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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編者的話

轉眼間又到了本屆編委的最後一本常刊。謹此代表第二十三屆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仝人，
感謝各位讀者這一年來的支持。

有人說，人生就是理想向現實不斷的靠攏。這一年間，我們驚覺很多自以為理所當然的事，其實都只
不過是一些美麗的假象，至少已經不復存在。我們曾經以為香港五十年後還是當初的香港，馬照跑、
舞照跳，最後發現舞的確有人在跳，只不過是換成不屬於我們的農村大媽舞。我們曾經以為深圳河是
一條楚河漢界，事實卻證明只要用自己的方式回大陸，邊界甚麼的都是浮雲。我們從未想過，大年初
一的鬧市街頭，可以因為一串魚蛋而大動干戈，血流滿地。我們也從未想過，曾經滿懷壯志、團結一
致的追夢人，最後卻貌合神離，壯志未酬。

這就是殘酷的現實。現實的殘酷之處就在於把現有的一切，連同未來的理想逐步粉碎。面對現實，有
人選擇逃避；有人向現實妥協，乃至於反過來去粉碎別人的理想；有人無奈之下情願坐以待斃。

也有一些人，在現實的壓力下堅持下來，獨自一人，默默為守護身邊的人和事而艱苦奮鬥。強權壓迫，
不怕；小人當道，與他何干；眾叛親離，無懼。面對無法預計的挑戰，沒有幫助、沒有支持，嘗試用
自己所能，去留住自己和大家應有的一切。

沒錯，前面的路很辛苦，但是必須要堅持。我們身邊各自都有珍愛的事物。連自己的所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理想都不去守護，還有誰會為我們挺身而出？

一年前，十多名莊員結伴而行，立下豪言壯語。一年之間，幾經風雨，人事輪替之下，最後剩下八人
繼續留守，直到現在。我們留下，是因為我們相信，前人二十多年來的努力，不應該在我們手上付諸
流水。

我們不甘心。

真的非常感謝各位對我們八人的不離不棄。正是因為你們在，我們才會堅持下去，希望我們的努力並
沒有白費。

最近有一套頗熱門的日本動畫，叫《一拳超人》，片頭曲有一段歌詞挺有趣：

俺は諦めない　その胸に未来を描き
（我不會放棄　描繪心中的未來）

目覚め行く　世界へ今　舞い上がれ　強く高く
（在覺醒中的世界行走　振翅高飛　更高更強）

どんな時でも　なにがあっても
（無論何時　何地都需要有著信念）

謹將這段歌詞送給所有默默守護身邊事物的同行者，以此共勉，我們並不孤單。

祝各位胸懷理想，迎難而上，越戰越強。

再會有期。

副總編輯

林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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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科大大事回顧

1.    2015 年 2 月 7 日    工學院使用簡體字風波

    在二月初舉行的大學「內地和台灣本科招生開放日」（MTM 開放日）中，科大工學院在其學院指
示牌及學科介紹展板上使用簡體字，引起部分同學不滿。有同學聯署要求工學院解釋。工學院指出在 
MTM 開放日使用簡體字的做法行之有年，而在英文以外加入簡體字，原意乃為方便出席開放日而不諳
英語之家長。工學院最後向同學承諾永不會再在校園內使用簡體中文，至於未來的 MTM 開放日使用全
英文抑或英文、正體中文對照印製展板，則需要再作探討，並以大學校方的準則為依歸。然而若有關
活動是在中國大陸舉行，例如在北京舉辦招生講座等，則仍會使用簡體字。

2.    2015 年 2 月 27 日    學生會週年大選    四組織加入屬會

    今年總共有四個組織加入成為學生會屬會。學生會大選點票日，「國際美食匯」、「藝術學會」
及「基督徒詩班」成功加入成為屬會。另外，至於經歷「斷莊」後重新申請屬會資格的「財務學系學
生會」，其選舉亦於同時進行，結果成功恢復其屬會資格。

3.    2015 年 3 月 6 日    廖長城接任科大校董會主席

    前任校董會主席張建東於二零一四年九月離世後，科大校董會一度由已擔任校董多年的唐裕年暫
代主席一職。二零一五年政府宣布委任廖長城為科大校董會主席，三年任期由二零一五年三月六日至
二零一八年三月五日止。

    廖長城為資深大律師，現身兼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及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同時兼任多項公職。廖
長城與其胞弟、立法會議員廖長江一樣皆多次發表親中共、親建制言論，亦曾是梁振英競選時的法律
顧問。由於廖氏此前並非校董會中人，政府此舉等同安插梁振英爪牙入侵大學校園，故此備受爭議。

    政府發言人稱梁振英是履行相關法例賦予之職權委任科大校董會主席，同時指政府考慮院校的運
作和香港高等教育發展需要，以「用人唯才」原則委任校董。

4.    2015 年 3 月 21 日     前幹事長羅緯綸　獲選學聯中央代表

    學聯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選出第五十八屆代表會、秘書處及「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之幹
事，當中於同月辭職的現屆科大學生會幹事會會長羅緯綸（商管二）當選代表會中央代表。羅緯綸在
歷時四小時的諮詢期內備受包括科大在內不同院校之代表質疑，質詢其在會長任內被提不信任動議一
事，及遭彈劾後不肯面對會員等問題。不過，羅最終亦以三十票信任、十二票不信任、九票棄權成功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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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5 年 4 月 5 日     修憲定義中文　評議會通過華文約俗

    科大學生會評議會通過中文用詞指引「華文約俗」。指引列出學生會常用詞之建議翻譯，供所有
轄下組織參考。該指引沒有約束力，亦非憲章的一部份，即使屬會未有參考「華文約俗」而出版中文
文件，也不會因而受罰。

    另外，學生會憲章原本已規定中英文皆為科大學生會官方語文，如有歧義則以英文為準，但未有
訂明當中「中文」的口語形式及書面形式，以致出現新屬會以簡化字命名、票站應否提供普通話廣
播等爭議。是次修憲後，憲章訂明科大學生會的中文口語形式僅為「廣府話」（Cantonese），排除
普通話及其他中國語言；書面形式為「正楷漢字寫成的現代書面語」（Modern Written Chinese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排除文言文及北京當局的官方簡化字。

6.    2015 年 4 月 3 日    青蛙路事件

    科大校方在毫無預兆之下，趁期中小休首日突然安排工人更換「青蛙路」（即介乎火雞雕塑與北
閘之間的一段大學道）的行人路地磚。由於動工之處接近雨傘運動期間同學漆上「希望在於人民，改
變始於抗爭」字樣的位置，故一班曾參與雨傘運動的同學趕至加以阻止。然而保安員設置鐵馬粗暴阻
撓學生，雙方在青蛙路上對峙。與此同時，科大學生會發出聲明，表示早前已知悉並反對校方舉動，
強烈譴責校方打壓學生運動。之後留守學生被保安用鐵馬圍住，雙方對峙近六個小時後校方撤走工人
和保安，停止施工。

    學生與校方繼續在現場對峙。科大罷課委員會在網上和民主牆發表公開信，要求校方正面回應會
否拆除字句，並於四月七日正午前回應，否則會考慮將行動升級。罷委稍後發出聲明，擔憂此事會為
校方打壓校園自由、施行單邊政策、漠視學生意願開下先例，呼籲校方擱置工程，促進校園共治。到
了四月七日，校方表示暫時擱置北閘小徑修路工程，並將與科大學生會商討大字去留問題。青蛙路的
標語得以保留。同年九月，學生會與一眾同學、屬會代表，以及其他院校代表完成重漆青蛙路的工作，
途中校方並未加以阻攔。

7.    2015 年 4 月 10 日     科大通道再現爭普選字句

    由宿舍「連接橋」（Bridge Link）通往學術大樓 10-12 號升降機（百佳）的緩坡道，即天一泉旁，
遭人以類近「青蛙路」標語的形式用白油漆上「我要真普選」大字。

    在天一泉的標語出現後，副校長（行政）賀致信在當天下午向全校發出公開電郵，表示學生不應
以破壞學校設施的方法來表達言論，批評相關學生行為無禮，並呼籲其停止行動。該標語已於四月
十五日清晨被校方清理，事前未作通知。

8.    2015 年 7 月 12 日     啟晴邨承辦商 曾參與科大校園擴建計劃

    啟德啟晴邨遭驗出水質含鉛量超標後，有同學發現該邨的承建商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曾參與二零一零年動工的科大校園擴建計劃，負責建造之項目包括李兆基商學大樓（LSK）、高等研究
院盧家驄薈萃樓（IAS）以及學生宿舍第八、九座。

    隨後，校方健康、安全及環境處（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Office）就校園水質問題發出電
郵，表示一直有定期於校園各處供水設施採樣化驗，以確保水質符合本地和國際標準，其雜質和含菌
量不會對威脅使用者健康。

    同年九月校方在校園各處水源進行抽樣化驗，報告顯示個別地點的食水重金屬含量超標，當中包
括位於學術大樓 5569 室門外水機（含銅量超標），以及星巴克的水源（含鉛量超標）。

9.    2015 年 9 月    大字報屢遭惡意撕毀

    自二零一五年九月開始，LG1 大字報牆經常出現大字報被惡意撕毀的行為，被拆除的大字報大多
持本土派觀點。

    九月二十一日深夜，有人在大字報牆刊登「本港罪孽深重，求北京加大力度懲罰」一文。該文於
於次日晚上被不明人士擅自拆除。同日學生組織「科大行動」嘗試復原該文，半小時後同樣被不明人
士拆除。

    九月二十九日，大字報牆上有人以「我地要有更進一步嘅獨立思考」為題，認為抗爭者的思維應
從爭取民主轉為爭取獨立，幾天後該文有關港獨的部分被人無故撕去，佔全文約一半。

    十一月十日，有人在大字報牆貼文呼籲同學在同月十七號的世界盃外圍賽中支持香港隊，並貼上
五星紅旗和英屬香港旗，翌日該文除五星紅旗外，文章被完全撕去。「科大行動」稍後在牆上貼上「除
咗撕走口號，你仲識啲乜」標語作出反擊。到十三日，五星紅旗和「科大行動」標語均被撕走。

    一般而言，大字報只會在到期日後由負責管理大字報牆的學生會幹事會拆除，或者由刊登者自行
處理之。以上文章遭撕毀明顯與以上兩種原因無關。

10.    2015 年 10 月 5 日    化學系學生會幹事 潛入大埔仔村地盤被捕

    三名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化學系學生會幹事於十月四日深夜潛入大埔仔村「傲瀧」（Mount 
Pavilia）住宅地盤內，意圖取去建築用途的竹竿，被保安員喝止並報警，警員到場以涉嫌企圖盜竊罪將
三人拘捕帶署扣查。警政當局相信有人因為要製作學會旗幟或者橫額，需要竹枝作材料而進入地盤。

    涉事的三人分別是該系會的曾姓會長、林姓外務副會長以及祁姓內務及宣傳秘書，事後皆已獲釋
返回學校。同年十一月中旬，案件在觀塘裁判法院再提訊，各人獲控方撤銷控罪，准以自簽港幣兩千
元守行為兩年，並須負擔五百元訟費。

11.    2015 年 11 月 27 日     本科生宿舍第八、九座 計劃發行「訪客留宿證」

    由於科大宿位長年短缺，非宿生在宿舍非法留宿的情況（俗稱「屈蛇」）一直非常普遍。以現時
的校方政策，宿生帶外人入宿舍過夜一經發現，或會面臨被校方取消住宿資格。現時校方一直有不定
期巡查各宿舍的「屈蛇」情況（「打蛇」），其中以最新的學生宿舍第八座及第九座最為頻密。為解
決「屈蛇」的問題，校方提出在該兩座宿舍計劃試行俗稱「蛇飛」的「訪客留宿證」計劃，先導測試
已在二零一六年春季學期開始。

    在安排上，校方指出每位訪客每月不可留宿超過 10 次，價錢為每晚港幣 50 元。另外，每晚發出
的「蛇飛」不會多於 100 張，即每晚合法留宿的總人數不會超過 100 人。而實行對象暫定為全科大的
本科生，無論有否獲分配其他宿舍宿位，價錢均相同。在細節上，校方表明留宿學生需獲宿主邀請，
同時要得到宿主室友同意才可以「屈蛇」。宿舍方面在開學前會進行問卷調查，在分配時將表明不想
被打攪的宿生和不介意日後有「蛇」的宿生分開，表明不接納「蛇」的宿生在整個學期都不會有「蛇」
的到訪。針對「蛇飛」的發售，校方表示將會安排學生幫忙，並計劃會在地下大堂安裝閘機，日後所
有宿生均需拍卡進入，而學生助理亦會負責檢查。在學生助理的人選方面，校方表示希望從現時宿舍
第八和九座的 RLM（Residential Life Mentor）和 OT（Organizing Team）中抽選，但有參與會眾反映應交
由普通宿生負責，以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宿舍事務，提高歸屬感之餘，亦能促進其與其他宿生的交
流。

    校方表示此計劃為先導計劃，若試辦期內反應正面，將有機會擴展至其餘各座宿舍，而實行的細
節則尚在草擬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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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5 年 4 月 5 日     修憲定義中文　評議會通過華文約俗

    科大學生會評議會通過中文用詞指引「華文約俗」。指引列出學生會常用詞之建議翻譯，供所有
轄下組織參考。該指引沒有約束力，亦非憲章的一部份，即使屬會未有參考「華文約俗」而出版中文
文件，也不會因而受罰。

    另外，學生會憲章原本已規定中英文皆為科大學生會官方語文，如有歧義則以英文為準，但未有
訂明當中「中文」的口語形式及書面形式，以致出現新屬會以簡化字命名、票站應否提供普通話廣
播等爭議。是次修憲後，憲章訂明科大學生會的中文口語形式僅為「廣府話」（Cantonese），排除
普通話及其他中國語言；書面形式為「正楷漢字寫成的現代書面語」（Modern Written Chinese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排除文言文及北京當局的官方簡化字。

6.    2015 年 4 月 3 日    青蛙路事件

    科大校方在毫無預兆之下，趁期中小休首日突然安排工人更換「青蛙路」（即介乎火雞雕塑與北
閘之間的一段大學道）的行人路地磚。由於動工之處接近雨傘運動期間同學漆上「希望在於人民，改
變始於抗爭」字樣的位置，故一班曾參與雨傘運動的同學趕至加以阻止。然而保安員設置鐵馬粗暴阻
撓學生，雙方在青蛙路上對峙。與此同時，科大學生會發出聲明，表示早前已知悉並反對校方舉動，
強烈譴責校方打壓學生運動。之後留守學生被保安用鐵馬圍住，雙方對峙近六個小時後校方撤走工人
和保安，停止施工。

    學生與校方繼續在現場對峙。科大罷課委員會在網上和民主牆發表公開信，要求校方正面回應會
否拆除字句，並於四月七日正午前回應，否則會考慮將行動升級。罷委稍後發出聲明，擔憂此事會為
校方打壓校園自由、施行單邊政策、漠視學生意願開下先例，呼籲校方擱置工程，促進校園共治。到
了四月七日，校方表示暫時擱置北閘小徑修路工程，並將與科大學生會商討大字去留問題。青蛙路的
標語得以保留。同年九月，學生會與一眾同學、屬會代表，以及其他院校代表完成重漆青蛙路的工作，
途中校方並未加以阻攔。

7.    2015 年 4 月 10 日     科大通道再現爭普選字句

    由宿舍「連接橋」（Bridge Link）通往學術大樓 10-12 號升降機（百佳）的緩坡道，即天一泉旁，
遭人以類近「青蛙路」標語的形式用白油漆上「我要真普選」大字。

    在天一泉的標語出現後，副校長（行政）賀致信在當天下午向全校發出公開電郵，表示學生不應
以破壞學校設施的方法來表達言論，批評相關學生行為無禮，並呼籲其停止行動。該標語已於四月
十五日清晨被校方清理，事前未作通知。

8.    2015 年 7 月 12 日     啟晴邨承辦商 曾參與科大校園擴建計劃

    啟德啟晴邨遭驗出水質含鉛量超標後，有同學發現該邨的承建商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曾參與二零一零年動工的科大校園擴建計劃，負責建造之項目包括李兆基商學大樓（LSK）、高等研究
院盧家驄薈萃樓（IAS）以及學生宿舍第八、九座。

    隨後，校方健康、安全及環境處（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Office）就校園水質問題發出電
郵，表示一直有定期於校園各處供水設施採樣化驗，以確保水質符合本地和國際標準，其雜質和含菌
量不會對威脅使用者健康。

    同年九月校方在校園各處水源進行抽樣化驗，報告顯示個別地點的食水重金屬含量超標，當中包
括位於學術大樓 5569 室門外水機（含銅量超標），以及星巴克的水源（含鉛量超標）。

9.    2015 年 9 月    大字報屢遭惡意撕毀

    自二零一五年九月開始，LG1 大字報牆經常出現大字報被惡意撕毀的行為，被拆除的大字報大多
持本土派觀點。

    九月二十一日深夜，有人在大字報牆刊登「本港罪孽深重，求北京加大力度懲罰」一文。該文於
於次日晚上被不明人士擅自拆除。同日學生組織「科大行動」嘗試復原該文，半小時後同樣被不明人
士拆除。

    九月二十九日，大字報牆上有人以「我地要有更進一步嘅獨立思考」為題，認為抗爭者的思維應
從爭取民主轉為爭取獨立，幾天後該文有關港獨的部分被人無故撕去，佔全文約一半。

    十一月十日，有人在大字報牆貼文呼籲同學在同月十七號的世界盃外圍賽中支持香港隊，並貼上
五星紅旗和英屬香港旗，翌日該文除五星紅旗外，文章被完全撕去。「科大行動」稍後在牆上貼上「除
咗撕走口號，你仲識啲乜」標語作出反擊。到十三日，五星紅旗和「科大行動」標語均被撕走。

    一般而言，大字報只會在到期日後由負責管理大字報牆的學生會幹事會拆除，或者由刊登者自行
處理之。以上文章遭撕毀明顯與以上兩種原因無關。

10.    2015 年 10 月 5 日    化學系學生會幹事 潛入大埔仔村地盤被捕

    三名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化學系學生會幹事於十月四日深夜潛入大埔仔村「傲瀧」（Mount 
Pavilia）住宅地盤內，意圖取去建築用途的竹竿，被保安員喝止並報警，警員到場以涉嫌企圖盜竊罪將
三人拘捕帶署扣查。警政當局相信有人因為要製作學會旗幟或者橫額，需要竹枝作材料而進入地盤。

    涉事的三人分別是該系會的曾姓會長、林姓外務副會長以及祁姓內務及宣傳秘書，事後皆已獲釋
返回學校。同年十一月中旬，案件在觀塘裁判法院再提訊，各人獲控方撤銷控罪，准以自簽港幣兩千
元守行為兩年，並須負擔五百元訟費。

11.    2015 年 11 月 27 日     本科生宿舍第八、九座 計劃發行「訪客留宿證」

    由於科大宿位長年短缺，非宿生在宿舍非法留宿的情況（俗稱「屈蛇」）一直非常普遍。以現時
的校方政策，宿生帶外人入宿舍過夜一經發現，或會面臨被校方取消住宿資格。現時校方一直有不定
期巡查各宿舍的「屈蛇」情況（「打蛇」），其中以最新的學生宿舍第八座及第九座最為頻密。為解
決「屈蛇」的問題，校方提出在該兩座宿舍計劃試行俗稱「蛇飛」的「訪客留宿證」計劃，先導測試
已在二零一六年春季學期開始。

    在安排上，校方指出每位訪客每月不可留宿超過 10 次，價錢為每晚港幣 50 元。另外，每晚發出
的「蛇飛」不會多於 100 張，即每晚合法留宿的總人數不會超過 100 人。而實行對象暫定為全科大的
本科生，無論有否獲分配其他宿舍宿位，價錢均相同。在細節上，校方表明留宿學生需獲宿主邀請，
同時要得到宿主室友同意才可以「屈蛇」。宿舍方面在開學前會進行問卷調查，在分配時將表明不想
被打攪的宿生和不介意日後有「蛇」的宿生分開，表明不接納「蛇」的宿生在整個學期都不會有「蛇」
的到訪。針對「蛇飛」的發售，校方表示將會安排學生幫忙，並計劃會在地下大堂安裝閘機，日後所
有宿生均需拍卡進入，而學生助理亦會負責檢查。在學生助理的人選方面，校方表示希望從現時宿舍
第八和九座的 RLM（Residential Life Mentor）和 OT（Organizing Team）中抽選，但有參與會眾反映應交
由普通宿生負責，以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宿舍事務，提高歸屬感之餘，亦能促進其與其他宿生的交
流。

    校方表示此計劃為先導計劃，若試辦期內反應正面，將有機會擴展至其餘各座宿舍，而實行的細
節則尚在草擬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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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尖：一程校巴
作者：吳慕洛
排版：沒所謂

    滴滴溚溚……秋寒一個下雨的晚上，我來到了廣場，靜候下一班車回家。正撐著傘的我舉目張望，
只見十多個素未謀面的人也在等車。他們同樣頂著傘，只是各自拿著手機發送信息。偶爾一兩陣風刮
來，吹落了零散的秋葉，為這樣平靜的夜晚添來了零星的騷動。

    驀地，微風伴來了淡淡的玫瑰香水的氣味，那味道如斯芳香怡人，也如斯熟悉，該不是你吧？我
回過頭來，看見你靦腆地笑著走來。你手裡也拿著手機，唯一不同的是，你沒有傘子。我把雨傘向你
遞來，「不必了，」你冷淡地說：「反正雨不是很大。」「那麼晚下班？」我問道：「最近忙著什麼？」
「沒什麼，工作而已。」「吃了飯沒有？」「吃了。」「有看港中大戰那場球賽嗎？」「有，謝謝關心。」
話畢，你的手機傳來咇咇聲響，原來你收到了短信。你戴上耳筒，把目光從我身上挪開。

    未幾，旅遊巴依時在七點駛來火雞廣場，讓我們魚貫上車。「一齊坐吧。」我道。你遲疑一下，
便微微點了頭。

    學校位於郊區，道路車輛疏落，車開得很快，偶爾輾過路上碎石，傳來一兩下顛簸。旅遊巴一路
飛馳，沒為沿途風光留下一絲眷戀。車廂內很靜，沒有少女嬉鬧的嘈雜，也沒有竊竊私語的低吟。有
些人埋首沉醉在手機的遊戲，有些人焦躁地注視窗外景物，有些人打盹睡。車子御風而行，在乎的只
有時間，而我，在乎的只有你。想那時的我，羞澀向你遞來一紙的情書，口裡結巴巴地說不出一句完
整的句子。你只是一臉愕然，然後笑說：「沒大不了。」車窗外浮光掠影，駛過數不清的汽車路人。
我不禁猜疑，我可會是你已淡忘的一抹風景？

    漸近市區，車流愈來愈密，終於來到了車水馬龍的市區。前方車龍漸近，旅遊巴徐徐收慢，不慍
地收起了剛才的狂放，瞪視著不遠處的紅燈，停在車隊的尾端。正值繁忙時段，道路上擠得水洩不通，
耳畔傳來陣陣響號聲，一鳴一響，絡繹不絕。我凝視前方，只見更遠處的車龍。薄薄的車窗不能隔絕
響號，車廂內充斥從四方八面而來的噪音。我靜靜瞥視你，只見你把眉頭鎖得更緊，把耳筒推得更入。

    蜿蜒的車龍，就像我們相隔的一條長河，我要等待到何時，才能到達你的終站？心的距離很遠，
我愈嘗試拉近，你卻離開我得更遠。又似是悠悠車龍中的一員，我來到了你原先駐足的地方，卻發現
你已經駛在我更遠的前方，宛如漸遠的目標。我沒法抓緊你，也沒法抓到你。其實你也知道，我從來
愛你。但我愈是把話說得直接一些，坦白一些，你愈是把你的心裹得更緊，把耳筒推得更入。我知道
你的心如同我一樣洶湧，你的夢如同我一樣躊躇，但我進不了去，就像四週的喧鬧聲被擋了出去。

    旅遊巴蹣跚地繼續向前駛，車廂內仍然平靜，打盹睡的繼續小睡，傳短信的繼續輸入，時間彷彿
凝結下來。我忽爾希望時間就此打住，讓我和你就此保持著可即的距離。縱使我們如斯接近，但我們
之間的界限，早已把我倆隔絕得遠如銀河之遙。或許這是愛的距離，遙遠得不切實際。

    旅遊巴開得很慢，但終究來到了鑽石山廣場。刺耳的開門提示聲驚醒每一個發著夢的人。頃刻所
有乘客都立起了身，腳步聲隨後連綿傳來，雜亂得很。你收拾好耳筒，着我道：「你先下車，我隨後來。」
於是我下了車，回頭，在等候。三個，兩個，一個……乘客都離開了車廂，原來你已不見，早已隱沒
在人潮裡。

    雨還淌著，風還刮著，玫瑰花香的味道漸淡。森然的夜晚留下孤伶的背影，遺落了撒下的種種失
落，我，如是想。

    宣傳期，Promotion 

Period （ 簡稱 Pro P ）

，顧名思義，是每年一度，

科大學生會為會內不同單位

的「 Nom 莊 」( 候選內

閣 ）提供宣傳機會的活動

項目。一般而言，「 Nom 

莊 」會在 Pro P  期間，

透過掛放 Banner ，擺設 

Counter 、叫莊（Chanting 

）等手法以宣傳其內閣。然

而，在百花齊放的 Pro P  

，其意義對不同的持分者而

言，卻有不同的解讀，最終

形成於筆者而言千奇百趣的

結果。

擁有科大特色的宣傳期
（Promotion Period）

究竟 Pro P 係
乜？
投稿：選舉助理小加號
排版：timoth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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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尖：一程校巴
作者：吳慕洛
排版：沒所謂

    滴滴溚溚……秋寒一個下雨的晚上，我來到了廣場，靜候下一班車回家。正撐著傘的我舉目張望，
只見十多個素未謀面的人也在等車。他們同樣頂著傘，只是各自拿著手機發送信息。偶爾一兩陣風刮
來，吹落了零散的秋葉，為這樣平靜的夜晚添來了零星的騷動。

    驀地，微風伴來了淡淡的玫瑰香水的氣味，那味道如斯芳香怡人，也如斯熟悉，該不是你吧？我
回過頭來，看見你靦腆地笑著走來。你手裡也拿著手機，唯一不同的是，你沒有傘子。我把雨傘向你
遞來，「不必了，」你冷淡地說：「反正雨不是很大。」「那麼晚下班？」我問道：「最近忙著什麼？」
「沒什麼，工作而已。」「吃了飯沒有？」「吃了。」「有看港中大戰那場球賽嗎？」「有，謝謝關心。」
話畢，你的手機傳來咇咇聲響，原來你收到了短信。你戴上耳筒，把目光從我身上挪開。

    未幾，旅遊巴依時在七點駛來火雞廣場，讓我們魚貫上車。「一齊坐吧。」我道。你遲疑一下，
便微微點了頭。

    學校位於郊區，道路車輛疏落，車開得很快，偶爾輾過路上碎石，傳來一兩下顛簸。旅遊巴一路
飛馳，沒為沿途風光留下一絲眷戀。車廂內很靜，沒有少女嬉鬧的嘈雜，也沒有竊竊私語的低吟。有
些人埋首沉醉在手機的遊戲，有些人焦躁地注視窗外景物，有些人打盹睡。車子御風而行，在乎的只
有時間，而我，在乎的只有你。想那時的我，羞澀向你遞來一紙的情書，口裡結巴巴地說不出一句完
整的句子。你只是一臉愕然，然後笑說：「沒大不了。」車窗外浮光掠影，駛過數不清的汽車路人。
我不禁猜疑，我可會是你已淡忘的一抹風景？

    漸近市區，車流愈來愈密，終於來到了車水馬龍的市區。前方車龍漸近，旅遊巴徐徐收慢，不慍
地收起了剛才的狂放，瞪視著不遠處的紅燈，停在車隊的尾端。正值繁忙時段，道路上擠得水洩不通，
耳畔傳來陣陣響號聲，一鳴一響，絡繹不絕。我凝視前方，只見更遠處的車龍。薄薄的車窗不能隔絕
響號，車廂內充斥從四方八面而來的噪音。我靜靜瞥視你，只見你把眉頭鎖得更緊，把耳筒推得更入。

    蜿蜒的車龍，就像我們相隔的一條長河，我要等待到何時，才能到達你的終站？心的距離很遠，
我愈嘗試拉近，你卻離開我得更遠。又似是悠悠車龍中的一員，我來到了你原先駐足的地方，卻發現
你已經駛在我更遠的前方，宛如漸遠的目標。我沒法抓緊你，也沒法抓到你。其實你也知道，我從來
愛你。但我愈是把話說得直接一些，坦白一些，你愈是把你的心裹得更緊，把耳筒推得更入。我知道
你的心如同我一樣洶湧，你的夢如同我一樣躊躇，但我進不了去，就像四週的喧鬧聲被擋了出去。

    旅遊巴蹣跚地繼續向前駛，車廂內仍然平靜，打盹睡的繼續小睡，傳短信的繼續輸入，時間彷彿
凝結下來。我忽爾希望時間就此打住，讓我和你就此保持著可即的距離。縱使我們如斯接近，但我們
之間的界限，早已把我倆隔絕得遠如銀河之遙。或許這是愛的距離，遙遠得不切實際。

    旅遊巴開得很慢，但終究來到了鑽石山廣場。刺耳的開門提示聲驚醒每一個發著夢的人。頃刻所
有乘客都立起了身，腳步聲隨後連綿傳來，雜亂得很。你收拾好耳筒，着我道：「你先下車，我隨後來。」
於是我下了車，回頭，在等候。三個，兩個，一個……乘客都離開了車廂，原來你已不見，早已隱沒
在人潮裡。

    雨還淌著，風還刮著，玫瑰花香的味道漸淡。森然的夜晚留下孤伶的背影，遺落了撒下的種種失
落，我，如是想。

    宣傳期，Promotion 

Period （ 簡稱 Pro P ）

，顧名思義，是每年一度，

科大學生會為會內不同單位

的「 Nom 莊 」( 候選內

閣 ）提供宣傳機會的活動

項目。一般而言，「 Nom 

莊 」會在 Pro P  期間，

透過掛放 Banner ，擺設 

Counter 、叫莊（Chanting 

）等手法以宣傳其內閣。然

而，在百花齊放的 Pro P  

，其意義對不同的持分者而

言，卻有不同的解讀，最終

形成於筆者而言千奇百趣的

結果。

    對會眾而言，確實，Pro P 期間的「 Nom 莊 

」派發的各項小吃、遊戲獎品及抽獎等，都為校園

內增添多一份熱情，各單位的會眾亦可因而受惠。

不論是否為其屬會會眾，在上九點堂前有一杯免費

熱華田，落堂後再食個肥牛烏冬，方便快捷又一

餐。論抽獎方面，近年來則以蘋果的產品最為突

出： iPhone 6S  及 iPad（2015年  Pro P 是曾

出現Macbook Air 13”的）。當然，當中亦有抽濕

機、年宵剩下的毛公仔等。

    於歡樂中，大家也許忘記了宣傳期當初的原目的－宣

傳期，用以作宣傳；為的，是選舉。

是選舉。

是選舉。

是選舉。

1. 
選
舉
福
利

擁有科大特色的宣傳期
（Promotion Period）

究竟 Pro P 係
乜？
投稿：選舉助理小加號
排版：timoth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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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何人為另一人提供食物、飲料或娛樂，或償付用於提供該等食物、飲料或娛樂的全

部或部分費用，以誘使該另一人或第三者——
  (a) 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或

  (b) 在選舉中不投票，或在選舉中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

 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

(2) 任何人因另一人或第三者——
  (a) 已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或

  (b) 已在選舉中不投票，或已在選舉中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

 而為該另一人提供食物、飲料或娛樂，或償付用於提供該等食物、飲料或娛樂的全部或

部分費用，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

(3) 任何人索取、接受或享用食物、飲料或娛樂——
  (a) 作為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誘因；或

  (b) 作為在選舉中不投票，或在選舉中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誘因，

 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

(4) 任何人索取、接受或享用食物、飲料或娛樂——
  (a) 作為已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報酬；或

  (b) 作為已在選舉中不投票，或已在選舉中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報

酬，

 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

(5) 任何人不會僅因他在選舉聚會中供應任何種類的不含酒精飲料，而屬作出第(1)款所

提述的任何一類舞弊行為。選舉聚會指任何為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而舉

行的聚會。

(6) 第(1)至(4)款所提述的任何一類舞弊行為，即使是由另一人作出，但如該另一人是獲

授權而行事的，則授權的人仍視為曾作出該舞弊行為。授權的方式可以是明示或默示的。 

    法例本身為何如此嚴謹，筆者在此無意詳述。簡單一句，如套用此例於科大 Pro P 

，派發或收取或代收小至肥牛烏冬、爆谷、燒賣等小吃，大至各種電子產品，均觸犯此

    很重要，所以要說要三遍。於本港，每逢區議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網絡上均有人

不斷揭發「建制派」以派發蛇齋餅粽吸引本身對參選人缺乏理解的選民投票。於香港法例

第 554 章《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中，12 條《在選舉中向他人提供茶點或娛樂的

舞弊行為》中列明：

法；若派發熱華田等「不含

酒精飲料」等行為則受 12

（5）保護（假設 Pro P 符

合條例中「選舉聚會」的定

義）。

    有人說：「其實 Pro P 

既野唔止係選舉。」筆者理

解此等說法。無錯，   Pro 

P 同時間亦有「Nom 莊」表

現參選決心及熱誠等因素，

但一切也源於選舉－宣傳期

起初的原意就是為了選舉。

如果其單位的憲法中沒有選

舉環節，會眾在 Pro P 後

不需要進行選舉投票，筆者

在此則無話可說。因為對不

需要進行選舉的單位來說， 

Pro P 可能就如嘉年華般的

存在。

    近年香港政治氣氛急

變，大眾對民主的追求更為

急切。奈何當我們不斷口中

強調民主精神，向派發蛇齋

餅粽的建制派嗤之以鼻之

際，對  Pro P 的「福利派

發」卻認為無傷大雅。於筆

者而言，這代表了科大學

生，利字當頭、講一套做一

套、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

實的處事態度。試問這樣的

「豬隊友」，叫在民主路上

一直堅持的港人情何以堪？

可能他朝大家年老，家人離

去，感到空虛寂寞凍時，單

憑建制派的一包米，大家就

成為了掌心雷——你甘心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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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何人為另一人提供食物、飲料或娛樂，或償付用於提供該等食物、飲料或娛樂的全

部或部分費用，以誘使該另一人或第三者——
  (a) 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或

  (b) 在選舉中不投票，或在選舉中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

 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

(2) 任何人因另一人或第三者——
  (a) 已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或

  (b) 已在選舉中不投票，或已在選舉中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

 而為該另一人提供食物、飲料或娛樂，或償付用於提供該等食物、飲料或娛樂的全部或

部分費用，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

(3) 任何人索取、接受或享用食物、飲料或娛樂——
  (a) 作為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誘因；或

  (b) 作為在選舉中不投票，或在選舉中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誘因，

 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

(4) 任何人索取、接受或享用食物、飲料或娛樂——
  (a) 作為已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報酬；或

  (b) 作為已在選舉中不投票，或已在選舉中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報

酬，

 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

(5) 任何人不會僅因他在選舉聚會中供應任何種類的不含酒精飲料，而屬作出第(1)款所

提述的任何一類舞弊行為。選舉聚會指任何為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而舉

行的聚會。

(6) 第(1)至(4)款所提述的任何一類舞弊行為，即使是由另一人作出，但如該另一人是獲

授權而行事的，則授權的人仍視為曾作出該舞弊行為。授權的方式可以是明示或默示的。 

    法例本身為何如此嚴謹，筆者在此無意詳述。簡單一句，如套用此例於科大 Pro P 

，派發或收取或代收小至肥牛烏冬、爆谷、燒賣等小吃，大至各種電子產品，均觸犯此

    很重要，所以要說要三遍。於本港，每逢區議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網絡上均有人

不斷揭發「建制派」以派發蛇齋餅粽吸引本身對參選人缺乏理解的選民投票。於香港法例

第 554 章《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中，12 條《在選舉中向他人提供茶點或娛樂的

舞弊行為》中列明：

法；若派發熱華田等「不含

酒精飲料」等行為則受 12

（5）保護（假設 Pro P 符

合條例中「選舉聚會」的定

義）。

    有人說：「其實 Pro P 

既野唔止係選舉。」筆者理

解此等說法。無錯，   Pro 

P 同時間亦有「Nom 莊」表

現參選決心及熱誠等因素，

但一切也源於選舉－宣傳期

起初的原意就是為了選舉。

如果其單位的憲法中沒有選

舉環節，會眾在 Pro P 後

不需要進行選舉投票，筆者

在此則無話可說。因為對不

需要進行選舉的單位來說， 

Pro P 可能就如嘉年華般的

存在。

    近年香港政治氣氛急

變，大眾對民主的追求更為

急切。奈何當我們不斷口中

強調民主精神，向派發蛇齋

餅粽的建制派嗤之以鼻之

際，對  Pro P 的「福利派

發」卻認為無傷大雅。於筆

者而言，這代表了科大學

生，利字當頭、講一套做一

套、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

實的處事態度。試問這樣的

「豬隊友」，叫在民主路上

一直堅持的港人情何以堪？

可能他朝大家年老，家人離

去，感到空虛寂寞凍時，單

憑建制派的一包米，大家就

成為了掌心雷——你甘心

嗎？

    看到這裡，若大家仍然

對福利持有情意結，請放

心，筆者不會放棄大家的。

在此建議各單位幹事會於宣

傳期以外的時段，額外舉行

「年度福利派發」（Annual 

Welfare Distribution），

本文提及的選舉問題則自然

迎刃而解。

警告
打機時，在進入打大佬

（Boss ）的場景前，總會

有一段警告的音效。筆者無

法在你閱讀時耳邊叫囂，唯

有出此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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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與身邊朋友討論任

何大學事務時，總會出現

一個令筆者側頭疑問的用

語——科大文化（傳統）。

為何 Pro P 不是十四天、

二十天，一定要是十五天？

為何一定要密集式 Chant-

ing ？為何選舉要有蛇齋餅

粽？大家很多時候就會以「

這是科大的獨有文化。／這

個便是科大特色。」輕輕帶

過討論。

    一切一切，大家貌似都

習慣以文化角度切入。在沒

有侵犯自由、平等、基本人

權等普世價值及別人的利益

時，「文化」一詞確實是反

映了一個群體的多元性及獨

特性；但「奴隸制是美國人

的獨有傳統」、「紮腳是中

國人的獨有文化」等簡單道

出「文化唔係大＿晒」等

例子比比皆是，在此不作詳

述。

    其實不止  Pro P ，甚

至不止大家四年的大學生

活，若然下次大家在討論任

何事情時，當論點片面得只

剩下文化一欄，可能你所主

張的立場，根本不值得作為

大學生的你去支持。

    若然有人仍然堅持所有

討論以「文化特色」為首，

凡事以「文化特色」為依

據，不反思  Pro P 本身的

意義，認為上年如是，今年

也必應如是的話，那麼筆者

只能說——擁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也是社會主義。

    其他問題，如針對「老

鬼」身份的「職場老屎忽性

格，只需一年就能煉成」等

「大學文化」議題，請讓筆

者進化成大加號時再慢慢細

說。

註：

*九月為立法會選舉，請緊

記投票

2. 科大
傳統／
文化／
特色

【聲明：讀者來稿只反映作

者的個人觀點和立場，並不

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

輯委員會之整體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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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壇的戰國時代
文： 側衛
排版：沒所謂

    不知是誰規定的，每屆編委最後一期，都總要有一個人出來對香港的政治局勢指指點點，
看來今年就輪到我來寫（廢話）。二零一五年的香港政治主要集中在雨傘運動後的再調整。
親北京的一方忙著收復失地，積極爭取較年長市民的支持；政府則在加強在各界的控制權，
最大的一筆莫過於安插親梁振英人士出任各大學的校董，企圖掌控學界。至於反北京的一方
（或曰泛民和本土），除了成功拖延網絡二十三條表決外，對其願景似乎並沒有太大的進展。

    然而，這些都不是本文的重點。重點是，在雨傘運動後的一年，無論是建制派還是反對
派的一方（或曰泛民和本土），無論在組成和論調上，都與雨傘運動前有著非常明顯的轉變。
如果說反國民教育運動後，社會運動的轉變是由政黨主導邁向民眾主導社運的話，雨傘運動
後的轉變，便是將參與香港政治的人從建制、泛民和本土打散，分裂成政治光譜上大大小小
不同的派別，並互相爭奪彼此的支持者。現在我們不能單純的把人分為「藍絲」或「黃絲」、
「泛民」和「本土」，也不能假想相近政治主張的政黨會同氣連枝，形成一個壁壘分明的「建
制」或「泛民」聯盟。可以說，現在的香港政壇已經進入一個「黨派戰國時代」，比起政府
或敵對的陣營，政黨主要的對手反而來自陣營內部。

    那麼，一如既往為香港人爭取自由民主平等自主權民生利益 ....... 的政治團體，又會
以甚麼行為去影響香港的政治局勢呢？

傘後的泛民和本土

    如果說雨傘運動帶給了港人甚麼，那肯定是更鮮明、更分離的政治立場。作為近十年來
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雨傘運動可以說是失敗的：就運動目的而言，雨傘運動並不能推翻
「八三一規定」，並沒有為香港帶來真普選；就運動規模而言，在合共七十多天的運動中，
除了前一個禮拜之外，整個運動的規模都在縮小，而且缺乏佔領之後的下一步行動；就威脅
性而言，有左派報章稱運動中在政府總部附近的示威者是「兵臨城下」，筆者認為這是言過
其實，整個運動除消耗警力外，並不能有效影響政府本身的運作，加上佔領區並非當地的唯
一主要幹道，對全港而言影響微乎其微；就市民而言，有社運人士認為雨傘運動令更多市民
「覺醒」，然而運動中也引出了不少「藍絲」，而雨傘運動的抗爭者也因理念衝突而不和 ；
就政府態度而言，政府對社會運動反而更加打壓。因此在雨傘運動後，泛民和本土派系內部
開始對雨傘運動時的抗爭方法和政治訴求進行反思，最後出現明顯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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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現時的格局來看，反政府的派別可粗略分為左翼、泛民和本土。左翼一如既往，提倡
大愛包容、和平、理性、非暴力，被一些較激進的派別譏為不切實際的「左膠」。泛民可分
為溫和派以及激進派。從二十多年前到與雨傘運動前，泛民主派的大部分政黨（民主黨、工
黨等）一直堅持以議會抗爭、談判、遊行為主的和平手段爭取民主，然而隨著時間過去，泛
民內部開始有人質疑其成效，繼而開始進行一些較激烈的抗爭運動，到雨傘運動後，傳統泛
民政黨和較年輕的泛民支持者更顯得格格不入，導致泛民分為溫和和激進派。民主黨等溫和
派繼續尋求和北京談判機會，而激進派則試圖以較激烈的街頭運動進行抗爭。至於本土派，
則大部分主張激烈的街頭抗爭甚至武裝起義，然而因為其政治體制方面的理念不同，當中有
分成「城邦」、「獨立」、「歸英」等流派。

    對泛民和本土，如果純粹是政見上的不同，香港政局並不能稱得上是「戰國」。與十多
年前相比，十年前政治派別之間的關係比較平和，而現在則偏向敵對，不僅是兩大陣營之間
的針鋒相對，也包括陣營內部的互不信任、互相爭鬥。這可能是出於幾個原因。

    對於泛民和本土派的支持者而言，這可能是受近年抗爭運動成效甚微所致。面對獨裁卻
不善民生的政府，近來的一系列抗爭均收效甚微，這自然會引起社運人士的浮躁，政黨固然
不會認為自己的抗爭手法有誤，最後矛頭直指抗爭手法與自己相反的派別：溫和派覺得激進
派太衝動、激進派卻認為溫和派太窩囊。新形成的派別在檢討過去的政局後，往往宣稱自己
主張的政治體制和抗爭手法才是正確的，其他人只是在拖自己的後腿。比如說溫和民主派會
指責激進民主派不成熟，破壞泛民形象和談判的時機；以陳雲為首的城邦派則經常指責其他
派別為「港共」、「內奸」，遲早會因妨礙香港前程而「落地獄」。顯示泛民和本土內部派
別的關係變成道不同不相為謀。或者說，只是因為部分泛民支持者對傳統泛民政黨失去信心，
才會轉投其他新興、較為激進的派系，以前親泛民的選民或許會「含淚投泛民」，現在則已
經徹底死心，既然有了新的依靠，也沒有理由繼續「含淚投（溫和派）泛民票」。

    站在新興的泛民和本土派別的立場，考慮到招攬支持者的因素，則泛民內部派別更不可
能有太深入的合作。傳統的泛民黨派一般有固定機構為後台，以民主運動名義申請國外基金
也比較容易。然而，新興的泛民和本土派系卻非常仰賴其支持者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比如
熱血公民經常呼籲其支持者對其「課金」，以支持組織運作），因此必須盡力拉攏支持者。
一般而言，人的政治取態只會在政治光譜上逐步遷移，而不會跳到光譜上的另一頭。因此，
新興派系的招募對象會在與其政治光譜位置相近的派系，要使自己壯大，就必須把相似政治
派系的支持者刮過來，兩者之間就算不存在敵對關係，也存在競爭關係。很多新興派系都宣
稱自己的抗爭手法才是正確的，其他的派系只是沽名釣譽之徒，試圖把一些已經厭倦「和理
非非」的原溫和派泛民支持者轉投己派。對於其他派系的活動，除非真的有其必要，新興派
系一般不會參加，甚至會呼籲其支持者杯葛之。在雨傘運動過後，可以明顯看見一些由傳統、
溫和派泛民主導的活動，開始得不到其他泛民和本土黨派系的支持，即使是六四、七一等特
別日子，熱血公民、人民力量、華夏復興會等新興派系情願自行舉辦小型活動，也不太願意
參加進溫和泛民的六四晚會和七一大遊行。這除了是因為新興派系和本土派不認同溫和泛民
的理念外，想必也是大選藉此削弱對方的號召力，同時壯大自己的聲勢。

    如果說新興派系是為了增加實力，那麼溫和派泛民現在的目標則是保持在泛民主派、或
者香港反政府派別的主導地位。溫和派泛民通常是傳統的泛民政黨，多年來都在議會內外代
表香港人爭取普選。在新興派系出現之前，對市民來說，他們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對
西方國家來說，他們是自己在香港的政治夥伴；對中南海來說，他們就是香港的反對派代表，
也是最具價值的統戰對象。這三點，是傳統泛民政黨（溫和派泛民）的一貫形象，也代表了
他們的存在價值。但換句話說，一旦市民、歐美、中南海都可以繞過他們去達成自己目的的
話，他們的存在價值便會消失。

    現在，新興派系的出現使傳統泛民政黨流失不少的支持者，嚴重威脅他們的地位。溫和
派泛民的行事作風是透過地區工作、議會和政治談判爭取訴求，從而達到不流血的勝利。然
而，在議會方面，由於支持者流失，溫和泛民即將受到來自其他新興派系的威脅。在去年的
區議會選舉中，有為數甚多的新成立的泛民 / 本土派政治團體（或曰「傘後團體」）參選，
與此同時也有本土派團體參選。據統計，人民力量、新民主同盟（前民主黨成員建立，立場
偏本土），以及一些傘後團體合共取得三十六席，而在選舉期間，甚至出現新團體候選人和
泛民區選聯盟的成員同區參選，引起民主黨等傳統泛民政黨不滿。以上可見新興派系已經有
能力正式踏足政壇並取得一定成果。可以想像，在以政治立場為賣點的立法會選舉中，溫和
派泛民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新興派系的直接競爭，甚至拱手讓出議席。泛民的憂慮在本年二月
的新界東立法會補選中得到證實：公民黨的楊岳橋以十六萬票勝出，而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
琦得票為六萬多。假設在本土派出現前，前大部分反建制市民都選擇「含淚投泛民」，那麼
是次選舉便反映了近四分一泛民支持者已經過檔新興派系，而且人數有上升趨勢。

    面對中南海，泛民作為反對派代表的角色也在逐漸淡化。由於泛民內部分裂以及本土派
出現，溫和派泛民已經不再代表大部分「反對派」的聲音。中南海即使能和溫和派泛民達成
共識，也不代表可以平定香港人的異議。民間支持方面，受社交媒體和新興派系影響，溫和
派泛民比起社運領導者，扮演的更像是香港人在議會內的一道防線，然而亦只限於被動地用
反對票阻止建制派通過惡法。除了議會內外抗爭不夠新興派系進取外，傳統泛民政黨內部的
老人政治嚴重、青黃不接亦為人詬病。以民主黨為例，現時其最高領導層仍為劉慧卿等老派
泛民議員，而較年輕的第二梯隊亦屆四十多歲，反映黨內年輕勢力無法參與進黨務決策中，
從而順應新時代的趨勢進行改革。其民間支持度正在逐漸流失。溫和派泛民的政治籌碼和話
語權，無論在與中南海談判時還是香港社會上，都在逐步減少。

    香港人不會滿足於終日固守的局面，溫和派泛民要回复往日的號召力，就必須進行黨內
改革，除了令年輕一代有所作為之外，行事作風也應該更為主動。目前的溫和派泛民似乎開
始意識到這一點。在以民主黨為例，該黨在去年底公佈該黨在本年立法會 ( 地方直選及區議
會第二界別 ) 的黨內甄選提名，當中老一輩如劉慧卿、何俊仁等均退位讓賢，取而代之的是
鄺俊宇等新人。反映溫和派泛民開始下定決心進行換代，並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乃至重新自
我定位，目標當然是令離開的支持者再次回來。同時，溫和泛民也正打算加強其比較擅長的
地區工作，吸納開明建制派的選民過檔，這表現在泛民最近著力宣傳的黨內新人，如鄺俊宇
等，都有一定的地區工作經驗。另外，今年初有建制派人士透露，泛民和建制的鄉事派打算
聯手推選一議員去參選元朗區議會主席，反映泛民正試圖透過與部分建制派合作，在區議會
內爭奪話語權，從而較多的主導區內工作，重獲市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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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現時的格局來看，反政府的派別可粗略分為左翼、泛民和本土。左翼一如既往，提倡
大愛包容、和平、理性、非暴力，被一些較激進的派別譏為不切實際的「左膠」。泛民可分
為溫和派以及激進派。從二十多年前到與雨傘運動前，泛民主派的大部分政黨（民主黨、工
黨等）一直堅持以議會抗爭、談判、遊行為主的和平手段爭取民主，然而隨著時間過去，泛
民內部開始有人質疑其成效，繼而開始進行一些較激烈的抗爭運動，到雨傘運動後，傳統泛
民政黨和較年輕的泛民支持者更顯得格格不入，導致泛民分為溫和和激進派。民主黨等溫和
派繼續尋求和北京談判機會，而激進派則試圖以較激烈的街頭運動進行抗爭。至於本土派，
則大部分主張激烈的街頭抗爭甚至武裝起義，然而因為其政治體制方面的理念不同，當中有
分成「城邦」、「獨立」、「歸英」等流派。

    對泛民和本土，如果純粹是政見上的不同，香港政局並不能稱得上是「戰國」。與十多
年前相比，十年前政治派別之間的關係比較平和，而現在則偏向敵對，不僅是兩大陣營之間
的針鋒相對，也包括陣營內部的互不信任、互相爭鬥。這可能是出於幾個原因。

    對於泛民和本土派的支持者而言，這可能是受近年抗爭運動成效甚微所致。面對獨裁卻
不善民生的政府，近來的一系列抗爭均收效甚微，這自然會引起社運人士的浮躁，政黨固然
不會認為自己的抗爭手法有誤，最後矛頭直指抗爭手法與自己相反的派別：溫和派覺得激進
派太衝動、激進派卻認為溫和派太窩囊。新形成的派別在檢討過去的政局後，往往宣稱自己
主張的政治體制和抗爭手法才是正確的，其他人只是在拖自己的後腿。比如說溫和民主派會
指責激進民主派不成熟，破壞泛民形象和談判的時機；以陳雲為首的城邦派則經常指責其他
派別為「港共」、「內奸」，遲早會因妨礙香港前程而「落地獄」。顯示泛民和本土內部派
別的關係變成道不同不相為謀。或者說，只是因為部分泛民支持者對傳統泛民政黨失去信心，
才會轉投其他新興、較為激進的派系，以前親泛民的選民或許會「含淚投泛民」，現在則已
經徹底死心，既然有了新的依靠，也沒有理由繼續「含淚投（溫和派）泛民票」。

    站在新興的泛民和本土派別的立場，考慮到招攬支持者的因素，則泛民內部派別更不可
能有太深入的合作。傳統的泛民黨派一般有固定機構為後台，以民主運動名義申請國外基金
也比較容易。然而，新興的泛民和本土派系卻非常仰賴其支持者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比如
熱血公民經常呼籲其支持者對其「課金」，以支持組織運作），因此必須盡力拉攏支持者。
一般而言，人的政治取態只會在政治光譜上逐步遷移，而不會跳到光譜上的另一頭。因此，
新興派系的招募對象會在與其政治光譜位置相近的派系，要使自己壯大，就必須把相似政治
派系的支持者刮過來，兩者之間就算不存在敵對關係，也存在競爭關係。很多新興派系都宣
稱自己的抗爭手法才是正確的，其他的派系只是沽名釣譽之徒，試圖把一些已經厭倦「和理
非非」的原溫和派泛民支持者轉投己派。對於其他派系的活動，除非真的有其必要，新興派
系一般不會參加，甚至會呼籲其支持者杯葛之。在雨傘運動過後，可以明顯看見一些由傳統、
溫和派泛民主導的活動，開始得不到其他泛民和本土黨派系的支持，即使是六四、七一等特
別日子，熱血公民、人民力量、華夏復興會等新興派系情願自行舉辦小型活動，也不太願意
參加進溫和泛民的六四晚會和七一大遊行。這除了是因為新興派系和本土派不認同溫和泛民
的理念外，想必也是大選藉此削弱對方的號召力，同時壯大自己的聲勢。

    如果說新興派系是為了增加實力，那麼溫和派泛民現在的目標則是保持在泛民主派、或
者香港反政府派別的主導地位。溫和派泛民通常是傳統的泛民政黨，多年來都在議會內外代
表香港人爭取普選。在新興派系出現之前，對市民來說，他們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對
西方國家來說，他們是自己在香港的政治夥伴；對中南海來說，他們就是香港的反對派代表，
也是最具價值的統戰對象。這三點，是傳統泛民政黨（溫和派泛民）的一貫形象，也代表了
他們的存在價值。但換句話說，一旦市民、歐美、中南海都可以繞過他們去達成自己目的的
話，他們的存在價值便會消失。

    現在，新興派系的出現使傳統泛民政黨流失不少的支持者，嚴重威脅他們的地位。溫和
派泛民的行事作風是透過地區工作、議會和政治談判爭取訴求，從而達到不流血的勝利。然
而，在議會方面，由於支持者流失，溫和泛民即將受到來自其他新興派系的威脅。在去年的
區議會選舉中，有為數甚多的新成立的泛民 / 本土派政治團體（或曰「傘後團體」）參選，
與此同時也有本土派團體參選。據統計，人民力量、新民主同盟（前民主黨成員建立，立場
偏本土），以及一些傘後團體合共取得三十六席，而在選舉期間，甚至出現新團體候選人和
泛民區選聯盟的成員同區參選，引起民主黨等傳統泛民政黨不滿。以上可見新興派系已經有
能力正式踏足政壇並取得一定成果。可以想像，在以政治立場為賣點的立法會選舉中，溫和
派泛民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新興派系的直接競爭，甚至拱手讓出議席。泛民的憂慮在本年二月
的新界東立法會補選中得到證實：公民黨的楊岳橋以十六萬票勝出，而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
琦得票為六萬多。假設在本土派出現前，前大部分反建制市民都選擇「含淚投泛民」，那麼
是次選舉便反映了近四分一泛民支持者已經過檔新興派系，而且人數有上升趨勢。

    面對中南海，泛民作為反對派代表的角色也在逐漸淡化。由於泛民內部分裂以及本土派
出現，溫和派泛民已經不再代表大部分「反對派」的聲音。中南海即使能和溫和派泛民達成
共識，也不代表可以平定香港人的異議。民間支持方面，受社交媒體和新興派系影響，溫和
派泛民比起社運領導者，扮演的更像是香港人在議會內的一道防線，然而亦只限於被動地用
反對票阻止建制派通過惡法。除了議會內外抗爭不夠新興派系進取外，傳統泛民政黨內部的
老人政治嚴重、青黃不接亦為人詬病。以民主黨為例，現時其最高領導層仍為劉慧卿等老派
泛民議員，而較年輕的第二梯隊亦屆四十多歲，反映黨內年輕勢力無法參與進黨務決策中，
從而順應新時代的趨勢進行改革。其民間支持度正在逐漸流失。溫和派泛民的政治籌碼和話
語權，無論在與中南海談判時還是香港社會上，都在逐步減少。

    香港人不會滿足於終日固守的局面，溫和派泛民要回复往日的號召力，就必須進行黨內
改革，除了令年輕一代有所作為之外，行事作風也應該更為主動。目前的溫和派泛民似乎開
始意識到這一點。在以民主黨為例，該黨在去年底公佈該黨在本年立法會 ( 地方直選及區議
會第二界別 ) 的黨內甄選提名，當中老一輩如劉慧卿、何俊仁等均退位讓賢，取而代之的是
鄺俊宇等新人。反映溫和派泛民開始下定決心進行換代，並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乃至重新自
我定位，目標當然是令離開的支持者再次回來。同時，溫和泛民也正打算加強其比較擅長的
地區工作，吸納開明建制派的選民過檔，這表現在泛民最近著力宣傳的黨內新人，如鄺俊宇
等，都有一定的地區工作經驗。另外，今年初有建制派人士透露，泛民和建制的鄉事派打算
聯手推選一議員去參選元朗區議會主席，反映泛民正試圖透過與部分建制派合作，在區議會
內爭奪話語權，從而較多的主導區內工作，重獲市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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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像在「戰國時代」下，泛民和本土派的發展趨勢將會是：派系的分支、衍生團體
越來越多，並且互相爭奪支持者，總體來說給人一種百家爭鳴的感覺，然而整個泛民和本土
陣營內部，不會有太多的合作。激進派泛民這是因為質疑溫和派的抗爭才分裂出去；而本土
派的「城邦」、「建國」、「歸英」等分支，基本理念分別不大，但主張的體制，在主權歸
屬方面卻有天壤之別，更加難以合作。最後，反政府的勢力比以前更大、組成更複雜、抗爭
更激烈，但結構更鬆散。

  可以估計，社會上小規模的抗爭行動會更頻繁，方法更激烈，本年大年初一晚上的旺角
魚蛋革命間接顯示了這一趨勢。但從此以後，很難有一個像學聯一樣有號召力的團體去組織
大量人馬，去進行一個有效的抗爭活動，而同時又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者響應和聽從指揮；
即使是雨傘運動本身，由於參與的派系和團體太多，根本無法協調合作，最後進退失據，運
動看似浩大卻不見有太大成果，無法依靠本身的人數和場地優勢去擴大戰果，威脅政府，從
而達到預想的目的。同樣情況也出現在議會內。就在去年審議網絡二十三條期間，人民力量
打算以「拉布」（冗長辯論）拖延表決，卻得不到溫和派泛民政黨的響應。戰國時代下的香
港政治氛圍濃厚，但對抗暴政的成效如何，則要看在緊急關頭，所有人的槍口是否能夠一致
對外。

魚蛋革命不僅代表反政府一方抗爭行動的升級，也代表着泛民本土陣營內部，主和主戰派之間的正式

決裂。（圖：Twitter）

傘後的建制派

  目前泛民和本土派內部無疑出現了內部競爭，至於一向擁護政府的建制派，也漸漸開始
有分裂的跡象。

  一般而言，我們對建制派的認識往往只局限於「親中」、「投票機器」等概念，認為他
們都由同一個「幕後老闆」操縱，步調必然一致。然而這樣想未免太單純。實際上，建制派
內部派系所代表的利益團體各不相同，因此建制與建制之間亦有利益上的衝突，有時後甚至
連各自的「政治任務」也不會相同。

  在利益團體上，雖然各黨派基本親中並支持政府施政，但其勢力來自不同方面。民建聯
和工聯會有不少議員同屬於新界社團聯會，代表新界原居民勢力（鄉事派）；經民聯、新民黨、
自由黨代表工商界利益團體；剩下的可能才是來自傳統左派。工商界和新界原居民是基於自
己既有利益，而支持政府施政的。一旦在某議題上不同建制派系的利益受到抵觸，便有可能
內訌。例如鄉事派聯經常在立法會上強烈反對政府不利於原居民的政策，而在一些新界區的
區議會，建制派與鄉事派也偶有利益和權力上的爭執。另外，即使是對於政治議題上，即使
建制派不同派系的立場基本一致，但也不代表他們可以互相協調，更不存在一個「盟主」。
這導致建制派實際上貌合神離。在政改表決一事中，建制派嚴重暴露了其內部溝通不足、協
調混亂的問題，而事後互相推搪更顯示了不同派系之間的間隙。另外，本年初公開的鄉議局
鄉事「民情報告」，披露了鄉議局將向政府力爭丁屋權益，更表明將直接參與立法會選舉，
表明建制其中一大分支正式分裂。

  建制派內鬥除了在於利益分配問題外，也存在著政治上的分歧。雖然建制派均是「愛國
愛黨」，但我們不要忽略，中國共產黨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而香港建制派的不同
派系，其歸屬的利益集團想必也不盡相同。即使香港建制派與中共各利益集團沒有關係，不
同派系在政治上也必然會有一定的鬥爭，最明顯的地方可見於行政長官選舉上，這種政治鬥
爭隨時比泛民本土派內鬥更激烈。二零一二年的選舉把建制派分成了「梁營」和「營」，至
今雙方的爭鬥實際上仍未停息：自梁振英上任後，原「唐營」勢力明顯受政府冷落；而與梁
班子作對的傳統左派也遭到梁振英的針對， 曾德成與鄧國威先後「被退休」；反之「梁粉」
卻連連被委以重要職務，或者「空降」成為大學校董或各界的非官守代表。即使同在建制中，
在關鍵時刻」站錯邊」的政治後果也很嚴重。現在離下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只剩一年，估計
香港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甚微，小圈子選舉下，建制內的鬥爭會更激烈。從目前的各種
信息來看，建制派內已經開始積極準備下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並且可以粗略分為幾個陣營。

  首先是新「梁粉」，即支持梁振英連任的一方，他們大部分在梁振英治下得到重用，理
所當然的支持其連任，也必須支持他連任。梁振英和之前兩個行政長官相比，其任用親信的
程度是史無前例地高，但這也意味著，如果梁振英未能連任，大部分梁振英的原親信在政府
中勢必遭到切換，嚴重影響政商界「梁粉」的發展。現存「梁粉」相對於當年競選時的「梁粉」
有所不同，由於梁振英的施政問題和用人唯親，導致「梁粉」人數明顯減少，然而留下來的
人都有較深的利益掛鉤，必然會全力擁護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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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像在「戰國時代」下，泛民和本土派的發展趨勢將會是：派系的分支、衍生團體
越來越多，並且互相爭奪支持者，總體來說給人一種百家爭鳴的感覺，然而整個泛民和本土
陣營內部，不會有太多的合作。激進派泛民這是因為質疑溫和派的抗爭才分裂出去；而本土
派的「城邦」、「建國」、「歸英」等分支，基本理念分別不大，但主張的體制，在主權歸
屬方面卻有天壤之別，更加難以合作。最後，反政府的勢力比以前更大、組成更複雜、抗爭
更激烈，但結構更鬆散。

  可以估計，社會上小規模的抗爭行動會更頻繁，方法更激烈，本年大年初一晚上的旺角
魚蛋革命間接顯示了這一趨勢。但從此以後，很難有一個像學聯一樣有號召力的團體去組織
大量人馬，去進行一個有效的抗爭活動，而同時又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者響應和聽從指揮；
即使是雨傘運動本身，由於參與的派系和團體太多，根本無法協調合作，最後進退失據，運
動看似浩大卻不見有太大成果，無法依靠本身的人數和場地優勢去擴大戰果，威脅政府，從
而達到預想的目的。同樣情況也出現在議會內。就在去年審議網絡二十三條期間，人民力量
打算以「拉布」（冗長辯論）拖延表決，卻得不到溫和派泛民政黨的響應。戰國時代下的香
港政治氛圍濃厚，但對抗暴政的成效如何，則要看在緊急關頭，所有人的槍口是否能夠一致
對外。

魚蛋革命不僅代表反政府一方抗爭行動的升級，也代表着泛民本土陣營內部，主和主戰派之間的正式

決裂。（圖：Twitter）

傘後的建制派

  目前泛民和本土派內部無疑出現了內部競爭，至於一向擁護政府的建制派，也漸漸開始
有分裂的跡象。

  一般而言，我們對建制派的認識往往只局限於「親中」、「投票機器」等概念，認為他
們都由同一個「幕後老闆」操縱，步調必然一致。然而這樣想未免太單純。實際上，建制派
內部派系所代表的利益團體各不相同，因此建制與建制之間亦有利益上的衝突，有時後甚至
連各自的「政治任務」也不會相同。

  在利益團體上，雖然各黨派基本親中並支持政府施政，但其勢力來自不同方面。民建聯
和工聯會有不少議員同屬於新界社團聯會，代表新界原居民勢力（鄉事派）；經民聯、新民黨、
自由黨代表工商界利益團體；剩下的可能才是來自傳統左派。工商界和新界原居民是基於自
己既有利益，而支持政府施政的。一旦在某議題上不同建制派系的利益受到抵觸，便有可能
內訌。例如鄉事派聯經常在立法會上強烈反對政府不利於原居民的政策，而在一些新界區的
區議會，建制派與鄉事派也偶有利益和權力上的爭執。另外，即使是對於政治議題上，即使
建制派不同派系的立場基本一致，但也不代表他們可以互相協調，更不存在一個「盟主」。
這導致建制派實際上貌合神離。在政改表決一事中，建制派嚴重暴露了其內部溝通不足、協
調混亂的問題，而事後互相推搪更顯示了不同派系之間的間隙。另外，本年初公開的鄉議局
鄉事「民情報告」，披露了鄉議局將向政府力爭丁屋權益，更表明將直接參與立法會選舉，
表明建制其中一大分支正式分裂。

  建制派內鬥除了在於利益分配問題外，也存在著政治上的分歧。雖然建制派均是「愛國
愛黨」，但我們不要忽略，中國共產黨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而香港建制派的不同
派系，其歸屬的利益集團想必也不盡相同。即使香港建制派與中共各利益集團沒有關係，不
同派系在政治上也必然會有一定的鬥爭，最明顯的地方可見於行政長官選舉上，這種政治鬥
爭隨時比泛民本土派內鬥更激烈。二零一二年的選舉把建制派分成了「梁營」和「營」，至
今雙方的爭鬥實際上仍未停息：自梁振英上任後，原「唐營」勢力明顯受政府冷落；而與梁
班子作對的傳統左派也遭到梁振英的針對， 曾德成與鄧國威先後「被退休」；反之「梁粉」
卻連連被委以重要職務，或者「空降」成為大學校董或各界的非官守代表。即使同在建制中，
在關鍵時刻」站錯邊」的政治後果也很嚴重。現在離下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只剩一年，估計
香港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甚微，小圈子選舉下，建制內的鬥爭會更激烈。從目前的各種
信息來看，建制派內已經開始積極準備下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並且可以粗略分為幾個陣營。

  首先是新「梁粉」，即支持梁振英連任的一方，他們大部分在梁振英治下得到重用，理
所當然的支持其連任，也必須支持他連任。梁振英和之前兩個行政長官相比，其任用親信的
程度是史無前例地高，但這也意味著，如果梁振英未能連任，大部分梁振英的原親信在政府
中勢必遭到切換，嚴重影響政商界「梁粉」的發展。現存「梁粉」相對於當年競選時的「梁粉」
有所不同，由於梁振英的施政問題和用人唯親，導致「梁粉」人數明顯減少，然而留下來的
人都有較深的利益掛鉤，必然會全力擁護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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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左派的取態方面，有跡象看出他們不太願意支持梁振英連任，更可能會推舉另一個
候選人和梁振英競爭。近年來，儘管傳統左派在立場上一直支持政府施政，但私下對梁振英
的施政不太滿意（梁振英施政很多時並未顧及基層方面），加上梁振英傾向把頂撞自己的傳
統左派排除（如曾德成、劉夢熊等），令傳統左派對梁振英有所保留，甚至存在戒心。在去
年年中，工聯會陳婉嫻批評行政長官梁振英，並無保障勞工權益。而傳統左派代表人物、立
法會現任主席曾鈺成也表示梁振英不滿其縱容人民力量等泛民政黨在議會內拉布和抗議。曾
鈺成更在公開場合稱現屆政府欠缺施政理念，他會在下一屆特首選舉帶領智庫為志同道合的
參選人助選  。這都表現了傳統左派和梁振英陣營不和，而且打算在下屆選舉推舉另外一個
參選人上位。傳統左派心目中，入他們法眼、「愛國愛港」而又有想參選的「候選未來特首」，
絕不止一個，但應該不會再是梁振英。

  至於部分政商界勢力或者原本的「唐營」，近年來一直被梁政府打壓，下屆自然會支持
心儀人選對抗梁振英。自由黨的田北俊曾多次批評梁振英施政，更呼籲梁振英辭職、不要競
逐連任。在議會內外，田北俊更多次與建制派的其他黨派唱反調，表決政改時選擇留在議會
廳，更聲言自由黨不應該定從建制安排。至於其他有政商界背景的黨派也另有打算，經民聯
的大部分成員本來就是「唐營」，另外據傳新民黨的葉劉淑儀便有意參選特首。現在的潛在
來屆特首候選人有很多，比如葉劉、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任志剛、甚至唐英年，他們都有
可能是政商界建制勢力的支持對象。

  粗略劃分之下，從本年開始，建制內部會就來屆行政長官選舉慢慢歸邊，最後分作至少
三股勢力。事關團體本身的政治前途，建制派內就下任特首人選的分歧和爭執勢難避免。明
年有機會重現有如當年唐梁之爭的激烈選戰，同時因而導致建制派正式分裂。

  總而言之，在香港政壇的戰國時代下，我們很可能會看到以下現象。

政壇內

一、 總體來說，無論是泛民、本土和建制，其派系開始多樣化，市民基本上能夠找到符合
自己理念的政治團體，同時無論是建制、泛民和本土陣營的內部，現時已經幾乎沒有一個政
黨可以在議會內外有明顯主導角色，相信未來除了傳統泛民和建制之外，激進泛民、本土、
建制的鄉事派也會獨立參選立法會，到時「含淚投泛民一票」等情況應該不復存在。

二、 泛民、本土和建制派由陣營之間的較量，變成不同政治團體之間的混戰。陣營內部出
現嚴重分裂，不僅泛民和本土無法有效組織力量對抗政府，建制派也較難步調一致地為政府
護航。反而，政壇上會出現較明顯的跨建制合作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溫和派泛民和開明
派建制（如自由黨）會嘗試互相合作，嘗試一同吸納立場較溫和的市民。

三、 對泛民和本土派，派系之間的罵戰和排斥增加，但對政府的行動大多止於在社交平台
上的口誅筆伐，或者偶爾的小型示威活動。就本土派和激進派泛民而言（或通稱「勇武派」），
為了向支持者表達其派系言行一致，對武裝抗爭有較大決心，或許會有較激烈的示威行動（比
如入侵政府網站、私下製作冷兵器、類似垃圾桶縱火等「勇武」行為），但這些行動不會對
香港政府造成輿論、政治上的壓力。

北京和香港政府

  在「戰國時代」來臨後，北京意識到過去對香港的政治策略已經失去其效力。過去北京
一直以建制派介入政壇，同時透過跟傳統泛民政黨談判來安撫反對聲音。然而到了今天，少

數願意談判的「反對派」——溫和派泛民的影響力正逐步下降，而本身依賴控制政局的建制

派卻陷入內鬥，無法統一調度。對此，北京有兩種做法：首先，是全面接管、整治建制派，
但實際上較難做到，畢竟北京其實並非真的是香港建制派的「幕後老闆」，只是兩者之間在
政界和商界上存在過於深厚的利益關係，北京很難強硬命令，只能施壓。因此，與其靠建制
派做事，北京更可能插手香港事務，加強對香港的直接控制。

  目前北京的做法明顯傾向於後者。近兩年，由於泛民和本土陣營內鬥嚴重，且無有效手
段阻止政府行動，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在有形或無形地加強對香港反對聲音的控制，而阻力卻
和之前相近甚至減少。其中，最明顯的是警方的選擇性執法、惡意對待示威者，乃至無理搜
查。雨傘運動期間，警方無理對示威者使用暴力，被譏為「黑警」；近期香港銅鑼灣書店店
員接連「被失踪」事件，令人懷疑警方與大陸公安聯手，以非法手段對待異見人士，更使社
會上籠罩着一股自回歸以來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另外，梁振英政府也在不斷的加強對各界
人士的控制，除了在學界安插親信為各大大學校董會主席外，更被人發現在監警會安插「反
佔中」律師為成員。再法律上，政府亦企圖收緊香港人的言論自由，三番四次重提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更企圖通過被稱為「網絡二十三條」的《二零一四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意圖更是明顯。估計在未來，北京的介入會更得寸進尺，白色恐怖會持續。

結語

  「戰國時代」只是筆者看過現在香港政局，所得出的一個概括的概念，受筆者自身所限，
分析得可能有點不到位。然而，無可否認的是，現在香港的政治是一個亂局，不同的政黨派
別基於不同的原因，陷入一種混亂的爭鬥中。為了爭取坊間的支持，很多政治團體都把行動
重心放錯位置，有點認不清真正要做的是對抗政權還是清除「內奸」，真正的敵人到底是誰。
他們或許想為香港有所作為，可惜力不從心。但與此同時，某政權卻在趁現在的亂局得寸進
尺，一步一步進行着他們的「融合」計劃。身處亂局，香港人實在需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
對身邊的大小事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

圖片來源：香港獨立媒體網、科大編委、 香港網絡大典、hk01、輔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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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左派的取態方面，有跡象看出他們不太願意支持梁振英連任，更可能會推舉另一個
候選人和梁振英競爭。近年來，儘管傳統左派在立場上一直支持政府施政，但私下對梁振英
的施政不太滿意（梁振英施政很多時並未顧及基層方面），加上梁振英傾向把頂撞自己的傳
統左派排除（如曾德成、劉夢熊等），令傳統左派對梁振英有所保留，甚至存在戒心。在去
年年中，工聯會陳婉嫻批評行政長官梁振英，並無保障勞工權益。而傳統左派代表人物、立
法會現任主席曾鈺成也表示梁振英不滿其縱容人民力量等泛民政黨在議會內拉布和抗議。曾
鈺成更在公開場合稱現屆政府欠缺施政理念，他會在下一屆特首選舉帶領智庫為志同道合的
參選人助選  。這都表現了傳統左派和梁振英陣營不和，而且打算在下屆選舉推舉另外一個
參選人上位。傳統左派心目中，入他們法眼、「愛國愛港」而又有想參選的「候選未來特首」，
絕不止一個，但應該不會再是梁振英。

  至於部分政商界勢力或者原本的「唐營」，近年來一直被梁政府打壓，下屆自然會支持
心儀人選對抗梁振英。自由黨的田北俊曾多次批評梁振英施政，更呼籲梁振英辭職、不要競
逐連任。在議會內外，田北俊更多次與建制派的其他黨派唱反調，表決政改時選擇留在議會
廳，更聲言自由黨不應該定從建制安排。至於其他有政商界背景的黨派也另有打算，經民聯
的大部分成員本來就是「唐營」，另外據傳新民黨的葉劉淑儀便有意參選特首。現在的潛在
來屆特首候選人有很多，比如葉劉、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任志剛、甚至唐英年，他們都有
可能是政商界建制勢力的支持對象。

  粗略劃分之下，從本年開始，建制內部會就來屆行政長官選舉慢慢歸邊，最後分作至少
三股勢力。事關團體本身的政治前途，建制派內就下任特首人選的分歧和爭執勢難避免。明
年有機會重現有如當年唐梁之爭的激烈選戰，同時因而導致建制派正式分裂。

  總而言之，在香港政壇的戰國時代下，我們很可能會看到以下現象。

政壇內

一、 總體來說，無論是泛民、本土和建制，其派系開始多樣化，市民基本上能夠找到符合
自己理念的政治團體，同時無論是建制、泛民和本土陣營的內部，現時已經幾乎沒有一個政
黨可以在議會內外有明顯主導角色，相信未來除了傳統泛民和建制之外，激進泛民、本土、
建制的鄉事派也會獨立參選立法會，到時「含淚投泛民一票」等情況應該不復存在。

二、 泛民、本土和建制派由陣營之間的較量，變成不同政治團體之間的混戰。陣營內部出
現嚴重分裂，不僅泛民和本土無法有效組織力量對抗政府，建制派也較難步調一致地為政府
護航。反而，政壇上會出現較明顯的跨建制合作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溫和派泛民和開明
派建制（如自由黨）會嘗試互相合作，嘗試一同吸納立場較溫和的市民。

三、 對泛民和本土派，派系之間的罵戰和排斥增加，但對政府的行動大多止於在社交平台
上的口誅筆伐，或者偶爾的小型示威活動。就本土派和激進派泛民而言（或通稱「勇武派」），
為了向支持者表達其派系言行一致，對武裝抗爭有較大決心，或許會有較激烈的示威行動（比
如入侵政府網站、私下製作冷兵器、類似垃圾桶縱火等「勇武」行為），但這些行動不會對
香港政府造成輿論、政治上的壓力。

北京和香港政府

  在「戰國時代」來臨後，北京意識到過去對香港的政治策略已經失去其效力。過去北京
一直以建制派介入政壇，同時透過跟傳統泛民政黨談判來安撫反對聲音。然而到了今天，少

數願意談判的「反對派」——溫和派泛民的影響力正逐步下降，而本身依賴控制政局的建制

派卻陷入內鬥，無法統一調度。對此，北京有兩種做法：首先，是全面接管、整治建制派，
但實際上較難做到，畢竟北京其實並非真的是香港建制派的「幕後老闆」，只是兩者之間在
政界和商界上存在過於深厚的利益關係，北京很難強硬命令，只能施壓。因此，與其靠建制
派做事，北京更可能插手香港事務，加強對香港的直接控制。

  目前北京的做法明顯傾向於後者。近兩年，由於泛民和本土陣營內鬥嚴重，且無有效手
段阻止政府行動，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在有形或無形地加強對香港反對聲音的控制，而阻力卻
和之前相近甚至減少。其中，最明顯的是警方的選擇性執法、惡意對待示威者，乃至無理搜
查。雨傘運動期間，警方無理對示威者使用暴力，被譏為「黑警」；近期香港銅鑼灣書店店
員接連「被失踪」事件，令人懷疑警方與大陸公安聯手，以非法手段對待異見人士，更使社
會上籠罩着一股自回歸以來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另外，梁振英政府也在不斷的加強對各界
人士的控制，除了在學界安插親信為各大大學校董會主席外，更被人發現在監警會安插「反
佔中」律師為成員。再法律上，政府亦企圖收緊香港人的言論自由，三番四次重提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更企圖通過被稱為「網絡二十三條」的《二零一四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意圖更是明顯。估計在未來，北京的介入會更得寸進尺，白色恐怖會持續。

結語

  「戰國時代」只是筆者看過現在香港政局，所得出的一個概括的概念，受筆者自身所限，
分析得可能有點不到位。然而，無可否認的是，現在香港的政治是一個亂局，不同的政黨派
別基於不同的原因，陷入一種混亂的爭鬥中。為了爭取坊間的支持，很多政治團體都把行動
重心放錯位置，有點認不清真正要做的是對抗政權還是清除「內奸」，真正的敵人到底是誰。
他們或許想為香港有所作為，可惜力不從心。但與此同時，某政權卻在趁現在的亂局得寸進
尺，一步一步進行着他們的「融合」計劃。身處亂局，香港人實在需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
對身邊的大小事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

圖片來源：香港獨立媒體網、科大編委、 香港網絡大典、hk01、輔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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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我，
向耶膠
宣戰 
          投稿：布萊恩
          排版: timothio

    承蒙編輯們厚愛，小弟的處女作《今天我，向所有霸佔老麥的學會宣戰》已於上期

刊登，筆者動筆寫本文時，剛離開科大投身奴工之列，老麥現況如何已不得而知，還望

眾學會知恥，改之。

    今天，我不談麥記這個這麼雞毛鴨蒜的題目，亦不打算跟大家談甚麼公義政治民生

大道理。事實上，我也不是一個好作者，我深信一定有更好的作者在本刊中觸及該等議

題；若未有作者談及，那我對科大死心了，再多說也無謂。

    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耶膠。   

    你們或許會問，天下間有這麼多的話

題，歐洲有難民問題、中國有經濟問題、

北韓有核問題、伊拉克和敘利亞有伊斯蘭

國問題、香港的高官有精神問題……何以

我偏偏挑耶教問題來談？因為在我心目

中，為了保衛世界免受破壞，為了維護世

界的和平，必需依賴兩個元素——法治及

信仰。法治為世人提供直白的規則，殺人

放火、鼠竊狗盜、姦淫擄掠者要付出代

價；信仰則為世人提供進一步的指導指

引，除了不犯法外，亦要做好事，例如當

孝敬父母、 愛人如己等。簡而言之，守法

是作為人的基本，但要成為一個好人，造

就一個大同的社會，還是需要信仰提供軟

性的引導。

    一如所有偉大的論文及辯論，開始之

前少不免要定義一下，免得誤中副車，一

竹篙打一船人。耶膠，並不是指所有教

徒，而只指那些講一套做一套，把聖經當

作耳邊風，或盲目信賴教牧或聖經每字每

句的教徒。我將於下文一一分析。我要再

強調一點，並非所有教徒皆不濟，例如循

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在佔領時，為示威

者提供休息之處；在一月初寒流襲港時，

再次開放為有需要人時提供住處——此等

總總皆為教徒的典範，值得表揚。

同志平權

    我想，要談現代耶教的問題，必定要

先從同志平權入手。或者換一個角度說：

任誰談及現代耶教，必先會想起同志團體

與耶教勢力的角力。而這種想法正正是我

想道出的第一個問題：為甚麼耶教如此落

力打壓同志團體？甚至令人一想起耶教，

便會自動扣連上同志平權？

    一如上文所述，現時世上正發生的大

事何只千萬，每天有多少平民死於戰禍，

多少婦孺被姦淫？然

而，沒幾個教會要求印

度政府重視女性權益，

亦沒幾個教會為中東亂

局祈禱。反之，教會打

壓同志團體的案例比比

皆是，以香港為例，主

流教會或組織不但反對

同志平權（ 如香港聖公

會<1>等 ），更反對同志

平權的公眾諮詢 （ 如大

家耳熟能詳的明光社 ）

。換句話說他們不但不

讓你立法，連讓公眾就

此政策進行正式討論或

辯論的機會也要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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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一點，並非所有教徒皆不濟，例如循

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在佔領時，為示威

者提供休息之處；在一月初寒流襲港時，

再次開放為有需要人時提供住處——此等

總總皆為教徒的典範，值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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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談現代耶教的問題，必定要

先從同志平權入手。或者換一個角度說：

任誰談及現代耶教，必先會想起同志團體

與耶教勢力的角力。而這種想法正正是我

想道出的第一個問題：為甚麼耶教如此落

力打壓同志團體？甚至令人一想起耶教，

便會自動扣連上同志平權？

    一如上文所述，現時世上正發生的大

事何只千萬，每天有多少平民死於戰禍，

多少婦孺被姦淫？然

而，沒幾個教會要求印

度政府重視女性權益，

亦沒幾個教會為中東亂

局祈禱。反之，教會打

壓同志團體的案例比比

皆是，以香港為例，主

流教會或組織不但反對

同志平權（ 如香港聖公

會<1>等 ），更反對同志

平權的公眾諮詢 （ 如大

家耳熟能詳的明光社 ）

。換句話說他們不但不

讓你立法，連讓公眾就

此政策進行正式討論或

辯論的機會也要剝削。

    可笑的是，這些教會或組織的反對

理據，往往是信口雌黃，狗屁不通的。

    明光社指，男男性接觸會令愛滋快

速傳播。我只有幾個問題想問它們：哪

麼女女性接觸不會傳播愛滋，你們又是

否接受她們？又或者，男男情侶有愛無

性，你們又會否接受？又或者男男情侶

用肛交以外的方法交合，情況又如何？

最重要的一點是，男女性接觸也會傳播

愛滋的，而且還可能未婚懷孕、未成年

懷孕，比同性性接觸更糟糕。

    又有指，若果人不以一夫一妻組成

家庭，是有異於大自然，大自然的動物

都是雌雄一對的，未有雌雌或雄雄的組

合。於此，我要代表天下間的毒男強烈

譴責相關教會——人必須成雙成對組成

家庭繁衍後代？毒男們該如何是好？而

World | 26

23.4.indd   26 19/4/2016   0:55:50



且，科學家已經証實大自然

間有不少同性性行為，例如

有五成的瓶鼻海豚會與同性

性交；倭黑猩猩會透過同性

性交減少族群間的衝突，維

持族群的穩定等。有研究指

有近一千種物種會發生同性

性行為，然而，會譴責同性

性行為的物種，就只有人

類。由是觀之，同性戀是大

自然的產物，沒甚麼大不

了。

    還有一些教會認為，如同志平權立

法，教會則不能談及聖經部份內容，因

為聖經中有不少地方明言針對同志。這

膽憂不無道理，畢竟，香港是個尊重言

論自由的地方（ 由編委會願意刊登此文

之上可見一斑 ），我們不希望教會令

同志禁言，亦不希望同志令教會不能暢

所欲言。因此，可考慮在同志平權草案

中引入豁免，讓教會繼續能依聖經所寫

而說話，相關的豁免事項甚為煩複，理

應放儲公眾諮詢，讓大眾討論個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等一下，同志平權的公

眾諮詢不就是被教會否決了嗎？

    最後，說到同志平權，當然要說一

說恐同第一先鋒林以諾。還記得在一次

佈道會上，它這樣說：「醫學冇十足證

據話畀我哋聽一百個同性戀，一百個都

係天生。就算係天生，天生唔係大晒，

天生殺人狂

係咪就唔使

坐監？」但

我想問，天

生是同性戀

和後天變成

同性戀有甚麼分別，正如有人天生傷

殘，有人後天傷殘，難道聖經教你只愛

後者？用傷殘類比同性戀未必正確，但

我想指出的是，不論一個人的健康、地

位、貧富、性取向是先天還是後天的，

教徒應該抱著愛人如己的心去接納他

們，至少我不記得，聖經有教人歧視天

生傷殘，然後愛護後天傷殘。

罪的輕重

    在寫此文時，我的一位朋友A跟我

談及罪的問題。聖經的確有指同性戀是

罪，不過，談到罪的話，難道我們不記

得我們每一個都是罪人嗎？事實上，聖

經並無分罪的輕重，不論說謊、妒忌、

自大等，皆為上帝所不喜悅的罪。區區

一個帶罪之人，有甚麼資格去論斷別人

的罪？

    教宗說得好  “If a person is gay and 

seeks God and has good will, who am I to 

judge them？”

    在我眼中，底線是：教會不要阻礙

同志爭取應有的權利（ 如婚姻等 ），

而同志亦不強教會所難（ 如在不支持同

志的教會舉行婚禮 ）。

    道理說完了，現在換個角度，從聖

經的角度，看看為甚麼聖經是不可盡信

的。

聖經與性

    利未記第十八章提及：「不可與男

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

的」。很好，不過有讀過聖經的人都知

曉，讀聖經不應只抽取其中一句大做文

章，而應理解上文下理。而第十八章中

還有提及不可以搞婚外情、不可以在女

性月經時性交等，為甚麼教會又不如譴

責同志般勤力，大力譴責搞婚外情和「

沖紅燈」？

    事實上聖經上不少人物也是一夫多

妻的，例如亞伯拉罕、雅各等，當中尤

以拉麥更為特出。拉麥乃聖經中最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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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與性

    利未記第十八章提及：「不可與男

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

的」。很好，不過有讀過聖經的人都知

曉，讀聖經不應只抽取其中一句大做文

章，而應理解上文下理。而第十八章中

還有提及不可以搞婚外情、不可以在女

性月經時性交等，為甚麼教會又不如譴

責同志般勤力，大力譴責搞婚外情和「

沖紅燈」？

    事實上聖經上不少人物也是一夫多

妻的，例如亞伯拉罕、雅各等，當中尤

以拉麥更為特出。拉麥乃聖經中最長壽

的人之一，一共活了七百七十七年，一

百八十二歲生了挪亞，創世紀三章更明

言：「若殺該隱、遭報七倍、殺拉麥、

必遭報七十七倍」，可見上帝真的很愛

拉麥。然而不可不知的是，拉麥娶了兩

個妻、一個名叫亞大、一個名叫洗拉。

如此一來，上帝愛拉麥，但若拉麥活在

現代，恐怕早被教會驅逐。

    我提拉麥的故事不是為了論証一夫

多妻是上帝應許的，而是要說明，若教

會依聖經而打壓同志，教會應同樣依著

聖經，用同樣的力度打壓婚外情和「沖

紅燈」，然後接受一夫多妻。

    不對不對，等一下，馬太福音第十

九章又說：「耶穌回答說：那起初造

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此，人

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

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二人成為

一體？如此一來，是否意味著不可多

妻？

    又再等一下，同為馬太福音第十九

章，聖經上說：「我告訴你們，凡休妻

另娶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犯

姦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婦人，也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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姦淫了」，那麼，教會是否應該全力打壓

離婚？

    太混亂太麻煩了，對此我只有一句話

想說：「倒不如不娶了。」（馬太福音第

十九章第十節）

    除此之外，聖經還有不少與性愛有關

的部份，恐怕會讓不少初接觸聖經的人大

嚇一跳。

    所多瑪與蛾摩拉是兩個淫穢、沉迷男

男交合之都，上帝不喜悅，因此要毀滅他

們。在此之前，上帝派天使救走羅得一

家。天使到達時，所多瑪與蛾摩拉的居

民居然對天使有非份之想，羅得為救天

使，居然提出把兩位還是處女的女兒交

給居民淫辱。及後羅得與兩位女兒逃離

城市，暫住於山洞內。接著的劇情如下：

「大女兒對小女兒說、我們的父親老了、

地上又無人按著世上的常規、進到我們這

裡。來、我們可以叫父親喝酒、與他同

寢．這樣、我們好從他存留後裔。於是那

夜他們叫父親喝酒、大女兒就進去和他父

親同寢．他幾時躺下、幾時起來、父親都

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兒對小女兒說、我

昨夜與父親同寢、今夜我們再叫他喝酒、

你可以進去與他同寢．這樣、我們好從

父親存留後裔。於是那夜他們又叫父親

喝酒、小女兒起來與他父親同寢．他幾

時躺下、幾時起來、父親都不知道。這

樣、羅得的兩個女兒、都從他父親懷了

孕。」（  創世記第十九章  ）而二人的後

代分別成為了摩押和亞捫人，前者經歷

了千餘年才滅亡，後者也繁衍到所羅門

王的時代。另外聖經還有不少疑似亂倫

的情節，例如上帝做阿富夏娃後，把他

們趕出伊甸園，而此時世上只有此一男一

女，那他們後代，包括我們，也是亂倫所

生？到了挪亞一家上方舟，大洪水滅世，

只有挪亞一家活下來，那洪水退卻後，人

類重新繁衍，竟要依靠挪亞一家亂倫？

    這可奇怪了，這邊箱把犯姦淫的城市

滅了，那邊箱又讓亂倫的後代繁衍千年，

實在奇怪，到底聖經關於性的道德標準在

哪裡？

    我指出以上總總聖經上的怪異之處，

不是為了全盤否定聖經，而是希望大家反

思，是否應該盡信聖經每字每句，還是應

該理解聖經，抽取當中的精神並加以昇

華？例如愛人如己，行公義好憐憫。可

惜，部份耶教人士不明此理，每每遇到與

自己意見相阻的事時，便把聖經翻一翻，

找個合適的段落，用以支持自己的論點。

引用一位我十分欣賞的 Youtuber， Howtin-

dog （ 黃之傑先生 ）所言，這種人便是「

想做就去做，聖經專為我服務」。

想做就去做，聖經專為我服
務

    每每在高官丑聞爆發或社會衝突升

溫，教會牧者經常呼籲教徒：「在上有權

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

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

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

必自取刑罰。」（ 羅馬書第十三章 ） 因

此教徒要順從在上掌權者，例如特首高官

云云。此說法跟本不通。從道理而言，若

教徒必需聽命於在上掌權者，哪當年希

特拉種族清洗猶太人，猶太人教徒是否

應該和理非非，自綁雙手，引頸就戮？

引用聖經內的例子，反抗在上掌權者的

例子比比皆是，當中的表表者莫過於摩

西反抗法老出埃及，甚至連耶穌的一

生，都是反抗著在上掌權者。

    還有一句教會的無敵必殺金句：「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

行，但不都造就人」（哥林多前書6:12

）

    媽呀，這句真是放儲四海皆準。

    有佔領發生？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有高官貪污被狙擊？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政改爭議不休？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

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我並不是說這句金句錯誤，而是

說，引用這金句的人往往言之無物，想

在聖經中找點金句支持自己，未遂，於

是硬套這一句，而言論述上文下理與此

句無關，內容空洞無物，幸得金句支

持，部份較年輕或沒批判思維的人往往

中伏誤信之。

    還有一個更引人發笑的例子。話說

有部份教會不容許青少年在中學期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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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趕出伊甸園，而此時世上只有此一男一

女，那他們後代，包括我們，也是亂倫所

生？到了挪亞一家上方舟，大洪水滅世，

只有挪亞一家活下來，那洪水退卻後，人

類重新繁衍，竟要依靠挪亞一家亂倫？

    這可奇怪了，這邊箱把犯姦淫的城市

滅了，那邊箱又讓亂倫的後代繁衍千年，

實在奇怪，到底聖經關於性的道德標準在

哪裡？

    我指出以上總總聖經上的怪異之處，

不是為了全盤否定聖經，而是希望大家反

思，是否應該盡信聖經每字每句，還是應

該理解聖經，抽取當中的精神並加以昇

華？例如愛人如己，行公義好憐憫。可

惜，部份耶教人士不明此理，每每遇到與

自己意見相阻的事時，便把聖經翻一翻，

找個合適的段落，用以支持自己的論點。

引用一位我十分欣賞的 Youtuber， Howtin-

dog （ 黃之傑先生 ）所言，這種人便是「

想做就去做，聖經專為我服務」。

想做就去做，聖經專為我服
務

    每每在高官丑聞爆發或社會衝突升

溫，教會牧者經常呼籲教徒：「在上有權

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

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

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

必自取刑罰。」（ 羅馬書第十三章 ） 因

此教徒要順從在上掌權者，例如特首高官

云云。此說法跟本不通。從道理而言，若

教徒必需聽命於在上掌權者，哪當年希

特拉種族清洗猶太人，猶太人教徒是否

應該和理非非，自綁雙手，引頸就戮？

引用聖經內的例子，反抗在上掌權者的

例子比比皆是，當中的表表者莫過於摩

西反抗法老出埃及，甚至連耶穌的一

生，都是反抗著在上掌權者。

    還有一句教會的無敵必殺金句：「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

行，但不都造就人」（哥林多前書6:12

）

    媽呀，這句真是放儲四海皆準。

    有佔領發生？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有高官貪污被狙擊？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政改爭議不休？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

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我並不是說這句金句錯誤，而是

說，引用這金句的人往往言之無物，想

在聖經中找點金句支持自己，未遂，於

是硬套這一句，而言論述上文下理與此

句無關，內容空洞無物，幸得金句支

持，部份較年輕或沒批判思維的人往往

中伏誤信之。

    還有一個更引人發笑的例子。話說

有部份教會不容許青少年在中學期間拍

拖，不過，聖經卻未有提及相關規定，

於是，「想做就去做，聖經專為我服

務」的毛病又發作了。沙田浸  X  會曾提

出《戀愛十誡》，部份內容如下：

    第六誡：中三或以前不准拍拖，若

有違反將會通知其父母跟進 

    引述經文：「我的兒阿、我腹中生

的兒阿、我許願得的兒阿、我當怎樣教

訓你呢」（ 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節 ） 

    第七誡：中四至中五不鼓勵拍拖，

若有違反者不能擔任領袖崗位 

    引述經文：「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

分、就是羨慕善工．這話是可信的．作

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有節制、自

守、端正、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

（ 提摩太前書第三章第一至七節 ） 

    第八誡：不可作媒人撮合他人、撬

牆腳、不可一腳踏兩船，三角戀等無良

行為

    引述經文：「身體沒有靈魂是死

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雅各書

第二章第二十六節 ） 

    其餘六誡可在網上查看。看畢全部

十誡，恐怕耶穌也要氣得再次復活。顯

然，所謂《戀愛十誡》中多數內容為教

牧等人一相情願的想法和價值觀，為加

之於信眾身上，於是強行曲解聖經，用

以支持自己。以上例子不過冰山一角，

所以我希望信徒要帶批判的眼光，分析

教牧的釋經方法是否合乎常理，不要盲

目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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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教徒的言行

    正如上文所述，我

期望信仰能在亂世中

成為眾人道德標準，因

此，請別怪我對教徒的

要求太高。

    很可惜，香港部份

的教徒顯然不明此理，

請容我在此羅列當中一

二。

    今年二月六日高雄

發生六點四級地震，維冠

金龍大樓倒塌，至筆者寫

此文時（ 二月中上旬 ），已有五

十五人死亡，八十多人生死本卜。

在這個關頭，有部份台灣的教會落

井下石抽水，如某稱為新天地國家

轉化聯盟的教徒組織，指台南市批

准同性伴侶登記才引起上帝發怒。

當年亦有教徒指，南亞海嘯發生，

是因為南亞人多不信上帝，所以上

帝洗清他們。以上只是其中一些

例，每每有天災發生，總有教徒指

這是上帝的憤怒，要罰人，或許，

這些天災的發生確實與聖經的內容

相乎，但教徒們有想過災民的感受

嗎？所有死難者都是不信上帝的？

    於此，我想引用一句金句提醒

教徒們：「智慧人積存知識；愚妄

人的口速致敗壞」（ 箴言第十章第

十四節 ）

    關於教徒「言」方面的問題就

此先打住，接著我要談的是更重要

的部份—教徒們的「行」。

    談到行方面，就不得不說「擴

堂」。「擴堂」顧名思意，就是指

把原本的教堂擴充，讓更多的信徒

能參與崇拜。而擴堂往往花費成千

上萬，甚至有部份教堂花上億元裝

修翻新。近日最精彩的擴堂莫過於

九龍城浸 X 會（ 沒錯，又是浸 X 會 

）打算花費十億大元興建二十五萬

平方呎大教堂。

    二十五萬平方呎到底是一個甚

麼的概念？香港人均居住面積約一

百五十平方呎，屈指一算，大約可

為一千六百人提供居所。恰好，跟

據社會福利署統計，香港有大約一

千四百名露宿者因各種原因無家可

歸。

九龍城浸信會向政府申請換地建新堂的計劃擬造價十億港元，引起部

份會友的反對，亦引來傳媒報導及信徒的熱議（基督日報）。

    十億又是一個甚麼的概念？假若上

述一千四百名露宿者平均分，一人可以

分到約七十萬元，足以為他們提供一切

的物質及醫療需要。

    教徒或許會反擊說，捐錢去擴堂還

是捐錢給有需要的人，是我的自由，你

們這些外人不容置喙！這種說法於理於

法亦可理解，但想深一層，教徒不是理

應在公在私，都應成為世人的模範嗎？

如果私人事務不應受被世人責備，那教

徒為甚麼責備同性戀？二人的結合也是

他們二人之間的私人事務。

    從另一個方向去想，當年耶穌傳道

時，不是在曠野之中進行嗎？為何到了

現代，牧者非靠十億教堂不可？十二門

徒無一不一貧如洗，兩袖清風追隨耶

穌？以馬太為例，在追隨耶穌前，馬太

原名利未，是個稅利，替羅馬人收稅，

是個可以榨取稅金，把規定所收的余

額，全部放進私囊的優差。但跟隨耶穌

後，馬太立刻放棄了所有才富及工作，

並成為了最重要的門徒之一。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

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

在他裡面呢？」（ 約翰壹書第三章 ）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

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那賜種給撒種

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

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

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因為辦這供給的

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而且叫許多人

越發感謝神。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

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順服他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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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先打住，接著我要談的是更重要

的部份—教徒們的「行」。

    談到行方面，就不得不說「擴

堂」。「擴堂」顧名思意，就是指

把原本的教堂擴充，讓更多的信徒

能參與崇拜。而擴堂往往花費成千

上萬，甚至有部份教堂花上億元裝

修翻新。近日最精彩的擴堂莫過於

九龍城浸 X 會（ 沒錯，又是浸 X 會 

）打算花費十億大元興建二十五萬

平方呎大教堂。

    二十五萬平方呎到底是一個甚

麼的概念？香港人均居住面積約一

百五十平方呎，屈指一算，大約可

為一千六百人提供居所。恰好，跟

據社會福利署統計，香港有大約一

千四百名露宿者因各種原因無家可

歸。

九龍城浸信會向政府申請換地建新堂的計劃擬造價十億港元，引起部

份會友的反對，亦引來傳媒報導及信徒的熱議（基督日報）。

    十億又是一個甚麼的概念？假若上

述一千四百名露宿者平均分，一人可以

分到約七十萬元，足以為他們提供一切

的物質及醫療需要。

    教徒或許會反擊說，捐錢去擴堂還

是捐錢給有需要的人，是我的自由，你

們這些外人不容置喙！這種說法於理於

法亦可理解，但想深一層，教徒不是理

應在公在私，都應成為世人的模範嗎？

如果私人事務不應受被世人責備，那教

徒為甚麼責備同性戀？二人的結合也是

他們二人之間的私人事務。

    從另一個方向去想，當年耶穌傳道

時，不是在曠野之中進行嗎？為何到了

現代，牧者非靠十億教堂不可？十二門

徒無一不一貧如洗，兩袖清風追隨耶

穌？以馬太為例，在追隨耶穌前，馬太

原名利未，是個稅利，替羅馬人收稅，

是個可以榨取稅金，把規定所收的余

額，全部放進私囊的優差。但跟隨耶穌

後，馬太立刻放棄了所有才富及工作，

並成為了最重要的門徒之一。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

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

在他裡面呢？」（ 約翰壹書第三章 ）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

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那賜種給撒種

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

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

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因為辦這供給的

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而且叫許多人

越發感謝神。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

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順服他的福

音，多多的捐錢給他們和眾人，便將榮

耀歸與神」（ 哥林多後書第九章 ）等章

節，無一不說明拖捨的重要性。

    路加福音十八章亦有一個故事，有

人問耶穌該如何才能得到永生，耶穌說

「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

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那人說這

些他都做了。耶穌再補充一點「要變賣

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

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駱駝穿過

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哩」（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2> 

    或者再從市井的角度再分析，若然

某天打開報紙，你看見某教會花十億擴

堂，你會有何感受？你會感到上帝是真

的，上帝好很有大能，所以立刻跑去信

教嗎？恐怕不會，你只會覺得這個教會

很富有，甚至財大氣粗，毫無教徒應有

謙卑之心。又若一天你看見一教會一口

氣將十億捐贈，你會感到上帝是真的，

上帝好很有大能，所以立刻跑去信教

嗎？恐怕也不會，但至少在你內心深

處，你會為之動容，對教徒有一點點改

觀，知道教徒真的行公義好憐憫，日後

有人跟你講耶穌，你也許會少了一點點

戒心，多聽半句。

公義與教徒

    近年有不少知名教徒或教牧與鄰近

某經濟強國關系密切，這並非甚麼新鮮

事。與鄰近某經濟強國不同，香港人有

自由，你喜歡勾結甚麼地獄鬼國的勢力

是你自己的自由。但當教徒被打壓、被

逼害，為甚麼你們仍能保持沉默？

World | 32

23.4.indd   32 19/4/2016   0:55:52



    二零一四年起，強國開始了一波打

壓教徒的行動，句括出動武警公安，強

行拆走浙江一眾教堂外的十字架，行動

往往未有法理基礎，過程當中更令不少

教徒受重傷。香港的教徒為見自己的兄

弟流血有甚麼反應？有最低限度的示威

遊行抗議請願嗎？沒有，半點反抗也沒

有，頂多只有聖公會鄺保羅大主教曾去

信要求當局處理，當然，該信早已石沉

大海，甚麼鬼回音也沒有，拆十字架的

行為未有止息。別忘了親愛的聖公會鄺

保羅大主教同時亦是一位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 全國政協 ），

絕對有足夠的資員會動員能力向有關當

局施壓。

    不過，我也不敢對鄺保羅有太大期

望，畢竟他向來與公義沾不上邊，反對

佔領，恥笑被警方扣留的示威者「應該

帶同菲傭示威」，還有，《壹週刊》曾

指出：

    「有關報道指，鄺保羅的住所位於

大潭浪琴園，是一個佔地一千五百呎的

豪華單位，市值二千四百萬元，平日亦

以價值三十五萬元的寶馬 X3 代步。一

個大主教，何以生活竟可如此奢華？原

來，鄺大主教的住所及座駕，都是以聖

公會名義持有。

    報道更揭發，聖公會至少持有四十

所物業，三分之一乃鄺保羅擔任大主教

後購入，而且全都是一筆過付款購入，

總市值高達近兩億元。根據聖公會福利

協會之而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財務報

告，單是福利協會及轄下單位，資產已

價值約三點四億元，年度收入更高達七

點八億元，而當中五點四億元收入來自

社會福利署。

    其實早於二零一零年，聖公會就曾

因財政混亂惹上官非。九十年代期間，

聖公會與長實合作，將大埔聖基道兒童

院舊址一帶地皮發展成鹿茵山莊。聖公

會在發展中分得一百二十九個住宅單位

及九十四個泊車位，從中獲利逾十一億

元。其後，稅務局指聖公會從事商業活

動，於二零零六年向聖公會追討一點八

億元利得稅。聖公會雖指有關收益用作

慈善用途，但解釋不獲接納，上訴亦被

駁回。」

    一個如此貪婪、目中無公義正義、

管不了自己舌頭的人，我會對他有甚麼

期望？

    說到聖公會，就不得不說聖公會管

浩鳴秘書長，他與鄺保羅一鼻孔出氣，

言論同樣的膠，最經典的莫過於以「主

人與貓」比喻中港關係，香港人要乖，

才能有自由。本來我打算引用一點《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或《世界

人權宣言》等公約反駁此論點，不過我

發現此說法實在太膠，只怕浪費油墨。

一個簡單的例子，依聖公會管浩鳴秘書

長所言，那摩西不應該出埃及，反之應

該帶領人民做隻乖乖的小貓，這樣說對

嗎？

教會與丑聞

    我寫這個部份，目的是要再指出

教會不一定是永遠正確，不一定是神聖

的，教徒們要保持冷靜理性，要接受教

會也是人組成，而人人皆罪人，若對教

會的作為有疑問，理應提出。若任由教

會的錯誤延續，等同放任蛆蟲在教會滋

生，早晚總有一天，教會會從內而外整

個潰爛。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教會會犯錯著

非新鮮事，梵蒂岡教庭亦曾多番認錯，

大家對伽利略的故事都耳熟能詳吧。

    有教徒認為現今教會已經進步開明

得多，不會再犯上如此大錯。可惜，近

年一個又一個案例揭示，現代教會不是

少了犯錯，而是學會了如何隱藏罪行，

把教牧的罪行有系統地埋藏在一個又一

個謊言之下。其中一個例子為教會的性

丑聞。美聯社報導指出，在本篤退位的

兩年前內，有近四百位天主教神職人員

因性侵犯兒童而被免職。事實上神父戀

童早已耳有所聞，早於二零零三年，已

先後有媒體報道相關丑聞，然而，教庭

在初期多番否認，而且教會內的投訴多

由教會內部解決，完全沒有透明度可

言，而更令人不齒的是，那些汲及性丑

聞的神職人員，往往被從輕發落，美聯

社二零一零年指出，「天主教會最少三

十次將涉及性侵犯的神父調出國，改到

其他地區教會工作，例如有神父在美國 

涉嫌強姦十五歲女教友，「撫摸她的乳

房，又將手指插入她的陰道」，其後卻

獲調往印度、和意大利......聖本篤修會前

修士西普（ Ricahrd Sipe ）說﹕「通常模

式是，若一名神父陷入了麻煩，且已接

近成為醜聞或是法律行將介入，他們（

教會）就會把他送出國。他們會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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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八億元，而當中五點四億元收入來自

社會福利署。

    其實早於二零一零年，聖公會就曾

因財政混亂惹上官非。九十年代期間，

聖公會與長實合作，將大埔聖基道兒童

院舊址一帶地皮發展成鹿茵山莊。聖公

會在發展中分得一百二十九個住宅單位

及九十四個泊車位，從中獲利逾十一億

元。其後，稅務局指聖公會從事商業活

動，於二零零六年向聖公會追討一點八

億元利得稅。聖公會雖指有關收益用作

慈善用途，但解釋不獲接納，上訴亦被

駁回。」

    一個如此貪婪、目中無公義正義、

管不了自己舌頭的人，我會對他有甚麼

期望？

    說到聖公會，就不得不說聖公會管

浩鳴秘書長，他與鄺保羅一鼻孔出氣，

言論同樣的膠，最經典的莫過於以「主

人與貓」比喻中港關係，香港人要乖，

才能有自由。本來我打算引用一點《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或《世界

人權宣言》等公約反駁此論點，不過我

發現此說法實在太膠，只怕浪費油墨。

一個簡單的例子，依聖公會管浩鳴秘書

長所言，那摩西不應該出埃及，反之應

該帶領人民做隻乖乖的小貓，這樣說對

嗎？

教會與丑聞

    我寫這個部份，目的是要再指出

教會不一定是永遠正確，不一定是神聖

的，教徒們要保持冷靜理性，要接受教

會也是人組成，而人人皆罪人，若對教

會的作為有疑問，理應提出。若任由教

會的錯誤延續，等同放任蛆蟲在教會滋

生，早晚總有一天，教會會從內而外整

個潰爛。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教會會犯錯著

非新鮮事，梵蒂岡教庭亦曾多番認錯，

大家對伽利略的故事都耳熟能詳吧。

    有教徒認為現今教會已經進步開明

得多，不會再犯上如此大錯。可惜，近

年一個又一個案例揭示，現代教會不是

少了犯錯，而是學會了如何隱藏罪行，

把教牧的罪行有系統地埋藏在一個又一

個謊言之下。其中一個例子為教會的性

丑聞。美聯社報導指出，在本篤退位的

兩年前內，有近四百位天主教神職人員

因性侵犯兒童而被免職。事實上神父戀

童早已耳有所聞，早於二零零三年，已

先後有媒體報道相關丑聞，然而，教庭

在初期多番否認，而且教會內的投訴多

由教會內部解決，完全沒有透明度可

言，而更令人不齒的是，那些汲及性丑

聞的神職人員，往往被從輕發落，美聯

社二零一零年指出，「天主教會最少三

十次將涉及性侵犯的神父調出國，改到

其他地區教會工作，例如有神父在美國 

涉嫌強姦十五歲女教友，「撫摸她的乳

房，又將手指插入她的陰道」，其後卻

獲調往印度、和意大利......聖本篤修會前

修士西普（ Ricahrd Sipe ）說﹕「通常模

式是，若一名神父陷入了麻煩，且已接

近成為醜聞或是法律行將介入，他們（

教會）就會把他送出國。他們會做任何

事以避免醜聞（暴露）。新的教區通常不

會注意到調職神父過往所受過的指控，又

或相信神父已改過自新。」

    以下內容引用自明報二零一零年四月

十六日的報導：

    「戈杜古努如（ Vijay Vhaskr Godu-

gunuru） ：這名來自印度 的神父被控二零

零六年拜訪佛州朋友時，強姦十五歲少女

教友，但現仍能在意大利 塔斯卡尼一小鎮

擔任神職，繼續接觸兒童。受害女孩說，

戈氏撫摸她的乳房，還將手指插入她的陰

道。事後戈氏以猥褻未成年人罪名被捕，

面臨最多五年監禁。最後他同意不提抗

辯，換取可返回印度接受輔導。戈氏調返

印度後不久，又被調去意大利。女童母親

曾致函教宗促關注，但石沉大海 

    瓦德邦克爾（Denis Vadeboncoeur） ：

這名六十九歲神父在一九八零年代因在加

拿大 魁北克雞姦四名兒童，判監二十個

月。之後他轉移到法國 諾曼第一個小教

區。二零零五年，他承認在當地強姦一名

男孩，最後判監12年，現仍在服刑。當時

的主教對聘請他的決定感到後悔，表示當

時自己只是「想給他一次機會」 

    馬圭爾（Patrick Maguire）： 馬圭爾表

示自己是為了解決戀童衝動才成為神父。

根據愛爾蘭 當局調查，馬圭爾認為「既

然神父沒有性，被男孩或女孩吸引也沒相

干」。他最初在日本 工作，但一九七四年

因一名修女投訴他對一名年輕男子行為不

檢而被調往愛爾蘭一教區，他被揭在當地

和男孩一同睡覺過夜、又被指侵犯一名精

神有問題的二十一歲男子等。他曾3度被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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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英國 治療，並確診有戀童癖 ，但仍能

長期繼續在英國和愛爾蘭教會工作 

    塔馬約（Santiago Tamayo） ：居於

洛杉磯 的米利亞（Rita Milla）指出，塔

馬約神父十六歲時開始侵犯她。在她十

八歲時兩人進行了性交；塔馬約更將她

介紹給另外六名神父，對她加以侵犯。

一九八二年，一名神父令她懷孕，塔馬

約要求她墮胎。塔馬約之後讓她到菲律

賓 生孩子。米利亞在生孩子後回到加州

並控告教區，最後收到五十萬美元 和

解費。在塔馬約被控在洛杉磯侵犯米利

亞後，教會被揭曾要求塔馬約留在菲律

賓，給他寄上支票，要求他「除非被迫

發誓作供」，否則不要披露款項來源 

    希門斯（Enrique Diaz Jimenez） ：

希門斯在三個國家被處罰過三次。一九

九一年，他因在紐約 教會侵犯三男孩

判監五年，他被驅逐出境後在委內瑞拉

繼續工作，在十八名男孩投訴被他侵犯

後，他被禁在當地再擔任神父。但之後

他再到哥倫比亞任神父。當地檢察官指

他在二零零一年被控侵犯一名兒童，他

承認控罪。」

    事實上我在腦海中最少還有二三十

宗類似的案例，但我怕若我一一列出，

編緝們勢必要為排版大傷腦筋。

    就是這樣，一個不公開不透明的機

制，讓神職人員有持無恐，延至二零一

五年，教宗方濟各才成立一個新司法部

門，專責處理所有神職人員性丑聞。我

不禁想，若果教庭早點願意承認錯誤，

早於八九十年代正視問題，到底有多少

兒童能免於被神職人員侵犯？

    一點點題外話，我十分好奇，為何

一個對性壓抑的團體（ 教會 ），在性方

面的罪行竟如此猖獗？

挪亞方舟事件

    說畢外國教會的缺失，不如把焦點

移近一點點，看看香港教會的問題。若

說到香港教會的問題，有一個例子應該

可稱為經典—挪亞方舟驚世啟示事件。

    事沿香港基督教組織影音使團於二

零零四年聲響在亞拉臘山之上找到挪

亞方舟，並以此大做文章，拍了兩套電

影，名為《挪亞方舟驚世啟示》及《挪

亞方舟驚世啟示二》。若影音使團真的

發現了挪亞方舟，這不但是個宗教學的

一個里程碑，更可能是本世界最重要的

考古學里程碑！既然影音使團有如此驚

世發現，是否理應公開發現地點，讓天

下的學者進行深入的驗証和研究？影音

使團並沒有這樣做。那不要緊，至少影

音使團可以做點記錄，例如拍攝方舟的

外部及內部結構，但他們亦沒有這樣做。

而 碳-14 檢定方面，萬幸，他們做了，不

過，檢驗報告的結果異常到令人難以信

服，影音使團的的確確拿了四個樣本去化

驗：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

實驗室一檢查樣本 B , C；

實驗室二檢查樣本 A ， B ， C ；

實驗室三檢查樣本 D 。

    然後，實驗室一及二認為樣本 A 、 B 

、 C  不可能源於挪亞年代。唯獨實驗室三

認為樣本 D 可能源於挪亞年代 （ 儘管他

們承認準確性不高，並指出木樣本的 BP介

乎 2,243 至 11,538年  ）。問題來了，為甚

麼只有實驗室三能檢驗樣本 D ？ 既然樣

本 A、 B 、 C  皆不可能源於挪亞年代，為

何唯獨樣本 D 與別不同？既然三間實驗室

的結論互相抵觸，何不多找幾間實驗室檢

驗樣本 D ？為何不能公開三間實驗室的名

字？不公開名字的話，那豈不隨街一個阿

茂阿壽也可以自稱化驗專家亂寫報告？

    更可笑的是，《挪亞方舟驚世啟示》

與《挪亞方舟驚世啟示2》所發現的「方

舟」，竟是處於兩個不同的位置！我的天

呀，為來我對聖經還不夠熟，何解我記不

得有兩次大洪水，兩個挪亞建了兩架方

舟。

    另外，自影音視團聲稱發現方舟後，

四面八方不斷有捐獻湧入，但它們並沒有

好好交待所有捐獻的用途和處理方法。而

發現方舟距今十多年，至今仍未有影音視

團以外的人士或專家能接觸到方舟進行檢

驗。

35 | 時政

23.4.indd   35 19/4/2016   0:55:58



早於八九十年代正視問題，到底有多少

兒童能免於被神職人員侵犯？

    一點點題外話，我十分好奇，為何

一個對性壓抑的團體（ 教會 ），在性方

面的罪行竟如此猖獗？

挪亞方舟事件

    說畢外國教會的缺失，不如把焦點

移近一點點，看看香港教會的問題。若

說到香港教會的問題，有一個例子應該

可稱為經典—挪亞方舟驚世啟示事件。

    事沿香港基督教組織影音使團於二

零零四年聲響在亞拉臘山之上找到挪

亞方舟，並以此大做文章，拍了兩套電

影，名為《挪亞方舟驚世啟示》及《挪

亞方舟驚世啟示二》。若影音使團真的

發現了挪亞方舟，這不但是個宗教學的

一個里程碑，更可能是本世界最重要的

考古學里程碑！既然影音使團有如此驚

世發現，是否理應公開發現地點，讓天

下的學者進行深入的驗証和研究？影音

使團並沒有這樣做。那不要緊，至少影

音使團可以做點記錄，例如拍攝方舟的

外部及內部結構，但他們亦沒有這樣做。

而 碳-14 檢定方面，萬幸，他們做了，不

過，檢驗報告的結果異常到令人難以信

服，影音使團的的確確拿了四個樣本去化

驗：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

實驗室一檢查樣本 B , C；

實驗室二檢查樣本 A ， B ， C ；

實驗室三檢查樣本 D 。

    然後，實驗室一及二認為樣本 A 、 B 

、 C  不可能源於挪亞年代。唯獨實驗室三

認為樣本 D 可能源於挪亞年代 （ 儘管他

們承認準確性不高，並指出木樣本的 BP介

乎 2,243 至 11,538年  ）。問題來了，為甚

麼只有實驗室三能檢驗樣本 D ？ 既然樣

本 A、 B 、 C  皆不可能源於挪亞年代，為

何唯獨樣本 D 與別不同？既然三間實驗室

的結論互相抵觸，何不多找幾間實驗室檢

驗樣本 D ？為何不能公開三間實驗室的名

字？不公開名字的話，那豈不隨街一個阿

茂阿壽也可以自稱化驗專家亂寫報告？

    更可笑的是，《挪亞方舟驚世啟示》

與《挪亞方舟驚世啟示2》所發現的「方

舟」，竟是處於兩個不同的位置！我的天

呀，為來我對聖經還不夠熟，何解我記不

得有兩次大洪水，兩個挪亞建了兩架方

舟。

    另外，自影音視團聲稱發現方舟後，

四面八方不斷有捐獻湧入，但它們並沒有

好好交待所有捐獻的用途和處理方法。而

發現方舟距今十多年，至今仍未有影音視

團以外的人士或專家能接觸到方舟進行檢

驗。

    另外另外，以防大家忘記，反同第一

大先鋒林以諾曾經為方舟背書，不過近年

他忙著辦棟篤笑 （ 去年演出時票價為三百

五港元 、一百八十元、一百二十元 、 五

十元，看來福音真的有價有市 ） ，早已把

方舟一事拋諸腦後。

教會與安樂死

    我是刻意把這個題目放到最後才說 （ 

對，快要完了，如果真的有讀者由第一段

看開始看到這一段，謝謝你，同時，我也

能斷言你跟我一樣，腦袋不正常 ），因為

這個題目不但有爭議，而且我也沒有甚麼

有力的論據去支持我的看法。以下的說話

全部只是我的個人感受，並不能構成甚麼

有力的論証。

    我支持安樂死。原因非常簡單，現時

反對安樂死的教會中人，有多少曾面對令

人極其痛苦的疾病？你能理解一個全身癱

瘓的人的感受嗎？要不你們試試看，一整

天躺在床上，半點也不能動，吃、喝、

拉、撒、全部在床上解決，身體有地方

癢，你不能伸手去抓個痛快，你不能坐起

來看看窗外的世界，不，不對，你眼中的

世界，就只有床上那片白色的天花板，然

後，你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這樣，直到

你死去為止。你能體會他們的痛苦嗎？你

能體會他的家人的無力感嗎？每一天他們

最期望的，就是有專嚴地、痛快地了結此

生。

    所有反對安樂死的教會中人，全部都

是自私自利的人，他們為了當上帝的好寶

寶，才不管別人的感受。總之，聖經說你

不可以安樂死，你就連有專嚴地死去的權

力也沒有，病人的痛苦、爭扎、哭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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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面前跟本毫無意義。你痛苦是因為你對主的信心不夠，主一定會為你留了更好的

安排，這些說話簡直垃圾，如果你能一整天躺在床上，躺上一個月，然後你仍能繼續

反對安樂死的話，我願意收回本文所有對教徒的控訴，並轉而反對安樂死，誰敢接受

我挑戰？

    如果真的有上帝，而上帝卻又如此冷血無情，這樣的上帝，我情願不要信了。

結語

    在完結之前，我想指出我原本打算再寫多點，不過再寫下去，恐怕會讓負責排版

的編委們頭痛不已，故就此打住。況且，我不認為會有讀者瘋狂到能讀完全文。

    我花了萬多字數說耶教、教會及教徒的不是，絕非為了無故觸怒他們，而是，正

如我開首所言，我視宗教為世人提供道德的燈塔，法律只能提供基本的、硬性的指

引，而宗教則進一步引致人向善，人們不只要守法，還要愛人如己、愛老扶幼等等。

因此，當宗教出現失責時，他們需負上的責任，遠比一般人高，情況正如負責維持治

安的警察，它們行差踏錯時，所受的刑罰應更重。

最後，我的結論有三：

一：不要盲信神職人員和教會。它們不過是人，人會錯，人會犯罪，為甚麼載上了十

字架，站在站上，說說大聲一點，你們便要視他們為聖人？

二：不要盲信聖經。聖經的內容出現的矛盾多不勝數，亦有不少與科學相左的章節（ 

如地心說 ），若要相信聖經的話，請信相聖經的精神，例如愛如寬恕，這些東西才

是聖經的核心所在。

三：誠實面對聖經。不要犯上「想做就去做，聖經專為我服務」。不要把自己的一己

之見，硬套聖經之上，你可以有個人的想法，該些想法與聖經不符也可，但不要強行

扭曲聖經，或抽取幾句聖經，強行扭曲以迎合己意。

~完~ 

<1> 翻查資料，美國聖公會早於2003年任命士羅賓遜（Gene Robinson）為主教，比香

港進步得多了。

<2>此處句不同學者或信眾有不同的理解方法，有的人認為這句應該依字面解釋，針

是指日用的針，駱駝亦是指在沙漠行走的駱駝；亦有人認為針的眼是指城牆下的一度

小門，讓民眾能在城門關上後依然能出入城市，不過不論哪個解釋才正確，都無礙此

節所帶出的道理—富有的人很難才得到永生

【聲明：讀者來稿只反映作者的個人觀點和立場，並不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

委員會之整體立場。】

圖片來源：9GAG、輔仁網、基督日報、netorare、SKHP、azqu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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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而宗教則進一步引致人向善，人們不只要守法，還要愛人如己、愛老扶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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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警察，它們行差踏錯時，所受的刑罰應更重。

最後，我的結論有三：

一：不要盲信神職人員和教會。它們不過是人，人會錯，人會犯罪，為甚麼載上了十

字架，站在站上，說說大聲一點，你們便要視他們為聖人？

二：不要盲信聖經。聖經的內容出現的矛盾多不勝數，亦有不少與科學相左的章節（ 

如地心說 ），若要相信聖經的話，請信相聖經的精神，例如愛如寬恕，這些東西才

是聖經的核心所在。

三：誠實面對聖經。不要犯上「想做就去做，聖經專為我服務」。不要把自己的一己

之見，硬套聖經之上，你可以有個人的想法，該些想法與聖經不符也可，但不要強行

扭曲聖經，或抽取幾句聖經，強行扭曲以迎合己意。

~完~ 

<1> 翻查資料，美國聖公會早於2003年任命士羅賓遜（Gene Robinson）為主教，比香

港進步得多了。

<2>此處句不同學者或信眾有不同的理解方法，有的人認為這句應該依字面解釋，針

是指日用的針，駱駝亦是指在沙漠行走的駱駝；亦有人認為針的眼是指城牆下的一度

小門，讓民眾能在城門關上後依然能出入城市，不過不論哪個解釋才正確，都無礙此

節所帶出的道理—富有的人很難才得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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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邏輯、突破盲點——
二零一五年，我們聽過的神級金句

編：側衛
排版：魚

    一年過去，又是時候翻一翻舊賬了。每年不少名人面對突發提問，平時腦筋急轉彎訓練不足，多少
會有失言的時候。但去年，各權貴似乎反而有着過度沉迷腦筋急轉彎的趨勢，過度使用智商，經常用一
些普通人不能理解的思維來思考問題。讓我們看看，這年我們都聽到了什麼耐人尋味而且讓人理解不能
的神級金句吧。

1.
記者：司長，銅鑼灣書店的失蹤案，政府是否會不關注此事呢？會怎樣去處理？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各位傳媒，踏入二○一六年，我在這裏祝大家在未來一年工作順利，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

2.
記者：（銅鑼灣書店的失蹤案）李波有傳真信說他是「用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這是否說香港的海關
執法不力，為甚麼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

行政長官梁振英：我們現時正在調查這件事，正如我昨日說過，任何人，尤其是希望李波先生本人能夠
提供相關的資料。

3.
（新界東補選安排）蔣麗芸：收到市民投訴，投票時間由早上 7時半至晚上 10 時半……包括台灣在內其
他地方的投票時間都較香港短，而且今次補選只是一區，但投票時間同樣長達 15 小時，還要等候數小時
點票——「真係要24小時工作。對市民又好、對候選人又好、對新聞傳媒人又好、對政府工作人員又好、
對點票人員又好，都係酷刑，根據呢一點，係違反《基本法》第二十八條『不能對居民施以酷刑』……」

4.
（針對拉布）蔣麗芸：「最多問題出現、患精神病嘅醫生係邊啲？就係精神病醫生呀主席，點解呢？因
為精神病醫生坐喺度，聽精神病病人講得太多嘢，聽聽吓，自己都黐線埋呀主席。……而家佢哋係拉布
期間廢噏咁多嘢，有時議員都要行出去唞唞氣㗎嘛，佢哋唔行出去唞氣嘅話，好似主席你咁，遲早個個
都染晒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呀主席。」

5.
（梁振英在勞動節酒會台上致辭時）
梁國雄：「香港人要普選，梁振英咪走數！香港人要普選，全民退休保障！」
梁振英（冷笑）：「有時係忍唔住笑㗎！」

6.
（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回應鉛水事件）
吳亮星:「香港人均壽命長了很多，政府有否見過相關研究，可說明水含鉛是否導致壽命增長的基礎之一，
如果（水）含鉛量適中，（是否）有助延年益壽？或者如果令壽命減少，政府是否需要負責？」

7.
（梁齊昕截的士）
的士司機：「你去邊度呀？」
齊昕：「我去邊度關你乜 _事呀。」

8.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在大學畢業後覺得知識很重要，故每個月要閱讀 30 本書，包括書籍、雜誌及刊
物。他稱，有人認為每日看一本很辛苦，反問每日都要吃三餐又會否覺得辛苦，看書已是其日常習慣的
一部分。

9.
華人置業主席劉鳴煒：「年輕人要作出一些犧牲，睇少啲戲，去少啲日本，儲多些錢，那等樓價日後下
跌時，便有機會上車，否則唔願意儲錢，到時樓價跌幾多，都係有排至儲到首期。時下年輕人喜歡消費，
如購買最新款的智能手機，去外地旅行，已變得普及化。所以問題是年輕人在自己 15000 元的月薪中，
願意犧牲幾多，放入銀行來儲首期。 」

10.
（董建華在記者會回應提問）
商台記者：「我係商台陳業輝。」
董建華：「貴姓呀？陳生。」
記者：「陳業輝，姓陳既。」  

11.
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流行病學處主任程卓端回應鉛水風波 ：
「如果一個人短時間飲咗含鉛量超標嘅水，但係整體嚟講人生當中，講緊 70、80 歲，都係飲一啲符合標
準嘅食水嘅話，其實佢整體嚟講嗰個超標係唔符合所謂超標嘅定義，所以對於健康係無明顯嘅影響。」

12.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批評香港電台：
「你食碗底、反碗面，攞政府人工卻罵政府，當然唔會再撥資源畀你。」

13.
張超雄：以近日大埔有老人院出現虐待老人醜聞，特首你如何改革制度。
梁振英：我認為解決土地問題可以幫助解決有關問題，因為有足夠土地可以有更多老人院舍，但政府在
找尋土地時遇到不少阻力。

14.
退休政府規劃師薛國強向城規會建議取消中環至金鐘電車路軌：

「我由金鐘行去中環尾呢，去到上環、西港城轉彎嗰度，我行路可能快過搭電車。」

15.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銅鑼灣書店職員失蹤事件

吳亮星：收到「老朋友」傳來的信息，話「五條書局友被傳係分別先後坐洗頭艇，偷渡回內地宿娼嫖妓，
並分別被公安當場逮捕」。

（一小時後）

無線電視新聞：立法會議員吳亮星收到消息，有關失蹤人士涉嫌在內地嫖妓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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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邏輯、突破盲點——
二零一五年，我們聽過的神級金句

編：側衛
排版：魚

    一年過去，又是時候翻一翻舊賬了。每年不少名人面對突發提問，平時腦筋急轉彎訓練不足，多少
會有失言的時候。但去年，各權貴似乎反而有着過度沉迷腦筋急轉彎的趨勢，過度使用智商，經常用一
些普通人不能理解的思維來思考問題。讓我們看看，這年我們都聽到了什麼耐人尋味而且讓人理解不能
的神級金句吧。

1.
記者：司長，銅鑼灣書店的失蹤案，政府是否會不關注此事呢？會怎樣去處理？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各位傳媒，踏入二○一六年，我在這裏祝大家在未來一年工作順利，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

2.
記者：（銅鑼灣書店的失蹤案）李波有傳真信說他是「用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這是否說香港的海關
執法不力，為甚麼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

行政長官梁振英：我們現時正在調查這件事，正如我昨日說過，任何人，尤其是希望李波先生本人能夠
提供相關的資料。

3.
（新界東補選安排）蔣麗芸：收到市民投訴，投票時間由早上 7時半至晚上 10 時半……包括台灣在內其
他地方的投票時間都較香港短，而且今次補選只是一區，但投票時間同樣長達 15 小時，還要等候數小時
點票——「真係要24小時工作。對市民又好、對候選人又好、對新聞傳媒人又好、對政府工作人員又好、
對點票人員又好，都係酷刑，根據呢一點，係違反《基本法》第二十八條『不能對居民施以酷刑』……」

4.
（針對拉布）蔣麗芸：「最多問題出現、患精神病嘅醫生係邊啲？就係精神病醫生呀主席，點解呢？因
為精神病醫生坐喺度，聽精神病病人講得太多嘢，聽聽吓，自己都黐線埋呀主席。……而家佢哋係拉布
期間廢噏咁多嘢，有時議員都要行出去唞唞氣㗎嘛，佢哋唔行出去唞氣嘅話，好似主席你咁，遲早個個
都染晒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呀主席。」

5.
（梁振英在勞動節酒會台上致辭時）
梁國雄：「香港人要普選，梁振英咪走數！香港人要普選，全民退休保障！」
梁振英（冷笑）：「有時係忍唔住笑㗎！」

6.
（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回應鉛水事件）
吳亮星:「香港人均壽命長了很多，政府有否見過相關研究，可說明水含鉛是否導致壽命增長的基礎之一，
如果（水）含鉛量適中，（是否）有助延年益壽？或者如果令壽命減少，政府是否需要負責？」

7.
（梁齊昕截的士）
的士司機：「你去邊度呀？」
齊昕：「我去邊度關你乜 _事呀。」

8.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在大學畢業後覺得知識很重要，故每個月要閱讀 30 本書，包括書籍、雜誌及刊
物。他稱，有人認為每日看一本很辛苦，反問每日都要吃三餐又會否覺得辛苦，看書已是其日常習慣的
一部分。

9.
華人置業主席劉鳴煒：「年輕人要作出一些犧牲，睇少啲戲，去少啲日本，儲多些錢，那等樓價日後下
跌時，便有機會上車，否則唔願意儲錢，到時樓價跌幾多，都係有排至儲到首期。時下年輕人喜歡消費，
如購買最新款的智能手機，去外地旅行，已變得普及化。所以問題是年輕人在自己 15000 元的月薪中，
願意犧牲幾多，放入銀行來儲首期。 」

10.
（董建華在記者會回應提問）
商台記者：「我係商台陳業輝。」
董建華：「貴姓呀？陳生。」
記者：「陳業輝，姓陳既。」  

11.
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流行病學處主任程卓端回應鉛水風波 ：
「如果一個人短時間飲咗含鉛量超標嘅水，但係整體嚟講人生當中，講緊 70、80 歲，都係飲一啲符合標
準嘅食水嘅話，其實佢整體嚟講嗰個超標係唔符合所謂超標嘅定義，所以對於健康係無明顯嘅影響。」

12.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批評香港電台：
「你食碗底、反碗面，攞政府人工卻罵政府，當然唔會再撥資源畀你。」

13.
張超雄：以近日大埔有老人院出現虐待老人醜聞，特首你如何改革制度。
梁振英：我認為解決土地問題可以幫助解決有關問題，因為有足夠土地可以有更多老人院舍，但政府在
找尋土地時遇到不少阻力。

14.
退休政府規劃師薛國強向城規會建議取消中環至金鐘電車路軌：

「我由金鐘行去中環尾呢，去到上環、西港城轉彎嗰度，我行路可能快過搭電車。」

15.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銅鑼灣書店職員失蹤事件

吳亮星：收到「老朋友」傳來的信息，話「五條書局友被傳係分別先後坐洗頭艇，偷渡回內地宿娼嫖妓，
並分別被公安當場逮捕」。

（一小時後）

無線電視新聞：立法會議員吳亮星收到消息，有關失蹤人士涉嫌在內地嫖妓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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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ju gisun ──為滿語破謬並哀
投稿：傑恂
排版：魚

    「格格」 （gege；小姐、女士）、「阿瑪」（ama；父親）、「福晉」（fujin；夫人）、「嗻」
（je；是、遵命）[1]，看過清宮劇，必然知曉。大清國語，如今於滿州卻已成死語，難以為繼，
幸有新疆錫伯族成為最後的繼承者[2]。前人大概也沒想過今日光景吧。花果飄零，靈根自植，
莫過於此。

    能繼已是萬幸，復興談何容易。姑勿論滿語（滿州話）之陌生，單是誤解不斷，便教識者
三歎奈何。網上有篇〈「普通話」的真相：滿州人的蹩腳漢語〉，充斥沒常識的論點，「北京
話是吳語」、「普通話是蹩腳的漢語」、「滿州人導致官話失去入聲」等訛誤處處 [3]。理據
不實，又偽托權威 [4]，偏偏質疑考據者少，相傳相信者多。更甚者，部份專頁妄用影響力，
借不實指控，貶官話而抑粵語，儼如拉一派打一派。衛我母語，情感、習慣為由，經已堂堂正正；
輔以其他原因，也應以事論事，才理直氣壯。師始作俑者之小人所為，以訛傳訛，誠可恨哉。

被漢語的語言　霸道夾瘋癲

    下面簡單說明滿語各方面的特徵。須知道，舉證責任在於控方的一套，今時今日不是常常
行得通。此處雖非法庭，但略為析謬，也可當作為滿語申冤的。

    首先，主賓謂結構的多音節黏着語，絕非蹩腳的主謂賓結構的單音節分析語，根本就是似
日語、韓語的外語，屬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南通古斯語支（又稱滿語支）。寫的不是漢
字，是圈點滿文，沿用至今。字首、字中、字尾，元音哪些是陽性、哪些是陰性……種種煩請
看倌自行維基。

    文法不成熟，與只有體（aspect）而無時態（tense）的官話差不多？差矣，否則大不必
費力掌握其他形式變化。「的」要加 i尾（有時還有其他詞根），「的時候」也要加；詞彙陰
（e）陽（a）相對頗繁（父親 ama, 母親 eme；公、雄 amila, 母、雌 emile）……上述不過寥
寥數例而已。試問何處差不多？哪裏不成熟？

    滿語受漢語等語影響更甚。發音借了些聲母；借詞方面，休論清末，單是這幾十年已借了
點，看新疆教材便可知。反過來從滿語借來的，多是專有名詞，諸如俄羅斯 oros、鴨綠江的
yalu（邊緣；邊界。u從官話「姑」韻，而非「綠」字的ü韻）。至於對漢語北方語言的語法
影響，有說是表達過去進行式的「……來着」等。

Annoying 柑桔　滿大人化身？

    滿語無辜受罪，滿人也不免躺着也中槍。這回倒無甚大礙，「傷」不到哪裏去，不過是無
稽之談而已。

    Mandarin 既解柑桔，也解官話。柑桔之意的由來，筆者不諳。至於官話，這個借了很多
遍的借詞，最初也不是跟官員以至官員說的語言有關。「滿大人」者，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Mandarin 在十六世紀末就出現在英文文獻了，時大明未亡。再早一點，十六世紀初的葡萄牙文
文獻中便可見其蹤影。扯到滿大人身上，難道是用大明的劍斬大清的官不成？ [5]

    走筆至此，不多談了，官話不需筆者垂憐。且請諸君看圖，感受滿文之美。

    筆者尚是初學，學不到莊吉發老師一手秀麗大方的書法，早前試書「喜樂」（urgun）一字，
足見其拙，見笑了。廣定遠先生的親筆春聯才值得細賞[6]。在去年出版的史書《皇帝亦凡人》
亦可一睹廣先生的書法。

    為了這些線條和圈點的優美組合，氣餒一時是值得的，長此下去卻無作為，則甚為不智。
將婉惜之情化為守護、傳承的動力，不致後悔莫及，豈不更好？別忘了文字的鼓舞。

[1] 電視劇很多都誤作「喳」（ja），那是指便宜、容易，並非應答聲。
[2] 占飛〈滿語步向滅亡〉，http://bit.ly/1nk61YO。《紐約時報》中文網相關訪問：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112/c12manchu/zh-hant/ 及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120/c20chinamanchu/。占飛君文中提
到的「巴不得」、「罷了」，是否真有其事，筆者不知。但筆者覺得「巴不得」和「恨不得」應該有分別，或可參考：http://www.cnki.com.cn/
Article/CJFDTotal-JNHW200403007.htm
[3] 語言學家、廣東話教師、港語學成員擇言的講解已詳細得很：https://www.facebook.com/chaaak.lingvisten/posts/1639899646269051。元
朝周德清《中原音韻》「……音韻無入聲， 派入平上去三聲，前輩佳作中間備載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攝其同聲，或未有未當，與我同志改
而正諸。」「入派三聲者，以廣其壓韻，為作詞而設耳，然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可見官話失入聲非清兵入關所致，或可佐證擇言君
第二點。以北京話有阿爾泰成份為「證」，同樣荒謬：粵語有百越層次，亦有壯語借詞和音韻的成分，例如長 a、短 a（ɐ）之別，如是者又該如
何觀之？演變更複雜的英語呢？另，此篇反駁，筆者未及細讀，謹供諸君參詳：http://www.guokr.com/article/440311/
[4] 皇族後裔金啟琮先生乃滿文、女真文專家；其女愛新覺羅‧烏拉熙春亦是語言學、史學專家。專家豈會無知至此？奇文多是偽托。
[5] 更多請見  https://www.facebook.com/427698643942925/photos/a.624171707628950.1073741827.427698643942925/634938006552320/?ty
pe=3
[6]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aipeimanchu/man-zu-wen-hua/man-wen-chun-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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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ju gisun ──為滿語破謬並哀
投稿：傑恂
排版：魚

    「格格」 （gege；小姐、女士）、「阿瑪」（ama；父親）、「福晉」（fujin；夫人）、「嗻」
（je；是、遵命）[1]，看過清宮劇，必然知曉。大清國語，如今於滿州卻已成死語，難以為繼，
幸有新疆錫伯族成為最後的繼承者[2]。前人大概也沒想過今日光景吧。花果飄零，靈根自植，
莫過於此。

    能繼已是萬幸，復興談何容易。姑勿論滿語（滿州話）之陌生，單是誤解不斷，便教識者
三歎奈何。網上有篇〈「普通話」的真相：滿州人的蹩腳漢語〉，充斥沒常識的論點，「北京
話是吳語」、「普通話是蹩腳的漢語」、「滿州人導致官話失去入聲」等訛誤處處 [3]。理據
不實，又偽托權威 [4]，偏偏質疑考據者少，相傳相信者多。更甚者，部份專頁妄用影響力，
借不實指控，貶官話而抑粵語，儼如拉一派打一派。衛我母語，情感、習慣為由，經已堂堂正正；
輔以其他原因，也應以事論事，才理直氣壯。師始作俑者之小人所為，以訛傳訛，誠可恨哉。

被漢語的語言　霸道夾瘋癲

    下面簡單說明滿語各方面的特徵。須知道，舉證責任在於控方的一套，今時今日不是常常
行得通。此處雖非法庭，但略為析謬，也可當作為滿語申冤的。

    首先，主賓謂結構的多音節黏着語，絕非蹩腳的主謂賓結構的單音節分析語，根本就是似
日語、韓語的外語，屬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南通古斯語支（又稱滿語支）。寫的不是漢
字，是圈點滿文，沿用至今。字首、字中、字尾，元音哪些是陽性、哪些是陰性……種種煩請
看倌自行維基。

    文法不成熟，與只有體（aspect）而無時態（tense）的官話差不多？差矣，否則大不必
費力掌握其他形式變化。「的」要加 i尾（有時還有其他詞根），「的時候」也要加；詞彙陰
（e）陽（a）相對頗繁（父親 ama, 母親 eme；公、雄 amila, 母、雌 emile）……上述不過寥
寥數例而已。試問何處差不多？哪裏不成熟？

    滿語受漢語等語影響更甚。發音借了些聲母；借詞方面，休論清末，單是這幾十年已借了
點，看新疆教材便可知。反過來從滿語借來的，多是專有名詞，諸如俄羅斯 oros、鴨綠江的
yalu（邊緣；邊界。u從官話「姑」韻，而非「綠」字的ü韻）。至於對漢語北方語言的語法
影響，有說是表達過去進行式的「……來着」等。

Annoying 柑桔　滿大人化身？

    滿語無辜受罪，滿人也不免躺着也中槍。這回倒無甚大礙，「傷」不到哪裏去，不過是無
稽之談而已。

    Mandarin 既解柑桔，也解官話。柑桔之意的由來，筆者不諳。至於官話，這個借了很多
遍的借詞，最初也不是跟官員以至官員說的語言有關。「滿大人」者，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Mandarin 在十六世紀末就出現在英文文獻了，時大明未亡。再早一點，十六世紀初的葡萄牙文
文獻中便可見其蹤影。扯到滿大人身上，難道是用大明的劍斬大清的官不成？ [5]

    走筆至此，不多談了，官話不需筆者垂憐。且請諸君看圖，感受滿文之美。

    筆者尚是初學，學不到莊吉發老師一手秀麗大方的書法，早前試書「喜樂」（urgun）一字，
足見其拙，見笑了。廣定遠先生的親筆春聯才值得細賞[6]。在去年出版的史書《皇帝亦凡人》
亦可一睹廣先生的書法。

    為了這些線條和圈點的優美組合，氣餒一時是值得的，長此下去卻無作為，則甚為不智。
將婉惜之情化為守護、傳承的動力，不致後悔莫及，豈不更好？別忘了文字的鼓舞。

[1] 電視劇很多都誤作「喳」（ja），那是指便宜、容易，並非應答聲。
[2] 占飛〈滿語步向滅亡〉，http://bit.ly/1nk61YO。《紐約時報》中文網相關訪問：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112/c12manchu/zh-hant/ 及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120/c20chinamanchu/。占飛君文中提
到的「巴不得」、「罷了」，是否真有其事，筆者不知。但筆者覺得「巴不得」和「恨不得」應該有分別，或可參考：http://www.cnki.com.cn/
Article/CJFDTotal-JNHW200403007.htm
[3] 語言學家、廣東話教師、港語學成員擇言的講解已詳細得很：https://www.facebook.com/chaaak.lingvisten/posts/1639899646269051。元
朝周德清《中原音韻》「……音韻無入聲， 派入平上去三聲，前輩佳作中間備載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攝其同聲，或未有未當，與我同志改
而正諸。」「入派三聲者，以廣其壓韻，為作詞而設耳，然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可見官話失入聲非清兵入關所致，或可佐證擇言君
第二點。以北京話有阿爾泰成份為「證」，同樣荒謬：粵語有百越層次，亦有壯語借詞和音韻的成分，例如長 a、短 a（ɐ）之別，如是者又該如
何觀之？演變更複雜的英語呢？另，此篇反駁，筆者未及細讀，謹供諸君參詳：http://www.guokr.com/article/440311/
[4] 皇族後裔金啟琮先生乃滿文、女真文專家；其女愛新覺羅‧烏拉熙春亦是語言學、史學專家。專家豈會無知至此？奇文多是偽托。
[5] 更多請見  https://www.facebook.com/427698643942925/photos/a.624171707628950.1073741827.427698643942925/634938006552320/?ty
pe=3
[6]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aipeimanchu/man-zu-wen-hua/man-wen-chun-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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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電子道路收費  公共交通是大眾日常

生活的一部份，筆者對本

港 公 共 運 輸 政 策 一 直 有

興 趣 亦 略 有 所 研 究 。 承

蒙 編 輯 委 員 會 厚 愛 及 照

顧 ， 筆 者 多 篇 有 關 香 港

運 輸 政 策 的 拙 文 都 得 以

在 《 振 翅 》 刊 登 。 過 往

學 生 報 中 ， 筆 者 曾 論 及

本 港 落 後 的 公 共 運 輸 政

策，當中提出若政府欲改

善為人詬病的塞車問題，

其中一個方向是引入電子道路收費系統

（Electronic Road Pricing）。巧合

地，政府在上年年尾就電子道路收費中

環先導計劃展開諮詢。故筆者今次決定

在電子道路收費政策提倡上加以論述。

     正如政府的諮詢文件所言，電子道路

收費系統早已於不少先進國家實行，當中

情況如香港最接近的，非星加坡莫屬。

同屬城邦地理結構，星加坡早於1998年

便開始使用電子道路 收 費 ， 取 代 以

往 的 區 域 牌 照 計 劃 （Area 

Licensing Scheme）

，以減少市區路面整

體 汽 車 路

面流量，並鼓勵駕駛者使用其他替代通勤

模式，如巴士、地鐵及輕軌等。電子道

路收費區域達三分一個星加坡之廣，由

武吉巴督（Bukit Batok）起向南伸延至

中區（Central Area）及濱海灣（Marina 

Bay）一帶 ，區內全屬星洲核心商業區，

當中以中區一帶的收費站最為密集。車輛

收費取決於車輛類別（如巴士、私家車、

貨車等）以及使用的時間，收費由 0.25 

至 12 星加坡元不等。在實行電子道路路

收費後，收費區內早上繁忙時間汽車流量

減少約 16%，全日計亦減少了15% ，駕駛

車改於收費時段前進入收費區或改用公

共交通。總括而言，星加

文：峯岸嵐
排版：timothio

坡 的 電 子 道 路 收 費 政 策 是 成 功 的 。

    香港的塞車問題早已為市民所詬病，

而星加坡的經驗正好啟發了香港解決鬧市

擠塞問題的政策倡議。電子道路收費有

效的原因，主要是透過增加道路使用者利

用該道路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

，以減少交通流量，從而解決擠塞問題。

故此，收費絕對是影響電子道路收費的主

要因素。政府提出兩個可行收費方案，分

別是「區域為本」及「周界為本」。「區

域為本」即現時倫敦使用的模式，駕駛者

只需繳納一次性費用，即可全日多次進出

收費區，但如此一來駕駛者只需付費一次

便可無限次進出交通繁忙區域，次數越

多，所承受的邊際成本越低，與實行電子

道路收費原意大相逕庭。「周界為本」則

以用者自付為大原則，與隧道或公路收取

過路費相若，駕駛者每次進入及離開收費

區均會經過收費器並按次收費，在增加駕

駛者邊際成本上成效較高。參考現時本港

三條過海隧道收費，雖然紅隧的收費為

最低，並且是三隧之中使用量最高，但

三隧的使用量同時受其地理位置因素影

響，故仍有一定參考價值。將來的電子

道路收費，應將一日分成多個時段，不

同時段收取不同的費用，而不同車種亦

應按照其私家車換算值（ Passenger Car 

Equivalent ）收取較高或低的費用。繁

忙時間的車流量應是最高，故該時段的收

費亦應是最高，政府可以現時紅隧收費

作基礎調整，電子道路收費需要定在與

此相若水平，方能有效以經濟手段使現

有駕駛者放棄以自行駕駛作為其通勤模

式。在其餘非繁忙時段和假日，應按道路

的需求而收取較繁忙時段低的費用，甚

至可容許駕駛者在深宵時段免費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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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電子道路收費

面流量，並鼓勵駕駛者使用其他替代通勤

模式，如巴士、地鐵及輕軌等。電子道

路收費區域達三分一個星加坡之廣，由

武吉巴督（Bukit Batok）起向南伸延至

中區（Central Area）及濱海灣（Marina 

Bay）一帶 ，區內全屬星洲核心商業區，

當中以中區一帶的收費站最為密集。車輛

收費取決於車輛類別（如巴士、私家車、

貨車等）以及使用的時間，收費由 0.25 

至 12 星加坡元不等。在實行電子道路路

收費後，收費區內早上繁忙時間汽車流量

減少約 16%，全日計亦減少了15% ，駕駛

車改於收費時段前進入收費區或改用公

共交通。總括而言，星加

文：峯岸嵐
排版：timothio

坡 的 電 子 道 路 收 費 政 策 是 成 功 的 。

    香港的塞車問題早已為市民所詬病，

而星加坡的經驗正好啟發了香港解決鬧市

擠塞問題的政策倡議。電子道路收費有

效的原因，主要是透過增加道路使用者利

用該道路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

，以減少交通流量，從而解決擠塞問題。

故此，收費絕對是影響電子道路收費的主

要因素。政府提出兩個可行收費方案，分

別是「區域為本」及「周界為本」。「區

域為本」即現時倫敦使用的模式，駕駛者

只需繳納一次性費用，即可全日多次進出

收費區，但如此一來駕駛者只需付費一次

便可無限次進出交通繁忙區域，次數越

多，所承受的邊際成本越低，與實行電子

道路收費原意大相逕庭。「周界為本」則

以用者自付為大原則，與隧道或公路收取

過路費相若，駕駛者每次進入及離開收費

區均會經過收費器並按次收費，在增加駕

駛者邊際成本上成效較高。參考現時本港

三條過海隧道收費，雖然紅隧的收費為

最低，並且是三隧之中使用量最高，但

三隧的使用量同時受其地理位置因素影

響，故仍有一定參考價值。將來的電子

道路收費，應將一日分成多個時段，不

同時段收取不同的費用，而不同車種亦

應按照其私家車換算值（ Passenger Car 

Equivalent ）收取較高或低的費用。繁

忙時間的車流量應是最高，故該時段的收

費亦應是最高，政府可以現時紅隧收費

作基礎調整，電子道路收費需要定在與

此相若水平，方能有效以經濟手段使現

有駕駛者放棄以自行駕駛作為其通勤模

式。在其餘非繁忙時段和假日，應按道路

的需求而收取較繁忙時段低的費用，甚

至可容許駕駛者在深宵時段免費通行，

但收費水平的調整必需貫徹鼓勵市民放棄

駕駛改用公共交通的宗旨。既然電子道路

收費的目標是令駕駛者轉用公共交通，專

營巴士及專線小巴應全日豁免收費，以免

增加其營運成本，確保路面公共交通的收

費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吸引現有駕駛者使

用。至於貨車等商業車輛，為減少其在繁

忙時間進入收費區上落貨，在繁忙時間內

應與其他車輛看齊，需繳交相關費用，但

可在其餘時間提供收費優惠，以減少對收

費區商業活動及民生的影響。另一個爭議

的地方，是到底收費區內居民應否享有收

費優惠。若實行電子道路收費的目標是減

少繁忙道路上的車輛，鼓勵市民利用公共

交通通勤的話，計劃下收費區內的居民

應與其他市民一視同仁，沒有任何的豁

免和優惠，鼓勵他們以公共交通工具代

步，否則對於計劃整體成效有負面影響。

  收費以外，收費區的範圍以至收費

的模式亦是討論對象。政府提出的電子

道路收費中環先導計劃的收費區，覆蓋

中環商業區大部份地區，由金鐘夏慤道開

始，西至上環摩利臣街，亦包括部分堅道

的半山地區。從地圖上看，政府劃出的收

費區基本上已包括了現時中區的擠塞熱

點如干諾道中、皇后大道中及畢打街等

街道，理論上已經足夠。參考星加坡例

子，當地政府劃設的收費區除包括作為核

心商業區的中區及濱海灣等地，同時亦

在商業區外圍的武吉巴督、裕廊東（Ju�-

rong East）附近前往中區的道路設收費

點。在香港的中環先導計劃下，政府在中

環商業區劃出收費區外，同時將收費區伸

延至告士打道等繁忙時段流量高而且連接

中上環的道路，將駕駛者分流至其他流量

較低的道路。至於鄰近的金鐘及灣仔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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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雖然同樣受塞車問題困擾，但相信先

導實行後，除收費區內交通外，鄰近區域

的交通亦會受其影響，所以先導計劃可不

包含相關地區，待計劃實行後評估成效及

對鄰近區域的影響，再決定是否擴展電子

道路收費該等地區。星加坡現時乃採用短

距離微波技術收取費用，既可讓駕駛者即

時付款，且操作簡易又不會造成私隱問

題。況且本港已有技術相近的「快易通」

汽車繳費系統，並廣泛應用於各收費公路

及隧道的收費亭運作上，政府大可與私人

企業合作將「快易通」系統加以改良，以

配合電子道路收費的運作需要。政府在計

劃實行前應資助或免費為駕駛者安裝相關

繳費裝置，以減少駕駛者以沒有相關裝置

為藉口逃票的情況，惟後期應由車主自

費安裝。在收費器的設置上，因應收費

系統或會出現訊號接收不良問題，收費

器的數量需要覆蓋一段足夠的距離，以

確保能向每部進入收費區的車輛收取費

用，及避免因排隊繳費而引致的車龍。

    然而，電子道路收費只是整個解決擠

塞問題的核心，若政府未無其他措施或政

策配合，實行電子道路收費只會帶來反效

果。電子道路收費目的在於減少車輛進入

或通過擠塞地區，針對後者，政府應有其

他道路供駕駛者選擇。現時駕駛者如需從

港島北岸前往西區，都必需經過中環，在

實行電子道路收費後，前往西區的駕駛者

將要繳付額外費用或利用較迂迴的路線，

對西區居民造成極大影響。故在實施收費

計劃時，應在港島北提供繞過中上環的替

代路線供來往西區的車輛使用，而興建中

的中環灣仔繞道正提供這樣的功能。換句

話說，為減少對西區居民的影響，收費

計劃應在中環灣仔繞道建成後方實施。

    除此之外，政府必需改變其公共交通

協調政策，放棄貫徹多年的鐵路為骨幹政

策。星加坡電子道路收費之所以成功，其

一原因是當局的公共交通協調政策。星加

坡政府在九十年代提出以「鐵路接送國民

到家門」為理念，陸續興建多條輕便鐵路

連接住宅區及地鐵站，配合其不斷擴展的

地鐵網絡，星加坡近七成地方有鐵路覆

蓋，當中絕大部份地鐵路線均連接中區。

星加坡政府未有因而放棄巴士服務，巴士

服務依舊覆蓋全國大部份地方，但就透過

重組路線以善用資源，並且透過巴士服

務提升計劃（ Bus Service Enhancement 

Scheme ）等措施，購入大量新巴士，開

辦新路線，在改善現有服務同時提供更多

新服務。星加坡政府亦善用資訊科技，推

出手機應用程式，為乘客提供地鐵班次、

巴士路線資料及巴士預計到站時間等資

訊，方使其國民利用公共交通服務。反

觀香港政府，同樣發展鐵路服務，但卻

以此為由，利用服務重組作幌子，大幅

度削減專營巴士及小巴服務。政府一直

任由各交通營運商以商業模式提供交通

服務，導致港鐵故障頻生年賺百億且班

班滿載，卻可以年年加價；巴士服務經常

脫班但重組後班次更不增反減。如此的交

通協調政策，根本不能吸引駕駛者轉用公

共交通工具代步，在這個環境下實行電子

道路收費，駕駛者即使願意轉用公共交通

工具，面對巴士班次疏落，鐵路收費高且

運載力不足的情況，最終只會還原基本

步，對解決擠塞問題無正面影響。政府必

需作出改變，徹底放棄以鐵路為本位的政

策，在繼續發展鐵路網絡外，同時投放資

源改善巴士服務，而非削減巴士服務，一

味將乘客轉移至鐵路，甚至利用資訊科技

提供額外服務如到站時間預報等，令無

論鐵路抑或巴士，都能從中區連接港九各

地，為市民提供更多選擇，增加公共交通

的吸引力。需要有具吸引力公共交通作

配套，實行電子道路收費時，方能為駕

駛者提供自駕外的通勤選擇，對解決擠塞

問題有正面影響。其他的交通政策諸如加

強就違法泊車的執法、凍結私家車數量

等，雖已是老生常談，但政府卻一直未有

積極回應相關政策建議。若實行電子道

路收費，此等交通政策必需同步實行，

與前者相輔相成，全面解決擠塞問題。

中環商業區的塞車問題刻不容緩，電子道

路收費雖然非靈丹妙藥，在香港的情況卻

是最可行且有效的解決方法。筆者作為深

受塞車困擾的港島島民固然舉腳贊成。要

整個電子道路收費計劃成功，政府必需有

全面的計劃和交通政策藍圖，否則只會淪

為所費不菲卻效用成疑的「小白象」。

Source:

http://www.lta.gov.sg/ltaacademy/doc/Aca�-

demic%20paper%20on%20ERP.pdf

http://www.td.gov.hk/mini_site/erphk/down�-

load/document/ERP_PE_Doc_whole_doc_tc.pdf

http://www.onemotoring.com.sg/publish/on�-

emotoring/en/imap.html?param=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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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仍然困擾著解放軍的幾大關鍵技術

文：側衛
排版：沒所謂

一、航空發動機技術

    航空發動機技術幾乎是制約中國航空業的「死穴」。

    一直以來，中國的國產戰鬥機用低旁通比渦扇發動機，一直存在推力過少、壽命太短、不可靠等
嚴重缺陷。因此，在過去十多年，解放軍的大部分第三代戰鬥機的發動機均購自俄羅斯和英國。由於
發動機問題，最新研製的「隱形戰機」 J20 無法達致超音速巡航。也由於發動機問題，中國一直想大
力出口的國產「梟龍」戰機，因為使用俄羅斯製造的 RD93 型發動機，再沒有國產發動機替代下，被
俄羅斯限制出口。此外，對於美俄正在生產，可以提高戰鬥機機動性的向量推力發動機，中國更是望
塵莫及。

    至於國產大旁通比渦扇發動機，則仍在研發階段，沒有實用型號推出，這使得解放軍的所有大型
噴氣式飛機都要使用外國引擎。沒有國產發動機也是國產大型飛機長期未能研發的主要原因之一。現
時，首架國產軍用大型噴射飛機 Y20 仍然要選用俄羅斯發動機；至於首架大型國產民航客機則要選用
英國勞斯萊斯引擎和美國通用公司的引擎。

    航空發動機研發滯後也波及到無人機的研發。現時大部分無人機用航空發動機的壽命，大多以數
十或數百小時計，完全談不上是「耐用」。由於缺乏國產小型大推力的發動機，使中國難以研發像美
國 RQ-9、X-47、「全球鷹」等大型無人機。

二、燃氣發動機技術

通用電氣 LM2500 燃氣輪機

    燃氣發動機對於中國海軍來說是一個陰影。燃氣輪機是高速
軍艦的主要動力來源。八十年代中期，解放軍以 052 級驅逐艦
為基礎，大量引進並掌握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一九九三年，兩
艘 052 級驅逐艦完工，而中國軍方基本國產化了大部分引進的西
方武器。然而該級驅逐艦只建造了兩艘，因為中國無法國產化或
者從美國獲得該艦的 LM2500 燃氣輪機。該型燃氣輪機自上世紀
七十年代推出以來，是世界上大部分軍艦使用的燃氣輪機，而到
現在，中國依然無法生產這種輪機。為建造先進驅逐艦，中國現
在向烏克蘭進口性能稍差的 QC280 燃氣輪機代替，然而直到現
在，中國仍未能夠自行生產合適的軍用艦載燃氣輪機。

    由於烏克蘭生產的發動機數量有限，而且功率較低，較小的
動力使中國海軍的驅逐艦噸位一直被限制在約六千噸左右。現在
解放軍最先進的 052D 型驅逐艦不超過七千噸，使用兩台 QC280 
輪機和兩台國產柴油機；相比之下，美國亞里·勃克級驅逐艦使用
四台 LM2500 輪機，噸位在八千多噸以上（日本版的金剛級可達
一萬噸）。  

AL-31F 發動機

通用電氣 LM2500 燃氣輪機

三、航空母艦艦載彈射器

    目前唯一一款可用的艦載彈射器由美國研發。當初中國從烏克蘭購進「瓦良格」號的時候，曾經
一併買入核動力航空母艦「烏里楊諾夫斯克（Ульяновск）」號航空母艦的所有圖紙，當中
包括研製失敗的蘇聯艦載蒸汽彈射器，然而即使是蘇聯當局，最後也沒有採用這款彈射器，而是採用
滑躍起飛的方式來讓艦載機起飛。因此，解放軍的「遼寧」艦和建造中的航空母艦也是採用滑躍起飛。

    缺乏艦載彈射器，使解放軍航空母艦實際戰鬥力大幅下降：

    首先，缺乏彈射器之下，除了 J15 等艦載戰鬥機以外，其他定翼飛機難以從航空母艦上起飛。預
警機、運輸機、反潛機等多用途飛機，其功能要用直升機代為執行，直接導致航空母艦的預警能力大
幅下降、運輸人員方面的能力不便。比如說，美國艦載預警機 E-2D 「鷹眼」可以偵測距離五百六十
公里內，兩千個以上的飛行目標，並指揮四十批次的攔截機群任務，相比之下，中國的 Z-18 艦載預
警直升機只可以提供一百二十公里左右的探測距離，續航力更是縮水。

    其次是滑躍起飛會使艦載機實際戰鬥力減少。首先，滑躍起飛對艦載機的重量限制非常嚴格，這
意味著艦載機未必可以像使用彈射器的飛機一樣，在全搭載（滿油滿彈）的情況下出擊。由於搭載彈
藥量和油箱均未為最大，其實際攻擊力和作戰半徑（有效作戰範圍的意思）均有所下降。起飛實驗數
據表明： J15 最大安全起飛重量為最大起飛重量的八成七到九成左右，而同期美國航空母艦艦載機為
最大起飛重量起飛。

    另外，滑躍起飛甲板由於是上翹設計，會間接影響飛機停放位和機庫的設計，導致與彈射器起飛
航母相比，滑躍起飛航母的載機量較少。中國的遼寧號航空母艦的滿載排水量為六萬七千噸左右，可
以搭載四十架飛機；相比之下，使用彈射器的法國戴高樂號航空母艦，滿載排水量只有四萬二千噸，
載機量卻與遼寧號相同，都是四十架。這明顯反映了彈射器對航空母艦來說有多重要。

    滑跳式甲板是將航空母艦最前方的飛行甲板的仰角提高。這使得飛機一部份的速度轉為向上的升
力。它的缺點是以此種方式起飛的飛機所能攜帶的武器會少於以蒸氣彈射器起飛的飛機。艦載機的重
量和所需起飛速度都相當高，單憑艦載機本身是不可能在航艦上起飛的，因此需要用彈射器推動艦載
機起飛。

    滑跳式甲板是將航空母艦最前方的飛行甲板的仰角提高。
這使得飛機一部份的速度轉為向上的升力。它的缺點是以此種
方式起飛的飛機所能攜帶的武器會少於以蒸氣彈射器起飛的飛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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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型飛機結構框架

    缺乏製造、設計大型飛機結構框架的能力，使中國製造大型飛機時受到極大的阻力。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上海飛機製造廠啟動「運十」計劃，嘗試在 波音 B707 客機的基礎上研製
一種民航客機，該項目在八十年代下馬，原因在於飛機結構存在過重、強度不足、金屬疲勞等等問題。
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便是中國缺乏建造大型飛機框架的技術。同樣是因為如此，中國很難建造出可靠
的大型飛機，例如民航客機、轟炸機、預警機、運輸機等。

    在目前，除研製中的 Y-20 運輸機之外，中國軍方所有大型軍用運輸機皆從俄羅斯購買，而最大
的量產運輸機為 Y-8 ，是與美國 C-130 同級的中型運輸機。轟炸機方面，中國仍在生產 H-6 轟炸機，
該型轟炸機由蘇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設計，但由於這是中國唯一有能力建造的大型機體，因此中國只
能依靠 H-6 進行戰略轟炸任務。民航機方面，在「運十」計劃失敗後，中國目前推出了 C919 客機，
但同樣由於大型飛機框架問題，其規模僅與 美國 B737 客機 和 歐洲 A320 等短程客機相當。中國離
建造像 B747 或 A380 類似的大型飛機，仍然有一段距離。

五、核潛艇靜音技術

    據美國海軍情報辦公室消息顯示，即使最新的中國「晉」級彈道導彈核潛艇和改良後的「商」級
攻擊型核潛艇都比七十年代蘇聯製造的「維克多」III 級攻擊核潛艇或是「德爾塔」III 級戰略核潛
艇噪音更大。核潛艇技術落後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直到二十年前，設計和建造核潛艇都不是中國的
優先事項 ; 二是設計和建造核潛艇的技術難度非常大。中國在二十年前才開始重視核潛艇，因此無法
很快地獲得必要的技術來有效打造好的核潛艇。目前中國的核潛艇靜音技術由俄羅斯「紅寶石」設計
局提供，當然，設計局提供的並非其最先進的技術。

    過大的核潛艇噪音使敵軍更容易探測到潛艇，增加潛艇出勤的風險。可能由於中國核潛艇靜音技
術落後美國和俄羅斯，中國軍方偏向建造較小型的核潛艇，來降低靜音技術的難度。目前中國最大的
戰略核潛艇為 094 型核潛艇 ，潛航排水量不超過九千噸，比美國、俄羅斯、法國、英國的戰略核潛
艇都小很多。除中國的戰略核潛艇外，其他國家的戰略核潛艇全部超過一萬噸。過小的戰略核潛艇直
接影響到其攜帶的核導彈數量。 094 核潛艇 只能攜帶十二枚彈道飛彈，而其他國家的戰略核潛艇通
常能攜帶十六到二十四枚彈道飛彈。

六、  海基戰略導彈

    除了核潛艇本身外，中國戰略核潛艇攜帶的核導彈，對比其他國家亦相形見拙。中國戰略核潛艇
攜帶的 JL-2 型彈道導彈曾經多次試射失敗。而且， JL-2 的射程較短，只有八千公里左右，不能覆
蓋美國全境，而美國和俄羅斯的彈道導彈射程都超過九千公里。此外，其他國家的戰略導彈一般有十
個以上的分導彈頭，而 JL-2 只有四個，使單個導彈實際上能攜帶的核彈頭進一步減少。

七、反潛技術

    中國周邊國家均擁有為數甚多的潛艇。然而，中國的反潛裝備仍有待改善。

    首先，中國缺乏像美國 P-3C 、 P-8  等大型反潛巡邏機。儘管近兩年中國研製出 「高新六號」
等反潛機，但並未投入量產；相比之下，日本卻擁有一百架 P-3C 反潛機，可以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監
測日本海附近的解放軍潛艇。兩者差距顯而易見。

    海軍方面，目前新型艦艇大多裝備 卡 -27 或 直 -9C 反潛直升機， 但兩者均為七八十年代的設
計，未比能夠有效對抗新型潛艇。再加上大部分主力艦艇側重於防空和反艦能力上，反潛武器大多以
反潛魚雷和反潛火箭深水炸彈為主，然而這兩種武器都是短程武器，很難對潛艇進行有效傷害。目前
的主力艦艇只有 054A 型護衛艦和 052D 型驅逐艦有裝備反潛導彈，然而要和防空導彈共用發射槽，
故配備數目有限。

    目前中國軍方正生產大量的 056 型輕型護衛艦，專職於巡邏和反潛任務。該艦雖然可以停靠直升
機、但因為沒有直升機機庫，使該艦實際上不能長期攜帶直升機，令該艦的反潛能力下降。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defence.pk、sputniknews、naval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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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牛刀
排版：timothio

    《半步詞——由音樂劇到跨媒介的填
詞進路》，是資

深填詞人岑偉宗
的著作，年初出版
了。喜見詞人自道
的書越來越多，得以
觀摩。

    不少要訣出自經驗之談，例如宜填「
人話」，忌「非人話」，不為遷就旋律而
減詞之親切，方可教聽者字字皆曉。試問
詞不易明，又豈能打動人心，動之以情，
感人肺腑？如此則更考驗詞人功力與匠
心；平白自然其實亦須幾番磨練，準備絕
不可免，與「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
之道理如出一轍。

    至於字詞浪漫值之主張，聽來新穎；
極重語感，恕難成理論，然亦可觀之經驗
也。而背後所云的，無非是實物印象、文
化聯想而已，不算艱深。比喻 [1]、意
象，自古有之，沿用者多。脫離既有材料
創作，是不可能的；創作構思不外乎兩
式，以李天命字眼來闡明，便是組合式（
加加減減）、轉換式。有謂破而後立，自
先有物可破。人同此心，有相似情感、共
同課題，而能夠有所共鳴。浪漫值也不例
外。這或者可以是語用學、符號學的研究
課題。

    然而，此等技巧並非中文探究的主
題；實際上本文旨在簡單討論歌詞聲調及
曲樂音調的關係，以及粵語入文的一些議
題。

  
 高
低彳
亍全途上，上下徘徊半步間──

從
《

半
步詞》論粵語聲

調曲
調
互
動以
及粵文前景

粵音歌曲獨有「平仄」：「三四零
二」

    初聞「三四零二」之數字填詞法，乃
得益於「粵語填詞法」網站，後來才知道
此方法源於黃志華先生的《粵語歌詞創作
談》。數字填詞法利用粵語數字聲調多的
特點，將音符轉化成聲調，方便了不諳樂
理的人，包括區區。在探討節拍、音程等
方面的細律前，且容許區區先介紹粵語聲
調。

    一般而言，粵語共有六調，亦有人講
成九聲。此分野乃基於角度有異：九聲指
九個調值，而調值取決於音高與音長；至
於六調，即六個音高，入聲雖短，音高與
其他聲調卻有重疊之處，故音高共有六
個。粵語聲調亦有十聲之說，將高降調（
調值53）視為第十聲，以往有辨義作用，
今與高平調（調值55）不分 [2]，故不為
本文採用。變調在此也不贅。

    接着分別從傳統分法（平仄）及現代
語言學知識表述、分辨各聲調。

    傳統分法依循如下兩項：一、平仄（
上去入）四聲；二、陰陽。入聲短促急收
藏，音長已先幫助我們將四聲分為兩堆：

首六聲為平上去聲，最後三聲則為入
聲。非入聲中前三者為陰（較高音），
後三者為陽（較低音），依次為陰平、
陰上、陰去、陽平、陽上、陽去。入聲
之所以短促急收藏，乃-p, -t, -k塞音
韻尾所致；三個入聲音高分別與陰平、
陰去、陽去相同，分別為上陰入（稍
高，亦曰陰入）、下陰入（稍低，亦曰
中入）、陽入。

    現代語言學則描述聲調輪廓。非入
聲調型依次為高平（55）、高升（35
）、中平（33）、低降（21）、低升
（13/23）、低平（22）；入聲音長更
短，調值分別是5、3、2。當然，這是有
如教科書的描述，香港當代粵語不見得
如此。也有以線條變化顯示音高變化的
方法，叫做五度標音法，一般會認為由
趙元任提出。

    附表說明，一目了然 [3]。再附以
下音例：

平 仄

上 去 入

陰
55 高平

叁 1

35 高升

玖2

33 中平

肆3

5 高入
壹/柒7

陽
21 低降

零4

13/23 低升

伍5

22 低平

貳6a

3 中入
捌8

2 低入
陸/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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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非入聲中前三者為陰（較高音），
後三者為陽（較低音），依次為陰平、
陰上、陰去、陽平、陽上、陽去。入聲
之所以短促急收藏，乃-p, -t, -k塞音
韻尾所致；三個入聲音高分別與陰平、
陰去、陽去相同，分別為上陰入（稍
高，亦曰陰入）、下陰入（稍低，亦曰
中入）、陽入。

    現代語言學則描述聲調輪廓。非入
聲調型依次為高平（55）、高升（35
）、中平（33）、低降（21）、低升
（13/23）、低平（22）；入聲音長更
短，調值分別是5、3、2。當然，這是有
如教科書的描述，香港當代粵語不見得
如此。也有以線條變化顯示音高變化的
方法，叫做五度標音法，一般會認為由
趙元任提出。

    附表說明，一目了然 [3]。再附以
下音例：

    平上去聲：詩史試時市事、番茄醬
牛腩麵、三碗細牛腩麵（走茄醬版）、
歡喜到流眼淚（開心版）、傷感到流馬
尿（傷心版）、叁玖肆零伍貳（此關乎
下文「三四零二」填詞數字訣）
入聲（-ip韻）：喼、摺、葉

    「三四零二」便是利用粵語聲調特
徵而提出的。數字訣不看音長，表中入
聲數字不予考慮。想填入聲，應視乎拍
子音長。數字訣重聲調輪廓之「終點」
而非「起點」，所以「三九四零五二」
可以精簡，「三」（55）「九」（35）
、「四」（33）「五」（13/23）兩組
殊途同歸相同「終點」，各自可歸為同
類。於是「三四零二」就成為通則，取
決於音程，相對地對應數字聲調。有時
亦考慮節拍（輕重拍、連音、快慢）、
（常用而）非同調的歧義字等；此外，
正如書中所述（頁223），既可低八度，
也可高八度。這些是「三四零二」的細
律了。重拍避填虛字、斷句及意義單位
順應旋律脈絡（節奏），書中皆有論及
（頁55）。其他細節茲闡明如下：

一、「四三」音為快拍
音符者，可代以「九」
（35），運用其高升輪
廓特性，由於「起點」
同「四」而終點同「

三」，快速滑過仍不失
順暢。「四三」連音可
拆，可用單字「九」。

二、「三四」連音大可
以「三」處理，亦可
拆。

三、有時前音為「三」

平 仄

上 去 入

陰
55 高平

叁 1

35 高升

玖2

33 中平

肆3

5 高入
壹/柒7

陽
21 低降

零4

13/23 低升

伍5

22 低平

貳6a

3 中入
捌8

2 低入
陸/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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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二二」或可成「零零」，此音
程之尷尬也。故此所謂一字一音之絕對
刻板印象絕不適用。

四、歧義字同樣不可忽略。常用者是可
以令聽者先入為主的。《高山低谷》副
歌「我努力去生存」句的「生存」應為
「三四」而非「三零」，故「生存」並
不合樂，然而由於沒有sang1 cyun3（
「生串」）的有意意義配搭，仍無礙理
解。即使原字叶音，亦因為有更常用的
異調聲音配搭而使聽者聯想到另一字
詞。《唉依家啲情侶》 [4] 副歌「原來
我是」的「我是」（「四二」）和「故
事」、「意義」、「幼稚」、「美麗」

、「約誓」都合律，然則我們很容易會
聽成「屙屎」。廣東話係聲調語言，聲
調不同就自然有歧義。此為雙刃劍也，
皆因可以反其道而行，解決不太合律的
問題。

五、順帶一提一個取自黃志華先生Face-
book討論的特例 [5]。粵樂《平湖秋
月》開始三個音是mi mi so，照理「二
二四」最合音，但一直以來詞人填的卻
是「零零零」或「零～零」，有若將「
聞聞渠」唱成「問問佢」，聽起來跟「
麥麥送」、「望白雪」、「落大雨」、
「十六歲」、「又夜瞓」、「扮上菜」
、「掉垃圾」一樣。音程相近，「二」
「零」尚且不算太拗，且可用歌唱技巧

搭救，但最後「四」是難以接受的。偏
偏譜成「零零零」或「零～零」卻似乎
變成傳統，全部照跟，無一例外。

    其他範疇，譬如黃志華先生Face-
book上談論的難譜詞／易譜詞，尚待探
究，聲調和音調關係的語言學研究成
果，亦非區區所長，因而就此打住，先
告一段落。無論如何，「三四零二」除

了為無樂理知識者大開方便之門，更大
大減低了先詞後曲的難度。先詞後曲之
新平仄，使作曲填詞者於「『無曲』與
『有曲』之間」遊走，正如新詩格律派
（頁225）在框框之中開闢自由空間，實
是大有可為。先詞後曲確不是新鮮事。
那麼，就舉一個即席為歌詞譜曲的實例 
[6]，使諸君感受一下「無曲」與「有
曲」的過渡，也可試從「三四零二」的
角度去看。

    時維一九八一年，作曲家顧嘉煇第
二次赴美深造在即，群星為其踐別，顧
氏獲邀即席譜曲。鄭國江、鄧偉雄、黃
霑三位，都是響噹噹的大詞人。鄭黃同

盧國沾七十年代「三分天下」。至於鄧
偉雄，用例子答你：《楚留香》正正出
自他與黃霑兩位手筆，「千山我獨行不
必相送」真心型到震，瀟灑到一個點，
簡直就係火腩飯潮文結尾的寫照。

    歌詞如下：

「為你我獻上心韻，似清風吹遍，令世
界再現優美，像春到大自然，
為你我創作佳韻，好歌家家響遍，旋律
細訴百樣情懷，誠意始終不變，
寫出那綿綿意，動人肺腑，胸襟中傾出
光芒萬千，
譜出那人情暖，在人世間，嘉煇名傳萬
世，將心聲獻。」

    轉換成數字，就是：

2444434 43334 2444234 234220
2444434 333334 02444200 043334
334004 2043 333333023
334004 2043 330024 3334

    這麼快作到，一半歸功於顧許，一
半歸功於詞人。此話何解？留意，每行
頭兩句，兩行一對地看、讀，會發現
聲調近乎一樣，這樣各自音樂才可以重
覆。詞人心目中早就有大致的旋律，重
覆樂句，方便顧氏倒「猜」出來。三位
果然名不虛傳。

    了解過後，想必認同「三四零二」
是能夠準確解釋以至預測旋律走向的詞
壇理論。作者岑偉宗亦在書中分享應用
經驗。期望有更多實踐，也希望理論可
以更臻完善。

思而後行：普及粵語入文
的絕妙試驗場

    最後的部份，不涉及技巧層面，乃
轉而從歌詞放眼粵語寫作（又稱粵語書
寫）的前景。

    粵語寫作，殊非最近之事，傳統可
追溯至明末木魚書，其來有自。歌曲來
講，粵謳、粵曲固然傳承已久，粵語流
行曲「史前史」[7]亦不乏此等作品，就
如《唔嫁》（頁64-65）；其後許冠傑、
黎彼得的經典名曲，以及黃霑等人的努
力，亦是有目共睹。奈何聽眾對於粵語
流行曲全口語化反應極差，黃霑本人也
就此罷休，不求主動推動 [8]。二零零
二年，黃偉文、伍樂城的「新廣東歌運
動」，迴響不甚理想。之後粵文填詞作
品數量在主流明顯大減，就算不斷，不
過寥寥，《你講你愛我》、《男子組》
、《覺醒字幕組》、《樂壇風雲》、
《Allegro, Opus 3.3 am》、《大殉
情》電台宣傳歌（頁234-5）、《帶子麻
甩》（頁271）等，堪比零零丁丁小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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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為無樂理知識者大開方便之門，更大
大減低了先詞後曲的難度。先詞後曲之
新平仄，使作曲填詞者於「『無曲』與
『有曲』之間」遊走，正如新詩格律派
（頁225）在框框之中開闢自由空間，實
是大有可為。先詞後曲確不是新鮮事。
那麼，就舉一個即席為歌詞譜曲的實例 
[6]，使諸君感受一下「無曲」與「有
曲」的過渡，也可試從「三四零二」的

角度去看。

    時維一九八一年，作曲家顧嘉煇第
二次赴美深造在即，群星為其踐別，顧
氏獲邀即席譜曲。鄭國江、鄧偉雄、黃
霑三位，都是響噹噹的大詞人。鄭黃同

盧國沾七十年代「三分天下」。至於鄧
偉雄，用例子答你：《楚留香》正正出
自他與黃霑兩位手筆，「千山我獨行不
必相送」真心型到震，瀟灑到一個點，
簡直就係火腩飯潮文結尾的寫照。

    歌詞如下：

「為你我獻上心韻，似清風吹遍，令世
界再現優美，像春到大自然，
為你我創作佳韻，好歌家家響遍，旋律
細訴百樣情懷，誠意始終不變，
寫出那綿綿意，動人肺腑，胸襟中傾出
光芒萬千，
譜出那人情暖，在人世間，嘉煇名傳萬
世，將心聲獻。」

    轉換成數字，就是：

2444434 43334 2444234 234220
2444434 333334 02444200 043334
334004 2043 333333023
334004 2043 330024 3334

    這麼快作到，一半歸功於顧許，一
半歸功於詞人。此話何解？留意，每行
頭兩句，兩行一對地看、讀，會發現
聲調近乎一樣，這樣各自音樂才可以重
覆。詞人心目中早就有大致的旋律，重
覆樂句，方便顧氏倒「猜」出來。三位
果然名不虛傳。

    了解過後，想必認同「三四零二」

是能夠準確解釋以至預測旋律走向的詞
壇理論。作者岑偉宗亦在書中分享應用
經驗。期望有更多實踐，也希望理論可
以更臻完善。

思而後行：普及粵語入文
的絕妙試驗場

    最後的部份，不涉及技巧層面，乃
轉而從歌詞放眼粵語寫作（又稱粵語書
寫）的前景。

    粵語寫作，殊非最近之事，傳統可
追溯至明末木魚書，其來有自。歌曲來
講，粵謳、粵曲固然傳承已久，粵語流
行曲「史前史」[7]亦不乏此等作品，就
如《唔嫁》（頁64-65）；其後許冠傑、
黎彼得的經典名曲，以及黃霑等人的努
力，亦是有目共睹。奈何聽眾對於粵語
流行曲全口語化反應極差，黃霑本人也
就此罷休，不求主動推動 [8]。二零零
二年，黃偉文、伍樂城的「新廣東歌運
動」，迴響不甚理想。之後粵文填詞作

品數量在主流明顯大減，就算不斷，不
過寥寥，《你講你愛我》、《男子組》
、《覺醒字幕組》、《樂壇風雲》、
《Allegro, Opus 3.3 am》、《大殉
情》電台宣傳歌（頁234-5）、《帶子麻
甩》（頁271）等，堪比零零丁丁小貓

三四隻。近年的非主流、地下音樂在悲
觀形勢中倒不妄自菲薄，ToNick、神奇
膠、《喜愛射毛》、《你老闆》等等，
總算留下幾抹異彩。更多例子可見拙文
〈擴闊對粵語填詞嘅想像〉（原載於《
振翅22.4》，後有修訂）[9]。

    其實拙文早已提倡過粵語入詞，也
指出了某些誤解是源於錯覺。有見書中

提出了一些相關的內容，正好藉此澄清
一些概念，鞏固先前的看法。譬如書中
用語「語感分層」（雅妙趣俗鄙），其
實就是風格（style），文字而言則可稱
文體，至於語感，只是（第一）語言用
者的感覺而已。更重要的是，認為某些

「語感」（風格）專屬口語（粵語），
某些專屬書面（官話白話文／華文／中
文），是很奇怪的想法。背景、場合、
語域（register），才是風格所對照
的。長話短說，索性搬出先前拙文立法
會會議的例證來說明：發言，以議題為
本，述以有規範的、表現出教養的、為
上流接受的用語，風格因而趨於莊重、
得體，並無因為口語性質而有絲毫牴
觸。

本字考據舉證須嚴謹　通
用粵字開創新時代

    另外，岑先生對於本字或是「正
字」推崇備至，區區是不以為然的。高
舉所謂「正」字，捨棄描述主義，貶損
日常生活通用的忠實表現，固然不利辨
識使用而不切實際（譬如相信是源於客
家話的「啲」不能藉本字「滴」反映粵
音，「D」倒還比它接近），亦把粵字
規範化繩於略帶虛妄的標準，無視歷經
民間自發爭鳴的傳統（粵劇劇本正是如
此，稱之為傳統，有根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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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漢語系近親語言的大量共通詞、
長年的華文教育、便利的造字用字方
法，促使粵文書寫系統採漢字為主流形
式 [10]，但漢字並非萬能：粵語有大
量高頻率基本詞並無傳統漢字寫法，
多是百越底層使然；外語（潮、客、英
語等）借詞在地化程度各異，漢字僅為
表音，甚至連漢字也不用，直接用外語
字。Robert Bauer包睿舜對漢字的感
情、只以漢字寫粵語的建議，美言是情
有獨鍾，恐怕是昧於執迷。

    實務而言，本字的學術考據中，嚴
謹者少，稍可信者如陳伯煇者不多。源
頭訛誤多不多姑且不論，大體而言，彭

志銘從詹憲慈《廣州語本字》、孔仲南
《廣東俗語考》，曾焯文從魯、孔、
彭、潘（永強），一味靠抄、照單全收
的，最多只是採集者，無甚考證，更有
以訛而訛之虞。譬如「呢（ni1或nei1）
／依（ji1）」廣泛存在於壯侗語族、苗
瑤語族等諸語，語法功能無異；因為「
爾」的中古漢語唐音讀作/njiɛ̌/而推
「爾」為本字，只見牽強。

    然而，如果有廣為接納、漸成主流
者，基於描述主義的觀點，不應排拒。
「攰」的寫法，是林佐瀚在電視節目《
每日一字》宣揚後普及起來的，已成定
式，此前《廣州話字典》記載的「癐」
，今日未必多人曉得。

    總言之，本字宜留於學術，粵語字
以通用字（「俗字」）為本，方為適
合。寄望香港人能堂堂正正寫粵文，風
格多樣，使用領域廣泛，直抒胸臆，開
創粵語書寫的新時代。

亟待入詞復興推廣粵文　
民族立本文化內強外揚

    最後，謹此感謝岑偉宗先生大方表
述心得。拜讀大作，受益匪淺，且於思
索上文問題屢受啟發，致使迅即彙整議
題，理順思路，而成此文。尤受「回歸
本土」（頁213）四字觸動，冒昧拋磚，
但求感召同道，復興粵語填詞，一則推
廣粵文，破除「不可寫」、「不登大雅
之堂」之迷思，二則鞏固文化認同，滋
養我香港國族之本，弘揚文化魅力。也
算是獻給萌芽初長的香港文化─公民民

族主義[11]的一點心意吧。

[1] 甚至不限於修辭比喻，而係語意、語用中的「比喻」，融入了在語言之中的「比喻」，不限於字
詞引申義。詳見 【HUMA2010 -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課堂大綱：http://www.huma.
ust.hk/teaching_learning/files/2015fall/HUMA2010.pdf

[2] http://www.cantonese.asia/portal.php?mod=view&aid=817

[3] 另可參見「港大粵語」製圖，外國朋友也能明瞭：https://www.facebook.com/hkucantonese/pho-
tos/a.318320411673607.1073741828.318266465012335/345941752244806/?type=3&theater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U0FIZNAi4Q

[5] https://www.facebook.com/wcwah/posts/10153473820364405

[6] https://youtu.be/jyqHejTkvx8

[7] 一般人視《鐵塔凌雲》、《啼笑姻緣》為廣東流行曲的分水嶺。「史前史」乃係針對此前之歷史。
此亦黃志華先生之專攻也。

[8] 呼籲捐款的《讀書郎》改詞以粵語寫成，相信是出自其手，不能斷言黃氏放棄粵文填詞：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tCTUY9y7c2U

[9]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7%89%9B%E5%88%80/%E6%93%B4%E9%97%8A%E5%B0%8D%E7%B2%B5
%E8%AA%9E%E5%A1%AB%E8%A9%9E%E5%98%85%E6%83%B3%E5%83%8F/391908774336571

[10] 粵文書寫系統各大形式概覽的經典研究可見Bauer, R. (1988). Written Cantonese of Hong 
Kong.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17(2), 245-293. doi:10.3406/clao.1988.1272 
及 Cheung, K., & Bauer, R. (2002). The representation of Cantonese with Chinese charac-
ter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8, i-viii,1-487,489.

[11] 取自楊長鎮的評論：http://www.intercity.com.tw/2016/01/29/212/。一般來說，公民民族主義
及文化民族主義，雖對立卻絕非排斥。港大學苑《香港民族論》提倡香港公民民族主義，同時強調香港
有獨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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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入詞復興推廣粵文　
民族立本文化內強外揚

    最後，謹此感謝岑偉宗先生大方表
述心得。拜讀大作，受益匪淺，且於思
索上文問題屢受啟發，致使迅即彙整議
題，理順思路，而成此文。尤受「回歸
本土」（頁213）四字觸動，冒昧拋磚，
但求感召同道，復興粵語填詞，一則推
廣粵文，破除「不可寫」、「不登大雅
之堂」之迷思，二則鞏固文化認同，滋
養我香港國族之本，弘揚文化魅力。也
算是獻給萌芽初長的香港文化─公民民

族主義[11]的一點心意吧。

[1] 甚至不限於修辭比喻，而係語意、語用中的「比喻」，融入了在語言之中的「比喻」，不限於字
詞引申義。詳見 【HUMA2010 -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課堂大綱：http://www.huma.
ust.hk/teaching_learning/files/2015fall/HUMA2010.pdf

[2] http://www.cantonese.asia/portal.php?mod=view&aid=817

[3] 另可參見「港大粵語」製圖，外國朋友也能明瞭：https://www.facebook.com/hkucantonese/pho-
tos/a.318320411673607.1073741828.318266465012335/345941752244806/?type=3&theater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U0FIZNAi4Q

[5] https://www.facebook.com/wcwah/posts/10153473820364405

[6] https://youtu.be/jyqHejTkvx8

[7] 一般人視《鐵塔凌雲》、《啼笑姻緣》為廣東流行曲的分水嶺。「史前史」乃係針對此前之歷史。
此亦黃志華先生之專攻也。

[8] 呼籲捐款的《讀書郎》改詞以粵語寫成，相信是出自其手，不能斷言黃氏放棄粵文填詞：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tCTUY9y7c2U

[9]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7%89%9B%E5%88%80/%E6%93%B4%E9%97%8A%E5%B0%8D%E7%B2%B5
%E8%AA%9E%E5%A1%AB%E8%A9%9E%E5%98%85%E6%83%B3%E5%83%8F/391908774336571

[10] 粵文書寫系統各大形式概覽的經典研究可見Bauer, R. (1988). Written Cantonese of Hong 
Kong.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17(2), 245-293. doi:10.3406/clao.1988.1272 
及 Cheung, K., & Bauer, R. (2002). The representation of Cantonese with Chinese charac-
ter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8, i-viii,1-487,489.

[11] 取自楊長鎮的評論：http://www.intercity.com.tw/2016/01/29/212/。一般來說，公民民族主義
及文化民族主義，雖對立卻絕非排斥。港大學苑《香港民族論》提倡香港公民民族主義，同時強調香港
有獨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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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寫好 CV 而不失霸氣       
 
投稿︰理恆
排版：沒所謂

    不論你是中學或大學畢業，出來面試找工作，CV（履歷表）是吸引僱主眼球的重要工具。
一份寫得密密麻麻的 CV，總比一份冷冷清清、廖廖數字的好。特別在香港這個競爭激烈的社
會，當「周街都係大學生」的時候，如何於眾人中突圍而出，就要靠一份完美的 CV 來改寫你
的事業道路！

    說倒是容易，怎樣才是一份「完美的」CV？我們先要知道一份CV大概的組成部分。第一，
個人資料，此部分包括你的姓名、年齡、性別等等；第二，教育程度，列出你畢業的學校及
年份；第三，技能，列出你個人特別擅長的技能；第四，工作經驗，列出你過往曾經的工作；
第五，成就，列出你曾經獲得的獎項或擔任過的職務。

    老實說，以上五項只是一份 CV 大概的組成部份，還有很多不同的項目，但此五項算是主
要部份，故無礙是次討論。但那一部份才能吸引僱主的眼球呢？

    先討論「個人資料」。其實每一個人的個人資料，於僱主眼中都是千遍一律，無甚奇特。
僱主看後，往往是過眼雲煙，於腦海中稍縱即逝。除非你的個人照片可愛迷人、美若天仙，
或奇醜異常，否則都不會引起僱主一秒的注意。正所謂「人類總是被外貌欺騙」。只要你長
得稍帥或美，便更容易先得別人的注意和好感。幸運的話，用外貌把所有人都騙倒，然後被
人捧上去做「大佬」。縱然日後被揭穿自己沒有「餡子」(材能 )，位置坐穩了，下面的人也
奈你不何。大不了內部爭執較多，平日工作見面時互不瞅睬，氣氛僵硬一點。但只要懂得包
裝自己成「貴人事忙」的人物，找些藉口推卻出席會議，內部的工作自然有人完成，自己不
但不用出力，更成為外人眼中的「大人物」，受外人敬佩，多好！

    「教育程度」則容易談啦。只要你讀過的學校有一定名氣，而且與政治有少些瓜葛，自
然更易引起僱主的注意。君不見父母為子女走遍名校，只為了子女有更美好的將來。縱然要
在名校附近花幾千元租一間屋，獲取假的地址證明，以增加子女入讀名校的機會，父母也在
所不惜。可見「名氣」的重要性。所以，若在大學時期想寫好未來的CV，一定要加入學生會。
縱然你加入後並沒有甚麼貢獻，這個「名」你是有的了。另外，「政治冷感」絕對能為你帶
來更好的待遇。現在香港政治上的對立情緒激烈。若稍一不慎，被僱主知道你的政治取向，
只得兩個下場︰一，被升職；二，被辭職。當中風險甚大。若然你是「政治冷感」，能更集
中於工作上，僱主亦傾向聘用你。君不見科大畢業生被譽為受僱主歡迎？正是「政治冷感」
帶來的好處。在大是大非的議題上，先要清楚僱主或大多數人的想法，然後加以附和，便能
於職場上立於不敗之地。

    談到技能一項，則不得不指出「語言藝術」的重要性。任何工作上所需的技能，都不是
使你步步高升的主要因素。打字、設計……除非你申請的工作是專業的，否則這些都不能吸
引僱主的眼光。因此「技能」一項，本身很難使你突圍而出。雖然，你必需具備「溝通技巧」。

只要你說話時懂得迴避問題，回答得面面俱到，自然能討人歡心，升職也更容易。縱然你沒
有「餡子」，一張三寸不爛之舌，足以助你應付各方責難。香港政府的官員不就是成功的例
子嗎？動輒拋出「中央政府」、「基本法」等字眼，若然問題過於敏感，則打道回府，迴避
不答。不但減少得罪人的機會，更重要是能討好「阿爺」。日後「撈」了一個政協回來，名
利雙收，安枕無憂矣。若套用於大學「上莊」，則道理一樣。做 P 的不一定要有材能，但一
定要有「口」。縱然在會議上被各人問責，說你如何如何無能、如何如何 Free-ride ，一將
靈巧圓滑的嘴，能將你起死回生、反敗為勝。涉及 Free-ride 的，則搬出甚麼「做 project 
」等原因，特別當其他人對所謂 Project 並沒有絲毫了解時，便能說得天花龍鳳，使對方默
言；涉及敏感議題的，則帶眾人「繞花園」數遍，在眾人頭昏腦脹、努力思索你的話語之際，
馬上進入下一個議題，便不易露出馬腳了；涉及個人責任時，大用「A 字膊」的功夫，巧妙
地把責任推卻其他人，使他們心中有愧，削弱他們的攻勢，強化自己的理據。若能把「語言
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騙倒所有人，自然沒有人敢責難你。「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此之謂也。

    說到工作經驗，則必需提及  Internship（實習） 。對於初初踏入社會，亳無工作經驗 
( 或只有很少 ) 的年青人而言，Internship 是為日後寫好 C V 的最佳途徑。一個具備相關工
作經驗的員工，能更早投入工作、跟上進度，故較易獲僱主垂青。特別在大學期間，有不少
難能可貴的實習機會。這些機會為你「完美的 C V 」打好根基，故大可為了 Internship 而 
Free-ride 任何活動，例如「上莊」。即使其他莊員對你的 Free-ride 不滿，你大可拋出一
句「有錢點解唔攢？」來反問他們，使他們無言以對，讓你繼續享受 Internship 帶來的好
處。要知道在現今社會，每一個人早晚都要為自己的未來打算。你只不過比你的莊員更早開
始準備，並無不妥。你甚至應該向他們大談 Internship 的重要性，讓他們對你心悅誠服時，
認同你的價值觀時，便能順利地將 Free-ride 合理化了。

    最後還有成就，此項多有賴父母對你的投資及培養。若你從小便學樂器、畫畫、參加朗
誦比賽等等，獲獎無數，你的 CV 自然密密麻麻，有絕對的優勢。縱然沒有，也不要緊，還
能在大學中擔任些重要職務，豐富你的 CV。特別是學生會架構，其名氣比任何的社團大。「 
第某屆某某大學學生會會長 」、「第某屆某某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副總裁」等等的銜頭，
是多麼有力、多麼有氣勢！即使你沒有「餡子」，僱主不會知道、也無從知道真相。但 CV 
上這樣的一個銜頭，絕對能增加僱主對你的興趣。若然他問你具體的職務，便大耍「語言藝
術」，將自己「曾經所做的」一一列舉。雖然你在說謊，但已成功引起僱主的注意了！有甚
麼比這更重要！

    世上總有批評「追求 CV」的聲音。然而處於競爭激烈的香港，為了自己的將來，追求 CV
又有甚麼錯？那些滿口「仁義禮智」、自以為有原則的人，表面上大義凜然，說穿了，其實
是固執。固執於虛無漂渺的所謂「原則」，抱著孔孟等聖人的道理，站在道德高地，批評追
求 CV 之人唯利是圖，其實自己早晚也要為自己的 CV 打算。若然你反問他們「原則可以當飯
食嗎？」、「甚麼是原則？」，這些自以為是的人恐怕只能心有怒氣而無言可駁。這些人最
虛偽、最幼稚、最沒有資格批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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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你是中學或大學畢業，出來面試找工作，CV（履歷表）是吸引僱主眼球的重要工具。
一份寫得密密麻麻的 CV，總比一份冷冷清清、廖廖數字的好。特別在香港這個競爭激烈的社
會，當「周街都係大學生」的時候，如何於眾人中突圍而出，就要靠一份完美的 CV 來改寫你
的事業道路！

    說倒是容易，怎樣才是一份「完美的」CV？我們先要知道一份CV大概的組成部分。第一，
個人資料，此部分包括你的姓名、年齡、性別等等；第二，教育程度，列出你畢業的學校及
年份；第三，技能，列出你個人特別擅長的技能；第四，工作經驗，列出你過往曾經的工作；
第五，成就，列出你曾經獲得的獎項或擔任過的職務。

    老實說，以上五項只是一份 CV 大概的組成部份，還有很多不同的項目，但此五項算是主
要部份，故無礙是次討論。但那一部份才能吸引僱主的眼球呢？

    先討論「個人資料」。其實每一個人的個人資料，於僱主眼中都是千遍一律，無甚奇特。
僱主看後，往往是過眼雲煙，於腦海中稍縱即逝。除非你的個人照片可愛迷人、美若天仙，
或奇醜異常，否則都不會引起僱主一秒的注意。正所謂「人類總是被外貌欺騙」。只要你長
得稍帥或美，便更容易先得別人的注意和好感。幸運的話，用外貌把所有人都騙倒，然後被
人捧上去做「大佬」。縱然日後被揭穿自己沒有「餡子」(材能 )，位置坐穩了，下面的人也
奈你不何。大不了內部爭執較多，平日工作見面時互不瞅睬，氣氛僵硬一點。但只要懂得包
裝自己成「貴人事忙」的人物，找些藉口推卻出席會議，內部的工作自然有人完成，自己不
但不用出力，更成為外人眼中的「大人物」，受外人敬佩，多好！

    「教育程度」則容易談啦。只要你讀過的學校有一定名氣，而且與政治有少些瓜葛，自
然更易引起僱主的注意。君不見父母為子女走遍名校，只為了子女有更美好的將來。縱然要
在名校附近花幾千元租一間屋，獲取假的地址證明，以增加子女入讀名校的機會，父母也在
所不惜。可見「名氣」的重要性。所以，若在大學時期想寫好未來的CV，一定要加入學生會。
縱然你加入後並沒有甚麼貢獻，這個「名」你是有的了。另外，「政治冷感」絕對能為你帶
來更好的待遇。現在香港政治上的對立情緒激烈。若稍一不慎，被僱主知道你的政治取向，
只得兩個下場︰一，被升職；二，被辭職。當中風險甚大。若然你是「政治冷感」，能更集
中於工作上，僱主亦傾向聘用你。君不見科大畢業生被譽為受僱主歡迎？正是「政治冷感」
帶來的好處。在大是大非的議題上，先要清楚僱主或大多數人的想法，然後加以附和，便能
於職場上立於不敗之地。

    談到技能一項，則不得不指出「語言藝術」的重要性。任何工作上所需的技能，都不是
使你步步高升的主要因素。打字、設計……除非你申請的工作是專業的，否則這些都不能吸
引僱主的眼光。因此「技能」一項，本身很難使你突圍而出。雖然，你必需具備「溝通技巧」。

只要你說話時懂得迴避問題，回答得面面俱到，自然能討人歡心，升職也更容易。縱然你沒
有「餡子」，一張三寸不爛之舌，足以助你應付各方責難。香港政府的官員不就是成功的例
子嗎？動輒拋出「中央政府」、「基本法」等字眼，若然問題過於敏感，則打道回府，迴避
不答。不但減少得罪人的機會，更重要是能討好「阿爺」。日後「撈」了一個政協回來，名
利雙收，安枕無憂矣。若套用於大學「上莊」，則道理一樣。做 P 的不一定要有材能，但一
定要有「口」。縱然在會議上被各人問責，說你如何如何無能、如何如何 Free-ride ，一將
靈巧圓滑的嘴，能將你起死回生、反敗為勝。涉及 Free-ride 的，則搬出甚麼「做 project 
」等原因，特別當其他人對所謂 Project 並沒有絲毫了解時，便能說得天花龍鳳，使對方默
言；涉及敏感議題的，則帶眾人「繞花園」數遍，在眾人頭昏腦脹、努力思索你的話語之際，
馬上進入下一個議題，便不易露出馬腳了；涉及個人責任時，大用「A 字膊」的功夫，巧妙
地把責任推卻其他人，使他們心中有愧，削弱他們的攻勢，強化自己的理據。若能把「語言
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騙倒所有人，自然沒有人敢責難你。「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此之謂也。

    說到工作經驗，則必需提及  Internship（實習） 。對於初初踏入社會，亳無工作經驗 
( 或只有很少 ) 的年青人而言，Internship 是為日後寫好 C V 的最佳途徑。一個具備相關工
作經驗的員工，能更早投入工作、跟上進度，故較易獲僱主垂青。特別在大學期間，有不少
難能可貴的實習機會。這些機會為你「完美的 C V 」打好根基，故大可為了 Internship 而 
Free-ride 任何活動，例如「上莊」。即使其他莊員對你的 Free-ride 不滿，你大可拋出一
句「有錢點解唔攢？」來反問他們，使他們無言以對，讓你繼續享受 Internship 帶來的好
處。要知道在現今社會，每一個人早晚都要為自己的未來打算。你只不過比你的莊員更早開
始準備，並無不妥。你甚至應該向他們大談 Internship 的重要性，讓他們對你心悅誠服時，
認同你的價值觀時，便能順利地將 Free-ride 合理化了。

    最後還有成就，此項多有賴父母對你的投資及培養。若你從小便學樂器、畫畫、參加朗
誦比賽等等，獲獎無數，你的 CV 自然密密麻麻，有絕對的優勢。縱然沒有，也不要緊，還
能在大學中擔任些重要職務，豐富你的 CV。特別是學生會架構，其名氣比任何的社團大。「 
第某屆某某大學學生會會長 」、「第某屆某某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副總裁」等等的銜頭，
是多麼有力、多麼有氣勢！即使你沒有「餡子」，僱主不會知道、也無從知道真相。但 CV 
上這樣的一個銜頭，絕對能增加僱主對你的興趣。若然他問你具體的職務，便大耍「語言藝
術」，將自己「曾經所做的」一一列舉。雖然你在說謊，但已成功引起僱主的注意了！有甚
麼比這更重要！

    世上總有批評「追求 CV」的聲音。然而處於競爭激烈的香港，為了自己的將來，追求 CV
又有甚麼錯？那些滿口「仁義禮智」、自以為有原則的人，表面上大義凜然，說穿了，其實
是固執。固執於虛無漂渺的所謂「原則」，抱著孔孟等聖人的道理，站在道德高地，批評追
求 CV 之人唯利是圖，其實自己早晚也要為自己的 CV 打算。若然你反問他們「原則可以當飯
食嗎？」、「甚麼是原則？」，這些自以為是的人恐怕只能心有怒氣而無言可駁。這些人最
虛偽、最幼稚、最沒有資格批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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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蛋革命－暴動背後
撰文：傲霜

排版：緋雨傾城

新春本來是個普天同慶的日子，然而旺角卻爆發了嚴重的警民衝突。香
港社會再次走向兩極化，非黑即白，有人稱它為「革命」，也有人稱它
為「暴亂」；有人稱示威者為「勇士」，也有人稱他們為「暴徒」。究
竟真相是如何？我們日常接觸到的資訊又有幾分偏頗？

起因？
顧名思義，魚蛋革命就是和街邊販賣魚蛋的小販有關。每逄農曆新年，
旺角、深水埗等地都會有大量無牌小販營業，形成夜市，通常都會是人
山人海，熱鬧得很。儘管這些小販是無牌營業，他們早已成香港的特色，
因為政府過往對此一般還是睜一眼，閉一眼。然而食環今年無視民意反
對，嚴厲掃蕩各區夜市，以至後來有市民親身聲援夜市小販。

責任？
也許你會感到疑惑，這樣的情況也能導致暴動發生？沒錯，簡單來說，
就是示威者及警察雙方都不肯退讓，示威者向警方叫罵、警方向示威者
施放胡椒噴霧、示成者投擲雜物還擊、警方再以警棍還擊…… 最終甚至
有警員向天開槍。經過雨傘革命，市民對警方反抗程度加大，但警方依
舊態度強硬。如果警方當時願意先暫緩打壓小販，與市民進行談判，事
情又會否演變成這個局面呢？

渲染？
事件發生後，港府隨即將其定為「暴亂」，並強烈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主流媒體也將示威者塑造成窮凶極惡的暴徒。又有人說，這只是赤化了
的媒體的選擇性報導而已。你信嗎？

有人特意比較了無線對這個革命及另一不相關示威的報導。筆者覺得值
得一看，在這裏也分享一下。對於魚蛋革命，無線的報導如下（節錄）：

旺角發生暴亂近 90 警員受傷   梁振英嚴厲譴責

　年初一晚旺角街頭發生暴亂，有本土組織聲稱支持熟食小販擺賣，
跟執法警員衝突。暴徒用磚頭雜物擲向警員，並於多處放火焚燒雜物。
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噴劑驅趕，更有警員開兩槍示警。

而最近希臘也發生了一宗示威，無線的報導如下（節錄）：

希臘多個行業發動罷工示威   與警爆發衝突
　希臘多個行業發動罷工和示威，抗議政府提出的退休金改革計劃，
示威者與警方爆發衝突。

　在首都雅典，示威者向警察投擲汽油彈，又焚毀垃圾桶。警方施放
催淚彈驅趕示威者。

雖然希臘的示威明顯嚴重多了，但由於用詞的不同，給人第一眼的感覺
卻是香港的情況比較嚴重。這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信息：也許媒體說的
是真話，但未必代表真相。今天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有政治立場，要做到
公正中肯實是困難。

反思
在過去，香港市民都十分崇尚和平抗爭，並引以自豪。可是自從雨傘革
命後，政府漠視大眾訴求，強推政策，盡失民心。市民對政治的無力感
使人沮喪的同時，也使部分人感覺到和平抗爭是無效的。在這種情況下，
指責示威者的人又能否提出一個和平而有效的抗爭方法？港人的價值觀
又是否該改變了？

59 | 時政

23.4.indd   59 19/4/2016   0:56:05



魚蛋革命－暴動背後
撰文：傲霜

排版：緋雨傾城

新春本來是個普天同慶的日子，然而旺角卻爆發了嚴重的警民衝突。香
港社會再次走向兩極化，非黑即白，有人稱它為「革命」，也有人稱它
為「暴亂」；有人稱示威者為「勇士」，也有人稱他們為「暴徒」。究
竟真相是如何？我們日常接觸到的資訊又有幾分偏頗？

起因？
顧名思義，魚蛋革命就是和街邊販賣魚蛋的小販有關。每逄農曆新年，
旺角、深水埗等地都會有大量無牌小販營業，形成夜市，通常都會是人
山人海，熱鬧得很。儘管這些小販是無牌營業，他們早已成香港的特色，
因為政府過往對此一般還是睜一眼，閉一眼。然而食環今年無視民意反
對，嚴厲掃蕩各區夜市，以至後來有市民親身聲援夜市小販。

責任？
也許你會感到疑惑，這樣的情況也能導致暴動發生？沒錯，簡單來說，
就是示威者及警察雙方都不肯退讓，示威者向警方叫罵、警方向示威者
施放胡椒噴霧、示成者投擲雜物還擊、警方再以警棍還擊…… 最終甚至
有警員向天開槍。經過雨傘革命，市民對警方反抗程度加大，但警方依
舊態度強硬。如果警方當時願意先暫緩打壓小販，與市民進行談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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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英雄傳》

關公義勇勝寰宇，萬世平民皆叩尊！
趙雲危難抱劉禪，忠士義名垂汗青。
張飛虎嘯生江濤，呼聲震天退曹兵！
孔明盡瘁扶劉漢，智抗曹孫敵萬英。

獻帝淪為曹傀儡，劉邦大業一朝完！
董卓暴逆天下曉，忠臣賢良血軀亡。
呂布驍勇戰三英，將軍奮威勝萬狼！
貂蟬貌美名閉月，美人計誅殺董卓。

李傕郭汜聯賈詡，兵攻長安殺王允。
袁術盜璽妄稱帝，四方攻之愚取死。
袁紹拒諫忠臣歎，官渡敗軍曹操喜！
曹操奸狠智謀深，萬將骨枯統北方！

孫策遺親英年逝，立吳壯志未可酬！
公孫瓚無辜喪弟，義士淒慘被斬頭。
周瑜傲物被氣死，俊傑亡身誰報仇？
華歆清高篤學志，輔丕篡漢做曹狗！

投稿：皇葭偌
排版：緋雨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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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蓋程普勇武將，鏖戰百場盡披靡！
甘寧浴血斬黃祖，美譽驕人傳四方。
典韋亡身救曹操，剛夫死節威萬邦。
郭嘉竭命侍曹操，無愧名為郭奉孝！

馬騰效曹卻伏誅，馬超誓死報父仇。
馬超勇武鎮西涼，馬岱威風懾漢胡！
孫權傳承繼父志，江東坐陣興東吳。
張昭畢生效孫家，賢臣英名傳江湖！

魯肅事吳兼仁厚，曾借荊州與劉備。
陸遜白衣乃渡江，仙才神略非樵庶！
呂蒙苦讀成雄才，萬儒窮經化大愚。
孫亮孫皓繼權業，孫皓陷於司馬炎！

張遼樂進夏侯惇，鋼兵鐵士衝天將！
黃忠斬死夏侯淵，魏軍喪膽如碩鼠。
許褚徐晃和于禁，終生效曹堅報主！
仲權投蜀抗魏匪，孫峻滅諸葛恪門。

姜維鍾會二虎鬥，司馬懿誅曹爽族。
魏主曹芳與曹奐，司馬師結臣操弄！
司馬昭弒戮曹髦，賈充幫兇受重用。
司馬炎篡魏立晉，併吞蜀吳劉禪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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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s I get ready to fall under the immense amount of pressure it garners
I think to myself why do I always stand here? 
The wave was supposed to wash away
The worries of my yesterday
But all it manages to make disappear
Are the footprints in the sad I try to leave here
And I anticipate the fall under the weight of the wave
Have I become so accustomed?
To drowning when no one can hear me scream
And being chewed up, and spit right back out
When I try to say something, I believe in? 

Not this time, not anytime now.
I’m done with this agony
Of letting the cold water burn my insides
And provide me unneeded melancholy

It’s time to walk back, 
And let my footprints be permanent this time,
So none can wash them away from me,
To realize that the wave stays constant, 
And it cannot reach me, outside the sea
Not even if that wave is called society.

Have I ever told you about my fear of going to the beach?
The anxiety starts welling up, even before we reach,
Because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child
The beach has always been wild. 

But the real fear is near the sea,
Where the sun glimmers and the water shimmers
For that is where my fears started
And my blood grew thinner.

I’m talking about the wave. 
Not just any wave. But THE wave.

I think it recognizes me every time I make the mistake,
Of going to that dreadful exotica
And I find myself standing right on the shore again
And here is where it always begins

It’s strange how the soft sand,
Where I used to make sandcastles, and forts
And lie down in, to make all my pains go away,
That same sand, that same friend
Turns into quicksand and forcefully makes me stay. 

The wave waits for me, like a predator,
And prepares itself for the prey
Gaining height and volume as it rises
It could literally eclipse the day

And I cannot help but close my eyes, 
For it feels less dangerous if I can’t see it
But the thunderous noise that provides an accompaniment
Renders my efforts useless to bits

The Wave By: Tanmay Goel
Typeset: Q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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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me, it’s cool for me I guess
I can walk right on it
Wow, I guess I talk a lot,
Look my web is done.
Now we shall wait, for someone to fly by
And then we will have some fun
(Enter fly flying nearby) 
Ohh it’s a beautiful day, 
Time for me to go and play
Wait, what is this force, dragging me 
What? Not to a spiders web. Ohh jee
Bzzz bzzz, *splat* 
(In the most sarcastic tone possible) 
How convenient, just my luck, I was flying nearby,
When the poet, to progress his stupid poem, decided he needed to add a fly) 
(Yes I broke the fourth wall! And no you cannot do anything about it heh)
Shut your yap, you damn insect
This is my poem your trying to intersect
I apologize for the little detour from my story, 
Anyways now time for my feast for glory..
And I’m moving towards the fly
And I’m stuck
Haha, psych, I can’t get stuck in my web
I just spent 3 verses trying to get that in your head..
And I move closer, almost there, 
I’m my little legs must needs take a few more scuttles
But I can’t move any forward! 
No it’s not a joke this time! 
I’m serious! Look I cannot move
The fly is smirking! 
This is embarrassing! 
(Several hours later) 
 Yes I’m still stuck, I guess now I know how you feel fly..
(Fly- I wasn’t even supposed to be here, now I just want to die)
Is this a joke?
This wasn’t supposed to happen!
Not unless!
Hmm..
(Several emotional talks with the fly, 
Bad puns,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es later)
 
I guess there’s nothing more to say and hear,
Poet you should probably end the poem here, 
But before that, following your trend, 
I would like to end it with some satirical bend
You know, so it has a lasting effect
And you get your due credit
I didn’t deserve all this!
Did I create a web of lies?
Or did I create a web of deceit?
I definitely didn’t create the world wide web..
It’s just comedic irony
I have realized one thing though
We aren’t so different after all you and I.
I am just a spider stuck in the web I created..
And you are just a human stuck in the world you created.

The Spider
By:Tanmay Goel
Typesetter: Desperation

They call me itsy bitsy,
The moment they see me, they go tipsy
They scream and shout
Let it all out
Like the devil himself has come
That’s good, no one dares,
To come near to this massive scare
And they leave me in peace,
To do my work in ease
(Except for the bastards that want to kill me
For no crime that I am guilty to be) 
Anyways back to my story! 
I’m making myself, a home sweet home
Where I can slide, and crawl and roam
My octagonal concentric symmetrical masterpiece
Strong enough to withhold any breeze 
(And stick to fleas)
You could probably learn a thing or two from me
About architectury 
(I know it’s not a word, but I’m a spider, I don’t have vocabulary)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didn’t learn this in a book
(Although I wouldn’t mind a copy of 
'The Do's and Don’ts of Web Making' or 
'Seven Ways to Pimp your web' 
Lend me a copy if you get your hands on one?)
This talent was preprogrammed in my brain
(Yes we have a brain too) 
And I can go for hours without any pain
I’m spinning a web. 
My Arachne pad,
My dinner table (and breakfast and lunch too).
My fly magnet,
My abode. 
I sometimes do think,
How to describe our creator 
(Yes yours too) 
(And no I don’t mean out mothers)
(Which reminds me, I should probably meet her soon, the old age web, becomes lonely from time to 
time) 
Back to our creator!
Did he have too much time on his hands, because he was lonely? 
Or was he just an obsessive compulsive perfectionist? OCP. 
He made you perfect, 
With a set of complete organs and everything
But it makes me teary, that he even spent time on me,
(For I have been made well off too you see)
Whoever shall cross my web? 
Enters but cannot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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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me, it’s cool for me I guess
I can walk right on it
Wow, I guess I talk a lot,
Look my web is done.
Now we shall wait, for someone to fly by
And then we will have some fun
(Enter fly flying nearby) 
Ohh it’s a beautiful day, 
Time for me to go and play
Wait, what is this force, dragging me 
What? Not to a spiders web. Ohh jee
Bzzz bzzz, *splat* 
(In the most sarcastic tone possible) 
How convenient, just my luck, I was flying nearby,
When the poet, to progress his stupid poem, decided he needed to add a fly) 
(Yes I broke the fourth wall! And no you cannot do anything about it heh)
Shut your yap, you damn insect
This is my poem your trying to intersect
I apologize for the little detour from my story, 
Anyways now time for my feast for glory..
And I’m moving towards the fly
And I’m stuck
Haha, psych, I can’t get stuck in my web
I just spent 3 verses trying to get that in your head..
And I move closer, almost there, 
I’m my little legs must needs take a few more scuttles
But I can’t move any forward! 
No it’s not a joke this time! 
I’m serious! Look I cannot move
The fly is smirking! 
This is embarrassing! 
(Several hours later) 
 Yes I’m still stuck, I guess now I know how you feel fly..
(Fly- I wasn’t even supposed to be here, now I just want to die)
Is this a joke?
This wasn’t supposed to happen!
Not unless!
Hmm..
(Several emotional talks with the fly, 
Bad puns,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es later)
 
I guess there’s nothing more to say and hear,
Poet you should probably end the poem here, 
But before that, following your trend, 
I would like to end it with some satirical bend
You know, so it has a lasting effect
And you get your due credit
I didn’t deserve all this!
Did I create a web of lies?
Or did I create a web of deceit?
I definitely didn’t create the world wide web..
It’s just comedic irony
I have realized one thing though
We aren’t so different after all you and I.
I am just a spider stuck in the web I created..
And you are just a human stuck in the world you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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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cked for a moment, and surprised in the next 
"Who are you? I asked her with a curious heart" 
I’m just the messenger of the god you pray to 
I’m just here to give you a new start.. 

"But I have questions unanswered, please don’t go?" 
I trembled as she headed for my window 
She said maybe it’s time you answered them yourself 
And leapt into the sky, but alas there was a crow

It’s hard to describe what agony it was 
That wretched dark creature having its way with my new friend, 
I ran outside, to see my friend falling 
At speeds I couldn’t comprehend

She landed on the ground, so did a weight on my heart 
Her wings had been torn, and ripped apart 
She was lying there sweet voice was gone 
Whispering silent screams that could go all night long

I cried, when I held her in my hands, 
I had to do something 
For I couldn’t bear to see to what end 
Would happen to my one and only friend..

I held her in my palm, and patted her till she stopped weeping 
She said to me, "I think my time has come" 
And I couldn’t let any of this happen 
I had to make this undone

Running towards my house and door, 
With her in my hands, tight but gentle, 
Used all the skills of first aid I knew and more
To somehow help her ease her pain, physical and mental

Two hours’ worth of steady handwork, 
And all the sweat I poured under pressure 
Paid off I guess, for she rested with her eyes closed I nested her tight, 
She was my treasure.

Small chirp breaths, I heard like clockwork..
At night while I slept in my stone cold bed 
Waiting for the day that I hope came 
When she would be alive back again

Days turned to weeks, and she was getting better 
Could walk after one week, could perch after two 
Spread her wings in the third, and leaped for her dreams 
But the big sky wasn’t so beautiful, bright or blue

When the sun shines upon the hill, 
I spot a little creature on my window sill
A small little bird with feathers white and brown..

That little bird was a sparrow, 
Delight to my heart, made it mellow 
Smiled and chirped, at me, in my time of misery

It flew up to me, and spoke to me in a little voice, 
Sweet as the flavor of nectar and honey 
"I’ve come here, because you need a smile on your face" 
I was confused and she found that funny
She hopped and twerked from my table to my chair,
To the bed to the door, and leapt on my shoulder 
She said again in that sweet-sweet voice 
Release your heart my dear, it can’t get any colder

I was amused by the sparrow’s antics, 
I picked her up in my hand, 
"Who’s told you to come here to me?" 
I don’t need any soul saver for myself I can live alone perfectly

"But that’s where you’re wrong oh you dumb fellow 
Everybody needs someone, to put them out of their misery 
I’m here for you, only you 
I just want you to listen to me".. 

"Okay fine but my time is precious, 
Say whatever you came here for 
And then I hope you’ll be off on your way 
And go to the place you were before" 

"I see you are alone in your heart, 
I see there’s no one to please your soul 
I see there’s nothing that makes you smile 
I see that your life is not whole"

"Look at me, a small little bird 
Taking life as it comes to me 
Facing this huge world, I don’t know about 
And still I am chirping about with glee"

She slowly leapt towards my ear, 
I let her cause I was stunned 
That this small little sparrow, 
Had figured out what I couldn’t..

She whispered slowly, I heard every word she sung 
That sweet-sweet voice still rings in my head 
"Spread your wings and soar the skies, my friend, 
For then your real journey will have be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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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cked for a moment, and surprised in the next 
"Who are you? I asked her with a curious heart" 
I’m just the messenger of the god you pray to 
I’m just here to give you a new start.. 

"But I have questions unanswered, please don’t go?" 
I trembled as she headed for my window 
She said maybe it’s time you answered them yourself 
And leapt into the sky, but alas there was a crow

It’s hard to describe what agony it was 
That wretched dark creature having its way with my new friend, 
I ran outside, to see my friend falling 
At speeds I couldn’t comprehend

She landed on the ground, so did a weight on my heart 
Her wings had been torn, and ripped apart 
She was lying there sweet voice was gone 
Whispering silent screams that could go all night long

I cried, when I held her in my hands, 
I had to do something 
For I couldn’t bear to see to what end 
Would happen to my one and only friend..

I held her in my palm, and patted her till she stopped weeping 
She said to me, "I think my time has come" 
And I couldn’t let any of this happen 
I had to make this undone

Running towards my house and door, 
With her in my hands, tight but gentle, 
Used all the skills of first aid I knew and more
To somehow help her ease her pain, physical and mental

Two hours’ worth of steady handwork, 
And all the sweat I poured under pressure 
Paid off I guess, for she rested with her eyes closed I nested her tight, 
She was my treasure.

Small chirp breaths, I heard like clockwork..
At night while I slept in my stone cold bed 
Waiting for the day that I hope came 
When she would be alive back again

Days turned to weeks, and she was getting better 
Could walk after one week, could perch after two 
Spread her wings in the third, and leaped for her dreams 
But the big sky wasn’t so beautiful, bright or blue

When the sun shines upon the hill, 
I spot a little creature on my window sill
A small little bird with feathers white and brown..

That little bird was a sparrow, 
Delight to my heart, made it mellow 
Smiled and chirped, at me, in my time of misery

It flew up to me, and spoke to me in a little voice, 
Sweet as the flavor of nectar and honey 
"I’ve come here, because you need a smile on your face" 
I was confused and she found that funny
She hopped and twerked from my table to my chair,
To the bed to the door, and leapt on my shoulder 
She said again in that sweet-sweet voice 
Release your heart my dear, it can’t get any colder

I was amused by the sparrow’s antics, 
I picked her up in my hand, 
"Who’s told you to come here to me?" 
I don’t need any soul saver for myself I can live alone perfectly

"But that’s where you’re wrong oh you dumb fellow 
Everybody needs someone, to put them out of their misery 
I’m here for you, only you 
I just want you to listen to me".. 

"Okay fine but my time is precious, 
Say whatever you came here for 
And then I hope you’ll be off on your way 
And go to the place you were before" 

"I see you are alone in your heart, 
I see there’s no one to please your soul 
I see there’s nothing that makes you smile 
I see that your life is not whole"

"Look at me, a small little bird 
Taking life as it comes to me 
Facing this huge world, I don’t know about 
And still I am chirping about with glee"

She slowly leapt towards my ear, 
I let her cause I was stunned 
That this small little sparrow, 
Had figured out what I couldn’t..

She whispered slowly, I heard every word she sung 
That sweet-sweet voice still rings in my head 
"Spread your wings and soar the skies, my friend, 
For then your real journey will have be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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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dropped straight down, 
I ran, and picked her up 
And scolded her, ordered her to never try that again
And she never did, she was too scared after that

We would talk all night, she'd tell me her hopes and dreams 
To fly in the sky very high, was all she wanted
Never to be held back, like a stone and to spread her wings and forget everything 
That ever bothered her or made her groan.

I slowly got attached to her; she was my only friend, 
But she wasn’t the same anymore 
Not being able to fly had taken a toll on her 
Her itch to fly was right till the core.

Weeks turned to a month, when one night I caught her crying 
Sitting on the very windowsill, I first saw her 
Asking what happened would be an insult to that small bird 
For, we both knew her place was not here

That night, she sat on the sill 
And sang all night, songs of her kin 
And I just sat there listening, 
Why can I take her pain, I was wishing

Why can’t I fly for her, so she wouldn’t feel this way? 
Why can’t I do anything more? 
And she just sang through the dark night 
Looking for signs of a new life with the sunrise

More days went by, and she had just given up 
And I was also suffering each day she did 
And then I asked her if she was fine 
And she wouldn’t even answer, she was too sad to care about me 

The day that followed would definitely be 
The most beautiful day I’ve lived ever 
For it showed me miracles can happen 
And that, things won’t be this way forever

There was a slight drizzle in the world outside my window 
And she sat there just feeling the small droplets splash on her 
And I told her, rains are beautiful, they're nature’s tears of happiness
She had lost faith in all that was important to her 

She muffled, and stayed put and then I couldn’t take it anymore 
And then I couldn’t control my anger
You know, how we met young sparrow? 
You had come to tell me, to live my dream, to try even if I failed.
You told me everything would be ok..

Yet here you are,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your words 
Sitting the corner remembering the past that you can still live 
I have done everything I could, but I can’t see you this way 
Why won’t you talk to me? Why won’t you listen to me? 

Because I’m just an ordinary sparrow!, she shouted 
And I’m no one to tell anyone what to do 
I can’t do the very thing I was born for, 
How can anyone ever do without their reason for living? 

Well then why don’t you reason with yourself
And see that it is over, nothing is 
It’s never over, until you win 
Why don’t you try giving it a try..

She sighed, and looked the other way, 
And then, she said, okay I will 
But remember, once I go I’m never coming back
Yes I know that, and I want you to go live your dream young one

Now show me what you preach 
The horizon you must reach 
Fly little sparrow, fly for the sky 
Let the winds sing you a lullaby

Thank you so much, she said, and meant 
I love you, and I’ll never forget you.. 
And I you young sparrow, 
But now it’s your time to fly, to shine.. So go.

And she spread her wings, after days 
And took in the winds scent 
She went into position, and took the leap of faith 
And the dropped, and so did my heart down my throat

My tear filled eyes wouldn’t stop when I saw what I did 
Straight up, she soared, into the sun 
That came after the rain
And she shined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And then the rain and sun, 
Formed what we all smile and see
A rainbow had formed right in front of me

Go chase the rainbow my dear, 
Go and make me proud 
For you ar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I’ll always keep you 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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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dropped straight down, 
I ran, and picked her up 
And scolded her, ordered her to never try that again
And she never did, she was too scared after that

We would talk all night, she'd tell me her hopes and dreams 
To fly in the sky very high, was all she wanted
Never to be held back, like a stone and to spread her wings and forget everything 
That ever bothered her or made her groan.

I slowly got attached to her; she was my only friend, 
But she wasn’t the same anymore 
Not being able to fly had taken a toll on her 
Her itch to fly was right till the core.

Weeks turned to a month, when one night I caught her crying 
Sitting on the very windowsill, I first saw her 
Asking what happened would be an insult to that small bird 
For, we both knew her place was not here

That night, she sat on the sill 
And sang all night, songs of her kin 
And I just sat there listening, 
Why can I take her pain, I was wishing

Why can’t I fly for her, so she wouldn’t feel this way? 
Why can’t I do anything more? 
And she just sang through the dark night 
Looking for signs of a new life with the sunrise

More days went by, and she had just given up 
And I was also suffering each day she did 
And then I asked her if she was fine 
And she wouldn’t even answer, she was too sad to care about me 

The day that followed would definitely be 
The most beautiful day I’ve lived ever 
For it showed me miracles can happen 
And that, things won’t be this way forever

There was a slight drizzle in the world outside my window 
And she sat there just feeling the small droplets splash on her 
And I told her, rains are beautiful, they're nature’s tears of happiness
She had lost faith in all that was important to her 

She muffled, and stayed put and then I couldn’t take it anymore 
And then I couldn’t control my anger
You know, how we met young sparrow? 
You had come to tell me, to live my dream, to try even if I failed.
You told me everything would be ok..

Yet here you are,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your words 
Sitting the corner remembering the past that you can still live 
I have done everything I could, but I can’t see you this way 
Why won’t you talk to me? Why won’t you listen to me? 

Because I’m just an ordinary sparrow!, she shouted 
And I’m no one to tell anyone what to do 
I can’t do the very thing I was born for, 
How can anyone ever do without their reason for living? 

Well then why don’t you reason with yourself
And see that it is over, nothing is 
It’s never over, until you win 
Why don’t you try giving it a try..

She sighed, and looked the other way, 
And then, she said, okay I will 
But remember, once I go I’m never coming back
Yes I know that, and I want you to go live your dream young one

Now show me what you preach 
The horizon you must reach 
Fly little sparrow, fly for the sky 
Let the winds sing you a lullaby

Thank you so much, she said, and meant 
I love you, and I’ll never forget you.. 
And I you young sparrow, 
But now it’s your time to fly, to shine.. So go.

And she spread her wings, after days 
And took in the winds scent 
She went into position, and took the leap of faith 
And the dropped, and so did my heart down my throat

My tear filled eyes wouldn’t stop when I saw what I did 
Straight up, she soared, into the sun 
That came after the rain
And she shined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And then the rain and sun, 
Formed what we all smile and see
A rainbow had formed right in front of me

Go chase the rainbow my dear, 
Go and make me proud 
For you ar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I’ll always keep you 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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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News

Bad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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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like sitting on opposite sides of a mirror.
Two faces of a coin, but only one is the winner

"He finally proposed. I said yes"
She says with smiles till her ears
And he is the first one she tells
And you can hear his hear shattering
Like glass on concrete, 
For he who loved her since he knew her
Lost her to someone who came and took her
And what is good news for them
The equivalence has struck again. 

"Congratulations on being selected for the job, you start tomorrow"
He hears them and jumps with joy,
Calls all his friends, and family
And they throw him the biggest party
Champagne and wine overflowing their glasses
For his son had achieved all his classes,
But what of the leading contender,
Waiting all night, for the call that could change his life, 
Because after his parents died,
He was the only one providing for him and his sister
Alone in this world, with the load getting thicker
For he worked through the morning and studied through the night
And got himself to the position, 
For which he applied,
But one call from daddy was all it took
To get his son the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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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like sitting on opposite sides of a mirror.
Two faces of a coin, but only one is the winner

"He finally proposed. I said yes"
She says with smiles till her ears
And he is the first one she tells
And you can hear his hear shattering
Like glass on concrete, 
For he who loved her since he knew her
Lost her to someone who came and took her
And what is good news for them
The equivalence has struck again. 

"Congratulations on being selected for the job, you start tomorrow"
He hears them and jumps with joy,
Calls all his friends, and family
And they throw him the biggest party
Champagne and wine overflowing their glasses
For his son had achieved all his classes,
But what of the leading contender,
Waiting all night, for the call that could change his life, 
Because after his parents died,
He was the only one providing for him and his sister
Alone in this world, with the load getting thicker
For he worked through the morning and studied through the night
And got himself to the position, 
For which he applied,
But one call from daddy was all it took
To get his son the job,

And there he sat moping through the night
For him good news it was not. 
"It is a miracle he is alive. He stayed strong"
Said the man with the scalpel in his hand,
Along with the life of this middle aged man,
Who could go home to his family after two straight days of operating
For he had done the job that had been asked of him
And he shook her hand and was off on his way
Basking the laurels of another he snatched from underneath deaths dark claws
And the mother of the man, was in tears 
For her lovely son, and the "man" of the family
Could breathe again, without commotion,
But who could see the actual emotion
In the tears of his lovely wife
And who could see the scars our miracle put on her
Each and every night
And who could see the frightened faces of their little petite daughter
For the miracle man, the saved one, 
Would take her once again for the slaughter
For if  death had gotten its hands on him
Maybe they could have started new
Had a better future, and forget the dirty rue
But alas they were on death's side this time

And so it does not matter what’s good,
Or bad for anyone,
Because in the end, what is maintained,
Is the good news, bad news 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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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 its day, maybe it night
I know not what; it’s out of my sight
All I see ahead of me is nothing, 
And all I’ve left behind is everything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I’m here,
Two pieces of gravel slip into nothingness
The crackling sound of the broken rocks is clear
But not me, my mind, under duress

The wind nudging me gently
Towards where I want to go
But my mind pushing my body back
It’s not in my hand now, that’s all I know

The dark sky and the dark grey clouds
Spell one word that is gloomy
And the sound of thunder, and the flash of lightening
Is rushing right through me

Looking down an endless chasm
Looking down a deep abyss
And I feel eyes looking back at me
They see everything they never miss. 

Falling
I hear a voice among the noise
Of wistful winds, and sounds
I had to go, it was my choice
And so the decision was bound

And so, I closed my eyes, but it didn’t make a difference
Darkness I saw then, and darkness I still see
And I take one step forward
And so the ground beneath my feet had left me

Not knowing what to expect
Not knowing what to look forward to
Not knowing wrong from correct
Not knowing what I was getting into

Suddenly, I am in slow motion
And everything around me, has slightly frozen
And now gravity is heavier than what it used to be
And I have stepped further, than where my heart could see

Did I do what had to be right?
By falling would I overcome this fright?
Hard ground is still far for the eyes to see
I don’t know how low will it be

Trust in me to have done what is correct
Now only time will tell, but it will be indirect
Yes I have fallen, fallen from above
Yes I have fallen, I have fallen in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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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 its day, maybe it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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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not me, my mind, under du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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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where I want to go
But my mind pushing my body back
It’s not in my hand now, that’s all I know

The dark sky and the dark grey clouds
Spell one word that is gloomy
And the sound of thunder, and the flash of lightening
Is rushing right through me

Looking down an endless chasm
Looking down a deep abyss
And I feel eyes looking back at me
They see everything they never miss. 

I hear a voice among the noise
Of wistful winds, and sounds
I had to go, it was my choice
And so the decision was bound

And so, I closed my eyes, but it didn’t make a difference
Darkness I saw then, and darkness I still see
And I take one step forward
And so the ground beneath my feet had left me

Not knowing what to expect
Not knowing what to look forward to
Not knowing wrong from correct
Not knowing what I was getting into

Suddenly, I am in slow motion
And everything around me, has slightly frozen
And now gravity is heavier than what it used to be
And I have stepped further, than where my heart could see

Did I do what had to be right?
By falling would I overcome this fright?
Hard ground is still far for the eyes to see
I don’t know how low will it be

Trust in me to have done what is correct
Now only time will tell, but it will be indirect
Yes I have fallen, fallen from above
Yes I have fallen, I have fallen in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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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皆有對。高下、貴賤、壯弱，其

儔也。對所由生﹖異也。今吾之所論，

排是遣非，以物觀物也。物之異，特其

名相耳。物之所以異者，斯其所以同

也。

    莊子書多相對之事。或曰：「物之

二端誠無定式，雖長於吾弟，猶幼於父

母，長乎﹖幼乎﹖」此所謂相對也。雖

然，未達莊生妙旨。蓋物之二性，難悉

究境，故強者非強，弱者非弱，則強弱

皆不足道。然此但粗淺之見，知物之

異，而不知其所以然。 

    此非彼也，彼非此也。人非我也，

我非人也。此之善，人之美，是果也，

而必有因。果必賴因而存，無所逃於寰

宇間。其美善也無自性，為諸因緣和合

所生，一旦失其因緣，雲散霧蒸。我不

若人，非吾醜也。彼有其因，我有其

緣，苟人事已盡，唯天命之聽，我何怨

焉﹖此儒者所謂天人之分也。蓋因緣亦

以天人分：懶漢終身不飽，未知盡其在

我也，其失在人；智者歿身不乏，天爵

厚然也，其得在天。盜跖橫行鄉黨，戮

人掠資，以富壽終，使處孝武時，死無

類矣，故不足羨；伯夷餓卒首陽山，節

烈千古，志奪萬人，苟生平時，何必赴

淵死道﹖此亦不足悲矣。凡物，其質無

有於悲喜善惡也，斯萬物之所以齊一

乎﹗有主者，因緣是也。 

    故曰：物無自性，而人我彼此之因

The big rusty gate looms above me

As my conscience forces me to take small steps towards it

The sign speaks to me, telling me stories of the dead, 
But then why, inside, I feel my deepest darkest fears come alive?
Entering this void, all illumination ends
And thus these demons now have my mind in bends

So many tombstones, for the years that have come and gone
And I wonder, if there is one waiting for me,
Somewhere I truly belong

White roses in my hands turn shades of red,
As I clutch the thorns even more tightly,
For only pain is my totem in the land of the dead

Each writing on the stone takes me back,
To that uncomfortable place I had once been

And I have let down every soul present, 
Buried, burned, floating unseen

How strange is life? 
For fresh grass blooms where the departed sleep,
And as the rain touches the ground,
For the deceased, the clouds lightly weep

Walking for hours, I suddenly spot,
What I was truly here for and had forgot,
The newest addition to this establishment of doom,
I lay the roses down, they have turned maroon

And I walk back the long and lonely road

My tears hiding in the rain streams

And the tombstone gleamed with the following words

HERE LIE
MY HOPES

AND DREAMS

By: Tanmay Goel
Typeset: Q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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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物之對
    物皆有對。高下、貴賤、壯弱，其

儔也。對所由生﹖異也。今吾之所論，

排是遣非，以物觀物也。物之異，特其

名相耳。物之所以異者，斯其所以同

也。

    莊子書多相對之事。或曰：「物之

二端誠無定式，雖長於吾弟，猶幼於父

母，長乎﹖幼乎﹖」此所謂相對也。雖

然，未達莊生妙旨。蓋物之二性，難悉

究境，故強者非強，弱者非弱，則強弱

皆不足道。然此但粗淺之見，知物之

異，而不知其所以然。 

    此非彼也，彼非此也。人非我也，

我非人也。此之善，人之美，是果也，

而必有因。果必賴因而存，無所逃於寰

宇間。其美善也無自性，為諸因緣和合

所生，一旦失其因緣，雲散霧蒸。我不

若人，非吾醜也。彼有其因，我有其

緣，苟人事已盡，唯天命之聽，我何怨

焉﹖此儒者所謂天人之分也。蓋因緣亦

以天人分：懶漢終身不飽，未知盡其在

我也，其失在人；智者歿身不乏，天爵

厚然也，其得在天。盜跖橫行鄉黨，戮

人掠資，以富壽終，使處孝武時，死無

類矣，故不足羨；伯夷餓卒首陽山，節

烈千古，志奪萬人，苟生平時，何必赴

淵死道﹖此亦不足悲矣。凡物，其質無

有於悲喜善惡也，斯萬物之所以齊一

乎﹗有主者，因緣是也。 

    故曰：物無自性，而人我彼此之因

緣非一，異果之生，理所宜然。我異於

彼，此異於人，物之常也。忠者，周至

而盡其情也；恕者，以心度心也。兩者

若車之二輪，不可失一。恕道得，則知

己所不欲，人未必欲；忠道得，則知己

之所欲，亦不可遽以為人之所欲。己所

不欲，勿施諸人， 眾 所知也。焉知己

所欲亦不足以施於人哉﹖蓋我之異於

人，是我之所以為我也。故必以物觀

物，以己度己，未可強己就人也。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莊生曰：「夫天籟者，吹萬不同，而

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夏葛冬裘，水舟陸車，緣時而作，適

者為善，此之謂自然。老子曰：「夫代

大匠斫者，希不傷其手矣。」未適其情

也。中庸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而孔子

稱聖之時者，以知權故也。權者，量與

度也。執一以求人，不知其中有差，未

知權也，故孔子貴中庸而尚變通。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然則變而致

通，必中其情也。物有對，事有異，咸

具自足之道，而優劣貴賤高下之見，可

一時而滅，是非俱息。此之謂大順，志

於是乎定，心於是乎安，節義以此存，

天下以此治。

投稿：東來
排版：timothio

The big rusty gate looms above me

As my conscience forces me to take small steps towards it

The sign speaks to me, telling me stories of the dead, 
But then why, inside, I feel my deepest darkest fears come alive?
Entering this void, all illumination ends
And thus these demons now have my mind in bends

So many tombstones, for the years that have come and gone
And I wonder, if there is one waiting for me,
Somewhere I truly belong

White roses in my hands turn shades of red,
As I clutch the thorns even more tightly,
For only pain is my totem in the land of the dead

Each writing on the stone takes me back,
To that uncomfortable place I had once been

And I have let down every soul present, 
Buried, burned, floating unseen

How strange is life? 
For fresh grass blooms where the departed sleep,
And as the rain touches the ground,
For the deceased, the clouds lightly weep

Walking for hours, I suddenly spot,
What I was truly here for and had forgot,
The newest addition to this establishment of doom,
I lay the roses down, they have turned maroon

And I walk back the long and lonely road

My tears hiding in the rain streams

And the tombstone gleamed with the following words

HERE LIE
MY HOPES

AND D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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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考完了要考的試，對當時的你來說最重要的一個考試結果也拿到手了。還不錯
嘛。你很高興。卻在看到朋友一臉沮喪後閉緊了嘴。你變得小心翼翼，不知不覺的會考慮身邊
人的感受。小時候那個看到不喜歡的東西會推開，遇到不喜歡的同學會欺負對方，有甚麼說甚
麼的你再也不復見了。有大人說你成熟懂事了，你想起了一個詞兒叫「圓滑」——一個總讓你
想起那些拿在手上滑不溜丟的魚的詞語。你朋友說要一個人好好想想，你連扒着他或她的肩膀
說句安慰的話也不敢，怕對方更難受。於是，你在明知道朋友會躲起來哭泣的情況下，還是緊
閉着嘴離開了。直到第二天，你朋友紅着眼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再次與你碰面，你只能微笑以
對。那該死的考試似乎不單決定了你的未來，還一併帶走了你的友誼。

　　你繼續學習，因為你所知道的幾乎所有有這個機會的人都會這樣選擇，同時你的父母也有
着如此的期望。你來到一個新的環境，從前認識的人有的與你一起，更多的就此各散東西，不
僅是做着不一樣的事情，更有可能的是身處在連時區都不一樣的地方，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分
離。大家都說，你自由了，因為你長大了，成年了，要對自己負責任了。你卻分不清自己的責
任究竟是甚麼。或許你有一些是自己想要辦妥的事情，或許你有一些跟着大眾的步伐參與的事
情，或許你想了很多，或許你甚麼都不願想，可到了最後你發現自己哪裡都沒去，也哪兒都去
不了。你開始煩惱，開始問自己，自己的願望是甚麼。你想撥一通電話找個人聊聊，卻在翻遍
通訊錄後也不知道，在深夜時分，誰願意被你打擾。
　　沒多久你那山盟海誓要天長地久的對象說不玩了，你生平第一次流了這麼多的淚喝了這麼
多的酒瘋了這麼多個晚上還被拒接了這麼多個電話，終究失去了那個人。

　　又到了你的生日，你想起了從前為了學習為了所謂的才能為了所謂的將來為了那個你以為
是一輩子的那個人所許的願望，你決定這一次要好好的許一個願望，你心中真正的願望。那一
刻，你卻發現你的腦中一片空白。最後只能偉大的將自己的生日祝願送給世界——願世界和
平。

　　你在（依然）滿滿的時間表中，找了一個晚上，反思自己為何連一個像樣的願望都沒有。
你似乎成長得不錯，性格討喜，該做的事不該做的事都很有分寸，偶爾和從前的朋友見上一面，
更多的時間花在了探索自己的將來和新認識的友人身上，還有一些你沒做過卻想挑戰的事情
上。你感覺自己挺快樂，生活也挺充實。可是，你沒有願望。你的願望到底是甚麼？你不停的
問自己。

　　你記得你喜歡過音樂畫畫寫作，卻在重拾工具時兀地察覺了自己的生疏，你有點慌。像是
回到了當年那個狀態。只是如今的你再也不敢與人聊起這種感覺，你的直覺告訴你，這樣才是
正常的。你不願再細想，決定將這種感覺鎖進回憶的深處，封上「不准進入」的封條。

　　直到有一天，你坐在車上的時候，不經意聽到旁邊一個小女孩對着她的父親笑瞇瞇的說，
希望自己能像電視裡的美少女戰士那樣厲害。你禁不住笑了，笑着笑着，淚就掉了下來。

你們，我們，他們
文：YK

　　小時候以為自己能改變世界，願望是成為超人或是魔法使，從不知打哪兒出來的壞人和怪
獸手中拯救世界。

　　長大了點之後，開始有了崇拜或是憧憬的對象，願望又變成了希望成為近似於他或她的存
在。在發現自己的願望似乎不太符合爸媽親友的期待時，又轉而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為對方的
另一半。在自己看來，對方沒有任何缺點，最重要的是，會毫無保留的對你好，不求回報。暗
自幻想着不同場景下相遇的兩人之間那美好的未來，便不經意笑得像個傻瓜。

　　等到爸媽開始向你提出要求，要你自己動手做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好不容易幫你穿好衣
服，你卻轉過頭就弄髒讓他們不得不替你換衣服的時候，你的願望就開始貼近現實了。當警
察？律師？老師？醫生？嗯這些不錯。既是專業人士又有穩定的收入。想當老闆？有志氣！不
過還是先好好學習吧。想嫁人什麼都不幹？哎……如果是有錢的也不是不可以。想玩音樂想畫
畫想寫作？哈哈孩子你把這些當興趣爸媽不阻止你，要是當成正職那可就大大的有問題了！你
重新想吧。

　　好吧，在你終於找到一個自己想像中挺好又能讓爸媽接受的願望時，你開始忙碌了。忙學
習忙課外活動忙考證書忙興趣班忙比賽忙早戀總而言之就是很忙，忙得你完全沒空想自己在忙
什麼，更別說是將來了。

　　忙着忙着，你就長大了。在你成年那天，你忽然想起來，記不清楚在哪一年的生日開始，
你只會許下成績進步考到某個樂器的等級又或是和那誰天長天久永不分離了。諸如此類的想法
充斥着你的小腦袋瓜。本來你那張貼着偶像海報的地方，換成了一張張激勵的字句和希望達成
的目標，還有塞得滿滿當當的時間表。至於你小時候好不容易收集齊全一整套的玩具，也早就
在堆填區不知道多少年了。

　　你有點慌。你覺得自己似乎失去了什麼。你跟朋友談起這種感覺。朋友說他也是。好吧，
不是只有自己這麼想，那大概是正常的吧。你又安心了。失去了的東西，找不回來也沒所謂吧。
你繼續忙，因為接下來還有好幾個考試要應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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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考完了要考的試，對當時的你來說最重要的一個考試結果也拿到手了。還不錯
嘛。你很高興。卻在看到朋友一臉沮喪後閉緊了嘴。你變得小心翼翼，不知不覺的會考慮身邊
人的感受。小時候那個看到不喜歡的東西會推開，遇到不喜歡的同學會欺負對方，有甚麼說甚
麼的你再也不復見了。有大人說你成熟懂事了，你想起了一個詞兒叫「圓滑」——一個總讓你
想起那些拿在手上滑不溜丟的魚的詞語。你朋友說要一個人好好想想，你連扒着他或她的肩膀
說句安慰的話也不敢，怕對方更難受。於是，你在明知道朋友會躲起來哭泣的情況下，還是緊
閉着嘴離開了。直到第二天，你朋友紅着眼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再次與你碰面，你只能微笑以
對。那該死的考試似乎不單決定了你的未來，還一併帶走了你的友誼。

　　你繼續學習，因為你所知道的幾乎所有有這個機會的人都會這樣選擇，同時你的父母也有
着如此的期望。你來到一個新的環境，從前認識的人有的與你一起，更多的就此各散東西，不
僅是做着不一樣的事情，更有可能的是身處在連時區都不一樣的地方，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分
離。大家都說，你自由了，因為你長大了，成年了，要對自己負責任了。你卻分不清自己的責
任究竟是甚麼。或許你有一些是自己想要辦妥的事情，或許你有一些跟着大眾的步伐參與的事
情，或許你想了很多，或許你甚麼都不願想，可到了最後你發現自己哪裡都沒去，也哪兒都去
不了。你開始煩惱，開始問自己，自己的願望是甚麼。你想撥一通電話找個人聊聊，卻在翻遍
通訊錄後也不知道，在深夜時分，誰願意被你打擾。
　　沒多久你那山盟海誓要天長地久的對象說不玩了，你生平第一次流了這麼多的淚喝了這麼
多的酒瘋了這麼多個晚上還被拒接了這麼多個電話，終究失去了那個人。

　　又到了你的生日，你想起了從前為了學習為了所謂的才能為了所謂的將來為了那個你以為
是一輩子的那個人所許的願望，你決定這一次要好好的許一個願望，你心中真正的願望。那一
刻，你卻發現你的腦中一片空白。最後只能偉大的將自己的生日祝願送給世界——願世界和
平。

　　你在（依然）滿滿的時間表中，找了一個晚上，反思自己為何連一個像樣的願望都沒有。
你似乎成長得不錯，性格討喜，該做的事不該做的事都很有分寸，偶爾和從前的朋友見上一面，
更多的時間花在了探索自己的將來和新認識的友人身上，還有一些你沒做過卻想挑戰的事情
上。你感覺自己挺快樂，生活也挺充實。可是，你沒有願望。你的願望到底是甚麼？你不停的
問自己。

　　你記得你喜歡過音樂畫畫寫作，卻在重拾工具時兀地察覺了自己的生疏，你有點慌。像是
回到了當年那個狀態。只是如今的你再也不敢與人聊起這種感覺，你的直覺告訴你，這樣才是
正常的。你不願再細想，決定將這種感覺鎖進回憶的深處，封上「不准進入」的封條。

　　直到有一天，你坐在車上的時候，不經意聽到旁邊一個小女孩對着她的父親笑瞇瞇的說，
希望自己能像電視裡的美少女戰士那樣厲害。你禁不住笑了，笑着笑着，淚就掉了下來。

你們，我們，他們
文：YK

　　小時候以為自己能改變世界，願望是成為超人或是魔法使，從不知打哪兒出來的壞人和怪
獸手中拯救世界。

　　長大了點之後，開始有了崇拜或是憧憬的對象，願望又變成了希望成為近似於他或她的存
在。在發現自己的願望似乎不太符合爸媽親友的期待時，又轉而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為對方的
另一半。在自己看來，對方沒有任何缺點，最重要的是，會毫無保留的對你好，不求回報。暗
自幻想着不同場景下相遇的兩人之間那美好的未來，便不經意笑得像個傻瓜。

　　等到爸媽開始向你提出要求，要你自己動手做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好不容易幫你穿好衣
服，你卻轉過頭就弄髒讓他們不得不替你換衣服的時候，你的願望就開始貼近現實了。當警
察？律師？老師？醫生？嗯這些不錯。既是專業人士又有穩定的收入。想當老闆？有志氣！不
過還是先好好學習吧。想嫁人什麼都不幹？哎……如果是有錢的也不是不可以。想玩音樂想畫
畫想寫作？哈哈孩子你把這些當興趣爸媽不阻止你，要是當成正職那可就大大的有問題了！你
重新想吧。

　　好吧，在你終於找到一個自己想像中挺好又能讓爸媽接受的願望時，你開始忙碌了。忙學
習忙課外活動忙考證書忙興趣班忙比賽忙早戀總而言之就是很忙，忙得你完全沒空想自己在忙
什麼，更別說是將來了。

　　忙着忙着，你就長大了。在你成年那天，你忽然想起來，記不清楚在哪一年的生日開始，
你只會許下成績進步考到某個樂器的等級又或是和那誰天長天久永不分離了。諸如此類的想法
充斥着你的小腦袋瓜。本來你那張貼着偶像海報的地方，換成了一張張激勵的字句和希望達成
的目標，還有塞得滿滿當當的時間表。至於你小時候好不容易收集齊全一整套的玩具，也早就
在堆填區不知道多少年了。

　　你有點慌。你覺得自己似乎失去了什麼。你跟朋友談起這種感覺。朋友說他也是。好吧，
不是只有自己這麼想，那大概是正常的吧。你又安心了。失去了的東西，找不回來也沒所謂吧。
你繼續忙，因為接下來還有好幾個考試要應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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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
文：KatDingLambo
排版：沒所謂
 
    秋風吹著高高的楓香樹，葉片颯颯作響。獨自坐在樹下的橫椅上，看著過路行人來來往往。

    秋風帶來了甚麼？

    大抵還是那股子淒涼和蕭索，綿綿不斷注入心間。秋，好像與生俱來就和這些形容詞沾上
了邊。特別是看到光禿禿的樹幹上顫顫地綴著幾片不肯落去的枯葉，就著陣陣秋風，瑟瑟地打
著旋，心中的憂思便無限拉長，卷起莫名的愁緒，唇邊也仿佛不經意地滑過一聲長長的哀歎，
落在地上，散落成片片枯葉。

    秋風帶來了甚麼？

    難道不是那轉瞬即逝的心酸與落寞嗎？那株雨後悄悄冒尖的嫩芽，那豔陽天下揮灑的汗
水，那母親手心般溫暖的微風。我捉不住。它們在我晃神的一瞬間，倏地，像白駒過隙，快得
我無從發現，等到察覺的時候，那翠綠竟已枯黃，那驕陽竟已冰冷，那暖風竟已蕭瑟淒寒。我
捉不住那美好。

    秋風帶來了甚麼？

    豈非無盡的寂寞和思念？「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複驚。相思相見知何日？
此時此夜難為情！」翻開手中的信，你說，山裡的紅楓好美，那裡的秋天洋溢著濃濃的生命力，
正是因為那片片紅楓，它們在蕭殺的秋風之中，擠盡了熱，將自己燒得通紅，仿佛在用自己的
生命，為寒冷的世界裝點上一片紅於五月花的色彩。你說，你愛山裡的紅楓，愛山裡的秋。你
說，你在滿山紅楓中思念著我。掐起信中的紅葉，為何我感受不到那股生命力？為何它在我眼
中，還是透著一如既往的悲涼？這裡的秋，沒有你，如此寂寞。

    離人心間，秋意漸濃，漫天的秋風卷著無盡的回憶和思念，舞動不休，我的離愁卻無從述
說。秋至，為何要帶走初春的新雛，夏夜的星辰？秋風，為何總攜著不斷的憂思鑽進城市每個
角落？秋色，為何蕭瑟？草木，為何搖落？搖落至心間，愛都變得不再清晰，仿佛已乘著秋風
遠去，隨著落葉，不知飄向何方。淚珠滾落，你的字跡也變得模糊，可過去所有還歷歷在目，
或許就是這抹不去的過往，讓我一次有一次在深秋中悲歎。秋風何時歇，思念何時止？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閒卻變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意變。」愛情，豈不
是就在這無盡的秋思中，變了樣。

    秋風，繼續吹。

演繹      
文：LamboDingKat
排版：沒所謂
 
    河流演繹了他。

    日以繼夜地流淌，湍急奔流的樣子，顯得那麼倔強。烈日縱使能放慢他的腳步，卻止不住
他的嚮往，一旦細雨徐徐降下，就任何人都追趕不上他了。前進尋思的過程中，他錯過的風景，
又豈止是晨曦落日。春天萬物生機勃勃，鳥兒鳴唱，迎春花放；夏天蟬聲繚繞，螞蟻被灼熱的
地板燙得直跳腳；秋天楓葉熱情似火，漫山遍野都是一大片一大片暖烘烘的紅；冬天白雪紛飛，
臘梅孤綻，夜裡萬家燈火，等待着晚歸的家人。然而，這些他都錯過了，沿途的一切，他從不
眷戀。川流不息，甚麼才能令他駐足？哪裡才是他的終點？

    「大海。」他說。

    但他不知道，海納百川，他雖有一片癡情，訴之於大海，得到的只會是大海「我愛你，也
愛他們」如此慷慨昂然的答案。他終於撲進了大海的懷抱，他的奔騰頑強屬於大海，但大海的
翻滾呼嘯卻不只屬於他。他淚眼婆娑。
 
    魚兒演繹了我。

    我總是把自己弄得遍體鱗傷，同樣的風景，我又何嘗不是錯過了呢？日復一日，順流而游，
與他並肩而行的每一刻，都讓我深深地迷戀。「我也想去大海闖闖，去找我的家。」他深信不
疑，於是牽著我的手，又加快速度向前湧進。那一刻我也淚眼婆娑，只是他看不見也感覺不到
身體裡多出來的水珠。

    漸漸地，我有些筋疲力盡了，我停了下來，他鼓勵我，告訴我大海的神秘、洶湧和嫵媚。
「大海會容納我們嗎？大海不是很危險嗎？」我連聲問道。他沒有回答我，只是說「如果你放
棄了，就在這兒停下來吧，我要繼續上路。」

    我朝他逐漸遠去的背影追過去，拖著仿佛要支離破碎的身軀，「我不會放棄。」不會放棄
對他執著的情意，不會放棄與他朝夕相處的時日。我們終於看到了大海，他臉上卻沒有浮現出
想像般的欣喜若狂。「這裡不會有我的家，也不屬於你。」他的落寞是我合眼前最後的眷戀。
  
    明媚的憂傷演繹了我們。

    人的一生，尋尋覓覓、不離不棄，到頭來，柴盡油枯，得到的只是無止境的悲傷，逆流成
河。河流和魚兒，演繹的又何止是愛情離愁。誰不曾像河流一樣捨棄沿途美景，追求一廂情願
的大海呢？誰又不曾像魚兒一樣，憂傷着別人的憂傷呢？河流潸潸一去不返，魚兒力盡合眼長
眠。漫漫人生，是我們演繹著生命，還是生命演繹了我們呢？而又是怎樣的演繹，才得以細水
長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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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
文：KatDingLambo
排版：沒所謂
 
    秋風吹著高高的楓香樹，葉片颯颯作響。獨自坐在樹下的橫椅上，看著過路行人來來往往。

    秋風帶來了甚麼？

    大抵還是那股子淒涼和蕭索，綿綿不斷注入心間。秋，好像與生俱來就和這些形容詞沾上
了邊。特別是看到光禿禿的樹幹上顫顫地綴著幾片不肯落去的枯葉，就著陣陣秋風，瑟瑟地打
著旋，心中的憂思便無限拉長，卷起莫名的愁緒，唇邊也仿佛不經意地滑過一聲長長的哀歎，
落在地上，散落成片片枯葉。

    秋風帶來了甚麼？

    難道不是那轉瞬即逝的心酸與落寞嗎？那株雨後悄悄冒尖的嫩芽，那豔陽天下揮灑的汗
水，那母親手心般溫暖的微風。我捉不住。它們在我晃神的一瞬間，倏地，像白駒過隙，快得
我無從發現，等到察覺的時候，那翠綠竟已枯黃，那驕陽竟已冰冷，那暖風竟已蕭瑟淒寒。我
捉不住那美好。

    秋風帶來了甚麼？

    豈非無盡的寂寞和思念？「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複驚。相思相見知何日？
此時此夜難為情！」翻開手中的信，你說，山裡的紅楓好美，那裡的秋天洋溢著濃濃的生命力，
正是因為那片片紅楓，它們在蕭殺的秋風之中，擠盡了熱，將自己燒得通紅，仿佛在用自己的
生命，為寒冷的世界裝點上一片紅於五月花的色彩。你說，你愛山裡的紅楓，愛山裡的秋。你
說，你在滿山紅楓中思念著我。掐起信中的紅葉，為何我感受不到那股生命力？為何它在我眼
中，還是透著一如既往的悲涼？這裡的秋，沒有你，如此寂寞。

    離人心間，秋意漸濃，漫天的秋風卷著無盡的回憶和思念，舞動不休，我的離愁卻無從述
說。秋至，為何要帶走初春的新雛，夏夜的星辰？秋風，為何總攜著不斷的憂思鑽進城市每個
角落？秋色，為何蕭瑟？草木，為何搖落？搖落至心間，愛都變得不再清晰，仿佛已乘著秋風
遠去，隨著落葉，不知飄向何方。淚珠滾落，你的字跡也變得模糊，可過去所有還歷歷在目，
或許就是這抹不去的過往，讓我一次有一次在深秋中悲歎。秋風何時歇，思念何時止？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閒卻變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意變。」愛情，豈不
是就在這無盡的秋思中，變了樣。

    秋風，繼續吹。

演繹      
文：LamboDingKat
排版：沒所謂
 
    河流演繹了他。

    日以繼夜地流淌，湍急奔流的樣子，顯得那麼倔強。烈日縱使能放慢他的腳步，卻止不住
他的嚮往，一旦細雨徐徐降下，就任何人都追趕不上他了。前進尋思的過程中，他錯過的風景，
又豈止是晨曦落日。春天萬物生機勃勃，鳥兒鳴唱，迎春花放；夏天蟬聲繚繞，螞蟻被灼熱的
地板燙得直跳腳；秋天楓葉熱情似火，漫山遍野都是一大片一大片暖烘烘的紅；冬天白雪紛飛，
臘梅孤綻，夜裡萬家燈火，等待着晚歸的家人。然而，這些他都錯過了，沿途的一切，他從不
眷戀。川流不息，甚麼才能令他駐足？哪裡才是他的終點？

    「大海。」他說。

    但他不知道，海納百川，他雖有一片癡情，訴之於大海，得到的只會是大海「我愛你，也
愛他們」如此慷慨昂然的答案。他終於撲進了大海的懷抱，他的奔騰頑強屬於大海，但大海的
翻滾呼嘯卻不只屬於他。他淚眼婆娑。
 
    魚兒演繹了我。

    我總是把自己弄得遍體鱗傷，同樣的風景，我又何嘗不是錯過了呢？日復一日，順流而游，
與他並肩而行的每一刻，都讓我深深地迷戀。「我也想去大海闖闖，去找我的家。」他深信不
疑，於是牽著我的手，又加快速度向前湧進。那一刻我也淚眼婆娑，只是他看不見也感覺不到
身體裡多出來的水珠。

    漸漸地，我有些筋疲力盡了，我停了下來，他鼓勵我，告訴我大海的神秘、洶湧和嫵媚。
「大海會容納我們嗎？大海不是很危險嗎？」我連聲問道。他沒有回答我，只是說「如果你放
棄了，就在這兒停下來吧，我要繼續上路。」

    我朝他逐漸遠去的背影追過去，拖著仿佛要支離破碎的身軀，「我不會放棄。」不會放棄
對他執著的情意，不會放棄與他朝夕相處的時日。我們終於看到了大海，他臉上卻沒有浮現出
想像般的欣喜若狂。「這裡不會有我的家，也不屬於你。」他的落寞是我合眼前最後的眷戀。
  
    明媚的憂傷演繹了我們。

    人的一生，尋尋覓覓、不離不棄，到頭來，柴盡油枯，得到的只是無止境的悲傷，逆流成
河。河流和魚兒，演繹的又何止是愛情離愁。誰不曾像河流一樣捨棄沿途美景，追求一廂情願
的大海呢？誰又不曾像魚兒一樣，憂傷着別人的憂傷呢？河流潸潸一去不返，魚兒力盡合眼長
眠。漫漫人生，是我們演繹著生命，還是生命演繹了我們呢？而又是怎樣的演繹，才得以細水
長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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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YK 
排版：timothio 

（提示：這是一篇充滿主
觀感受的影評，或會令喜
愛這部電影的讀者不適，
慎看。）

The Danish Girl
       - 平庸得一敗塗地

    大約一年前，為試刊號

寫下一篇影評，選了The  The�-

ory  of  Everything，Eddie  Red�-

manye主演，洋洋灑灑二千

字，記下對那部電影的喜

愛，那是筆者成為編委一員

的起點。到了如今要為振翅

寫下最後一篇文章，決定

選擇同樣由Eddie  Redmanye

主演的一部電影評論，從

哪裡開始就在哪裡結束，

以此與編委作別。可惜的

是，The  Danish  Girl  這部電影

並不能令人滿意，改編自真

實故事卻抹殺了當中的人，

成品竟淪為一部平庸且單薄

得只能依靠演員撐起兩小時

的電影。正如這年編委的表

現一樣，教人失望。進場前

的期望愈高，離場時失落感

也愈大。（先申明一下，

為了保有驚喜的感覺，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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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一年前，為試刊號

寫下一篇影評，選了The  The�-

ory  of  Everything，Eddie  Red�-

manye主演，洋洋灑灑二千

字，記下對那部電影的喜

愛，那是筆者成為編委一員

的起點。到了如今要為振翅

寫下最後一篇文章，決定

選擇同樣由Eddie  Redmanye

主演的一部電影評論，從

哪裡開始就在哪裡結束，

以此與編委作別。可惜的

是，The  Danish  Girl  這部電影

並不能令人滿意，改編自真

實故事卻抹殺了當中的人，

成品竟淪為一部平庸且單薄

得只能依靠演員撐起兩小時

的電影。正如這年編委的表

現一樣，教人失望。進場前

的期望愈高，離場時失落感

也愈大。（先申明一下，

為了保有驚喜的感覺，筆

者特意不事先查看電影中

人物的真實故事，也沒看

任何影評就買了票進場）

　　先談電影。簡而言之，

一對藝術家夫婦生活美滿

之際，丈夫Einar  Wegener為

了妻子Gerda作畫需要而披

上女裝時，內心的女性靈

魂——Lili  Elbe覺醒了，至此

二人生活趨向不幸，掙扎痛

苦了好一番後，Einar選擇變

性，最後兩人以死亡作別。

不知編劇心裡的想法到底是

如何的，但電影本身呈現的

是兩個沒有靈魂的人物，這

是再好的演員都救不回來的

致命傷。這種感覺在看到Lili

最後一次手術前和Gerda說完

話後獨自流淚的特寫鏡頭時

尤其強烈，筆者當時心裡禁

不住疑問——這是在懊悔自

己的選擇嗎？Lili會這樣嗎？

　　類似的疑問其實還有很

多。像是開始時氣勢十足，

作畫時自然而然的就脫口點

出「男人不習慣於在女人的

凝視下屈服」(“It’s  hard 

for  a man  to  be  looked  at  by  a 

woman.  Women  are  used  to  it, 

of  course,  but  for  a man…  [to] 

submit  to  a  woman’s  gaze. 

It’s  unsettling.”)，還提出要

丈夫換上女裝與對方走在大

街小巷這種瘋狂主意的Ger�-

da，怎麼在後半段像是換了

一個人似的頹唐痛苦？又像

是，Einar這個人物自Lili出現

後就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

如果真的是Lili完全主導了同

一個軀體的話，掙扎的過程

還會這麼久嗎？這些疑問，

最終都指向了一個問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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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劇組——特別是導演——

真 的 明 白 這 對 夫 婦 嗎 ？

　　如果說要筆者給這部電影評

分的話，大概它能得分的地

方就在於演員﹑畫面以及它

所引起大眾對LGBT的關注了。

　 　 說 說 演 員 。 在 電 影

中，Edd i e演出了一個女人

的精緻姿態，但老實說，筆

者不認為他演出了Li l i的精

髓。在寫這篇影評前筆者讀

了一些評論，當中提到Li l i

在巴黎看偷窺秀那一幕是對

Einar刻劃的最深刻的一幕；

在筆者看來，這恰恰是整套

電影中最大的敗筆。表演女

郎沒有靈魂，只有美麗的胴

體，是標上價碼待價而沽的

商品——對Li l i這個人物的

刻劃——在那個地方﹑那一

刻她無論做甚麼，都比仿傚

女郎只有肉慾的動作要來得

好。這一幕毀掉了一個人

物。令筆者驚喜的反而是飾

演女主角的Alicia  Vikander，能

將一個被塑造得如此平凡的

女畫家演出一種堅韌的精神

來。重要配角Hans  Axgil的演

員Matthias  Schoenaerts在戲裡

的演出也讓他的角色挺有說

服力（不過真的很像普京）

可筆者翻查過資料後實在希

望提供一些相片，呈現出

原本的Gerda，Einar和Lili。

，筆者朋友笑稱看了他就

明白為何Hans能讓Lili動心。

　　也說畫面。整部電影的

畫面很美，很美。任何一個

鏡頭，像是Gerda和Hans接吻

的一幕那旋轉樓梯﹑兩夫婦

的好友Ulla那出現了不只一

次的一排排衣服﹑Gerda與Lili

相處的每一幕等等，都不難

看出精心雕琢的美感。不過

也正是這種美感，讓觀眾和

故事裡人物的距離拉遠了。

　　另外再談談此片所引起的

對LGBT中T（transgender）的

關注。近年社會對於這個群

體的關注增加了不少，不過

更多的是對前面三種，而非

對「變性人」的關注。這部

電影，無論能否算是成功，

至少都增加了人們的注意。

    史 上 第 一 位 變 性 的

人，出色的師生戀藝術家

夫婦，妻子愛上丈夫另一

個女性靈魂還因畫她而成

名。一個精彩的題材竟會被

拍成如今這個模樣，這部

電影，實在是一敗塗地。

　　本來寫到此就該擱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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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提供一些相片，呈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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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書緣
　　在屯門元朗天水圍一
帶，許是新市區的原因，
書店不多，要買書的居
民通常會光顧位於市中心
幾家大型書局。然而，大
型書局的商業氣息過於濃
重，與其說是書局，倒不
如說是將書包裝成一件件
商品，然後賣出去而已。
要找一些文化氣息較濃
厚、能和懂書之人暢談交
流的小書店，似乎只有旺
角西洋菜南街一帶的舊書
店作為選擇。不過很多屯
門元朗天水圍人不知道的
是，除了「出城」之外，
我們還有另一個選擇。

　　樂活書緣位於屯門置

懷
舊

文：KatLamboDing
排版：timothio

  我總愛懷念過往的
種種，一樁小事兒、一件
玩物，一盞燈、一幅畫，
一個睡眼惺忪的清晨，一
席繁星滿綴的夜幕。我總
愛懷念過往的種種，溜走
的童年、逝去的愛情，抓
不住的青春懵懂，叫不醒
的少年痴夢。有的人說這
樣不好，搬出一大堆「棄
舊迎新」、「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的大道理。誰
又不知道這個理呢？只
是，舊的事物不經意浮上
心頭，難不成硬把它推
走？活在當下的同時，偶
爾懷懷舊也不算壞事兒，
畢竟，沒有昨夜的風雨，
就沒有今晨的花落；沒有
過去的患難與共，怎得今
日的良朋知己；沒有往日
辛酸艱難的旅途，哪有此
刻酣暢淋灕的歌聲。

  且讓我再放任過往迎
上心間，懷念那些舊有的
種種……

  第一個湧入腦海的是
兒時的小夥伴。那時院子
裡有很多小孩，但我就只
愛和她玩，因為她和我一
樣扎了兩個小辮子，也和
我一樣愛穿白色的、粉色
的小紗裙，姥姥說我們倆
就是小公主。但我們總愛
幹公主不會幹的事兒：沙
地裡打滾，堆城堡，弄得
從頭到腳都是沙；小溪裡
游泳，脫光衣服只剩個小

褲衩，水裡撲騰一下午；
花園裡挖泥鰍，挖滿一籮
筐倒在路中央，嚇壞好多
大人呢。不過我們也有公
主般恬靜的時候，就是玩
累了，在樹間的吊床上倒
頭大睡。姥姥說，我倆就
像睡美人。

  每當想到兩個髒兮兮
的小女孩憨睡的模樣，我
就禁不住會心一笑，那舊
時的孩童情感，舊時的砂
礫蟲蟻，舊時吊床上的美
夢，無不讓我深深懷念。
那一切就像難以割捨的寶
物，小心翼翼被我擱在鑲
滿水鑽的寶盒中，從裡到
外都透著耀人的光，只要
微微觸碰，就能看到孩提
的天真笑容，聽到感動心
靈的銀鈴笑語，感受到童
年最純淨無瑕的時光。

  繼而縈繞心頭的是十
六歲的青蔥歲月。那時稱
兄道弟、姊妹情深的同
伴，在綠茵地裡奔跑，肆
無忌憚地揮灑汗水，烈日
下一起仰頭喝光一罐可
樂，坐在熟悉的小賣部
前，談天說地一整晚。當
然不忘在學海裡共奮進，
課堂上「沙沙」不斷的寫
字翻書聲，角落裡一陣陣
低沈的呼吸聲，老師一次
又一次拿尺子敲桌子的煩
躁聲。我們一起聆聽，一
起經歷，一起銘記於心。
還有我們放飛的夢，青
春無悔的時光，帶著我們

各自
的狂
妄，飛往
無邊的天
際，化作
最美的虹
橋。

  舊時
的叛逆歲
月，如此
令人著
迷：無論
是當初
陽光下閃耀的汗珠，還是
天空下高聲呼喊的夢，此
刻都像手指間抓不住的流
沙，一縷縷，一絲絲，流
走了，也只能在我偶爾懷
舊時，那揮灑的汗水才依
然炙熱，那高呼的夢才仍
舊響徹天際。

  接著呢？還有那段刻
骨銘心的初戀，還有牽手
走過的每一段小路，還有
路旁的冰激凌小店，還有
兩邊的菩提樹，樹上叫了
一季的蟬蟲，還有家門前
亮堂的街燈，和燈下依依
不捨的情懷……

  一切的舊時光、舊事
物，懷念至此，仿佛真的
又看到了、摸到了，如同
午後慵懶怡人的長夢，讓
人不願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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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書緣
　　在屯門元朗天水圍一
帶，許是新市區的原因，
書店不多，要買書的居
民通常會光顧位於市中心
幾家大型書局。然而，大
型書局的商業氣息過於濃
重，與其說是書局，倒不
如說是將書包裝成一件件
商品，然後賣出去而已。
要找一些文化氣息較濃
厚、能和懂書之人暢談交
流的小書店，似乎只有旺
角西洋菜南街一帶的舊書
店作為選擇。不過很多屯
門元朗天水圍人不知道的
是，除了「出城」之外，
我們還有另一個選擇。

　　樂活書緣位於屯門置

樂花園，是新界西北為數
不多的幾間獨立書店之
一，主要售賣社會人文以
及兒童書籍，由兩位愛
書人——陳根錦博士及林
亦子醫生這推動和支持而
成立，目的是希望社區中
有一個能讓愛書的人落腳
的地方，亦希望小朋友有
空逛逛書店，養成發掘
自己心愛的書的習慣。

　　書店雖然主要售賣一
手書，也支持飄書活動，
特設一區收集顧客留下的
二手書。二手書顧可以免
費帶走，同時鼓勵客人提
供自己不要的書籍，類別
不限，使書本得以善用。

另外，書店亦不定期舉辦
讀書會、研討會等交流
活動，希望書友有機會
互相交流知識和見解。

　　住在屯門元朗天水
圍 的 朋 友 ， 如 果 路 過
置 樂 花 園 一 帶 ， 不 妨
到 這 家 小 書 店 走 走 。

書店介紹

文：側衛 
排版：timothio

懷
舊

文：KatLamboDing
排版：timothio各自

的狂
妄，飛往
無邊的天
際，化作
最美的虹
橋。

  舊時
的叛逆歲
月，如此
令人著
迷：無論
是當初
陽光下閃耀的汗珠，還是
天空下高聲呼喊的夢，此
刻都像手指間抓不住的流
沙，一縷縷，一絲絲，流
走了，也只能在我偶爾懷
舊時，那揮灑的汗水才依
然炙熱，那高呼的夢才仍
舊響徹天際。

  接著呢？還有那段刻
骨銘心的初戀，還有牽手
走過的每一段小路，還有
路旁的冰激凌小店，還有
兩邊的菩提樹，樹上叫了
一季的蟬蟲，還有家門前
亮堂的街燈，和燈下依依
不捨的情懷……

  一切的舊時光、舊事
物，懷念至此，仿佛真的
又看到了、摸到了，如同
午後慵懶怡人的長夢，讓
人不願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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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四： 12:00pm - 8:00pm
星期五、六、日： 12:00pm - 10:00pm

地址：荃灣南豐中心23樓2301D-5B室
電話：61218222 Daniel。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
com/mybookroom

https://scontent-hkg3-1.xx.f-
bcdn.net/hphotos-xpa1/t31.0-

8/12091253_1016761781700372_6859275379224986508_o.jpg

附：香港獨立書店地圖

    要買書、看書，不一定要去三聯商務

大眾等大型書店。實際上，香港仍存在着
為數不少的獨立書店。面對大型書店和網
絡媒體的競爭，現在的獨立書店更傾向於
劍走偏鋒，變相開闢另一個大型書店不能
觸及的市場。首先是二手書市場，大多數
獨立書店售賣文史哲類二手書，售賣的書
籍很多都已經絕版，光顧二手書店對讀者
而言更像一場不經意的邂逅。另外也有獨
立書店朝專門化發展，除了針對大陸客的
禁書店外，也有專營外語書籍、技術類參
考書的專門書店，滿足個別顧客的需求。
此外，對一些地方較充裕的獨立書店，
負責人通常會舉辦一些文化活動，例如
作者分享會、講座、讀書會，乃至古董
拍賣等等，務求達到讀者之間的雙向交
流，這種體驗是大型書店所不能提供的。

樂活書緣 
地址：新界屯門置樂花園39號舖地下
（Pizza Hut 和救世軍家品店隔鄰）

營業時間：
上午１０：００至１８：００
聯絡電話 ：２９７００３２８
傳 　　真：２９７００３０８
電 　　郵：lohasbooksfamily@gmail.
com
Facebook Page : https://www.face-

book.com/lohasbooksfamily

我的書房

    另一間位處新界西的獨立書店，是「
我的書房」。我的書房是一間位於荃灣的
二手書店，主要售賣人文學科的書籍，
如文史哲、社會學、心理學、政治、文
化研究、中國研究、宗教、哲學、語言
學習、字典、藝術設計、經濟學、股市
投資、小說散文及小量的兒童書籍。書
店亦會回收完好無缺及清潔的書籍，歡
迎讀者拿書本寄賣，更歡迎送贈書籍。

    二手書店的獨有價值在於，大型書局
只會出售最熱門的書籍，因此不少較偏
門、或者已經絕版的書籍，只能透過二
手書店找到。我的書房目前由店主  Dan-
iel 一人打理，目標是讓好書繼續流轉，
讓更多人得到閱讀的樂趣。為提高舊書
的流通速度，書店的臉書專頁會每天上
載新到書籍的照片，並提供留書服務。
目前隨著藏書量增加，書的種類越來越
多，少量古籍、理商科書籍甚至漫畫，
也可以在本店找到。各位朋友如果路過
荃灣地鐵站附近，不妨過去尋寶一番。

營業時間：
星期一、二： 12:00pm - 10: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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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香港獨立書店地圖

    要買書、看書，不一定要去三聯商務

大眾等大型書店。實際上，香港仍存在着
為數不少的獨立書店。面對大型書店和網
絡媒體的競爭，現在的獨立書店更傾向於
劍走偏鋒，變相開闢另一個大型書店不能
觸及的市場。首先是二手書市場，大多數
獨立書店售賣文史哲類二手書，售賣的書
籍很多都已經絕版，光顧二手書店對讀者
而言更像一場不經意的邂逅。另外也有獨
立書店朝專門化發展，除了針對大陸客的
禁書店外，也有專營外語書籍、技術類參
考書的專門書店，滿足個別顧客的需求。
此外，對一些地方較充裕的獨立書店，
負責人通常會舉辦一些文化活動，例如
作者分享會、講座、讀書會，乃至古董
拍賣等等，務求達到讀者之間的雙向交
流，這種體驗是大型書店所不能提供的。

    獨 立 書
店 對 於 讀 者
來 說 ， 其 意
義 並 不 只 在
於 一 場 買
賣或者讀書本身，而是透過與不同任何
人和書的接觸，令讀者走出個人的閱
讀觀和知識圈，從而發掘新的可能性。
在此附上去年網絡媒體《立場新聞》整
理出香港獨立書店地圖，希望各位在閒
逛三聯、中華、商務、大眾之餘，也
可以留意一下鬧市一角的獨立書店。

https://www.google.com/maps/d/
viewer?mid=z77g5HkgTepk.kg-
SAeZy5KEDU&hl=en_US

    二手書店的獨有價值在於，大型書局
只會出售最熱門的書籍，因此不少較偏
門、或者已經絕版的書籍，只能透過二
手書店找到。我的書房目前由店主  Dan-
iel 一人打理，目標是讓好書繼續流轉，
讓更多人得到閱讀的樂趣。為提高舊書
的流通速度，書店的臉書專頁會每天上
載新到書籍的照片，並提供留書服務。
目前隨著藏書量增加，書的種類越來越
多，少量古籍、理商科書籍甚至漫畫，
也可以在本店找到。各位朋友如果路過
荃灣地鐵站附近，不妨過去尋寶一番。

營業時間：
星期一、二： 12:00pm - 10: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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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聞見一抹髮香
驀然停步，回首
開始奔跑

我在家鄉的大街小巷裡穿行
甩開耳邊熟悉的鄉音
闖入煙霧繚繞的幽暗寺廟
低沉的鐘聲響起
佇立的僧人指向遠方
這裡沒有她

我來到高樓林立的城市
往來交錯的人群
裹挾著我向前攢動
奮力掙脫，登上天台
澄藍的天空下
轟鳴的飛機飛向遠方
這裡沒有她

夢     谷兜

當夢蝶翩躚入你的注目
我在這裡虔心地等候
在第一朵苜蓿盛開的時候
我放下蘡製的網
以收穫一捧燦燦的香郁

妳光潔的額頭被柔軟的風愛撫
如同嬌嫩的罌粟花瓣
在赤色的陽光中流淌出醉人的音符
在髮絲的烏黑與烏黑之間跳躍
在嘴角的蜿蜒與蜿蜒之間纏綿
在這拔節的季節裡不停縈紆著
清脆婉轉
恰如你炙熱的、纯洁的眼眸

你的笑靨被纖柔的柳枝
縫綴成春日的棉絮
灑落在鑲滿蒲公英的田野上
深深淺淺的腳印囈語著
不小心透露了你奔跑的方向
麥穗便心虛地顫抖了腳
焦急地，生怕驚擾了你無憚的追逐

布穀鳥也在這春日裡
奮力地揮動著翅膀
斑駁的長尾像擺渡的船槳顯出殷勤
的模樣
活像一顆被甜蜜灌滿的糖果
高高地拋在天空
倚著雲的關照神氣地滑動幾個片刻
卻還是承受不住圓滾的身體
挣扎着墜下

而你
和煦的風已然在你的腳下馳驟
撩起沼澤黏膩的泥濘
濺起潭水濕漉的晶瑩
彌漫在這無邊無垠中的
不是暮靄沉沉的霧
而是你不盡的、鏗鏘有力的步伐
碰到虛無的回響
這點亮了昏黑長夜的
不是熠熠生輝的朝陽
而是你稚嫩的臉龐朝著不久的遠方
心中的渴望閃爍著
匯聚成一個斑斕的夢

振翅文學創作比賽優異作品  排版 : 尋雨言

WINGS Wri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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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     Daedalus

我聞見一抹髮香
驀然停步，回首
開始奔跑

我在家鄉的大街小巷裡穿行
甩開耳邊熟悉的鄉音
闖入煙霧繚繞的幽暗寺廟
低沉的鐘聲響起
佇立的僧人指向遠方
這裡沒有她

我來到高樓林立的城市
往來交錯的人群
裹挾著我向前攢動
奮力掙脫，登上天台
澄藍的天空下
轟鳴的飛機飛向遠方
這裡沒有她

我來到寧靜祥和的天國
看見天使的背後
長著魔鬼的面龐
她們一邊微笑著
一邊沐浴著聖光廝殺
這裡沒有她 ‧‧‧

我從雲端縱身躍下
下落的過程沒有盡頭
我
對親人關切的目光熟視無睹
對朋友真誠的勸告充耳不聞
探求著，追尋著
付出一切地
為了一個幻夢
做了一場大夢

First runner-up 亞軍

布穀鳥也在這春日裡
奮力地揮動著翅膀
斑駁的長尾像擺渡的船槳顯出殷勤
的模樣
活像一顆被甜蜜灌滿的糖果
高高地拋在天空
倚著雲的關照神氣地滑動幾個片刻
卻還是承受不住圓滾的身體
挣扎着墜下

而你
和煦的風已然在你的腳下馳驟
撩起沼澤黏膩的泥濘
濺起潭水濕漉的晶瑩
彌漫在這無邊無垠中的
不是暮靄沉沉的霧
而是你不盡的、鏗鏘有力的步伐
碰到虛無的回響
這點亮了昏黑長夜的
不是熠熠生輝的朝陽
而是你稚嫩的臉龐朝著不久的遠方
心中的渴望閃爍著
匯聚成一個斑斕的夢

WINGS Writing Competition | 90

23.4.indd   90 19/4/2016   0:56:37



夜漸濃，
月朦朧，
人矇矓，
是呷一口夢的時候。

投入兩枚輔幣到夢的販賣機 ,

哐一聲，是時間 ;
噹一聲，是人生 ;
不設退款更不設找續。

閉上兩眼於霧裡看花，
時而追逐那身姿曼妙的伴侶，若離若即 ;
時而發掘那取之不盡的財寶，如真如假 ;
時而尋找那太平盛世的烏托邦，幻遠幻近。

夢     大成

麗鵑錦繡，於世難求。
求之不得，遂往青洲。
悠悠四野，憂思忡忡。
訣山別河，而寄莊周。
厚衣足食，顏色光鮮。
人心盈滿，內持美善。
自子於世，雙親皆俱。
及子朽衰，奉孝無慮。
南北一家，性格分明。
東西和聲，海內平清。
干戈平息，戾氣盡消。
德祟禮化，仁義為先。
莊周夢了，鳳蝶逍遙。
人壽有止，天地迢迢。
孔門佳景，夢亦難現。
此代今生，何時能見。

夢     趙思旖

夜半時分，沉睡的獸甦醒
一口吞沒時鐘的冷靜
切斷子夜與白晝
一切寂靜但擁擠
魚，尋找飛鳥
蝴蝶，埋藏老莊
孩子睜開眼眸，嬉戲
到底什麼折斷月光，拍落花萼
使我想起你

Second runner-up 季軍

Others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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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     陸尋

夜漸濃，
月朦朧，
人矇矓，
是呷一口夢的時候。

投入兩枚輔幣到夢的販賣機 ,

哐一聲，是時間 ;
噹一聲，是人生 ;
不設退款更不設找續。

閉上兩眼於霧裡看花，
時而追逐那身姿曼妙的伴侶，若離若即 ;
時而發掘那取之不盡的財寶，如真如假 ;
時而尋找那太平盛世的烏托邦，幻遠幻近。

蒙眼探索的提攜，最為勇敢 ;
坐上夢想快車隆隆作響。
彳亍路上的傴僂，最為罕見 ;
為未被鬧鈴壓圬而竊喜。

夢的開端，
夢的結尾，
已無從提起，
唯獨過程至珍至美， 不被忘記。

天熹微，
日曚曨，
人矇矓，
大概最教人醒不來的現實是夢。

Special Award 特別獎

Others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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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其他

殷都行     爾何如

餘向殷墟已久，概不能成行。適高招畢，心有釋然，於庚寅歲六月初五
乘車而往。覽勝景，睹舊物，感慨漸生，故作此詩。世人稱安陽為殷都，
故名之《殷都行》，凡二百九十四言。 

                                                                                    
朝雲密佈鋪天穹，金光鏤穿照有熊。
黃帝一統千載後，盤庚遷商洹水泮。 
洹河兩岸風習習，大道路旁柳依依。
丹漆烽火臺上望，銅綠鼎中鳳鳥鳴。
甲骨文出驚天下，司母鼎現駭世人。
筆順似人活靈現，傳情達意謂象形。
龜甲占卜預先知，生前怎知身後事。
萬事因果皆有緣，人事強求實非易。
偶闖地宮王陵墓，始覺活似閻羅殿。 
幽冥紫芒奪魂魄，煞冷綠刃盲雙目。
金釵玉珠流螢光，大鼎寶相鎮妖魔。
魑魅魍魎不近身，牛頭馬面繞道行。 
車馬坑殉千人骨，碑林中書萬字言。 
墓深骨駭失富貴，可憐當時天下民。 
西有婦好巾幗墓，仰望玉像生豪情。 
女子為國尚捐軀，男兒何不赴國難。 
覽我今朝天下事，蠅營狗苟爭虛名。  
身死家亡國滅後，才有救國之豪情？ 
古今傷心天下淚，警醒世人勿忘國。
餘立沙丘獨徘徊，回眸深望洹水流。  
千古得失誰可知？青山無語水長流。

Others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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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énue     Aishwarya.J

In the depths of my elixir,

And in a suspended labyrinth,

I simply stare. wonder. blank.

To only smudge and sculpt the

reality, I am brought to.

Like the wax of a candle my chrysalis

Fades, away into silver dust,

Replaced by an ethereal lust,

To pen newfound dreams.

Others 其他

餘向殷墟已久，概不能成行。適高招畢，心有釋然，於庚寅歲六月初五
乘車而往。覽勝景，睹舊物，感慨漸生，故作此詩。世人稱安陽為殷都，
故名之《殷都行》，凡二百九十四言。 

                                                                                    
朝雲密佈鋪天穹，金光鏤穿照有熊。
黃帝一統千載後，盤庚遷商洹水泮。 
洹河兩岸風習習，大道路旁柳依依。
丹漆烽火臺上望，銅綠鼎中鳳鳥鳴。
甲骨文出驚天下，司母鼎現駭世人。
筆順似人活靈現，傳情達意謂象形。
龜甲占卜預先知，生前怎知身後事。
萬事因果皆有緣，人事強求實非易。
偶闖地宮王陵墓，始覺活似閻羅殿。 
幽冥紫芒奪魂魄，煞冷綠刃盲雙目。
金釵玉珠流螢光，大鼎寶相鎮妖魔。
魑魅魍魎不近身，牛頭馬面繞道行。 
車馬坑殉千人骨，碑林中書萬字言。 
墓深骨駭失富貴，可憐當時天下民。 
西有婦好巾幗墓，仰望玉像生豪情。 
女子為國尚捐軀，男兒何不赴國難。 
覽我今朝天下事，蠅營狗苟爭虛名。  
身死家亡國滅後，才有救國之豪情？ 
古今傷心天下淚，警醒世人勿忘國。
餘立沙丘獨徘徊，回眸深望洹水流。  
千古得失誰可知？青山無語水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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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委徵稿
We Want Your Article !

投稿須知 Rem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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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article to su_eb@stu.ust.hk with real name and also contact method.

想發表對校政的意見 ?Wanna voice out your opinion on schoo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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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來改變科大 !
Let's Change HKUST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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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認，在剛加入編委莊的時候，我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抱負，想為這份學生報
帶來那麼一點點的改變。我曾經還是以身為讀者的姿態對學生報指指點點，覺得派發
地點太少、文章題材不夠豐富、設計不夠美觀、期數太少。

    如果我在這裡工作的話，應該可以做的更好，至少在一年前我還是如此認為的，
然後帶著這種想法進了編委。

    到自己接手的時候，我才知道我要面對的是怎麼一回事。之前誇下海口要寫文
章、做專訪的同伴接連在視線內消失，剩下的人因工作量太大而接連罷工；間中有讀
者認出了我，一邊抱怨投稿的人太少，而又斷然拒絕了我的邀稿，等下一期文章數量
不足又過來興師問罪；曾經興致勃勃地去提議要不要在大堂放個報紙架甚麼的，然後
被人提醒好像不合學校規定，而在一個月後來同一個人就跟我抱怨為甚麼不在大堂放
個報紙架甚麼的，接著順手把底層未開封的學生報撕開，一疊學生報隨即因重心不穩
而轟然倒塌，兩人俯首收拾殘局的時候空中飄過一絲尷尬。

    我想說，事到如今我不是想推卸責任。我們這屆編委實在有點不堪（也不僅僅是
有點），然而，我意識到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以及坐而言與起而行之間的鴻溝。誰不
想出月刊？誰不想學生報有更多文章？誰不想把自己的刊物分享給更多人看？但是，
人手呢？資金呢？時間呢？面對現實的制約，空談理想是不行的。要達成願景，就要
有相應的付出。不僅是一小撮人的努力，而是所有抱著同一理想的人，都有所支持。

    漸漸地，我開始體會到亞視員工，在目送王征離開後，坐等四月一號來臨那種矛
盾的心情。

    有很多次，不同莊員私下問我：「我們還需要繼續下去嗎？我們留下來還有意義
嗎？」這個問題我也想過，想著想著便寫了四期書、近六萬字，到現在，快落莊了，
辭職信還在電郵草稿箱的深處。

    無論如何，總要有人站在台上謝幕。

    對於各位讀者的不滿，作為其中一個負責人，我向各位表示歉意。本屆甚至曾經
瀕臨解散，幸好有舊人留守、新莊員加入，以及熱心讀者在文稿和意見上的支持，我
們莊才能捱到今天，感激各位無償付出。希望來屆有更多願意為理想挺身的人，去開
創更好的局面。

    再次感謝在我們風塵僕僕的時候，雖有批評，但依然不離不棄的各位。

側衛

落莊感言     時日太快，落莊的日子原來已經不遠了。從參加附屬幹事，到傾莊、到上莊，現
在又落莊了。日子很短，但經歷很多。

    上莊前明明打算走文藝路線的我，上莊後竟然走了時政路線；明明只想寫中文文
章的我，竟然也膽大地寫了一些中英對照的文章。許多許多，都在意料之外。我在莊
員間可能也是怪人一個，明明大家都有無數多個筆名，而我卻只有一個；明明上莊一
定有宿位，而我偏偏不住宿。

    雖然我和大家好像是兩個世界的人，但上莊還是值得的。我堅信大學生活，不應
只顧讀書，也應多多享受，否則忙碌一生，又有何意義？上莊可以說是個享受大學的
方式，但也可以說是個自討苦吃的苦差，關鍵在於你的心態是甚麼。

    原來大學生涯已過一半，回憶起這年多的點點滴滴，真是有種莫名的感覺。也許，
這是不捨的心情。

傲霜

    我們本就捉不住光陰。

    痛苦的時候，一天、一小時、甚至一分鐘，都很漫長；可是在回望當時力竭聲嘶，
大喊大叫之時，已是一年以後。

    這一年，很忙，相信沒有一個人會認為上莊是一件可以很輕鬆地完成的事，加上
學業繁重，基本上可謂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不過，最值得感恩的，是莊員的分擔和
體諒，多少次的困境，都是他們用毅力，用意志撐下來，沒有埋怨，沒有怪責。當我
拖稿的時候，當我忙學業，忙兼職的時候，當我犯錯的時候，得到的，是安慰和諒解，
餘下是我的愧疚。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壓力和煩惱，社會上有部分人總喜歡把不
快轉移到其他人身上，或吹毛求疵，或籍指罵別人來宣洩。犯錯便訴諸他人，寬己嚴
人，這是我成年以來深切感受到而悲傷的，即使自身，有時亦不免有同樣的念頭。幸
運的是，我有一群很好，很好的莊員，證明了我的想法，只是部分正確。

    仔細想想，上莊雖然辛苦，卻帶給我不少東西，其中最有價值的，便是我從中看
見人性的光輝面。

    思想很散亂，亂得連文章都不成章法，

    或許因為想起落莊，又或許是因為捨不得。

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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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認，在剛加入編委莊的時候，我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抱負，想為這份學生報
帶來那麼一點點的改變。我曾經還是以身為讀者的姿態對學生報指指點點，覺得派發
地點太少、文章題材不夠豐富、設計不夠美觀、期數太少。

    如果我在這裡工作的話，應該可以做的更好，至少在一年前我還是如此認為的，
然後帶著這種想法進了編委。

    到自己接手的時候，我才知道我要面對的是怎麼一回事。之前誇下海口要寫文
章、做專訪的同伴接連在視線內消失，剩下的人因工作量太大而接連罷工；間中有讀
者認出了我，一邊抱怨投稿的人太少，而又斷然拒絕了我的邀稿，等下一期文章數量
不足又過來興師問罪；曾經興致勃勃地去提議要不要在大堂放個報紙架甚麼的，然後
被人提醒好像不合學校規定，而在一個月後來同一個人就跟我抱怨為甚麼不在大堂放
個報紙架甚麼的，接著順手把底層未開封的學生報撕開，一疊學生報隨即因重心不穩
而轟然倒塌，兩人俯首收拾殘局的時候空中飄過一絲尷尬。

    我想說，事到如今我不是想推卸責任。我們這屆編委實在有點不堪（也不僅僅是
有點），然而，我意識到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以及坐而言與起而行之間的鴻溝。誰不
想出月刊？誰不想學生報有更多文章？誰不想把自己的刊物分享給更多人看？但是，
人手呢？資金呢？時間呢？面對現實的制約，空談理想是不行的。要達成願景，就要
有相應的付出。不僅是一小撮人的努力，而是所有抱著同一理想的人，都有所支持。

    漸漸地，我開始體會到亞視員工，在目送王征離開後，坐等四月一號來臨那種矛
盾的心情。

    有很多次，不同莊員私下問我：「我們還需要繼續下去嗎？我們留下來還有意義
嗎？」這個問題我也想過，想著想著便寫了四期書、近六萬字，到現在，快落莊了，
辭職信還在電郵草稿箱的深處。

    無論如何，總要有人站在台上謝幕。

    對於各位讀者的不滿，作為其中一個負責人，我向各位表示歉意。本屆甚至曾經
瀕臨解散，幸好有舊人留守、新莊員加入，以及熱心讀者在文稿和意見上的支持，我
們莊才能捱到今天，感激各位無償付出。希望來屆有更多願意為理想挺身的人，去開
創更好的局面。

    再次感謝在我們風塵僕僕的時候，雖有批評，但依然不離不棄的各位。

側衛

    時日太快，落莊的日子原來已經不遠了。從參加附屬幹事，到傾莊、到上莊，現
在又落莊了。日子很短，但經歷很多。

    上莊前明明打算走文藝路線的我，上莊後竟然走了時政路線；明明只想寫中文文
章的我，竟然也膽大地寫了一些中英對照的文章。許多許多，都在意料之外。我在莊
員間可能也是怪人一個，明明大家都有無數多個筆名，而我卻只有一個；明明上莊一
定有宿位，而我偏偏不住宿。

    雖然我和大家好像是兩個世界的人，但上莊還是值得的。我堅信大學生活，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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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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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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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編委會，初衷很簡單，就是分享喜愛的文學。

　　一年就這樣過去了，真的很捨不得——本來應該寫這種東西的。不過既然原則是說實話，那就無
謂說白話了。

　　在這裡想說兩個人的故事。

　　第一個人，是一名混血兒。在文學課（是的科大有這種東西）上認識她，又在各種與文學相關的
地方碰上她。後來又在另一個與中文寫作相關的講座上重遇。和她聊了起來，發現原來最初她沒有成
為文學課的正式學生，只是乘着課餘的空檔到課上旁聽。想起她甚至積極參與了分享詩歌的環節，我
不是不驚訝的。我問她這樣做有着怎麼樣的原因。她說：「不這樣，我大概會在這所學校發瘋。」我
想我大概明白她的意思。最後，她看着正在記下講者重點的我，說很羨慕我會寫中文，她的話，只能
讀懂，語氣淡淡的。

　　另一個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教授。在歷史的大環境下，她選擇離開故鄉，飄泊在外，原因是不
願因寫下的文字坐牢。她用「雲」這個字描述她的故鄉。為了讓這裡的一眾的理科生有機會接觸文學，
她放下了手中的寫作很長一段時間，只為好好接待到訪的講者，讓他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結果是，
講座出席率爆滿，可列席的基本上是人文學院研究生，和慕名而來的公眾人士。

　　這裡有些人像是我所說的那兩個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樣，更多的，是寧願多算一題也不願多讀一行
字的人。

　　誰都有無比珍視的東西，像是一件物品，一首歌，或是一個人。你比誰都想要旁人明白那東西的
美，卻又隱隱意識到旁的人都不會——或者說的更實在，沒興趣——欣賞，進而與你分享快樂。那麼，
這時候你會選擇怎麼做呢？

　　於我而言，這寶物就是文學。而我的選擇，再也清晰不過了。就結果而言，這樣的選擇是錯誤的。

　　即使害怕願意一讀的人看不明白而沒寫深入的文學題目，即使仔細考慮過讀的人的興趣而寫了一
些可能能讓人感到有趣的主題，即使……

　　都是無用功。

　　偶爾聽到（難得的）讀者回應，都是談論振翅的政治文章的感想，連教授也不例外。

　　依舊記得翻開許多屆前的一本振翅，也有不知是誰吶喊，這學校人文氣息太少。十多年後一切還
是沒變。

　　那就這樣吧。

　　科大一向政治冷感。而且，文學無感。

　　那就這樣吧。

　　既然喜歡文學，大概不該選這所學校。嗯，沒錯。

　　有珍惜的東西的人，祝你們能好好的守護你們的寶物。

　　寫得有點長，抱歉。感謝讀到這裡的人。

　　最後，以一句馬頔的南山南中的歌詞作結——「他不再和誰談論相逢的孤島，因為心裡早已荒無
人煙」。

YK

    大學五件事，上莊是其中一件。雖說如此，一年前的我根本沒打算上莊，最後卻
誤打誤撞加入了編委；一年後回望，總覺得有點嘖嘖稱奇。於是從一開始連四大架構
也不清楚的我開始摸索，到今天終於了解個大概時已到了落莊的日子，不禁有點感慨
時間流逝之快。

    這一年，最想感謝的是莊員，最對不起的也是莊員。當初我的加入就是希望能為
莊注入新血，然而有很多因素和人事變動終沒有為他們實現最初的抱負。唯他們也不
離不棄。謝謝他們的體諒和支持，到今天才能順利落莊。

    最後說一件軼事。有次聊天，莊員告訴我一年前我有份提名編委作侯選內閣，後
來有點不知怎的就成為了他們的莊員。

    這大概就是緣分吧。

緋雨傾城

    把一切平凡的事做好即不不平凡，把一切簡單的事做好即不簡單。

Design is so simple, that's why it is so complicated.

BUT……

Dear haters, don’t criticize me for my flaws and mistakes when you can’t 
even see your own. 

I am a designer, not a miracle worker. I can’t make bad ideas look good. 

You hate my design? Well Okay, grab a chair and wait for me to CARE.

    我年輕，需要你指點，但不需要你指指點點。

    我最喜歡別人看不慣我又幹不掉我的樣子。

尋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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