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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圖片來源：bbs.zol.com.cn

就在「人」被流放在世界裏的那天起，我們就註定要作出抉擇。

小至吃 LG5，大至未來人生的方向……人生就是充滿著抉擇。我們作出抉擇後，
可能後悔、可能失望、可能滿意……我們不能知道抉擇的後果。

但惟一肯定的是︰你一定要作出抉擇。

誰叫你生而為「人」，而「人」又是「自由」的呢？倘使我們只是一草一獸，只是
一個個混沌的生命，便不會提出諸多問題來為難自己，也不用為作出抉擇而煩惱，
更無需為後果負上責任。當然，「不抉擇」也是一種抉擇。但你無異於放棄作為「自
由」人的特權。

大自然生成萬物，惟人可擺脫機械的自然規律，「為世界帶來不確定性」。如是，
方開始有歷史。一草一獸固然沒有歷史，因為它們只是混沌的生命，按照機械的自
然規律活動。但縱然有「人」存在，也不代表歷史就開始了。「人」一日不自覺其
理性的光明，一日停留於動物層，也無異於一草一獸，仍然無歷史；惟當「人」自
覺其理性生命之能超拔其自然生命，並按照主體意志來行動時，歷史才真正開始。

人類的歷史始端，說來有點巧合？中國周代封建與西方古代的封建社會，均有貴族
與平民兩階級存在。若我們肯定「人」是「自由」、「平等」的（權利上），則可
見「人」並不一開始便能完全自覺其生命價值。整個人類歷史，按黑格爾的說法，
乃精神的發展史，而一切文化乃精神之感性形式的顯現。人類的精神發展了整整
二千多年，經歷無數的戰爭、各樣的政府制度，發現了科學世界，創造了價值世
界……我總是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是幸福的，或是太幸福呢？

「太享福了，結果智慧都沒有了。」牟宗三先生曾說。的確，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
人，早被維港兩岸的繁華輝煌刺盲了眼，猶如陽焰迷鹿，失去了生命的方向。所謂
「智慧」，只是些不著邊際的荒謬話；所謂「理想」，也不過是幻想。惟有「賺錢」、
「買樓」，方是老實的目標。

於是我們沉淪了，沉淪在物質的滿足，忘記了我們「自由」的本質、忘記了生命無
限的可能性、忘記了我們有實現這些可能性的可能。

我不想糾纏在香港貧富不均等問題。我只想指出︰既然你是「自由」的，便好好把
握你自己的生命。

現在，香港人也要把握自己的未來了。人大「八三一」、雨傘運動、香港獨立、公
投自決……歷史發展了二千多年，終於開啟出「民主」這概念。我們現在正向著「民
主」這個目標努力地奮鬥。

但要實現她，不容易。

這接下來的歷史，將由我們一個個香港人繼續寫下去。我們會屈服？會妥協讓步？
會奮鬥到底？甚或乎會有流血革命？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大概可為我們增
加一點勇氣。

不論未來走向如何，我們必需堅信「自由」、堅信「理想」是真實的。我不知道諸
君對香港未來有何看法，但我還是那一句︰

作出抉擇吧！

副總編輯　張文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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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w mean”.

“Within 1 S.D.”.

“‘Good’ grade”

“Failure”

...These are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words uttered by HKUST students.

Our education is, simply put, fed by competition. We are so focused on outperforming 
others that we forget to enjoy ourselves. Why should grades matter so much? Why are 
we placed in such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where only the strong survive at the 
expense of the weaker? 

A university is supposed to make learning enjoyable, not stressful and hectic. It really 
hurts when we perform below our expectations. Because of curved grading, we have 
to aim high, very high, to hopefully outperform the comparatively weaker. Our exam 
grades very quickly become into our worst nightmares; we are haunted by them, 
and we have to face defeat. Think back to all those hours you put into preparing for 
that one exam, a single paper which will rank you against others.  By focusing all our 
energy on surpassing the rest and beating ‘the mean’, we forget the main point of 
learning: to enrich your knowledge on a subject you love.

I know many people who are extremely passionate about what they do. A classmate 
of mine “loves mathematics”. How many people have you come across that have 
said that? In high school, many of us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mathematics 
held in everyday life; we learnt to hate it. Apparently it is completely normal to love 
mathematics. True scholars should view studies as an opportunity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rather than a challenge where they must struggle to survive.

It is not easy to find a field of study that genuinely interests one. Many students are 
‘forc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to take civil engineering, for example, because of its 
highly desirable nature in the local market. Others still are giving into parental and 
societal pressures by silently pursuing double majors and dual degrees. I know people 
who were very keen to get into a certain major, but were put into another major only 
because of an ‘apparently unsatisfactory’ GPA.  University should be an environment 
where any student is able to study a major that he or she desires; passion should be 
as much a priority as performance. What is the point of university if students are not 
entitled to the freedom to learn what they want to?

Yes, we are here ‘merely’ for our degrees. It is, many argue, the degree which bear 
greatest weight to future employers. Many also say employers seldom consider 
important our social skills, our extracurricular pursuits -- not even our minor 
programs! HKUST offers a narrow range of courses within the Business, Engineering, 

“Life is tough”
On HKUST’s education system and studying

Author: Urvil Rakesh Sheth
Typesetter: TC, 腐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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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faculties.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pursue a Spanish 
minor to attain fluency in the language; only HKU and CUHK offer their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 A friend of mine, who is pursuing an Engineering major, is more 
passionate about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he “thought a lot about 
transferring out and doing philosophy” but talked herself out of it. Pursuing our 
interests should be the priority, but ultimately8, our ulterior motive is to complete a 
technical degree ‘of greater value’.

Why are exams ridiculously hard?, No matter how hard some of us try, no matter how 
much we practice, no matter how many tutorials we attend, some of us still score 
‘below the mean’; the competition within the student body is very, very intense. 
Only the most academically qualified locals and mainlanders attend HKUST;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at the institution admits to diversify the student body are 
highly intelligent and scholarly. All too naturally, the mean will be high in select 
courses.

While it is recommended to aim for sound academic results, we should also engage in 
sports; interact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ttend seminars 
of distinguished lecturers with brilliant ideas; and freely engage in whatever it is that 
stimulates and fulfills us physically, mentally, emotionally. University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so work hard, but play harder.

Source: livingwelldementia.org, elgarblog.com

Declaration: 
The opinions express in this contributed articles are the author's own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 of 
the Editorial Board.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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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almost a month promotion period, we could fully perceive the 
passion or even to an extent, the craziness of our peers. Among these varied 
promotion methods,including interesting games, sending away gifts, making 
enormous decorations,lucky draws and so on,  I guess the climax is chanting, 
especially the last chanting. I appreciate those energetic youths and their team 
spirit, however, there were something unpleasant this year which demands us 
to rethink.

　　First thing might be the large scale fighting between societies during last 
chanting. In the violent conflicts, many students got hurt and the police were 
deployed at campus during the fighting of hall societies. Furthermore, what 
I heard from senior students is that almost every year there are fights during 
chanting because of some ridiculous reasons, such as winning a girl’s heart 
or  occupying space for chanting and so forth. At the same time, plenty of 
“audiences”  gathered in atrium to take photos and videos with laughters and 
shouting.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the physical altercation seemed to be 
a general revelry. What is the true definition of passion and youth? The hot-
blood? The impulse? As a member of UST, we should be a well-educated 
group of youngsters and the choice and the thoughts of us would somehow 
determine the futural society. So please rethink these question seriously.

　　Additionally,I would like to mention the unfavourable scenes after the 
promotion period. Piles of garbage remained in the atrium and the members 
of student union stayed to cleaned up for a whole night. We appreciate the 
ethic quality of Japanese for most of them chose to stay to do clean-up after 
some big events Also, we sometimes blame 
Chinese for their unawareness of the trash 
they leave. But,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don't they?

　　Maybe, someone said chanting is a 
special culture of UST. I agree, but I just 
expect  more rational and civilized methods. 
In other words, it is a little absurd if fighting 
and trash become a part of UST campus 
culture. 

ＣＨＡ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Author: K
Typesetter：MU

Source: translatorsanonymous.tumbl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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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新政策︰入館須拍卡

圖書館以及 Learning Commons（LC）
一直被視為學生課與課之間休息溫
書的好去處，從 1991 年開館以來，
便為學生以及教職員提供各項服務。
因圖書館是由政府公众人士資助的
公共設施，所以也稟持著惠及其他
大學學者以及廣大公眾人士查詢資
料的理念，是以開館至今，日常時
間都無需使用科大證拍卡進入。

但隨著人流的急速增加，圖書館的使用者數量從 2012 年 160 萬增至 2015 年
210 萬，增加幅度約百分之三十。此外，附近大埔仔的新居民，亦最早將在
2016 年入遷，屆時附近人口將由如今的三千人口翻升一倍，鄰近的科大圖書館
將會壓力倍增。

然而，對科大人來說，在臨近考試的時段，LC 人滿為患。找不到座位的情況時
有發生。面對這樣的景況，圖書館計畫將實行「Card Access」的政策，冀望減
少來自科大以外的使用者，確保本校學生可以優先使用圖書館設施。

據筆者向圖書館的查詢，圖書館工作人員將會在圖書館地面層（G/F）安裝新的
閘機，而預計實行的日期將大致定於五月，希望能在期終考試前為學生提供一
個理想的溫書環境。屆時所有師生，都需憑藉科大證才可進入圖書館。 

而對於學系部門或中心來說，圖書館歷來都將部門證（Department card）發予
他們，並由相應部門管理這些證的使用，讓他們的賓客可以使用圖書館的服務。
其次，對於真正有研究需要而使用科大圖書館的人士，他們亦可以申請借書證
（Borrower’s  Card）或閱讀證（Reader’s  Card），但這些申請都會由圖書館嚴
格審批，確保不被濫用。而在 summer and 
winter break，圖書館也會允許外來者在提供
個人資料的情況下，有限度地開放校內圖書
館各項設施。

總括而言，「Card Access」政策旨在舒緩圖
書館的服務壓力，館方也會持續檢討此項措
施的成效，務求讓本校學生享有更優質的服
務以及一個更舒適的學習環境。

撰文：CPlus
排版：腐 phil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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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 25 週年的口號是「Innovating 
Today, Imagining Tomorrow」。
下面，我們一起來探討並想象科大
未來的發展：

 

發問科大
                               撰文、排版：木木

１. 研究型教學 = ？
　　　　科大一個品牌是「研究型」。 UROP，IGEM，Robotic 
Team……這些都為學生課外研究提供了不少平台，我們要點
一個讃。不得不說，教學評估上的「研究」味道依然不夠濃
重，大家經常講一個笑話，港大去遊行，中大去 chanting，科
大學生在溫書。學生之間的溝通五句話後，一定會談及 GPA，
談及選課，談及 assignment，quiz 和 exam。但是，很多周圍
的同學常感慨，要拿到好成績，和中學沒什麼兩樣，刷 liba，
看 past paper，一頁頁讀 ppt，如果自己深入看其他的資料，
可能和努力背 ppt 的同學的成績一樣，或者可能因為想過多而
偏低。以小編之見，鞏固學術基礎固然是好事，而既然我們
打出「研究型」的品牌，提出「Innovating Today, Imagining 
Tomorrow」 的口號，我們是不是在教學評估體系上也可以
有所創新？比如小編上 sem 讀過的一堂課 SOCI1190，何文凱
教授會給學生三種選擇：考試，essay，手，學生可以根據自
身特點選擇一種考察方式。相比千篇一律的考試、mean 同
SD、20%A range……這種嘗試未嘗不是鼓勵學生探究的一個
手段。給龜的目的不應僅僅是把學生考試能力區分出三六九
等，而應是激發學生深入探究的一種手段。如果一個學生對
主題很感興趣，或受到啟發產生聯想，而願意把準備 final 的
時間分給自己的探究，我們是不是也應該予以鼓勵呢？大學
不是中七，也不是高四，而是一個讓學生探索自我可能性的
平台。也許這樣會帶來公平性、合理性等等的問題，但我們
不能以麻煩作為阻礙嘗試的藉口。站在 25 週年的發展路口，
我們期待更加有創意的教學評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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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費來源 = ？
　　美國很多常青藤大學為了保持學術
自由與獨立，經費來源的一大部分都是
校友捐款。 而科大因為成立時間相對較
短，校友資源不夠充足，也就面對著更
為嚴峻的資金問題。今年，non-local 的
學費每人每年增加兩萬。小編在去年聖
誕假期參與了 winter sharing， 在宣講會
上，學弟學妹質疑最多的就是學費問題。
也許學費的提升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科
大的經費短缺問題，但是，持續如此，
只能降低對一部分優生的吸引力而無法
保證科大的生源條件。那麼，向政府要
撥款可以嗎？以我看來，此為當前最好
的權宜之策，但同時需要增加財務透明
度和公開合作細節，最大程度保持科大
的獨立性而非受制於人。未來，我期待
當一批批優秀的校友榮歸，科大可以擁
有自己獨特的捐款文化。

2. 國際化 =？

　　科大一直以國際化作為自己的招生王牌。而「國際化」
也成為推動科大排名上升的重要因素。再次我們不禁想問，
國 際 化 到 底 指 什 麼？ 是 全 面 英 文 教 學？ 是 大 量 招 收 non-
local ？是增加國際交流機會？這條響亮的口號，到底對學生
的影響有多大呢？相比科大的競爭對手，如港大、中大，除
了 international 比較多之外，其他方面的優勢也不很明顯，
反而因為教學語言上弱化粵語而飽受詬病。另外，儘管科大
non-local 的比例很高，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交流卻少之又少，
大多數的情況是各自抱團取暖，本地學生、內地學生、國際
生都有自己的圈子和社團，課後交流十分稀有。在諮詢了部
分學校職員後，他們表示有一些 life awards 是在鼓勵學生之
間的交流，希望改善這種生硬的局面。而在未來的發展中，
科大還要繼續走這條「叫的響，實際虛」路線嗎？小編期待
有更多的改變出現，讓「國際化」內化為學生真正的競爭優勢。

圖片來源：en.wikipedia.org, taopic.com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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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書館的隨筆
撰文 / 排版：本大毒毒

　　說到「圖書館」這三個字，你會想起什麼呢？

　　說到「科大的圖書館」，你又會想起什麼呢？

　　相信大家都曾在電視劇或者在電影看過，在圖書館的情節內，通常都是女主角若

有所思地在書櫃挑書的時候不經意地發現男主角就在書櫃的對面，然後四目交接，又

或者是女主角坐在一旁細細閱讀一本心愛的書籍的時候，卻不經意發現男主角手拿著

的竟然是同一本書……

　　無論如何，圖書館一直予人一種充滿書香味道的舒適休閒之處，人們本著一份期

待和探索的精神，到書海中摸索著，憑著感覺，「就是你了」，就拿起一本書閱讀起

來，進入書中的世界環遊一番之後，會心一笑，如獲至寶般拿著這個寶貝向借閱處走

去，這也許就是我心中的圖書館的魅力所在。

　　可是在科大的圖書館，這份魅力卻是被另一種文化掩蓋著。在大學內有一個術語

「摺拉」，指的是在圖書館溫習。一踏進圖書館，絕大部分都是在努力奮鬥溫習的學

生，其餘的就是在盯著手機或者電

腦「Hea」，卻鮮有人會拿著一本圖

書館的書閱讀，取而代之的都是教

科書和參考書。

　　我並不是要批評這個現象，因

為這裡始終是大學，再加上科技大

學又被冠以壓力大的名頭(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圖書館自然

就會成為學生勤奮溫習或者做功課

的地方，只是如此，這個圖書館不

就只是虛有其表了麼？試想若你走

進科大的圖書館，拿起一本書，走到一大桌子旁，坐下閱讀的時候，卻發現周圍的人

都在奮鬥的時候，反而會顯得自己格格不入。偌大的圖書館館藏約77萬本書，於大部

分的大學生而言卻只是裝飾般的存在。

　　由於科大的學院收生所限和香港讀書風氣不盛行，科大的學生不常讀書（閱讀課

外書籍）已是不爭的事實。「閱讀的好處有很多」此類的說話相信大家在中小學都聽

過不少，我也不好詳述了。只是想起，若我們經常出入圖書館，與一個個書櫃擦身而

過了無數次，卻到了畢業當天，都不曾借閱過科大圖書館的一本書，那倒真是一個遺

憾。與其造就一個遺憾，又何不好好地依著自己的喜好，在溫習到悶燥的時候，放下

手機，反而拿起本圖書館的藏書看看，一探書海中的文字魅力呢？

圖片來源：style.qq.com
　　　　　pointerforall.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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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style.qq.com
　　　　　pointerforall.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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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的話：
　　又到暑期，選 major，選課程，選 intern，選 project，選
exchange……而面對五彩繽紛的機會，你會有怎樣的顧慮和思考？下
面小編整理了一些採訪，如果你還有一些觀點想要說出來，一定要告
訴我們啊 .

1.Veronica (SBM, Thailand):
Why choose UST in Hong Kong?
　　I love Hong Kong and the culture. Compared to other great universities 
which enjoy a high ranking, UST is close to my home, Thailand. Additionally, I 
have an  interest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which are great majors in UST.
Why choose the language? 
      I chose to study Spanish for 2 years, which is a required course in school. 
The reason that I didn't choose Mandarin is that Spanish is easier for English 

speakers to learn.

2. 朱穎彥 (ENVS，local):
Why choose the language? 
　　我想學法語，因為法語中的物品都有性別之分，我覺得很有趣；很多國際文件
都用法語書寫，它的應用很廣泛，我覺得這對我之後的發展很有好處。另外，我很
喜歡歐洲，這也會方便很多。

 
3.Atulya bharadwaj (BIOCHEM, India)
Why choose UST in Hong Kong?
　　Fac i l i t ies .  Because people  in  ind ia  tend to  study in  medic ine  and 
engineer, so the facilities for the science research are not as good as here. 
Meanwhile mainland school might teach in Mandarin which I  am not so 
familiar with and compared to the universities in America and Europe, the 
cost here is much less. So, considering all the factors, I guess it is my best 
choice. 

Why choose the language? 
　　I have learned English and Hindi before due to my family choice. And 
I am learning basic Mandarin now because it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I think learning local language is a way to show 
your respect and people would be more willing to help you friendly when 
you speak their languages. In the future, I guess I would like to learn French 
because it is widely used and people look elegant when I went to Paris with 
my family. The same as Spanish, so it is also a good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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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浩珊 （SENG, local)
Why choose the language? 
　　我開始接觸德語，是因為學習比較方便，參加了歌德學院，而現在也很方便啊，
在大學繼續上德語課，很有趣。而且通過語言可以感受到他們有趣的文化， 比如德
語問路時直接問如何走，而不像英語要說 excuse me，i am a tourist balabala，

就可以看出不同地區人的思維方式和習慣是有差異的。
　　暑假打算學習法語，和我一個德語課同學一起吧，因為法語也不是很難，我學
起來比較有動力。學習新的一門外語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呢。

5. 陸雨辰（SBM, mainland China）
Why choose to be exco ?
　　因為我覺得其他的 intern 或是 project 可能需要專業知識和經驗比較多，而
上莊門檻比較低，適合起步階段積累經驗。並且我了解到大部分 exco 都是 year 1， 
所以有種緊迫感，感覺一生就這麼一次，當然要體驗一下。而也因為我自己對民間
藝術很感興趣，想要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所以就選擇上民藝的莊了。

Why choose the major?
　　因為自己很喜歡 economics，所以可能會選擇 econ and finance。興趣是第
一個理由，而同時這個專業在科大也很不錯，資源比較豐富。關於現在一些現象，
比如大家選專業都是 quanfina,econfina……這樣的排序，而非源於興趣，我覺
得，一方面是因為學校一些課程設置的漏洞，比如上一屆學生選完專業後才學習
finance，accounting，所以可能對專業的認識不足，所以只能靠一些排名或者畢
業后工資高低而選擇，也很無奈；另一方面，商學教我們要最大化的利用資源，也
許考慮到日後的發展前途，所以這樣選擇吧。

Why choose the courses?
　　我不會選擇一些理院的刷龜課，因為我感覺那些知識在高中都學過了，所以我
一般會選擇一些新鮮的課程學習，畢竟我們交了高昂的學費來到這樣好的學習環境，
如果為了成績而選一些沒有什麼意義的課程，我感覺是一種浪費。

How to choose?
　　很多人選擇時會問很多學長學姐，而我覺得這個可能會影響自己的一些判斷，
所以一般我會自己查閱資料，再咨詢一些和我性格志趣比較接近的學長學姐，最後
自己做選擇。

圖片來源：fr.depositphotos.com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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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今年初入科大，人生路不熟，在不少事情上都因為不了解科大的文化或者「潛

規則」而吃虧以至「中伏」，例如做功課原來可以找「梳屎」(source)、可以用好grade爛

grade區分教授和課程等等。單論這個Spring Sem，我就遇上了兩件與校政有關的「伏」。

一.  要Swap房， Unoffical為妙?

　　這次我並不打算談論已被詬病多年的宿位不足問題，而是想談談Swap 房的萬水千山。

相信大家都知道本地的新生都會有半年的必宿，而我則被分配在Spring Sem有宿位住。猶記

得當天滿懷期待，我拖著行李箱走入宿舍，登記、拿到房卡、開門，就立即被裏面的景象嚇

了一跳——彌漫著一股霉臭味，原本的二人房已被改裝成有五張床位的房間，再加上一個麻

將臺，儼如一個一家五口的劏房，完全沒有我的容身之所。房間裏有兩個男生正趴在同一張

床上，看著平板電腦上的視頻，我被這面目全非的房間嚇到了，他們也因我的「闖入」而吃

了一驚。聊了幾句後，我才略略知道科大宿舍「屈蛇」的文化，也才知道有swap房這件事。

看著手中的房卡，再看著這間完全就不屬於我的房間，我又怎麼會有swap房還是不swap房

的選擇呢？

　　幾天之後，終於有一個名義上的「roommate」聯繫了我，說有一間三人房可以讓我

swap，由於宿費上差異和希望免卻以後的麻煩，我提出用正式的途徑去swap房（official 

swap），豈料卻換來一句「冇人會咁樣swap房嫁，但你想就可以遷就你既。」

 圖一：Room Swapping Schedule (Spring 2016)

撰文／排版：本小毒毒

校園的兩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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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轉房真的是那麼不普遍嗎？我曾經和一位亦是這個sem才有Hall住的朋友聊天，她

說自己已被要求swap房達三次，所以根本做不到正式swap房。又想起另一位朋友曾說他和

其他人unofficial swap房之後，丟了房卡，所以每次回宿舍都要等他現在的roommate，非常

不方便。為免麻煩，我決定要official swap，就去查閱有關的資料。

　　不看還好，一看我就不禁蹙起眉來，如圖一所示，可以進行正式swap房的日數少和時

間短——只有六日，每日兩小時——不說，連時間設定也是十分刁鑽，例如二月一日可以

swap房的時間是10am-12nn，二月二日又變成3:30pm-5:30pm。由於上堂、補習等事務，很

難「夾到」時間一齊swap房，必須要我們「走堂」才能夠辦理手續。

　　除了時間少和刁鑽之外，辦理手續時亦發生了令人蹙眉的情況。雖然當時已是swap房時

段的最後一日，但職員似乎也不熟習swap房程序，又查閱手冊又去詢問高級職員，結果擾

擾攘攘了半小時才完成整個程序。當我問職員是否第一次辦理swap房程序時，他們只是苦

笑不語，反倒令我有種做了「煩膠」，麻煩了他們的感覺。

　　現在回想，我知道有很多人會怕麻煩而選擇非正式swap房，而對於冒冒失失的我來說，

校方既然給予swap房的權利，在實行時又為何有這麼多問題和不足呢？宿舍的職員其實整

天都在櫃位，swap房時段應有很大的延長空間。並且預先讓職員熟習swap房程序，既方便

了有需要的學生，亦能提高宿舍整體運作的效率。

二. 只exclude香港學生 必修課變「刷龜」課？

　　在這個spring sem，筆者就修讀了一個Common Core (S&T)的課程CHEM1004 - 

Chemistry in Everyday Life，其介紹中說明了此課程是為很少或者沒有化學背景的人讀，

換句話說是化學的「BB班」。相信校方為了防止高手「屈機」的情況，在Exclusion一欄

中就排除了在香港的公開考試中修讀過化學並且取得合格成績的人( DSE LV3/ AL passing 

grade)修讀，亦排除在大學讀過其他化學課程的人修讀(CHEM 1001 (prior to 2012-13), 

CHEM 1010, CHEM 1020, CHEM 1030, any CHEM courses at or above 2000-level)，詳細描述

見後頁的圖二。

　　校方此舉目的顯而易見，就是希望修讀的人均是化學的初學者，防止不公平的情況，

可是實際上又是否真的那樣呢？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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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課堂上就發現了一個現象：裏面有不少商學院的內地生實際上在高中就修讀

了「理綜」課程。也就是說，他們一早就在高中修讀了物理、生物、化學，再加上就

筆者所知，能從內地來港讀大學的學生，分數絕對不會僅僅在合格線上，怎麼說也是理

科的「高手」，而不是課程介紹說的很少甚至是沒有化學背景的學生。但竟然能夠修讀

這個化學的BB班，也難怪此課程在他們眼中是「刷龜」的好課程，因為學生的成績與

major declaration緊密相連，使好「龜」成為一個比興趣更重要的選課因素，而理學院

似乎有意無意「專門」為商院的內地生開了綠燈或者是漏洞，使他們可以讀最基礎的課

程。再者，儘管他們通常有用英文學習的困難，但語言的劣勢和修讀化學的背景似乎沒

有什麼關聯。

　　我認為既然課程設計者有意要防止高手「屈機」的情況，又為何只限制了本地的

「高手」，卻不限制外地的「高手」呢？試想一個真正的初學者要花相當的時間去溫

習、去理解一個概念、去做課後練習以符合課程的預期學習效果（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 ILOs）的時候，外來「高手」就可以走「捷徑」，可以用少很多的時間去應

付課程，這豈不是既破壞了common core courses 的初衷，又對真正的初學者造成不公

平，同時「刷龜」者也浪費了豐富自己，探索新知的機會，除了水漲船高的GPA，這樣

做的意義何在呢？所以我希望校方可以填補這個設計課程的漏洞，令到課程符合設計出

來時應有的原則，免成一些人的「刷龜」課程。

圖片來源：ece.ust.hk

 圖二：Course Information of CHEM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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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peaks fluently, however he has a Hong Kong accent”; “your 
English sounds perfect, when did you pick up this Canadian 
accent?”; “you should speak English like a British or an American in 
order to get higher marks in English oral examinations”. These lines 
sound pretty familiar, don’t they? Beside these comments,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the anchors of English broadcast news in 

Hong Kong articulate every single word with perfect Received Pronunciation (or 
what we call the London accent) or General American accent? It is commonly 
perceived that accent of the Brits, the Americans, the Canadians, the Australians, 
the Irish and the New Zealanders are standard, those outside this circle are not. 
And because of this perception, we find it absolutely reasonable that anchors 
should speak in “standard” ways as such. 

But then, is this perception true? Is it true that we should speak with British or 
American accent in order to make ourselves sound more "standard"? Is it true 
that we are able to achieve higher marks in oral examinations with a “standard” 
accent? And how do we define "standard"? Before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let’s take a journey back to the 17th century when English started to transplant 
from one region to another. 

In the late 16th century (around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the only group 
of people who speaks English as a mother tongue lives within the British Isles.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number of English speakers at that time, including all speech 
communities within the region, was around 5 to 7 million. To explore a new piece 
of land for resources and settlement, the English men had a successful attempt 
at the coastal area of America in 1607. As time goes by, the population of English 
settlers and their descendants, along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spread from the 
coastal areas to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Contributed by the immigrants from 
other parts of Europe as well as the import of black slaves from Africa, the English 
speech communities in America have become very diverse (For instance there 
was the Tidewater accent, the Received Pronunciation, the Sunbelt accent, 
and so much more). At around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English settlers have 
also migrated to Canada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from the prospering 
farming, fishing and fur-trading 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 The number of Canadian 
population and the usage of English have been increasing ever since. In today's 
Canada, English has been the first language (L1) of the major population apart 
from French. 

Besides the long-term settlement in the North America, the English language 
landed as an L1 or second language (L2) at the colonies of the British as well. 
Australia, for instance, was the place where convicts from London and Ireland 
landed to relieve the overcrowded English prisons. By mid-19th century, the 
population of these “free settlers” increased to 400,000, and by 1900 almost 4 
million. Features of Cockney and Irish English can be traced in the speech patterns 
of present day Australian English. Right next to Australia, New Zealand also 

Do "Standard" English Accents Ever Exist?
Author︰CL
Typesette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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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me a British colony in 1840 after the Treaty 
of Waitangi was signed between the Maori chiefs 
(the aboriginals of New Zealand) and the British officials. 
In 1900, popula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Europeans have reached a 
number that overwhelmed the Maori population. English therefore has 
become the L1 of most Australians and New Zealanders. Apart from the two 
Pacific countries, English has grown as a colonial legacy in Southeast Asia, such 
as India, Singapore, Malaysia and Hong Kong (The Philippines as well, but it is 
rather an influence by the Americans). English exists in these places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L2 of the major population. 

After centuries of movement and development, English has become a world 
language that builds a communication bridge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origins. In 2015, according to the Ethnologue published by the SIL International, 
the total number of English language speakers is roughly around 840 million 
(about 170 folds of the Era of Elizabeth I), while the number of L2 speakers is 
around 510 million and the number of L1 speakers is around 340 million. New 
varieties of English with a unique set of linguistic features have grown rapidly and 
are being recognized as a sophisticated form of English (at least reached stage 
4 (Endonormative stabilization) of E. Schneider’s Dynamic Model of Post Colonial 
English), for example Indian English, Singaporean English, Malaysian English, etc. 
(Emerging varieties also include Hong Kong English and China English).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L2 English speakers has exceeded the number of L1 
speakers by around 50%, the recogni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English,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English as a world language, and the fact that languages 
influence each other especially in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s (in Hong 
Kong for instance, most of the L1 cantonese speakers are not able to pronounce 
words that ends with /r/ in English or Putonghua, because in Cantonese we do 
not have the /r/ consonant). So do we still consider accents of the L1 English 
speakers are the “standard” ones, but those outside this circle are not? Or do we 
really have a “standard” accent of English? 

The other day I was talking to my Indian friend on the topic of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cultural acceptance, he told me that his English instructor advised him 
to speak with American or British accent in order to get higher marks in oral 
examinations. Apart from his L1, Hindi, this friend of mine has been mastering 
English since young. He writes English perfectly and speaks fluent English with an 
Indian accent. And my only advice to him is that, be proud of who he is and how 
he speaks. And my advice to his instructor is, quit the job as a language instructor 
until he or she really understands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Source: nkiruhomann.com, theschoolinthecloud.org, picturellc.com

Declaration: The opinions express in this contributed articles are the author's own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 of the Editorial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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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denying the fact that 
men and women both deserve to 
be treated equally by the law, given 
equal opportunity in every field by 
the government and seen as equal 
entities by the society but this hasn't 
quite happened in the past century. 
I agree to the fact that the society 
needs to be changed from a male-
dominant one to a one with gender 
equality. Since the suffragettes won 
women the right to vote, women 
have made greater strides than men 
have made in millennia. Most self-
styled feminists argue that they still 
struggle in the workplace. Women 
in their twenties have out-earned 
men in the last few years; now the 
under-40s are doing so as well. The 
speed of their trajectory is startling. 
A c r o s s  E u r o p e  a n d  A m e r i c a , 
and particularly in Scandinavia, 
women are pushing their  way 
onto executive boards and into 
the seats of power. The conditions 
have improved a lot over the years 
and this is a very positive sign and 
a reason to be happy about. BUT, 
what if someone tries to reverse 
the previous conditions i.e. talks of 
female dominance? Is turning the 
situation upside-down synonymous 
to equality? No, definitely not

It would be easy to believe from 
the papers these days that women 
have never been more oppressed. 
Feminists claim we are objectified 
by the builder’s whistle, that a 
strange man attempting to flirt 
with them is tantamount to sexual 
assault. Suddenly, just as it seemed 

women were about to have it all, a 
new wave of feminists has begun to 
portray them as feeble-minded — 
unable to withstand a bad date, let 
alone negotiate a pay rise. Feminism 
started as  a  movement  to  get 
authorities to provide equal rights 
to males and females. Equality was 
the central theme of this movement 
which I support. But, like many 
other movements, this movement 
also suffered a divergence and in the 
due course of time was distorted to 
be a tool of assertion of ego by some 
selected women. The 'equality' 
was removed by 'dominance' and 
" w o m e n  e m p o w e r m e n t "  w a s 
removed by "giving more power to 
them than males". This new wave 
of feminism has left all of us baffled. 
It is simply driven from the theme 
that all men should feel guilty for 
whatever happened to women 
centuries back and that women 
should be reimbursed for all that 
damage. You talk about equality but 
demand reservations in education, 
politics, government jobs and even 
in trains and buses. What kind of 
equality is this? I believe women are 
independent, strong and they don’t 
need the support of reservations. 
Isn’t it a sweeter triumph if you can 
do it yourself?

The constant desire(or ego) to 
play on someone's guilt ,to play 
the victim card again and again is 
what seems to be sabotaging this 
movement. If this really was all 
about equality then from where 
d o e s  t h i s  c o n c e p t  o f  " s p e c i a l 

IS IT EQUALITY? 
FEMINISM TO NEO FEMINISM 

22 頁……………wings 24.1 

Society



respect" comes from. 
If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to each other then 
both of them need to be 
'Civil' with one another.
 Commanding special respect means 
that Neo-feminists are actually 
seeing themselves as superior to 
men which dispels all the equality 
they cried about earlier. The level 
of guilt factor is so high in our 
society that we cheer for any girl 
manhandling a boy thinking that he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to piss 
her off without even bothering to 
look into the causes.
Biased laws in favor of females have 
made the situation bad to worse. 
The feminist tsunami didn't even 
left Indian legislation untouched. 
Conditions are worse to the extent 
that any man even innocent can 
be framed for grave crimes such 
as rapes without any concrete 
evidence. The laws like "Domestic 
V i o l e n c e  A c t "  a n d  " D o w r y 
prevention act"( IPC 498A) are so 
biased that they consider every 
word of the woman as a gospel 
truth. These laws can easily be used 
to falsely implicate any man for 
these crimes and sue all their wealth 
and peace. The rape law of India 
doesn't recognize the rape of males 
by females. Here, males can only be 
perpetrators and females can only 
be victims while it can be other 
way around as well. The POSCO 
ACT recognizes any male minor as 
a rapist even if he had a consensual 
sex with a female minor. Dowry is 
outlawed but a husband is the De-
facto maintainer even after divorce. 

He has to give alimony. Woman 
can claim half of their husband's 
property while their property is 
exclusive to them only.

Hatred and ego are a dangerous 
mix.  It  shouldn't be taken to a 
level where the society shifts from 
agenda of respect and equality to 
dominance and sadly that's what 
happening with feminism right now. 
If this is feminism, then feminism 
is dead, and the triviality of the 
fights feminists pick is the surest 
proof of its demise. What started as 
a genuine crusade against genuine 
prejudice has become a form of 
pointless attention-seeking. Well 
after reading this you might feel that 
I don’t respect women which is a 
wrong assumption, I am a man who 
will always stand by women, respect 
them and fight for their rights 
whenever society tries to pull them 
down. Society is about respecting 
each other but it is not just to use 
emotional sympathy to show your 
dominance in the society. I am a 
feminist but not a Neo feminist.

Resources: www.theplaidzebra.com
kfeczko.wordpress.com

en.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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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a few months ago, we read from singer Taylor Swift's open letter on the "unfair" pay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music industry received under the current music streaming market. 
Even though only the brightest star at the field, Apple's iTune is honorably mentioned, but 
through the series of  action by Swift and her team holding back their album on many other 
service providers, this is clear that some big names in the music industry are launching 
a somewhat revolution against the existing business model, for the sake of  what they 
regarded as unreasonable pay for their hard work.

This is not just a murmur of  a kid towards music streaming as they declined to admit, and 
even worse, be considered as a shameless protest against the right of  which global citizens 
deserved to enjoy the musical work of  people with a much more reasonable price.

The above statement might seem to lack any single bit of  logical reasoning but please 
think abo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y can these decent men and women pave the way 
to success? Luck is the only dominating factor, or put it differently, fate, probability and 
coincidence.

These art works perceived as remarkable pieces simp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suit in our 
common aesthetic judgement well. The arrangement of  musical notes sounds appealing, 
human, in general, enjoy it, thus honor and success comes. What if  this existing criteria 
of  judgement all turn around? With that particular talent they had owned, you can easily 
imagine they failure in life without any chance of  coming back, not to mention even able to 
have numerous hits on Billboard.

These are not just trash talks. Aesthetic judgments differentiated from time to time, from 
place to place. Physicists may even add from universe to universe, but that is another story. 
In some sense, these winners in life are just but some fortunate winner of  lottery in the 
game of  probability that they are some how "selected" by coincidence which are in some 
sense divine given the quality of  success in this very universe's time and space as a human, 
not an alien.

Enable yourself  to dig an enormous hole inside your brain for some extra space of  
imagination: what if  Taylor Swift was born in China where parents have tunneled vision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how can she possibly to gain any attention to her musical talent if  
not even able to develop it as constrained by the heavy work load, not even having enough 
sleep? What if  Michael Jordan was born a century earlier then he was without existence 
of  basketball, how can he able to gain such great fame around the globe with his epic 
leaping ability in Chicago, only having an ice hockey stick and football in hand? What if  
Albert Einstein was born as an unknown species of  alien of  which all the answers of  the 
universe known on a super computer called Deep Thought which claimed to have Answer 
to the Ultimate Question of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with his brilliant physics 
mind left for no use and not able to discover the laws that he should have been discovered 
himself?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craziest thoughts in mind to suggest that there are no other 
extraordinary quality of  success other than luck - divine fate by believers , probability by 
mathematicians or coincidence by others, whatever you would like to call it for this same 
thing.

This might still seems being vague while the party that I am now confronting, the holders 
of  any sorts of  vested interests, will definitely continue to deny that their pyramid of  
success is simply built of  a single block of  luck. There are tonnes of  effort and hard work 
that we have invested in to produce such a music, such a design, such a drug, such a 

Success, Luck and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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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But what does all these matter if  there is no such a demand in our society with 
a different aesthetic judgement, a different social need, a different situation in life... They 
say that the ability of  grabbing the tiny chance of  opportunity is their key reason for 
success, but what if  others do not even get a single chance in life and do not pose the gift of  
grabbing which is just but another thing given by randomness?

With the insight of  the aforementioned circumstance, it is crystal clear that any progress 
made by any human being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luck, sadly, only. Since these are just the 
result of  God playing his dices in heaven, there is no way should any one of  us have higher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what we own and gain than any other else.

Fortune in our world, is somehow a zero-sum game of  which some got dozens of  shots 
whilst others got a few or even none. To put it more concisely and precisely, an unfair 
distribution of  fortune happens right here which I considered as injustice in society as long 
as one's life is simply determined by this only factor.

Since childhood, I have held the belief  that upholding justice is a fundamental function of  
our society so that ultimate fairness can be achieved with everyone enjoying similar quality 
of  life if  not the same. This idea sounds communism which many fear without profound 
understanding from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but is yet echoes by the renown thought 
experiment of  veil of  ignorance that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s ideal for the 
formation of  society. Differences still exist in the later model in order to provide momentum 
of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betterment of  our society so that our society can 
move on continually.

Artwork, drugs and technology should undoubtedly be considered a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betterment of  human.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at is 
far beyond the reasonable level - just compare the skyrocketing 64,000,000 income of  Taylor 
Swift by Forbes and the world lowest average income of  442 in Congo by World Bank. Is 
this reasonable? Definitely not.

This is yet only a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e story of  injustice and unfairness. Think about 
the feasts on your dining table, the oil in your vehicle, the electricity in your circuit at 
home... All of  these resources, not only capital,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due to the fact 
that far too little moderation had been done on promoting the general fairness by every one 
of  us.

Rome was not built in one day, so as this huge problem cannot be resolved in a blink of  
an eye. I thus demand a wide social discussion of  the society on this issue to find our the 
solution for this serious question on equality of  every one of  us.

Perhaps, we can start from the music that we enjoy every day.

(Declaration: This passage does not aim to target any specific personnel mentioned, but 
instead, for all vested interests holde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pyright holders, the 
rich... And in some sense every one of  us. I would like to pay my deepest regrets to all those 
who feel being offended because that is simply not intended in this passage and I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they might have suffered. 

I also want to make it clear that I am not a fanatic of  Communism because all of  us 
understand that it is ideal yet inapplicable due to the cognitive inertia of  laziness of  human 
beings that will end up in social regression instead of  all those goods promised. This whole 
writing just hope to spark some thoughts on the discussion of  achieving fairness in society, 
of  which I believe to be one of  the ultimate goal of  human kind.)

Resources: blog.mcafeeinstitute.com, keepmarinmarin.com

Declaration: The opinions express in this contributed articles are the author's own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 of 
the Editorial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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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CCEPTANCE

Regardless of where you live on this great, big Earth, chances are you will eventually interact 
in some way with a cultur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ieces 
of advice that people receive when operating across cultures is, “When in Rome, Act like 
the Romans.” This advice essentially means that in order to be successful in a situation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you need to adapt to the local customs, whatever they happen 
to be. When most people consider culture, their first thoughts involve race or ethnicity. 
Culture goes far beyond that. In fact, we are all members of various cultural groups and 
our cultural identitie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hese memberships. Like most 
things that make you who you are, the development of your cultural identity is an ongoing 
process. As we are exposed to different sets of beliefs and values we may adapt other 
cultural beliefs that were not part of our original makeup. In this way, culture is dynamic 
and complex. In addition to race and ethnicity, our cultural orientations are influenced 
by gender, class, physical and mental abilities, sexual orientation,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beliefs, age, and much more.

Being culturally responsive requires openness to the viewpoints, thoughts, and experiences 
of others. Cultural responsiveness is not about changing others to be more like you. 
Instead, it is about exploring and honoring the differences of others. Understanding your 
own cultural makeup is the first step to understanding that others hold different values and 
beliefs and believe in them as much as you believe in yours. Do not judge views that differ 
from yours as wrong. Instead, just accept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and even try to understand 
other points of view. Once you are awar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you may find that the 
cultural norms of some groups make you uncomfortable. Again, it is important to resist the 
urge to judge. Instead, make a conscious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other perspective. Avoid 
all stereotypes whether "negative" or "positive." Statements such as blondes are dumb 
or Asians are good at math will never be true of all individuals within that population. 
Furthermore, there will always be individuals outside of that population who will also fit 
that statement.. Reading about other cultures, visiting celebrations of friends, or talking 
with members of another culture is a great way to increase your knowledge and overall 
acceptance of the cultural norms of others. Cultural responsiveness may require you to 
forgive your own mistakes and ignorance. Don't dwell on them. Instead, learn from them.

Tolerance is another very important concept when learning to respect and accept other 
cultures. It i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those differences without judgement. It is a 
respect for diversity and many believe that it is is also the very virtue that makes peace 
possible. View differences as positive. Learning about 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can 
be fun. Rather than being fearful and critical of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 learn about their 
differences. Don't blame all people in a particular ethnic group, religion, etc. for the cr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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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 of a few who happen to be from the same group. Lastly, remember we all share the 
same world. Regardless of our differences this world belongs to us all. To be tolerant is to 
welcome those differences and even to delight in them.

After all this theory,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things with help of an example. As I stepped into 
HKUST, all I could hear was a huge groups of Chinese students shouting at the top of their 
voice and playing childish games, I looked around to see if I was at the right place. This was 
just a beginning of a cultural shock for me, unfortunately the next stop was the LG7 food 
canteen, being a vegetarian I couldn’t find myself anything to eat and then I decided that 
if I need to survive next 4 years of my life then I need to adapt to the change. Even though 
I couldn’t find any taste in egg but it became a companion of my survival. Being curious 
about various cultures I decided to work with a group of mainland students, however 
things didn’t turn out as well as I expected, being from a very democratic background 
I would often look for transparency and the students body was highly surrounded by a 
few mainland students who would take decision within themselves. As I started to look 
for a change in the society, my appeal was followed by insults and abuses from their side 
exposing their discomfort working with diverse culture or probably threat of competence. 
This was a great learning curve for me, this made me realize that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is flawed, its not defined by race or ethnicity, its defined by many factors and may differ 
from person to person. It will be wrong on my side if I generalize mainland students to be 
wrong as the culture is not necessarily defined by a group but maybe by an individual. 
Those individuals are also influenced by the society in which they have lived and with 
time and goodness their mentality will also change. Sometimes it is disappointing to see 
that mainland students become the victim of political changes. So being curious, I again 
jumped into the cultural pool of local students and joined the editorial board. As they say, 
Failures are pillars of Success, I was warmly accepted by the group of local students and 
made some really good friends who were willing to work together. I would be lying if I say 
that there were no conflicts but what was important that we listened and communicated 
well to sort them out. Few still raised questions about my presence and played the cultural 
card against me but as I said being tolerant is very important, I could see the positive 
side that majority are ready to “accept “my culture and we definitely enjoy each other’s 
company and learn from diverse culture. 

Lastly, I would say that in a diverse culture we can find a hundred reasons to fight but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o realize that we all are human beings first who are just divided by 
boundaries or cultures, if we can accept those differences then we can a make a beautiful 
world of unified diversity.

Source: shutterstock.com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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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doing volunteer work in a refugee 
school ,  I  got  to know one of  the 
refugee families and our conversation 
has evoked something deep within 
me. Although the following story is 
completely tru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teller, I change his name and hide his 
citizenship.

Allen started with his PhD experience 
in France where he had converted 
from Islam to Catholicism. After that, 
he returned to his country motherland 
with his wife and children. However, 
he was in one of the richest and most 
powerful local families, in which all 
members practice Islam. As far as his 
father is concerned, Allen’s resignation 
from Islam seemed to be a public act 
of betrayal. His father adopted the 
cruel torture to punish that ‘black 
sheep’. Even his little child could not be 
immune to this religious disaster, who 
was thrown into boiling water by his 
father. When Allen told me this painful 
memory, our eyes went wet. 

Fortunately, Allen escaped the clutches 
with the help of a friend. He was sent 
to Beijing together with his wife and 
chi ldren.  Although his  father had 
claimed to the public the Allens’ had 
already died, he is still trying to grab and 
kill them. The Allen’s changed names 
and travelled through China, Beijing, 
Shanghai, Nanjing, Shenzhen……. After 
months, they finally arrived at Hong 
Kong. This is the seventh year they lived 
in Hong Kong. 

“People here are very kind. many of 
them could speak English and there are 
lots of churches and charities which 
provide us with lots of help, even if they 
don’t know me. ”“I am so lucky.” “I am 

so lucky”, he repeated this for several 
times with warm smiles on his face.

“So how is  the l i fe  here?” I  have 
searched some material about refugees 
before and the situation seems not 
opt imist ic .  According to ‘Torture 
claimant’ of Hong Kong, refugees could 
not work here even if they are Phds or 
masters  and their children don’t have 
the right to enter universities, though 
their are top students at school. And 
many of them live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New Territories under poor conditions. 
Some newspapers, for examples, BBC, 
has reported that some of them even 
live in the pig sty.

“Well, we also meet lots of problems in 
life. Because I am not allowed to work, 
the only source of money is government 
s u b s i d y  a n d  t h e  f o o d  c o u p o n 
distribution. However, the money 
could only support around half month 
considering the high level of price.”

“That sounds terrible, but what will you 
do in the rest month?” I felt shocked but 
also worried about the issue of refugees 
which could become an invisible bomb 
in our society.

“I  am lucky,”  he repeated again, 
“churches and other charities do our 
favors.”

“But, if you cannot work, what will you 
do ?”

“You know, in the past, I was quite busy, 
but now, time is meaningless. The only 
thing I am doing is WAITING.”

As far as I know, the refugees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have few 
choices. If they hope to restart their 
normal life, they have to apply the 
political protection in America, France, 

How to say HOMES in Chinese?
                                                                                         ——the first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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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zerland, Canada and other countries 
where they can apply to immigrate. The 
point is that this cost a long time, usually 
ten or more years.

“Adults are better because we are 
already old and have experienced more. 
But my young children, when they 
grow up,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drop out of school and wait as well.” 
His eyes turned red again. I understand 
the love of a father, when he could not 
see the future of his children that we 
are enjoying now. In the contemporary 
r e f u g e e  s y s t e m , 
there would appear 
“the second refugee 
generation” and such 
terms.

“Can you write some 
b o o k s ,  p a i n t  o r 
compose to record 
y o u r  e x p e r i e n c e ? 
Maybe you could let 
more people get to 
know that.” I tried to 
shift  the miserable 
topic. And I am glad 
to know that he had 
a l r e a d y  p u b l i s h e d 
a  t h i n  b o o k  w h i c h 
pr inted 500 copies 
and sent them out in a 
short time. In the book 
he compare differences of cultures in his 
country and China and recorded some 
experiences. I was really moved by his 
optimistic and proud attitude towards 
life.

Then, I mentioned the 200-day refugee 
revolution in Hong Kong which was 
ignored because of  the umbrel la 
revolution. “Do you think you could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 fight for a better 
life?”

To my surprise, this man who has strong 
will to fight against destiny shook head 
and dare not to speak out for more 
rights for him and his children. “We are 
aliens in this district, and we could not 
to ask for more. I am satisfied already 
and afraid to be repatriated back if I 
trouble the government. We would 
better to accept everything and keep 
quiet.”

He is right, and I don’t know how to 
relieve him. Pressure from everywhere 
shaped his limited life regardless his phd 

degree, his talent 
and, his dream. What 
should we do? what 
on earth can we  do? 
I  am immersed in 
this question for a 
long t ime. If  they 
are difficult to speak 
out, we can. Yes, we 
can.

Recently, some news 
a b o u t  s n e a k i n g 
boats from south-
east Asia to Hong 
Kong, which sparks 
lots of controversy. 
And anti-terrorism 
has also become a 
hot topic due to the 
attack of ISIS and 

run of Trump and some people approve 
to refuse all refugees. It is apparent that 
we need a more detailed regulation 
for refugees instead of the ambiguous 
one now. Moreover, we need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he commerce-favored 
ideology and security issues in Hong 
Kong. However, we could not forge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our lives: to 
sympathize and to love. 

Source: hepinggedemanhuahuafa.1hay.com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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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ay DREAMS  
in English?
      ——The second interview 
Author and typesetter: MU

　　The poor conditions of refugees shocked me and I was immersed in sorrow for 
a long time. So I visited them again in the Spring vacation. This time, I was a group 
leader of the children tour in HKU.Although my groupmates could hardly speak English 
since their mother language was Vietnamese, we communicated happily through 
Google translation and a little cantonese. 
　　On the bus towards HKU, I sat beside a girl who kept silent in the whole trip. 
I asked her carefully, “你今日開唔開心？”("Are you happy today?") in Cantonese,she 
nodded reluctantly and then said what I would never forget, “用英文點樣講？”("Please 
tell me how to ask that in English"). Then we discussed her dreams of being a teacher 
and her school life. In the conversation, I would translate to English word by word , 
as she hoped to learn . When I praised her for her great pronunciation, however, she 
shook head and seemed a little frustrated. She told me that she loved to learn English 
but did not know how to make progress. She also poured out not only her great 
pressure in studying, from both friends and family, but also the severe headache she 
was suffering for almost five years. I hoped to share some similar feelings when we 
prepared for JEE in mainland China but she interrupted me and asked if I had sisters, 
because she also need to take care of two younger sisters as long as arriving home.  
　　I couldn’t imagine how heavy the burden of life is, on her thin shoulders. 
"Dreams", she spoke that word in such a soft and clear voice but I didn’t know how to 
relieve the scarred soul.
　　"I hope to enter HKU to study medicine." A girl from Pakistan told me proudly.
　　"I will be a teacher after graduating from middle school", this is a precious dream 
of an indian girl.
　　"An actor or a singer", a handsome vietnam boy answered with a shy smile.
　　…….
　　Every little face shone and some of them cheered when the bus arrived. Maybe 
it is too cruel to guide them to HKU, for although they have dreams and are eager 
to enter that university, the present policy to refugees prohibits their dreams. Only 
because their parents are refugees. Maybe sometimes, share our possibility to them 
will save a child, a family and even the society.
　　After all, Tomorrow is a new day.

－－專訪楊岳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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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初的新界東補選，不但成為民主派與建制派的一場
角力，某程度上，亦意味著香港人對「激進」和「非暴力」的
選擇。無懼被批評為「和理非非」，堅持「非暴力」的楊岳橋
議員，是甚麼原因令他有這份堅持？這位新一代的從政者，對
於香港的前路有甚麼看法？他又有甚麼抱負？

－－專訪楊岳橋議員
撰文、排版︰腐phil、非薄

回想過去
楊岳橋回想過往，小時候他覺得大律師
很帥氣，正如成為美國總統，感覺上是
一個「很COOL」的工作。雖說對這些
工作有一定概念，但無非只是覺得「很
COOL」，沒有仔細了解到工作當中的
細節和要處理的東西。直到長大了，慢
慢明白有些工作是自己不能勝任的，例
如太空人。他在大學選科的時候，有經
濟、政治、城市規劃……

當時楊對未來沒有很明確的方向，但於
他而言，眼前的世界十分廣闊，甚麼也
是可能的。他坦言他曾經考慮城市規
劃，是因為他玩SimCity。

認識「議員」
被問及甚麼時候開始打算成為議員，楊岳橋
坦言成為一個議員，其實是一個相當「大」
的工作。成為一個專業人士，是一個可預計
的、實際的考慮；但成為議員，是難以預
計的，因為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成為議員的。

例如他隔壁房間的梁家傑議員，他們經歷
過沙士、七一，令他們覺得自己有需要從
政，但他們原本沒有考慮過從政。又比如郭
家麒議員，你又會覺得，當他考入數學系的
時候，會想過從政嗎？「從政」是一種完全
不能預期的事情，議員涉及選舉，選舉涉及
人心的意向，人心的意向都是難以預測的。

理性非暴力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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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覺得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2011年
他第一次參選區議會……雖然輸了，但
那是他第一次正式進入制度當中。在他
加入公民黨以後，認識了多位議員，知
道多一些關於政治的東西，才有多一些
對「政治」的認識和印象。

當然，人們可能會認識李柱銘、李鵬
飛，但這些往往只停留在電視上幾秒鐘
的印象，對「政治」依然沒有很多概
念。直到正式加入了公民黨，「入過廚
房」了，才對「政治」有一定的概念。
但並不是到2011年突然有「成為議員」
的想法。

他相信將會有一群年青人，比如羅冠
聰、黎汶洛或黃之鋒等，早晚也會進入
立法會。

認清前路
被問及當年如何選科選大學，楊說，
「Follow your Heart!」順著你心想的去選
擇。自問個人比較幸運，他出身在中產家
庭，不用賺錢養家。他父親很早便離世，
母親很疼愛他，讓他追逐自己的夢想。
所以他是跟據自己的興趣來決定未來的
路。他FIRST DEGREE讀政治是因為「It's 
fun」。當時他同一時間收到數個大學的
OFFER，他問自己到底想做甚麼？原來他
想成為一名律師。

當時楊從未想過會回到香港，參選立法
會。雖然他在加拿大生活了長時間，但歸
屬感始終較低。他是一個「歷史膠」，看
了不少歷史書。他想，看了那麼多，不如
直接回中國看看吧。當時中國需要建設，
但他不是一個工程師，不懂修橋鋪路，但
同時法治也是重要的，是文明社會都會需
要的東西。當時他便想，不如回中國讀法
律吧？

後來與母親商量後，決定在加拿大完成政
治後，再到中國讀法律。楊讀北大是因為
他以為這大學有一份歷史感，希望與歷史
有更多的接觸。當然，讀北大的期間，他
有一些失望，也有些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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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讀法律，不是緣木求魚嗎？其
實在北大這個地方，並不如一般人想
像中那麼邪惡、洗腦，其實每個人都
講道理的。他們也會說三權分立，希
望實現一個合理的社會。

但後來他楊發現，香港比大陸更需要
法治。

2003年及七一是他人生的轉捩
點。2003年沙士，香港人人都戴口
罩，但北京當時就如甚麼事情也沒有
發生過。他和來自台灣的室友，都各
自收到家人寄來的口罩。他們兩個戴
口罩，四周的同學都以為他們瘋了。
他記得回到法律學院，老師問他們為
甚麼戴口罩。他說有沙士，但老師拿
著一份報紙，指著頭條說「沒有啊，
怕甚麼？何必大驚小怪。」他當時馬
上意識到︰這政府發生甚麼事？怎可
能封鎖消息？怎能欺騙人民？他覺得
這是不能接受的。

後來消息公佈了，知道在香港，謝婉
雯醫生等人自願去治療病人，他便明
白︰這便是專業精神，也是他一直十
分認同、十分擁護的一種價值。敬業
樂業，不需要高調、不需要成為英
雄。他突然意識到︰這就是他一直想
追求的價值。剛巧，沙士不久便是「
二十三條立法」，就在當時，大律師
公會主席梁家傑站出來說話，而他說
的話符合楊心目中的價值觀。

說到底，是因為楊在香港找到符合他所信奉的價值。他信奉的價
值便是很多東西不用說出來：We do what is necessary。這便是
他認同的香港。要保護香港的法治，他需要成為一個律師，所以
到了英國讀法律，去學習更多實踐技巧，學習更多思辯方法。

信奉的價值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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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鼓勵更多人關心政治？楊笑言
自己不可能威脅他去關心政治。他
當然希望多些學生關心政治。每一
人是否都可以獨善其身呢？愛因斯
坦當年也是因為政治理由，而離開
德國。你不關心政治，等於把自己
的未來交給其他人決定，你能夠接
受嗎？你又甘心把決定權交給一些
素未謀面、價值取態與自己不同的
人嗎？

命運自主，獨立思考

被問及拉布在甚麼情況下會過火，楊岳
橋直言「拉布」並不會過火，「拉布」
往往是用時間換取空間。「拉布」之所
以出現，是因為某些政治訴求得不到滿
足。政府或建制派常說「政治是妥協的
藝術」，他們常要求我們（民主派）「
袋住先」、妥協，但當我們嘗試要求他
們妥協時，他們卻不可置否。

事實上，當時（網絡二十三條）的四方
會談不應是最後一步，而應是尋求共識
的起點。這原本是良性互動的開始，但
最後政府拒絕繼續會談，這是一件可惜
的事。他說「拉布」不會過火，因為「
拉布」背後總有一個訴求、理念。他相
信每一個議員，都不會是突然鬧情緒，
而盲目地「拉布」的。

政府當時強調，「拉布」阻礙其他民生
法案的通過，損害市民利益。然而，近
月政府調動議程，率先處理政府基本開
資的撥款，那麼「拉布」真的會阻礙民
生法案的通過嗎？

拉布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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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自主，獨立思考 眼中的「本土」
楊認為「本土」不是局限於某一地的概念，而是一個universal的概念。政治從來都是在地
的。每一個政黨都是為該地的人民爭取或保障利益。為甚麼公民黨需要把「本土」注入政綱
中？因為近來有部分政治團體，在其政綱中提及「本土」，所以公民黨需要作出回應，告訴
他們︰「本土」包括很多東西。不同政黨，都對「本土」有不同的定義。公民黨也有自己的
想法。

「本土」一概念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應用到菲律賓、斯里蘭卡等等，他們也有自己的「本
土」。楊岳橋想指出的是︰政治從來是一件很「本土」的事情。任何地方、國家，他們提出
的政綱都應該緊扣在地民眾的利益。所謂「『本土』沒有獨家的」便是這個意思。政治從來
是「在地的」，所以也是「本土」的。近來的一些團體，嘗試利用「本土」一字來概括他們
信奉的理念或價值觀，但他並不完全同意。「本土」並不屬於任何一個政治團體的，因為政
治是「在地的」。他相信建制派也不敢說他們不是「本土」的，只不過他們思考方向，未必
是他們認同的。

建設香港民主，還是中國民主？站在七百萬
人的角度看，要改變十三、四億人幾乎是
不可能的。寄望中國有民主，是良好的意
願，但現時我們影響不到中國。所以他們希
望在「一國兩制」下，just mind your own 
business。他未至於消極地認同「中國有民
主，香港才會有」，因為這等同於將香港人
的未來交給他人，無異於「望天打掛」。民
主不是恩賜的，也不應建基於他們給你與
否。若他們退後一步，作客觀分析，從北京
的角度看，如果「香港有民主」比「香港沒
民主」能為北京帶來更多利益，他會不會給
香港民主？我們不知道。

縱然明天香港有民主，但究竟香港人準備
好了麼？楊個人覺得是準備好的。但在
infrastructure上似乎尚有不足，例如18-25
歲的選民登記人數和投票率偏低。在這些方
面，他認為需要改善。所以，如果香港人沒
有足夠的「自主」意識……何謂「自主」意
識？「自主」意識是中性的，即是︰成為
自己命運的主人。香港人有沒有足夠的「自
主」意識呢？他們以為登記成為選民是最基
本的，但其實不是。這就是問題所在。

楊明白，我們現在似乎甚麼也做不到。經歷
過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一件震驚七百萬人
的、震驚十三億人的、震驚全宇宙的運動，
但我們依然沒有改變甚麼，可見我們是否應
該考慮改變爭取民主的策略和模式呢？這是

如果我決定「非暴力」……
值得思考的。但楊議員始終認為，「非暴
力」比「暴力」更可取。例如昂山素姬二十
年來在緬甸爭取民主，或如國民黨在1949
年遷至台灣，在1996年始有第一次公民直
選，中間經歷了漫長的時間。

他想指出的是︰如果你願意堅持「非暴力」
，這過程注定是漫長的。這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眼下的問題在於︰如何凝聚更多的力
量？如果他們除了佔領馬路外，甚至可以
發動罷工罷市的話，結局會否不同呢？我
們不知道。楊認為，「非暴力」不能只靠
一個人，反而要凝聚更多的人，才有足夠
的力量做到。

當然人們可以問︰為甚麼他們要等如此漫長
的時間？為何不嘗試「暴力」？需要的時間
不是更少嗎？在楊的印象中，沒有一個能以
暴力推翻政權的革命。當然，對歷史有較深
認識的人，必然能指出他的謬誤－－假若他
有的話。如果我們使用武力，對方必然用
更高的武力來對付我們。除非你準備好玉
石俱焚，但既然是玉石俱焚，又如何實行
「民主」呢？

然而，如果只限制於「三罷」，這是不負責
任的。他覺得不可能只靠公民黨振臂一呼便
能解決到，他認為公民黨是facilitator，要
令市民意識到事實和道理所在。我們不能綁
著一個市民，不讓他支持其他政治組織，但
公民黨有責任告訴他們後果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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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路
作為一個政黨，作為一個民選的議員，市
民或多或少都會視他們為政治上的領導。
議員需要與市民有多些溝通。議員的工作
空間，並不局限在這個四面牆之內，也不
局限在議事堂。

議員需要與市民接觸，才能令市民知道
你的想法和理念。現在踏入互聯網、手
提電話的年代，每一個人早上起身，第
一件做的事情，便是打開手機，check 
facebook，check message。電視不再是
唯一的宣傳渠道。能否與市民有足夠的溝
通，只在於你願不願意做。

但在offline是另一個世界。除了在網上與
市民接觸，也需要到街上與市民接觸，才
能接觸到一些不上網的市民。即是說，要
透過online和offline兩方面與市民接觸。問
題在於︰給予甚麼訊息予市民？

楊認為，民主派必須承認資源不足，不能
與「對家」鬥「蛇齋餅粽」。他們只能靠
「教育」……或者說Engage，「教育」是
上至下，Engage是互相平等的。他們有沒
有做到足夠的Engagement工作呢？恐怕
沒有。

當然，沒有手冊告訴你要做甚麼，你只能
夠靠自己。議員的工作空間要與外界結
合。「結合」的意思，並不是與過百人結
合，因為這不是示威，是示弱。你必需與
外邊的人結合。

現在有那麼多新的政黨，如青年新政或「
本民前」，會不會怕公民黨的票源被分
薄？楊第一個反應是︰為甚麼要怕？從來
政治便是一個競技場。選民永遠是對的。
他不投票給你，總會有原因的。他覺得，
既然參加民主選舉，必然會遇到挑戰。永
遠都會有新政黨的出現。如果選民投票給
他人而不給你，是否你應該自我反思呢？

楊岳橋已經成為議員一個月了，他在
offline方面做了甚麼工作呢？坐在議員這
個位，他開始接觸不同的團體。有不同
NGO會過來，討論如何合作，例如東北的
事件，有朋友找他幫忙，他便即時去了。
雖然最後沒有成果，但這是議員嘗試保
護市民利益的方法。過去一個月都較忙，
有「拉布」、處理高鐵等，未有做太多
offline的工作，但他展望未來會多花時間
「落區」，與市民有多些了解、溝通，並
且期望更多人登記成為選民。

圖片來源︰
icons8.com, evchk.wikia.com, role.hku.hk
hk.news.yahoo.com,hk.apple.nextmedia.com,
thestandnews.com, kui.name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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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透過「地緣」、「血緣」、「法
律」與「文化」四項，來分析身份認
同。此方法並沒問題，能細分一人對自
己身份認同的因素，但不能正面回應「
中國人」之真正意義的問題。我們之所
以有「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
同的爭拗，皆源於「法律」，即共黨的
統治。此人人皆知，故不必詳論「法
律」一項。吾人嘗試討論，「血緣」與
「地緣」二項對「中國人」有何意義，
並繼而論述「文化」對中國人又有何意
義。先從「血緣」上討論。

時至今日，「香港人」三字，對每一個
人都有不同定義。例如某人擁有華裔血
統、黃種人，也可被視為香港人，即今
天大部份的香港人；擁有其他血統、不
同膚色，而長居香港，亦可被視為香港
人，如新移民。前者乃從中國歷史上而
言，後者從今天文化多元的香港社會而
言。換句話說，若說「香港人」是「中
國人」，血緣上必以前者為依據，即以
「擁有華裔血統」為理由。順此而言，
則今天大部份的香港人皆是「中國人」
。

若從「地緣」上討論，則與上段之論述
相類。香港早於公元前214年被秦朝納
入中原王朝版圖，從此長期成為中國的
領土。故若某人於香港土生土長，其祖
先於香港生活，彼固是香港人，亦是中
國人。

撰文（投稿）︰非薄
排版：非薄、腐phil

然而，假若有一個血緣和地緣上都客觀
地被認為是「中國人」的人，但他不承
認「中國人」的身份，則他還是「中國
人」嗎？對他而言，「中國人」只是一
無故被加諸於他的身份；對我們而言，
「中國人」也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給予他
的身份，又或只是為了辨別該人的背景
（血緣、地緣）的說法。如是，「中國
人」只是一辨別某人之背景的詞語，而
且沒有其他別的意義？但我們可從《來
生不做中國人》一書看出，作者並非指
控「中國人」的血統，而是因為共黨的
統治。如是，「中國人」之意義是否並
不限於「辨別某人之背景的詞語」？而
是一種對自身來源的歷史的一種認同或
承認？

說到底，「中國人」只是中國人對自身
背景的承認或否定，或曰對自身民族的
身份認同。此認同不來自血緣或地緣這
些偶然因素，而僅僅來自︰你承認不承
認此身份。不論是血緣或地緣，甚至法
律，皆只屬對「中國人」的知識上的描
述，不能意味著你是「中國人」。你可
以從對自身民族歷史的認識，或因為對
民族的歸屬感，而增強你對「中國人」
身份的認同，但這些都只是輔助的。只
有當你自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你
才是「中國人」。

對「中國人」的了解，可從文化上著
手。但此中的「文化」，並非指你吃米
飯、過農曆新年、中秋時賞月，便代表
你是中國人。這些只是習俗，是文化的
枝葉，不是文化的骨幹。否則外國人吃
米飯、過農曆新年、中秋時賞月，也可
稱之為中國人？故真正的中國人，在於
文化生命的傳承。文化生命是民族的精
神或性格，是活潑的、跳動的、流動
的。前人立下文化生命之大本，後者繼
之述之，再由來者繼之述之……中國人
的文化生命，經歷每一代人的講述而流
傳下來。不同時代的人，由此遙契古人
的心靈、契接上中國人的魂命。如此，

你是中國人嗎？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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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go.asia, the-sun.on.cc,
                    mude.nu, playapp.kocpc.com

讀者來稿只反映撰文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香港科技
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之整體立場。

只有如此，方可存在地成為真正的中國
人。

中國人的文化生命在哪裏？答曰：在儒
家。何以如此肯定？從歷史上說，儒家
思想，早於二千多年前由孔子確立，從
此奠定住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文
化方向。其道理歷經墨子的評擊、秦始
皇的「焚書坑儒」、佛教思想的衝擊、
近代共黨的摧殘，但仍然散佈於每一個
中國人的生命和生活。仁義禮智、孝悌
之情、尊兄愛弟……儒家的道理是「常
道」，乃一直存在於我們最平凡的生活
中，然正因為過於平凡，而不能引起人
的注意，甚至鄙視。直至近代共黨徹底
的反儒家、反中國人的文化生命，鼓吹
人們批鬥父母，斬斷人與人之間的人倫
關係，抹殺人的個性而只剩下黨性，將
天下私有化於一黨，儒家的理性才於平
凡中顯得不平凡。

如今共黨手握中國的政權，以維穩的手
段鞏固其不合法的政權，壓制中國的文
化生命。共黨以馬列主義為國教，但馬
列皆不是中國人。故今世之中國，乃馬
列之中國，不是中國人的中國。中國人
的中國，是孔子的中國。我們大可否認
共黨政權的合法性，並承認中國被共黨
殖民的事實，認清誰是真正的漢奸、誰

是真正的「外國勢力」。

梁啟超說過︰「排滿者以其為滿人而排
之乎，抑以其為惡政府而排之乎？」我
願改為︰排中國者以其為中國人而排之
乎，抑以其為共黨而排之乎？我們不應
純粹因為惡政府而摒棄「中國人」的身
份。作為一真正的中國人或香港人，應
要了解中國民族的精神價值，更要認清
今天中國文化命脈遭受挫折的事實，才
有資格承認或否定自身「香港人」或「
中國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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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中國人在哪裏」一文，既知「中國人」之真正含義不僅包括血緣及地緣等因素，
最重要是文化生命的傳承，我們嘗試了解「大中華民國」的意義及「港獨」之主張的不
足之處。

一、民族與國家

「民族」一概念，乃一地之居民隨着時間而建立的情感，因為其互愛之情而透過「民
族」來統一，以象徵「民族」中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親近，以示一地居民對該地的歸屬
感。「民族」乃「國家」成立的基礎。「國家」之成立，目的在於成全「民族」中一一
人的自由和權利，故建立中華民族的國家乃中國人的理想。

《大學》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實現「世界國」為終極理想，並反過來由「世
界國」之實現，成全吾人「仁心仁情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本性。然此「世界國」必建基
於國家，國家建基於家庭，家庭建基於個人，個人則以「追求精神之向上發展，實現道
德理想及價值」為始。若人不先自覺其必以「仁愛披及宇宙天下，與萬物感通無礙」為
其本性，則無此大公無私的理想 （國家、民主、世界國）。以下根據「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的說法，闡釋人、民族、國家，以至「世界國」的關係︰

父母乃人與世界感通之起點，此所以儒家重「孝」；然若只停留於「家」一層，其精神
恆不免偏私於家人，仁心仁情亦無以擴大出去，披及社會他人。因此，人必繼而實現「
國」一層，建立國家、法律、政治等，力求化除各社會團體和家庭之間的紛爭，促進整
個民族與社會的福祉；然若只停留於「國」一層，其精神又不免受梏於所謂「種族主
義」，而自限其仁心仁情於一國，形成「種族」或「國家」之間的衝突或仇恨，如希特
勒之屠殺猶太人、白人之歧視黑人。因此，人必繼以實現「天下」一層，其仁心仁情披
及天下一切人，無私地冀望一切人的福祉，故建立一「世界國」，以化除國與國之間的
紛爭；然中國「平天下」之思想或「世界國」之觀念，非「一國之統治他國」，而是「
各國之統一於理性」，形成各國平等的對列格局，互相監督管理、互相肯定彼此之自由
和各異的文化，以成就一切人之福祉及精神向上之發展。孟子說「仁者無敵」，非謂仁
者以強力統一天下，而是人與人以彼此為友，造就一互親互愛、仁愛廣披天下的「大
同」世界。

簡而言之，「民族」與「國家」俱不可廢。「民族」乃「國家」成立的基礎。「國家」
之成立，目的在於成全「民族」中一一人的自由和權利，此方是真正「民族」和「國
家」。若有嗜權者，企圖利用「民族」「國家」行兇，則自是嗜權者的錯，必為「民
族」或「國家」所不許。「大中華民國」不只是一口號，而是每一個中國人應有的理
想。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在向前發展的同時，亦應反本溯源，透過了解中國的文
化生命，認清其民族文化生命的源頭，方能對抗共黨殖民，恢復中華民族的山河。

二、「港獨」之不足及其價值

「港獨」主張之不足，惟在於其理想性偏低，未有真正自覺中國文化生命的價值及思
想。主張「港獨」，固能確保港人的自主自治，達至民主，但同時與中國割裂，以致十
四億中國人繼續受共黨的統治而不得回歸真正的中國，屆時中國的民主進程只會趨向黯
淡。十四億人流離失所，回國之日了了無期。再者，實行「港獨」，無異於把中華民族
的國家、政權拱手相讓予共黨，投降於共黨之暴政！若是，吾人必以之為港人之恥、華
族之恥、人之恥！

大中華民國
撰文（投稿）︰非薄
排版：非薄、腐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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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亦非全然抹殺「港獨」一主張之價值。每一個時代均需要有人為理想發聲。不論是
雨傘運動或「港獨」，皆足顯港人之理想性及為理想奮鬥的決心。但理想之所以為理
想，必充其極而達至天下。換句話說，「實現民主」一事固屬必然，但只於香港實現民
主，而置十四億中國人於不顧，是忽略自身中國文化中原有的政治理想。身上流著中國
人的血，軀殼中是中國人的靈魂，吾人之理想必以整個中華民族為對象，而非只限於一
部分人。

吾人以為，「港獨」可以是「使人們自覺成一政治的存在，自覺爭取實現民主政治」的
途徑，但不能是終極的理想。「大中華民國」才是華族之終極理想，因為「國家」是實
現「民族」中一一人的自由和權利之階段；然就目前情況而言，「大中華民國」之實
現，似乎於我們距離甚遠，有迂闊之嫌；然若能自覺中國文化生命的價值，了解儒家「
民本」之思想，本可開出「民主」政治，並以之為據，吾人必以「大中華民國」為一終
極理想（見下文）。

我當然不否認，香港區區七百萬人，難以改變中國十四億人，更遑論要影響中國政府。
但眼見共黨剝削十四億人的自由和權利，自然心生不忍之情，寄望中國擺脫共黨殖民、
建設民主中國。雖然眼下處於被動，但此心願亦不能否定。

「港獨」較「大中華民國」更貼近港人，故更有號召力、更能引起港人的關注，而可為
「喚醒港人實現民主的理想」的途徑，但不能是終極理想。一真正終極的理想，必是「
實現中華民族的民主，建立大中華民國，人們通過此國而與他國交流，並形成一世界
國」之理想。

三、「中國文化原本能開出『民主』」一說法之根據

雖然「民主」及「共產主義」皆為西方文化的產物，但事實上前者是中國文化發展之未
達到的階段，後者則徹底的與中國文化思想相反。惟此並非本文重點，我們亦不能論
及。其實，中國文化早已具有相當的「民本」意識，而可以發展出「民主政治」。先論
及「民本」的意思。

「民本」之意識，源於人的仁愛遍及天下。所謂「仁愛披及天下，與萬物感通無礙」，
乃人當下精神之體驗者，此中並無任何神秘曲隱之處。今世之「人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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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pvppve.com     
hero780403.blogspot.com  

* 讀者來稿只反映撰文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香港
  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之整體立場。

法律」，皆是此仁心仁情客觀化而成的觀念；所謂
「客觀化」，即︰建立一客觀外在的制度，並由此
制度反過來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及權利。此中潛藏一
「追求超越平等性」之意識。所謂「超越平等性」
，即跨性別、年齡、地區、種族之「人人皆然」的
真理。此「追求超越平等性」，由人之尊己尊人而
體現出。人有「尊己尊人」之心，始所以有「民
本」（以「人」為目的）之意識。

「民本」意識乃開出「民主政治」的根據，它力求
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及平等權利。「民本」意識一
直存於中國文化的思想中。不論是儒道墨法，皆以
實現人民的福祉為目的。儒家主德治，道家主「無
為而治」，墨家主「兼愛」「非攻」，法家主賞善
罰惡，四家思想皆以社會為目的，可見中國文化「民本」意識之強烈，當中又以儒家之
「民本」意識為首出，其肯定一切文化活動的價值。孟子「民本」意識極強，茲引錄數
句如下︰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

「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矣」（《孟子·萬章上》）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孟子‧萬章上》)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

「天」一字於儒道墨家各有不同的意思。就孟子而言，其「天」之義等同於「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天」，實即同義於「民」，即理性的大眾。換句話說，孟子
認為政權應來自人民，當中潛藏一「民主」意識。故謂「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然後又云「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實不以「天」為一超越外在的神（如耶穌）的意思，
而以之為人民「客觀理性之表現」。所謂「客觀理性之表現」，即︰透過每一個人對候
選人的能力作出客觀的判斷，並選出合適的人成為掌權者（總統、首相），而非因「蛇
齋餅粽」（個人利害或欲望）而投票。透過人的理性之客觀化而將「天德」顯露出來，
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處的「天」，並非指一超自然的神秘力
量，而是理性的大眾、理性的人民。由是可知，中國文化之思想，有極強的「理性」及
「民本」意識，本能開出「民主政治」。其未能開出，原因甚多，我們不能論及。

四、結語

不論是「港獨」、「大中華民國」或中國文化之「民本」意識，皆屬很大的題目，尤其
是後兩者。讀者宜廣覽群書、多加思索，方有更深入之了解及批判。吾人見識淺薄，論
述中未免淺陋。然吾人眼見時下政治之形勢、共黨滅聲手段之厲害，不得不發出「獅子
吼」，欲震醒人們心中的理想性，堅守中國文化的理想及價值。《禮記‧中庸》云「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如此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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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問我為什麼 Year 1 就到歐洲旅行。原因十分簡單，因為想去便去。自小家境不
好的我，偶爾也會有些機會跟家人旅遊，或是參加一些廉價的遊學團，只稱得上為「搭
過下飛機」，去的只是亞洲地區。難得這年儲了少許積蓄，便選擇到歐洲旅遊三星期。
另外一個原因是，總覺得現在不去歐洲，到歐洲將來亂了，就沒有機會再去了。

自伊斯蘭國的掘起，歐洲可謂兵荒馬亂，沒有一天安寧。再者，各國處理難民的手法不
一，一度導致關係緊張。德國首相梅克爾甚至因為表示德國願意無條件接收敘利亞難民
而惹來國民的不滿。有傳聞指伊斯蘭國透過難民身份申請庇護，勢成功滲入歐盟國家，
對各國治安造成相當大的威脅。伊斯蘭國自稱是布魯塞爾、巴黎恐怖襲擊的主腦，幕後
黑手無從追究。

似乎，要撤底剷除伊斯蘭國，並不容易。伊斯蘭國可算是活躍於網路和社交網站，橙色
衣服成為了他們的標誌。他們利用網路的聲音、影像、圖片、文字等方式來進行各種事
物的傳播，是零成本宣傳。社交媒體就像蜜蜂一樣，將言語宣告和駭人影像四處分享，
快速傳播。恐懼和恐怖主義散播整個網路，可謂一場心理戰術，對世界各地的人造成廣
泛的影響。這些帶有謠言的不良一向是由媒體或是電台收到後選擇發佈，現在則可輕易
在社交網站傳播達到更快、更遠的效果，更可供人隨意分享。這些恐怖影像恐怕已經「深
入民心」。

除了四處散播恐怖主義外，不得不提的是網路世界已經淪為這個組織的主要宣傳工具
了。剛才提及的舊式傳播訊息方法，多為接收著選擇發佈，例如政府會接受組織的影像
或資訊，篩選、查證，再加以整理後才會傳播給大眾，當中帶有不良意識的口號和煽動
民心的行為早已被隱藏。由於網路沒有甚麼言論限制，加上源頭難以追溯，他們可以隨
意散播不恰當或誤導性的言論。一來，他們可以以更好的手法包裝所作的暴力行為，聲
稱造反是逼不得己，例如不停強調組織正受政治逼迫，無路可逃，卻對受害者的無辜處
境隻字不提。這樣的目的是博取大眾的同情。二來，他們能夠控制言論的用語，以把組
織的身份神聖化。他們喜歡塑造自身為自由聖鬥士，勇於站出來抵抗壓迫。可見網路對
於恐怖組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宣傳工具。

數據探勘是近來組織依賴的收集資料方法。網路的資源實在豐富，各式各樣的資料放在
網站上任由網民觀看。對我們市民有用的巴士路線資訊、航班起飛時間、餐廳位置或地
圖等等，直接方便了組織安排恐怖襲擊和分析路線。另外，我們平常瀏覽網站的時候已
經傳達了大量資料（如所住地、個人喜好、興趣）予網站的系統。組織預測不同人的行
為模式，再進行深入的調查，再在討論區、社交網站中透過聊天來套取重要和較私隱的
資訊，以便他們挑選目標作為攻擊的對像。

另外，網站會自動找出合適的觀眾在發放他感興趣的廣告和宣傳片。如觀眾自身崇上恐
怖主義，影片會引發共鳴，增加號召力。有很多人心底可能會問，為什麼會有為數不少
的平民願意加入組織？上述提到利用網站數據來配對進行宣傳，亦可以直接從自己的網
路點擊獲取有興趣加入的人士的聯繫方式，先從簡單聊天入手，再說服對像加入組織。
因此組織內的成員較國際化，也有不少成員來自西方的各國。由此可見，伊斯蘭國已經
根深蒂固在世界通行的網路上。即使基地屢受襲擊，要重新「招兵買馬」再進行資金募
集並非難事。

新模式的戰爭
撰文：River
排版：River，腐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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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River
排版：River，腐phil

組織的行為令人髮指，為了自身的目的，毫無先兆地傷害無辜的市民，以顯示自己的威
力。巴黎恐襲發生過後，Facebook 網民紛紛換上法國國旗頭像來哀掉受害者。社交網
站固然幫助組織散播資訊，也可成為普通網民表達對巴黎支持的渠道，因每個人都有權
利使用這自由的互聯網。可惜的是，轉頭像的人往往被批評為跟風，更被指不了解事件
的始末。事實真的如此嗎？

我不得不承認，很多人都是「貪得意」才換上新頭像，因為只須要一個按扭就，就可以
把國旗自動加上頭像上，方便快捷。我也認為不少人是隨著跟風的心態，朋友轉換頭像
鋪天蓋地的洗版，也會令不少人覺得應該跟上潮流，才轉換頭像。但我絕不認同轉換頭
像的人不了解事情始末，不關心國際社會。有人會質疑，中東地區經常發生恐襲，死傷
人數比巴黎恐襲來的更多，更有不少小童因此而失去寶貴的性命。我們不是不知道這些
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的悲劇，而是對此麻木了。冷血地說一句，這些新聞對我們來說已經
不再新鮮，也漸漸地淡化感覺。就如初次看見蝗蟲在商場便溺，港人非常氣憤，在網上
引發罵戰。現今看到國內同胞如此不合衛生的行為，已經不會如此關注。在巴黎的恐襲
也一樣，因為鮮有發生在香港人較熟悉的大都市上，自然會引來較多的關注。

網路世界已經淪為戰爭的平台，威力不可忽視。這種新的戰爭模式，到底會發展成怎樣
呢？

圖片來源：
big5.cri.cn, b1.rimg.tw,
grantsher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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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學同學相約聚會，才發現闊別小學已有多年。這是筆者就讀第一間小學的同
學，關係沒有比新小學的同學來得親切，所以較少見面。而在筆者小三轉學之後，
不少小學同學也轉到其他學校讀書，有些甚至到了外國，近年才回流香港。

那時在舊小學的時候的確掀起了轉學潮，不是因為學校教學素質差劣，而是因為
它是一所這樣的學校：

幾乎所有科目都是以活動教學形式進行，即使訂購了課本，也不常使用。老師使
用學習光碟的時間比花在課本的還要多，還不時會有進行示範或實驗；上課的座
位安排非常特別，並不像其他傳統學校，一行一行地排列。學生會以小組形式上
課，以便進行分組活動；這裡的功課量並不多，但偶爾要完成專題研習和報告；
雖然也有常規測驗和考試，但只要上課專心，要合格不難。

就這樣，筆者在這裡度過了愉快的三年，擁有過真正的童年。放學後，筆者能夠
彈自己喜歡的鋼琴，到家樓下踏單車，看電視。假期的時候，更有空跟媽媽逛遍
香港不同角落，吃盡全港的美食。

想到這裡，不得不承認筆者真的很懷念當時的時光。

然而，媽媽認為這樣的就讀小學會嚴重影響筆者升讀理想中學的機會，於是便在
小三開始密謀轉學，聲稱要為將來作準備。果然，筆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送到
一家傳統名校，同學們常稱它為集中營。當你認為科大已經很「Chur」的時候，
其實天外有天。還記得小四時，學校是下午校制的。放學回家十點後要完成大約
十多樣功課，直接晚上十一點才有空閒時間洗澡睡覺。別以為要完成功課很輕鬆，
有部分工作紙長達數十題，程度也不易。而且，學校的程度比其他學校還要深一
年級，換句話說，小四的時候便要消化小五應該學的知識，實在不簡單。

除了這家集中營外，筆者相信香港還有千千萬萬以操練形式「Chur」學生的小學
和中學，甚至是科大。很慶幸的是現今的家長終於得了少許覺悟。要求撤回小三
TSA 風波起掀起了家長和大眾對操練文化和學生工作量的關注。縱使教育局不斷

再三強調 TSA 的重要性，再把問
題推卸到學校身上，亦無阻各界
為學生聲援。不少網媒更透過社
交網站反諷操練文化，利用網路
世界的威力把學生面臨的慘況大
肆宣揚，成功令不少人加以反思
現時制度的問題。縱使不少幫助
聲援的人士不再是學生，也可能
未曾參加過 TSA，事不關己，仍
然勞心支持學生和家長，誓要為
學生的利益打拼到底。可惜的是，
一番激烈的輿論過後，只有為數
不多的學校願意退出 TSA，教育
局亦不願回應。

覺醒？沉睡？
撰文：River
排版：River，腐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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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River
排版：River，腐phil

接著是學生接二連三自殺的熱潮。不少學生在農曆新年假期過後，因為學業壓力
而相繼走上絕路，曾經轟動一時。很多人心中會問「到底學生怎麼了？」與其問
學生為何會放棄生命，倒不如追溯是什麼逼使他們自殺。遺書提及的自殺原因大
多是學業壓力和情緒病。對學業成績和前途的憂慮日積月累，成為自殺的導火線。
此外，年輕人多會選擇在社交媒體上表達自己的情緒，而非和朋輩和家長傾訴。
由於其他青年人可能也同樣面臨負面情緒，這樣反而增長負面思考，於事無補。
有校長坦言對學生自殺事件表示哀痛，並會重新調整學校的上課模式，希望阻止
同類個案再發生。教育局則要求學生填寫不自殺契約，並派予每間學校五千元，
作為支援用途。顯然，政府未能真正了解學校、學生和家長的須求。於筆者而言，
這份承諾書與要男生承諾以後不看 AV 一樣荒謬。

一連串的悲劇發生過後，學生相繼支撐不住、家長開始頓悟、政府無動於衷。筆
者身為科大的一份子，固然感受到「壓力爆煲」的滋味。Assignment 和 Paper 比
男朋友更長情，陪伴我度過了無數夜晚。到底香港人會撤底覺悟，還是假裝沉睡
呢？

圖片來源：
time.com
teachlike.hk
beacon.com.hk
manicdepressiveblog.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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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一詞，對你來說是甚麼？是揮霍青春的地方，是通向未來康莊大道的中途
站，還是探索自我、實踐理想的平台？作為大學生，除了所謂的「大學五件事」，還有
甚麼值得我們去投放時間、心血？也許你對上述的問題有清晰明確的想法，也許你根本
沒有思考過，只因循做著大學生會做的事。無論你是前者還是後者，希望下面兩篇專訪
也能帶給你一些新的啟發和思考空間。

成就教育
　　下筆之際，正值文憑試季節，又是莘莘學子背水一戰的時候。高中三年，在補習上
所花費的時間和金錢絕對不少，然而找名師或尖子補習的學費又豈是人人能負擔得起？
沒有良好的師資不免令基層學生在考大學這條路上事倍功半。

　　有見及此，三位港大醫科一年級學生 Joshua、Alan 和 Adrian 在 2015 年開辦包含社
會企業元素的補習中介公司──成就教育，希望透過義教幫助基層學生，紓緩香港跨代
貧窮的問題。公司架構分為兩部分，分別為成就教育有限公司和成就教育基金。成就教
育有限公司採用一般補習中介公司的運作模式，配對導師和學生，成功配對後會收取首
兩星期的學費作介紹費。成就教育有限公司的部分收入會撥入成就教育基金，幫助基層
兒童和補助義教導師的車馬費。

　　Joshua 指萌生成立成就教育的念頭和自己的個人經歷有關。他就讀小學的時候成績
不佳，試過多科不及格，中文更只有 22/100。老師曾致電他母親，詢問她會否考慮讓兒
子留班，讓他很不開心。幸而初中的時候，父母為 Joshua 找來了一位會考獲得 6A 佳績
的尖子補習老師指導他數學。補習老師不僅教授書本上的知識，而且和 Joshua 分享考
試技巧和自己溫習的心得，令他的成績漸見起色，補習老師更成為他學習的榜樣。及至
中四，Joshua 參加了學校的服務計劃，義務幫助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補習。眼見小六的
學生連「Friday」也不懂得拼，Joshua 對此感到十分難過，所以想在考進大學後成立社
會企業幫助基層學童。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Joshua 和同屬一個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group 的
Alan 和 Adrian 表示自己想成立社會企業的念頭，兩人均覺得很有意義，於是三人便著
手籌備。「在打算成立一間補習中介的社會企業後，我們進行了一些市場調查，發現香
港的補習中介公司多不勝數，要突圍而出並不容易。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們一段頗長的時
間，最後我們決定以尖子導師作為我們的優勢，因為我們就讀醫科，要接觸成績優異
的大學生並不難。有了尖子人才，我們就可以向學生提供更好的教學，真正有效幫助他
們。」Joshua 分享了他們在籌備成就教育時的遇到挑戰和想法。因此，成就教育的導師
都必須在所教授的科目獲得 5* 或以上的佳績，避免出現其他補習中介公司導師質素良
莠不齊的現象。

　　創辦人就讀醫科，的確為成就教育提供了更好的發展機會。不過醫科的課業繁重，
在時間上會否造成很大負擔？ Joshua 坦言時間分配並不容易，尤其在大學裡有很多機
會嘗試新事物，但畢竟每天只有24小時，所以他選擇專注在一、兩項事情上，精益求精。
學業和成就教育則是他今年的重心。Alan 補充指信念有助他們堅持；他亦指出其實每天
只要減少兩、三個小時上網瀏覽和打網遊，時間已經會充裕不少。Adrian 則認為訂立時

大學生，what can you do?
       ──成就教育、V’ air 專訪

撰文：樹人
排版：獅子，腐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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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樹人
排版：獅子，腐 phil

間表令自己的時間管理更有效，而且一定要預
留時間讓自己放鬆和反思，這樣做起事來才會
更有效率。

　　創業半年以來，遇到的難關不少。Alan 說
他們最初打算親自尋找義教的對象，於是他們
自己到深水埗的劏房挨家挨戶拍門詢問，但卻
被人當成推銷員而拒諸門外。「其實這個經歷
很難忘，明明自己一片好心去幫人，卻換來別
人的冷漠對待。這也反映了我們的社會有太
多利用別人的風氣和手法，而令大家的信任漸
漸消減。」最後，他們終於找到一個將要應考
文憑試的女生願意讓他們進入自己住的單位看
看。單位很小，只有一張床，那個女生吃飯、
溫習、睡覺都在那裡。

　　Alan 憶述自己問那個女生住在這裡會不
會不開心，女生只告訴他自己習慣了。「坦白
說，我們不住在那裡的人逗留一會也覺得不舒
服，她卻習慣了，其實真的很悲哀。」親眼目
睹這些社會上的不公更加強了他們的信念和決
心。Adrian 最深刻的是招募導師的過程，一開
始成就教育的普通收費導師和義教導師均數量
不足，於是惟有從多方招募，例如在徵得教授
同意後在大學較大型的課堂作出宣傳和到八大
院校作出宣傳，紓緩了燃眉之急。

　　問及成就教育的未來發展，Joshua 指他
們希望擴充義教規模並成為全港最大型的補習
中介公司。這兩個目標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因
為擴充義教規模需要資金，而成為全港最大型
的補習中介公司可以賺取更多經費，幫補基金
的開支。

　　「成就教育，成就社會，成就未來」。教
育是通向成功的一條鑰匙，成就教育希望透過
補習中介成就學生，令他們在學業上有所進
步。而從宏觀的角度看來，成就教育嘗試以社
會企業的身份紓緩社會跨代貧窮問題，透過給
予基層學生良好的教育，從而讓他們有力爭上
游的機會，增加社會階層流動性，扭轉貧者愈
貧，富者愈富的局面。

　　今天的學生，社會明天的棟樑。因此相比
起知識的傳授，成就教育更著重導師對學生的
啟發，令他們找到自己的夢想，繼而為此奮
鬥。能以教育成就學生的未來，Joshua 指這
就是他眼中的成功。

三 位 創 辦 人 ( 左 起 : Adrian, Alan, 
Joshua) 手握成就教育的出世紙 , 籌備多
時的公司正式投入運作。

成就教育和志願機構合作為基層學童提
供義教服務。

香港跨代貧窮問題嚴重 , 本著對知識改
變命運的信念 , 希望透過義教令基層兒
童獲得更好的教育 , 從而脫貧。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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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ir 
　　難得 sem break，去旅行是不少大學生的
選擇。短途的日、韓、台都是熱門的旅遊地點，
不知道你又有否考慮過在香港旅行？

　　「香港有很多地方都是大家知道的，而我
們嘗試用另一個角度去包裝，例如這些本地的
景點和外國的相似，可以是短線旅遊的替代
品。其實香港很多景色都可以和外地的媲美，
留港旅遊卻可以減低碳排放量，造福地球。」
V’air 的其中一位創辦人 Johnny 說道。

　　簡單一句「造福地球」，說出了 V’air 背
後的意義。V’air 是一個本地的旅遊網站，以
環保、歷史、生態價值，以致自我增值等角
度，推介不同的本地遊行程，希望從而減少港
人因乘坐飛機去旅行而導致的碳排放量。除了
上面所提到的重新包裝景點外，另一位創辦人
Arthur 指他們也會嘗試把一些較冷門的旅遊地
點推廣開去，好像是獅子山郊野公園這類配套
設施齊備，但位置較為偏遠的景點。他覺得香
港還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等待人們去發掘，而
V’air 願意和大家一起重新發現香港。

　　「最初會有這個構思其實是因為我們參加
了一個比賽 (COP21 Challenge) ，在決賽階段我
們需要在一個兩日一夜的工作坊裡想出一個計
劃去向年輕人推廣可持續發展。最後幸運地憑
著它獲得了冠軍。我們不想浪費了這個構思，
所以就實行了。」Arthur 把創立 V’air 的經過
娓娓道來。聽上去很輕鬆，但背後面對的挑戰
其實並不少。網頁技術層面上的不足、沒有更
多的資源去完善，例如網頁的 content creator
只是 V’air 的幾位創辦人，因為時間所限，網
站內容並不及其他旅遊網站豐富……不過他
們提及得最多的並不是這些技術問題，反而是
「嗰團火」。Johnny 認為他們比較慢熱，對
V’air 這個計劃的熱情不時會有波動，有時會
突然有衝勁去更新網頁內容，有時卻會偷懶。
但隨著讀者人數上升，他們自覺有責任向讀者
提供更多本地旅遊的資訊，所以正在加快步
伐。在旁的 Arthur 附和 : 「步伐可以再慢慢
調整，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嗰團火』。」

　　半年以來，遇過難關，也有難忘的經歷。
Johnny 謂最難忘的始終是一開始參加 COP21 
Challenge 的兩日一夜，因為比賽時間緊湊，
在沒有任何報酬的情況下，他們依然很有動力

憑著 V' air 推廣本地遊以減低碳排放量
的計畫勝出 COP21 Challenge

V' air 現在的網頁 , 可以透過輸入關鍵詞
搜尋景點 , 如日落

攀山涉水後看到的美麗景色 ( 西貢破邊
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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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這是筆者中學團契常常聽到的一句互勉，也想在這裡和
大家分享。二零一六年的香港面對很多問題，政治的不明朗、貧富縣殊、氣候變化……
筆者深明這些局面並非憑幾個人的努力就能扭轉的，不過作為大學生，我們擁有政府和
院校提供的豐富資源，也有比其他人更多作出嘗試的機會，所以更應該比別人踏前一步，
走得更遠。成就教育和 V’ air 讓筆者得到了啟發 : 專注在你能力範圍以內的事。與其
不停抱怨我們的社會有很多問題，不如嘗試從自身做起去改善。筆者一向相信集腋成裘
的道理，如果每個人可以多做一點，即使規模再小，即使只能再幫助到或感染到一個人，
我們的社會始終會進步的。

在一個晚上完成計劃，而且成果得到肯定，至今仍令他十分感動。Arthur 認為整個過程
中最深刻的是 V’air 的網頁獲得媒體的關注。他認為 V’air 這個計劃開始了不過很短時間，
能夠引起媒體注意，反映以前沒有人留意到這個問題和方案。他一方面為到 V’air 能開
創先河而感到開心，另一方面卻為一直沒有人真正關注這個議題而感到遺憾。正因如此，
V’air 會更珍惜在媒體曝光的機會，和大眾分享「減碳」的訊息。同為創辦人的 Natalie
最珍視的則是 V’air 每一次實地考察的經歷。她提到之前去西貢花山看破邊洲看六角柱
石的「歷險 」，因為前往目的地的山徑並不是用水泥鋪好的，而是天然的石塊，有時
甚至要用手協助爬上去，難以保持平衡。雖說是去看六角柱石，但其實這段彷彿攀石的
旅程也是一個很珍貴的體驗，比起平時走水泥鋪的山路更具風味。

　　幾位創辦人事事親力親為，那會否對學業造成很大負擔？ Arthur 承認的確要投放不
少時間在 V’air 上，因此時間管理要做得更好。不過由於這個計劃和他們的主修科有關，
V’air 其實提供了一個平台實踐在大學課堂上學到的東西，兩者可謂相輔相成。

　　提及到香港人明明有很多渠道去接觸本地的景點，為何仍對這些觸手可及的美景視
而不見？ Natalie 坦言香港的風景未必有外國的規模，例如大棠的楓樹實在沒有韓國的
多。 然而，在 V’air 眼中，最重要的原因到底是香港人的心態。他們指香港人對外國的
景點趨之若鶩，但卻視香港的景色為必然的存在，並不抱期待的心情去欣賞。而且港人
對本地遊的印象停留在點到點遊覽，在沒有詳細規劃行程的情況下，很多人都會因貪圖
方便而參加旅行團。因此，V’air 希望能設計出二至四日的本地遊，減低人們為了消磨時
間而遠遊的意欲。

　　問及 V’air 未來的發展方向，Arthur 說他們在暑假時會重整網頁，而且會考慮增加
人手，以便豐富網頁內容和吸引更多瀏覽人數。他們也希望待 V’air 發展成熟後，可以
和不同的團體合作，尤其是環保團體和文化團體，舉辦生態或文化遊，令 V’air 成為一
個集合各種具參與價值的本地遊的平台。

　　一個計劃未必要一直延續下去才算成功。Natalie 指 V’air 上過電視，有機會向大眾
傳達自己的理念，其實已經達到計劃的目的。雖然之後迴響未必有上電視那麼大，但只
要能再感染多一個人，即使規模再小也好，他們也會有動力繼續下去，推廣本地遊和宣
傳減低碳排放量的訊息，為地球，為減慢氣候變化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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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人吃飯，北方人吃麵，各吃各的，本來相安無事。

可是有一天，一班北方大人來到一條魚米之鄉的南方小村

子，儼然成為了大多數，於是村長宣布：從今天起，不吃飯

了，大家改種小麥 ! 於是全村人居然被迫吃餃子、湯麵了。

　　固然，那班村民並非非吃飯不可、只吃麵就活不了，

但他們感到深深不忿，難道不是理所當然嗎？不是因為麵和飯有任何高低之分。好客之

道，不是沒有限度的，主人要有主人的尊嚴，客人要有客人的尊重。現在的情況，是這

班村民淪為了二等公民。不一定是來客不尊重，但錯就一定錯在村長。

　　至於你說，那班北方老爺，吃不慣飯，吃了會肚痾、嘔血？這是很遺憾的事情，只

能說南方不適合他們，但若真如此，這畢竟是他們閣下的問題，還請貴客自理。

　　這些都是顯然易見的道理吧 ! 可是現實中就有很多村長式的人物在我們身邊，以什

麼促進交流、文化共融等等婆婆媽媽的理由，樂此不疲，做著這種自貶身價的事。

　　本人曾經報讀一課程，屬於中國文化，我知道肯定是用中文的，而且老師的名字是

港式拼音，肯定會廣東話啦。但後來驚訝地發現，上堂是用普通話 ! 這還事小，到了我

將要口頭報告，才意識到自己的劣勢。咪玩啦，普通話，中三後就冇掂過，用普通話講，

點樣充分傳神咁表達所思所想？這位老師自己也說，用普通話教，始終不及用廣東話生

動 ( 因此可以說，教學質素也低了 )。

　　於是我上網查，博他們沒有明文寫下：「本課程教學語言為普通話」，那倒是可以

拗一拗。豈料，真的有寫！老實講，我頓時怒從心生，覺得這是奇恥大辱。不過也沒辦

法。雖然感覺像被暗算，但畢竟是自己發雞盲走漏眼，只好乖乖就範。

　　好啦，這是自作孽，但我這筆債，過了三個月，就自動還清了。那麼人們不禁要問，

以後能不能不要再設這樣的局？

　　誰知道多少本地生就因為看到了「putonghua」而放棄報讀這些課程？誰知道用普通

話教，犧牲了多少效率和質素？像這樣的，香港人老師用普通話教書的課程還不止兩個。

老師大人你若來自長江以北，講慣普通話，那也無可厚非，但令人費解的是，現在閣下

你是香港人，無端白事，講咩普通話呢？

　　至於內地生不報這些課程，是不是畢不了業？如果不是，那麼本地生，就變成了故

事裡那班吞聲忍氣的村民了。如果是，那就反映課程設計有問題：如果香港人教中國文

化相關的課程，應該要求外地同學，先上個廣東

話 course 來做 pre-requisite。這可能不切實際，那

問題就出在收生了，正所謂妹仔大過主人婆，喧

賓奪主，點可以就咁算？

　　仔細想想，第一堂的時候，當老師笑笑口地

用普通話自我介紹，其實我大可以舉手說：老

師，我聽唔明普通話，可唔可以講返廣東話？

到時候，他會不會皺皺眉頭，勸我 drop 了這個

course ？哈哈，這真是個有趣的問題。

撰文：考完試
排版：CPlus, 腐 phil

入鄉隨俗的基本倫理

圖片來源：
8tracks.com, nes.scot.nhs.uk,
eal.britishcounc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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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我今日嗰個 lecturer 超過分，我係堂上食嘢，嗰個 lecturer 竟然要我離開課

室，食完先準返入去。其他人唔係都食緊嘢咩？」

　　聽畢，我無言。

　　對於同一件事，不一樣的眼睛有不一樣的看法，不一樣的嘴巴有不一樣的說法，不

一樣的心有不一樣的想法。為什麼我們總會以為有人被偏幫、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那是因為自私的心在作怪，使到我們局限於一面，未能抽身，從其他角度看事情。

　　自私的心態讓人變得好奇怪，我們總以為只有自己受到懲罰是不公平的，其他同樣

犯事的亦應被罰、被罵。卻不明白，講者可能看不到其他在進餐的學生，又或者是自己

吃得最旁若無人，餐具之間的碰撞聲媲美打雷聲，罰犯事最重的只是處罰的常用做法。

　　倘若我們能放下偏見，並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我們可能會明白更多，看得更多。

假設我們以講者的角度去想，會否就能明白那個講者可能對自己有所期待，希望自己專

注於聽課，對自己失望，因而才會只罰自己一個？這樣我們會否還會覺得講者在偏私？

我們會否舒服一些？

　　再者，退一萬步來說，我們沒有做錯，就不會被罰。做錯了，被罰只是自然的事，

我們為何只著眼於講者是否在偏私？依我看，恐怕只是借指控老師偏私來減輕自己心中

的罪疚感、或當眾被罰的羞恥。

　　許多時候，出於自私、出於偏見，我們只會側重於一面，把事件中的某一點無限放

大，拼了命的說他人的不是，彷彿自己就是事件中的無辜的受害者似的。似乎指摘他人

就能把自己的過錯抹掉，卻不知塗上改錯液，以為能混淆視聽，瞞天過海，卻不知翻過

紙張，一切就會立即現形。

　　只是，又有誰能夠真的理解這個道理？

　　在小時，誰沒有因為分到的東西比他人少，而指控長輩偏私？長大了，誰沒有因為

得不到工作、加薪的機會，而指控上司偏私？荀子說過「人生而知妒」，剛生為人，我

們就無師自通地學會了自私、學會了嫉妒，學會了因為自私、嫉妒而指控他人偏私，使

得自己得不到所謂的公平待遇。

　　西方一位哲學家曾指出，要求世界達到完全的公平，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公。常人的

心是偏的、眼是陝窄的，自己本來就難以完全不偏心，又憑甚麼要求別人完完全全地公

平對待所有人？而這要求正正就是自私的表現。

　　不過，編者自己本身亦難免心存自私、心存偏見，把事情看得片面，亦不應妄想他

人去除心中的自私，且無意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只好借蘇軾的《前赤壁賦》當中的月

與水作出反思：萬事都皆如天上月、江中水，月看來每天都在變、水看來每刻都在流逝，

但其實月還是月、水還是水，一切依舊，一切都沒有改變，只是心太偏、眼太窄，才會

領悟不到。所謂「變」與「不變」，都只是看事情的角度的轉變。

　　對於同一件事，不一樣的眼睛有不一樣的看法，不一樣的嘴巴有不一樣的說法，不

一樣的心有不一樣的想法。或許我們換個角度去看看事情，嘗試易地而處，我們或許會

看到不一樣的風景，明白他人的處境，明白他人的想法，我們就會少了偏見，亦少了指

控他人偏私。到底是「風動」、「幡動」，抑或是「心動」？一切都看自己看事物的角

度－－是見道語，亦是一己看法。

偏私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

圖片來源：z.mafengw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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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真有所謂「對」「錯」？如常常為人討論的「文化入侵」。各一民族有各自的文化

和習俗，有何「對」「錯」可言？所謂「對」「錯」，不過是相對而言。

「世上沒有絕對的『對』『錯』」一句，依黑格爾的話，乃「自始便是庸俗的」。若以

「世上沒有絕對的『對』『錯』」一句為「對」，明顯是自相矛盾，不攻而破。以「世

上之對錯皆相對而言」為「對」，豈不反證有一比「世上之對錯皆相對而言」一說更「

對」的判斷？我們說「世上之對錯皆相對而言」，實由於我們膠著於經驗事實，而不能

自拔。當我們對一件事作道德判斷，但由於不同的觀點與角度，而發現︰一件事可以同

時是「對」，同時是「錯」，並繼而感到「世上之對錯皆相對而言」；此時，我們已陷

於經驗事實，而忘記對每一件事的道德判斷，本原自吾人內心，而不為外在因素決定。

雖然供予我們作道德判斷的事實材料皆由外界提供，但事實材料本身並無對錯可言，只

是如如的事實。正如盜竊一事，無非是某人把一物從一個空間，轉移至另一空間，當中

如何可以是「錯」的？縱然該事實不是真相，因而導致吾人有一錯誤的判斷，此亦非吾

人「判斷對錯」之機能（良心）的問題，而是事實材料提供者的過錯。一事之對錯，乃

由人能「好善惡惡」、「判斷善惡」的心所決定、所給予、所肯斷。故「世上之對錯皆

相對而言」之說，只因人膠著於經驗事實，忘記其正在「判斷對錯」的心。

人心躍起，世界隨之浮現；人心寂滅，世界隨之沉沒。人憑著那一點的靈明，而異於

禽獸，而成為宇宙的照明者、價值世界的發現 (創造) 者、萬物存在的最後而唯一的根

據。「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其意甚高而遠。

吾人判斷對錯的機能，可通過孟子和康德來理解和肯定。孟子性善論一立，將孔子「

仁」的思想徹底透顯出來，肯定了人之好善惡惡。西方哲學發展至近代，康德提出無條

件的「定然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從概念的推演中得出人的「善的意志」及自由

自律的道德法則，而可與孟子性善論契接上，同樣肯定了人之好善惡惡。二人之思想，

不只是純粹思考，更不是所謂邏輯概念，而是每人每日生活必然依從的法則 (即中國思

想常說的「道」。道者，暢順無礙之謂。故乃自然而必然而合乎「善」)。兩人把「判斷

善惡」之能力交還 (或「恢復」) 予「心」，把真理呈現於每一個人的生命，拒絕將真

理外在化為社會標準，故是徹底反對權威主義。

欲肯定吾人有絕對的「判斷善惡」之能力，可從康德之「定然律令」著手，以西方哲學

多用概念，東方哲學多重體證，而今人習慣概念思考故。

康德提出「定然律令」，乃指人提供道德法則予自己，並由自己服從，即服從自己給予

自己的命令，故是「自律」。其命令乃定然而不可移的、普遍的 (人人皆然)，故名為

「定然律令」。此「定然律令」，乃絕對而普遍的道德法則成立的根據。所謂道德法

則，乃人自立自律自願自悅的法則。而「自律」之前提，必為「自由」；否則人只是被

迫服從法則，則說不上是「自律」，也大大減殺箇中的道德性。人必先有「自由」，「

自律」一說隨之成立。然「自由」於康德只是一設準，彼未有充份證明「自由」的實在

性、必然性。

如何證明「自由」？

絕對下的相對
撰文、排版︰非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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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既為一形上觀念，則不能於一切經驗事實中得到證明。例如你看見一人正在快

樂地唱歌，但你不能說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他是自由地、自決地要求自己唱歌？還

是為了某些目的或利益而唱歌，故不是自由的？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既然是「只有他

自己知道」，則可以推論出︰自由是於吾人內心的呈現。「自由」的真實性，乃透過吾

人實踐道德行為時，服從自給的命令 (定然律令)，自我要求自己實踐該命令時，而得到

證成、肯定、呈現。此命令純為吾人內心自發，而與一切外在利益或個人欲望無關，而

我亦決定服從此命令，方能證明吾人是「自由」的。

若吾人為欲念或利益之驅使而實踐道德行為，則吾人之行為即屬非道德的 (non-moral)，

甚至不道德的 (immoral)。道德之所以為道德，是因為︰道德只以道德自身為目的，而與

一切後果、利害無關。若以結果之成敗，來決定一事之對錯，則無異於「成王敗寇」的

哲學，而道德之真義喪耳！道德之真義，必然而且只能是「自律道德」。若為「他律道

德」，則實踐道德行為時，難免涉及個人利害之考量，其道德行為多為欲望所驅使，則

此行為說不上是道德的，而只是滿足欲望的行為，而非「自律」或「自由」的。

以上之論述，其實皆可從孟子之思想中發見。惟中國思想皆是實證相應，以每個人具體

的真實的當下「存在實感」來證明，而非邏輯。然「存在的實感」比邏輯更可靠、更具

體、更真實。正如「良心」、「良知」本無邏輯可言，惟當吾人乍見「孺子入井」，心

生不忍之情，如有一無條件的「定然律令」命令自己去救孺子；當吾人順從此不忍之

情，服從此自給的命令（救孺子），即證吾人之性善及自由。儒家之一切道理，皆由此

當下的惻隱之心而始並得到證明。此當下良心的震動，正是吾人「判斷善惡」之根源。

善之為善，乃吾人純粹的善的意志，要求自己且自願地實踐道德行為，並只以該道德行

為為唯一目的，當中不涉及任何個人利害之聯想；惡之為惡，吾人認為，是︰人之本性

是一純然自發的向善的自由意志，但常常受自然欲望、個人私利之影響，而自溺於其

中，此時之行為是自私的、受欲望控制的，故是不自由的，而違反吾人「自由」(或曰︰

無條件地向善之意志) 的本性，因而感到當下自私的行為為「惡」也。簡而言之，一事

之為「善」，是由於該事乃吾人自決去實踐，符合吾人「自由」的本性；一事之為「

惡」，是由於該事乃吾人受欲望或利害驅使而進行，違反吾人「自由」的本性。

然吾人非謂日常受自然欲望驅動而作之行為皆為「惡」，如食欲。「善」之所以有「

善」的價值，正以「人」本是一有限的存有，常受欲望控制，始能顯出「自由」的神聖

及高貴。若人永遠受欲望驅使而行動，則人是不自由的、不高貴的；又若人永遠能自由

行動，不受欲望控制，則亦無所謂「自由」或「不自由」，故亦無「高貴」可言。正因

「人雖有限而可無限」，人一方面常常受欲望控制，一方面有「自由」，能不受自然規

律影響，並從欲望的控制中超拔出來，擺脫自然規律的控制，才顯得出「自由」的真義

及高貴所在。

以上論述，讀者宜平情而論，回憶幫人時當下的不忍之情，反復細想，即可肯定「人之

性善」絕非悖論、亦非純理論，而是最真實最具體的實情。今人總膠著於人「自私自

利」一面，總以「自私自利」來以解釋吾人種種行為的原因。然此乃執著於為種種行為

強加一貌似合理的理由，忽視了自己良心的震動，以致總是否定一切無私的行為的可能

性。吾人非反對「人是自私」的事實，而是更欲肯定人之能超越「只顧及自身利害」的

無私性，而能無條件地、純然自發地關心其他人，以至萬物。此中並無任何深奧曲折的

地方，只需讀者當下一念之誠，即可領悟。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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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樹人
排版：獅子，腐 phil

十分一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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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起這電影，我不期然想起視帝的那句「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十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足以改變很多──一個人、一
個家庭、一段感情，甚至一個社會，都可以悄然生變，反正我們都
漸漸習以為常。然後忽爾回眸過去，把十年前的面貌與當下相比，
我們都驚覺兩者竟然是如此迥然不同，也許還會笑看當年的無知與
落後。
可是，「以前」就一定等於退步嗎？我並不這樣認為。至少看畢《十
年》，我更覺得「現在」彌足珍貴。原來有些事看似不可思議，有
一天也許會成為現實。我們都不相信愚公能移山，誰也沒有想到我
們現在可以把整座山夷為平地。原來腐朽可以化為神奇的同時，神
奇也可變成腐朽──當下並非必然。

《浮瓜》
領導人為了設立國安法，與香港官員共同策劃了一場襲擊，打算製造恐慌。他們勾結了黑
社會，指派兩名成員在典禮上行刺兩名議員。當兩名小混混成功射殺了議員後，警察旋即
逮捕他們，最後更殺死了他們。
對於執政黨的陰謀論，我們總會諸多揣測，甚麽「五十年不變」，原來也可以是一派謊言。
其實，執政黨（或管治班子）勾通黑白兩道，實在平常不過。他們有權，可以為所欲為，
可以掌控一切。政治的黑暗，小至權力鬥爭，大至控制人民，相信大家耳熟能詳。有權力
的人繼續玩自己的遊戲，卻苦了身處食物鏈底層的人民。
他們有的身不由己，有的無力改變，最後同樣成為這場遊
戲的犧牲品。
一個母親愛她的小孩，一定不會讓他受傷，更不會特意讓
他感到害怕，衹會不斷給予安全感；一個國家愛自己的人
民，也不會讓他們活在恐懼與擔憂之中，更不會耍手段來
達到自己的目的。電影中的執政高層有多愛自己的人民，
呼之欲出。現在的你，活在這個行政區裏，有否一刻惶恐
不安？有否一刻感到不寒而慄？此刻的我，不覺得自己被
愛。

《方言》
香港的常用語言變成普通話，所有衹懂廣東話的人都會被歧視。的士司機分為兩類：懂普
通話的司機可優先獲得工作，不懂普通話的司機有損香港形象，因此不許出現在機場或旅
遊區。有一名衹懂說廣東話的司機因在碼頭接載了乘客而被舉報，最後被罰款。
語言，是文化的基礎。這點在法國尤為突出：你不妨試一下跟他們講英語，我能肯定過半
人都不會回應你。法語是法國文化的象徵，他們引以自豪，連無國界醫生的招募要求也列
明「懂法語者可獲優先考慮」。香港之所以是香港，是因為我們有獨特的語言文化。無論
是煉句還是用詞，我們的語言都是獨一無二的。這並不代表我們要完全排除其他語言。我
們學其他語言，為的是開放自己，與其他人溝通，
但絕不能為了遷就他人而摒棄自己的語言。
對於外語，普遍的人都有雙重標準：一方面推崇英
語，另一方面輕視國語，也許這崇洋的心態是基於
日漸激烈的中港矛盾。但無論如何，多掌握一種語
言，對我們、對社會，都是一件好事，至少我們不
會封閉自己、排斥外人。然而，我們萬萬不能節節
後退，親手砸破我們本地文化的基石。有些事，一
定要「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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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蛋》
士多店老闆的兒子加入了童子軍，該社團
要求成員要聽從上級的指示，進行「保密
行動」搜出違規人士。店舖不許出售本地
雞蛋，只能夠賣內地來的蛋；與政治和革
命有關的書籍一律禁售，必須抽起。有時
候，檢察隊還要到違規店鋪搗亂以示警戒。
有一群童子軍來到老闆的店鋪搗亂，搜出
了本地雞蛋，同區的書店亦因售賣禁書而
被擲雞蛋。正當父親怒火中燒，他才得知
原來自己的兒子一早通風報信，叫書店老
闆關上閘門，免得受更大破壞。

這讓我想起以前的文化大革命。人人被迫接受單一思想，沒有自己的思維，沒有言論自
由，連貿易也完全受控制。但總有一些敢作敢為的人，願意為自由鋌而走險。我忽然想
起了教育對一個人的深遠影響。衹有灌輸，沒有思考，原來歪理也可變成真理。遠至國
土爭奪，近至驅逐邪教，我們都可以本能地講出一個既定的答案，卻從來沒有人質疑過。

我還記得有一個小學老師問我知否甚麼是法輪功，那時我不假思索便回答：「邪教。」
他微微一笑，半開玩笑地講了一句：「你們被洗腦了！」這給我一下當頭棒喝。我是一
個極度鄙夷沒有批判思想的人，但原來我自己也是這樣。我相信沒有人是絕對地正確，
所以我尊重不同的想法，也會運用自己的批判思考。最近我提出了「自殺也是一種勇氣」
的看法，其實衹不過想同學用另一種思考角度，讓大家嘗試易地而處，理解自殺者的心
理狀況。可悲的是，我最後是給權威人士公然反駁，指出我的自私和狹窄眼光。我不禁
感慨，你永遠不能說服一個思維早已根深蒂固的人。

《冬蟬》
一對男女喜愛收集各種物品，製成標本以紀念。適逢他們朋友的家園被推土機摧毀，祗
剩下頹垣敗瓦，便決意把它們都製成標本。即使是一粒塵埃、一粒灰，他們也絕不放過。
最後，男生決定把自己也製成標本，吩咐女生收集自己的身體髮膚。他還喝下了凝固內
臟的物料，獻出了自己的身體。

每次看到昆蟲標本、人體標本，我總覺得他們很偉大，也很可憐。偉大的是他們貢獻了
自己的身體讓後人作研究，可謂推動科研的發展；可憐的是，有些是身不由己的，有些
無人問津。且看博物館裏、昆蟲館裏的標本，有多少人真正會駐足停留，定睛看著它？
另一個問題是，給你做成標本了又如何？真的可以留住他們嗎？歷史博物館裏多少文

物，又有多少人會珍惜？

博物館不是一個展覽，不是供人娛樂、乘涼
的地方。它見證了時代的變遷，但也同時告
訴了我們多少事物從此流失，被人遺忘。也
許有一天，「革命」和「抗爭」衹會出現在
博物館裏。然後有一天，我們來到了博物館，
也會同樣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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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者》
社運被鎮壓，社運領袖被捕時說了一句：「香港未成功係因為未有人死。」曾參與該次
社運的女生從此得到啓發，令男朋友以為自己想以自焚來控訴社會，對社運人士存有不
滿。後來的確有人自焚，但主角並不是那女生，而是一個老婦。她看到社運人士對民主
的執著，無懼堅持抗爭，深受感動，決定自焚以表心志。

一個政府的責任是保護人民，站在人民的角度為他們謀福祉。倘若政府失去這些功能，
人民有絕對的權利推翻政府。當「和理非非」再行不通，理性討論淪為口頭禪，官迫民
反是唯一的結局。沒有暴政，自然沒有暴民。

有人認為衹有犧牲才能改變，有人認為保存性命才能爭取自己想要的。古有蘇格拉底為
真理而亡，今有自焚者以死明志，其實都是個人選擇。但最重要的，是我們都有自己的
一套思想，緊抱自己的信念。別忘了要忠於自己。

試問人生有多少個十年？與其遺憾過去、後悔昨天，不如珍惜當下。寧願做了後悔，別
要後悔沒做。

不要讓自己後悔。

圖片來源：
m21.hk
hk.on.cc
cdn.thestandnews.com
static.apple.next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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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起婚姻與愛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同答案。有人認為不可把兩者相提並論，有
人認為婚姻是愛情的墳墓，有人認為婚姻是愛情的昇華。在這個年紀的我們，或
許從來都沒有探視過婚姻與愛情的問題；亦或許已經開始考慮結婚，甚至在儲錢
準備中。我唯一肯定的是，在這個城市、這個時代，婚姻並不是唯一的選擇。

倘若你想思考婚姻的問題，也許《走婚》可以給你一個新的方向。短短兩個小時
的舞台劇，故事圍繞一個雲南女子和兩名香港男子開展。這名女子為了見識更大
的世界，輾轉來到了香港。她屬於摩梭族──一個
沿襲走婚制度的母系社會部族。簡單來說，就是重
女輕男。當地的女子都會獨居在自己的「花樓」裡，
心儀她的男子晚上會敲她的後門，倘若女子同樣喜
歡那男子，她便會開門讓他過夜。翌日，男子必須
在女子起床前從前門離開。這樣的走婚制度有幾個
規矩：

一、女子可以同時與多名男子走婚。

二、屋裡只可以有一名男子。

三、倘若當天先後有兩位男子找她，女子便會告訴
在屋外敲門的人：「今晚我有一個新阿注（男情人
的稱呼），你日後再來吧。」阿注必須立刻離開，
不可憤怒，不可吃醋，但可以選擇去找另一個阿夏
（女情人的稱呼），或者擇日再來。

香港雖從重男輕女漸趨男女平等，要接受母系主義還有一段距離。先撇除女權主
義的問題，走婚這個概念也許已經嚇怕了很多人。但其實，對某些人來講，走婚
也許更適合他們。

在劇目裏，女主角不停地強調走婚與同居不同，因為阿注必須在天亮前離開屋子，
所以嚴格來說他們並不是共同生活。但走婚也與一夜情或者性伴侶關係不同，因
為走婚也是一種關係，需要靠愛情維繫，而不是出於激情的行為。也許你可以想
像這是一對戀人，男方每天晚上都會在女方的家逗留，但這對情侶的關係遠比一
般情侶堅實。

「不是我們不相信婚姻，是我們比你們更相信愛情。」

也許我們會問：既然有愛情，為何又不結婚？走婚族的字典裡只有「愛情」，沒
有「婚姻」，因為他們著重感情的交流。兩個人相愛就夠了，沒有結婚的需要。
但我必須強調，他們並不是「害怕」婚姻的束縛，而是覺得「無需」受婚姻束縛，
有別於部分人的不婚主義。走婚族相信愛情，也尊重愛情。他們覺得兩情相悅時
便在一起，沒有感覺便分開。愛情沒有對與錯，也沒有應該與不應該。

「沒有同居，自然沒有衝突。」

在傳統的婚姻裡，兩夫婦通常都會共同生活，而這也是最容易令愛情變質的一環。
兩個人從各自的原生家庭中長大，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必定有所出入。網絡上總不
乏夫妻因為相處方式有異而導致感情觸礁的例子，大至政治立場，小至擠牙膏的
方法，皆可以成為兩人爭執的導火線。我必須要強調所影響的是兩人的「感情」，
而不是「愛情」。當兩人共同生活久了，自自然然也會視對方為家人。愛情變成
親情，不知道是否可以稱得上為「昇華」？唯一肯定的是，當初的愛情已經變質
了。

走婚──另類愛情觀
撰文：樹人
排版：獅子，腐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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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實行走婚則不會出現以上的問題，因為男方極其量也只能說是每晚「留宿」，
而不是同居。沒有共生，自然不必遷就對方的生活方式，更不用把對方升格為家
人，愛情自然不會變為感情或親情。走婚族把愛情看得很獨立，不會容許其他感
情附屬其上。要長久地維繫走婚關係，必須靠主動的「愛情」，而不是被動的「感
情」。

「生出來的孩子，與母親同住，跟母親姓。」

走婚族也會傳宗接代，但孩子會跟母親住，情況與父母離異的孩子相若。當然，
只要父母一天還維持走婚關係，小孩就能夠每天看見他的父親。倘若父母分開了，
父親也可以定期去看自己的孩子。有些阿注會選擇在阿夏的家裡工作，如種田、
修葺房屋等，這樣就可以經常看見孩子了。

劇中的女主角也是由母親一手撫養。她從來沒見過爸爸，最親的男人是她的舅舅。
在她的社會裏，沒有男人在家是再平常不過的事，而她也見怪不怪。當其中一個
阿注問她沒有爸爸對她的童年有何影響時，她也平淡地指出這對她沒有影響。也
許習慣了女權主義，家裏沒有男人也就不成問題。

「一天與她在一起，就是一天的成就。」

走婚族的女人有較高的主導權，因為按道理，她可以先找其他阿注。但劇中的阿
注指出，阿夏率先找其他阿注，是因為對他萌生愛意。若不是自己做得不好，阿
夏是不會輕易愛上其他男人的。雖然我對於這個看法有點保留，但我還是認同在
愛情裏面，雙方是應該給予對方適當的空間和安全感的。劇中的兩名香港男子，
一個欠缺安全感，一個給不了安全感，都是令雙方關係劃上句號的原因。欠缺安
全感的男人，迫不及待地質問對方所有事，迫得太緊；另一個把性與愛分開，不
尊重愛情。特別是在不受約束的走婚裏，要維繫一段關係，更是難上加難。

這樣看來，走婚比婚姻更自由、更真實。愛情不是用來束縛對方的條件，也不是
責任感的包裝；愛情是一種「隨性」的感覺，但也需要慎重考慮。走婚沒有任何
約束力，要維繫走婚關係，雙方必須確認對對方的愛情；要確認愛情，必須信任
對方；要對方信任自己，先要對對方忠誠。一段婚姻尚且會湧現危機，何況是沒
有法律效力的走婚？不靠責任感維繫，垂朽不變的愛情，是否真的天方夜譚？

誠然，我們不能否定婚姻的某些功能。最常聽到的莫過於是對另一半的保障：當
其中一方身患絕症時，另一半可以替對方下醫療決定；當其中一方逝世時，另外
一方可以繼承他的財產，保障生活。但這些都是愛情的附屬品，而不是純粹的愛
情。一紙婚書，只不過是一個權利的證明。走婚族不講功能，只談愛情。這也可
算是他們的一大特色。

我想有一點我們都應該學習──走婚族對伴侶的尊重。兩個人相遇相愛，決定共
同生活；當其中一方的愛情流逝，他們也懂得放手，給予對方最大的自由。因為
他們相信愛情可以隨意來臨，同時也可以隨意消逝。不問因由、不求解釋，他們
比我們更了解愛情。也許「有一種愛叫做放手」。試問我們有誰能如此寬容？現
在的人，總是從自身角度出發看待感情，對離自己而去的伴侶諸多埋怨，即使分
了手也繼續死纏爛打，拚命迫對方講出原因。不愛就是不愛了，這就是原因，不
必追。

看畢《走婚》，我開始佩服摩梭人，佩服他們對愛情的信心，佩服他們對人的尊重。
倘若你不喜歡受婚姻束縛，但自問是個忠於愛情的人，也許走婚會適合你。

圖片來源：
timable.com, rackcdn.com,
sarahhearts.com, twi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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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A 是 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 的英文縮寫，中文可以翻譯為多人在綫戰術競技遊戲，也被稱

為 Action Real-Time Strategy（Action RTS，ARTS）是即時戰略遊戲（RTS）的一個子分類。此類遊戲中，

玩家通常會被分為兩隊，戰鬥過程中需要購買裝備、升級，在遊戲地圖中時而分散、時而聚集合作

互相競爭，憑藉有力恰當的佈局戰術和熟練迅速的個人操作贏取比賽的勝利。

1998 年，暴雪娛樂公司（Blizzard Entertainment）發行的《星際爭霸（StarCraft）》堪稱 MOBA 類遊戲

中最為經典的一部，伴隨著極高的評價和眾多玩家的支持揭開了 MOBA 類遊戲興起的序幕。緊隨其

後，《魔獸爭霸（Warcraft）》系列遊戲和《DotA（Defense of the Ancients）》終於奠定了 MOBA 類遊

戲中所謂「類 DOTA」型遊戲的基礎。這期間，全球出現了許多優秀的 MOBA 遊戲，其中以美國 Riot 

Games 公司出品的《英雄聯盟（League of Legends）》最為著名，也帶領「類 DOTA」型遊戲走向輝煌

巔峰。

這類遊戲的成功，靠的不是精緻的遊戲畫面，不是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而是百變多樣的戰術佈局

和無窮多的可能性。它們利用智慧加上對細節的掌握吸引玩家，這也是為什麼，《英雄聯盟》能在

這個遊戲引擎和畫面不斷升級換代的時代中，用不算精緻的畫面和物理引擎仍屹立在網絡遊戲世界

中，經久不衰。在精心設計的遊戲地圖中，如何

配合自身對角色的理解使用完善的戰術，通過對

細節的把握和一部分精湛的操作以少勝多，成了

玩家們追求的目標和炫耀的資本。有人說玩這類

遊戲就像經歷人生、征戰職場，或許有些誇張，

但又未嘗沒有道理。筆者受此啟發，想以《英雄

聯盟》為例子，用自己對這些遊戲微薄的理解總

結和整理一下它們教會我們的道理，或許這些遊

戲的知識有些淺顯，唯此文是面向所有玩過和沒

有遊戲經驗的讀者，遊戲攻略向成分較低，希望

各位閱讀中的遊戲高手不會對此較真。

1. 遊戲的戰術佈局和角色分配
《英雄聯盟》（以下簡稱「LOL」）是一款五對五的即時戰略遊戲，在一般對戰模式中的地圖可以分

為三條主線，分別為上中下三路，而連接三條路的是迂迴的野區（因為內部有中立野怪的存在，故

被稱謂「野區」）小道和橫跨三路的河道。在遊戲開始初期，一般情況下，5 名玩家會控制自己的英

雄分散到屬於各自的區域進行發育升級，上路和中路各一名，下路兩名，野區一名（會在野區、河

道遊走隨時準備偷襲敵方、幫助主線上的隊友）。其實，5 年前，LOL 剛發行的時候，佈局並非如此，

野區沒有專門的隊員分配，而是上路兩名，中路一名，下路兩名玩家對陣，進化到如今的局面，遊

戲開發者並非是引導者，真正的原因其實是遊戲的多樣化情況和戰術的提升，這也正是此類遊戲自

身吸引玩家的地方。玩家自身對遊戲的認識提升，令佈局更加科學。因為那時的佈局，忽略了前期

野區巨大的發展空間。而如今的佈局基本已成為廣大玩家甚至職業電競戰隊的共識。另一方面，說

到上中路各一位，而下路卻需要兩位玩家配合的原因，其實是因為下路兩名玩家扮演的角色分別是

主力傷害輸出（英文為「carry」，可以翻譯為隊伍傷害的「支撐」），以及輔助（support，負責保

護 carry 以及佈置視野的主力）。隊伍的角色分配教會我們什麼？無論是在學習中完成小組 project，

還是在社團中組織活動，亦或是在工作中完成上司的銷售計畫，都必須有明確的分工，誰負責計劃，

誰負責執行，在遊戲中，輔助位玩家更多時候負責掌控全局，可以扮演佈局計畫的角色。一場團戰中，

需要的恰恰是穩定的控制、出其不意的突進秒殺、防禦能力高的坦克進行抵擋傷害、輔助位對輸出

（carry）的保護和中路及下路的輸出位對敵方生命防禦高的角色的持續輸出。這說明，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角色定位和特點專長；一個團隊的取長補短和完美的發揮好自身的專長，進而依靠默契的合

作，這才是共贏的基礎。

MOBA 類遊戲教會我們什麼？
撰文：Olivier
排版：Olivier, 腐 phil

生活

wings 24.1…………… 61 頁



2. 有關視野的掌控
在隊伍角色中，輔助，對戰術的影響可謂舉足輕重。LOL 有遊戲「視野」的設定，即每名英雄只

能看到以自身為中心的一個圓圈範圍，而己方僕從士兵、防禦塔、偵查守衛和隊友的視野為友方

共用，其餘為灰色地帶，無法洞察內部發生了什麼，不過玩家可以購買偵查守衛放置在想要獲得

視野的地方，洞察和監視對手的動向。這教會我們的更多是，在創業時，無論是前期還是中後期，

無論有沒有雄厚的資金基礎，對市場動向的掌握和消費者意圖的預測永遠是最重要的。對市場動

向的預判成功而帶來企業輝煌的事例數不勝數。LOL 野區的打野位玩家一定程度上負責定位敵方

打野動向，避免偷襲，預判對手會做些什麼，從而更好的制定以及修改己方戰術應對，而在職場

上，面對商業競爭對手，這不也是最基礎的嗎？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

3. 打野與 Gank 的學問
在 LOL 中，打野負責在野區殺死野怪獲得經驗，并不時偷取對方野區的野怪，同時在對方打野攻

擊野怪時偷襲（專用術語為「反野」），以及偷襲三條主線上的敵方英雄，與隊友配合殺死地方（專

用術語為「gank」）。

前期，打野需要合理規劃自己的野區路線，因為全圖野怪種類繁多，如常規野怪、河道螃蟹以及

蹲守在河道兩端的史詩級野怪。有些打野英雄前期相對較弱，需要更多的發育，而他們在後期逐

漸強勢，往往能帶領隊伍在後期翻盤或者建立更大的優勢，那麼他們在前期會於己方野區停留更

長時間；有些英雄前期打野的速度十分快，可以更頻密的支援主線上的英雄，有望在遊戲 20-30

分鐘即打出絕對的優勢，讓對方撐不到後期而結束比賽贏得勝利。這提醒我們，必須瞭解自身的

強項，制定短期目標和長遠目標，規劃好人生；不要在自己相對弱勢的時候因為遭遇挫折而放棄，

那可能只是你還未迎來你的強勢期。每個人的能力都是相近的，社會給每個人的機會也都是公平

的，相信這一點，不要放棄，堅持努力，你一定能在屬於你的時期獲得成功。

談到 gank，或許跟典故「田忌賽馬」有異曲同工之妙。即使在綫上對陣，你比對手實力要弱，但

打野玩家成功的 gank 和配合卻可以在特定的時機讓你以弱勝強。而要是你在綫上比對方強，那麼

也不可以因為驕傲自大而不注意視野的佈置，你一個人大多情況下是無法戰勝兩個人的。一次出

其不意的突襲，就很有可能將你已經建立的優勢扳回來。你需要利用「滾雪球」原理，將優勢越

滾越大。就像在創業時，尤其是前期沒有太多資金，你需要不斷從小本利益中做好資本的積累，

再利用更多的資本進行更大回報的投資。不過，在 LOL 中也需要時刻注意敵方打野，該回城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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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補給一下，不要因貪心或者渴望「一對一單殺」而膨脹，那很有可能是陷阱，說不定敵方的

打野玩家已經在哪一塊你的視野盲區中等待著你。

在有充足視野的情況下，如果你發現敵人的英雄（可以是打野，也可以是在其他位置的游走型英

雄）來偷襲你，可以通過你的演技來消磨他的時間，這是一種進階的玩法。他浪費時間就等於浪

費了自身發育的機會，以及自身發育得來的經驗及金錢，你可以嘗試著做出一副你完全不知道他

們來了的樣子，保證讓你表面上看很容易被 gank，但同時注意自己的位置和後退的路線。這樣實

際上相對是更安全的，因為你完全知道敵人打野英雄的位置，而這也需要足夠多的經驗和放置偵

查守衛的正確位置。同時，這可以減輕其他路隊友的壓力，是對隊友的一種幫助。

4. 認清遊戲對自己的意義
近年來，遊戲領域的熱度令一個新興的行業迅速發展起來，那就是職業電子競技：職業玩家通過

參加不同的非官方和官方機構舉辦的職業比賽、全球聯賽贏取獎金，也有一部分的工資是來自廣

告商的投資，或是進軍娛樂圈繼續發展。這讓許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萌生出進軍職業玩家行業

的想法而放棄學業。

大陸的《河南商報》報導過 1  ：「在河南鄭州，（針對電競圈幾年發展迅速的現象，）有一群職

業電競玩家在訓練之余，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向家長和孩子們普及電競知識，讓孩子們感受職

業電競道路的苦與樂，試圖讓更多青少年樹立起正確的遊戲觀。」

其實，職業玩家需要把遊戲當成工作來做，每天遊戲八小時甚至更多。鄭州的這群電競玩家還形

容：「比起在電競領域裏出類拔萃，考清華、北大的難度還是比較小的。」

在這裡，筆者並不是認為所有人都不應該進軍職業電子競技，而是說，每個人必須先認清自己的

長處，進行一定的嘗試，例如，每天不斷進行同一款遊戲八小時之後，反思以及自己是否適合那

一個行業，再做決定。如果不是，就把遊戲當作是放鬆娛樂的一種手段，這才是對自己負責的態

度。

資料來源：《河南商報》http://newpaper.dahe.cn/hnsb/html/2013-07/01/node_271.htm

圖片來源：news.kedo.gov.cn, duitang.com, yxdo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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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寫酷日本政策
撰文：唔是傳教
排版：µ'sic Forever

動漫產業於日本的地位

自 1996 年起，日本政府明確提出要轉型為文化輸出大國，將文化產業如動
漫、食品、地方產品等列為國家重要支柱產業。近十多年來，日本動漫產業平
均每年的銷售收入達到 2000 億日元。實際上，要是加上動漫週邊產品的銷售
收入，廣義的動漫產業在日本 GDP 中的比例平均在 6% 以上。而與此同時，日
本動漫也開始成功走向世界，成為最有價值的出口產品之一，在全球傳播著日
本文化。

據統計，於 2003 年，世界動畫市場總規模為 2萬億日元，日本動畫所佔的市
場份額達 65% 。而目前全球播放的動畫節目約有 60% 是日本製作的，世界上
有 68 個國家和地區播放日本電視動畫、 40 個國家和地區上映其動畫電影，
許多日本動漫如宮崎駿動畫、《七龍珠》、《多啦 A 夢》、《寵物小精靈》等
成為各國觀眾耳熟能詳的明星人物。

動漫與遊戲產業不僅支撐了日本流行文化的消費市場，也透過授權方式衍生出
龐大的商業利益。與其他國家相似商品（如美國的迪士尼、荷蘭的 miffy ）
比較，日本的動漫與遊戲充滿著虛構、神祕的設定，並以超脫現實的世界觀為
主要特色。透過建構各種「空想世界」，把受眾帶入想像的國度中。
而動漫與遊戲在內容上的創新，也讓這些領域的成功商品，經常成為其他內容
項目，甚至是海外內容的創意來源。例如，國內小說《無限恐怖》的世界觀與
漫畫《殺戮都市》類似，《 Inception 》則是明顯受到《盜夢偵探》的啟發。

Cool Japan 戰略

要說到推動日本動漫遊戲持續創新進步，就不可不提「クールジャパン（下稱 
Cool Japan ）」戰略。事源於 2002 年，《外交政策》雜誌上刊登了一篇名
為《日本國民酷總值》的文章，高度評價了動漫、流行音樂、電玩遊戲、家電
産品、時裝和美食等日本流行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這篇文章指出“國民酷
總值 ( Gross National Cool ) 也是軟實力的一種形態，可與國內生産總值 ( 
GDP ) 一樣作為衡量國家實力的一項指標。而日本政府看到了其中的可能性，
故經濟產業省於 2010 年 6 月專門設立了「酷日本海外推展室」，在推進動
漫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內容產業發展之餘，亦加強投資日本文化在海外的推廣
及帶來當中的經濟收益，籍此挽固「失落的十年」造成的經濟差距。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媒介內容課介紹，「Cool Japan」戰略主要可分為三個階
段，第一階段是向海外傳達日本的魅力，包括動漫、時尚、飲食文化等內容 ;
第二階段是讓本國企業通過在海外開發動漫、時尚等關聯產業的商品而獲利 ;
第三階段則是吸引更多的海外遊客來日本觀光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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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圓經濟圈

另外一個較為有名的例子是小圓
經濟圈，就在「酷日本海外推展
室」設立後短短一年， 2011 年
的電視動畫《魔法少女小圓》面
世。於 30 個月內，該作就於全
球製造出「小圓經濟圈（まどか
☆マギカ経済圏）」成為一時熱
話。該經濟圈不但替日本製造了 
400 億日圓的經濟效益，也證明
了「有魅力的創作可推動資金回
流」，肯定了「Cool Japan」的
成效。

十多年過去，「Cool 
Japan」戰略即使說是成功
亦不為過。就以《寵物小精
靈》為例，據統計，該系列
電影僅前三部，就在全世界
45 個國家放映，票房收入
近 4 億美元。如果將各類
衍生商品統計在內，《寵物
小精靈》在全世界的市場規
模高達 300 億美元以上，
超過了《星球大戰》和《哈
利·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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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Live!》
至於更為近期的成功例子，就必須要說說《LoveLive!》企劃。計劃以《電擊
G’s》為軸心，也就是學園偶像團體「μ’s」的故事、 Lantis 負責歌曲的製
作、以及 Sunrise 負責 PV 動畫製作。企劃在 2010 年初於雜誌上首先開始，
並於 2010 年 8 月 13 日發售首張單曲《僕らの LIVE 君との LIFE》，為這計
劃打開了起始之門。可惜當時 Oricon 周榜最高排名只為 167 名，而銷量只有 
400 多份唱片，其中大多數更是聲優自己以及工作人員自行購買的。正當人們
都以為這又是一個流星一現的企劃之時，轉捩點出現了。 2013 年《LoveLive!》
第一期動畫正式啟播。

故事背景為一所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的歷史悠久的傳統女子高中「國立音乃木
坂學院」，因為入讀的學生人數驟減，所以正面臨著廢校的危機。這些學生中
的一名少女想到一條妙計 , 那就是成為學園偶像。只要成功樹立音乃木坂的學
院偶像形象，學校的名氣便會隨之增加，而招生情況亦會有所好轉。就這樣，
在這名少女的活躍和勸誘下，其他八位個性鮮明的少女紛紛決定協助她一起努
力成為偶像，希望可以憑藉偶像的名氣增加生源來挽救自己所喜愛的校園，並
實現各自的夢想。第一期動畫的劇本是九位少女以成為校園偶像的奮鬥故事。
作品以歌曲、故事、和人物描寫的融合，成功帶給觀眾強烈的衝擊。

動畫化成功爭取人氣，週邊產品大幅提升邊際利潤

動畫化後，唱片銷量比之前錄得了顯著上升，而且更帶動了 Lantis 的相關產品
銷量。《LoveLive!》的熱潮更是有愈演愈烈之勢。第一期動畫因穩定的腳本及
作畫，加上眾人歌聲的渲染力，成功為《Love Live!》吸引不少受眾！隨著動
畫化的成功，與作品有關的企劃也愈來愈多：

　　•共舉辦 6次 2.5 次元演唱會
　　•集玩式卡片遊戲 （Weiβ Schwarz） 
　　•智能手機遊戲《Love Live! School Idol Festival》
　　•CD ／ Blue-ray
　　•PS Vita 遊戲
　　•動畫第二期
　　•聯合品牌廣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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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 " 週刊ダイヤモンド " 最新
一期的報導，LoveLive! 本年的市場
規模達到 423 億日圓，已超越《高
達》和《進擊的巨人》。有媒體估算
如果以動畫、書籍、周邊等各種商品
綜合來估算，《LoveLive!》的吸金
數更已經超越了《One Piece》，可
見《LoveLive!》有著讓人完全不容
小覷的吸引力。除此以外更創下多項
紀錄

　　•《LoveLive!》 劇 場 版
《Lovelive ！ The School Idol 
Movie》最終票房達到 28.6 億日元，
票房收入在深夜動畫的劇場版中成為
歷代第一名，亦是松竹映畫 2010 年
後發行的所有作品中票房收入最高的
一部。

　　•2014 年 4 月春番動畫第一卷
的 首 周 銷 量，LoveLive 創 下 超 越 
82000 張，一舉打破《新世紀福音戰
士 Genesis 0:10》在 1996 年創下
的 80952 套首周銷售紀錄，暫居歷
代 TV 動畫作品之冠。

　　• 有 19 張 相 關 CD 進 過 
Oricon 公信榜前十名

　　•《Love Live!》於埼玉超級競
技場（ 17,000 席）舉辦的第 4 次
演唱會門票一分鐘售光。

　　•「ラブライブ！ベストアルバ
ム - μ's Best Album Best Live! 
collection」創下 Oricon 連續上榜 
52 週的記錄

　　•於東京巨蛋（約 50,000 席 )
舉辦 Final Live（轉播 : 日本國內 
222 處 , 海外 28 處），成為首位登
上東京巨蛋的動畫組合

　　•成功登場第 66 屆紅白歌唱大
賽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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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原因？

 1. 計劃的互動性

隨著時間過去，作品的設定會不斷改變，這其實是《電擊 G's Magazine》讀者
參加型企劃的特徵。透過與讀者交流及提供溝通平台，將粉絲、讀者等外界的
聲音反映到整個計劃之中。慢慢加入更多大家喜歡的元素，以及改變一些以往
的元素。在這個情況下，《Love Live!》可以說是一個進化的作品。

 2. 動畫設定與現實互補

動畫背景為九名少女為了守護學校而成為了偶像。即使最初沒人認識，甚至
沒有支持者，但她們為了學校的存亡而努力著。而見證著這九位充滿強烈希
望的少女，與支持者們一起實現的故事，就是這「Love Live School idol 
porject」的開始。而在現實中，九名聲優在企劃開始之初亦名不經傳。正是她
們一步一腳印的努力，一邊改進，一邊累積起支持者，才得以達至今日的成功。

 3. 耐聽的歌曲

《Love Live!》的歌曲，並不是同時幾位 CV 一起錄音，而是每位 CV 獨立錄音，
形成 CV 的歌聲是獨立音軌，加上和聲、編樂、特效、混音等等後製，每一首
歌曲，起碼會有 100 條 （甚至更多） 的音軌。這方式的製作雖然較為花時間，
但能將每條音軌獨立控制，加上以 24bit / 48kHz 位元制式去錄製，令背景音
樂和主聲不會過份相衝。

 4. 大量跨媒體連動

《Love Live!》的跨媒體宣傳也是動漫界成功的例子之一。而最成功的周邊要
數智能手機遊戲「Love Live School idol festival」，這款於 2013 年初出
版的遊戲正好趕上了智能手機的熱潮。於 2016 年，不但有日本版、韓國版、
國際版、中文版四種版本，全世界遊玩人數更超越了 2500 萬人。在週邊上，
其他跟《Love Live!》有關聯的商品都成功地幫助《Love Live!》的宣傳，例
如武士道的集換式卡牌遊戲。實體卡牌又與手機遊戲「Love Live School idol 
festival」連動，間接令不少卡牌玩家認識到手機遊戲，進而理解到《Love 
Live!》。而遊戲中的歌曲又可以吸引玩家搜索動畫，間接令更多人接觸到《Love 
Live!》。一傳十，十傳百，這種連鎖反應就為《Love Live!》提供了一批批新
支持者。

 5. 演唱會特意重現 PV 的舞蹈

負責排舞的工作人員會先會根據單曲的主題設計舞蹈，確保能以真人的方式表
演，然後才會用於製作 PV。而準備演唱會時，就會由有關工作人員親身教授舞
步。由於聲優基本工作並不包括跳舞，因此表演依靠的就是聲優的資質和努力。
而正因本不擅跳舞的聲優成功地把《Love Live!》 的舞蹈傳神地表演，才更讓
觀眾感到聲優的個人特色。只要看過一次，心中的鼓動就很難以筆墨形容，這
就是《Love Live!》其中一個最能吸引人的地方。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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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宏觀因素

當然，「Cool Japan」戰略亦大大地提高了這種企劃的出現以及其成功率。為
落實戰略，日本政府當年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例如通過推行工業化大生產、
建立文化產品產業鏈、擴大文化產品出口等，這些政策都有助降低動漫週邊產
品生產成本，擴闊宣傳渠道。「Cool Japan」的戰略成果亦一直吸引投資者注
資業界，故而令日本的聲優培訓機制非常完善，專業的聲優培訓學校也是多不
勝數，如此才能一直培養出人材以支持產業發展。

 6. 繁榮背後

可惜，在日本動漫產業繁榮的背後也有著隱憂。早在 2005 年，日本動漫業的
黃金時代，英國《金融時報》就曾撰文指出日本動漫界存在的問題，甚至引用
一些動畫製片商和分析師的警告稱，該產業的長期前景黯淡。

動漫是個作坊產業， 100 人花大約 3 個多月時間，才能完成一集約 21 分鐘
的電視動畫。日本動漫業最大的結構性問題是，製作動漫和投資動漫製作的公
司是各自獨立的。而因為產銷分離，即使是大熱作品，利潤也由投資該片製作
的製作委員會分享，作者和創作工作室只能獲得相對微薄的收益。在有著 430 
多家動漫製作公司的日本，對動畫播放時間的競爭非常激烈，迫使許多公司接
受越來越苛刻的條款，並將之轉嫁到自己的僱員身上，出現的問題如薪金低微、
工作條件惡劣等等，從而令許多年輕人再也不願從事動畫工作。

結論

「Cool Japan」戰略固然極大地促進了動漫產業的發展，令身處「海外」的我
們都能感受到日本動漫文化的魅力。但與此同時，日本本土動漫產業過度競爭
的問題卻愈演愈烈，令我們這些觀眾不禁擔心其作品質素能否得到保證。香港
作為「文化沙漠」，並不是說只要設立了個「文化局」，也就等於香港充滿藝
文氣息的。相對地，政府作為資源分配者，理應平衡不同聲音和表達方式，使
得一切藝文活動在獲取資源的渠道上，擁有公平、公正、公開的分享權利。資
源的共享，不光是實際的物質和金錢的幫助，更重要的是一份肯定和動力。不
過，對現在的施政班子而言，要求似乎也定得有點高了。

圖片來源：
twitter.com, cool-japanese-goods.com, 
web.humoruniv.com, bilibili.com, tjfer.com,
sogyonosusume.com, keyzemato.blogspot.com, 
tweez.net, wenwen.sogou.com, m.yinews.cn,
s2006108.students.dlszobel.edu.ph 生活

wings 24.1…………… 69 頁wings 24.1…………… 69 頁



　　在看《美人魚》之前，我偶然看到了一個關於
這部戲的採訪。採訪中記者問道：「《美人魚》為
什麼是浪漫喜劇啊？」周星馳回答說：「沒有腳的
愛情最浪漫。浪漫在愛情超越了物種，超越了所有
界限。」當時我就覺得這種近似美女跟金剛相愛的
俗套情節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所以，我當時是衝
著看周星馳的無厘頭笑料而看的電影。

　　但令我驚訝的是，電影一開頭，不是笑料，不
是帥哥美女，也不是宏偉風景，而是一幕幕令人咋
舌的畫面。數以千計的鯨魚在人類的瘋狂屠刀下慘
烈死去，純白的天空被工廠團團湧起的黑煙無情啃
噬，河流被人類肆無忌憚排出的工業廢水污染得渾
濁如墨。星爺選擇將人類如此暴戾無道的惡行赤裸
裸地展示給觀眾，好像在告訴我們：「別看了，這
些都是你們做的。」

　　男主劉軒在片頭的慾望像海一樣，似乎只有砂
石才能將它填滿。為了得到青螺灣這一項目，他可
以毫不猶豫地擲出三百億將其買下，他可以把心賣
給一個他不愛的女人以求合作機會，他甚至可以無
情地把阻礙填海工程的魚群用聲納全部粉碎。

　　而飽受聲納摧殘，被人類迫害得走投無路的美人魚為了生存，為了守護
青螺灣這個家，不得不奮起反抗，派出族群最美人魚姍姍，去把罪魁禍首劉
軒暗殺。可不諳世事的姍姍屢屢出錯，最後竟然還將錯就錯，跟人類相愛。

　　儘管人魚成功綁架了劉軒，可劉軒綁走的，是姍姍的心。

　　愛是自私的，自私得讓姍姍為了救所愛之人不昔以族群的存亡為代價。

　　愛卻又是偉大的，偉大得讓劉軒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槍口上，放棄用
三百億投來的青螺灣，只為救出姍姍。最后小愛孕育出大愛，把餘生貢獻于
環保事業上。

　　我記得《大話西遊》里面至尊寶跟菩薩之間有一段對話——

　　「愛需要理由嗎？」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需要？」

　　……

　　二十年前，至尊寶撓破了頭腦都想不出答案。

　　二十年後，劉軒被姍姍問到了同樣的問題，卻能毫不猶疑地說了出來。
他說，她的好她的壞，他都愛。

沒有腳的愛情最浪漫 投稿：旺財的主人
排版：腐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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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尊寶就像當年的周星馳的倒影，因為不懂，所以失去了一生所愛。

　　而多年後的周星馳終於懂了，所以他創造的劉軒終於得到了一生所愛，
但主角卻再也不是他。

　　二十年前的遺憾，二十年后只能在戲裡圓滿。

　　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懂得珍惜，還不懂得去愛和守護，那麼地球的美只能
在戲裡出現了。星爺仿佛在跟我們說，他已經失去了一份真摯的愛情，他再
也不要失去他愛著的這片土地。

　　戲裡有一段話是這樣的：

　　劉軒：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錢更重要的?

　　姍姍：假如地球上連一滴乾淨的水，一口乾淨的空氣都沒有，你掙再多
的錢，也是死路一條。

　　劉軒：你，你懂你在說什麼？

　　姍姍：是你不懂，我才會出現在你面前。

　　現實中，有千千萬萬個劉軒，卻沒有姍姍出現在他們面前。

　　但唯一慶幸的是，周星馳出現了。

　　電影的最後，姍姍跟劉軒在海里約會的情景讓我明白，周星馳所說的「沒
有腳的浪漫」在於守護和包容。這份浪漫，不僅包容了物種之間的不同，還
讓海洋的美麗得以延續，讓青螺灣里的生命能夠繼續繁衍。但戲終歸是戲，
但是不是現實裡的每個劉軒都跟戲裡的劉軒一樣懂得愛了呢？

圖片來源：news.mtime.com
500.co

tw.aboluo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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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多或少你會注意到，二月份上映的電影中，有一部《火
影忍者劇場版：博人傳》【1】。

　　不用說，初印象又是二次元圈在三次元套現的老套路。相
信大部分人跟我都一樣，對自己不粉的動漫劇場版，都是一
副冷漠臉，更不要說買票觀影。然而上映至今，票房總額已達
一億軟妹幣。太少？跟阿凡達比，是的。跟《柯南》比，多了。
縱觀為數不多的內地劇場版上映數據，票房大熱的最近三年，
受眾數量不相上下的《名偵探柯南：業火的向日葵》也只有
八千萬左右的票房。這多出來兩千多萬的秘密，就在於「情懷」
二字（利申：兩個系列都粉）

　　從普通觀影者的角度，《博人傳》的劇情缺乏生氣——父
親忙於公務，兒子疏於管教，兩人關係即將破碎之際，一場危
機讓雙方改過自新，最後聯手打敗大 boss，迎來溫馨幸福的生活。
與同期的《驚爆焦點》劇情相比可謂是黯淡無光。觀影的前一天，
我甚至被身邊的非火影粉勸阻，「不要浪費錢」。

　　而從火影鐵桿粉的角度，如果滿分是十分，我願意給它
二十分。這並非我的一家之言。十一部《火影忍者》劇場版，《博
人傳》豆瓣評分最高，以一分優勢領先第二名《忍者之路》。

　　劇場版這東西，如果戳不中粉絲的情懷，則相當於一部系
列角色主演的話劇，空有軀殼而無內核。但「情懷」抽象并存
在個體差異，成功把握並非易事。在我看來，《火影忍者》最
核心的情懷就是「忍道的傳承」。忍道類似于信念。在漫畫裡，
主人公漩渦鳴人【2】繼承師父自來也忍道，秉持不放棄不怕死的
精神，攻克層層難關，最終從一個遭全村人唾棄的孤兒成為第
七代火影【3】。而自來也的忍道則從第三代火影繼承而來。一
代傳一代，正如第三代火影對村名的解讀：「只要有榭葉飛舞
的地方就会有火在燃燒，火的影子照耀着村子，然后新的榭葉
再次萌芽」。讀者也自然而然透過漫畫傳承了這種忍道。連載
十六年，不輕言放棄的精神伴隨他們一路成長，留下不可磨滅
的印記。預告片就曾引用讀者來信的摘錄：「受到挫折的時候，
是鳴人支持著我。」

　　《博人傳》的故事恰恰是一個關於「忍道傳承」的故事。
第七代火影在位的和平年代，科技可以讓忍者輕易取得以往艱

如果說它是套路，來幾次我都願意
作者：教練
排版：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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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修煉取得的成果。忍道的傳承受到威脅。鳴人的兒子博
人【4】也受到誘惑，依賴科技。再加上父親公務纏身，缺乏
溝通，博人開始質疑父親一輩的理念，甚至父親本人。最
後親眼目睹鳴人捨命保護木葉村才開始明白其中道理。撿
起父親的忍道，燃起大家的鬥志，最終結局皆大歡喜。短
短的一個半小時，岸本齊史【5】通過博人的故事，呈現的是
一個濃縮版的鳴人奮鬥史——不解，跌倒，領悟，奮起。
儘管結構簡單，卻再次讓粉絲感受到當年漫畫中流露出的
信念的力量。除此之外，劇中大量向漫畫中經典的致敬，
也讓大家集體回憶了一次與之聯繫的青春——博人穿上的
鳴人舊訓練服、最終對決前閃現的先烈的畫面。觀後評論
無一例外都說到了《火影忍者》和自己的青春。

　　往事如煙，忍不住的是淚水，剎不住的是情懷。

　　情懷以外，《博人傳》還暗合了一眾粉絲的期望。多
年未在劇場版擔當主要角色的宇智波佐助【6】是漫畫中公認
的第一顏值，與鳴人並肩的高手。終於在《博人傳》中戲
份充足，顏值不降反升以外，更與鳴人並肩作戰，渾身解數。
打鬥如耍帥的他絕對是觀影后的一大談資。忍界大戰之後
的和平年代，漫畫中的少年和忍者世界都變成什麼樣子？
也在《博人傳》中刻畫得一清二楚，看得粉絲一本滿足。

　　種種的因素，都促使我在網上支持盜版之後，堅持要
到戲院二刷。開場前有小孩子在哄鬧，有人在劇透，我卻
只是靜坐在座位上，像是在等待聖誕節的禮物。片中又來
到博人帶上佐助護額的一幕，差點，臉頰又要劃過不爭氣
的東西。

　　這種套路，來幾次我都願意。

註解：
【１】港譯《火影忍者劇場版：慕留人》
【２】港譯「渦卷鳴門」
【３】忍者村內最高領袖
【４】港譯「慕留人」
【５】《火影忍者》系列作者
【６】港譯「內輪佐助」



　　《HUNTER×HUNTER》( 港譯《全職獵人》，下稱《獵人》) 為另
一部大熱作品《幽遊白書》的作者冨樫義博執筆，由日本漫畫雜誌《週
刊少年 Jump》1998 年開始連載至今的少年漫畫，內容大致講述男主
角小岡·費格斯（下稱小岡）於尋找自幼就離開身旁的父親金·費格
斯時，遇見同伴、一同冒險的故事。

　　漫畫單行本共 32 卷並計畫於 2016 年 6月３日發售第 33 卷，其總
銷量於日本已超過 6600 萬部；亦曾兩次分別被日本動畫公司於 1999
年及 MADHOUSE 於 2011 年製作成動畫於日本電影台播出。其周邊亦曾
推出兩套原創電影《緋色幻影》及《最終任務》；原作故事被改編成
ＰＳＰ平台上的《獵人不可思議的冒險》與iOS／ Android平台上《獵
人戰鬥群星》。

《HUNTER×HUNTER》連載再開 
到底是甚麼使人對它如此著迷

圖片來源：kotaku.com
ntv.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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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然《獵人》可見極為受讀者觀眾歡迎，其休
刊率至今竟達接近六成，於 2009 年高達 95.9％並於
２０１５年「達成」100％停載率。叫人又愛又恨的
《獵人》近日終於宣佈於2016年４月18日發售的《週
刊少年 Jump》第 20 號正式連載「暗黑大陸篇」，到
底《獵人》有甚麼特色令它即使不斷休刊亦使人欲罷
不能？

　　《獵人》前期主要為獵人考試篇，左魯迪古家族篇，天空鬥技場篇；三個部分
都是描述與基路亞•左魯迪（下稱基路亞）相遇發生的事。小岡和基路亞皆設定為
千年難得一見的奇才，年紀小小已能被認同為獵人，而出身於殺手家族而帶神秘感
的基路亞在路途上不斷協助小岡成長。《獵人》前期作為王道漫畫，可謂定下了相
當不錯的基礎，緊張刺激的戰鬥配以閒時輕鬆有趣的小插曲，故事節奏快慢得宜，
吸引讀者一口氣觀看至尾。

　　到了中期的幻影旅團篇和貪婪之島篇則展現出更多鬥智鬥力的部分，將「氣」
的運用逐漸混入劇情之中，使故事難以推測，極為新鮮。當中古拿比加更為了報族
種之仇而嘗試以一人之力敵整個幻影旅團，其中少不了大量以技巧謀略阻隔幻影旅
團的成員之間互相幫忙的片段，再以「制約與誓約」的條件使自身能力強化對戰幻
影旅團團長。其後貪婪之島篇逐漸開始隱喻人性的劣質，獵人以各種算計追求在貪
婪之島獲得勝利，並因而獲得特殊能力。

　　貪婪之島的卡片戰鬥亦十分新穎，與以往戰鬥風格不同之餘又不顯突兀。貪婪
之島篇最終亦帶來了父親金•富力士的消息，但同時也帶來了《獵人》最多篇幅，
富樫義博花費最多心力（休刊時間）繪畫的奇美拉蟻篇。蟻篇的描寫深入，不管蟻
和人雙方都有大量描寫，使人著迷。可惜，
蟻篇漫畫後期大多以草稿形式展示，有時更
只有文字，有興趣的讀者可仔細細閱下重製
後的動畫，當中補足了相當多畫面，筆者極
之推薦觀看。

　　蟻篇及打後的劇情就不再多加描述，有
興趣的可以一邊追回以前劇情，一邊等待復
刊。

投稿：樹皮
排版：腐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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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還記得你們的高中生活是甚麼顏色嗎？ 

是多姿多彩的玫瑰色，還是平平凡凡的灰色？不

管是哪一個，筆者都在此向大家推介一部以高中

校園生活為背景的動畫——《冰菓》。

　　《冰菓》是一部由京都動畫改編自日本作家

米澤穗信的古藉研究部系列、並於 2012 年播出

的日常推理系動畫。主張「節能主義」（即是「非

必要的事情不去做，該做的事情盡快做」）的折

木奉太郎，在姐姐的建議下加入了瀕臨廢棄的古

藉研究部，並在那裡遇上了好奇心旺盛的名門大

小姐千反田愛瑠，而奉太郎的好友福部里志和初

中同學伊原摩耶花亦相繼入部。

　　不久，因為愛瑠的請求，他們開始調查 45 年前的一場學生運動，當年突然被退學

的古藉研究部部長，即是愛瑠的舅父，留下了一本名為冰菓的社刊，而當中竟隱藏著當

年的真相和引人落淚的訊息……

　　雖為推理系作品，但《冰菓》其實對推理、事件的方面著墨不算重，它反而是透過

這些案件去描寫各個主角的高中生活和他們的轉變。怕麻煩、對甚麼事都提不起勁的奉

太郎；幾乎事事完美，好奇心旺盛，但又帶有一點天然的愛瑠；外表開朗，但似乎藏起

了不少秘密和想法的里志；還有態度認真和毒舌的摩耶花，這四個性格大相逕庭的角色

和劇中的事件交織在一起。

　　當年人們對周遭的迫壓而說不出聲的吶喊，當今四人對友人的才能感到羨慕甚至是

嫉妒、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因種種原因而不能對在意的人道出自己的心情或是回應

他人的思念，這些都完美呈現了「青春」二字。

　　筆者就不在此透露太多劇情了，如果大家想在繁忙的大學生活中重拾高中時的感

動，不妨閒時觀看一下冰菓這部動畫，可能會從中找到從前在中學發現不到的東西。

P.S. 筆者在這裡就留一個劇中的小謎題給

大家吧。

圖書館連續五個星期五的午休都有一本書

被借走，然後在當天放學時段歸還，到底

是甚麼原因？

[Information giving]

那本書是該校數十年的校史，體積十分大；

五個借書人都是女生，且來自不同班別；

書上有類似稀釋劑的氣味；該校的興趣學

科是誇班上課的；每次借書期限是兩星期；

午休至放學共有三節課，課堂之間有 10 分

鐘小休。

Ans: 書是作為美術課的道具而被借走的，

學生需輪流手持書本作為繪畫的模特兒。

動畫推介－－冰菓 
投稿：HakuSHL
排版：腐 phil

圖片來源：a21153yhk.pixnet.net
kotenb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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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近月不得不看的劇集，我不得不提《琅琊

榜》和《上癮》。《琅琊榜》我倘未看原著，就留

在下一期《振翅》吧。網路劇《上癮》我倒是有資

格一說，它是近年最低成本、最高收視、最成功的

耽美劇，其小說原著亦是不能錯過的。

　　為免劇透太多，我略講一下內容就算了。此劇

改編自小說《你丫上癮了》，以下內容我還是會提

及網路劇中未講述到的情節。

　　故事發生在兩個「法律上似乎是兄弟」的青年

身上。

　　小受白洛因父母離異，生活艱難，母親嫁給軍

中高官，對母親不滿。小受高冷，讀書運動樣樣皆

精，是個全才。小攻顧海是個官二代，自小驕縱任

性慣，父親是軍隊首長，繼母是小受母親。他從小

在軍中長大，體格奇精。

　　兩人機緣之下成為了同班同學，從互相作弄、看彼此不順眼，到後來化干戈、

成為了好友。小攻對小受異常在意，常在二人同床時毛手毛腳，心中情根不知何時

種下。兩人一次鬧翻後，小攻綁架小受，表明心聲，然後在一次身體檢查後和一次

「誤會」後，關係更進一步。

　　後來兩人的關係被撞破，被罰，然後私奔，

再到車禍－－在此，小說第一卷完結。而網路劇

的第一季則是在「誤會」發生前完結的。

　　小說第二卷的切入點是在兩人分開的第八

年。歷經生死，兩人成熟了不少，一個成為了

空軍少將，一個創立了公司。小受一次意外後，

兩人終於再次在一起。經過八年分離的兩人已

非當年的黃毛小子，幾經波折後終於大團圓結

局。

　　這本小說不到一百萬字，情節生動，是一

篇虐文。文中三大虐點︰小受父親再婚、車禍

和求婚，個個虐點催人淚下。

　　這部小說是極不俗的，講述了一個彼此可

以為對方放棄一切，包括理想前途和性命的愛

情，相當值得一看－－當然，網路劇亦是不得不

看的。

上癮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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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魏洲完美還原了白洛因的高冷，時而冷酷，時而傲嬌，可愛得很。黃景瑜的

顧海霸氣側漏，其口音亦是添了不少萌點，亮點無數。網路劇還原原著近九成情節，

演員顏值高，畫面養眼。（讓我先咽下口水。）

　　看過小說、網路劇後，許魏洲 的《慢慢走》、歌手長宇的《我想》以及劇迷

劉枋沐 RAY 為之作曲作詞的《全世界都不如我》俱是必須一聽，與劇情有關，扣人

心弦，催人淚下，讓人不禁一聽再聽。

　　最後，看官看過此文之後，我想問：「你，

上癮了嗎？」

編者後感：
其實要不過分劇透而又能讓讀者大概了解故事
情節是很難的。看得不太憧是正常的（喂！），
看看原著或網劇吧，總不會介紹錯的。
話說，網劇花絮相當有愛，把自家小受練武
的鯨魚（黃景瑜）、痛亦快樂著的洲洲（許
魏洲）QVQ，愛死了。洲洲的歌聲好棒，《慢
慢走》、《月光》、《塵埃》和《I Remember 
Your Eyes》都好好聽，低音極有磁性、高音相
當清新，形容詞好像用得有點怪，算了，反正
就是繞樑三日，越聽越有味道……
……你哭了嗎？上癮 2 似乎不拍了，是泰國上
癮粉絲見面會提及的，希望瑜洲的事業愈來愈
好，將來有勢力有說話權再拍續集吧。大家一
起祝福他們吧。唉……幸好洲洲的《慢慢走》
MV 在 4 月中出爐了，有兩個版本，當中，海
邊版的內容可以視為兩人私奔的相關劇情。

圖片來源：exopandawings.weebly.com 
tvmao.com

yaoiotak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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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人自認很奇怪，做事不按常理，心思也與常人不同。

　　要說我最奇怪的一點，就莫過於喜愛 BL 了。是的，我就

是一個腐男，我平日不會聲張，就是莊員們在我寫這篇文章前

也不清楚。我寫此文的目的大概就是一抒己見，平反一下。

　　腐男腐女向來在常人眼中是異類，人們平日沒說些甚麼，

可心裡的想法卻是騙不了人。甚麼不正常、是同性戀、心術不

正的，我不是沒聽說過、不是沒看到過。作為一個腐男，比腐

女們受到的委屈是多上好幾十倍的。

　　畢業於男校，我作為一個腐男，平日被歧視、被排擠不

是沒有的，但好歹有些毒男同學，大家平日被誤解慣，頗有

惺惺相惜之感。六年下來，能談心的，也就只有四個。出身

文科，中同三十來人，卻只有我一個文科的，大家不熟。幾

個月下來，不是沒有結識一些朋友，但這一喜好卻是不敢直

言，害怕面對一些鄙視和歧視的目光－－玻璃心，傷不起。

　　偶爾聽到一個腐女，在述及曾與友人討論腐男是否等同

GAY，我當下心裡一寒。非同好者誤會自己，我是絲毫不在乎，可大家都是同好，你們

又怎能這樣想呢？腐女還好，腐了不過只是奇怪了一點，人們不會太在意。腐男呢？十

之八九被人認為是 GAY：喜歡看男男戀就是同志－－這是人們常有的想法。

　　記得第一次接觸 BL 動漫的時候是在小四，第一次接觸 BL 小說是在中一。說來也奇

怪，我一看就這些年了，未曾厭倦，一天不看 BL

就睡不著。要說 BL 的迷人處，我就得用「異性戀

是為了下一代，同性戀是為了愛」這一句腐界名

言。何謂真愛？我不懂，也是笑話，未曾對人有

過傾慕之情的自己，又怎麼懂得甚麼是愛？可是

當我看到小說中，彼此互相傾慕、甘願為最愛付

出所有、願意出櫃承受他人的指指點點，都有著

無窮的吸引力。這世間有些東西是時間磨滅不了

的，比如 BL 中的深厚

感情。

　　男人向來都是受

到壓抑的，就是到了現在，男兒傳宗接代的責任依然未消，

兩家男兒的相戀，可以說是等於兩家絕後，這樣，出櫃、得

到父母認同又是談何容易？有誰不想抱孫子？這樣，BL 就誕

腐男自白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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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悖倫的愛是如何的強烈，又是如何經年而不衰，

那麼 BL 就是對腐男腐女們有著多大的吸引力。簡單來

說，BL 就是我們對理想愛情的投影。

　　有人問我，我的性向是甚麼。我會答，泛性戀。

甚麼男男女女的，都不過是一些皮囊，愛是談心的。

人的靈魂、精神有性別嗎？那麼，糾結在同性戀、異

性戀甚麼的有何意義？我看重的，是愛情的本身－－純

粹、刻骨而永恆－－就是這麼簡單。

筆者還有話說：
常常有人問我為甚麼自稱「腐 phil」，我通會說因為 phil
只有一個音，與「few」、「feel」、「fuel」等同音，於
是我加了一個音腐，這樣，讀起來跟「fulfill」相似，某
程度提醒自己要為自己而活。腐亦有警惕自己不要腐化
腐敗，不是有一個「名字裏有甚麼就沒有甚麼的說法」
嗎？腐 phil 不腐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此腐非彼腐。不
知道嗎？ (>"<)「腐女」的原本的講法
是「婦女子」，原是一些女子自嘲用的。
欸？所以我是「婦男子」？（O_O）

圖片來源：mizuaki1994.pixnet.net, 
news.gamme.com.tw, 

image.so.com, men.sohu.com, 
plurk.com, dianliwen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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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入坑七年半的腐男，我看書無數，甚麼人魚、ABO、
兄弟、父子，甚至一些羞於啟齒的題材，我都有所涉獵。那麼，
我就介紹幾套讓我一看再看的書吧。

入坑必選 投稿：腐 phil
排版：腐 phil

末世之重生
作者：伏翼
渣受在死前被忠犬攻捨身相救，死前，渣受終於感受
到小攻對他的感情之深，深感後悔。機緣下，渣受重
生，變成忠犬受，決心在隨身空間的加持下，在末日、
喪屍橫行，穿過數縣，誓與小攻重聚。此文在開首把
小受脫胎換骨的心態轉變，寫得非常細膩而不拖沓；
文中穿插其中反省和懊悔，完美地讓小受從心底接受
小攻，感情描寫得細膩且有感染力。此文有張力，「一
波剛平」，一波又起，正文 136 章絕無一章是無聊的。
我是不會說我自己就看了七次的。

芒桑梓
作者：neleta
小受車禍穿越到未來，成為當時芒桑人的精神領
袖。人們依賴他，渴望從他認識和了解古地球的
文化。小受從最初迷惘，不知所措；到了解芒桑
人的境況，有了歸屬感；再到在星際中發光發亮，
真真正正成為人們的精神領袖，一步一掙扎，可
愛善良而堅強。至於小攻一出場就是欠揍而霸道
的，內裏卻是悶騷忠犬攻，萌點滿滿。此文一大
賣點是男男生子，嘻嘻……其番外《後來》、後
續《威爾》、姊妹文《誰是誰的傷》都不能錯過！

圖片來源：jjwxc.net, bitu.co

題外話：
有言道，腐是無所不能的。
腐有五個境界，第一個是入門，對於腐只有很初步的應知，對攻受屬性有初
步了解，簡單來說就是入世未深。第二是美化，所有男性在眼中都會被美
化，所有男人都能組成 CP。第三是性轉，腦袋具有把所有女人性別轉換成
男人的能力，所有人類都能組成 CP。第四是擬人，能夠把死物或動物看成
人類，擁有人類的情感和特徵，宇宙上所有生物或死物都能組成 CP。第五
是大成，任何事物在眼中都是 CP，具有一秒分攻受、YY 無極限的能力，一
早與節操說再見，腐的表徵早已內化，凡人是無從得知其腐的屬性。所以說
腐男腐女是輕易不能開罪的，不然下一個BL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你，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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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的是娜寧，這是我尊敬的女性
之一。記憶中，在瑪格麗特臥床的日子
里，除了她，只有朱麗真摯地幫助瑪格
麗特，並處理其身後事。

  「小姐病了，病得很嚴重……您快
去看看她吧。」娜寧看到是我后，迅速
地 打 開 房 門， 又 忍 不 住 出 聲 說：「 其
實……要知道，小姐喜歡的自始至終只
有杜瓦先生您一個。」

  提到這裡，她又頓了頓，本來憂愁
的臉上轉而帶點怒氣地說：「杜瓦先生，
您當初不該如此折磨小姐。明明小姐為
了先生您的前途如此著想，白白承受您
的誤會，但您不識好人心也就罷了，還
和其他女子兌擠小姐……如果、如果小
姐沒遇見您就好了！」

  娜寧在我身後用極快地語速說了一
大堆話，讓我既尷尬又內疚。但此刻我
也顧不得娜寧的訓斥，只想快些見到瑪
格麗特，并跪在她的身邊，親吻她的手
指以便向這名我深愛的女子乞求原諒。

  進入臥室后，第一眼便被床上的女
子吸引住了。啊，床上的女子還是當初
那個名滿巴黎的風流女子嗎？兩眼深深
凹陷，顴骨突出，臉色比當初最後一面
的相見更加灰白了。我努力從腦海中找
出相似的地方，唯一不變的是那種惹人
憐愛的氣質，讓我忍不住上前擁抱住她。

  而她感受到其他人的觸碰，像是早
上初醒一般，長長的眼睫毛輕微抖動，
隨即慢慢睜開。

  「阿芒，是你嗎？」與蒼白臉色不
同的是，瑪格麗特此時澄藍的眼眸閃爍
著不一樣的神采。

 　 「是我……」我有點哽咽，不知道該
說什麼好，只想緊緊、緊緊地讓她感受
到我的心跳。

  　「你不應該回來的，」瑪格麗特似是
想要掙脫卻架不住我的力氣，最終被我
緊抱在懷裡。她幽幽嘆道：「我無法令
你幸福，愛上我，就像衣物上沾染了紅
酒，如何也無法清洗乾淨。即使你曾經
所誤會我的那些風流韻事，那也是我的
身不由己啊。如果以前你要向我索取補
償的一切的話，那我只剩下對你的愛以
及尚算美麗的軀體。而如今這病困擾著
我，我所剩下的也只有愛意這一項了。」

　　「杜瓦先生得的只是熱疾而已。」
一旁的聲音這麼傳來，模模糊糊聽得並
不真切。

　 我費力睜開雙眼，感到頭痛欲裂。
第一眼看到的是木紋色的船艙板，這不
由讓我想起了在巴黎的日子，瑪格麗特
房子里木紋色的傢具，瑪格麗特……

 　  「啊！」突如其來的頭痛令我情不自
禁地呼出聲來，仿佛一下子腦袋被塞了
十幾本書，隨後身旁又斷斷續續傳來聲
音，但我已無法感知到了。等我再次醒
來，已是深夜。之前進船艙幫我看病的
醫生也回去了。

  雖然海面風平浪靜，但此刻我的內
心卻並不平靜。經過大病一場，雖然不
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也不知道腦海裡多
出來的記憶是真是假，但萬一是真的話，
那我心愛的瑪格麗特就真的太傻了。一
想到她在病床上費力地寫下一字一句，
并在日記上傾注所有對我這個自以為是
的傻瓜的愛，而我卻在她臨終之際也未
能趕到巴黎，連伴隨在她身邊的物品也
無法保留。我的心便不可抑制地感到痛
苦，恨不得現在立馬便能出現在她的面
前。於是這一晚，我翻來覆去也無法入
睡，腦海裡滿是當初在瑪格麗特的身影，
由初識到相愛直至最後伊人香消玉損，
一幕幕在我腦海回放。

  我一定要改變結局！改變這該死的
一切！

  第二天一早，當船靠岸補給，我便
向船長告別。原本為了治愈情傷所開始
的東方之行，此刻我卻迫不及待地期望
快點結束。只想儘快趕到瑪格麗特的身
邊，并向她訴說沒她的日子我是過得如
何度日如年……

  待得風塵僕僕地回到巴黎，走過香
榭麗舍大街，穿過林蔭大道，最後來到
了安丹街七號。我猶豫著是否要按下門
鈴——明明迫不及待地想見到瑪格麗
特，卻又怕見面之時兩人默默無言，我
想，這就和近鄉情怯是一樣的道理。而
此時瑪格麗特家的窗子一點亮光也沒
有，我不禁胡思亂想到瑪格麗特會否正
在房內接待其他男子。一想到這裡，心
中的妒忌令我不受控制地連按幾下門
鈴。

茶花女之不一樣的結局
撰文、排版：李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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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握住瑪格麗特的手，她的體溫像
我的心一般炙熱。我搖著頭，反問道：
「你是在質疑我的愛情嗎？」

  「當我將我的愛情放在眼前，想與
你一同分享憂愁、哀傷、喜悅與快樂。
而你卻自以為是地獨自一人分擔那些叫
人痛苦的情緒，你又何不想想我的心也
同時在滴著鮮血啊。一想起幾個星期前，
我帶著奧琳柏在你面前炫耀著的卑劣神
情，我便不可抑制地感到懊悔。我心愛
的瑪格麗特啊，你要知道這一切過錯的
原因都是我深深地愛著你啊。」

  「你會後悔的。」偌大的淚珠停留
在瑪格麗特蒼白的過份的臉頰上，晶瑩
剔透得讓我為之心碎。「阿芒，等你到
了 40 歲的時候，你就會後悔今天所說下
這些話，後悔這個叫做瑪格麗特·戈蒂
耶的小姐曾經是上流社會男子們的枕邊
人，後悔她將你的前程蒙上一片灰霧，
更令你的家族、你的父親、你的妹妹的
名譽所蒙羞……」

  父親與妹妹……這下叫我說不出話
來，親情與愛情在我心上的天平不停來
回搖擺，撕裂著整顆心。但很快我便回
過神來，輕輕地拉過瑪格麗特，在她的
額頭上按下一吻。一直以來她為自己做
的還不夠多嗎？在鄉下的時候寧願變賣
自己的首飾衣物，也不願讓我借貸來分
擔她的債務；面對我的妒忌心，小心翼
翼地維護者兩人的感情……一切一切，
如今細想都令我所感動。

  「我能夠完整地確定，我深深愛著
眼前的女子。無論她是我的瑪格麗特還
是上流社會的瑪格麗特·戈蒂耶小姐，
我所愛的是瑪格麗特這一個整體。即使
我不能分辨出愛情與親情孰輕孰重，但
我清楚知道我的愛情遠遠重要過於我的
生命。」

   說到這裡，我不由凝視著她的雙
眼，想將我真摯的感情也一併傳遞過去。
而從她的眼眸中我看到了另一個自己，
我不由激動地緊握她的手說道：「如果
沒有了瑪格麗特的阿芒·杜瓦，那他也
只不過是具行尸走肉而已。」

  「我……」她欲言又止，澄藍的眼
眸帶著複雜的情緒，有著我難已讀懂的
意味。

  「我們走，我們離開巴黎。」這是
我第二次說出這句話，曾經的我也說過，

就在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但卻被拒絕
了，而如今我又說了出來，這次卻是經
過我深思熟慮的了。

  我接著說道：「我們可以先在鄉下
療養一陣你的身體，等你身體好些。我
們可以前往東方，或者你所想要去的地
方。在那裡我們重新開始，等過了幾年，
相信我的父親也不會再說什麼了。」

  像我凝視著她一樣，瑪格麗特也回
望著我。在聽我說完這番話后，她微微
垂下眼簾，又睜大眼睛，顯得搖擺不定。
我心愛的瑪格麗特，你願意嗎？此時我
的心忐忑不安，像等候著審判的囚犯。
無論如何我都不想記起那一篇篇令我心
碎的日記，更不用提人鬼殊途的痛苦了。

  最終，瑪格麗特抿了抿嘴角，綻露
出一個令我心神恍惚的微笑。

  「你贏了，親愛的阿芒。」

  在聽到這個答案之後，我心底鬆了
口氣，又剎那轉變成歡呼雀躍。

  五年後。就像新陳代謝那麼快一樣，
瑪格麗特·戈蒂耶這個名字在上流社會
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人們都關注最
近的新寵兒，至於五年前消失的一名風
塵女子又有誰會在意呢。

  「爸爸，我們是去見爺爺嗎？」

  「嗯，沒錯，不過我們要等等媽媽
才行。瞧！媽媽回來了。」

  手持著白色茶花的女子優雅地走了
過來，舉手投足充滿了難以言語的風情，
而此時女子則俏皮地把一朵茶花插在我
的耳鬢，另一朵則別在路易絲的秀髮上。
看著自己成果的瑪格麗特，滿意地翹起
嘴角。

  「我們的路易絲真是個天使。」說
著，在路易絲可愛的臉頰上印上一個唇
印，隨即瑪格麗特向我望來。一如五年
前那個夜晚，我的額頭，就像當初我吻
在瑪格麗特的那位置上，被輕輕按下一
吻。

  「我愛你，阿芒」

  聽著耳邊呢喃的話語，我也幸福地
笑了。

圖片連結：33.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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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之始，心物渾一，而無主、無客、無對、無合、無心、無物、無
有、無無，如如渾然無名言；識心起，心物分二，而有主、有客、有
對、有合、有心、有物、有有、有無，心物二元究共相；道心立，心
物相忘，而消主、消客、消對、消合、消心、消物、消有、消無，無
去萬有存萬有；德心立，心物互證，而立主、立客、立對、立合、立
心、立物、立有、立無，實證天理立萬有；神心立，心物復歸渾一，
純是一片天機流行。

識心、道心、德心、神心，皆一心也。古語云「逆覺體證」。逆覺
者，內自省也，孟子「反身而誠」也；體證者，當下感通踐道，盡心
知性知天也。

有謂「物先於心而自存」，或曰「物離心而自存」。然無心之照明，
「物」之義有義乎？物自「存」之義有義乎？「物先於心而自存」「
物離心而自存」等義如何有義，或有何義？「物自存」之說從何來？
惟心存，而後「物先於心而自存」「物離心而自存」等義可成，義可
成而證妄說。

物無離心而自存，自存即不存。物是如物，而非物，即無物。識心
起，如物成物；識心寂，如物非物。故物無以先於心存，惟心存而後
物存。心起，如物成物而物存；心寂，如物自如而物隱。

心自開，萬物起現；心自闔，萬物歸寂。證物不離心，證心不離物。
離心之物即無物，離物之心即無心。心孤存，則無心無物；物孤存，
則無物無心。故不言「物先於心存」，不言「心先於物存」，只言「
心起而物俱起，心寂而物俱寂」。

證心不離物，證物不離心。心照物而物存，心反照而心存。無心，則
孤物無以照物；無物，則孤心無以照心。故曰︰心不離物，物不離
心；心物互證，惟是一境。

心境論
撰文、排版︰非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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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其一
入考場時，我很迷茫；選擇科大商科的時侯，我很
迷茫；打字時，我很迷茫。我該何去何從？我活著
是為了甚麼？我未來人生該是如何？我要做些甚麼，
打些甚麼？前路好暗，我不知該如何走……

迷茫其二
嗜書人好矛盾。看到好書，便想甚麼都
不管，要一口氣看過整本書。可看過後，
滿足過後，內心只有空虛。好迷茫……
我該看哪些？我要如何打發時間？可再
一次找到好書後，又是廢寢忘餐地看，
看過之後又是空虛，迷茫呀！

迷茫其三
最近，某張姓友人常言他空虛、寂寞、
冷。他要出 POOL。可問世間情為何
物？怎會有這麼多的人為之生死相許？
無愛侶者，為所謂伊人輾轉難眠。失愛
侶者，痛不欲生、為之消瘦。有愛侶者，
又甘願為之赴湯蹈火。情為何物，愛為
何物？竟能讓兩不相識之人成為最親密
之人。唉，迷茫之。

迷茫其四
節日給予人們快要斷裂的神經一個宣洩
的機會，買禮物、約會、聚餐，熱鬧得
很。可是，受歡迎的人更受歡迎，受冷
落的人倍受冷落－－人群之大只會顯得
形單影隻的人更加孤單。究竟節日帶來
的，是熱鬧，還是冷清；唉，迷茫之……

迷茫其五
馬戲團的象一被栓上就很安分，或許牠
的力量很容易就能掙脫。可能是因為牠
小時候不論怎樣也掙脫不了，漸漸就就
放棄了；也可能是因為牠也明白，沒了
束縛，也就失去了安身之所，不知可以
做些甚麼。我呢？我是因為甚麼？

迷茫其六
眾口鑠金、三人成虎，世間的是是非非多緣於流言，人們因此總
是強調凡事要親眼所聞、親眼所見。惜，人們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卻不知人的耳朵雖聽得到，卻往往失聰；人的眼睛雖看得到，
卻往往失明。

聰明些的人選擇相信自己的心，卻忘了心太自私，只往好處想，
所以當醜陋現形時，它往往會覺得是假的。我，該相信甚麼？

迷茫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

迷茫其七
迷茫不已，卻無計可施。有誰能體會，又有誰能為我作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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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慵懶，透過巨大落地窗鋪灑閱讀室。落地窗旁，是一列彼此間隔的單人書桌。

我坐在不遠處的方桌上溫書。突然，一陣有節奏的「啪，啪」聲迴響在安靜的閱讀室，

從書裡拔出思緒，抬頭，四眼相對。一隻嬌小伶俐的麻雀撲著雙翅，狠狠將自己一次一

次甩到玻璃上。或許窗外驟降的溫度讓牠癲狂，或許高聳的建築阻擋了牠的歸途。

　　想起來以前在鄉下遇到鳥撞玻璃，婆婆會把窗打開，揮揮手阻止牠危險的嘗試，然

而有時小鳥卷著冷風飛入，引起我們小小的興奮。我下意識的起身走去。然而與此同時，

小麻雀也驚擾到了靠窗的一列人。奇跡般的一致，每個彼此間隔的人，做起同樣的表情

和動作：蹙眉抬頭查看情況，平淡下來，伸手摸出手機，照相，低頭，滑動手指，嘴角

上揚。我站在不遠處呆呆的看著大家，想像到今日 Facebook，snapchat，朋友圈裏會

因為一隻鳥而生機勃勃了。科技的發展和虛擬空間的搭建給了我們即時表達自我的空間，

只要有話題，每個人都似乎隨時可以成為焦點，成為「萬人 like」的對象。虛擬世界逐

漸與現實世界平起平坐，在現實中尋找認可，在網絡上尋求存在感，忙忙碌碌，爭分奪

秒。個人似乎漸漸抽象為一個溝通兩邊世界的「蟲洞」，用鏡頭配以文字做搬運信息的

工作。可曾想，呈現給別人的世界越豐盈多彩，自己可以真正用心體驗的時間卻越稀有，

思考同領悟的程度則越膚淺。由此帶來的麻木感，也只能用別人大量的「like」暫時刺

激脆弱神經，最後進入無限的惡性循環。冰冷而習慣性的用手機，聲情並茂地表達同情，

表達喜愛，表達憤怒，表達傷心……似乎情緒已然濃縮成一個個圖標與符號，似乎生活

已然定格在一張張的照片與評論裏，似乎我們已經不是純粹的我們……

　　這樣可憐而堅毅的小傢伙，只知用疼痛來勾勒面前透明物的形狀，只知用一遍遍的

挫敗去理解自己不懂的人類世界。

撞上鳥的窗子
作者：木木
排版：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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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廈門這座小島上 3 天 3 夜，遊玩也好，公務也罷，一定要聽聽大清

早碼頭輪船的汽笛聲，還有鳳凰木唰唰地掉葉子，這座島用這樣的方式向你打招

呼，你會喜歡上它，最起碼有了好感，喲多可愛；

　　如果你碰巧拿著把吉他，捎帶著兩本書，又收拾好了心情，不緊不慢，不慌

不忙，最好裹著最愛的人在身邊，那麽一個僻靜的小旅館會適合你，呆上個把月，

你會愛上這座島；

　　而如果你像我一樣在島上住了 18 個年頭，腳丫已經習慣細沙的松軟，眼睛

懂得分辨各式貝殼，腦袋已經熟悉濕沙地裏藏著螃蟹的常識，那麽恭喜你，島便

已經深深烙在了心上，甩也甩不掉了。

　　像我們這樣的人，叫做「島民」， 我們喜歡被叫做島民，喜歡自己家鄉這座小島，

喜歡有事沒事就回去逛一逛，轉一轉，有事沒事就跟別人嘮叨，磨著別人趕緊來，

成為我們的客人。我們太喜歡根植在心的那種生活方式了，那種理想的狀態，所

以談到的時候難免會激動，會興奮地抖起來，會開心的咯咯笑。還會抓著你們的

衣腳：「有空一定要去廈門轉轉啊！」 然後我們首先行動起來，穿著人字拖踏滿

整條中山街。 我們也最喜歡聽到別人讃許我們的家，「對啊，就是這樣！」最忍

受不了別人刻薄的評價 「……」。哈！如果說我的理想是什麽，就是先在大大的

世界轉上一圈，最後「咕嚕」，又回到我的島上，躲過一切暴雨巨浪，窩在海邊

的家。有時候看加菲貓，貓和老鼠，自己就能笑成一團；有時候懶洋洋的曬太陽，

把被子鋪在大大的陽臺上。上午睡到自然醒，把鄰居的貓請進家來，下午去逛書店，

順兩本小說，然後晚上在樓下的小店喝奶茶，聊兩句。 

　　舅舅有個好朋友，得了肝癌，還有一周，他告訴我們 「多想在海邊有座房子，

上午可以去釣魚，晚上就燒魚吃」 我們都哭了，他幹幹地坐在窗邊，夕陽照了過

來。人再忙，會不會到頭真的就是這麽空，心是空的，房子是空的，未來是空的，

空落落的。

　　真的該來一碗沙茶麵！

　　那個好朋友沒有過一周就去世了，據說喝了太多的酒，送他走我們也喝了太

多的酒。留下了孤單的孩子和孩子的母親，不知道未來在哪裏。

　　沙茶麵汁很濃，味道不重，就是濃，也不辣，只是甜，甜的也不厲害，就剛剛好，

配著肉丸青菜，細細的麵條很容易下肚。

　　廈門人也有廈門人的憂傷，這座島不是真正的天堂，跟中國的大部分城市一

樣，城鄉差距直接反映在城中村裏。他們被擴張的城市張牙舞爪的碾壓，被自視

甚高的島民看輕，被官員嗆聲，還要挨著越來越冷的冬天過沒有暖氣的日子。過

去三年給我理發的小哥就住在這樣的村子裏。他們的家在多麽遠的地方，在東北，

十年沒回去了。

     在二市站附近有一個花鳥市場，連同那裏街邊種的花花草草，摘了不罰款的，

但是美得讓人不敢去摘，摘了是一種褻瀆。花鳥街上各式各樣的鮮花討眼睛歡喜，

特別是從墻上垂下的一片片爬山虎。過了這條街，在某個轉角一定可以進入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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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華新路的小道，兩邊是古舊的別墅，有些泛著黃磚瓦片，有些裝上了霓虹燈，

成了別致的小館有些幹脆被藤蔓占領。這些洋樓裏總有你喜歡的一棟，希望哪天

住在裏面，不要走。那麽，你跟林語堂有相似的想法。

　　小學住的小區花園裏常常有個像是智障的人，哼哼唧唧，斜著眼睛瞟人，小

的時候敬而遠之，長大了之後開始公然取笑，他還是成天的在花園裏面轉，有時

候看著來來去去的小汽車高興地拍著手。我們取笑這樣的人「遲早送到仙嶽醫院

了事」，就如同我們罵那些厭惡至極的人「仙嶽醫院適合你的」一樣。不知道為

什麽那個時候會有這樣的暴戾之氣。

　　同樣的花園裏，有一陣子我抱下樓一打三國演義的連環畫冊在午後暖暖的陽

光下鋪在石桌子上看，母親總會在 6 點左右進小區的門，然後取報紙，我幫她拿

著報紙，她還要取牛奶。我會馬上翻到《廈門晚報》的我要說，因為總有好玩的

事。老頭子們喜歡在我不在的時候圍著那張石桌下象棋，叼著根煙，手邊就擺著

《廈門晚報》，講話擲地有聲，帶個小茶壺，泡茶玩。

　　我記憶中的廈門大概是這個模樣。演武大橋晚上六點開始亮起燈，最美的路。

　　初中的同學八成沒有再念高中了，有些已經去了好多地方，謀生不太容易，

有些真的「回家種田了」，還有的在這座城市裏面遊蕩，如果像是幽靈一樣，也

是雖然偶爾頹唐，但是大部分時候充滿鬥誌的幽靈。他們可能圖書館去的太少，

或者本來就不愛讀書。讀書越來越沒有用了。「賣菜的時候用不到數學」。廈門

有很多人，家鄉不在這裏，他們沒有旅遊的心情，他們的小孩很早就學會了生存，

學會了現實——書本不會教。只想多獲得那麽一點點機會，養活家裏的那幾口人。

　　理想的「廈門人」的生活其實並不「理想」，當你成了島民，你會發現，這

座城有著很多驚喜，但悲哀也不占少數。

　　春假的時候，我又回了廈門。還在修地鐵，不是很喜歡，寬寬的馬路窄的可

怕。鼓浪嶼也沒去成，只是在輪渡的星巴克坐了一陣子，看了一本怪怪的書，叫

做《我的奮鬥》，和希特勒沒有關系。太陽暖烘烘的，家裏的水泥墻吸走了多少

本該屬於這個家的溫暖？坐在靠窗的位置，對面就是鼓浪嶼，紅磚屋頂遠遠的在

綠樹間可愛地冒泡，我從來都忽略鄭成功的塑像——把一個人雕得太大或者舉得

太高都讓我警惕。可惜上午睡到自然醒，早就沒有大把的時間逛逛環島路。

　　曾經有段時間，我喜歡走環島路，從會展中心一直走到廈大白城，路上我什

麽都不想，只是聽音樂，看海，瞅著人，喝水，吃巧克力，看書，很簡單。後來

有一段時間，我騎車過環島路，車座椅害得我屁股老是疼，把手也太矮，我弓著腰，

實在不舒服，只想著快快到終點。再後來，舅舅載著我兜風，沒有疼痛感，但只

記得兩件事——第一是迎面送來的海風 , 第二是音箱裡反復放著的那一首歌—— 
Peter Bradly Adams 的 the longer I run。

　　聽懂這首歌，便聽懂了廈門的海，便聽懂了廈門，起碼是我想象中，廈門的

樣子。 

　　如果你有了這首歌，就帶著它，來廈門吧，選一個靠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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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兩首

作者：Caviar

排版：Oliver

       信仰
           ——致 Wi-Fi

從一點擴散，擴散——

渙散的目光

聚焦於某個前方

面面相覤的霎那間

化作野獸的堅瞳

從一點延伸，延伸——

麻木的肢體

轉動到某個方向

挨肩擦背的一瞬間

化作颶風的步伐

密集的人群在爭奪

最虛無的光束

在天空編織成的八卦圖

網住了  最虔誠的信徒

以信仰之心為生命

低垂的腦袋在祈禱

最寂靜的唇齒

在心中默寫著的天書

控制了 最忙碌的雙手

以信仰之物為精神

脆弱的阡陌交錯

傳遞更深層的信仰

間接的　模糊了最直接的

情感換換流進鏡裡

恍惚間　已成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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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

燈是寂寞的火車站

光是無邊的鐵軌

你坐在街燈下

等待下一班往星空的車

理智化為灰影

於是，火車忘記了鐵軌。

寒冬裡的雪是皎潔的花

瓣

你手持一束玫瑰

等待春天的溫暖

五分鐘便是一個凋零

玫瑰化成雕塑

於是，花忘記了流水。

圖片來源：
dark-kronis.tumblr.com

iphonewalls.net
ti.me

deviant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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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記女友 撰文：River
排版：River，腐phil

每當經過這家麥當勞，總會想起，當年妳在這裡工作的情景。事隔數年，仍歷歷在
目，仿佛這些時光都像昨天一樣。今天，這裡因為承受不起天價租金，被逼結業。然
而這些回憶並沒有隨著這裡的結束而淡忘，反而在我腦海裡久久盤旋。

「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要不是我曾經擁有了妳，我就不會擁有我現
在所擁有的──縱然妳沒有陪我走到最後。中五那年，我還是一個愚昧無知的學生，
對前途毫不緊張，終日只顧玩耍，無心向學。但到底仍有點小聰明，所以在學校裡的
成績尚算中規中矩。在命運的安排下，我遇上了妳。我和妳就像兩顆小磁石，一拍即
合。雖然身在不同的中學，仍然會經常相約見面。柴灣和深水埗的距離雖遠，但沒有
阻止我們想見面的渴望。身穿校服的我和妳課後喜歡相約逛街，也偶爾會到自修室溫
習。那年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學期末發成績單的時候，我理所當然地接過，沒有絲毫擔心。出乎意料，妳居然要留
級。最後，妳選擇了退學，轉讀日間課程，再做兼職。記得妳告訴我妳獲麥當勞聘用
的時候，我丁點也沒有為你高興，反而擔心妳會不會很辛苦，會不會被欺負。可是身
無分文的我也束手無策，只能夠送妳上班，默默為妳加油。

那天，下課鐘聲還沒響完，我已經拖著疲憊的身軀衝往地鐵站，再購買些少零食，送
妳上班。這是第一天送妳上班。我顯然比妳更緊張焦慮，差點要妳倒過來安慰我。看
著妳進店舖後，我久未離開，一直靜靜地坐在一角。我天真地認為有我陪著妳，時光
會沒有那麼難熬。那晚我最難忘的是妳不發一語地收拾垃圾的背影。我強忍著眼淚，
不敢掉下。我知道，我總不能要妳過著如此煎熬的日子。於是，我決心奮發圖強，盼
能給妳更好的生活。

這也許是我整輩子最自豪的事情了，我從來沒有那麼奮鬥過。目標雖遠，卻又清晰，
只要朝著正確的方向走，就一定會走出荒漠，找到希望的綠洲。雖然對學業沒多大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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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River
排版：River，腐phil

趣，我仍然很渴望能夠進大學，為的只是將來賺更多的錢，保護妳。由中游成績攀上
進大學的等級，實在不易。壓力我也只是自己默默承受，沒有向妳透露太多。我和妳
的見面時間每天漸少，妳有妳努力不懈地工作，我有我自修室孤軍奮戰，力爭上游。
盡心竭力溫習的我和妳關係日漸疏遠，也經常為了見面時間而吵架。幸好我們能互相
體諒，熬過中六的那大半年。

放榜那天，我沒有忐忑不安，只想盡快得知結果如何。放榜成績單為我投入了的萬分
努力寫下完美的句號。我迫不及待和你分享這個消息，但妳似乎不太明白這種喜悅。
暑假期間，我一邊做暑期工，一邊憧憬著未來和妳一起的美好時光。也許當時我太單
純，萬萬沒有想過，進大學只會進一步拉闊我們在生活圈子上的差距。我們最終分開
了，還分得很難看。妳沒有打算把我當作朋友，至今和我的冰牆未破，我只能不時到
那家麥當勞偷看妳。

妳知道嗎，其實我心裡一直很自豪，因為我曾經擁有一個在麥當勞工作的女友。

不知道現在的妳過得怎樣呢？

圖片來源：
tw.gigacircle.com
magic4walls.com
face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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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我喘著氣。

　　咯！咯！陰森的腳步聲在身後迴盪！

　　啊！又來了！我拼命跑着，然而，我和抓著鎌刀的死神之間的距離在
瞬間拉近！

　　「霍！霍！」那長逾兩米的鎌刀在我身後堪堪劈過，一縷青絲被斬斷，
輕輕飄落。扭頭一看，只見那於漆黑世界更見陰森的暗緋色的雙眸就在我
身後不過十來公分！

　　「啊！」那手一反，鎌刀狠狠遞出，從背後貫穿心肺。

　　我要死了，再也看不到他了……真希望能再看他一面！「唔！」一陣
麻痺感襲來，鐮刀被猛力抽出，血不斷往外噴。正當我神志漸失，我彷彿
聽到一句：「你還有最後半天……」

　　「滴答！滴答！」緩緩醒來後，充斥耳邊的，是輸液瓶裏葡萄糖不斷
往下滴和心跳掃描器的聲響。張開眼，只見他正趴睡在床邊，柔和而暗淡
的燈光照在他的身上，使得他略帶鋒芒的劍眉變得更溫柔。一陣柔風順著
微微飄起的窗簾吹進來，輕輕撫過他日漸憔悴的臉。看到他眉頭緊皺，心
裏惆悵，想撫平之，卻苦於雙手無力。

　　忽然，「叮叮」鈴聲把他吵醒。「喂？咦？真的嗎？太好了，謝謝！
謝謝！」他眉頭舒展，原來醫院找到了能夠進行移植的器官，可以排期做
手術。我和他緊緊相擁著，喜極而泣。太好了！太好了，神終於眷顧我了！
我可以與他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相依到白頭了。

　　幸福終於垂手可得，只是……我卻感到不實在……

　　他想衝出去問問詳情，我制止他：醫生才剛巡完房，哪有甚麼時間理
會我們；何況都不急在一時。我現在只想躺在他的懷中，享受此刻的幸福
和溫暖。

　　光，肆意地潑灑着；風，愜意地遊蕩着；樹，寫意地輕擺着。我躺在
他的懷中，悄悄濕潤了雙眼，這人就是支撐我活着的動力。好痛！咽下從
喉嚨湧出來的血，我艱難地吸了一口氣，想起自己曾經擁有過的「家」。

　　自懂事起，我就很少看到一家團聚的畫面。做生意的父母總是為了各
自的生意，各奔東西，一年到頭，聚少離多，一家人疏離得如同陌生人。
對他們而言，照顧孩子就如灌溉植物，只要偶爾澆澆水，給些玩具零用錢
就夠了；未曾意識到至少得對這棵植物說說話－－或者，至少聽它說說話。

再見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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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千許呎的房子裏，我明白了所謂的家庭溫暖和幸福生活只不過是
水中月罷了。友情？愛情？親情？嘖！我一樣都不需要！

　　我的世界本來就是無窮無盡的死寂，他卻帶著一身光輝闖了進來、悄
悄地溜進了心房，在那裏扎了根，不知不覺間烘暖那一早冷卻成冰的心。
他給了我安慰，讓我放下戒心，讓我褪下面具，讓我首次體會到甚麼是友
情、愛情和親情，使我不再孤單、不再寂寞。

　　悄悄地，他為我營造了一個溫暖的家，把幸福的倩影拉到眼前。

　　可是，現實終究是殘酷的，容不得我半點的天真和幻想。不管怎麼努
力，我也無法延續我的生命。好難受！其實，我一早就不該抱甚麼希望，
我終究是等不到的。只是苦了他，苦了他……

　　幸福向來只會在我眼前一現即逝，彷彿伸手可及，卻又……

　　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是拼命地撐下去，珍惜與他共聚的一分一秒。

捨不得，回憶太美好了，美妙得讓我捨不得跟他陰陽永別，捨不得，真的
捨不得。

　　軒，對你做過的誓言，我是無法履行了。「生死契闊，與子成說，執
子之手，與子偕老」，我是做不到了，就讓我再看你一眼吧。

　　「咳，咳咳咳……」

　　你給我抹過自口溢出的血，抖著雙唇，想對我說些甚麼，可我甚麼都
聽不到。

　　軒，我能夠遇到你，我早已無憾，只是仍舊想問為何好不容易相遇相
愛的我們，卻終究無法留著幸福，因而相守到白頭？既然結局不過是一場
悲劇，又何必讓我兩踩著彼此嬌柔、不堪一擊的心，狠狠地走這一遭呢？

　　再見了，我的至愛。

　　「咇－－咇－－」

　　意識漸失之際，是甚麼劃過了臉頰？

編者感言：
無可否認，這篇文章寫得不好，我把好多細節都刪了，比如我之前提
及的，「問世間情為何物」，有甚麼更比愛侶死得早更使自己心痛的
呢？自己死了沒所謂，可他呢？又有誰能代替自己愛他？
下一頁是亡侶者的描述，順便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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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了，他要永遠離開我了。

「你好，我是穆軒。」
「我……我叫林柏。」

「柏，我完了！明天有測驗！」
「穆軒，閉嘴！」
「你就不能叫我軒嗎？」
「穆軒！」
「柏－－」
「……軒。」

「痛快！」
「不玩了，我總是輸！」
「欸，輸了可別賴皮，明天你就跟我去看電影吧，看甚麼書！」

「柏，我問你，你就沒有一點喜歡我？」
「我們都是男的……」
「男的又怎麼樣了，答我！」
「軒，別逼我！」

「分手吧。」
「為甚麼！」
「你父母知道了。」
「我不怕！」

「柏，嫁……不，我們結婚好嗎？」

「別怕，有我在！」
「軒，我……」
「有我陪著你，別怕！」

對，我會陪著你的。
永遠永遠。

「主任！有一具屍體不見了！」

就是你長滿了蛆、臭了，我都會陪著你的。
柏，我愛你，終生不渝。

Literature

96 頁……………wings 24.1 



我的心份外的荒涼。

憤怒、悲慟、堅定、熱情……一般青年都有的青春，我都沒
有。我渴望恣意地浪費生命、渴望揮灑青春的熱血、渴望浸
沉於大悲大喜的混亂中、渴望將生命交給世界……然而是我
疲倦了，還是我的心已老了？我一直未擁有過「青春」。

早逝的青春，我一早意識及了，但我卻抓不住，抓不住……

我不能愛，因為愛已死了；我不能恨，因為恨不存在。沒有喜、
沒有悲、沒有哀傷和快樂——我窮得只剩下空殼。

有空殼總比沒有好；最少我還可躲進這空殼中，假裝沒有被
任何人發見。倘使連空殼也沒有，恐怕連「假裝」也不可能
了。

沒有人、沒有火、沒有顏色和黑白、沒有希望和絕望……

我死了……

無題
撰文︰非薄
排版：腐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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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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名、學生證號碼及聯絡方法電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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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 name, 
student ID number and also contact method.

我要稿稿 ~~

圖片來源：www.duit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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