感覺到的變化嗎？通過
旅行而收穫的，可能只有經過積累後才可見的變化，但更有可能是完全沒
任何收穫就結束了整個旅程。不論如何，離開家裏，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待
一段時間，所感受到的一切，會是無法複製的經驗，對每一個人來說，都
是獨一無二的一段回憶。

    像是我去年已經去過一次的上海，今年再去的時候，即便是重遊故
地，感受卻還是與去年有很大的分別。上海是個正在急速發展的城市，如
果把它比做人的話，它就是一個年輕、多變而且對新事物極好奇的小伙
子。走在那兒的大街小巷上不難發現，即便是在最繁華的地段，也能看到
許多興建中或是正在重建的地盤，到處在大興土木；各大商場林立，知名
品牌紛紛宣佈進駐上海，欲在備受矚目的城市中佔一席地。上海這個小伙
子擺出了一副迫不及待想要向全世界證明自己能力的樣子。可以說，那裏
的硬件已經發展得很不錯，是一個大城市該有的基本了。不過，這樣的發
展速度也叫人心悸，一旦質量沒有足夠的監控，造成的後果會極為嚴重。
人還待在上海時，接連知道了兩宗與電梯相關的意外，看過視頻後，出門
也免不得小心翼翼，心驚膽顫。一趟旅程下來，反而感覺到中國大陸變化
最少的是景點，不會像是城市的其他角落般，在相隔短短一年的時光就完
全變了另外一個樣子。

撰文 : YK
排版 : 尋雨言

上海黃浦江 凌晨五時的上海

訪問教授：李洱先生

　　李洱，中國當代作家，1966 年生於河南濟源。曾任教高校多年，現為《莽原》雜誌副
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部副主任及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饒舌的啞巴》、《遺
忘》等多部小說，曾獲第三、第四屆「大家文學獎」（榮譽獎），首屆「21 世紀鼎鈞文學
獎」等。其作品已被譯成德語、日語、意大利語、俄語等多種語言。代表作品有長篇小說《花
腔》、《石榴樹上結櫻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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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上海，最值得花時間的是走遍大街小巷訪尋美食。除了生煎包等小
吃，還可以找一家上海本幫菜餐館點上一大桌，品嘗一下老上海風味，從
味蕾傳來的各種味道想像從前弄堂裏人家的生活。到北京，就真要抽出時
間，去一趟故宮，看看那紅牆黃瓦，看看舊時這片土地上最有權勢的宗族
過着怎麼樣的生活。時光匆匆人也匆匆，只有這兀立紫禁城的龐然大物默
默見證了歷史的變遷。

   有時候，在不同城市的街上走走，坐坐當地的交通工具，認真觀察那
裏的人，真的可以感覺到那座城市的性格，與上海相比，北京更像是一個
沉穩的大叔，沒有年輕人的那種浮躁，可也同時有種小伙子沒有的「唯我
獨尊」的那種氣場。兩座城市的相似點在於人都很多，建設也都不少，可
是一旦問起到過這兩個地方的人的話，他們應該都會說出兩地的分別。北
京的歷史底蘊更深厚，上海的玩意更新潮，在北京更容易受人矚目的是當
地的男人——北京爺們，在上海更吸引目光的則是當地女人，諸如此類的
籠統印象，大概會留在旅者心中。在北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人擠人實在
是件痛事，尤其是碰上繁忙時間，還不說那些交通工具的末班時間以香港
作衡量標準的話實在是早了些，所以如果距離不算很遠的話，直接步行會
是讓人心情更舒暢的選擇。

　　說到步行，不得不說的是一到大陸就有很多路需要步行，像故宮、頤
和園那種佔地面積極廣的景區也就算了，在前往景點或是從一個地方轉移
到另一個地方時也常常要走上很長一段路，甚至是地鐵換線時也得走上好
一段路。最初，不習慣走路的一雙腿忽然間要承受極大的運動量，每晚躺
床上時都累得要斷了似的，肌肉酸痛，極為難受；後來即便一天走上以公
里作單位的長度，雙腿卻也不再酸痛，習慣步行了。實在不得不感嘆人體
的潛能，對於環境的適應速度竟是如此之快，難怪有人說，一向有運動習
慣的人要是連續三天都不做運動的話，身上肌肉便會忘了維持之前用以配
合主人運動強度的形狀。去一趟旅行，連體魄也一併鍛煉了。

北京京劇（梨園劇場） 南京夫子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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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也是我這個假期的其中一個目的地。台北這個城市又與前面提到
的兩個地方帶給人另一番感受，這是一個很適合「文青」逗留的地方，比
作人的話就像一個文質彬彬的紳士。不說二十四小時營業、總是吸引大批
遊客「朝聖」的誠品信義店的那種，只說那裏濃厚的閱讀氛圍，書店隨處
可見，有特色的小店即使在繁華地段也都很多，而不是像香港那樣，走在
最繁華的街上除了名牌就只能找得到餐廳。一個地方，最繁華的地段有些
甚麼，又有怎麼樣的人在那裏行走，往往反映出那個地方的文化。在那裏
生活的人到底在意甚麼，又對甚麼不關心，想要知曉的，只須往大街上好
好逛一圈，心裏大概就有底了。台北的商業氣息不重，在那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也是最讓人感到舒服的，因為就算是繁忙時間，擠的程度也比其他的
城市遠遠的少。

　　到台北的指定動作大概就是放天燈了，看着載着自己願望的天燈慢慢
上升，心裏一直盼望它能升高一點，再高一點。在旅途中的不同景點收集
各種模樣的圖章式樣也是一種趣事。

　　到了外面希望了解一個地方，除了看那裏有的東西，更要看那裏的
人。單單是觀察街上行人走路的姿態，聊天的模樣，還有一些很多人都有
的小動作，就能勾畫出那個城市的人的大概面貌。走行程走得累了，隨意
找個能坐的地方坐下，隨意看看，能消磨好一段時間，更能發現那個地方
真正的一面。

　　旅行旅行，之所以被稱為旅行，是因為總有那麼一天會離開目的地，
再一次，回到那個叫作「家」的地方。不然的話，在外的人只是一個浪子，
而他走的一趟路，只是流浪。流浪是孤單的，也許還要加上寂寞，與旅行
雖然都是在異地行走，行走的人心境卻完全不一樣，感受到的，自然也不
同。旅行的，到了回歸之日，帶着行李回家，心也終歸能安定下來。

　　旅行的意義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趁着還有精力，有時間的話，多
出去走走，尋覓那獨屬於自己的旅行意義吧。

台灣火車 台灣常常見到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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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僅需要快樂 

——《玩轉腦朋友》
（注意：內文含少量劇透）

撰文 :YK
排版 :尋雨言

    這個夏天，除了備受關注的一群 Minions 攻佔大銀幕之外，還有 PIXAR 的《玩
轉腦朋友》(Inside Out)作為另一動畫界代表，成為觀影的意外驚喜，讓人又哭又笑，
感動非常。

　　動畫向來屬於創意力充沛和情感豐富的人，只要有一個好意念，再配上一個好的班底，
不用考慮現實因素的限制（當然資金除外），便能打造出一個動人的故事，成為經典。大師
宮崎駿和新海誠便是日本動畫電影的表表者。至於西方的代表，則是夢工廠、PIXAR 和迪士
尼本部。兩大巨頭競爭下（2006 年 PIXAR 已被迪士尼收購），近年 PIXAR 能拿出手的作品
實在不多，當中不是續集而是徹底的原創更是極少。如果說，每推出一套動畫電影是一次應
考作品的話，低分多年的 PIXAR 學生終於久違地拿出了一張讓人滿意的成績卷——《玩轉腦
朋友》 。

　　你有沒有想像過自己為何會形成現今的性格？或是曾經好奇過其他人的行動意欲何在？
又或者困惑過自己的行為反應不像是平常的自己？甚或是奇怪着自己會記起一些毫不重要的
回憶，有用的反而記不起來？這次 PIXAR 班底發揮了無窮的想像力，帶領觀眾窺探大腦中
象徵不同情緒的小人兒，嘗試為你一一解答以上的問題。

　　這部電影的設定是：在人的大腦總部中有五位情緒司令官，分別為阿樂 (Joy)，阿愁 
(Sadness)，阿躁 (Anger)，阿憎 (Disgust) 和阿驚 (Fear)。阿樂總是渾身發亮，以代表光
明的亮黃形象出現的她懷揣着最美好的想象看待所見所聞，因為其存在，韋莉經常能得到快
樂的回憶，也傳遞了正面能量予身邊人；阿愁以憂鬱的藍色淚滴形象出現，當她觸碰控制台
時似乎總是將狀況弄得更糟，讓其他司令官方寸大亂；阿躁則是象徵憤怒的火紅耐火磚，激
動時頭頂總會噴火的他一旦覺得被挑釁便會狠狠搶過控制台的掌控權，向對方「開火」； 
阿憎以西蘭花為形象（導演曾表示覺得孩子都會認為西蘭花噁心），說話口吻刻薄，無比挑
剔；阿驚則是人感到眩暈時常聯係到一起的紫色，以神經線作設計藍本，在他心中總有長長
一列害怕發生需要注意的清單事項，卻也總有超出他預期的「意外」發生讓他驚慌失措，在
總部中疾走不停。

    韋莉是個幸運的女孩。她的情緒總司令官是阿樂，遇到難題時自然能笑着面對，積極解
決。電影中，她全家搬到舊金山，與熟悉的環境、熟悉的好友分離，殘舊骯髒的新家與期待
中的沒一處吻合，更得悉負責送家俱的公司走錯了路，她只能在家徒四壁的新住處與爸媽四
目相對，卻見他們又有吵架的傾向……這時阿樂馬上出動，成功化解一場紛爭的同時，還讓
韋莉和媽媽外出找食物，結果又碰上其他意外……

   幾位情緒司令官不論自身性格，都盡最大努力想要守護這個小女孩，伴她成長。他們排
斥會弄哭韋莉的阿愁，他們相信，只有讓阿愁遠離控制台方可保護韋莉。這會不會與你的想
法很像？堅信只要樂觀積極就能解決一切難題，努力不讓自己陷入悲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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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部電影卻告訴你，不是這樣的。即使你把你的悲傷藏起來，它也總會在你不防備
時偷溜出來，你會忽然嚎啕大哭。即便是從前美好的回憶在那一刻也只會泛着憂鬱的淡藍，
遙不可及的感覺讓你在回想時愈發悲傷。你在那一刻終於明白了，舊時光早已回不去，往事
只能回味。正如 阿愁 總會忍不住去碰 韋莉 那些記憶球，即使同伴在地上畫了一個圈讓她
呆好，她也會乘其他人不察，跑到控制台那裡，又弄出一番驚天動地的混亂來。

    在阿樂和阿愁不慎離開了總部後，我們也隨着她們的步伐見識到大腦的各個部份，像是
困住一個巨型小丑的，顯得幽森恐佈的潛意識流域 (Subconscious)、等同於記憶堆填區的幻
想樂園 (Memory Dump)、會將在內的所有東西分解成 2D 的抽象思考區 (Abstract Thought)
及製作每晚夢境的夢劇場 (Dream Production) 等等。我們亦會認識到負責將自司令區送來
的記憶球歸類整理到長期記憶區的 Mind Worker、將不重要和已褪色的記憶球清理出來的 
Forgetter 等各種大腦工作人員，以及韋莉的童年玩伴——乒乓 (Bing Bong)。

　　幾乎是誰都曾在童年時有想像過一位玩伴，它可能是你在卡通中看過的一個角色，聽父
母輩說過往時開始崇拜的一位長輩，又或是完全憑空想像出來的一個四不像。當你孤單時
它會隨傳隨到地來陪你，你不高興時它會裝鬼臉做傻事逗你笑，你興奮不已時它會比你更高
興，你有煩惱時它會掏出法寶助你解決難題……這一切一切，端看你想像力有多豐富。可隨
時間流逝，你在現實中有了朋友，功課也漸漸繁重，還有愈來愈多的活動要參加，永遠有待
辦事項時，你那位玩伴早已被你拋在腦後，也許你終有一天會忽然想起它，更有可能的是你
再也不會記起那位忠誠的朋友，而它也許還在某個角落裏一直等着，等着你這個唯一的朋
友。

　　那恰恰就是乒乓。即使韋莉再也想不起它，即使它有多麼想再在她面前出現一次好讓她
再次記得自己，為了韋莉能重建一眾記憶島 (Personality Islands)，為了阿樂和阿愁能回
到總部，它寧願放棄達成自己的願望。這位最忠誠的朋友犧牲自己的一幕使眾多觀影的成人
紛紛落淚。

    當阿樂和阿愁終於回到總部，韋莉也登上了離家出走的車，阿樂讓阿愁上前控制她的情
緒，成功化解危機，讓韋莉回到父母懷抱，哽咽着宣洩出這段時間以來的所有委屈。

　　 韋莉成長了，阿樂也成長了，明白阿愁也有她的存在價值，於是韋莉有了更大更美的 
Personality Islands，也擁有了更色彩斑斕的記憶球。我們也有過這個階段，在一段時間
的頹廢後頓悟，不再逃避自己真正的想法，不再壓抑自己真實的情緒。

　　不要再強顏歡笑，不要再以笑容掩蓋悲傷，眼淚有存在的意義，正如雨後方可見彩虹，
負面情緒抒發出來後才有力量重新振作，繼續上路。

　　感謝 PIXAR ，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如此深刻動人的故事。 圖片來源：Disney

撰文 :YK
排版 : 尋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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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uffingtonpost.jp
firecute.com
home.howstuffworks.com
davefarmersblog.wordpress.com

村上春樹的「靈魂碎片」
 ——讀《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

撰文:YK
排版：波導里歐

　　文學作品有許多呈現的形式，例如小說、詩詞歌賦、戲劇、寓言童話和散文。當中，散文是眾多形
式中，將受眾與創作者距離拉得最近的一種形式。可以說，創作者的「靈魂碎片」就是藏在他們認真寫
下的一篇又一篇的散文中。看到這裡你可能會有疑惑，難道其他的文學形式就沒有創作的人所花的時間
精力，從而遺留在其中的「靈魂碎片」嗎？不是說沒有，只是在其他的文體中，你所能讀到或是看到的，
是經過創作者細心包裝，需要花心思掀開層層紗幕方能窺視的深意，而往往這個你最終品悟到的作品精
華，其主體並不包含創作者本身，即使是自傳，在創作者自身有意的文字運用下，讀者所能接觸到的也
只是經過打破、篩選再重塑的創作者形象，就像是某位著名獨裁者的自傳《我的奮斗》那樣。在這些文
學形式中，受眾所能接觸到的、真正屬於創作者的「靈魂碎片」可謂少之又少，頂多是一些他們不經意
流露的生活經驗和哲理思想。散文卻不一樣，除去因應試和交作業而生的散文外，絕大部份散文都是因
作者有感而發而誕生的。即使再加掩蓋，作者也無可避免流露出自己的真實性格、思想深度以及寫作時
的心情。讀者可以輕易撿拾一片片作者遺
下的「靈魂碎片」，從而拼湊出真實的作
者面貌。所以，若要看清一個作家，最好
最便捷的辦法就是閱讀對方的散文。

　　這次筆者評論的是村上春樹於二零零

七年出版的作品——《關於跑步，我說

的其實是……》（下稱《關於跑步》）。
說來慚愧，雖然村上先生成名已久，甚至
是諾貝爾文學獎大熱，筆者在閱讀這本以
「跑步」為主題的散文集前，尚未看過他
的其他作品。至於一開始就選擇這本書作
為初接觸村上先生的原因，在前面也大致
解釋過了。通過拼湊起來的作者形象，判
斷這位創作人的作品是否適合自己閱讀，
散文是一種快捷準確的渠道。筆者喜歡的幾位作者：余光中、陳之藩、三毛和梁實秋，也是散文寫得極
好的大家。

　　回說《關於跑步》，如果硬要只以一句話評論這本書的話，筆者的答案是：這是一本值得一閱再閱
的散文集。此書雖以「跑步」作主題，其思想深度卻遠遠超出一個普通人談論跑步時會涉及的程度，村
上先生在書中呈現給讀者的，一如他在前言中提及的，是「極其私人地感悟到的東西」，是一些「思索
片段」。也正是這些「思索片段」，塑造出一個「極具毅力且認真內斂」的村上春樹，當中所呈現的人
生哲學，更是難得一見。

　　村上先生開始跑步，沒有甚麼特別契機，而是自然而然的，開始創作小說後在眾多運動項目中挑選
的一項運動。亦因跑步，他的生活有規律，戒煙以跑得更久更遠對他而言也是順理成章。在決定要做一

件事後就會自然保持下去並輕易排除掉一切障礙——甚至包括自己長久以來的習慣也能放棄——擁有

這種魄力的人實在稀少。村上先生認為，以寫小說為職業是不健康的、含有毒素的，故而為了對抗這些
在創作時會「不容分說地滲出來」的毒素，應保持健康，而保持健全體魄從而讓自己有「自然而積極的
活力」就是他一直堅持跑步的要素。在零五年六月，「每周六十公里，一個月大概二百六十公里」對他
而言便大致是「跑得認真」的標準，筆者不太清楚這個標準對一般長跑者來說是多還是少，但大概讀者
都能感受到村上先生的認真。若村上先生到今年還保持着跑步的習慣的話，那麼他便有近四十年的跑步
經驗了。

　　全書中令筆者印象最深的，大概是村上先生對他跑步時段的一個定義：只屬於自己的沉默的時間。
現代都市人的生活都很充實，身邊的人們周旋在各種工作、任務和社交之間，似是陷入了一個深不見底
的漩渦，無止境的忙碌，每當完成一項事項後喘不上一口氣就又要趕赴其他事項，一味往前毫不停歇。
這也是都市人心理病愈發普遍的原因之一。大概我們可參考村上先生的做法，為了「獲得空白」，為自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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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預留沉默的時間，在那段「空白的
時間」裡，不刻意思考任何事情，不
用與旁人交流應對，只需好好「凝視
自己」，以維持精神健康。

　　村上先生在參加了馬拉松一段時
間後，興趣轉去了鐵人三項賽，他本
身不善應對需要用器械的運動，為
此，他開始單車訓練。在這部散文集

中，村上先生不單描寫他成功的馬拉松比賽，更多的是寫他
失敗的那幾次、為參加鐵人三項賽所做的努力以及期間他的各種想法。村上先
生敘事時總是保持平靜克制的筆觸，所透露的關於自己的一切都是零零碎碎的，要
靠讀者耐心發掘出他的真性情。

　　「真想至死都是十八歲，只有在十八歲死去。」

　　村上先生在其中一篇文中寫下了這麼一句，對目前還不到三十的人來說，大概像句隨手拈來
可有可無的話，但這句話似乎意圖一再提醒讀者，有那麼一些想法，是脫離現實的，真要達成大概
只能採用最為激烈的手段了。近乎全書最末時，村上先生寫道：「實實在在地跑過一個個終點，讓
自己無怨無悔 : 應當盡的力我都盡了，應當忍耐的我都忍耐了」，這便是希望完成一個目標的人，最
應抱持的態度，實實在在，願意忍耐。

　　無論是一帆風順，還是正逢不順的人，都可以在《關於跑步》這本書中，讀出一些意味來。最後，
引用梁文道先生對村上先生的一句評論作結：他是修行者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 1949.01.12 生／日本小說家及美國文學翻譯家／ 29 歲開始創作，在日
本有「1980 年代的文學旗手」之譽／多次獲日本及國外獎項

——名言：「在一座巨大堅實的牆和與之撞擊的雞蛋之間，我永遠都站在雞蛋這一邊。」

圖片來源：huffingtonpost.jp
firecute.com
home.howstuffworks.com
davefarmersblog.wordpress.com

散文是一種快捷準確的渠道。筆者喜歡的幾位作者：余光中、陳之藩、三毛和梁實秋，也是散文寫得極
好的大家。

　　回說《關於跑步》，如果硬要只以一句話評論這本書的話，筆者的答案是：這是一本值得一閱再閱
的散文集。此書雖以「跑步」作主題，其思想深度卻遠遠超出一個普通人談論跑步時會涉及的程度，村
上先生在書中呈現給讀者的，一如他在前言中提及的，是「極其私人地感悟到的東西」，是一些「思索
片段」。也正是這些「思索片段」，塑造出一個「極具毅力且認真內斂」的村上春樹，當中所呈現的人
生哲學，更是難得一見。

　　村上先生開始跑步，沒有甚麼特別契機，而是自然而然的，開始創作小說後在眾多運動項目中挑選
的一項運動。亦因跑步，他的生活有規律，戒煙以跑得更久更遠對他而言也是順理成章。在決定要做一

件事後就會自然保持下去並輕易排除掉一切障礙——甚至包括自己長久以來的習慣也能放棄——擁有

這種魄力的人實在稀少。村上先生認為，以寫小說為職業是不健康的、含有毒素的，故而為了對抗這些
在創作時會「不容分說地滲出來」的毒素，應保持健康，而保持健全體魄從而讓自己有「自然而積極的
活力」就是他一直堅持跑步的要素。在零五年六月，「每周六十公里，一個月大概二百六十公里」對他
而言便大致是「跑得認真」的標準，筆者不太清楚這個標準對一般長跑者來說是多還是少，但大概讀者
都能感受到村上先生的認真。若村上先生到今年還保持着跑步的習慣的話，那麼他便有近四十年的跑步
經驗了。

　　全書中令筆者印象最深的，大概是村上先生對他跑步時段的一個定義：只屬於自己的沉默的時間。
現代都市人的生活都很充實，身邊的人們周旋在各種工作、任務和社交之間，似是陷入了一個深不見底
的漩渦，無止境的忙碌，每當完成一項事項後喘不上一口氣就又要趕赴其他事項，一味往前毫不停歇。
這也是都市人心理病愈發普遍的原因之一。大概我們可參考村上先生的做法，為了「獲得空白」，為自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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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為自然界之高智慧生物，不但有七情六慾，而且不乏人生目標。人生目標，源於
人的夢；夢想，可能是天馬行空，不設實際之幻想。追夢者，可能傾盡一己之力，竭精殫智，
苦苦追求，也無奈迫於現實，而不能實現其夢想。夢想，或許看似不設實際，而宣之於口，
則難免惹人訕笑。但有時，只須持之以恆，鍥而不捨，即可玉成其事，振翅高飛，翱翔天際。
夢想，縱然不為眾人理解，也其實饒有意義。
 
       殷海光先生於《人生的意義》，提及當人能暖衣裹腹，滿足物慾，他的生活，便足以昇
華至追求夢想，不管他的夢想實際與否。由此可見，追求看似幼稚虛妄，實則饒有意義的夢
想，本乃人之常情。
 
       至於如何判別一個夢想是否不設實際，是否意義甚廣，不但視乎追夢者之主觀，而且視
乎其身處之地，世俗的眼光，是怎樣看待追夢者之夢想，是否認為其夢想合乎社會規範。而
更重要的是，莫過於追夢者，要有合適的人力物力，其所處之地，要有充足的科技水準，助
其達成夢想。
 
       有時，夢想僅為一人腦海之靈機一觸，猶如白馬過隙，轉瞬即逝。即使追夢者，知其夢
想為無可實現，亦未必明瞭其意義之在。
 
         中國上古之歷史，如春秋戰國，浩浩蕩蕩，風起雲湧，它們之所以能為後世所廣知明瞭，
端賴一本鉅著 —— 《史記》。《史記》作者司馬遷，出身貧苦，曾因得罪皇帝，而受宮刑
和身陷囹圄。司馬遷當時夢想撰寫一本史書，記載漢朝以前二千年之治亂興衰。以他身為受
宮刑之囚犯，地位低賤，為人鄙視。其撰書之夢，未免無甚可能。但司馬遷不屈不撓，忍盡
皮肉之苦，網羅萬千史料，卒能集大成，圓編《史記》之夢。他使後人，更易理解先秦歷史，
更能掌握先秦中原之治亂興衰。夢想，也許天真虛妄，其實意義之深，可為出乎意料。
 
       再論中國近代之民族英雄孫中山，其愛國至深，不忍見四萬萬同胞，飽受內憂外患、滿
清暴政之桎梏折磨，於是上萬言書予李鴻章，申述改革之思。不果，便立志投身革命，推翻
滿清。當時，孫中山僅能召集極少有識之仁人志士，謀劃革命，廣大同胞縱處水深火熱，亦
未醒覺，甚至視其為亂國之賊。

       當時，孫中山革命之夢想，看似大逆不道之痴心妄想。但他與眾革命之士，本着「知其
不可為而為之，置諸死地而後生」之忠肝赤膽，竭力以論述，喚醒同胞，籌措革命資金買軍
火，卒能號召到橫跨中國過萬革命同志和應 , 屢敗屢試，再接再厲的革命，推翻滿清王朝，
終止中國五千年君主專制，領中國踏上民主共和之路。孫中山之革命夢，起初，宛若天真虛
妄，但其意義之深，實乃前所未有。意義之於夢想，須由人實踐以賦予。

夢想．意義 投稿 : 卡露斯
排版 : 尋雨言

        論畢中國，且看西方。意大利十六世紀之物理學家伽利略，欲挑戰羅馬教廷依從之亞里
士多德。亞里士多德認為，輕物於真空從高墜地，快於重物，而此正乃羅馬教廷所信。然而，
伽利略質疑其理論，認為於真空中，物體不論輕重，從高墮下，一律同時墜地。他勢孤力弱，
冒當時天下之大不諱，挑戰教廷之所信，推翻亞里士多德之所言，本為似乎不設實際。卒之，
伽俐略推翻亞里士多德之物理論述，破除歐洲人一千幾百年對亞之迷信，並為物理之力學，
打下堅實基礎，連牛頓提出之萬有引力，亦以伽俐略之發現為依歸。
 
       倘無萬有引力，便無直插雲霄之高樓大廈，便無汽車，更無任何電力及電子產品，蓋因
萬有引力論，亦為物理學及電磁學之濫觴。
 
          伽俐略和牛頓，推翻前人謬論，發掘萬有引力和奠定物理學之夢想，當時看似難以達致，
然而憑他們鍥而不捨之志，終能金石可鏤，改變人類生活思想。夢想，也許天馬行空，其實
意義之深，可謂出乎意料。
 
       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年輕時生活窮困潦倒，學識淺陋，他夢想成為作家，但因其非上
流貴族，而受盡凌辱。其寫作之夢想看似痴心妄想。然而，他有幸得其前老師為伯樂，指導
他鑽研寫作，替他找出版商出書，最終狄更斯之作品，流芳百世，名流千古，永垂不朽，啟
蒙億萬世人。狄更斯之作家夢，當初宛若天馬行空，然而意義之鉅，誠非普通人能想像。
 
       再者，美國二十世紀初之萊特兄弟，自幼夢想發明飛機，翱翔天際，成千百年來人類之
飛行夢。以當時之科技知識，發明可載人之飛機，此夢想乃天馬行空，無可達致。但憑他們
兩兄弟之刻苦鑽研，廢寢忘食之功，他們終可發明飛機，壓倒一切曾嘲諷他們的人，圓千百
年人類之飛行夢。倘無他們發明飛機，長途旅行出差，根本困難重重，窒礙人類文明之發展
及傳播。當時之世人，可能認為萊特兄弟天真爛漫，幼稚無稽，他們之飛機夢縱然天馬行空，
但為人類流下了永垂不朽之光輝貢獻。
 
       我們生為人類，一生總有大大小小的夢想。它們，縱使不設實際，其實饒有意義。所以
我們應鍥而不捨，堅持不懈，追求任何近乎妄想之夢想，毋懼旁人訕笑凌辱，夢想才有可能
實現。如此，亦才可能為夢想及人生，賦予豐富色彩意義，使自己能昂首闊步，踏上光輝燦
爛之前路，展翅翱翔，拍翼高飛，狹則人生豐碩，無愧於心，廣則傾覆世界思潮，改變人類，
革新文明，留取丹心照汗青。
 
         追夢，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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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囈臆雨

    此文，撰於某一下雨天。 

    霪雨霏霏，淅淅瀝瀝，陰陰鬱鬱，淒淒慘慘，滿目蕭然。
 
    哭不出的，就由上天代你哭泣。唦唦雨水，盛載歡樂，注滿憂愁。
 
   原本，圓潤的雨水珠，看上去透明，晶瑩剔透。但若然用單反相機，調慢
快門，捕捉雨水降落的婀娜多姿，放大掃瞄，抑或細心觀看，可能你不難發現，
水珠，在充足陽光下，隱隱折射七彩顏色。七彩顏色，好像昔日美好歡樂的時
光，繽紛斑斕。
 
    雨水，瀉落粗糙雜色的大地前，它們是多麼可愛，多麼美豔。但跌到大地，
它們已經粉身碎骨，與塵埃垃圾，融成一堆污穢的水灘，或灰或黑。毫無稜角
的雨點，往哪去了？天真無邪的童心，何時溶化了？
 
    七彩斑斕之雨點，再也看不到，好比歡樂回憶，於一場變幻後，一去不返，
送入烏煙瘴氣的歷史垃圾缸，再也找不著。此時，你才驚覺：剔透亮麗，美豔
動人的圓潤雨點，全部往哪去了？一場大雨後，留下的，也許，只有思念恚恨，
只有惆悵憂愁。
 
    雨，並非每場下完，也迎來光明普照。雨，可以下足一週，下足數月不等。
雨，可以越下越凌厲，天，可以越哭越昏暗，白晝如黑夜，哇哇啦啦，滴滴答答，
豐注屋簷，傾倒大樹，打散街上的人，迫使他們狼狽的別離，蹣跚的逃跑。
 
   現實，不正正常有意想不到的變幻，如晴天霹靂，轉亮麗為黑暗，先引來
毛毛細雨，再化為滂沱暴雨？種種變幻，不也像微微細雨，漸漸潑走人甜如蜂
漿的歲月，再化身傾盤大雨，殘酷無情的割走人的稜角，削除人的童真，消磨
赤子之心，將無數人變為行屍走肉，每日活在痛苦煎熬中？
 
   晶瑩剔透，明亮瑰麗，引人浮思聯翩的雨點，你們，究竟在哪裏？你們，
究竟何時，消失得無影無蹤？縱使目睹你們如傘兵降落時，難免黯然憂傷，但
你們回歸大地後，本令人歡愉的美態，便一切化為烏有，無從觸摸，只能以哀
思尋覓了！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雨點，回來吧！雨點，消失吧！

投稿 :卡露斯
排版 :尋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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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中學已是第二個年頭，來到了大學這個所謂社會的縮影，過往揮之不去的面孔和事
物，都被鎖進一面冰冷起霧的鏡子裏，不管怎樣用力去抹，都漸變糢糊。在反覆思量中，到
底甚麼令我們改變這麼多呢？其實我們都只是比中學生大一兩年而已，但似乎不同的經歷都
灌溉了我們思索的土壤，埋下了決定一生的種子。這一年的大學生涯，透過不同的契機，我
的眼光和思想都截然不同。在這一年裏，我第一次搬到宿舍裏生活，離開自己熟悉的家人。
第一次找到一個適合的男朋友，放下以前不成熟的依戀。第一次學懂如何表達自己和信任身
邊的人，這對於普通人來說可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對於我來說卻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最近聽到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到底在你的世界裏有甚麼？我不否認自己的世界真的
很單純，大概重要的是家人、男朋友、朋友、學業和前途。我亦不否認我在這一年真的放了
很多時間在人際關係更甚是在感情之中，可能忽略了學業，但這一年令我認清了自己最需要
的是甚麼，有很多人認為把大部分的心思時間都放在情感上，豈不是放棄了其他嚴肅認真的
事情，但是其實沒有一點的時間會被浪費，只要這是你喜歡的，它會讓你有所經歷有所成
長，人生之所以像一幅畫，不是因為你用了各種不同的顏料灑滿了畫布，而是因為你的一筆
一劃、一點一滴，最終都會連起來，漸漸形成你獨有的圖案。正如一個人的世界不需要雕欄
玉砌，只需要忠於你所認定的價值，用心思去建構自己的小宇宙。正因為我們都是別樹一幟
的，你的投入會讓你在所屬的天空取得滿足感和成就。

   我自問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緣故，我總不能夠一心二用，當我投
入在一件事情中就難以抽身，不過我相信為自己喜歡的人和事情值得我窮盡一生，正如我總
喜歡拿起筆寫字，尤其這些年來朋友都不多，有時有想分享的事都會在腦海中默想一次，偶
爾從零碎的片段和畫面中取其一二成文，感覺就像人生是由詩文堆砌而成的，與靈魂繾綣。
每次可以讓別人看見我所寫的文字，都感到格外欣喜。談到人生價值這一課，我認為每個人
都是一個水晶球，總是撲朔迷離，當中的元素如煙霧混在一起，例如你喜歡的事物也恰好反
映你重視的價值，你的缺點就正如一面鏡子照亮你的優點，因為人有的只是特點，然而隨著
人們的人生經歷和價值觀有了主觀的看法而已，所以我們才需要找懂得欣賞自己的人。

   我最近看了小王子——一本哲學童話故事。不敢想像一本童話書竟寫得如此意味深長，
書中睿智的狐狸跟看到玫瑰園而茫然若失的小王子說：因為你對玫瑰所付出的時間，使你的
玫瑰變得如此有價值。其實人生之中沒有甚麼人或甚麼事是最重要丶最了不起和最無可取締
的，只有當你喜歡那些東西，花時間在他們身上，才能體現你的價值，那麼直到頭髮斑白的
那天，你都可以平靜坦然地說已經得到這個世界和把握了在這浮塵俗世走一趟的機會，或許
你所重視的只是浩瀚宇宙中的星星之火，但假若失去了這一點點，你得到世界的一切一切都
空洞無味了。
   
   最後想與大家深思一個問題，為甚麼人一生如此有限？我想大概是因為我們的靈魂都像
一把獨特的鎖，然而所謂短暫的一生正正提醒我們要找合適的鑰匙打開心窗。

人生價值迷思 投稿 :鄭勵
排版 :尋雨言

圖片來源 :HD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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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eptive saying “practice makes perfect” has reared its ugly head throughout the generations. Businesses 
obviously prefer to hire employees proficient in restlessly working over those who lounge about and save up 
strength. It is easy to label the first group as efficient and bash the latter. This is wrong. The stigma that comes 
with laziness should be eradicated and seen in a new light.

The deceptive saying “practice makes perfect” has reared its ugly head throughout the generations. Businesses 
obviously prefer to hire employees proficient in restlessly working over those who lounge about and save up 
strength. It is easy to label the first group as efficient and bash the latter. This is wrong. The stigma that comes 
with laziness should be eradicated and seen in a new light.

The truth about laziness shocks me in the university setting. I see two types of academically successful 
students who project antithetical auras – the advancers and the procrastinators. The advancers finish their 
studies quickly and relax during the exams. As a general rule, they rarely pull all-nighters by sacrificing the 
majority of their semester in the library. The procrastinators simply cram. Many of them are expert partiers 
when there are no exams, but when deadlines come crashing down, they live in the library and borrow notes from 
those prepared, including the advancers. This results in comparable grades but the procrastinators having used 
less net energy. Lazy wins.

A slightly different twist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e movie The Social Network. The fictional adaptation 
portrays Mark Zuckerberg as a cheater and a manipulator. He uses a smart friend to create an algorithm that 
would later add to his idea of Facebook. This idea is arguably also obtained (stolen) partially from two other 
college peers. Zuckerberg, at least in the film, acquires a taste for taking other people’s exceptional ideas and 
capabilities and making them his own. Facebook is not an ingenious idea that only Zuckerberg pours his brains 
out on. He searches for lazy success and seizes it, even by sacrificing his Harvard degree. The hard workers are 
either grabbing for leftovers or becoming his employee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ly becomes his. Diligence 
loses.

A historical figure who influenced the perception of laziness was the former German general Kurt von 
Hammerstein-Equord. He divided his officers into four classes – clever, diligent, stupid and lazy. 

He claimed that of these classes, each individual had two traits. Interestingly enough, he elevated his lazy and 
clever officers to higher positions instead of his industrious and clever ones. Albeit laziness shines more in 
intelligent people according to his theory, but even among the stupid ones, laziness is better, as the industrious 
and stupid people pose a threat rather than stay still. 

It is naive to believe that success comes with hard work. Did those who contributed to Facebook’s success fail 
to work hard? Only Zuckerberg’s name shines at the end of the day. Studiousness does not imply efficiency, and 
the words laziness and efficiency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As the late esteemed writer Robert A. Heinlein put it, “Progress isn't made by early risers. It's made by lazy 
men trying to find easier ways to do something.” 

To achieve perfection, perhaps the first step to take is to reverse the mindset that actions achieve more than 
thoughts and instead, lazily ponder on, like 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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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gait is of a model swaying on a catwalk, rhythmic and balanced.

There is childish mischief in his eyes, but deep underneath there lies an old 
soul.

He derives serenity from life’s simplest pleasures, needing nothing more 
than a little food and an abundance of love.

His words are incoherent, but there is a melody in his voice that transcends 
all tongues.

He knows no greed, sees no creed and forever has the gateway to his heart 
open, unguarded. 

He is the man who turns the other cheek when he is wronged, who knows 
forgiveness is the antidote to war.

He is the embodiment of sainthood, the epitome of all that one holds sacred.

He is my bundle of joy, my baby dog Pluto. 

My Bundle of Joy
Authur: Sneha Balasubramanian
Typesetting: Queenie

Photo: 7-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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