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亂
噏
  

廿
四

Wings 
24.3

科 大 學 生 報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出版
HKUST's Student Journal

．
三

振翅



　　政治正確、怕被批評、討厭「為賺錢而賺錢」、盲
目講民主法治、鄙視支那人、建立香港民族、提出港
獨……這一切都將香港人庸俗淺薄的心靈表露無遺。

　　科大學生會（包括編委會）的失敗，在於永遠保持
政治正確、沒有勇氣提出自己的主張。即使是支持民主，
也不過是另類的「政治正確」。

　　要撇除一切的目光，忠實於自己，不因為任何外在
威脅或壓力而退縮。

　　反叛和疑問，是建立主體性的第一步。否定當代社
會所謂的普世價值，否定任何意識形態（包括民主、法
治），才能真正地領悟何為人性、何為價值。

　　亂噏廿四，要擺脫所謂「政治正確」，將每一個人
內心的那句話說出來。

　　亂噏廿四，不需要任何人的贊同或反對，更不渴望
任何人一字一句地閱畢全書。

　　亂噏廿四，在每個人的內心颳起或小或大的旋渦，
喚起靈魂的振盪。能夠做到此點，此書便完成歷史任務，
隨時可以「墊煲底」。

　　亂噏廿四，適憑本屆編委會為第廿四屆。以此為題，
捨吾莊其誰？

　　亂噏廿四，不只屬於科大的第二十四屆編委會，而
是所有大學生應有的態度。

　　亂噏廿四，屬於過去、現在、未來。

　　就讓我們亂噏廿四！

副總編輯張文聰

編者的話
　　所謂「亂噏廿四」的重點在於「噏」一字，
在於鼓勵各位不受任何束縛地暢所欲言，把自
己內心的看法表達出來—當然，我們不傾向
在這本書刊登人身攻擊之類的言論。

　　在這個混亂的時代，社會中就是需要一些
嶄新的、以前沒說出來的想法，或許這些想法
滙聚在一起，雖然可能已有人提出過，可以讓
大家有更多想法，對社會、生活有更多的體會，
從而更了解未來的更多可能性，以及認清自己
的人生目標，並為之奮鬥。

　　當然，這本書的文章沒有一篇算得上很驚
世駭俗，或是內容很奇特，但我們要創造的是
沒有束縛的發言平台，希望能夠在學生報層面
上推廣這種風氣，亦希望能給編委帶來一些改
變。

　　而假若看不慣，覺得不太乎合一些社會的
價值觀或規範時，可以聚焦在「亂」，就假設
那些文章都是學生的瘋言亂語，倘不能搏君一
笑，就視之為無物吧。

　　最後，不知大家能否讀懂這本書封面的設
計概念？（笑）

　　在現有的束縛、框架中，我們能如何看這
個世界呢？我們真的能看到整個大局、甚至整
個世界嗎？如果覺得視角狹隘，如果不願被束
縛，那麼你想好了如何解鎖，讓自己得到思想
上的完全自由嗎？

　　鑰匙說不定就在你的手裏啊～

副總編輯梁柏軒

編者的話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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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可以選出
特朗普

撰文：非薄
排版：腐 phil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正好來一次對民主

的反思。

　　早已有人指出，民主制度可以「阻止在位

者太久太多的惡」。然而，一事的好壞，取決

於它帶來的效果；一事的對錯，卻是原則性的、

無條件的。單單說民主可以阻止太久太多的

惡，僅僅是從實際效果上說明民主的「好」，

卻無以說明民主原則性上的「對」。實際效果

不能決定一事的對錯，更往往毀滅了道德。要

說明民主原則性上的「對」，才能堅持追求民

主的決心。

　　一般人總以為選民是理性的，可以選出好

的領袖，但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正激起我們

的反思（本文非評論特朗普之好壞，僅欲借他

作引子）。民主制度下，選民可理性也可荒謬，

當選者亦可好可壞。這是明顯的事實。既然領

袖可好可壞，民主有甚麼意義呢？有甚麼原則

性上的「對」？

　　民主是人之理性的永恆奮鬥，是個人與社

會的拉鋸戰（此語不甚妥，屬權說）。說是拉

鋸戰，是因為在政治上多數人可以壓倒少數

人，但多數人不一定代表真理，甚至可以是荒

謬。到底是由理性的人選出理性的領袖，還是

由荒謬的領袖帶領理性的人，抑或荒謬的領袖

帶領荒謬的人……這裡有無限種可能性。民主

制度卻正正是確保所有的可能性，依於公民的

理性或荒謬而決定其國家的方向。民主是對每

一公民的考驗︰選擇理性，還是荒謬？

　　然而不論公民的選擇是甚麼，只少確保一

件事︰每個人有選擇的權利。選擇，意味着每

一人都是獨立的、擁有自主性的個體。這是作

為一個人的重擔、尊嚴和高貴。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這種考驗或選擇的權利有何價值呢？就是

支持國家社會的生命力、每一公民的生命力。

假若整個國家中只有一把聲音，大概離滅國之

期不遠矣。當整個社會只存在一個信念，最後

卻被揭露是個大謊言，社會便會立刻失去支

撐、走向崩解。極權政府以一種意識形態控制

社會，其自身是一鼓純粹的破壞力。當它掃蕩

了社會上的一切異端後，因為自身是純粹的破

壞力，沒有建設可言，最後只能轉向毀滅自身。

故極權政府「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正是如

此。假如社會上存在多於一種的聲音、信念，

即使其一崩解，仍有其他接上，整個社會仍能

保持其生命力而延續下去，不因失去單一信念

而瞬間崩潰。

　　民主制度確保多種聲音和信念的共存，從

而保持社會長久的相當穩定，更是維護每一獨

立個體的理性，或所謂獨立思考。容許各種聲

音的存在，才能保障每一主體的個體性，避免

個體被社會淹沒，以致形成暴民政治。成就各

人的個性，容許每個人各自追求其人生的終極

目的，這才是開放的、理想的社會。民主制度

保障每一個人的主體性，這是原則性的、無條

件的。若以「保障自己的主體性」為功利目的，

此實屬陋見，不足與語；又若以上所述乃過於

理想者，吾當以此回應︰對一事一物的解釋，

僅僅取決於解釋者的深度。一事一物本身不會

解釋自己，其自身內部更不具任何解釋。所有

解釋皆由人賦予，更隨着人的深度而愈加深

刻。

時
政
Politics

　　居於香港的我們其實很難
對香港政治從我們的生活割
捨，因為政治對我們的生活
有著極大且無可避免的影響，
或許我們不能直接參與政治遊
戲，但知道香港政治在發生甚
麼事無疑對我們是百利而無一
害的，畢竟我們可以從中，預
測香港的發展前途，從而對個
人未來發展作出調整，在香港
有更好的發展。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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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真．su member
排版︰逗號

圖片來源︰ Dcard

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已於 3月 26 日舉行，提醒眾科大

的讀者們，是次、下次甚至永遠的特首選舉仍然是由那個選

委會的 1194 票決定七百萬人的命運，不是公民提名，不是

全港七百萬人投票，不是普選。香港回歸將近二十年，這個

二十年裏，有人認為香港能夠回歸祖國，投向祖國從而面向

國際，為香港帶來機遇。亦有人為中港融合帶來的禍害感到

擔憂。與其在此仍舊批評制度不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

以筆者決定停筆，反正增加你們對政制的認識對日後尋找工

作也沒有幫助，科大的讀者們還是努力提升 GPA 吧，後會

無期。

行政長官選舉

無
你
份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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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upload.wikimedia.org

媒體，便沒有一個正式的媒界來進行道義宣傳。泛民尚且有《蘋

果日報》，熱普城亦有《熱血時報》和其他網台。那麼，青年

新政和本民前呢？ KOL 又是否一個可靠的渠道？眼看曾經支持

過青年新政的 KOL，現在已經光速割蓆。連在選舉前不停為青

政「打飛機」的輔仁媒體亦一早「收手」。

　　再者，「偽獨」派沒有仔細考慮香港獨立後的情況。陳雲

曾經提過：「香港與台灣不同。香港不具備完整的國家資源，

而且仍然在於中共的管治之下，國際上難以制衡，即使美國在

目前也是勾結中共而出賣香港利益。」即使香港仿效新加坡的

建國模式，仍會令國家處於危險狀態。所以在討論港獨時，必

需提及香港如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過渡成國家，並仔細考慮獨

立後如何以主權體的角色運作。陳雲的城邦論清楚指出，應該

要香港在城邦自治的過渡期間，強化香港自身的文化認同、對

外態度以及締結新的條約。締結新的條約可以永續基本法為

例，以民意作為基礎，從而推動全民制憲的運動。

　　游蕙禎在候選立法會論壇上被提問到的政綱上「開發香港

天然氣」一項，她卻表示對細節毫不知情，將自己的無知表露

無遺。除了表示香港能開發天然氣外，並無其他正常而可行的

計劃。以陳雲的講法來說：「當一群所謂革命家，想拋棄傳統，

卻不能講出另一套傳統來，甚麼都要重新開始，那就是一群不

想受到任何傳統倫理及歷史知識約束的權力流氓。」這句話說

得沒錯。

　　「偽獨」派「無料扮有料」，以激進的姿態進入香港政治

圈子，成功薰陶了不少青少年的心。結果，他們把真港獨趕出

議會，進駐的卻是毫無議政能力、對港獨毫不理解的自己。作

為一件假貨，利用污穢的手段魚目混珠，最後同樣以污穢的手

段被趕出議會，整件事就像童話故事一樣，證明了惡人有惡報。

起初被吹捧得越高，結果摔得越痛。曾經得到數萬票的民意授

權、得到議席，現在卻一無所有，成為無人問津、別人懶理的

兩位敗家，更被追討百多萬早前預繳的議員開支。可是，真正

可憐的並不是他們，而是本土派。當人們誤把他們當成「真獨

派」以及本土派的時候，便會以為「偽獨派」代表了「真獨派」

以及本土派的質素，從而詆毀他們。本土派已經被「偽獨派」

「玩爛」，得不到香港市民的認同，恐怕難以再擴張下去了……

　　這一切都不僅僅是他們的責任。曾經在補選和選舉中投票

予「偽獨」派的閣下，也是親手把本土派弄成如此粉身碎骨的

一份子。

偽獨可恥！
　　左膠如何亂世，暫且不在此文上一一列

出，皆網上已經有廣泛、有共識之討論；反

而鮮有人揭露「偽獨派」的真面目，甚至未

曾聽聞過「偽獨派」這個派別。

　　「偽獨」派，是指偽裝港獨的派別，沒

有港獨的核心價值，卻「消費」港獨的概念

來吸引支持者並自我標籤為本土派的其中一

員。沒有本土精神，卻戴上本土派的光環，

是確確切切的掛羊頭賣狗肉。

　　「偽獨」派從來沒有當港獨是他們要實

行的東西，只放出港獨字眼引起輿論，再加

上空泛和天馬行空的政綱，給予人毫不踏實

的感覺。例如青年新政的游蕙禎曾言：「政

策（綱）寫出嚟嘅嘢，唔一定要做架嘛！」。

她亦曾揚言要進行強化香港人對香港民族歸

屬感的行動，卻沒有行動的實際計劃和框架。

任何一種世界流行的民族獨立運動，都需要

在海外廣傳。例如西藏、愛爾蘭等。除了在

本地宣揚香港民族意識外，也要在海外傳達

強大的民族文化。游蕙禎未曾想過箇中細節，

只是不停在傳媒面前說空話，再把民族論放

上政綱，不停強調民族意識的重要性，但都

只是紙上談兵，完全無助於建立民族意識。

　　除了游蕙禎外，引起最大迴響的本土民

主前線成員梁天琦亦從來沒有提及如何達成

香港獨立、以甚麼形式獨立以及獨立後的打

算。港獨的形式有很多種，是香港獨立建

國？還是香港行政管治上獨立？梁沒有清楚

交代以甚麼形式獨立。打着港獨旗號、自稱

本土派的社會運動者，竟未曾提及或考慮實

現港獨的細節，只是不斷宣揚及大喊港獨，

可謂完全「離地」。在手無寸鐵的情況底下，

一味強調「勇武」、以武力推翻政權，從而

逼使中共放棄對香港主體性的管治……貌似

有效，但實不可行。解放軍擁有的是軍事武

器，坦克、航空母艦等，而本民前這個組織

連一把手槍也沒有。看來於「偽獨派」而言，

港獨只是一個口號，從未想過如何切實地實

現港獨。

　　然而，梁天琦在初二事件後的貿然冒起，

帶起港獨這股熱潮，忽爾成為港獨運動的精

神領袖。補選中他獲得不少科大少女的支持，

大力為他宣傳。連教主黃毓民也表示支持，

很難令人相信他只是一張「白紙」，一張劣

質的白紙。把本土派「玩爛」後，離譜得只

輕輕拋下一句：「我係一個 freshgrad 咋！」

然後逃之夭夭。

　　再者，以宣誓事件為例，只做無意義、

無目的的政治秀只會引起市民反感，流失支

持者。資深前議員黃毓民曾好言相向，提醒

青年新政的兩位議員不要在宣誓儀式上「玩

嘢」，因為根本沒有實際需要。真正有誠意

去實行港獨的人，應該嘗試吸引更多支持者

加入，而不是以「無成本又可以玩嘢，點解

唔做？」的幼稚手法來「搞事」，拖累整個

本土派的名譽，令其「柒」出國際。

　　相反地，主張「永續基本法，香港維新」

的熱普城以「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為競選

綱領，提倡透過五區公投來爭取全港市民的

民意授權，再在立法會提出修改和永續基本

法的議案，從而推動香港建立自治政體。熱

普城清楚地向市民擺出邁向港獨的進程，以

及行動的細節，與「偽獨派」所作所為顯然

不同。

　　「偽獨」派更沒有自己的媒體和宣傳機

器，只是靠人手擺街站宣傳、社交平台發放

資訊以及網路 KOL 打文章支持。沒有主流的

撰文：River    
排版：River、腐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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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議題自決、自決後的路線會怎樣。最後
說到公投。香港並沒有公投法，而青年新政
亦沒有打算要以議員的辭職來辦補選進行公
投。那麼，他們想怎樣公投呢？這樣看來，
民族自決只是青年新政「左抄右抄」下產生
出來的垃圾，並沒有甚麼值得推崇。

　　作為一個本土派（有人稱本土派為激進
民主派），青年新政自然行走勇武抗爭的路
線，卻於抗爭、遊行中「第一個走」。於自
己舉辦的釋法遊行當中，青年新政帶領民眾
衝上前抗爭，但梁頌恆竟率先「搭的士走人」。
作為勇武抗爭的政黨，卻不了解衝擊立法會
的路線。在衝擊立法會進行宣誓當日，竟從
立法會最封閉、最左邊的門口進入議會，不
但最不方便，亦不能增加「援兵」，「塞死
自己喺掘頭路」。由此可見，青年新政根本
不了解何謂抗爭，卻打著勇武抗爭的口號，
掛羊頭賣狗肉。

　　抄得最明顯的可謂青年新政其中一個
「口號」：世上只有我們是香港人。這句青
年新政的「口號」早源自陳雲於２０１５年
的面書貼文，意思就是我們香港人不救香港，
還有誰去救呢？青年新政把「口號」據為己
有，並加上香港民族作為描述，寫下：「香
港民族，從來都唔應該係為左其他人存在。」
抄襲了陳雲的言論，而且還加了自己黨的主
張，不但藉描述來掩人耳目，更歪曲了陳雲
的原意，行徑無恥。後來被網民發現後，立
即在帖文加上「＃ credit 陳雲」字眼，以避
過網民的審判。在２０１７年年宵時，恒管
本土學社自行把陳雲的言論印製在 T-Shirt 上
售賣。青年新政竟然厚顏無恥地熱捧恒管本
土學社的 T-Shirt，並強調陳雲的言論並沒有
任何版權。問題不在於「句嘢有無版權」，
而是２０１６年香港復興會早已為陳雲的言
論自行設計並印製 T-Shirt 和其他產品，實屬
侵犯版權。青年新政不但抄襲陳雲的主張，
還鼓勵別人侵權，根本沒有尊重原創。再者，
青年新政一直批評陳雲的論述，為甚麼要用
陳雲的論述呢？

　　青年新政對香港政壇還沒有立下絲毫貢
獻的時候，就已經憑著一句「Re-fucking 支那」
成功柒出國際。宣誓以「鴨脷洲口音」宣讀
誓言為名，討伐和激怒中共為實。這樣的行
為不但令自身被踢出議員，更「玩爛」本土
派的招牌。他們因為討厭中共而把 China 讀
成「支那」，但可曾有想過，自己其實跟「共
匪」沒有太大的差別？

　　「支那」人最出名是抄襲，而青年新政
亦與「支那人」的本性無異。他們只是一群
盲目跟風、偷取意念的廢青，以市場導向的
形式來控制政黨的所作所為。換言之，他們
看見哪樣東西受歡迎，便去追從和吹捧。簡
單點來說他們就是「跟尾狗」，為了在兩次
選舉（2015 年區議會選舉和 2016 年立法會
選舉）中得更多的票數，不惜「見好就抄」，
是劣質的政棍。

　　先從 2015 年區議會選舉說起。由於當
時正正是雨傘運動的終結，傘兵於當事來說
可謂大受「黃絲」的歡迎。冰雪聰明的青年
新政立即聲稱自己是由一眾年抗爭者組成的
組織，受雨傘運動的啟發，主打「政治素人」
牌，派九名成員進軍區議會。他們雖然自稱
傘兵，但甚少提及自己在雨傘運動中的經歷，
連平時喜歡拍片的游蕙禎亦從沒有出示任何
參加傘運時的照片，引來合理的懷疑。（我
係懷疑佢地唔係傘兵咋，無話佢地唔係。）
他們當時已經對立法會的議席唾然，稱要考
慮派人選立會補選和 2016 立法會。

　　成功以傘兵身份打響名堂後，雖然黨的
宗旨一向只是把年輕人的聲音帶進議會當
中，卻竟自稱為本土派。筆者所指的自稱為
本土派時期，要追溯至 2016 年初。為甚麼
一個毫無本土主張、沒有參與過本土派運動
的政黨會貿貿然自稱為本土派呢？因為傘運
的失敗，令人反思推動民主中國的可行性和
所須的時間，本土派議員在傘運後的立法會
選舉必定有價有市，不乏支持者。在年初旺
角騷亂的事件中，亦只見本民前和熱血公民
的成員。當在立法會選舉論壇當中被問到青
年新政在騷亂當晚的去向時，游蕙禎更「九
唔搭八」地指自己居於旺角，沒有正面回應
質詢，怕自己「偽本土」的身份被人揭穿。
而當時立法會選舉的時候除了 All in HK ( 東九
龍社區關注組和青年新政 ) 和熱普城之外，

並無其他本土派的選擇，所以青年新政只要
宣稱自己為本土派的政黨，並可以從中分一
杯羹，吸納更多的選票。由此可見，這些行
為正正是政棍所為，為的只是選票，並非真
心為本土派出一分力。連黃毓民亦在其節目
當中公開指：「我唔當青年新政係本土派！」。

　　後來為了選舉，青年新政當然把本土原
素放進自己的綱領，以魚目混珠之態進入「本
土大家庭」，從而從本土派分取選票。綱領
當中提及要增加香港人對香港民族的身份認
同。在其本土論述當中，提出以五個層面來
定對香港人對其民族的身份認同，指出只要
滿足這五個層面，才算是真正的「香港人」，
「類似」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的金字塔。
可惜的是，他們有本土的包裝，並沒有本土
的內涵。即刻三番四次用上《香港民族論》、
身份認同、主體意識的覺悟為綱領的字眼，
但沒有提及應該實際達至提升香港人的民族
身份認同的方法，只是紙上談兵。甚麼捍衛
本土文化、重視香港歷史也看似是高中生通
識卷上的標準答案，沒有在候選立法會議員
的身份切身考慮應該為選民當的事，實在與
左膠無異。

　　民族自決亦是青年新政當時主打的競選
綱領，選擇提高香港的民族意識，為自決打
好根基後，在 2021 年進行自決公投。民族
自決蘊含的是香港民族論、前途自決和公投。
即是，把香港民族黨、左膠和熱普城的主張
「煮埋一碟」，不倫不類。上面已經談及過
青年新政如何看待提高香港人民族意識，
只當是紙上談兵的話兒，談不上有實際的行
動。再者，左膠的前途自決早已被人「屌到
開花」，因為前途自決嘅空泛，又沒有實際
的效力。在民族自決當中，更沒有說明要在

撰文 : River     排版 : River、腐 phil

青政除咗識抄人，
仲識啲乜？

圖片來源：appledaily、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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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港大民研
數據整理：魚骨線插

部分數據為了單位格
式作出了調整，一
切以港大民研數據為
準。

「有時候香港不太可愛—
但我理解人們愛她的原因」：

　　有一天我有一個好朋友向我說，她在中文大學上部分課的時候，不敢用普通話回答問題，
在科大的我沒有感受到這樣的障礙（明顯因為是科技大學，而且大部分是英文授課），但是仔
細一想，我確實有些時候也不太願意用普通話，特別是在陌生的環境裡，都改用了英文。香港
甚麼時候變得這麼陌生？讓我們不敢用普通話？其實有時候確實這樣，當看到一些學校的牆上
寫著批評殘體字的話—可是那明明是我們從小到大被教育的，我們從小到大都只會寫簡體字
（我有書法很好的朋友會寫繁體字），有人告訴我一些香港人討厭「普通話」，認為是「沒素質」
的人說的話，可是這是我的母語（mother tongue)，儘管我從小也有學英文，知道那個是「比較
有素質」，比較「有力量」，「走遍全球」的話，但是那畢竟不是我的母語。在我生活過 18 年
的地方，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說的話寫的字有甚麼問題，但是到了這裡，有時候，我不太確定
可不可以寫簡體字，不太確定可不可以講普通話。甚至不太敢承認自己是內地人—因為甚麼？
作為學生的我，給不了很好的答案，但是我也試著努力了一下。

　　今年已經是香港大學民意網站發起市民身份認同感調查的第 20 年，從 1997 年開始，港大
民研（HKUPOP）每半年在其網站上更新調查報告調查香港市民對各種身份的認同感。該報告十
分詳細地統計了香港市民對於「中國人」，「香港人」，「中華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民」，「世界公民」，「亞洲人」的認同感以及重要性。在各組數據的比對之中，對於「香港人」
的身分認同感始終在 7-8（10 分為滿分）之間註一，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在 7-8（10 為滿分）
之間註二，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認同感則在 50-70（100 為滿分）之間註三，該數據甚
至低於對「世界公民」身分的認同。近幾年來，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分認同度處於較低
水準。  

　　香港社會的這一特點，可能增加了在
港陸生融入香港的困難。香港人近年來對
大陸的抵觸情緒，或多或少影響了部分大
陸與香港學生的關係。除了與港人在身分
認同上的一些差異，大陸生還面臨著語言
不通的障礙。根據前幾年南都週刊對在港
大陸生的採訪，許多大陸生認為聽不懂、
不會講粵語是無法融入香港社會的一大原
因。粵語與普通話的差異甚大，對於從小
不曾接觸粵語的大陸同學來說，學會聆聽
和講粵語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儘管許多
學校開設了語言課程予以幫助，一定程度
上讓部分大陸學生懂得日常會話，但在絕
大多數情況下，為了溝通和交流無礙，大
陸學生都寧願用普通話交流。其實在香港
求學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語言不通是正
常現象，不會講粵語並不構成大陸生的特
殊性。實際上，大部分香港同學對大陸學
生的看法是不帶偏見的，在香港多元的校
園組成之中，大陸生不過是非本地生中的
一分子。實際上，直到某些社會事件的發
酵之前，大陸生作為群體身分的特殊性，
並不顯著。         

　　除此之外，還有媒體的報道。在 2013
年，在港就讀本科的內地學生首次成為大
陸與香港兩地媒體的爭議焦點，即劉丁寧
事件。一些媒體借這位高考狀元退學為題，
開始描述他們眼中該團體的形象，劉丁寧

理解之難與理解之貴

撰文：逆鱗
排版：腐 phil

註（資料來源）：
註一：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hkcitizen/poll/datatables.html 
註二：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ChineseNation/halfyr/datatables.html 
註三：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RepublicOfChinaIndex/halfyr/datatables.html 

從香港大學退學，這成為大陸學生「難以
融入香港」的一個例子。也許就在此時，
大陸學生被拖入了媒體的注意之中，並在
之後中港矛盾達到高潮時獲得了更多關
注。在媒體集中報道一段時間後，大陸學
生作為一種「不和的」群體形象，似乎成
了一種慣例。每當中港兩地產生激烈矛盾
時，各方媒體都會給予大陸學生「特殊關
照」。在某些事件逐漸發酵的過程中，這
種「特殊性」讓大陸學生或多或少地感覺
到了不適，誇張的說，中港兩地的矛盾像
籠罩大陸學生生活的一層陰霾。許多大陸
生漸漸感覺到，自己被作為特殊群體看待。
在各大高校中發生的意外中，某些人經歷
了輕微甚或嚴重的言語歧視，港大朋友就
曾告訴過我她的好友在結算單據的時候被
無端罵「垃圾」，而這些 deviant behavior
又可能繼續成為媒體的焦點。媒體的關注，
使大陸學生作為一個群體的特殊性越加顯
著了—在香港的大陸學生漸漸認識到，
在香港上學並不只是學習這麼簡單，他們
有可能會被當作整個中港矛盾敘事的一部
分。在該敘事演進的過程中，隨著敘事達
到高潮，大陸與香港兩個團體的分別開始
越來越明顯。以香港大學學生會競選中「葉
璐珊參選受爭議」為例，以學生會為根據
地的本土社會力量將大陸學生視為某種意
義上象徵「紅色政權」的滲透者。本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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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的共同意見，並不是任何主義可
以壟斷的事情。於是，這樣的一種價值處
於待挖掘狀態，將兩岸三地的人們真正一
同包容起來的那「一股繩」（龍應台語）
仍然沒有被找到。估計可能永遠找不到。
於是聯繫緊密而又彼此分割，相互熟悉卻
又難以置信的陌生將會持續下去。

　　歷史遭遇的不同與現代化進程的不同
手牽著手，也許是許多議題理解上「步調」
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所以更加加深了一種
以地理邊界為分割，以政治系統為顯著區
別，被愈加激烈的「團體自覺」所塑造的
彼此區別的社會體系。這些分別無不貢獻
著群體想像自己以及想像他人的素材。

　　而同時，歷史是完整的，不可以憑藉
喜好而丟棄，如果將對某個群體的想像完
全基於某一段歷史，那麼所得到的一定是
片面的刻板的印象。可是完整的看待彼此
的歷史，又是十分困難的，也許目前，記
住這種複雜性，然後也許我們可以更好的
展開對今天問題的探討。比如許多人想起
大陸，中年一輩的可能會提到八九年的武
力鎮壓，認為中共政權充滿了血腥，但是
卻忽略了改革開放的黃金三十年使得許多
人脫離了貧困；更老一輩的也許會談到十
年文革，但卻忽略了近 20-30 年來中國政
府在促進全民教育上做出的巨大努力。有
人為現在的中國自豪，願意為內地的身分
而驕傲是可以理解的，有人厭惡中國政
府，厭惡偽善的中共獨裁也是可以理解
的，但是讓他們坐在同一張桌子旁好好聊
一聊，明白彼此的理由，瞭解對方的故事，
也許只是個奢望。

　　我們必須承認，許多社會問題的引發
原因並沒有如此深刻，有可能來自於大陸
「水貨客」對香港物資「不公正」地「掃
蕩」，有可能來自於前幾年奔赴香港生小
孩的大陸母親擠佔香港原本緊張的育兒資
源，有可能是大陸遊客在香港「亂哄哄擠
成一團穿行於各大奢侈品店」引起的不適
感。這些社會事件，難以用「社會發展程
度不同」作解釋，也不是一個讓人信服的
解釋方法。關於如何看待這樣的事件，網
上已經有了很多討論，有時候也許只能感
到遺憾。不過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定不是
「大陸人沒有素質」，「大陸人是蝗蟲」

這些描述能夠解釋的。而且，有時候運用
不當的語言容易讓事情走向無法解決的極
端。也許香港本土自決的動機或多或少地
與這些情緒交雜著。香港本身已經有很多
社會問題亟需解決，如果大陸人的出現反
而惡化這些問題，再加上大陸政治系統歷
來被世人詬病的不民主，不公正，那麼大
陸人不被待見也就可想而知。

　　從大陸來香港進修的大陸學生或多或
少遭受無端的指責，或多或少與這些有
關。經歷了雨傘運動的香港社會，目前也
許正處在較為分裂的階段。而主流的聲音
都避諱談及社會的分裂，而比較喜歡將社
會作為一個整體，強調整體性，但有時候，
群體之間存在的誤會與分歧如果不加承
認、重視，那麼問題將更加難以解決。當
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很有可能會將分裂
放大，引發更大的矛盾。大家都害怕談到
社會 falling apart，因為我們都希望生活在
一個彼此之間聯繫緊密，互相關懷的社會
當中。但是當我們有理由相信社會 falling 
apart 的時候，更不應該視而不見，而應該
尋求解決的方法。這是目前香港面對的挑
戰。其實也是兩岸三地面對的挑戰。

　　 正 如 美 籍 台 灣 研 究 者 Hsin-I Sydney 
Yueh 在她的學術著作撒嬌一代中所指出
的那樣，內地社會與台灣、香港社會的差
異應該予以足夠的分析。雖然在文化上三
地分享了許多共同的資源，具體來說，有
一大部分共通的文化符號，但是，必須承
認，差異相當的顯著。不僅有地理上的間
隔以及政治上的不同，更應該注意的是，
三個群體其實可能早已形成了屬於各自的
文化。如果粗淺分類，那麼將其區分為三
種文化也是合理的。在這樣的情形下，溝
通與交流即使在分享相同語言，相同生活
背景下也有可能存在障礙，可以視為一種
跨文化交流吧。在社會矛盾激烈的時候，
社會力量有可能介入加深這些分隔，（作
一個未必恰當的比較）正如特朗普在去年
大選中借用種族問題發難一樣，某些「公
知」，「政治人物」也會利用這些「文化
空隙」煽動群體情緒。其實大中華地區的
問題更加複雜，因為一方面好像大家都
「同根同源」，都是「中華兒女」，區別
可能不像美國的「WASP 白人」與「棕色

港的許多高校宿舍資源，獎學金分配等等
就未必充足，有時高校擴招大陸學生，進
而一定程度上壓縮本地生的資源，某些時
候有人也會將大陸學生視為「香港教育資
源的掠奪者」，大陸學生在香港承受了中
港矛盾輿論氛圍帶來的壓力。

　　一方面是香港社會很明顯的對內地政
府的不認同，另一方面是媒體力量對內地
生群體有意無意「特殊化」的對待，再加
上文化語言等方面的差異，內地學生的身
分真的有可能被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了出
來」。而這種孤立，在某些社會環境下，
是矛盾產生的導火索。

　　在對抗力量下誕生的群體，往往更加
緊密團結，但也更容易走向極端。中港矛
盾中的各個團體，或多或少受了這一社會
效應的支配。香港的大陸學生群體也不例
外，他們是一個被各種敘事塑造的「想
像」群體。在香港人自決情緒高漲的近幾
年來，某些本土情緒行為，不太正當地發
洩在大陸生身上。隨後，關於這些極端行
為的報道，又為群體之間的想像貢獻了素
材，進而產生更多的誤解甚至是敵對情
緒，這些情緒又會因加強了各團體的自覺
意識而變得更受歡迎。所以不管是大陸學
生還是香港學生，都有可能對彼此存在誤
解，並且樂意接受。

　　我相信，能否消除誤解，取決大家是
否願意互相瞭解。陸生與香港學生的不
同，或多或少也體現了兩地政治、社會、
文化環境等方面的差異，或對未來想像的
差異。而這絕不僅僅是全貌。想要完全地
捕捉這種不同—也許只能依循更加複雜
的思路探索。            

　　有一些不太容易察覺的不同或多或少
被龍應台事件展現出來了—即交雜了身
分認同，價值取向，歷史觀點的敘事分
歧—作為不同文化——社會背景產物的
人們對於某些似乎「板上釘釘」的事實的
不同理解。而這個，也許可以做為文化與
社會力量塑造人的判斷的一個佐證：

　　近期龍應台在香港大學關於「歌的回
憶」的演講在兩岸三地的論壇裡引起了不
小的震盪。相信留意論壇的人們會注意

到，大陸的許多網民將之放在大國崛起的
民族革命敘事之中，認為大家異口同聲唱
「一條大河波浪寬」有著愛國主義意味，
輔以民族自豪感。

　　歷來在兩岸三地的人眼中，各自對革
命英雄主義的敘事有不同看法。她認為，
這樣的分別可以體現在人們記住這首歌的
方式上，以及不同的人對這首歌的不同反
應。不過，此情此景下，至少在視頻直播
之中，似乎區別並不明顯—龍女士沒有
意料到，在合唱這首歌當中，不同社會團
體表現出一致的默契。面對剛剛經歷了雨
傘革命的香港，也許「勇氣」是龍應台能
夠做出的唯一解釋。

　　有時候，我們真的會因為兩岸三地所
擁抱的不同價值，以及不同的主流政治主
張，而以為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一切都必然
指向不同，以為在大多數與政治相關的議
題上，兩岸三地都不會走在一起。但是就
在這個大禮堂裡，在一場被侵略的集體回
憶中，兩岸三地的人們都或多或少感到了
互通的、強烈的民族情緒。敘事的不同，
絕對不是一個一刀切的簡單問題。

　　龍女士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比喻—
「大河」。中華文明彷彿一條「大河」一
般，也許源頭是聚集的，但隨著行進道路
的多變坎坷，過了不同的岔路口，到達不
同的終點。現在的問題是，已經產生的分
歧到底是甚麼？這種分歧又正在以何種方
式存在呢？是否存在將這些分歧（無論是
文化／社會甚至政治意義）的存在，轉化
爲某種大家習以為常、互相尊重的政治「正
確」的可能呢？至今，不同的集體，由於
歷史遭遇，社會發展不同而產生的不同的
群體觀念如何相容，是沒有快的答案的。
也許有人會認為，美國式的民主模式是好
的答案，甚至是唯一的答案，但也許有人
會質疑這種模式的可操作性，認為其是否
具有 absolute correctness 是可以爭辯的話
題。也許有人又認為應該要回歸到傳統文
化，比如儒仕的精英政治與儒家的和諧理
念中，也許還有人認為經濟發展是最重要
的，社會治理只要能夠為經濟發展開拓道
路掃清障礙就好了。如何在兩岸三地的不
同文化／社會場景中取得看待中華，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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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種」大；所以這樣讓人容易忽略彼此「背
後的故事」，而將對自己的要求理所當然
的加到了對方身上。忘記了去聆聽他人的
故事。在一戰二戰之前人類學者已經告訴
我們要公平的對待每一種文化，尊重每一
個人群的「群體經驗」，在我們覺得自己
比別人的文化更加優越的時候，有可能就
帶著有色的眼鏡。我們已經聽到了太多的
互相指責，但是缺乏的仍然是那一樣寶貴
的東西—理解。

　　花一點時間理解彼此的故事，理解彼
此行事的理由，也許也是一種功課吧。有
一次，我的好朋友跟我說：「欸，我覺得
香港沒那麼可愛欸。」我問她為甚麼，她
說她那時候在中文大學上課，老師用粵語
授課，還偶爾挖苦大陸政府，而她沒辦法
用粵語回答問題，又不好意思開口講普通
話。過了兩週，她又告訴我：「其實老師
挺好的，她這一次主動用普通話問我，鼓
勵我回答問題。問我從哪裡來。」

　　我們需要的是甚麼？

　　是時間。兩岸三地的人們分開了走了
那麼久的路，互相理解起來需要時間。有
時候社會的進度太快了，讓我們沒有時間
好好理解彼此。如果正如龍應台演講所揭
示的，對於一首歌的理解都可以那麼的複
雜多樣，我們又怎能奢求三地的人們完全
理解彼此呢？

　　「欸，有時候香港不太可愛。」

　　我頓一下：「也許呢。但我理解人們
愛她的原因。」

　　如果能把大家帶到一張桌子旁坐下來
好好聊一聊，這也是不錯的開場白。

圖
片
來
源
：

w
allpaperbetter.com

校
園

Campus

　　對於校園生活，你有多少
想法？不若看一些別人對科
大、科大學生會的看法和一些
你未必知道的資訊吧。說不定
你會獲益不少。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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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程序
　　屬會委員會控告屬會，會填寫〈L1 
- Writ of Summons (Criminal)〉， 列 出 其
控罪，並遞交予仲裁會，屬會委員會可
選 擇 是 否 遞 交〈L2 - List of Evidence〉
以提交任何證據。仲裁會會要求被控
告 的 屬 會 到 仲 裁 會 辦 公 室 填 寫〈L4 
- Acknowledgment of Service of Writ of 
Summons (Prosecution)〉 以 表 示 知 道 自
己被控告。被告通常會同時填寫〈L11 - 
Dispute about the claim〉，以表示是否同
意原告列出的事實（dispute of fact）和是
否認罪（dispute of law）。若被告不同意
原告列出的事實，屬會委員會必需提交
〈L2 - List of Evidence〉以列出相關證據。

　　之後，仲裁會會提供七個審訊時間，
控辯雙方須在三個工作天內揀選至少其
中四個舉行鈴訊（通常會在同一天，且
多在六時後）。仲裁會通常只會在控辯
雙方任一方可以證明所有相關人士（如
屬會幹事）皆不能出席仲裁會提出的七
個時間段，仲裁會才會提供另一天的時
間段以供選擇。

　　而如果控辯雙方沒有在限期遞交文
件或選聆訊的時間，將構成藐視仲裁會。

　　 而 控 辯 雙 方 亦 應 在 開 庭 前 填 寫
〈L6 – Defence〉 和〈L10 - Appointment of 
Representative〉。前者是列出被告的抗辯
理由，後者是雙方向仲裁會指出誰會代
表控辯雙方出席聆訊。

　　若被告在 L11 沒有指出不同意原告
列出的事實，聆訊開始後，控方會先陳
述案情，仲裁員會詢問被告是否同意原
告提出的敘述以及是否認罪，且請被告
提出抗辯理由或求情理由。最後，仲裁
員會就被告有沒有案底和案件情況作出
口頭判決。

　　口頭判刑後，仲裁員可能發現判刑
太重或太輕，而對刑罰略作調整，確切
的刑罰輕重以書面判決為準。而仲裁員
將在聆訊日十個工作天完成書面判決。

　　判刑後，如原告或被告認為定罪不
妥，皆可要求仲裁員再次考慮是否合理，
或直接申請上訴。

　　上訴則是遞交〈L12 - Application for 
Leave for Appeal〉，向仲裁會申請上訴。
申 請 被 接 納 後， 申 請 人 需 填 交〈L13 - 
Application for Appeal〉，上訴程序將正
式開始。

重要：
　　 很 多 屬 會 搞 不 清「dispute of fact」
和「dispute of law」的分別。「dispute of 
fact」指的是不同意控方提出的所謂事
實，比如甲學會被控沒有在限期前交幹
事名單，但其實此屬會在限期前交了的，
那 就 是「dispute of fact」。 而「dispute 
of law」則是被告同意控方提出的所謂事
實，但不認罪，比如甲學會較內務守則
列出的限期，遲了交幹事名單，但是有
一些法律觀點如屬會委員會的行政失當
（maladministration）；屬會委員會說過
寬限幾天，在那幾天內甲學會交了幹事
名單，但屬會委員會莫名控告甲學會遲
交，甲學會不認罪，那就是「dispute of 
law」。

　　 而 屬 會 如 有「dispute of fact」， 就
需在 L11 提出，因為仲裁會需要召開陪
審團，會議由七或九個陪審員就有關事
實 判 定 被 告 有 沒 有 罪。（ 陪 審 員 時 薪
七十五元。）被告若到在聆訊期間才提
出有關爭議，仲裁員將不會接納。

 　　其他：由於執行上的困難，刑罰
通常會在判刑後三個工作天實行，比如
暫停屬會資格和申請場地等。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

COURT1002

　　延續上一篇文章《COURT1001》，
這篇文章會主要講述仲裁會的審判程序
和過去一年的刑事案。

　　首先，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刑事案
的控方必需是評議會屬會委員會，而刑
事罪行均於內務守則中列明；當學生會
屬會違反了內務守則，評議會屬會委
員會將控告該屬會，如沒有涉及事實的
爭議（比如屬會準時交了內務守則所要
求的文件，但屬會委員會指未有依時繳
交），仲裁會將根據案件情況和案例判
刑，而判罰一般為︰暫停屬會資格、暫
停以屬會名義申請使用場地或設備、暫
停屬會津貼、暫停使用屬會郵箱等——
各判罪有最高刑罰，並列於內務守則刑
罪部分。

　　需要留意的是，當甲學會被判暫停
屬會資格半年，則於半年之內，甲學會
不能舉辦任何活動、使用屬會資源如電
郵（不是重點）。而，儘管甲學會內閣
於四月換屆——假如刑罰未完結——暫
停屬會資格的刑罰仍然生效，新屆甲學
會內閣幹事仍不可舉辦任何活動、使用
屬會資源。因為於此案件中，被罰者是
甲學會，甲學會被視為一個法定個體，
刑罰不會因換屆而有任何改變。

　　此外，編者特提醒各屬會要留意自
己屬會憲章的同時，必須留意內務守則

中的規條，尤其是第十八節第一章和第
二章，於限期前向屬會委員會提交屬會
幹事名單、屬會憲章和其過去一年的修
訂、財務報告及會員名單。縱觀過去一
年仲裁會處理過的案件，大多出於未有
準時提交上述文件出現。編者相信屬會
幹事皆希望能在任期內舉辦所有列於年
度計劃的活動，被判刑的話，活動可能
不能如期舉辦。屬會幹事之前投放的心
機和時間可能就這樣白費了——多不值
得。 

　　學生會會員亦有權入稟仲裁會申請
禁制令；假如會員認為幹事會宣傳期攤
位分配不符憲章或其他規例要求，或該
分配不符公眾利益，會員有權入稟仲裁
會禁止該平面圖實行。仲裁會將衡量此
禁制令為各持分者帶來的影響，包括被
告和公眾利益，從而考慮是否批出禁制
令。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內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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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是案件 CFCM/15/16，判決
屬會空手道學會違反內務守則第十八節
第一章的案件。首先，空手道學會要求
更改聆訊日期，原因是一代表在聆訊
當日有事要做，無法出席。然而，仲裁
會以空手道學會其他幹事或代表應可代
之出席為由，拒絕空手道學會的要求。
（Unless the Defendant is able to prove 
all other possible delegates have legitimate 
reasons to be absent from the hearing, 
otherwise the ground shall be dismissed.）

　　後來空手道學會指出，該會獲評議
會批準延遲提交相關文件（The Council 
has received your submission. Your situation 
is well understood.）。然而，仲裁員指評
議會沒有任何法律權利批准遲交文件，
有 關 做 法 並 不 恰 當。（From the above 
legislation [Internal Regulation 18.1] I do not 
see the Council has any legal authorities to 
allow discretion.）因此，這不能構成被告
無罪。

　　最後，空手道學會辯稱內閣交接出
現問題，以致遲了交文件，望仲裁員諒
解。仲裁員則指，交接出現問題是屬會
的內部事項，當屆屬會仍有責任遵守內
部守則，準時遞交文件，因此這不是構
成被告無罪的理由。

（案：希望大家看過這篇文章會對仲裁
會和審訊有更多了解。不知會不會有
《COURT1003》，有緣再會。）

仲裁會網頁，截於三月二十一日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
仲裁會網頁

　　其他：刑罰同期執行的問題。當
仲裁員認為兩項罪行是同類的，以因違
反內務守則中的第十八節第一章和第二
章，分別判取消屬會資格四十五天和
六十天為例。部分仲裁員會認為兩者都
出於向向屬會委員會提交文件時之錯誤，
是同類罪行，刑罰可同期執行，實際執
行上會取消屬會資格六十天。然而部分
仲裁員則可能認為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期
限不同，一個是六月第二個星期五和一
個是十月尾，而不是同類罪行，刑罰不
能同期執行，實際執行上會取消屬會資
格一百零五天。

判刑
　　仲裁員在判刑時，除了考慮有沒有
犯罪記錄外，亦會考慮被告求情，比如
感到悔意、此次犯罪是無意的、（以被
控違反第十八節第一章或第二章為例）
在聆訊前已補交了文件，而考慮減刑。
然而每個仲裁員對判刑的考慮不大相同，
比如部分仲裁員會認為在聆訊前補交了
文件，顯示被告有悔意，盡力彌補錯失，
因而減刑；也會有仲裁員會認為在聆訊
前補交了文件是應該的，如果尚未提交，
反而成為加刑的理由。

　　籠統而言，是否考慮求情理由屬於
法 庭（ 仲 裁 會 ） 的 酌 情 權。 仲 裁 會 並
沒有義務，亦無須根據判案先例（stare 
decisis）來考慮是否接納該項求情理由。
仲裁官只需從其主觀角度，判斷該項求
情理由是否合理。即便是相同的求情理
由（如感到悔意），法庭會根據個別案
件的因素而決定是否給予減刑。而，公
職人員如評議會主席和陪審員犯罪，如
藐視仲裁會，將會被重判，比如直接取
消學生會會員身份。

 案件例子
　　以下將以一些具代表性的案件，
確實地向大家講解一下。

　　第一個例子是二零一六年九月十
日頒發的仲裁會命令（Court Order）。
當時此命令是就着評議會副主席吳庭
恩藐視仲裁會一事，而判決暫停其學
生會會員的身份而作出的。其時，吳
庭恩的學生會會員身份被褫奪，因而
失去了上訴的基本權利；此舉有損被
告方的權利，明顯不合理。加上仲裁
會認為此懲罰已生效一段時間，已具
阻嚇性，可收回刑罰。因此，首席仲
裁員頒布永久暫緩執行令，暫緩執行
「褫奪其學生會會員身份」一舉。

　　第二個是案件 CFCM/10/16，判
決屬會知行大中華違反內務守則第
十八節第一章的案件。知行大中華
的代表在庭上指出訂立刑法（內務守
則）的原意應非向屬會施加技術困難
（impose technical difficulties）的，他
表示只要屬會清楚明白內務守則的要
求，並願意遵從法例，仲裁會是不應
對屬會頒下刑罰。仲裁員表示內務守
則清楚列明有關要求和相關的罰則，
且仲裁會沒有權力解讀條例訂立的原
意，仲裁會只會按照條例字面意思判
被告是否有罪以及刑責有多少，因此
此辯解是無效的。（The Court has no 
right to interpret the law in a purposeful 
manner, but shall take a literal manner 
so as long as there are no ambiguities.）

（編者：如果是有遵守內務守則的話，
就不會犯第十八節第一章啦，不覺是
自打嘴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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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在任何階段都有不同的困難。人的情緒時有起伏，實乃人之常情，我們畢

竟只有二十歲左右，人生閱歷和心智都不會太成熟。有時可能陷入一段長時間的情茫或低

落，感到無助，甚至無力承受；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偶爾認識了學生輔導中心，我們遇到困境時應該做些甚麼？學生輔導中心又會如何協

助學生克服困境呢？

科大學生通常會在二月一日以及九月一日開學，而經常會在這兩日的前後，在社交媒

體上看到很多負面的言論，編者直言自己每當這段時段，都不禁會質疑自己讀書到底有甚

麼意義呢？開學後每日忙忙碌碌又是為了甚麼呢？為了未來？我有未來嗎？

相信跟我有同樣想法的學生為數不少。學生輔導中心指出，這類想法往往是因為生活

狀態的大幅改變；在長假期的閑息生活之後，一下子要上學，一下子要再面對學業的壓力，

社交的挑戰等。這當中施加予自己的壓力可能會讓人一時之間掉進情緒低谷，對人生感到

無助和迷茫。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這些負面情緒呢？除了尋求專業人士如學生輔導中心的協助，同學

可以找身邊可以相信的人傾訴，向他們訴說生活中的壓力、徬徨，獲取一些協助或安慰。

同學亦可參考一些處理壓力的資料，比如看學生輔導中心網頁提供的書刊及資料 [1]，了解

自己處於甚麼情況，並認識一些減壓的良方。或做一些網上評估 [2]，透過簡單的自我評估

工具，及早了解自己的心理狀況，並在有需要的時候尋求專家的協助。中心指出同學應該

面對自己的正負面情緒，「Be true to your feeling」，辨識自己的情緒和精神狀況，學會享
受正面的情緒，亦學懂調節自己的情緒，讓自己盡快從負面情緒中走出來。 

問及學生輔導中心如何辨識哪些學生的情況有潛在問題，或需要中心的協助，學生輔

導中心指出已透過不同途徑希望盡早介入、協助同學，當中包括與學院及其他部門合作，

例如當有關學生成績大幅下滑或長時間聯絡不到，學院或部門就會把有關個案轉交學生輔

導中心共同跟進。此外，要發現學生的心理困擾，更有賴同學的幫忙，比如在日常生活中，

發現身邊某些朋友可能需要心理輔導，可嘗試聯絡學生輔導中心安排約見，或直接帶該同

學到學生輔導中心。

成長、放鬆、學習，
你從不孤單

[1]：
學生輔導中心提供的有
關情緒、心理健康等資
料，可供學生參考

[2]：
學生輔導中心的問卷，
同學填寫後可快速看到
其心理狀況，了解自己
的心理健康。

[3]：
學生輔導中心所出版的
書刊《心寬同路》第三
期。

另外，學生輔導中心亦會在考試前，以電郵邀請

學生填寫網上評估，並留意學生的評估得分。若分數反

映同學受到一定的情緒困擾時，網頁會邀請同學去學生輔

導中心進行輔導，緩解壓力或給予建議。根據不同程度的壓力

及困擾，中心會電郵或直接致電有關學生加以慰問。

問及科大學生的壓力來源，中心指出主要來自不同方面，部分科大學生的壓力

水平主要處於良性壓力（Eustress），這樣的壓力能激發學生的動力和衝勁。但當自問未能
處理心理壓力或生活困擾（Distress）時，同學可向中心求助。中心亦強調，同學不一定在
精神有相當壓力下才求助於學生輔導中心。即使沒有心理壓力，同學可隨時找學生輔導員

聊聊大學生活，比如如何談戀愛及認識多些朋友等。

學生向中心尋求協助的原因，主要有六大類︰第一，未能適應大學生活，或不太能適

應大學的節奏；第二，情緒的問題，如焦慮、失望、過度緊張等；第三，學習的挑戰，比

如不能應付大學的作業和考試；第四，個人成長的困擾，比如戀愛的煩惱和對人生方向感

到迷茫；第五，社交生活的困難，比如結識朋友和維繫友誼；第六，家庭的問題，比如父

母之間的矛盾和家庭的困難。中心指，大多尋求協助的學生都有多於一個的壓力來源，而

上述六類原本就互相關聯。

中心指出大部分學生日常中難免有些情緒的起伏，有些時候，可能因為現實和期望有

所落差，中心建議學生因應情況調節情緒或預期，從而提升調控情緒的能力。

在處理學生的求助時，學生輔導員通常會問同學若干個問題，比如成長背景、對生活

和學業的期望，以了解同學的背景，有時甚至發現，同學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其壓力來源和

困擾。其後，學生輔導員會與同學一起按問題的輕重排列，逐一進行心理和情緒的治療。

一般而言，治療會在學生和學生輔導員兩方都認為問題已得到解決了，才會結束輔導。整

個輔導的需時因各個案的情況而定，由數星期至數年不等。

中心特別介紹自己出版的《心寬同路》[3]一書，此書已出版到第三期，內容主要是曾

經向中心尋求協助的學生，以過來人的身份訴說自己的經歷，藉此希望同學從中有所得着，

並能在面對困難時相信學生輔導中心能夠幫助自己。

中心又特別在個人私隱上列明，所有對話內容及資炓均

不會在未經學生同意下向外透露—發現學生有傷害自己或

他人的情況則除外。學生輔導中心每個房間都是隔音的。學

生都是成年人，中心指學生有權選擇把自已的私隱保密的。

因此，中心強調即使家人主動要求，中心都不會透露任何資

料；如有需要，中心甚至會指導家長與子女溝通

的技巧，比如聆聽的重要和關心其感受。

可見，中心的保密工作是相當好的，同

學可放心找之尋求協助。

《心寬同路》第三期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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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特別提出，中心已引進二十四小時的求助熱線，在中心非辦工時間，或同學因個

人因素未準備好與學生輔導員面對面傾訴的時候，同學可向之傾訴自己面對的困擾。同樣，

熱線的輔導員着重同學的私隱，未經同意之下是不會向外透露任何同學的談話內容及私

隱。

學生輔導中心致力透過不同渠道向學生宣傳輔導服務及活動，又透過不同的宣傳品，

例如揮春，聖誕卡等宣傳途徑。中心希望讓學生了解其存在，並在有需要的時候會想到向

之尋求協助。

其實除了學生輔導中心自身，學生尚有不少渠道尋求協助，如院方的朋輩導師（peer 
mentor）以及朋輩的支持等，都讓同學可以盡早向其信任的人求助。

踏入大學，學生應開始認識自己的性格、興趣、價值觀，學會面對自己的不足，就着

自己的想法訂立長中短期目標。中心亦指出人生的目標可能會隨着個人成長而改變，比如

中學時的中軸是公開試，而大學時的中軸可能變成就業。同學要理解自己有些時候會迷茫，

中軸的改變會讓人暫時感到無所適從，人生的意義亦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找到；同學在迷

茫的時候，可以靜下來，冷靜一下，找人傾談，也可聽或看一些別人的經歷，作為參考，

以助自己尋覓自己的人生路。

中心會於三至五月舉辦不同活動，例如「Take a 
Smile」, 「A Moment of Self-Compassion」，助學生面對
大學生活及考試期間會遇到的挑戰。又例如透過音樂 
(Busking)、話劇（Drama）、治療犬（Therapy Dog）來校，
期望能為學生與之接觸時，能紓緩情緒。

人生漫漫長，迷茫是正常事，甚至可以說是必須的，

畢竟誰的青春不迷茫？

但別忘了，你有需要的時候，你身後有人支持你，給

予你力量和信心。

You Never Walk Alone.

Counseling and Wellness Center學生輔導中心

Rm 5003
Website: counsel.ust.hk
Facebook: facebook.com/Counselinghkust
Phone Number: 23586696
Email: counsel@ust.hk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學生輔導中心

　　上莊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新生都有種覺得不上莊就等於沒讀過大學的想法。

　　為甚麼呢？

　　即將上莊的人大多不大清楚上莊的原因，除了為住 hall，問要上莊的人上莊的原因，他

們大多答的是為了會員服務和累積經驗。很少會有較確切和個人一點的上莊原因。為了會員？

整支莊的人大多是大一，接觸那個屬會只有短短一個學期，請問是如何在這一段短的時間建

立了歸屬感，又覺得自己要為其他會員服務而上莊？怎麼感覺像是一個邪教，一切都是為了

神？

　　為了當中的經驗？上莊可得的經驗可在其他由學校提供的機會都可以獲得，完了還可以

得到證書甚麼的，見工時比上過莊更有價值。如果是為了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經驗……是為

了得到做 Dec 或 Chanting 的經驗？會有人為了這個而上莊？我很懷疑。

　　問心，上莊到底是為了甚麼？

　　其實上莊吃力不討好，做得好是應該的，做不好要捱罵，勞碌一整年，到底是為了甚麼？

　　想想，在整個宜傳期中，你花了多少錢，你花了多少時間？在二月中整個生活核心是上

莊，投票過後，你要應付火燒眼眉的 quiz、mid-term、group project。之後，你要在本身就很緊

湊的時間表中，擠出時間來做莊務。一年過後，你讀書時間少了，成績可能低了，而你又得

到了甚麼？ hall 位？

　　對於 hall 分，我認為這不是對上莊人的獎勵，而是補償。他們為屬會花了無數個小時，

為學生的大學生活之體驗作出了貢獻，給予他們 hall 位，減少他們來回學校時間只是一個非

常少的補償。上莊人的付出有誰看見，他們的回報夠嗎？為甚麼有人認為上莊不應有 hall ？
沒有 hall，唯一的補償走了，還有人上莊嗎？住得不算很遠但又算不上近（距離分三、四十）

的人會上莊嗎？

　　當然，我不是表示上莊就可以隨便做錯。在付出了努力、盡力了，有過失當然可以體諒。

很多事都是要犯了錯才會學懂，很多事我都是在臨落莊才明白的。

　　所以，對於新莊，上莊乃至老鬼都是很重要的，知識傳遞、經驗的傳承可以讓新莊少走

冤枉路，少犯前人犯過的錯，可以更快的成長。上莊不止一年的，落了莊，你還是有責任的。

你不能就這樣讓他們由零開始，把所有上莊犯過的錯犯一遍，屬會是成長不了的。

　　上莊的那一年是屬於現莊的，老鬼給予建議當然是好的，但也不可過份干預。如果你很

想干預，想他們跟你說的去做，你怎麼不上莊呢？你以一個老鬼的身份在指手劃腳是為了甚

麼？是為了在現莊身上體現自己的存在感？

　　對於每一人，上莊的意義都是不同的。上莊一年勿忘初心，但何謂初心？你問一問你的

心，上莊是為了甚麼，不要留待日後做莊務是因為壓力或責任而做的，這會相當辛苦的。希

望新莊們，可以在上莊的這一年有所得著，莊員是很特別的，記得珍重之。

　　勿留遺憾，互勉之，祝好運。

關於上莊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

圖片來源：join.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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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 recall going to NTU for learning trip 
where we were gree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ir student union who took us around 
the campus and also provided us a glimpse 
into their work style and functioning. The 
difference that I observed was that the 
students had much more interaction with 
professors as compared to our university. 
They took up various issues with professors 
regarding problems in studying facilities or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like the shuttle bus. 
Our societies are rarely in contact with the 
professors and there is no regular meeting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that students are facing. 
Student Union is the only platform which acts 
as an interface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ut 
I have not seen any potential source where all 
students can voice their opinion and can reach 
out to the union regarding their problems, this 
is where the departmental societies can reach 
out to students from respective departments 
and submit a report to the union which can 
contact the professors for amendments and 
changes. Also, there are societies in NTU 
which aim to promote charity service and they 
did that without compromising on the fun and 
enjoyment of students. Like their NTU fest 
raised huge amount of money and also gave 
students opportunity to socialize and enjoy 
in between their hectic schedule of studies. 
Their student bodies organize frequent dance, 
music and sports events and try to incorporate 
both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students into 
these events to promote bonding and healthy 
environment amongst the students. Most of 
the societies are using 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which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 
for hig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volvement 
not only as participants in their functions 
but also as executiv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This is very much in contrast to the society 
culture of HKUST as most societies operate in 
Cantonese thus hamper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ven if they want to 
learn or join the societies. For example there 

HOW HKUSTSU 
CAN IMPROVE

were a few students from Business student 
union of HKUST but it was disheartening 
to know that they function in Cantonese 
as they are representing the whole business 
school which includ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well. This is a very serious issue which all 
the societies are aware of and it is high time 
to realize the need to adapt to the diversity of 
the campus so that all group of students can 
reap benefits of different culture and don’t 
feel alienated on campus. For betterment of 
Hall life regular student enrichment activities 
are held and to save upon student travelling 
time they have one canteen in each hall, I felt 
this can be a very important step in making 
hall life better. The hall should have a canteen 
so that students don’t have to travel long 
distances to get food and it can be really useful 
during exam periods as it saves a lot of time 
without compensating upon the health of 
students. I believe even in halls there is a lot 
of cultural gap that exists, I remember being 
in hall 5 and most events were in Cantonese 
but hall 7 is definitely sets an example for all 
other halls as hall 7 celebrates all cultures in 
their events and is open to all which has not 
only helped me learn about various cultures 
but also promoted bonding between residents 
making hall life much more vibrant and active.

Our second visit was to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We were 
warmly welcomed by members of student 
union and staff from their Student Affair 
Off ice.  Similar to NTU they gave us a 
presentation highlighting their work towards 
the welfare of students. There were a few 
similar observation as NTU and few new 
additions as well. One of them was providing 
faci l it ies  to the disabled students  and 
accordingly have flexibility in infra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mentioned by the esteemed members 
of NUS union as the disabled should not be 
alienated from university life and they should 
also get equal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clubs of university. As student leaders 
we should hold activities or functions that 
are accessible to all students and nobody 
feels inferior because of their disability. We 
should work with the professors to make 

INTERNATIONAL 

FRIENDLY

studies much easier for them and regular 
evaluation on how we can give them a better 
student life. Now coming back to similarities 
to NTU, NUS also aims to maximize the 
particip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campus especially the exchange students 
by hosting events like food sharing, culture 
sharing and tourist visits. They try to involve 
both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students into 
these events .This helps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get familiar and comfortable with 
the culture and give them chance to be friends 
with local students. They mentioned that 
they consider them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not ‘foreign students’ and thus they 
celebrate their festivities with same passion 
and love as the local festivities. For instance 
Diwali an Indian festival is also celebrated by 
School and decorations are done across the 
campus to make the students feel at home. 
Thus celebrating various festivals gives other 
students an insight into different cultures. 
The reason for their success in hosting such 
event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separate 
clubs for each nationality like the Indian 
club. Although HKUST also has South Asian 
society but the focus shifts from a particular 
culture or students as there is conflict of 
ideas as students from many countries need 
to cater to demand of the whole group. NUS 
have societies of various religious groups as 
well as they hope to respect and promote the 
religious sentiments of their diverse group 
of students. NUS wants its students to learn, 
respect all culture like they have the language 
sharing program whereby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teach their language to 
other interested students, Spanish and French 
seems to be one of the popular languages in 
this program. After the sharing session they 
took us to a campus tour, true to their words 
the Student affair office had included an 
Indian food counter as there are many Indian 
students on campus, also they have a separate 
arrangements for halal and non halal food, 
this has been a missing feature in HKUST and 
student body needs to consider the option of 
providing diverse food options for students 
on campus so that nobody feels left out 
especially the eating options for vegetarians 
in HKUST are highly limited. The vegetarian 
options in HKUST are really thin and it is one 

of the problem which is very much ignored 
by the authorities and being a vegetarian 
student myself I would be lying to myself if I 
applaud the vegetarian options on campus.. 
I was talking to my friend in HKU and he 
mentioned how HKU have green day twice 
a week and only vegetarian food is served by 
the canteen on those days and also they have 
a vegetarian restaurant with large range of 
choices. HKUST is a world clas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and this a very minute issue which 
I firmly believe can be easily tackled by the 
university. Another important thing that they 
mentioned is that the scope of all clubs in NUS 
is for all the students unlike HKUST where 
the departmental club provide their activities 
and facilities to only their members. Thus all 
interested students are free to enjoy services of 
all departments irrespective of their major.

In SMU there are no independent bodies 
and all clubs are under or supervised by the 
school. SMU is a new university with not 
many societies but even with their limited 
resources their aim remains the same that is 
to make student life better. After watching our 
presentation they hope to learn from HKUST 
student union and add new features to their 
bodies.

To summarize it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the student body should try to work 
toward charity along with providing fun for 
students, we need to cater the problems that 
handicapped student face in the university and 
most importantly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by involving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is 
can be achieved only if student clubs include 
English along with Cantonese in their working 
system so that the views can also be expressed. 
All cultures need to be equally respected in 
the university. HKUST is one of the renowne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thus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have high particip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top level, their 
participation will help the university to 
develop and achieve greater heights. All in all 
it was a great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me as a 
student leader and I hope to raise the issues in 
Student union and give my best to make the 
stay of students at HKUST memo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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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person exhibit different leadership skills 
with an aim of achieving the best for their 

team. Leadership abilities also vary on the basis 
of workplace, situation and targets. I believe 
that I possess a combination of authoritative, 
democratic and coercive leadership traits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and the needs for my 
team. I believe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set targets 
and vision for your team and encourage them to 
achieve it. Also, asking team's opinions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give them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o gather ideas. However,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for the leader to take tough decisions in crunch 
situations which are in best interest for the team. 
I would substantiate my point with the following 
example. 

My high school organized an inter section 
cricket tournament and I was declared the 
captain for my section which lacked quality 
and experienced players.  Our first match was 
against the best team of the tournament which 
comprised of a few national level players. As a 
captain I understood the necessity of a vision 
and goal for our team which was to give our best 
and aim only for a win. During the team meeting 
I stated the need to focus on our strengths and 
target the weakness of the opponent. Each 
member was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speak 
about their strengths and many also shared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opponents which 
helped us strategize. While discussing about 
the toss, my team suggested to bowl first so as 
to get a clear idea of the target but being the 
best batsman of the team I had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eam's batting and I feared 
succumbing to pressure of chasing a high score. 
Many members disagreed with my decision but 
as a leader I took the harsh call to bat first, score 
high and put the opposition under the wheel. 
On the day of match I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to 
open the batting and lead from the front. Since it 
was an 8 over match, the team had a consensus 
to start attacking from the very first ball but 

What is 
leadership??

realizing the weakness of our batting I had 
planned to start cautiously for the team. I could 
see the dull and disappointed faces of my peers 
due to my approach but as soon as I got my eye 
in and the opposition relaxed, I shifted my gears 
and counter attacked hitting four consecutive 
sixes off a bowler. Then there was no stopping 
as everyone witnessed a flurry of boundaries for 
the rest of innings which changed complexion 
of match much to the delight of my team and 
worry for opposition. I had won the trust of my 
team and they respected all my commands after 
that and we produced the biggest upset of the 
tournament. 

In another instance I was leader of my 
group for a course presentation, true to my 
nature I initially set the target of achieving high 
score, each member had to submit ideas for the 
topic and give their suggestions so that work 
could be allocated to the members. One of the 
members was negligent towards his work and 
often missed meetings despite various warnings. 
In the end I had to take a bold decision to 
keep him away from presenting as he lacked 
the knowledge to explain which would have 
hampered our efforts. Ultimately the whole 
group was applauded for the work and awarded 
the highest grade. This decision allowed us to 
give our best performance and it was fruitful for 
the whole group as all were awarded the same 
marks, had he presented the result might have 
been different.

In both the cases I began the work by 
providing a vision and goal showcasing my 
authoritative skills, also I was open to suggestions 
and feedback which shows my democratic side. 
However, in crunch situation I had to impose my 
decisions which were in best interest of the team 
and were unavoidable for success and attainment 
of goals, this highlights my coercive nature.

Coming to Hong Kong in a totally different 
culture was really challenging for me and being 
a vegetarian further aggravated my problem 
as initially I had difficulty finding healthy food 
due to which my mental and physical fitness 
declined.  Then I realized the need to change 
and started eating egg for survival. I learnt 
an important lesson that adaptive quality and 
cultural acceptance is inevitable to live in an alien 
culture. Also, I wanted to explore the challenges 

Source of image: est100 一些攝影

of working in a diverse culture which I knew 
would polish my leadership skills and prepare me 
for future.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the student 
Union elections was a perfect opportunity for 
me which I grabbed with both hands. I always 
knew that road ahead was not a smooth one 
which will be filled with difficulties not only 
for me but also for my team. Communication 
is a key for team and leaders, a diverse cultured 
team makes the task even more complex. 
Most of the high level meetings or forums of 
student union ar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and 
I believe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give them the 
flexibility and not enforce myself on the whole 
student body but what I fear the most is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and cumbersome task of 
understanding the expectations of my team. My 
fear turned true as soon one incident cropped up 
in the editorial board, I always felt that editorial 
board was like a media house whose purpose 
is to send out a message to the public in a best 
possible way. I thought we were open to internet 
and I collected a few opinions from the web and 
elaborated it with my own experiences to give out 
much more influenced message to the students.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jurisdiction attached 
to it and as soon as my team conveyed it to me I 
willing accepted my mistake even though it was 
unintentional and not only apologized for it but 
also more than compensated for the damages 
by my hard work which helped me unite back 
the team again. This shows that communication 
is such an integral part of any team and I am 
glad that the mistake happened as it taught all 
of us an important lesson. Another important 
lesson that I learnt was that of respect among 
team members. I can recall that one of the 
past editorial board leader easily bypassed our 
differences and blasted with some disrespectful 
words which were highly demotivating for me 
and were of no help in lifting the spirit of the 
team which was actually the need of the hour. Is 
this really leadership? Definitely not. Leadership 
is not about showcasing power, authority or 
seeking attention instead it is about motivating 
and inspiring your team to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For instance we all remember two 
powerful leaders: Hitler and Nelson Mandela 
and I guess I don't have to waste my words 
in explaining who amongst them is an ideal 
epitome of leadership. So the two significant 
terms that reflected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are communication and respect. Our team 

is new to the system but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we are fearless and ready to overcome all 
the obstacles, we all introspect as a team from 
various experiences and are improving each 
da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this 
attitude has knit us together as a team who is 
working day and night to produce the best for 
the public 

I remember a causal chat with Professor 
Tony Chan: He told me that the path ahead is not 
easy but I must stand firm in all circumstances. 
These words are definitely a driving force for 
me and this a true example of how a leader 
can inspire an individual. Actually, failure and 
mistakes teach you much more than success 
as you know how to overcome these failures in 
future in a crunch phase of your life.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you learn from these mistakes 
and university is a perfect platform where you 
can afford to make these mistakes and become 
a better person for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leave out the fear of failing or committing a 
mistake. The editorial board team came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 without any fear of failing and 
that is what makes us unique. These experiences 
teach us values beyond the four walls of 
classroom and the mistakes have a hidden lesson 
for the past leaders, for us and for all students 
to follow. So my message to all is that don't fear 
failures, don't fear mistakes as they all are here to 
make you a better person but keep trying hard as 
God only wants you to try and not suc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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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了，
以前的 Chanting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

　　大學生係世界上最賤嘅人種。

　　有眼你睇，前排 Pro-p，明明各個預備
上莊嘅人士都好似超人咁，為佢地嘅會員
準備好多嘢，mark 左好多唔同禮物，又
整佐好豪華嘅大 Dec 同埋 counter game，
但 就 連 扔 個 垃 圾 都 懶， 將 啲 嘢 留 曬 係
Atrium。

　　呢啲就係無公德心嘅賤人，覺得自己
留低係度就有人有責任幫你執。dump 垃
圾係度，又唔會比上莊老鬼鬧，又唔會有
人追究，嘅方便又快捷。即使班人有手有
腳、有大把時間，都唔會自己執垃圾。每
年 Pro-p 過後嘅 Atrium 就好似打完仗咁。
唔好以為人地唔出聲屌你就代表你地可以
咁做，唔屌你係因為見你咁大個人唔好意
思屌，比返啲面你地咋。再加上，你地班
人屌極都唔化，真係講多句都曬氣。

　　再講，做左十八年人，真係未試過比
人偷嘢。以前返學將啲嘢擺曬係櫃筒，就
算放幾耐都好，都唔會有人搞你啲嘢。上
到大學，就算擺發霉牛奶係 common 個雪
櫃，第二日都會唔見。千其唔好漏留手機、
電腦係班房。雖然我無漏過嘢，但身邊就
有唔少嘅人漏左嘢拎唔返。common 嘅雪
櫃可以話係形同虛設。就算房果個雪櫃有
幾虧都好，都要局住用。因為唔會有人敢
放嘢係 common，除左係啲唔會有人拎嘅
咸魚。唔緊要，就係因為你地班賤人，所
以我學識臨走前一定check清楚有無漏嘢，
慢慢 build up 自己嘅警覺性，都係好事嚟。

　　係學校偷嘢都算，去人哋個地盤度偷
竹真係接受唔到。用科大某學生組織個名
偷完竹比人拉左，上曬報紙都可以唔出嚟
比返大學個交代，做錯嘢之後就深潛。你
阿媽細個無教你地做錯嘢要勇於承擔責任
架咩？

　　另外，好多大學生上左咁多年中文堂
同英文堂，都唔識得用語言同人溝通，淨
係識得喺背後搞小動作。一傾唔掂，就撕
人 poster、拆人大 dec、甚至打交。平時
係 fys secrets 都見到唔少用匿名身份出嘅
人身攻擊 post，私怨大過天，唔知仲以為
你地係小學生。呢啲行為竟然會出現係咁
文明嘅大學。大學唔會教你仁義禮智，因

為已經 expect 你識。但唔教你、唔管你就
唔等於你地可以亂嚟架嘛。係咪要大學有
個好似中學咁成個訓導主任嘅人咁管住你
地班人先安樂？

　　另一樣想講嘅嘢係遲到問題。上到 u
之後約親人出去，啲人都例牌遲。遲半個
鐘算少，有啲人可能喺你到左佢都仲未起
身，要你打去叫醒佢。平時開會都總會有
人遲到又唔講低，要你三催四請打比佢問
佢係邊。我知大學生好忙好多嘢做，但你
認為你啲時間好寶貴嘅時候，唔該唔好當
我啲時間係垃圾。我無義務去曬時間等你。

　　除左遲到，仲有 free-ride。你走曬啲
堂叫人點搵你？搵唔到你都算，都留個
contact 方便一齊傾下 project。就算拎到
你 contact，WhatsApp 都係比你藍剔。到
其他人做曬啲嘢先死出嚟問啲嘢搞成點，
係咪咁大個人連少少責任心都無？

　　有時好多大學生連對人嘅基本尊重都
無。Ocamp 喺 街 玩 City Hunt 好 似 癲 狗 咁
周圍跑，喺地鐵度大聲講大聲笑。行年宵
仲衰，拎果三十蚊就唸住包曬人地攤位嘅
嘢，當人地係乞衣咩？喺 Hall 玩到凌晨都
唔知夜，喺走廊度瘋狂尖叫。直到有人投
訴，又喺度嫌投訴嘅人麻煩，話佢地唔融
入 Hall life。唔該你地，你地自己唔正常就
算，但可唔可以唔好影響人地？

　　繁忙時間搭開巴士就會知道，好多科
大學生上左車之後塞住個門口唔行入去。
明明架車仲可以上到好多人，就係因為你
地懶唔行入去令到人地無得上車，要等多
幾班車先上到。你地可唔可以自私少陣？

　　最後，大部份嘅大學生都話自己試過
出貓。帶手機入廁所、裝隔嚟位似乎係大
學生嘅 norm，當中唔少人甚至覺得咁樣
做係合情合理，唔覺得有咩問題。大學唔
誠實唔溫書就走去出貓，大個會唔會因為
懶去搵錢所以穿櫃桶底？習慣左走捷徑嘅
人，好多時都返唔到轉頭。

　　明明中學果陣大家都好地地，點解上
左大學就變成咁樣？我有時都幾好奇大學
生係點樣煉成。難怪出面啲人話大學生嘅
質素越嚟越差，其實真係講得無錯。

大學生 =賤人
撰文 : River     排版 : River、腐 phil

撰文：River        
排版：腐 phil

　　今年 Pro-P 的叫莊範圍（Chanting Area）由往年的 Atrium 移師至「火雞」
進行。不少人歸咎於上年 Pro-P 的打架事件，認為因為被打的一方報警後惹來
媒體、校方的關注，令校方把叫莊活動標籤為危險的活動，名正言順地打壓。
這種說法流傳於 FYS Secrets，令不少人誤以為打架事件與校方「打壓」叫莊
有必然的關係。而實際上，這種關係是完全不存在的。

　　筆者曾經與校長閒談，提到有關學校的叫莊文化。校長似乎對於叫莊文
化持中立的態度，既不反對亦不讚同。他提及其他教授曾經反映在叫莊時間
於教學大樓上工作，大受噪音影響，因為 Atrium 非常「應聲」。他亦指出不
同學生組織叫莊的聲音重疊，難以讓叫莊人士表達他們想傳達訊息，浪費了
他們所付出的努力。

　　而筆者則認為叫莊的地點移師至火雞並無不合理的地方。首先，並不是
所有學會都會在叫莊時段叫莊，而他們在叫莊時段仍然會進行宣傳期的活動：
派發食物、傳單、抽獎等等，因為一點至兩點正值學生的午飯時段，正是宣
傳的黃金機會。如叫莊繼續在 Atrium 進行，難免會構成大量的噪音及回音，
影響不叫莊的學生組織原本的計劃，對他們並不公平。

　　再者，教學大樓並不是只有進行學會宣傳期或留意宣傳期的本科生使用，
還有其他不同的使用者，例如研究生、正在上課的學生、教職員等等，進行
或留意學會宣傳期在這個「餅仔」下恐怕只是一顆餅碎。為了平衡眾多使用
者的利益，排除宣傳期帶來的噪音滋擾是無可厚非的。

　　由此可見，叫莊活動移師至火雞，並不是因為校方認為Pro-P危險所導致的，
而是基於叫莊教對學大樓其他使用者的滋擾。因此，Pro-P 打架而引致校方作
這個改動的說法並不正確。

　　有些同學質疑在打架事件當中被打的一方報警的做法，認為他們有意把
事件「搞大」，無中生有。說這些話的同學真的「屌佢都費事」。因被打而
受傷，除了報警，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首先是受傷的傷者能夠盡快得到
護救車的處理，然後報警可以為當晚的一切留低備份，方便日後追溯事件或
追討賠償。如果閣下是被打的一方，相信也是會報警。

　　至於有些人認為報警後將案件放上法庭，未免太過誇張，認為屬會只為
私怨，沒有考慮被告作為學生的感受。不少人誤以為是屬會把事件弄大，才
會「搬件事」上法庭。首先，單純靠屬會報警而「害」得被告被搬上法庭的
機率可謂非常低。打架只屬普通襲擊，警方一般只會要求雙方落口供並和解，
以作結案，必須靠控方聘請律師「告」打架的一方，才會進入法律程序。雖
筆者不了解詳情，但把事件「告上庭」的費用不菲，並非屬會財政能力的承擔。

　　「告上庭」極有可能是受傷的一方的家人提出，而並非屬會決定。當然
這只是合理的推測，不一定代表實際的情況。

　　叫莊移師到火雞後，Atrium 回復原有的寧靜，而火雞的叫莊沒有比以叫熱
鬧，但也毫不失色。感激各屬會的屈就與無私，做就大家所願的校園。

　　同志們，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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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學生事務處說學生會用電郵宣傳自己活動等是不對的，哦，所以商學院不斷給

商院學生發電郵，sell 自己的 hoodie，叫學生去買是對的。嗯，學生會不可用電郵作宣傳，

學院卻可以，因為學院是特別的，有特權的？學生會算甚麼？宣傳甚麼，出甚麼學生會通

告，學生就該滾去圖書館、家或宿舍溫書，攪甚麼學生活動？！

　　（同學，你在郵箱中發現甚麼奇怪的電郵，找學校說理去。）

　　科大可以再賤一點。診療所雖然叫獸醫，但有學生得了肺結核居然只通知學院，不通

知獸醫。沒有打算即時通知全校學生，而部分教職員發出可能誤導的郵件予一小部分學生，

電郵內容模糊不清，同學對事件一知半解，容易引起恐慌。再者，校方的通報機制簡直是

可笑。診療所居然會對此個案毫不知情，居然要透過學生的提問了解事件，簡直荒謬！診

療所作為學生最快想到可尋找幫助的對象，居然會比學生更晚知道，學生尋求健康上的支

援又可以找誰？抑或學校從未正視過學生是有知情權的。不過也是的，要學生讀書嘛，學

生做港豬（科豬？）才對呀。理甚麼呢，顧好自己再說，又不是你患病，與你何干？

　　最後，之前有人跟我說學校打壓學生活動時，我將信將疑，這一年，我終於見識到學

校是如何打壓的了。

【學校打壓第一式 •冇場用】

　　非常簡單，SAO、FMO（校園設施管理處）、ARRO（學生紀錄及註冊處）管有場地使

用權，不借場、批差場就行了。比如，2017 年週年大選選舉論壇中，評議會透露，原本是

想借 Lecture Theater 的，然後借出難去、場地不合適的 Common Room 3，很好，除了很關

心的學生，其他人是不會特意去的。又比如，2015 年的 Registration Day，把場地由 Atrium
改至 Sports Hall，把整個氣氛減至最低，不知道發生甚麼事的新生辦完手續就直接回家，不

知道原來有迎新活動—迎甚麼新，休息多點，準備 Stress and Tension 的生活才對嘛，你

之後有大把功課、考試，玩甚麼，準備讀書才對！

【學校打壓第二式•冇 mail 可 send】
　　打壓學生活動中，最簡單的，就是打擊學生會。學生會經學校收學生會會費，學校想

抵制學生會的宣傳很簡單—不給學生會會員的資料，不讓學生會借電郵宣傳活動、發公

函，讓學生會的影響力減少。慢慢使到學生會的地位下跌，失去與學校討價還價的籌碼。

最後，學生會連同屬會任由學校擺佈。此招高明！

—

　　越寫越氣，我真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要讀這間垃圾學校。

　　一個學生在一間學校所經歷過的事會直接影響他對這間學校的觀感，而這觀感會影響

這個學生周遭的人（或不包括其他學生），這個影響是無論排名有多高都無法逆轉的。

　　—唉，愛之心責之切，希望我畢業後可以非常自豪地說我是科大出來的，科大怎樣

怎樣，我的子女也要讀科大……

我到底入左間 咩垃圾學校？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

　　這間學校還算可以接受的是，一個頗親民的校長和國際上頗的高排名。

　　但是，校長有多好又如何？平日不是在校外處理「外交」事務，就是在學校六、七樓

跟學校高層開會（相當離地）。學校發生甚麼事，他知道嗎？學校職員官僚主義，他有在

管嗎？校長再親民又如何？學生平日接觸到的是學校教職員，又不是校長。

　　再講，學校可以停止自 high 嗎？學校排名高低跟學生水平有多關係？別騙人了，學校

排名主要靠學校國際化和研究成果給予分數的，跟學生沒半點關係，別耍智障了。別說教

授科研厲害所以教授水平高，當學生是白痴嗎？兩者有甚麼關係？我在學校見到的是不少

連英文都講得比我差，會把 three 讀成 tree 和 thousand 讀成「saw 能」的教授。表達能力遜

色又如何教授學生？招聘部門，你當學生是甚麼？這樣的人也能做教授？抑或只要科研做

得好，甚麼都是次要？（強烈要求所有導師都要考 ELPA。）

　　回想我大一的時候，新生一個，甚麼都不懂，沒人說甚麼時候選科，可以如何申請

locker 等等，甚麼 cohort，甚麼 pre-major counsellor，有問題時永遠找不到，何況我們新生

連應該問甚麼問題、有甚麼問題要問都不知道。學校哪些網站有用、要選主修、副修要怎

樣做，看不懂可以找誰，有誰可以解答我？ Cohort leader ？他對我們不聞不顧，我可以信

任他嗎？ Pre-major counsellor ？

　　Frankie 我永遠記得你！去年十二月初，我發電郵問如何申請副修，我不太理解當中程

序，想問一下有甚麼要注意的；過了一個星期後，尊貴的 pre-major counsellor Frankie Man
沒有回覆。我直接去 LSK1037 去問，他不在。我拿到他的辦公電話，每日撥打三次，一直

到四日後，Frankie 大人終於接電話，說收到我的電郵，然後跟我講解要在一月中才可以申

請副修。哦，你收到我的電郵為甚麼不回覆？如果收不到也算了，收到了又不回覆是甚麼

意思？給我講解一下很難嗎？這不是你的工作嗎？不用工作嗎？

　　請問商學院高層是覺得商科學生可以自己來適應大學生活，自己去認識同學，自己找

師兄師姐，自己處理，所以「hea 攪」cohort ？真是好棒棒，為你們拍拍手掌。

　　再到科大圖書館，你 Access Policy 是想推就推的嗎？是呀都推了大半年了，學生都推適

應呀，沒甚麼問題嘛。哦。你推之前有廣泛地問學生的意見嗎？有多少學生同意？學生有

甚麼意見？嗯，學生不過是學生，不用問他們有甚麼意見的，政策推行至今有多少成效是

不用講的，學生讀書就好了，理甚麼？別阻礙圖書館運作！

　　真對！真好！港豬要由學校做起！

　　對了，可不能漏了，學生事務處（SAO）。說甚麼為保障學生私隱，拒絕把學生會會

員的資料（電郵）給學生會，現在學生會只能以過去的資料和自己收集到的會員資料弄一

個 email list。垃圾！說甚麼私隱問題！你當我是白痴嗎？學校所謂管理層的智商真是有限，

你以為我不知道在學校網站 ust.hk/zh-hant/，右上「人物」位置，搜尋學生姓名，就能見到

他的電郵地址和是甚麼學科的。哇！真保護學生的個人資料，好感動！我都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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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其他 U 嘅朋友仔曾經嚟過科大
玩 OCamp，唔該拎呢篇嘢比佢睇。

首先，佢嚟玩 OCamp 本身就已經係犯
緊科大嘅「校規」。根據大學條例，學校入
面有唔少地方都被列為私人地方，例如係
Hall、Library 等等。換言之，呢啲地方只係
供科大的職員、學生使用，外人係唔可以任
意進入呢啲地帶。係 Bridge Link 前面果度已
經好清楚有個牌寫住：遊客禁止。由果度開
始嘅地方就係條例中所指嘅私人地方，所以
外校人士嚟科大玩 OCamp 絕對係犯曬規。
單單係呢樣嘢，已經可以禁止佢地再嚟玩
OCamp。

第二，科大嘅 OCamp 係搞比科大嘅新
生。OCamp，姐係 Orientation Camp，係用嚟
歡迎新生，幫佢地融入科大的生活。OCamp
嘅目標就係令新生可以認識多啲朋友，同
埋熟悉下個校園，等佢地９月１號開學嘅
時 候 唔 洗 咁 無 助， 所 以 freshmen 絕 對 係
OCamp 嘅唯一主角。外校人嚟玩 OCamp，可
能係想嚟識多啲朋友，可能係想認識多啲科
大，亦都可能係想同本身係科大嘅朋友一齊
玩 camp 咁。就算一堆 IED 囡囡嚟玩 Engine 
OCamp 都好，呢樣嘢本身就係有違 OCamp
嘅原意。

外校人咪再嚟玩OCamp！
撰文 : River     排版 : River、腐 phil

最後問一句，
你地學校無 OCamp 嘅咩？
返去你地自己嘅大學玩啦。圖片來源：moedict.tw、gggnipal、蘋果日報、pinkoi

簡單啲講句，你要溝仔溝女、識朋友，
可 以 玩 Joint-function。 每 年 聖 誕 節 同 情 人
節都有大量 Joint—UBall 搞，再唔係咪落下
club、去下 pub 咁囉。如果你地係想同本身
係科大讀嘅朋友仔一齊玩，點解唔自己私下
約？ OCamp 唔係比你用嚟識人。有冇諗過，
OCamp 嘅主角根本都唔係你，你嚟玩做咩？
OCamp 有一樣嘢係帶 freshmen 行下個校園、
認識下呢度嘅文化。你地幫到手咩？幫唔到
手不得止，仲要人地教返你轉頭，浪費成個
營本身有嘅人力資源。

再講，科大 OCamp 本身已經有好多組
爸媽。如果你地有認識其他院校嘅同學都知，
人地學校嘅 OCamp 通常都係一組得一兩對
組爸媽。揀組爸媽嘅時候仲要有 N 次面試。
再睇下科大嘅 OCamp，最誇張嘅 Hall-O 可以
組爸媽嘅數目係組仔女嘅兩倍。好多時候好
多組爸媽本身都識，然後自己圍爐，反而唔
理組仔女，根本做唔到 OCamp 本身嘅作用。
姐係好似人地結婚擺酒咁，啲老豆老母成晚
霸住左個台，搶曬新郎同新娘嘅風頭。本身
科大組爸媽已經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根本唔需要再搵外校人嚟「幫手」（其實係
越幫越忙）。如果你地係以「過嚟幫手」為
理由嚟玩 OCamp，唔該都係返屋企抖下算啦，
呢度無人需要你。

雖然無一條條例係話唔畀外校人嚟玩
OCamp，但你地咁大個人都唔識得尊重下場
合架咩？既然一唔規定啲人就亂咁嚟，咁係
咪要明文規定咁寫明唔比你地嚟玩，你地先
至唔嚟？

生
活

Lifestyle

　　是否對現時生活到無聊？
不若看一下其他人的社會和生
活的體會和想法，看看從中能
否得到任何啟發和閱讀的趣
味。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Wings 24.3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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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         
溫柔的懲罰

　　試問，如果可以獲得永生，在漫長的生命裡，你最珍惜的將是甚麼？

　　無數的日日夜夜像篩子上細密的孔隙，將虛無的東西統統變得雲淡風輕，不論是金錢地位，
還是鬼怪前世珍惜的名譽與公道。它是一種懲罰，當鬼怪在戰死的萬千屍體上走過，在深愛之人
的淚水與鮮血旁走過，他走向一种偏激的熱血与凝固的冷漠，忠皇椅而非忠賢主。背負著別人沉
重的生命與情感，那麼，你便不能輕易喝下那杯孟婆茶，而要記著，要千轉回腸，要刻骨銘心，
要知道你活著真正的珍惜。這樣講來，永生，那地獄的中心，便是有衡量、熔煉再重鑄一個人的
力量的。         

　　也似乎是將謎底提前點破，鬼怪新娘是你最後的救贖，愛是你最後的救贖。若我們這些芸芸
眾生講起感情是生命的意義，似乎顯得矯情與墮落；而當這種感悟從歷經千百年的永生的他們口
中講出，卻顯得厚重與感動。所以，我們看到鬼怪的融化，從走向君主的堅定平淡，到孩子落水
後的憤怒，再到飛身救下瀕死的孕婦，以至最後悲憫一世、萬緒千頭。斜陽中的山坡上，鬼怪駐
足凝視著一塊塊墓碑，陽光暖人，而他早已不再是那個叱吒戰場冷漠堅毅的戰神。千百年的時間，
慢慢教會他去關心，去愛一個人，也教會他何以成為一個人。

　　在他伸手救下孕婦的一瞬，櫻花漫天，這是孕婦兩人的重生，也更是鬼怪重生的剎那。所以，
與其說他等待了千百年的新娘，不如講他等待了千百年的血肉的自己。這也恰恰是亦喜亦悲的設定，
如同浮士德，在感受到自然美好的瞬間就是靈魂即將散去之時。

　　而帶著櫻花印記出生的女主，便帶著鬼怪一瞬的惻隱，放大至一世的芳華。他主動將一隻腳
踏進光亮的門，女主則主動牽著他進入溫柔而充滿活力的世界。前世未能護人周全，今生卻可為
你鞍前馬後。如若你吹滅身邊的火種，我便趕來溫暖你的周遭。當兩人成為彼此生命的火焰，便
可溫存生命的存在。

　　在近年來大熱的韓劇裡，鬼怪、美人魚、外星人都無一例外地穿越千百年至今，在無聊的永
生將畫上句號時相遇相愛，生命的戲劇性達到高潮。普通人求生，永生人求死。在這向死而生與
向生而死的對碰下，共同擁有的時間與記憶才更顯彌足可貴，引發出關於生死的思考也更為深刻。

　　在這樣似乎是套路的故事裡，前世的遺憾在今生得以圓滿。而壞人，情境，這過去的一切似
乎套上現代的外衣而得以重現。然，歷史永遠不會重演，它在以螺旋式的腳步緩緩上升。因此，
主角回到的似乎是原點，但時間的厚積，讓他們的心境、抉擇都不再相同。

　　放下，這就是生命對時間的妥協與契約。但是，主角們在漫長的生命中可棄的種種，我們
這些普通人終究不堪想象，我們唯可做的，便是儘早明晰並珍惜罷了……然最近 Google 的首席
futurist， Ray Kurzweil，預言我們從 2029 年開始將逐漸實現永生，倘若成真，這永生的話題
似乎也要正式被提上議程了。現在功利實用主義中的倫理與價值似乎也要準備換換血；過去被我
們認為些許無厘頭的韓劇們，便也成為我們討論中的重要素材了吧。

撰文 /排版：3OC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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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樹人
排版︰逗號More than SM

情人節的當天百無聊賴，便拿了《格雷的
五十道陰影》出來，還公然在宿舍的 common 
area 細味。偶爾路過幾個宿友，紛紛咧著嘴問
我：「研究多啲姿勢呀？」

我聳聳肩，若無其事地回答：「係呀，唔
係點應付今晚呀。」

說起《格雷》，大家自自然然會聯想起
SM。說實話，一開始接觸這故事，也是從中學
時鄰座同學的口中得知。那時候，她只說了一
句：「咪 SM 囉！」真正看完了電影，我才頓
然發覺，它又豈止一個 SM 故事？

SM，全寫 Sadomasochism，即性虐戀。
一般人或以為 SM 就是性虐待，但其實兩者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通常男同學都會比較熟悉
這些題材，但我作為女性，本身也沒有特別留
意此等常識，因此對兩者的分別也極度模糊。
簡單點來說，性虐待是一方強迫他人進行與性
有關的暴力行為。性虐戀當然也包含性與暴力，
但必須得到雙方同意。因此，性虐戀就像一種
包含暴力的角色扮演游戲。性虐待是違法的，
但性虐戀卻是法律容許的。

稍為在網上尋找了性虐戀的資料，我才發
覺原來這種遊戲（或者這種活動）是很嚴肅的。
參與性虐戀的人必須簽署協議，雙方透過協商
達成共識。甚麼可以做、甚麼不可以，雙方都
瞭如指掌，並且應該告知第三者以策安全。性
虐戀的雙方都對對方有特定的稱呼，通常施虐
者會被稱為「主人」、「女王」等；受虐者則
會被稱為「奴才」、「奴隸」等。進行性虐戀
活動的時候，受虐者擁有最終決定權，倘若該
姿勢或方式並非為其承受範圍內，他（她）有
權以一些特定的安全詞要求終止所有活動，而
施虐者亦必須立刻停止所有施虐活動。

以上的描述，或多或少都令我記起了這部
電影的情節。當下我才發覺，其實性虐戀真的
不如我們想象中的兒戲，例如施虐者必須極為
謹慎，避免發生意外；受虐者看似孤立無援，
但原來他們才是真正主導性虐戀的人。

無論如何，這裏的討論不在於性虐戀和性
虐待，而是這部電影、這個故事，到底想呈現
甚麼呢？

格雷（Christian Grey）是一名年輕企業
家，坐擁無數物業與資產，在一次偶然的機會
認識了安娜（Anastasia Steele）。兩人在短短
的會面時間，也不是談了很多，但卻互生情愫，
對彼此念念不忘。有一次，安娜在派對中喝醉，
格雷於是把她帶回自己的酒店，照料了她一整
晚——當然，這故事並不是如此膚淺，他們當
晚並沒有發生任何事。

得到了親近這金融才俊的機會，安娜當
然希望趁機問清他的心意。於是格雷駕著直升
機載她到他在西雅圖的家，並把她帶進他俗稱
「Red Room」的房間——那是一個用來擺放
性虐戀工具的房間。安娜登時嚇得不知如何反
應，也漸漸明白了為何格雷一直對她毫無行
動。格雷隨即向她坦言自己的愛好，並給她一
份合約，邀請她考慮成為自己的臣服者。還未
嘗過性愛的安娜當然對這些毫無概念，也令格
雷大大震驚，禁不住問一句：「What were you 
doing these years?」。（我相信）他是因此對
她越發好感，更首次與她做了單純的性愛。

格雷也提及自己很多的「第一次」，都是
獻給了安娜的：第一次與女人同床睡覺、第一
次單純地做愛、第一次毫無保留地坦白……到
了《格雷 2》，他更前所未有地付出了他的「第
一次」——第一次去愛。

“You taught me how to fuck, but Ana 
taught me how to love.”

一開始，我以為這個故事就是無限的輪迴、
無限的性虐戀，但事實並不如此。性愛的場面
遠比我想像中少，而且在《格雷 2》，他們竟
然有破天荒的進展——格雷向安娜求婚。他在
家人為他舉辦的生日派對中鄭重宣佈這個消
息，所有人都興奮不已，唯獨他的「舊愛」對
此難以置信。其中一位是他母親的朋友伊蓮娜
（Elena Lincoln），那個曾是他的支配者、教
曉他性虐戀的女人。她當時也在場，對這個消
息萬分驚愕，更私下對安娜說：「你只是像我
們一樣的其中一個，他很快就會厭倦你。」

對於一個這樣的支配者，她的憤怒和不甘
可想而知。格雷曾乖乖臣服在她腳下，甚至他
以後所認識的女性，他都會帶回來讓她過目。
這隻溫馴的小羊從此不再聽話，證明她的地位
岌岌可危。然而格雷依然保持對她最後的尊重，
只留下了以上的這句。

另一個眼紅安娜的，是格雷以前的其中
一 個 臣 服 者， 蕾 拉（Leila Williams）。 她 本
來因為與格雷分開而得了精神病，得知格雷有
新女伴的時候，不但處處跟蹤安娜，更欲槍殺
她。幸而格雷及時趕到，引導她把槍管指著他
自己，再把她制服。制服蕾拉的方法不費吹灰
之力——他接過了蕾拉手上的槍，只說了一句
「Kneel」，她便乖乖跪下，不吭一聲。這一切
一切，安娜都看在眼內。她終於明白了格雷的
控制慾有多大，也知道自己不能妥協。對此，
格雷再次向她表白，說明自己已經改變。Ana
只輕輕地回答：「But you have your needs. 」

"I need you more. "

看到這裏的時候，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為了安娜，他寧願放棄自己的「愛好」、
習慣、原則，這是真的嗎？

隨後的時間，我一直在思索這片段，我總
覺得這個情節並不是那麼簡單。也許這是伏筆，
也許這只是暫時的謊言，目的只是為了留住安
娜。也許歷史會重演，也許格雷會故態復萌，
最後可能安娜會生氣得一走了之。但最後，甚
麼都沒有，就是這麼簡單。格雷就是純粹地為

了安娜，改變了自己，甚至拋棄自己的過去、
放下了自己的身段、捨棄了自己的原則。從他
第一次不再理會那份協議，到今天為了她而去
學浪漫，那是一份真誠的愛。

作為觀眾，我真的一時看不透，因為我不
能相信這五十道陰影能如「日出而林霏開」般
消散，因為我不太相信這個心事重重的男人能
如此迅速改變。之前談及過的《遇見你之前》
便是一個好例子。我相信格雷的「心理陰影面
積」遠超《遇見你之前》的男主角。連他都不
能為愛所打動，安娜又何德何能拯救格雷？

忽然覺得那刻的我，既像蕾拉，又像伊蓮
娜。

為甚麼要為這個結局尋找原因呢？為甚麼
要解釋這現象呢？如果愛是如此理智的話，它
已經不是「愛」了。

若要說安娜可以拯救格雷的原因，無他，
都是那些陳腔濫調。第一，在對的時間遇見對
的人。第二，遇到了一個令自己安心的人。三，
在最意想不到的時間遇上了一個與衆不同的
人。在安娜之前，格雷已有過十五個女伴。她
們每一次都絕對服從，有的因為受不了性虐戀
而離開，有的則因為希望拉近與格雷的距離而
被他趕走。因此，格雷也很希望能夠找到一個
明白自己、體諒自己、能與自己擁有舒適距離
的女人。安娜正正是尊重他底綫的那個人，她
對格雷靈魂的渴望遠超他的肉體。他一直被孩
提時的陰霾纏繞，噩夢連連，卻只有安娜一個
能令他安枕。而安娜，她從頭到尾都不甘成為
臣服者，亦不斷強調自己想要的關係是甚麼。
她非常清楚自己喜惡，也劃上了明確的界綫。
因此，當格雷冒犯了她時，即使她多愛他，也
寧願忍痛離開。

沒錯，也許這些說法太牽強，畢竟只是我
自己在自圓其說。但我認為，不愛，可以有一
萬個理由；愛，不需要任何原因。格雷與安娜
這一對，與其說是天造地設，倒不如說是一個
最美麗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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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新年檔，一部關於時間與語言

學的科幻題材電影《Arrival（天煞異降／降

臨）》引起媒體和網友高度關注，不少輿論

高度評價此片。筆者認為這部電影確有亮眼

之處，不少創新元素可圈可點，你即將開始

閱讀的是一篇預見未來的文章、一篇隨興而

書的影評。

劇情概要

當外星人降臨地球，腦海往往浮現這樣

的畫面：伴隨天空的巨響和陸地上相當於核

爆的破壞力，外星人帶着高科技武器在地球

上大肆橫行，不單破壞摩天大廈，更到處抓

捕人類進行實驗。但這部電影卻一反常態，

沒有徵兆、沒有爆炸，12 艘外星飛船在地球

着陸後，靜靜地等待人類與它們交流。

隨着劇情的推進，多國政府懷疑外星人

此舉是為了入侵地球，在無法斷定的情形下，

美國、中國等世界大國均派出多名語言學家、

科學家與外星人着爭分奪秒地進行交流，小

心翼翼地打探這些天外來客的意圖，同時避

免激怒這些不速之客而引發災難。也許你覺

得這依然是典型老套的劇情，男女主角最後

破解外星語言，化險為夷。然而，這部電影

的結局並不如此。如果真正看懂了這部電影，

讀懂了劇情，觀眾在離場時才會明白，這部

電影的結局其實就是電影開場的那一幕，結

局早已註定。《Arrival》並非想告訴觀眾，

當結局成為開端，當事件不再有因果，劇情

如何發展其實已經毫無意義，而是影片所講

述的沒有因果的思維。

從理論角度看電影
撰文︰ Olivier Odorant
排版︰逗號

一部真正的好電影，絕對不是在你看完

後一笑了之，而是能讓你反覆回味、吸引你

繼續深究。其實網上已有許多關於這部電影

的評論，而且分歧頗大︰有人覺得它頗有深

度甚至可獲評為年度最佳科幻片，有人覺得

還是一貫的平庸。筆者則認為，當一部電影

可以引起分歧、引發爭論，其實已經非常成

功了。

引入概念

影片根據華裔科幻作家姜峯楠的原着小

說《你一生的故事》改編，故事中外星人使

用圓形文字（如圖），任何一句話都可以用

一個圓環來表示，語意越複雜，圓環上就愈

多棱角。這種文字的優勢在於，無論從哪一

點開始順時針或逆時針閱讀都可以理解；而

你現在正在閱讀的本文所使用的漢字，有固

定的順序，必須從左至右、從上而下，有先

後、有因果。

筆者在此可以斷言，無論你對語言學有

多少認識，各位都清楚薩丕爾．沃爾夫假說

(Sapir-Whorf hypothesis)」（又稱為「語言

相對論 (linguistic relativity)」）講的是甚麼。

至於你是在甚麼時候知道的——無論你是在

過去瞭解了這個假說，又或你是繼續讀下去

才知道，其實都無關緊要，至少你在某一年

某一天的某一刻，瞭解了這個假說。這個邏

輯，就是電影中所謂預知未來的邏輯。由於

電影中外星來客的時間概念變成了一個圓

環，因此時間對它們來說沒有先後之分，所

有事情都已經發生的，唯一的區別在於，這

件事是在哪一個時刻發生。

《Arrival》

根據「薩丕爾．沃爾夫假說」，在不同

文化下，不同語言的各種結構、意義和使用

等方面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使用者的

思維方式。外星生物的文字沒有先後，因此

它們的思維沒有因果。漢語常常形容，「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間就像長河中的

流水一去不復返，那麼對於影片中的外星人

來說，時間是一片汪洋，沒有先後順序，也

可以理解為一個圓環，他們同時可以看到過

去、現在、未來的事件，他們要做的只是為

一局已知開端和結局的棋局，按部就班地佈

好棋子。

關於中國的情節鋪排

關於這部電影，最難理解的可能就是影

片的高潮部分：在美國派出語言學家和物理

學家（也就是本片男女主角）與外星人交涉

即將取得突破性成果時，中國軍方領導人決

定向外星人宣戰；另一方面，未來的女主角

其實已經成功理解外星文字，也阻止了以中

國為首的多國與外星人的戰爭，人類與外星

人友好相處。於是，處於過去的女主角預知

了未來發生的事件後，得到商將軍的私人電

話，千鈞一髮之際，成功撥通電話並阻止了

戰爭發生。

許多影評寫到，製片人在劇情中瘋狂地

抹黑中國。其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

看懂這部影片，另一方面是來自電影片長的

限制，對於小說的劇情沒有完整的展現。

這裡筆者拋出一種來自網友評論的並獲

得許多贊同的解釋，即中國的商將軍才是劇

情的真正推動者。電影中一幕於未來發生的

慶祝酒席上，如果觀眾細心聆聽商將軍與女

主角的對白、細心觀察他們的表情，其實已

經發現這段對白的詭異：女主角 Louise 對自

己曾經勸阻的商將軍表示懷疑，亦對自己曾

經所說一概不知，但商將軍卻一幅從容的表

情、絲毫不覺奇怪，而且耐心地把自己的私

人電話號碼和只有自己知道的妻子的遺言告

訴了 Louise。如果透過電影所描述的環形時

間去分析，這一切就變得容易理解了：中國

的商將軍也研究外星文字，認為自己可以讀

懂了環形文字、擁有環形思維，甚至能預見

未來發生的事情，但他卻不敢肯定，於是假

裝宣戰，同時告訴未來的 Louise 自己的私人

電話，從而逼迫 Louise 呼叫自己來驗證這一

切。

在理解了這段核心劇情後，本片的兩個

困惑也就迎刃而解：其一，為甚麼女主角在

知道了將軍的電話號碼後，在未來的酒席中

又對此一概不知？因為未來與過去只是時間

片段，電影中的事件沒有因果，在我們的現

實世界中，過去發生的事可能決定未來的事

件，但在電影中，未來的事件也可以決定過

去的事件。拋開「未來」和「過去」的時間

概念，就容易理解了。其二，中國為甚麼一

定要宣戰，是否顯得太過霸道，不講情理？

無疑，中國的商將軍可以選擇其他方式來驗

證自己是否真的讀懂了環形思維，但宣戰無

疑是最快速、最極端、最可信的手段。當事

件關乎自身的生死存亡，便可以打破人類的

極限，促使女主角在更短的時間內破譯外星

文字、阻止中國宣戰；中國在不確定美國是

否肯全盤透露自己所瞭解的信息和研究的成

果時，這確實是最佳的政治手段。

拍攝手法

‘Despite knowing the journey, and 

where it leads, I embrace it and I welcome 

every moment of it.’——《Arrival》

影片的許多臺詞簡潔明瞭，卻需要深入

思考，聯繫前後場景，較為燒腦。不少場景

前後呼應，信息量較大。如果忘記了前面的

劇情，可能有礙理解後面的劇情。這既是影

片的優勢，也是缺陷所在。劇情的緊湊和信

息的交錯，令這部電影眾多科幻片中脫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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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劇情不斷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發

生的事件中來回切換，非常考驗導演的剪輯

功力。筆者認為影片做得很好但不夠完美，

不同時間線的片段剪輯有些許紊亂，未來和

過去的區分界限不夠鮮明，難為了影院的觀

眾。

不過，電影的場景設計非常精美，可謂

打破小說缺乏視覺的限制，並將場景完美地

呈現給觀眾，例如影片將小說所無法體現的

外星飛船設計為球體的十二分之一，內部通

道設計為四個側面都相同的長方體；此外，

製片團隊提及，背景音樂也融入了「循環」

概念，隨劇情高潮而起伏。

物理學原理

作為中學物理的一個重點，光的反射定

律（Reflection of light）相信大部分人都不

陌生，即入射角等於反射角，但是這條定律

的理論證明卻有一段漫長的歷史。

首先，反射定律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

光必須沿直線傳播，那麼他會選取的直線必

定是最短的，因此入射角等於反射角。古希

臘數學家希羅曾給出一個不合邏輯的證明，

他認為光在出發時，已經預知了自己的目的

地，無需任何數據分析或通過選擇最短路徑

而得出反射定律。這一證明在經過近代物理

學的不斷發展後，變成了「最小作用量原理

（Principle of Least Action）」，即在物理

系統中，自然界的客觀物體總是通過最小的

代價產生變化。如果推及量子的特性，那麼

根據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

光既可以是波，也可以是粒子，而作為波來

看，光在嘗試了所有可能的路徑後，只留下

了一條最短的路徑，其他的路徑由於傳入的

波和返回的波互相疊加而抵消（此項推論已

被實驗證明）。

簡而言之，當代物理學就是一套用來預

知未來的理論，例如天氣預報，又例如根據

設定的速度預測衛星的軌道，以穩定衛星運

動來提供穩定的 GPS 服務。也許光並不能預

測未來，但它一定是在經過了所有的嘗試後

選擇了一種最優解，而這個未來是唯一的。

《Arrival》靈活地運用了這一套理論，

在人類和外星生物誕生後，兩者分別根據自

己對宇宙的理解，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人類對時間的理解是線性的，過去與未來呈

因果聯繫；而外星人對時間的理解是非線性

的，所有未來和過去都在宇宙誕生之初就被

決定，未來是唯一的，這個世界只有一個宇
圖片來源︰ From Heroes to Icons、
www.zhihu.com、Vox

宙，不存在平行宇宙，雖然可以預知未來，

但絕不可能改變它，因為構成宇宙的量子只

會選擇唯一的最小代價去運動。

哲學上的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

人類究竟能否憑藉自己的想法而選擇未

來的走向？

這個問題在哲學史上已經被爭論了上

千年。決定論（Determinism）指出，宇宙

完全是由因果定律之結果支配，經過一段時

間以後，任何一點都只有一種可能的狀態。

而與之相反的是唯意志論（自由意志論，

Voluntarism），其觀點為：人類的意志是做

出行為、達成道德價值的必要而終極的基礎。

兩種針鋒相對的理論各有不少哲學家支持。

影片所展現的哲學深度，可以理解為自

由意志和決定論的衝突。人類作為地球上唯

一的高級智慧生物，自古就有不少人認為人

類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唯一的高級生物，

人類可以憑藉自己的意志決定自己人生的發

展、決定未來的走向；外星人的降臨打破了

這種觀念，當女主角掌握了外星文字、理解

了外星人的思維，她便擁有了預知未來的能

力，她清楚地預見了自己在與男主角相愛後，

將會誕下一個因絕症而去世的女兒。

究竟是離開男主角抑或是堅持自己的愛

情，此時的她真的可以選擇嗎？在沒有因果

的宇宙中，根據預知未來的悖論，結局其實

早已註定。假設女主角選擇了不與男主角相

戀，他們的女兒不會出生，未來隨之被改變，

那麼這一切便不再是女主角所預見的未來，

換句話說，女主角沒有真正的參透外星人的

思維，也沒有掌握預知未來的能力，而這一

切與影片的理論相違背。

從宗教角度而言，人生疾苦，即便充

滿痛苦與災難，我們始終不應逃避。影片的

開頭是女主角與女兒的在開心玩耍的場景，

這也告訴了觀眾，命運會帶來不幸，同時也

會帶來歡樂，既然結局早已註定，又何必執

着地去避開呢？相比起執着於人生的最終結

果，享受人生的過程、活在當下才更為重要。

女性主義

不少觀眾覺得，本片對男主角的刻劃比

女主角少了很多，男主角在這裡更像是一個

配角。其實，影片的着重點並不是理論知識，

更多的是在於情感的表述，作為物理學家的

男主角，由於電影的局限，不可能將所有的

理論基礎像小說一樣有條理的展現。

另一方面，這部影片或許也表達了一種

對女性偏見的反駁，現今不少英雄主意影片

中，拯救世界的大多都是男性，而這部影片

恰恰相反，將女性刻畫地更為偉大。當女主

角預知到自己的女兒將會得絕症而去世，男

主角選擇了離開、逃避，女主角卻選擇了面

對；女主角理性地選擇了阻止對外星人的進

攻，而片中的美國軍方長官和士兵選擇了武

力。女性英雄主義在影片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女權並非是展示女性比男性更有能力、

地位更高，而是展現一種長期以來社會對女

性蔑視的性別差異待遇，說明在開放的社會

中，男女擁有平等的自由和權利。

結語

影片所描述的世界與現實世界不一，或

許在我們的世界中存在自由意志，或許我們

的人生存在無限多的可能性，但唯一通用的

思想是——積極地面對這一切。小說和影片

只是對世界的一種猜測，無論未來如何，無

論能否改變，我們都應積極面對。這或許便

是影片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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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of image: Movie Theme Songs & TV Soundtracks

A good old series that is no inferior to 
any contemporary drama series (i.e. Game 
of Thrones and Sherlock, not to mention 
the various Korean dramas). The series is 
overwhelming with brilliant British black 
humor. Primarily staging at the office of 
the Minister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 
of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useless 
and meaningless position ever existed 
(though is basically fictitious), the three 
main characters often get arguments 
on affairs concerning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Minister trying to impose main 
administrative reforms,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trying to resist any form of 
change, while the Principal Private 
Secretary of the Minister swift sides from 
time to time.

Throughout the three seasons, 
the ugly bureaucracy of the British 
gover nment  (or  sha l l  I  s ay,  of  a l l 
establishments on Earth and even those 
beyond, given if existed) is explicitly 
shown, with some fun but mostly dark 
human natures demonstrated in the 
frequent discussion among the three guys.

There was a  episode about the 
Minister trying to make constructive 

Review:
"Yes Minister"

advancement for the government, but 
facing the strong resistance from his 
Permanent Secretary. He therefore turned 
to his predecessor, a somehow political 
enemy from a different party to help, and 
they actually agrees and exchange ideas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tough and annoying 
bureaucrat ic  system. The Minister 
eventually found the important file at 
the last box of documents given, finding 
what he desired, and started playing tricks 
on Permanent Secretary by asking about 
other documents every 10-15 minute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and the 
world around is displayed, and I just like 
that with both angels and devils.

Like in "Sherlock", they got the cute 
English accent, what's more is the concise 
but in-depth sentences spoken from their 
mouth. One of my favorite - "Yes and No". 
It has always been the case that we mean 
something on the surface, yet, others or 
even opposite things beneath...

So, without any more nuisance and 
nonsense, let's enjoy the feast.

P46……………Wings 24.3 

Wings 24.3 ……………P47



　　科技文明帶來安穩生活，征服大自然的

種種兇險天災，但生命因此喪失了艱難和深

度。

　　現代人迷信工具價值，充斥著缺乏個性

的教育。一切教育的目的集中於培訓專業人

才，使每個人成為機械人。自以為手握的專

業便是一切，殊不知所謂專業無非是一種技

能。技能人人皆可學，人人皆可掌握。你學

會了，但隨時可以被取代。比他人更熟習技

能，無非是更接近機械人的證明！當每人都

追求單一的技能，便意味著個性的喪失、創

造力的弱化。工具價值成為現代人的迷信，

努力學會計、Excel、Programming……社會

著重的不再是人的優秀，而是人的機械化程

度。愈能背誦知識，愈被視為「成功人士（成

功的機械人！？）」。

　　現代人迷信或逃入工具價值，是因為

生命失去了方向，以及為超越性所驅使。

生命，稍有自覺的生命，無時無刻都在追

求超越。要求一個人整天甚麼也不做，只

是睡覺和飲食，這是很難做到的；但若要

求一個人做些消耕精力的事情（不管其消

耕有多低，如保安等工作），總比整天

睡吃容易。因為人的本質是超越，是追求

價值的實現。即使保安的工作是多麼無聊

（整天坐八小時），只要稍稍思及「保安

可以保障居民的安全」，保安一職立刻比

整天睡吃更吸引，因為單是「保安可以保

障居民的安全」已比整天睡吃更富價值。

如果認為保安一職是無聊，是由於生命要

求實現一具更高價值的目的，是生命心量

的擴大，而非因為保安與整天睡吃同樣無

聊。由此可反證人的本質便是超越，是追

求更高價值的實現。

　　然而，現代人的超越性表現於對事業

財富的獲得，但此超越性是虛假的，是與

感性欲望夾雜的，是不純淨的超越性。純

淨的超越性是對理想的追求，而非個人安

穩生活的渴望。純淨的超越性不否定安穩

的生活，但必然超出於其上，追求更高的理

想。被感性欲望糾纏的超越性，只能成就個

人的安穩生活，但不能成就個性和生命的深

度，因而現代人總是庸俗不堪。生命缺乏純

淨的超越性，更被利欲包圍，以致生命中的

靈光爆不出來，只是順著欲望轉動，生命難

免於流入庸俗。

　　現代人以手握的「獨特」專業為傲，因

而封閉了自己的心靈。每個人不再是獨一無

二的人，而僅為持有某專業的（機械）人！

一個人獨特的品性、人格、內容……統統被

專業蓋過、標籤！現代人追求專業，追求喪

失個性、出賣自己的個性。現代人的庸俗，

正表現於以出賣個性為傲、以成為機械人為

傲！

　　現代人極力取笑、貶抑素隱行怪、富獨

特性的人，否則自己缺乏個性的事實將被揭

穿。現代人的庸俗在於︰透過抹殺一切的

創意（個性的表現），來為自己狹隘的生命

保留微塵般的自尊！透過否定他人巨大的個

性，反顯出自己近乎滅絕的個性之「大」！

　　現代人迷信事業、樓房、權力、財富，

從而逃避生命的無方向感！他們生命的終極

目的是幸福，是安穩的生活，但因而失去真

正的生活！誰追求安穩的生活，誰便注定活

在平庸之中，因而活在永恆的自欺當中！現

代人不知道生命有甚麼意義和方向，更缺

乏對理想的追求！他們以事業的成就、財

富的累積來自欺，企圖掩飾內心深處的虛

無和不安！真正的生命是超越，是痛苦！

在超越中追求生命的價值，在追求中承受

痛苦，在痛苦中證明生命的真實性，證明

人生是值得艱難一次的！人的本質就是超

越！不安於當下的自我，並不斷實現更好

的自己！

　　現代人被種種死實的目的包圍，令心

靈不再活潑和自在。一覺醒來，是手提電

話的鬧鐘，各種電腦、電視接踵而來。走

出街上，全是一棵棵令人窒息的石屎樹；

四眼望去，路上有各種交通工具馳騁；坐

在車上，又重新沉淪於手提電話……現代

人的生活被死物密密麻麻地包圍，失卻與

大自然的聯繫。大自然的可愛處，在於她

的沉默、她的自在、她的生氣，更在於她

的無目的、她的「缺乏利用價值」。

　　現代人埋首於自我完善，與世界的關

係徹底斷裂！

　　現代人的心靈隨風擺蕩，是無根的生

命；陷入工具理性當中，失去道德的判斷

力。以為世上一切都不過是「相對而言」，

以為不同國家、歷史和文化產生的價值觀都

是「相對而言」。終於在「相對而言」之中，

泯滅了道德，泯滅了價值，泯滅了自己。

　　現代是克服庸俗的時代，是奪回生命個

性的時代！

　　生命，這最親切、最嚴肅的課題，竟被

視為缺乏工具價值而喪失注目！

　　呼喚吧！讓我呼喚個性的復活！

現
代
人
的
迷
信
與
庸
俗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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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可以不要再罵了嗎？見到有人願意在社交網站上，述說自己的無助和
低落，你是應該慶幸的。至少他願意跟別人分享或尋求協助。你在這個時
候罵他散發負能量，是打算摧毀他最後一根稻草嗎？你不想看就別看呀，
沒有人逼你看的。

我從小就很敏感，或許是小時由外公外婆照顧長大的，以為父母不要
自己，我總是很在乎父母以及其他人的看法。我害怕被丟下。不要不要我。

小學二年班，我大病一場—我從小就多病，或許是多次高使到我長
得高—我住了幾天醫院，在醫院渡過我的生日。在那幾天，我明白了原
來我可以離死這麼近。死了之後，會有人記得我嗎？現在想起來，一個不
到十歲的小子在想甚麼生死，真是可笑。但或許是從那幾天開始，我想做
自己，我想在死之前明白生死的意義，我想在死之前至少活得開心。

但一次與女同學討論一個主要觀眾群是女孩子的卡通片，被其他男同
學聽到，我被取笑是娘娘腔。那天開始（小四），我被杯葛。沒有人願意
跟我聊天。這對於一個很在乎別人想法的人來說，是致命的。

我開始失去活下去的紛頭，居然開始留意自殺的方法。我想找一個很
簡單的、一定致命的、身體不會太難看的、不會感到痛的方法。那段時間，
我沈默寡言，父母忙於工作，姐姐忙於適應中學生活，沒有人發現我的不
妥。當時我自嘲，會不會我死了都沒有人發現，沒有人在乎呢？

在我幾乎失去生活的動力時，是一個同學帶著笑容跟我說：「你好，
我叫……可以跟我做朋友嗎？」我的思緒翻天覆地，當中的感覺很複雜，
複雜得說不出來，總之我就想要自救，我想活下去。悲觀的性格不是想改
就可以改，但至少，我可以不去想它、不去理會的。

……

慢慢地，我學會了對現在和過去發生的事樂觀一點，發生了的事怎麼
想都沒有用的，想來無益。而未來呢？還未發生的事好可怕，我不能預知
將來的事，而未來太緲茫，我不知道我將來要做甚麼—明年今日，我還
在生嗎？

很有趣地，平日中，我不去想我有甚麼挫折，不去理會我受到多少委
屈，心有不快就吐嘈世界的不公，跟朋友或自己大罵特罵。我也養成了自
虐的性格，不開心了、莫名低落就打自己，掐自己的大腿，用痛取代悲。
在我難以宣洩的時候，很可愛地，一點感人的事就會讓我流淚，目無表情、
甚麼都不說，靜靜地淚流滿面。「哭」過一場後，好像整個人都好了，舒
服多了。

有關自殺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

這是我的故事，很幼稚嗎？很低能嗎？

不要總以一種老子食鹽多過你食米的態度說甚麼這不過
是小事，沒甚麼大不了的，這樣就受不了就別活着浪費米飯。
每個人的人生觀不同，重視的地方不同，「甲之蜜糖，乙之
砒霜」你聽過嗎？很多你不太重視的東西，可能甚至是你不
屑一顧的東西，卻是別人珍而重之的事物。比如你覺得很平
常的走和跑的事，卻是一些人一生都做不到的事。你覺得很
理所當然、甚麼覺得是墳墓的婚姻，可能是同志們一生都得
不到、甚麼願意為之飛蛾撲火的事。可以為別人設身處地想
想嗎？

或許你不能。

你永遠只會想到自己，你不會理會自己的惡言會對別人
造成多少影響，因為你只想到自己。

就算你的言行是落井下石的，又如何？痛苦的不是你。

 最後，對於那些總喜歡用「你有勇氣去死，怎會沒有勇氣活下去」的話去勸別人不要自
尋短見的人。你知道嗎，如果不是走到最後一步，他會打算自尋短見嗎？你這句話只會讓人
覺得你不理解他的處境。死了就一了百了，甚麼困難，甚麼無助，甚麼不安都會一起逝去，
不好嗎？對於無助的人，活下去才是最困難的，生命沒有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做甚麼，自己
又可以做甚麼，自己做的事自己不快樂再做又有甚麼意義？

這個時候，給予他一直求而不得的事物，或告之其實他還是有人支持的，或曉之以情，
借親情和友情，勾起他對生命的不捨，而放棄自殺。有關自殺，有關無助，用心感受他需要
的是甚麼，設身處地，讓他感到希望，讓他有活下去的衝動，才能成功勸人不去自殺。（最
好當然是找尊業人士幫忙。）對於執意自殺的人，可以讓他們感受生命的可貴，讓他覺得自
己還是活着會比較好。

如果他堅持，做過一個確切而深入的思考，讓他做他想做的，給他一個方便不可以嗎 ?

如果還是不行，就讓他去吧。讓他與親友道別，不要攔他了，你阻得一時，攔不了一輩子，
就讓他至少做一件自己想做、自己做到的事吧。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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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尊重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

　　尊重二字大家都會寫，我相信尊重是一個普世價值，但真正能做到尊重的人很少。

　　以學校生活為例，上課中吃東西、大聲交談的人每日是見慣的。課室不許進食仍進食，視課
室不許進食的標示為無物，是為不尊重學校；旁若無人地大聲交談、影響他人上課，視他人如無物，
自私自利，是為不尊重其他人。

　　再到大一點的事，如學校男廁（筆者不是女生，不了解亦無意了解
女廁情況），數個男廁的設計有問題，在男廁外可以直接看到尿兜，即
可以看到誰在小解；不幸的話，如廁者的下體隨時會被男廁外的人看到。
筆者相信，讓人可以不用怕被人看到任何如廁過程是人與人之間最基本
的尊重。請問設計廁所平面圖的人有考慮到這一點嗎？

　　兩性關係很能夠顯示人們做不了尊重（或人不願尊重異性）。在所
謂男女平等的現在，一樣有男人視女人為生子工具先不說，男權在女權
攀升的同時越來越少。女人會要求男人紳士一點，卻似乎沒有人要求女
人紳士一點或淑女一點。女人打男人，男人會被累懦夫，是港男；男人
反擊打女人，會被指責欺負女人。男人養女人，天經地義，還是女人的
福氣，女人養男人，男人就是吃軟飯，是可恥的。男人要想結婚，就應有穩定收人，
最好有車有樓——對女人金錢上的要求呢？

　　當然，上述只是大多時候的情況，無意一概而論；同樣，女人也有不少不被尊
重的地方。人因為自己的性別而在一定情況下被歧視，不被尊重，還覺得這很理所
當然，真是有趣。

　　承上，還有一些因性別而有的歧視，比如性向。很有趣，不少人覺得女人是同性戀還可以接受，
男人是同性戀就會覺得很噁心，為甚麼呢？　　因為性向而有的歧視數不盡，比如在不少地方，
同性是無法結婚的。一個人應有的結婚權利被剝奪，沒有在愛侶死後為之舉葬的名份，合理嗎？
他們有被尊重嗎？非常可笑的是還有人指同性婚姻合法化會讓更多的人變成同性戀，生子率大減，
人類終有一日會滅亡的。

　　首先，人是不會因為一個對自已本身沒多少影響的改變（法律之改變）而隨便改變的（從異
性戀變成同性戀），本身是異性戀的，根本不會因為同性戀結婚合法而出櫃的。如果性向「改」了，
不是他本身就是一個同性戀，就是他是一個雙性戀或泛性戀的。其次，如果兩個人因為不能或不
想生育就不能結婚，那麼同樣地，不育者、變性人、年紀大的、乃至不打算生孩子的人也不能結婚，
因為他們不會生育。請一視同仁。

　　有一個宗教，在上述議題中，很強烈地表示自已的反對——基督天主教。（我把所謂「兩個」
教視為一個宗教是因為我覺得一脈相承。）在反對的時候，有關教徒引經據典，指出哪章哪節中，
同性戀是有罪的。姑勿論有沒有罪，你宗教有甚麼教條，跟其他人有甚麼關係？請問你尊重我嗎？
我尊重你的宗教，但請不要不尊重其他人的信仰，不要給臉不要臉。對於網上無數批評、恥笑基
督天主教的言論，我覺得很抱歉，但這全是你們咎由自取。

　　要想被人尊重，就請先尊重他人。這個世界不是圍著你轉的，如何你不尊重別人，然後不被
人尊重，就請你別指控他人不尊重你。多為人設想，多以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理性地思考，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世界才會少點歧視、不公、偏見，多些尊重。

圖片來源：嗚人堂

一提到電腦遊戲，很多人往往想到「娛

樂消遣」，或是「青少年沉迷遊戲」以及「不

務正業」等詞語。社會普遍認為，遊戲僅僅

是日常生活的娛樂之一。這些偏向負面的標

籤，讓許多人對遊戲無法產生一種正面的觀

感，映入腦海的常常是宅男宅女在家頹廢、

一味沉迷其中的畫面；但即便是談及「從電

腦遊戲中我們能學習到甚麼」這一話題，多

數人想到的可能是提升反應速度、放鬆身心

這些優點，只有少數人認同益智類和戰略類

遊戲可以鍛煉思維、邏輯等能力，更少人想

過電腦遊戲能與人生哲理掛鉤。

筆者想介紹的，是兩款基於電腦平台

的單機遊戲，這兩款遊戲所帶來的不僅僅

是益智思維，更多的是人生哲理。或許讀

到這裡，你們可能有些懷疑，遊戲就是遊

戲，怎麼可能上升到哲學的高度？筆者之所

以給出如此高的評價，是因為這兩款遊戲是

最不像遊戲的遊戲。遊戲作者想帶給我們

的，是穿插在藝術中的諷刺與哲理。這兩款

遊戲是由 Galactic Café 工作室研發的 The 

Stanley Parable（史丹利的寓言）以及 The 

Beginner's Guide（新手指南），遊戲主要

作者暨 Galactic Café 工作室創始人 Davey 

Wreden，可謂遊戲創作界的新興鬼才，他更

像是一名藝術家和電影導演。與導演不同的

是，他將他想向玩家訴說的故事與道理製作

成了一個個連貫的三維場景，配以旁白的配

音與字幕，引導玩家在操作的同時看完整個

故事。以電腦遊戲比電影更加自由、距離更

近的形式呈現，玩家（觀眾）更能代入其中。

因此，兩款遊戲都在遊戲界產生了很大回響，

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也獲得了許多遊戲評

比的獎項與多次提名。

撰文︰ Olivier Odorant
排版︰逗號

Game of Life
電子遊戲的藝術

先談及「The Stanley Parable（史丹利

的寓言）」這一遊戲︰這是 Galactic Café

工作室的成名之作，也是通過這一部遊戲，

更多的人開始注意到 Davey Wreden 這位

年輕而有思想深刻的遊戲製作人。Davey 

Wreden 不希望拘泥於常規遊戲的模式，而

是通過一種簡單的操作，令遊戲能面向更廣

的群體。遊戲只有簡單的前後左右移動以及

鼠標點擊這些操作，因為遊戲本身並非娛樂

性質的，而是一款希望令玩家反思所有常規

遊戲模式的遊戲，它試圖改變社會對遊戲的

認識以及電腦遊戲的標籤效應，看似簡單的

操作卻同樣能令玩家在面臨選擇時躊躇不

前。

一進入「史丹利的寓言」這款遊戲的開

始界面，映入眼簾的是常規遊戲的開始菜單

與不常規的遞歸背景圖——即是一幅面對電

腦的畫面，而電腦中又有着相同的面對電腦

畫面，層層遞進而循環。其實作者的本意已

經非常明確了，作為一個玩家，你的確在現

實中對着電腦玩着這款虛擬的遊戲，但遊戲

又像面鏡子，其中的主人公因為你的操作與

選擇走向不同的結局，反射出的恰恰是玩家

Part A - The Stanley Parable
（史丹利的寓言）

PRESS ANY KEY TO START

攝於 LTA 旁
男廁門口

攝於一樓
Lift17/18
旁男廁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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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人生所作出的抉擇。你正在玩遊戲，但

其實遊戲也在支配着你。說是遊戲支配，因

為在玩家開始遊戲後直至打通某一種結局，

過程都有一位旁白像是一個指引玩家、向玩

家講故事的人。在兩扇門面前，旁白會指引

你前往所謂正確的門，在選擇不遵從旁白的

指引時，會出現悲傷與失望的新的臺詞。無

論玩家是否跟着旁白的指引，玩家所做的一

切都在遊戲本身的機制之中，唯一不同的是

遊戲的主人公會走向不同的結局。

玩家在這款遊戲中所扮演的是一個過着

普通平凡生活的上班族，每天的工作是日復

一日地服從電腦的指示，它告訴玩家要按甚

麼鍵玩家就按甚麼。突然有一天，電腦上不

再出現任何要求，他慌了、站起來走出了辦

公室，於是遊戲開始。而轉念一想，現實中，

我們不也一直遵從着父母、老師、上司、以

及社會的各種要求、制度嗎？的確有一部分

上班族，每日兩點一線，往返家與公司，或

許他們曾經有着對自己年輕時夢想的追逐，

但社會卻像一個加工機器，將他們的尖角磨

圓、將夢想泯滅。他們發現自己的夢想看似

遙不可及而放棄，開始向現實妥協……

其實遊戲中的旁白就像生活中各種無

形、有形的聲音，令你只知道隨風逐流︰出

生是為了學習，學習是為了工作賺錢，賺錢

為了買房、結婚生子，放棄了當初最簡單的

夢想。因為殘酷的現實，所做的決定都與當

初的背道而馳，漸行漸遠，不再清楚自己想

做甚麼、人生的目標又是甚麼，就像主人公

一樣時時刻刻按照電腦的指示敲擊鍵盤，跟

着旁白走向被束縛的結局，永遠失去獨立性

與自由。

當然，在遊戲中，你可以選擇完全不

遵從與旁白的指引、或是先跟着旁白走，而

後在特定時機走向旁白不希望你走的另一條

路，這都引導至不同的結局。遊戲本身充滿

了嘗試，本身有超過 20 種結局，當你選擇

違背旁白的指引，表面上你的確擁有了自由

意志，但其實遊戲製作者早已將此設計成為

遊戲的一部分，還設計了相應的悲傷、失望、

開心、幸福、生氣的不同配音與臺詞，旁白

更像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呈現在耳邊，與玩

家無時無刻進行着交流。

更重要的一點是，這個遊戲的設計完

全違背了常規遊戲機制。有些網絡評論認

為，目標、挑戰與獎勵是一般遊戲的三個要

素。大多數遊戲都通過給玩家一系列任務，

在玩家達成任務後便給予獎勵，從而滿足玩

家心理上的成就感。無論是時下很流行的手

機遊戲、單機聯機的 Play Station 或電腦平

臺的遊戲，全都符合這一點，但史丹利的寓

言卻完完全全地淡化了這三個要素。遊戲本

身不存在挑戰任務，更沒有獎勵，遊戲本身

更像一件藝術品，一部多結局的電影，一個

希望引起玩家自我思考的的思維藝術。更有

意思的是生動活潑的旁白，在你選擇順從他

時，他會表現得開心或是一種本應如此的淡

然，玩家一旦選擇違背旁白強行進入另一個

岔路，旁白會開始展現出擔心、希望博得玩

家的信任。若此時玩家一意孤行，旁白則會

不耐煩、失望或傷心；配以遊戲中時而單調

的房間配色、時而華麗的景色與歡樂的背景

音樂，玩家很容易帶入其中，一邊於遊戲中

作出選擇，一邊與旁白交流。筆者非常佩服

遊戲作者對玩家心理的掌握，對玩家的每一

步抉擇與操作，配以相應的畫面與配音，從

而展現出真實感以及夾雜着哲理的碎片。玩

得越久，玩家的代入感越強，越覺得自己不

像在玩遊戲，而遊戲卻恰恰是自己人生的投

影︰在做每一個決定前清晰自己的目標到底

是甚麼，是好奇心的趨勢還是自我意志？是

遵從旁人的指引而隨波逐流，還是走只屬於

自己的道路？這一切，是遊戲，更是人生。

用簡單而深刻的幾個字結束遊戲、結束

這部分筆者的遊戲評論︰「人生如戲，戲如

人生」。

圖片來源︰ Digital Trends

與「The Stanley Parable（ 史 丹 利 的

寓言）」一樣，出自同一作者的遊戲「The 

Beginner's Guide（新手指南）」同樣不帶

有傳統遊戲機制的色彩，缺乏目標與挑戰，

缺乏常規遊戲的三要素，但這一部不是遊戲

的遊戲卻一樣帶給了我們一個十分真實的故

事，它不像「史丹利的寓言」充滿了選擇，

它更像是一部電影，一個遊戲製作者的心路

歷程。

繼承了「史丹利的寓言」的遊戲特色，

「新手指南」同樣有着簡單的操作、旁白的

配音，但不再是令人凝重的人生抉擇，而是

一個真誠的故事，一個令人遺憾的故事，但

作者真摯的希望，這部遊戲能帶給玩家不一

樣的體驗。

如同遊戲的名稱，一開始遊戲通過簡

單而常見的遊戲場景，向玩家講述了一位遊

戲開發新手，希望從一位資深的遊戲開發者

的開發手稿中瞭解這位製作者，而玩家一開

始遇到的也正是一些類似測試版本的不完整

遊戲的片段，令人誤以為遊戲作者想通過這

個遊戲，教授遊戲製作的技巧，像是一部剛

進入遊戲行業的製作者的「新手指南」。但

隨着故事的推進與旁白的講述，事情遠非這

麼簡單，旁白所扮演遊戲開發新手從那位資

深的遊戲開發者的遊戲片段中漸漸發現這些

片段是那麼無聊，缺乏可玩性，那位資深開

發者甚至還設計了許多監獄與牢籠的遊戲場

景，他發現這些都與開發者的自閉孤僻性格

有關，當他試圖去改變幫助那位開發者時，

那位開發者反常與生氣的表現讓他明白，自

己一直一味強加自己的意願於他人身上。

故事的結局其實跟這部遊戲一樣，這個

遊戲僅僅是玩家操控主人公走向旁白給出的

下一個目標點，本身沒有任何可玩性，但如

果跳出遊戲的框架，不再定義「新手指南」

作一部遊戲，那麼它更像是一件藝術品、一

個故事、一部作者 Davey Wreden 的自傳。

許多玩家覺得這部遊戲毫無意義、不好玩而

在網絡平臺中給出差評，但其實作者想表達

的更是藝術的真諦。藝術的意義永遠不在於

觀眾是否欣賞，就像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天

才藝術家達芬奇，從不為了他人向他買賬而

創作，而僅僅是為了藝術、為了自己的意志。

藝術的創作不需要買家的投資，這款遊戲的

目的也不在於能賣多少錢、有多少玩家覺得

好玩。

當下，普遍的遊戲玩家覺得射擊類遊戲

要有意義有目標、戰略類遊戲也要有意義，

否則就失去了遊戲本質的娛樂，而作者恰恰

反其道而行之，諷刺了遊戲界的常理，甚至

玩家的差評也在作者的意料之中，進而諷刺

了這些玩家為了玩遊戲而玩遊戲的目的。就

如同「新手指南」這款遊戲的一些片段，有

類似走迷宮、跳格子等遊戲片段，玩家通過

常規的手段是基本無法達成目標的，除非日

以繼夜地玩幾十天、幾百天，而喪失了可玩

性。但遊戲想帶來的就是這一點道理，在遊

戲中思考、在旁白所訴說的故事中有所感悟。

正如網絡上對此遊戲的評論一樣，它是

作者對「反遊戲」的實踐，即一反遊戲本來

的目標：通關（beat the game）。加上遊戲

本身誇張的畫面、充滿藝術感的環境設計、

搭配場景的背景音樂，都令這一款遊戲成功

地塑造了玩家的心理感受，面對危機的害怕、

面對痛苦的吶喊、面對宇宙的渺小與孤獨。

那看似遊戲 bug（漏洞）與貼圖出錯的場景、

燈火通明的溫暖房屋與冰天雪地的對比，其

實都是作者刻意製作的遊戲體驗。不得不說，

在對玩家心理變化的把握、人生哲理的講述

上，作者做得十分完美。

有人評論：「沒有一種藝術是以取悅他

人為目的，當藝術委曲求全討好他人時，便

不再優秀。」這或許是遊戲界「革命」與創

新的「新手指南」，或許是對人生的「新手

指南」。

Part B - The Beginner's Guide
（新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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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乾枯的香港
撰文/排版：本期主題

　　「靈感IQ稱得上十分之高超，創作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相信這首歌陪伴了不少香

港人的童年，筆者也不例外。除了IQ博士，陪伴筆者童年的還有多啦A夢、貓和老鼠（Tom 

& Jerry）等。這些卡通片都充滿天馬行空的情節，需要無窮的創意和幻想。但在我們佩服

創作人的才華同時，不如回頭一想：香港人的創作力量同幻想又能否嚇人一跳呢？思考至

此，我不禁搖頭輕嘆：香港扼殺創作和幻想的氛圍才是嚇人一跳吧！

　　不知道是否生活在繁忙急速壓力大的城市中，還是其他的風氣所致，香港人近年抱著

一種喜歡見到他人出醜、「柒」的心態，即是「睇人PK最開心」。若人人喜歡見到他人醜

態，但自己又害怕被人取笑，就會形成一個無形的限制，讓人變得墨守成規，只求他人認

同，不求或不敢破格創新。更甚的是，在香港物質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驅使下，事事急功近

利，遇到一些看似不切實際的事物，就急急找出不足之處，吐出一個個貶義詞，誓要將之

貶得一無是處似的。

　　筆者早前在網絡上看到一篇關於哈佛大學研究的新聞，指有研究人員在超高壓下成功

製造出「金屬氫」，並表示未來進一步的研發成果可能推動鐵路運輸和火箭的推進系統的

革新，其實驗結果亦被刊登於數一數二的權威期刊《科學》。這些科學新發現在香港一些

網民的口下會變成甚麼模樣呢？離不開是「做到革新才拿出來見人啦！」、「傻的嗎？除

了鑽石還有甚麼能抵受這麼高壓力？有甚麼用？」、「幾百年後才能用吧，到時石油早就

耗盡了」等等，把他人經過重重困難的研究成果貶得一文不值。

　　除了科學創新方面，娛樂方面亦有類似情況。近年的TVB劇雖然良莠不齊，但今年的賀

歲劇《乘勝狙擊》還是少有的講賭博、老千們各顯神通的劇。當中的耍帥、魔術、賭博情

節以至對白之間不乏時下年輕人或網民愛用的潮語，還是看得出一份擺脫傳統劇的心思。

可是，符合預期的是，劇集一開播，就馬上引來「抄襲」和「誇張」的評論；抄襲的自然

指以前輝煌一時的《賭俠》電影系列，但誇張的竟然是筆者從一篇細數此劇漏洞的文章中

看到，指老千逢賭必贏是不合理，現實不會發生。說明是電視劇，難道還要一點戲劇性也

容不下，一定要按著現實世界，一切正常和平才叫合理？筆者並非是說對他人的作品只許

讚揚、不準批評，但這種雞蛋裡挑骨頭、將不足之處無限放大的心態，實在是容不下跳出

框框的「創意」。

　　除了對創新事物的利益價值評估及極端批評、欠缺欣賞的態度外，不得不提的當然就

是教育制度—扼殺創意的幫兇。筆者想起一個荒謬但富創意的解釋，就是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說：「學生自殺是源於他們欠缺生涯規劃。」但是，教育局又是如何規劃香港教育制

度呢？講一套做一套。說是重視學生全人發展，重視學生的探索和創意能力，實際上，這

制度卻是「填鴨式」的考試機器製造廠，讓莘莘學子將課堂知識生吞活剝，以背誦參考答

案，考試滿分為正途。無論是筆者以前中學上課時，以至是現在小學生學習樂器的時候，

往往會聽到「範圍」這兩個字。中學學習時著重的是「考試範圍是甚麼？」、「這一頁考

試會考嗎？」，沒想到小學在學習樂器也一樣，筆者曾聽到一小學生的抱怨：「每次上鋼

琴課，老師只會叫我們練習考試要求的曲子，一直彈一直彈，真是無趣！」雖說熟能生

巧，可這種只囿於範圍，即考試範圍等於他們的學習內容，這種學習態度和方式對他們以

後的創造力是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的。

　　相反，西方重視教育，重視培養孩童的創造力，是因為她們知道「知識改變命運」，

知識份子具有創意，才有機會為世界帶來革命性的創新，改變全國以致全球人的命運（例

如醫學和科學方面），例如在教授科學實驗時，老師往往不會事前告訴學生實驗的標準結

果，而是要讓學生從實驗中自己摸索、發掘、嘗試，即使實驗結果和標準的有出入，也無

妨，反而能激發更多的討論。相反，香港政府視教育為一個篩選制度，同樣是「知識改變

命運」，不過就是以「正確」吐出課程灌入的知識為目標，例如同樣是教授科學實驗，香

港的教授方法卻是類似於中國大陸，學生會預先知道實驗結果，並且著重按部就班地做出

標準答案的實驗結果，否則就得不到高分。在這種讀書就是求分數的氛圍下，香港又怎會

有創造力？香港的小孩無論有多少創意菱角，也會被這種大大小小的測驗考試、標準答案

和考試機器製造廠磨平。

　　筆者曾在為一小學生私補時，無意間發現他上課時作品（不專心聽課的證據，如上圖）

。這個戰車設計圖看似不切實際，但又不見得沒有意義，誰知道他將來會不會是研發最新

軍事武器的工程師呢？只希望他的創造力不要被這個教育制度磨蝕罷了。不過再想，香港

以金融行業掛帥，崇尚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在產業單一化，服務行業為主要支柱的經濟

結構下，香港其實是否需要創造力和幻想呢？

　　筆者曾看過一篇談及創意的社評，對這一句話深感認同：「只有創造力而沒有專業知

識，就只會是空談夢想；只有專業知識而沒有創造力，往往會故步自封。」創意和知識兼

備的人，才能成為社會上的出色領袖。雖說我們也免不了會面對著學業成績的壓力，但有

時間的話，不妨看看他人創作的藝術品，衝擊一下內心的小小宇宙；平日腦海裡閃過奇思

妙想時，也不妨記在你的創意小本子裡。總之，我們應保持我們有趣的創意力，別變成一

個創意乾枯的機器人。

圖片來源：58p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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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哥與「Backup 佬」的紛爭掀起了一直
為人忽視的網絡版權問題。「Backup 佬」透
過在 Youtube 上載達哥直播影片的備份，累
積獲取為數不少的點擊率，從而賺取巨額收
益。後來達哥決定自行備份自己的影片後，
「Backup 佬」竟向達哥惡言相向，在自己的
Facebook 專頁公開詢問達哥是否不允許其繼
續 Backup 直播片段，公然挑釁達哥。最後，
達哥在 Facebook 專頁澄清並沒有阻止任何人
Backup 其影片。

　　達哥指出：「如果真係要論這些苦勞，
當 backup 佬係 1，我係 9。」，並指出自己
為了直播犧牲了不少交際和娛樂，更提及有
時因食無定時而令自己消瘦了不少。不少人
網民對「Backup 佬」的行為表示憤慨，認為
其沒有尊重過原創者（達哥）的努力。達哥
與「Backup 佬」 的 紛 爭 被 炒 得 熱 哄 哄， 而
事實上以剝削原創的手法來賺錢的人又豈止
「Backup 佬」一個？

　　「Backup 佬」 是 以 備 份 別 人 的 影 片 來
賺錢。由 於 不 少 直 播 的 平 台， 如 Twitch、
Garena 等 等， 並不提供重播。如要把影片
「留底」，便需把影片放置其他影片平台，
主要為 Youtube。有些直播主持人會自行設立
Youtube 頻道以作備份影片用途，希望支持者
能夠有平台重溫自己的直播。而有人會透過
把其他人的備份至自己的頻道，有的是為透
過點擊率賺錢，有的本身是直播主持人的支
持者，想和其他人分享主持人的影片。由於
Youtube 為網民觀看影片的普及網站，不少人
會在其他平台下載影片後上載至 Youtube。例
如在電視網站下載劇集後，在 Youtube 平台上
載。　

　　亦有人會以直接重新上載別人的影片。
有些 Facebook 專頁或網站會有特定的主題，
例如搞笑、烹飪、音樂等等。專頁或網站的
管理員會搜羅在網絡上符合主題的影片，下
載後放上自己的平台。在很多時候這些管理
員並不會咨詢原創者的同意，大多只會注明
影片的來源。有些更加不會標注來源，令人
以為影片就是其平台所製。

　　另外，也有人會從後期製作賺取金錢，
就如劇集翻譯、字幕製作、影片串連等等。
日本動漫、韓國劇集、泰國廣告的字幕或對
話經由「翻譯組」翻譯成不同語言的字幕並
被加上影片上。影片其後以不同語言字幕的
版本重新上載，因此語言不是觀看影片的障
礙。

　　這些全部都是侵犯版權的行為，但因出
發點有異，所以難以評論到底行為是否正確。
有支持者希望自己的「偶像」更多人認識，
所以把影片發佈到不同的網絡平台；也有些
人可能單純為了賺取金錢，視備份影片為工
作。從事後期製作並賺取金錢的人爭議更大。
有些人認為要有字幕的翻譯，原作才會得到
不同地區的人士收看；也有人認為原作的功
勞最大，拍攝的投放亦遠超翻譯組的功勞……

　　更加值得我們留意是以商業用途為主的
網絡侵權。不少香港的網絡媒體會下載其他
網絡使用者的影片，再加上自己的描述和媒
體的 Logo，然後重新上載在自己的平台上。
新假期、GoTrip、U-wire、E-zone、港生活等等

咁 x 樣抹殺人地嘅努力，
公平咩？

撰文 : River
排版 : River、腐 phil

的資訊類型專頁很喜歡以「框框」來框著影片，
再在「框框」上加上自訂的標題，令來自不
同地方的影片看似是出自專頁自身，看起來
統一一點；100 毛也許好一點，至少會加上幾
句幽默、嘲諷時事現像的字眼，好讓自己的
侵權行為看似是「二次創作」。Milk Magazine
更加直接把別家的原創影片毫無改動地直接
上載至自己專頁。當然，為了保障自己公司
不會被冠上侵權的罪名，影片的描述也會加
上影片的來源（帶返個頭盔）。

　　作為一家商業機構，為甚麼可以白白盜
取別人的心血？別人放在網絡平台上，可以
以點擊率來賺取金錢。如果網媒自行在自己
的平台上重新上載影片，只會分薄原創者的
收益。曾經有影片原創者被重新上載影片，
奪取了約六萬的點擊率。如果標注了影片來
源便可以將別人的心血肆意任用，那麼，如
果我在你的銀包寫上你的名字，告訴全世界
那個銀包是你的，那我就可以拿你的銀包去
用嗎？這種行為叫做盜竊。那你在看的資訊，
就是賊贓。

　　其實無論在面書也好，IG 也好，甚麼平
台也好，也有一個很好用的功能，叫「分享」。
為何大家不能好好使用「分享」功能，把原
創者的心血分享給更多人看，而要把影片「私
有化」，重新上載在自己的平台呢？

我引用曬來源架啦，可以
直接拎你銀包嚟用架啦 !

這
些
人
，
可
以
被
稱
為
侵
權
的
人
，
也
可
被
稱
為
「
賊
」
。

圖片來源 : 高登、蘋果日報、charriol、hdslb、menxpat

[ 公屋潮文 ] 公屋·居屋·私樓 - 盧婉茵主演
盧婉茵同呢個角色真係 100 % match ！！
做人真係慘，想食隻雞脾都咁難
來源：http://youtu.be/NSy5VsWjFkA
https://www.facebook.com/ThisIsHongKong

瀛寰搜奇
201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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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 necessary evil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more than 7 billion 
people [1] res ide  in  185+ [2] 

countries  and speak around 
7000 different languages [3]. 
According to Collette Grinevald 
,  a  p i o n e e r  i n  e n d a n g e r e d 

languages , 90% of local languages 
will disappear by the end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80% of the planet 
wil l  communicate  in just  83 
languages[4] (Brea, J., 2007).  Thus, 

it makes sense to have a lingua 
franca or a common language in order to 
make information flow easy and effortless 
as this will not only help in bridging the 
communication gap but will also act as a 
facilitator in bringing the world population 
closer to each other.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supremacy of American economy during 19th 
and 20th century led to expansion of English 
language [5]. So in my essay, I am assuming 
English language for purpose of explanation 
as English is one of the most accepted global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dopting English for higher studies ma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is globalized world 
as language skills can exhibit considerable 
competit ive edge in today's  scenario. 
Evolv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language can 
be a key to academic collaboration through 
research, events and communication even 
outside the home country as a conversation 
among academician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s possible only if a common language is 
available. Moreover, many books and doctoral 
theses are written in English which are 
required by students during higher studies. 
Also, top research universities are based in 
US which makes it necessary for students to 
have a high understanding of written English 
if they want to pursue further education in 
these universities. That is why in Korea, many 
parents have already realized the need to 

teach English and are spending large amounts 
of money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language 
institutes or to enroll in expensive language 
programs abroad. According to Korea Times, 
2003 para 5:“Spending for overseas study hit 
a record high of $803 million in the first half 
this year.”[6], which clearly signifies the need to 
learn English language as most of the foreign 
universities use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Furthermore, many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planning to include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Like 
Politecnico di Milano, a leading university 
in Milan, in order to globally compete with 
other universities, have decided to switch to 
English language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2014 [7]. Thus, lack of English knowledge 
makes anyone insufficient in the realm of 
education in today’s world. 

Another important point to note is 
that post completion of education, language 
may act  as a  t ie-breaker between two 
equally well-qualified students in the job 
market as it may offer better prospects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refore, students with 
proficiency in English may have higher 
growth opportunities as it provides broader 
cultural diversity in addition to access 
to a greater variety of people. University 
graduates may be required to interact with 
foreign co-workers or travel to international 
locations for job. Hence, it is more likely that 
the candidate with fluent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skills will get selected at higher salary 
slabs than his/her counterpart who lacks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instance, in 
Korea, many students study English primarily 
for better career opportunities, which is not 
surprising since “more than four fifths of 
al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se English 
as either their main or one of their main 
operating languages.”[8] (BBC News, 2001). 
Also, high scores on several standardized 
tests such as the TOEIC are needed to apply 
for many jobs.

1. en.wikipedia.org/wiki/World_population
2. worldatlas.com/nations.htm
3. BBC NEWS. [URL]: bbc.co.uk/languages/guide/languag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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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20030731153600113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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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is also crucial for facilitating 
trade and developing strong social and 
economic 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as it is a 
widely accepted language in today’s electronic 
world. Firstly, the big push to learn English is 
linked to trade as voluminous companies are 
shifting their production to overseas to avail 
cost advantage. In other words, companies 
are looking for outsourcing and off-shoring 
business partners. So, English is an effective 
tool to communicate with business delegates 
outside the home country. Secondly, English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in international bodies 
like UN, World Bank, UNESCO, WHO, 
UNICEF and inadequacy in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might endanger countries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crucial discussions, 
which may lead to its alienation from rest 
of the world [9]. Therefore, we can say that 
with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business 
and politics, English is increasingly required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to equip graduates to 
function effectively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and customers. To substantiate 
my point,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that even 
countries like China have foreseen enormous 
potential for those who can communicate 
outside their own borders because of which 
they have initiated policy changes to promote 
English after decades of self-seclusion [10]. 

However, there is a second school of 
thought which says if we focus on non-
native language, then we tend to endanger 
our cultural legacy. I would like to counter 
this argument as I believe that adapting a 
standardized language at higher studies will 
not have any significant impact as students 

are well versed with the mother tongue 
which they inherit from their parents and 
society. Also, they learn to speak and write 
native language during their school day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here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adapting English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in our day-today life rather 
we only want to include it as Optimized 
Foreign Language (OFL), [10],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during higher studies to facilitate 
interaction with the global world. 

Taking a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 
having a language that is globally understood 
is a necessity at university level. English 
acts as medium for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to interact with students of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assorted events thereby providing 
them exposure to the outside world. Also, 
it expands their horizons when it comes to 
placements as it offers better prospects in 
the global job market since English is the key 
for interaction across nations. Furthermore, 
English plays a vital role in enabling trade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by speeding up 
discussion between business associates which 
is essential fo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outsourcing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clear 
and smooth communication flow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is made possible through 
the use of common language which facilitates 
healthy participation amongst countries 
leading to policy exchanges thereby benefiting 
all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hus, in the 
end, I would like to conclude that if a nation 
wants to connect economically, culturally, 
politically and intellectually with the world, 
strengthening its use of a non-native language 
like English is inev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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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a diverse country known 
for its cultur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od, natural beauty and the list is 
endless. It is a huge country with 
many places to explore, each place 
has its own significance, culture 
which gives a deep insight into 
Chinese tradition. Each place has a 
sense of peace, tranquility and beauty 
of its own kind which everyone 
should experience and cherish. 
The topography varies from alluvial 
plains to Gobi desert to Yangtze 
River, high plateaus, grasslands 
and mountainous ranges offering a 
picturesque flora and fauna. Not only 
China shows a glimpse of its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roars like a dragon 
in terms of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skyscrapers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China has always fascinated 
me and it was one of my dreams 
to explore and witness the diverse 
richness of China with my own eyes. 
The wait didn’t last for long as last 
summer I got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capital city and pride of china, 
Beijing. Few of my friends from 
mainland decided to visit Beijing. Full 
of excitement I boarded the plane 
along with my friends to Beijing. 
On the way my friends taught me a 
few Mandarin words and the need 
to be careful of being cheated while 
shopping. After landing at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relaxing at our hotel, we headed 
to Wang Fu Jing. It is one of the 
commercialized place of Beijing 
and offer wide range of brands and 
Chinese art and handicraft products, 

it was a shopping paradise and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buy gifts for my 
friends as well as family. Wang Fu 
Jing is seen as symbol of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he most attractive part 
was yet  to  come though which 
was the night food market. I was 
flabbergasted by the exotic food 
present there which included fried 
scorpions and snake kebabs, however 
I couldn’t muster enough courage to 
try them  

Next day we visite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and it was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and its world 
famous history. There were many 
sculptures from various dynasties 
like Qing and Shang Dynasty. I was 
impressed by fine art etched on 
various ornaments, I was curious 
about road of rejuvenation especially 
after Xi Jinping talked about it and it 
didn’t disappoint as it reflected upon 
the opium war and how communist 
party led to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n we stopped by the Forbidden 
Palace and entered through tianmen 
gate. It was an architectural marvel 
with designs of dragon carved out of 
marble, this place has been the home 
of emperors from Ming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and it is now the center 
of all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palace 
museum in it had many books, 
paintings, utensils and showcased 
history of various dynasties of china. 
At night we went to Chao Yang 
Acrobatics theater to see the famous 
acrobatics show, earlier acrobatics 
was just a symbol of physical fitness 
and honor for people but as peace 
was promoted this art was used as 

PRIDE OF CHINA: BEIJING

Reference:
travelchinaguide.com/china_great_wall/
en.wikipedia.org/wiki/China
en.wikipedia.org/wiki/Beijing

Source of image: Epoch Times

a way to entertain people. It was a 
fantastic show with lot colors and 
showcased human body agility. I was 
impressed by the umbrella tricks and 
balancing act on chair and bicycles. 
There was lot  o f  energy in the 
performance as the artists jumped 
around with lot of enthusiasm, joy 
showing their fitness, talent and hard 
work behind it.

The third day of journey had 
a lot in store as we went to the 
famous summer palace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place was an epitome of peace, 
harmony, tranquility and engineering 
intelligence. It was a garden which 
combined artificial characteristic with 
natural beauty as it was built on a hill 
and was surrounded with water, this 
gave the palace its natural beauty. 
The tour guide informed me that it 
was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royal 
family would visit for entertainment. 
Like many other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this place was also reflecting a 
great architectural and artistic skills. 
After that we decided to explore the 
famous Chinese cuisine and ordered 
the roasted Peking duck. Properly 
cooked meat and its flavors made 
my food experience a memorable 
one.  At night we went to watch the 
river Dance: Heartbeat of Home, the 
show was way above my expectations 
as it focused on kung Fu and other 
dance forms. The theme was on how 
humans conquered nature to settle 
on earth. Most importantly it was 
a show with a message telling the 
audience on how to tackle obstacles 
in new era and have values of never 
giving up love and struggle for your 
motherland . 

Fourth day we woke up early as 
our next destination was my dream 
place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t is a human marvel and seems 
unrealistic as nobody can imagine a 

wall that stretches up to 21,000 km. 
Build by Qin Shi Huang to prevent 
invasion from ethnic minorities, the 
great wall is an example of human 
hard work and engineering brilliance. 
Standing at such a historical place 
gave me immense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The charm of The Great 
Wall represents China’s strength, 
culture, solidarity and harmony. 
After admiring the Great wall and 
taking infinite number of photos we 
returned back to the city. At night we 
went to Huohai region where the lake 
provided a beautiful scenery and we 
tried Chinese alcohol in the famous 
bars of the region.

On the last day of the trip we 
visited the 798 art district, it is a 
demilitarized zone which is now 
developed by government and has 
little shops with art galleries. There 
are many eateries as well in the 
region. Then we headed back to the 
airport and to end this wonderful 
journey.

It was a great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me as I learnt about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and diversity. The city 
of Beijing has a lot to offer for tourists 
be it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streets 
like Huohai and Wang Fu Jing or the 
historical places like Forbidden City 
and summer palace. Not to forget the 
rich theater culture in Beijing. China 
is a place which will always make me 
feel special due to people’s generosity 
and loving nature, apart from that the 
culture, history and beauty makes 
it much more memorable for me . I 
hope that I get more opportunities to 
visit the wonderful country again and 
explore other region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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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中學後那年，大約每隔三個月便會有一次舊同學聚會。有時適逢節

日、假期便約出來聚聚舊，各自報告一下近況，分享快樂時亦能吐吐苦水。

偶爾言談間互相稱呼大家中學時期的外號，緬懷起中學生涯的趣事時，當年

那散發著稚氣的同學彷彿重現眼前。

　　離開中學的第二年，全年總共也只有兩次舊同學的聚會，不是沒有「搞

手」，而是沒有參加者。出席不到的原因有很多，趕報告、正值考試期間要

溫習、有兼職工作、陪男女朋友等等，原因之多不能盡錄。我亦明白離開中

學後各人的時間表都不同，要找到個能配合大部分人的時間亦極為不易，學

業、工作、愛情、新的圈子，對於要舉辦一次舊同學聚會的障礙實在有太多。

然而，對於能出席與否我卻認為只是一字記之若「心」，常言道時間是擠出

來的，只要你有心想要維繫這段中學情誼，抽一個晚上的時間聚一聚又有何

難？

　　根據這幾年的經驗，我把出席舊同學聚會的人分為五類。

籌劃人
　　既要聯絡甚至說服同學出席，又要提出幾個聚會地點供選擇，有時候更

因人數不足而前功盡廢，是個沒有薪水的苦力。通常籌劃人都是那幾個，一

但被定位後便難以抽身，盡心盡力卻沒有回報，事後對聚會地點不滿的同學

又會略有微言，可以說是嚐盡苦頭。

特定條件出席者
　　「如果甲出席的話我才會出席」是這類人的口頭襌，對於這類人我的處

理手法是「要去便去，不去也罷」，說得出這句說話暗示著其實他參加

聚會的目的也不是想要一群人維繫一下感情，既然出席聚會也有條件，

那麼少你一個出席者也並無不可。

勉強出席者
　　這類人其實心裡或許想出席聚會，但當群組內呼籲大家報名時卻不為所

動，最後要等其他人私下作出邀請甚至是勸說一番才勉強出席。出席個聚會，

又不用你籌備還要其他人苦苦哀求才勉強答應的話，抱歉，舊同學聚會請不

起你這種大爺。

主動及經常出席者
　　這類人就不用多說，幾乎每次聚會都總有他們的影子，慢慢地大家都會

有了默契，知道誰是這裏活躍的一群，間中更會自己相約辦個小型聚會，感

情明顯較其他人要好。

永遠不出席者
　　總會有某些人從來不回覆群組訊息，即便是私下相約亦諸多推搪，最後

漸漸於這個圈子消失。或許這個圈子並不適合他們，選擇離開亦並無不可，

我亦尊重他們的選擇。其實離開中學後再聚，同學之間都少了隔閡，即便以

往不太熟悉的人，回來一聚不過花一個晚上的時間。一個晚上便有可能收獲

到一段或數段友情，不值得嗎 ?

舊同學聚會

圖片來源：emaze.com、au.pinterest.com

投稿：紙筒
排版：腐 phil

下星期五

時間：1900

地方：未定

出席：

遲到：

不出席：

　
　

不
管

是
愛

情
、

友
情

還
是

親
情

都
需

要
付

出
努

力
和

時
間

去
維

繫
，

倘
若

你
想

收
獲

這
段

友
情

卻
又

不
想

付
出

又
或

是
被

動
地

等
待

邀
請

，
對

於
其

他
願

意
付

出
的

人
，

你
值

得
收

獲
他

們
的

友
誼

嗎
?

　
　

請
珍

惜
你

的
中

學
舊

同
學

，
因

為
大

家
一

起
成

長
，

背
景

相
差

無
多

，
最

真
心

的
朋

友
或

許
就

在
其

中
。

　
　

請
珍

惜
那

些
還

會
主

動
出

席
聚

會
的

舊
同

學
，即

使
有

了
新

的
圈

子
他

們
仍

努
力

維
繫

著
舊

情
。

　
　

請
珍

惜
籌

劃
聚

會
的

舊
同

學
，

這
是

一
份

吃
力

不
討

好
的

工
作

，
做

得
好

亦
沒

有
人

欣
賞

。

　
　

要
出

現
的

，
有

心
自

然
會

出
現

。

P64……………Wings 24.3 

Wings 24.3 ……………P65



BL 1001
 BL 入門

聽聞很多人不太了解甚麼是 BL，作為一個還算資深的腐男，我覺得我有必要在此為

大家介紹一下 BL。

由於每個腐男腐女主要涉獵的地方不同，所以側重點和術語可能有所不同，傳承下

來對 BL 的看法也不大相同，所以如果我講的你不同意，歡迎投稿交流一下—我個人側

重中國大陸以及臺灣原創 BL 小說和 CP 配對。

BL
BL 全稱 Boys' Love，由日本傳入。BL 亦稱耽美、純愛、

腐。內容主要講述男人之間的愛情，當中通常包含個人出櫃、

生兒育女等矛盾和爭扎。傳統來說，主要以小說、漫畫、動漫

來體現。但時至2017年，BL早已蛻變，從二次元進軍三次元，

存在腐男腐女的思想當中。簡單來說，是腦補，另一種說法就

是意淫，把現實世界的人物進行配對。這做法，廣泛一點的就

是為藝人組 CP（Couple），比如景瑜、泰國、瑞文、紅興。

而此當中尤以組合的 CP 最好玩（？），比如 BTS 有七人，就

最多有二十一組 CP，況且成員朝夕相對，彼此有著極深厚的

默契，他們的日常就是老夫老妻的日常了，腦補起來真的太幸

福了。

腐男／女
喜歡 BL 的男男女女。正如我之前的文章，

腐男腐女有五個境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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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組 CP 也只會找

美酷帥—大多我認識的腐男女都停留在此境

界。第二是美化，所有男人在眼中都會被美化

或同齡化，所有不同年齡層、顏值的男人都能

組成 CP，因為在腐男女眼中，所有男人的顏值和年齡是匹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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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上所有生物和死物都能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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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積極於撮合男人，腐的表徵早已內化，凡人是無從得知其腐的屬性—你永遠不會

想知道他們在想甚麼。

我現正處於境界四•擬人。此時，我感覺這個世界太美好，同時也太悲傷了。對於

擬人，我常常會舉一組例子：天花板和地板。愛情最悲哀的是永遠碰到對方，卻永遠見

不到對方，比如一樓的天花板和二樓的地板；愛情最悲哀的是永遠見到對方，卻永遠碰

不到對方，比如一樓的天花板和一樓的地板。純•愛的例子外，當然還有有些比較十八

禁的，比如筆與筆蓋、電話和有線耳機。

嘿，好污～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

腐的更嚴謹定義
在腐圈，不少人是因為看膩了言情或種馬小說而入腐海的，也有人是因為憧憬同性

之間美妙的感情而入圈的。有人後來會因為接觸 BL 而消除了原本對同志的誤解和偏見，

在現實生活中，接受同志，甚至與之成為了閨蜜，並熱衷於同志平權活動。但也有人始

終接受不了同性戀，一邊因 BL 的美好而被感動，一邊對同志存有偏見。

後來兩派越來越分明，相互的衝突在台灣擬修法讓同志可結婚而爆發。我當時沒有

留意，在主流想法由主要反同志、對同志有偏見轉為撐同志的時候，我才發現原本待的

腐圈少了三成人，剩下的都是撐同志的。然後，從此

我待或有留意的幾個腐圈，對腐男腐女的定義變得更

加嚴謹，認為必需對同志是沒有敵意的才是腐男腐

女—腐男腐女是一群不對同志有任何敵意的喜歡

BL 的男男女女。

這件事之後，越來越多沒節操的人在腐圈分享同

志性愛電影，美其名為讓大家對同志性愛有更多認

識。

媽媽，地球好危險……

BL 世界與現實的分別
BL—純•愛—講述的是單純而美麗的愛，九成九的故事都有着極美好的結局。

然而，BL 再怎麼寫實，都不太能寫出現實生活中男同性戀者（另稱男同志）的處境；據

不完全的統計，四成男同志因家庭壓力而與女人結婚，兩成同志攪不清自己的性取向，

半成因壓力而自殘，剩下的是暫時還忠於自己的性向和不理會身邊的壓力，繼續找男朋

友。

而且，真實世界中，據不完全統計，只有一成男人是完全的同志以及一成的男人是

直男。大部分男人都是雙性戀、泛性戀、無性戀等。而我們常講的「直」與否通常是用

以簡單地介定一個男人現時取向是男人還是女人。大多數人未經歷經一些事件是不會改

變自己現時的取向—上述的完全直男和同志，是指分別完全不接受同性和異性，如可

被掰彎的所謂直男就一定不是完全的直男。據說為數不少的台灣男人是在軍訓時發現自

己真正的取向，並與朝夕相對的同袍發生了關係。

而且，現實生活的攻受不分明，當然，同志的叫法是「1」、

「0」或「弟弟」、「哥哥」，而不是「攻」「受」。同志的上

下方不分明，通常只有三成有確的上方或下方，剩下的都是臨場

視乎情況而定的，稱之為「0.5」。

—問我是怎樣知道的？需知我是腐男，比起女性，同志朋

友大多願意與腐男傾訴。但腐男們，要小心點呀，男人很容易愛

上長期的傾訴對象。我就有幾個腐男（原是直男）朋友被人攻陷

了，與女友分了手，結果出了櫃。

其實腐男一向在腐圈和同志圈是混得挺好的。腐圈中，男女

比例是一比五十左右，腐女們都會挺照顧腐男的—扮腐追女

仔是死罪。同志圈中，因為是同一性別，腐男容易混入同志圈，

也容易獲得更多關於同志圈的資訊，比如一些同志會注會注意的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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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pinterest、tumblr、niusnews、
OneCaratBeauty、Ctitv、WallpaperBetter

腐的真諦
或稱愛的真諦。腐的世界是腐男腐女對愛情幻想的投射，所以可以很常看到故事主角對

另一半的絕對忠誠和寵溺，間或會出現至親之間和多人的戀愛。又不知是否出於對現實的性

伴侶不滿，故事中的攻往往另方面的能力會非常厲害……（不是重點！）

腐的真諦也就是人們心目中愛情的極至，那就是「通過愛你，我學會愛這個世界」、「因

為你，我找到我生存的意義」，以及「沒有你，我還能愛誰？」當然，不是所有的 BL 都主

力述情，真諦渗於 BL 之中。「陪伴就是最好的表白」。

當然，不是每一個腐男腐女的喜好都是一樣的。腐界有很多派的。有可以接受男男生子

的，有可以接受至親相戀的，有可以接受人與死物的，有可以接受性愛描寫的……所以 BL

有不少是清水的，即是無性描寫的；也有多至八個人的戀愛的。

另外，為了彌補男人之間無法生育的問題，BL 有不少特別的題材，比如獸人和非獸人、

人與人魚、Omega 和 Beta 與 Alpha，非獸人、人魚、Omega 和 Beta 可以生育。除此之外，還

有一些可以生育的族群和生子藥。而當中，世界中所有人都有男人的外表，但一些所看來是

男人的人又可以生育，社會角色跟女人差不多，他們真的可以被稱之為男人嗎？與所謂 BL

之名義「Boys' Love」有沒有衝突或違反呢？討論起來很複雜，我自己也難以作出判斷，就

不在這討論了。

我眼中的 BL
在初初接觸 BL 時，我看過很多故事主角相當懦弱，我總感覺是把男主角當成傳統女人

來寫，以夫為綱、不敢反抗等等。我現在是看着就只覺噁心，一點人應有的尊嚴和主見都沒

有，真是可悲。後來，我看過一些懦弱的男主，但他們怯懦的程度是合理的，至少還有一點

生而為人的尊嚴。我也留意到越來越多的 BL 描述是強強結合的，主角都是有主見的，有一

定主導權的，可能是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個問題，改了人物的性格。

我心中的 BL 是無限的。由於它是出於我們的想像，很大程序上，我接受它的天馬行空

和神展開。所以如果主角突然會法術、起能力是絕對不奇怪的！

個人來說，BL 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沒有 BL。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BL 成為一

個主要讓我開心的東西。不管遭遇到怎樣不快的事，只要看看BL就會開心，一天就有了紛頭，

覺得生命是美好的，活在這個世界真好。

或許是明白到 BL 中的感情在現實生活是不大可能出現的，大多腐男腐女的擇偶條件都

不會太高，而我也覺得既然我未曾對任何人心動過，我也就不排除喜歡男人的可能。

畢竟，異性戀可能是為了下一代而在一起的，同性戀才是真愛。

哈哈，誰知道呢？我就暫時是泛性戀啦，說不定我一輩子都不會愛任何人呢～

《BL1001》就寫到

這裡吧，有興趣寫下去

的同好們就投稿吧，等

你哦～

有緣再會。

最後，

祝天下大同！

文青
——文學青年，也可以說是文藝青年。

最近在面書看到不少有關文青標籤的
文章和影片。「成為文青的幾大要點，你
符合幾項了?」、「文學青年的四十五個特徵」
等文章在網路上被熱推。一眾「ＭＫ仔女」
當然要即時「衝」出來，說：「好準呀！
原來我就係文青！」、「差唔多中曬啦！」，
然後瘋狂標記其他朋友。筆者看畢，立即
想講粗口（文青是絕對不等於斯文青年，
文青也是正常人，也會講粗口的）。聽我
解釋啦，件事唔係咁架！呢Ｄ唔係叫文青
呀！

文青必定會穿「文青裝」嗎 ?

有人說文青必備黑框眼鏡，喜歡素色
的衣服，也會穿「窄腳褲」。一個人的衣
著未必跟職業有關，更莫論與嗜好有關吧！
穿西裝的有可能是保安員，也有可能是保
險從業員；而穿白色背心的有機會是地盤
工程工作者，也有可能是老闆。所以喜歡
文青藝術的人根本沒有特定的衣著。不信
的話你可以看看著名作家、藝術家的衣著，
不就是和普通人毫無分別。還有，文青不
一定會配戴眼鏡吧。甚麼人一定會配戴眼
鏡？就是有近視、老花、遠視的人。請不
要將文青與這些眼睛的缺憾劃上等號。再
補充一下，只要好好護眼，喜歡看書的人
也不一定會有近視的。再看看筆者的「文
青」莊員，大多數都是典型大學生的「頹
look」。最後，閣下的老師小時候沒有教你，
不要以貌取人的嗎？現在，不少衣服的店
舖都標榜其衣服和飾物是「文青風」。真
正的文青，在於內在的素養，並不是穿件
衣服就能改變內在氣質。如果閣下想成為
文青，不妨多點閱讀，你買幾多套「文青裝」
都扮唔到文青架啦。

文青必定會喜歡看村上春樹和小說？

首先，文學作家不只有村上春樹一個，
別那麼無知。除了國際知名的作家外，本
土的作家亦頗值得欣賞。例如倪匡、也斯、
董啟章等等。以個人喜好而言，筆者對本
地著作的喜歡更超過外地的翻譯的作品。
內地作家錢鍾書的作品是者最為仰慕的。
不要問我選擇文學作品箇中的原因，筆者
只會回答你是個人喜好。因此喜不喜歡看
村上春樹都是個人口味吧，文青並沒有特
定的口味。另外文學的種類並不只有小說，
不要那麼才疏學淺，說出來也會被人恥笑
吧。文學有不同的類別，如果要以體裁去
劃分的話，可分為小說、散文、詩歌、戲
劇等等。文青熱愛文學，但不一定喜歡小
說呢！

文青平日經常行山、行市集？文青一
定聽獨立樂團？文青一定喜歡愛電影？文
青一定喜歡攝影？

不少本地的旅遊網站喜歡將行山、行
市集標籤為文青「必做」的活動。現在過
了夏天，面書更加氾濫著「文青行山」的
文章，雖然鼓勵人多接觸大自然亦非壞事，
但總是扣上「文青」標籤真的讓人看得好
心煩。「親親大自然  5 條輕鬆 文青郊遊路
線 」、「9 月秋風起 3 大易行文青好去處
推介」。喜歡文學和藝術與行山有甚麼關
係呢？難道因為喜歡文學，文學書本是用
紙造的，紙是由樹造的，而樹是來自山上
的樹林，所以文青喜歡行山嗎？市集的確
是一個值得逛的地方，但東西非常大眾化，
適合不同人的口味，並不是「文青」的專
利，亦看不出和「文青」有甚麼關係。至
於看電影聽樂團攝影等等，嗯……只能說
文青的特徵是喜歡文學和藝術（講咗好多
次架啦），也可以有不同的其他嗜好。藝術，
和文學一樣有很多種類，不一定只包括聽
樂團表演、看電影和進行攝影活動。總言
之，不要亂標籤！

算吧，亂下標籤的人也是非高素質的
人吧。筆者說的就這麼多，免得浪費時間。

算甚麼文青 ?

圖片來源 :unsplash

撰文：River   排版：River、腐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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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講太多廢話，不如單刀直入。我今
日係要教你點樣同女仔傾偈。

　　首先，想溝女一定要主動。當你有佢
facebook 或者 whatsapp 嘅時候，記得要主
動搵人地。女仔好煩嘅，就算佢地對你有
興趣，都會忍住唔 whatsapp 你，因為驚煩
到你、怕柒、怕太主動（好多個原因，呢
度唔列曬出嚟）。所以如果你想同佢傾偈，
一定要你搵佢先。呢樣嘢好重要。

　　搵到佢之後要講啲咩呢？緊記兩樣嘢
唔可以講：佢嘅嘢同埋你嘅嘢。岩岩同佢
傾偈，切忌係咁問大多，如果唔係就會好
似審犯咁。姐係唔好係咁問佢今個 sem 讀
咩科呀、有無住 hall 呀、屋企有幾多個人呀，
平時中意食咩呀等等。因為係咁問佢嘢好
難做到兩個人傾偈果種 connection，會搞
到佢好快就唔想覆你，因為好多時都諗唔
到點覆。而最後你都會諗唔到嘢問。就會
dead air，唔再傾落去。

　　叫你唔好係咁講自己嘅嘢，因為佢
未必想了解你，或者仲未對你有興趣。
你係咁講啲佢無興趣嘅嘢，佢都唔知比咩
反應你好，好快就唔想覆，甚至唔會睇你
嘅 message。有好多男仔中意以報告嘅形式
同女仔講嘢，講下今日做過咩呀，去過邊
呀，上咗咩堂呀，甚至刷牙洗面都同人交
代。又會有一種人好中意同人分享自己嘅
經歷，話比人聽之前去過邊度旅行，返過
咩 intern 等等。就算個女仔有興趣聽都好，
都會少咗一齊傾偈嗰種交流，得你講無佢
講，可以話係完全 fail。更何況係佢未必
對你有興趣呢？

　　自己嘅嘢又唔講得，問佢嘢又唔得，
咁應該講咩好呀？就係講啲唔關大家事嘅
嘢。例如：聽晚有流星雨喎，聽講係咁多
年嚟最多流星嘅一次，應該會好靚呀！又
或者：聽講最近有套卡通片上咗，我啲朋
友都話幾好睇。用啲同大家唔相關嘅話題，
再慢慢傾落去了解下對方嘅興趣，咁樣就
會好自然，唔會咁 odd。當然揀咩話題傾

就梗係要做下功課。不妨上佢 facebook 睇
下佢平時有咩喜好，得閒嘅時候會做啲咩。
如果佢好關心政治，你千其唔好比佢知你
係港豬。如果佢好中意韓星，你就唔好抵
毀佢啲老公，話韓仔係整容。就算你話咁
樣好假都係要做，你又唔係講緊大話，只
係避開佢唔中意嘅嘢姐，所以都唔怕佢會
話你呃佢。

　　女人係好情緒化嘅動物。佢地會對自
己好中意 / 好憎嘅嘢特別激動，會打好多
嘢去講自己嘅感受。例如：宋仲基 bb 好
靚仔呀！佢又白淨又大隻，聽講個人仲好
細心。我中意咗佢差唔多有三年啦，差啲
想飛去韓國搵佢呀……（持續講成粒鐘）。
亦都可以講成粒鐘人地嘅壞話，例如：阿
A 係八婆嚟架，明明話咗同我食嘢，點知
最後又甩底。佢已經唔係第一次係咁架啦，
之前佢仲……（一樣可以數人數成粒鐘）。
呢個時候，你只要附和就可以了。

　　傾耐咗了，然後呢？

　　就可以以關心對方的形式傾啦。天氣
凍嘅話，可以叫佢著多少少衫。佢病嘅話，
咪叫佢休息多 D。如果佢太悶或者等緊人，
就可以陪佢傾下偈。記得記得，就算無覆
到都好，都唔好等佢覆咗你先再覆返佢。
佢唔覆你主要有幾個原因：唔想理你、太
忙唔記得覆、諗唔到點覆等你再開話題。
如果你同佢傾開偈佢都應你嘅話，可以排
除第一個原因。姐係話，如果佢唔覆你嘅
話，一係就係佢做緊其他嘢或者覆緊其他
人唔記得覆，一係就講爛咗個話題想講其
他嘢，等你開話題。如果要重新搵返佢嘅
話，最好係一個鐘之後，比少少空間、時
間佢做下其他嘢都好。

　　同佢傾得耐嘅話，久而久之，佢就會
習慣咗你嘅存在，代表你成功咗一半啦。
只要有恆心咁傾落去。女仔好容易會對一
個傾偈傾得耐嘅男仔有好感。就算你係暗
瘡肥毒柒都好，只要同個女仔 keep 到，佢
一樣會對你有好感嘅。

溝女攻略
—WhatsApp篇

撰文 : River      排版：River、腐 phil

圖片來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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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對於生命，我們有甚麼體
會呢？平日裏，我們可能未必
有時間體會人生。那麼，看看
這些由其他同學對生活而來
的敘述和抒發。讓我們看看別
人的感悟，從別人的眼睛看世
界，從而對世界、對生命有更
多的體會。

初戀
投稿：紙筒
排版：腐 phil

　　有人的初戀在中學時期，常言道中學時沒有談過戀愛是人生一大憾事，因為那會
是你最能夠享受一段「純粹的愛情」的時期。大家未踏出社會所以沒有經濟負擔，
未接觸到人性的醜惡因此保留一片純真，沒有太多身份地位的考慮令你們愛得沒有束
縛。因為愛，所以愛。

　　有人在投身社會後仍未曾談過戀愛。沒有戀愛經驗的原因可以有很多，找不到合
適的對象、所愛的人不是愛你的人、害怕受傷所以沒有踏出那一步，未經歷過愛情前，
一點點的猶豫又或是一絲絲的擔憂都可能使你卻步於門前。朋友們會調侃你，單身與
其他事情無關，只是「樣子問題」; 父母會安慰你，外面世界很大，談戀愛的機會遍
地都是，所以不用擔心 ; 現實會告訴你，世界上的拼圖的確有很多，但適合自己的或
許只得幾塊，茫茫人海之中，能邂逅然後相愛的機率似乎令人有點不敢想像。

　　初戀之美在於擁有一顆初心，不懂愛情卻憧憬愛情，學習去愛時亦體會被愛，害
怕受傷卻又抵不住好奇心。或許你曾經有過但又錯過了一個展開戀情的機會，因為想
得太多，擔憂太多怕會受到傷害而卻步，某天回望過去才後悔當初沒有足夠的勇氣；
或許你曾有過一個展開戀情的機會，當時因為憧憬愛情，未有想清楚便選擇墮入情
網，分手後才為當初的一時衝動而後悔。畢竟人生也就只有一次初戀，無論之後經歷
過多少次愛情，第一次的愛情總是顯得猶其深刻和珍貴，即便結局未能盡如人意，但
只要曾經最真誠，懷著最純真的心付出過，回想起來也無愧於己。

　　身邊的朋友圈中，有人牽著他的初戀步入教堂，有人的初戀卻只有短短數天，不
管你的那段初戀結局如何，你也該感謝那個陪你走過第一段路的他，因為是
這一個人教會了你甚麼是愛情；而每個人也應感謝那個把初
戀交到你手中的人，因為在她不懂愛情為何物時，
她因為相信而選擇了你。當然，能夠一拍即合
然後白頭到老的只是少數，大多數人也許必
須經歷過一次愛情才能學懂珍惜，只有戀愛
過才知道自己所尋找的拼圖是甚麼模樣，在
認清目標的同時亦更深入地認識了自己。

　　有人認為談戀愛不怕多，因為經歷多
了才會更加暸解自己所追求的愛情，多增加
一點戀愛的閱歷能令自己更加學懂如何去經營
一段愛情。有人認為談戀愛不能多，因為經歷
多了或會令自己對愛情漸漸麻木，每段愛情
總會傷過人同時亦受過傷，那顆初心在一段
段感情過後，對愛情的期盼又會剩下多少 ?

　　愛情的車沒有到站時間表可以參考，等待
初戀的不用害怕它來得突然，俗套的說，愛情
要來的時候，你擋也擋不住。

　　對於初戀，一顆初心就是對愛情最好的準
備。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文
藝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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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寒風刺骨，霧茫茫。帶隊的老師笑著對我們說，在北京，基本上

一起霧，不用想，那就是霾了。同學們，記得拿好你們手上的 3M 口罩，隨

時戴好。

我聽著帶隊老師的叮囑，看著手中，白色的弧形口罩，比起香港的普通

口罩要緊實許多，說實話，像狗罩。

我到現在都在想，為甚麼會來北京。抵達北京當天是十二月二十五號，

也就是西方的聖誕節。安頓好酒店，身邊剛認識的同伴問我，要不要一起四

處逛逛，我婉言謝絕了。不是不逛，是想一個人走走。

年少時候，看著武俠小說想著一人仗劍走天涯，好不瀟灑。後來才知道，

法治社會，刀具管制是禁止帶劍出門的。於是，我換了一下假想，像個浪子，

穿著洗水牛仔褲，一個帆布背包，流浪在每個城市。

於是我出門了。搭著地鐵來到五道口，搭了一個多小時車，事後我才知

道，住的酒店明明很近五道口，我卻被地圖誤導，繞了個大圈。唯一不知道

算不算得上是趣事的是地鐵途中，一對情侶面色沉重地對望著，最後男子被

女伴打了一巴，女伴哭著離去作結局。

出了五道口的地鐵站，站在十字路口分外迷茫。沒來北京前，就聽說，

三里屯、五道口的大名。相比起三里屯，由於五道口被眾多大學所包圍，更

有著年輕人朝氣活力的地區。而且這裡也有著小韓國的稱號，各種韓式料理

的招牌在道路旁小巷口……

北京冬天的寒夜格外滲人，呼嘯的北風拼命地想鑽進圍巾的縫隙。「哈」

出來的的白色煙霧，和夜空瀰漫的霧霾相得映彰，朦朦朧朧地，帶著點落寞。

各種店鋪小吃開在路邊一覽無遺，當然最多的還是韓國烤肉。聖誕節的夜晚

自然是情侶，三五知己出來聚會的時間，各種各樣青春的面孔，我想著腦海

裡的那張面容，暗自瞧著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期望著人海中的偶遇。定格

在四五個月前的記憶中，有那麼一個人對我說，她喜歡吃韓國菜。當時就在

想，等我到了北京，一定會和你在五道口吃烤肉。最後，只有我一個人在街

頭漫步。

夜深，胡不歸
撰文：Sky
排版：腐 phil

想象著曾經有那麼一個人在這裡留下足跡，走過同樣的街道，仿佛能和

她的身影重合在一起，呼吸著同一天空下的空氣，但這都只是徒勞的，一切

都只是想象。最無奈的便是，當一個人離去，另一個人卻沉溺在回憶，飾演

著一個人的獨角戲。

有甚麼能比酒更能驅寒？老祖宗也說過，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我並沒有

去過麗江的酒吧聖地，想象不出是何等模樣，去過上海新天地的酒吧，略顯

寡淡了點，撇除國外的pub，來到三里屯有些失望。朋友說，這是因為霧霾天，

所以外出的人少，有些冷清。於是轉移陣地來到什剎海。剎是寺廟的意思，

海則是老北京對「湖」的稱呼。什剎海的酒吧圍繞著中心的小湖，開得琳瑯

滿目。

我不喜喝酒，但有的時候喝酒並不是因為喜歡，只是在某個時間段我們

需要它。十八歲前，還視酒吧為洪水猛獸，認為是不良的集中地。之後去過

幾次，卻已然視之平常，和朋友偶爾聚會，不失為一個好去處，更能炒熱氣

氛。我不懂喝酒，分不清好壞，卻帶著少年意氣，總之選酒精含量高的那種

就是。點了一杯純威士忌，同伴嗅之，覺得像消毒酒精，避之不及。耳邊飄

來駐唱歌手磁性的嗓音「你知不知道，思念一個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

冷得水，然後用很長很長的時間，一顆一顆流成熱淚……」

思緒回到五道口的那晚，北京夜深了，不像香港，地鐵凌晨一點才全面

停運，街上的人影漸少。從前覺得一個人的獨行，是一種瀟灑的浪漫，現在

卻覺得很容易感受孤獨，這種孤獨，有時候冷得可怕。我站在公交站牌良久，

來北京前想著至少去一次對方的大學看看，但此時此刻，又反復拷問著自己，

有用嗎？無法挽回的事情，只是徒增無奈。就這麼在公交站定定站了許久，

最終轉身離去。一時回頭，看著櫥窗上斜斜的倒影。莫名想起大話西遊里的

紫霞仙子的台詞。「那個人的樣子好怪哎。」「他好像一隻狗。」

夜深了。歌手漂亮的嗓音繼續唱著「你知不知道，忘記一個人的滋味，

就像欣賞一種殘酷的美，然後用很小很小的聲音，告訴自己堅強面對……」

是時候回去了。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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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愛情

　　在一段愛情中，哪一方付出的比較多或少往往是爭吵、

面對分歧又或是分手時會討論到的話題。然而，在愛情中

尋求「公平」、「對等」、「回報」等字眼這件事本來就

是非常不智的行為，因為愛情沒有既定的公式，一加一並

不一定等於二，再多的付出亦不代表就一定會有回報。如

果一方又或是雙方在付出時抱有以自身為出發點的預期回

報的話，辛苦、難堪、失望等情緒將會接踵而至，這段愛

情的終點終究不會太遠。

　　在愛情裡每個人心裡也有屬於自己的一個天秤，把自

己所認為的付出跟得到的回報放上兩邊的銀盤上比較後，

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得到不是你所想要的結果—那便是付

出大於回報。同樣的「物件」在對方的天秤上比較結果可

以是截然不同，因為各自作為量度單位的價值觀並不可能

完全相同。硬要比較的話，雙方只會各持己見認為自己的

付出較多，久持不下，認為對方不理解、不重視自己的付

出。最後即使一方服軟，感情早就已經受到傷害，哪一方

的勝利也只會是雙方皆輸。

　　所以說，每段愛情，找到一個屬於兩人的天秤顯得最

為重要。你很清楚花了兩個晚上所製作的小手工只能換來

對方的一句讚賞及一個微笑，而你亦滿足於所得到的回報，

在天秤上兩者的重量是對等的，甚至你會認為你所獲得的

更多於付出。

　　在旁人眼中，或許你倆的付出是嚴重不對等的，就好

像是一方用「一塊大石」的付出卻只換來對方「一根羽毛」

的回報，有人會替你感到不值，在心裡暗暗指責對方的冷

血無情，而事實上卻並不如此。大抵在愛情中從來就沒有

誰付出多與少的說法，每段愛情都有個屬於兩人的天秤，

外人總用自己的天秤去量度他人的愛情，又怎能夠理解一

片羽毛在各人心裡真正的砝碼。

　　旁觀者清，從來不適用於愛情。

（一）
投稿：紙筒
排版：腐 phil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某個車站總是站滿了人，同一個車站，侯車的人卻懷著不一樣的心情。有期盼的，

有不抱希望的，亦有隨遇而安的。車從來沒有明確的標示著目的地，只有在上車後，

沿途的風景才會告訴你的選擇是對或錯。上了一班錯的車永遠不可能帶你到目的地，

猶豫、不捨只會使你離自己最初的目的地愈走愈遠。下車的決定不易，因為你已付了

車資花了時間，這些都已是沉沒成本，而下一班車難道就必定會是自己所要等的那一

班車嗎 ?答案也是未必。放棄從來需要很大的勇氣，不管是放棄原有的目的地，相信

自己的選擇也好，還是放棄已付出的心血，堅持初心去等候下一班車也好，最重要的

是認清自己所餘的時間，還有繳付車資的資本才去作出選擇。

　　那麼你會問，既然每段愛情都有成本，假如找不到屬於兩人的天秤，而又覺得是

苦苦忍受時，何不各自放手「止蝕」離場 ?話雖如此，但倘若愛情真能夠這麼理性去

分析並作出決定，或許它便失去了其吸引之處，愛情，總是變幻莫測而又不可理喻才

叫世人沉溺其中。所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在你看來別人的苦苦堅持，或許

當時人卻是樂在其中。在別人眼中你倆的甜甜蜜蜜，或許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而不

為人所知。

　　愛情，從來旁觀者、局中人，皆不清。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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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眼睛在看著我

　　耳筒內的世界，是你未曾認識的一個我。侷促的校巴車廂內，

我們近在咫尺。我知道，你的眼睛一直在看著我，可是我對你始終

無夢，無法迎上你的目光。兩年了，我一直在等，等一個令我傾心

的對象。

　　九月二日那個下午，你唐突地突然向我表白，毫無先兆。我靦

腆的笑容掩飾著我的失措，我一直在等的，可會是你嗎？還是先拋

下既驚且喜的心情，緩和一下尷尬的氛圍。「沒大不了。」我竭力

使語氣平和一點，其實也想不到其他的話，畢竟，我無料到你的追

求，一時語塞。之後，你卻一直消失。九月十日那個夜晚，命運叫

我們再次遇上。我根本不知道你的真情幻意，表了白卻無下文。於

是我只好故作冷淡，去試探你的熱心。「最近忙著甚麼？」「沒甚

麼，工作而已。」「吃了飯沒有？」「吃了，謝謝關心。」—咇

咇—咇咇—老闆忽爾的急召，讓我當時只好先擱下你。上車後，

你我相鄰而席，其實你真的以為我能專注工作？不，我衹是一直在

等，等你開口。我戴上耳筒，其實無播放音樂，事後回想，實在多

此一舉。學校位於郊區，道路車輛疏落，沿途衹有黑壓壓的樹林和

昏黃的路燈，實在沒有甚麼好瞧的。於是我一直往前盯，等你話語。

我知道，你的眼睛，一直在看著我，可惜你始終沒開口。

　　漸近市區，車流愈來愈密，校巴來到燈位，終於停了下來。五

光十色的世界光怪陸離，聲色光影之間，我不過是交融世界當中的

一點一滴，你經過了，也未必記得我。

　　回想起來，你我不過廿十來頭，即使成為情侶，有多少對能夠

廝守一世？你的熱情教我驚喜，卻無疾而終。我裝作冷淡，是希望

你正式追求我，感動我—倏然的追求，衝動的答允，一生的幸福，

可是童話才有的故事吧？我想要鮮花，你沒給我；我想要浪漫，你

沒給我；我想要信心和安全感，你也沒給我，那麼叫我如何愛你答

應你？那天你一臉傻氣地跑過來表白，會不會衹是一時傻勁？又會

不會衹是輸賭了「真心話大冒險」而弄出來的大玩笑？我不敢再想

下去。究竟我等的是你遲鈍的醒覺才進一步行動，還是在等待你已

經不屑一提的笑話？真情幻意的世界總讓人無法猜透。你的眼睛，

一直在看著我，可是你始終沒看懂我，我也沒法看懂你。大概我們

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我倆根本不適合。或許，你真的在意我，但

那已經不再重要，我，如是想。

投稿：吳慕洛
排版：腐 phil

　　即使繁忙時間，鑽石山居然行車順暢，平日車水馬龍不見蹤跡。校巴司機熟練

地駛到鑽石山廣場的外圍，該告訴媽我快回到家晚飯了。校巴到達車站，刺耳的開

門提示聲呆板地如常大鳴大放。我收拾好耳筒，放眼望去位於左前方的車門，不得

不迎上你的目光。我心裡抹過一絲尷尬，而你，也感覺到嗎？「嗨，那麼巧？」客

套話也是一種禮貌，除此以外，我無言以對。步出車廂，我故意拖慢腳步，心裡飛

快地盤算著，要是你追上來向我搭訕，我又該如何應對。猜想這時候的你，一直在

凝望我，可是遲鈍的你還是沒追上來哄我，關心我。我忽爾明白到，我們從未接近

過，隨著流光歲月的逝去，我們終將成為彼此的回憶，至少，對我如斯。也許我曾

經在意你，曾經愛過你，但那已然不再重要，因為我們不會有然後，也不會有將來。

我們始終無法理解彼此的想法，我們的生活亦無法接軌。猜想，我只能感謝你曾經

帶給我的快樂。

　　我再次戴上耳筒，隔去街道的噪音。耳筒內的世界，依舊平靜似水。大概，我

比較習慣自己的世界。即使兩顆寂寞的心相遇，我還是喜歡寂寞本身。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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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嗎？時間的運行並不是慣性，而是隨我們的時空飄移，滴溚
滴溚……你的鐘走得比我的快，已經隨時間飄流遠去。而我，仍停留在我倆臉紅耳熱那尷
尬的時空，流浪在九月十日的那個夜晚。於你而言，我彷彿衹是你一陣短暫的耳鳴，對我，
卻是存留恆久的烙印，是穿梭在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魅影。

　　此夜無雨無月，我繼續等待校巴。時間無聲流逝，一切都靜止下來，可候車的人龍漸
漸蜿蜒伸延。後方竊竊私語的人三三兩兩，偶爾禁不住噗哧一笑，我方才感覺到時間的列
車一直前駛，從未為誰停留。

　　校巴依時七點駛來火雞，我依時七點上車，刻板的生活一直重覆，讓人以為自己一直
活在過去。南柯一醒，發覺自己做著的事恰似正是昨晚所發的夢。虛幻的是夢境抑或現實？
不必知，不必區分夢與現實，只不過我的世界，一直彌漫寂寞的氣息。

　　淡淡的玫瑰香味把我硬生生地扯回現實，熟悉的氣味代表熟悉的人，兩年時間，我一
直練習失戀，自然對你記憶猶新。你甫上車的剎那我們最接近，坐在最前排的我，思緒泛
起我們過去的種種點滴——露營、禮物、情信、表白，叫我既喜且悲，尷尬得沉默下去，
卻不得不凝視你。思潮湧動的世界以外，你沒看見我，也坐在頭排，繼續沉醉在手機屏幕
和耳筒的聲色光影。不過我坐在最左邊，而你在最右邊。

　　校巴關上門，一直向前駛，車開得很快，不時輾過路上碎石而傳來驟爾的顛簸。我靜
靜瞥視你，卻生怕迎上你的目光。你可曾留意，我每次坐校巴，定要選頭排最左的座位？
每逢節日，鑽石山廣場定會在外牆上掛上燈飾，沿路也有羊蹄甲屬的植物開花結果，我一
直幻想，如果有日你再次坐在我的鄰座，那位置定會讓我看起來更吸引。可是表白之後，
我們無再見面，兩年下來，我們都過著沒有彼此的生活。嗯的，衹是對你來說，年月過去，
我驀然自己終究不是灑脫的人，你離開我卻散落四周。棕色短髮的女孩，彷彿都盛載你的
重量，繫住我的心向下拉，一瞥，一拉，扯起淡忘的薄紗，再一次次地掀起那心裡未癒的
血痂。或許，你一直就在我身邊，只是換了另一種存在的方式。不聚不散，漸漸，我發現
所愛上的是你驅不散的背影，我追我逐，我想，我在捉迷藏。多少個夜晚，半酣半醒的我
終於如願與你相聚，擁抱，我卻始終撲空。留不低我最愛的人，卻迎來清晨的寂寞。沒甚
麼可留得住，留不低卻揮不去。我從來愛你，可是你緊裹自己的心，我無法進入你的世界，
而你亦抗拒我打擾你的生活。我想要接近你，但我怕，接近了，你將離開我更遠。大概無望，
是指愛上一個不可能的人。於是，若離是我們間最好的距離。畢竟夢中人，衹得夢中尋。
身邊的你，也不過虛像，我沒法抓緊你，也沒法抓到你，於是遠遠地愛著你，默默的祝福你，
已經就是我能為你做的所有。

　　即使繁忙時間，鑽石山居然行車暢順，平日的車水馬龍不見痕跡。校巴圍繞鑽石山廣
場向左轉，農曆新年的燈飾交替地一明一昧，與馬路的交通燈交融成浮光掠影。剎那黑壓
壓的樹影蓋過燈飾，是怒放黃花的羊蹄甲屬。我回頭張望，你可在凝望我嗎？只見車廂內
的你，還是如常載上耳筒，注視手機，發送信息。

　　樹影抹去，校巴到達車站。刺耳的開門提示聲呆板地如常鳴放。你收拾好耳筒，往門
口看，終於瞥見了我。「嗨，那麼巧。」你道。與其說那是對話，不如說那是招呼，因為
你的腳步並沒有慢下來。你的身影一步步縮小，輪廓一點點模糊，玫瑰花香一點點褪去。
急促的你在邁步追趕時間，混沌的我繼續停留原地。我忽爾明白到，我們的距離已經更
遠……

　　相對論的意義是指時間不一定同步，有些時鐘會走快些，有些時鐘會走慢些。這時我
倆的時針指向了八點，衹是我的時針比你的要慢了一圈，一圈，再一圈……

相遇 投稿：吳慕洛
排版：腐 phil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那年十八，在家裡的抽屜上無意中發現一張紅色的小
紙張，上面寫著自己的名字、字辰八字，還有一堆密麻麻
的小字。稍微瞥了那字海一眼，了解到這張字應該是自己
的命盤。

　　姻緣的一欄寫著簡單的幾隻字，「二十二歲認識丈夫，
二十七歲結婚。」

　　正值熱戀期的我並沒有立即對文字有太大的反應，因
我不迷信。而我再查看命盤其他的項目，如健康運、考試
運等等的預測，所有東西都比意料之內說得準，準得讓我
覺得可怕。不是我以自己的經歷或人為預期這些東西會發
生，而是命盤上的東西為數不少的內容已經早已發生了。

　　那一刻我沒有害怕，因為我清楚明白即使我和他將來
遇上多少困難，都會攜手面對，不會讓任何東西分開我們。
我沒有辦法以筆墨形容他有多重要。因我認為當時的我就
如和他混為一體——這種感覺不易用言語形容。

　　半年後，我犯了嚴重的錯誤。我失去了他，徹徹底底
地失去了他。我內疚得無地自容。從此以後，我和他的生
命再也沒有重疊。即使偶有遇見，亦不像從前。偶然在街
上碰見，感覺比陌生人更陌生。即使想說聲「你好」，也
沒有開口。我不太清楚自己開不了口的原因，或許因為靦
腆，或許因為我心裡太內疚，內疚得說不出話來。

　　我不知道要如何才可以重修舊好，我也沒有立即去想
辦法去修補這個缺口。我曾經想永遠消失於這個世界裏，
好讓他以後看不到我，不會再憶起那些悲痛、怨恨。我曾
經嘗試麻醉自己，把日程表排得爆滿，好讓自己沒有時間
思考自己的傷痛。我得了情緒病，沒法再正常工作、社交，
總想把自己放在一角，每天都花大量時間想東西，想到人
都瘋了。

　　後來不知為何想通了。我知道傷心痛哭並沒有用。我
雖然沒有自信再與他一起，沒有自信再承諾不傷害他，沒
有自信能再讓他幸福，但我相信我將會成為一個能給他承
諾的人。我努力增值自己，希望他能遇見更好的我。

　　二十二歲，我給自己許下承諾，要讓你遇見全新的我，
讓你重新認識我。

　　等我。

後來的我們……
撰文：River    排版：River、腐 phil

圖片來源：alphaco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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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wallpaperbetter.com

Beyond the Skies

When you want to believe that destiny is a lie,
Because whatever comes your way, always says goodbye,
And the extravagance of surviving has been defeated,
By the lucidity of giving up,

Look up.

Look up from the ground you stare in demise,
Look up from all the self-sufficient lies,
Look up to see what’s in front, and ahead,
Look up to make sure that inside you’re not dead.

And take that step, so that the next one can follow,
And from your future, some faith can borrow,
To take you to where you can receive, 
The happiness of the goal you achieve.

Subtract and divide the tears you cry,
From the times you added happiness into lives,
For the greats are those who after countless tries,
Realize.
Beyond the skies is where our fortune lies.

Contributor: darksideofthespoon
Typesetter: 腐 phil

Rustic leaves falling, like it’s the middle of autumn

And the big green looming trees, have blocked the sun

Not fully but just enough, to let a little ray of sunshine through

And that light truly looks wonderful on you

Chirping of the little creatures is dancing within our ears

Telling us the tales of the yesteryears

But what I want to hear, are not the bees or the birds

All that I need is the sound of your words

And as we walk this cobblestoned way

I wonder where it will lead you and me

It doesn't matter wherever it ends

I think I will leave it up to destiny

You think I don't notice the way you play

With your hair when you are nervous and excited

But you also don't notice me looking at you

That makes me so damn delighted

I feel it in the air, passion flowing in the breeze

I don't mind staying here for a little while longer

Because being with you gives my mind eternal ease

My instinct has never felt stronger

As the sunshine sets and invites the stars

You say "let's go home its getting dark"

I say "okay my dear, take my hand"

But I wish it to go on forever, our walk in the park

A Walk in the Park

Source：wallpaperbetter.com

Contributor: darksideofthespoon
Typesetter: 腐 p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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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TARY IN S ALTWATER
Contributor: Féra Puella
Typesetter: Comma, 腐 phil

you launch me into a whirlwind
spinning through the darkened sky
i hold on for dear life,
fearless of breaking
yet fearful of losing you

my weight takes its hold.
we slip from the wrath of the heavens
spin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altwater below
clean, cool waves lap over our ankles
now it is i who is immobile to your words.

clean, cool waves wash over our clasped hands
clean, cool waves wash over our chapped lips
clean, cool waves wash over our heads

you scream silently.

it is an unwavering, cold calmness that sweeps over me
my fingers, cold between your pulsing heat
why does it burn now, when it could only excite?

bubbles fly upward from your upturned mouth
my fingers, numb, clench tightly to yours
how do you not see the depth of my love, when it is deeper than this which
engulfs us?
.
carefully manicured nails pop off, drifting into the dark
from the murky depths predatory shadows emerge
fish peck at your unseeing eyes
stiff, impassive, all-consuming
i am no longer alone in my love.

Source of image: Susan McCau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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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過去，這應該是我在任期中最後的一篇長文。一年悄然過去，有很多
事做到了，有很多事做得不夠好，有很多文章想寫，但到了《Wings24.3》，我
就覺得一些文評不用詳寫，「淺嘗即止」就行了，有興趣或本身願意反思的人
看了就會開始有所思考，不用寫太多。這篇文章不是我的落莊感言加長版，寫
的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一些對宇宙人生的理解，希望對各位有所啟發。

　　有關人生，我一直探討的是人生的意義。我們活著是為了甚麼？我們現在
前進的方向是真的向著那個目標嗎？如果不是，那我活著是為了甚麼？—更
不用說現在未找到人生方向的我，有著不少小目標，但整個人生的方向，我是
真的找不到，也無從尋找。於是我從更大的意義開始思考，人生存著的意義是
甚麼。我想大概有兩個方向：追求幸福和死後有人記得，兩者互不抵觸。

　　幸福，我相信是大部分人窮極一生所追求的事物。每個人對幸福的定義都
是不同的，有的人認為幸福就是一家人齊齊整整，有的人認為幸福就是功成利
就。我現在的幸福就是在我可以控制的時間和空間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
看ＢＬ，比如呆坐一個下午，可是我人生終極幸福是甚麼？家庭？愛情？事業？
名利？我很迷茫，我不懂甚麼是我真正想要的，正如我不能理解一些朋友對愛
情的渴望。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問世間利是何物，直教人趨權
附勢？

　　生存的意義或許可以從死後看到。不說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那離我
太遠了；我猜人死後，有多少人會否為之而流淚、多少年後仍會記得自己，或
許就是一個人活著的價值或是曾經活過的憑證。如果人死後，沒有為他的離逝
動容，沒有人會記得他，那麼他是否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都是沒有意義了？有
沒有他都一樣。那麼我們活著是為了甚麼？或許我要用生命影響生命，在我仍
在的時候影響他人，在他人的生命中留下腳印呢？可是這樣會很累的，我真的
可以做到嗎？

　　人生的意義很難找，或許有一天我就懂了，或許迷茫是必須的，或許我的
思考是多餘的。

　　答案是甚麼？你知道嗎？

　　有關大學，我覺得大學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但如果這是社會的縮影，我
不希望溶入其中。到了大學，不知道是我入世未深，還是中學的管教較嚴，大
學的同學是滿口性、髒話讓我覺得相當不適服。我自己也會髒話，但我認為這
是有場合的，是應只在情緒有極大波動的時候才可以說的東西。我同樣地看性。
在這粗口橫飛的大學，我聽過有人認為髒話能體現一個人成年了成熟了，我看
不懂當中的關係。我只知道髒話只會體現一個人的激烈情緒，或一個人的低劣
無恥和沒有家教。我希望至少我畢業的時候，我仍有一點炎黃子孫的溫柔敦厚，
我心中還有一點淨土。

　　有關教育，我覺得科大是做得挺失敗的。教育包含的不止傳授知識，還有
處世道理的教導。作為一個商科生，大一修讀的科目如管理（Management）和
資訊管理（Information System），使我完全對這兩個學系完全沒有興趣—因為
我完全不懂導師教的有甚麼用，以及我完全不能預期修讀後會學些甚麼。而學
期中，繁重的學業和考試讓人疲於奔命，原本對學科的興趣在追學分的時候失
去。慢慢，我失去讀書的快樂，找不回中學時學到新知識的快感。至於處世道理，
我只會說可能不是大學評分的重點，我從不覺得大學對此有多重視。人要如何
思考才可以保持一個積極的心態面對人生的困境呢？人又要如何在社會中勿忘
初心不因權利所迷失呢？人又要如何找到自己努力的目標呢？我覺得大學有義
務做得更多。

腐．phil
撰文：腐 phil
排版：腐 phil

　　有關香港，我覺得有一些人成為所謂「港豬」是挺合理的。每日看新聞，看到立法會的
混亂，看到高官們的可笑言論，看到撕裂的香港，我只覺得無力。香港在回歸有甚麼變革？
沒有。香港繼續以地產、金融來支持經濟發展，沒有所謂創新科研的發展。我不覺得香港在
二三十年後，在國際上還有地位。我漸漸不想看新聞，特首選戰也不想留意，因為我覺得香
港是不會有改變的，是沒有出路的。我某程度上已經是「港豬」，我有時間我寧願去看 BL 或
追追星，多無憂。我已經打算移民。

　　有關科大學生會，我覺得相當遺憾。要罵第二十四屆幹事會的話已經在上一本書及
Facebook 專頁寫了，對於不會因批評而有所動容，有所改進的幹事會，再把往事拿出來鞭屍
有意義嗎？我認為其中一點是幹事會一日不改進或正視，學生會是永遠不可能有改進：是令
到會員覺得學生會對自己是有意義的，幹事會工作的核心是屬會事務，就算是在處理有關民
生的事、關乎所有學生的食、住，幹事會大多會把事情之討論留在幹事會裏面，甚少公開幹
事會在做些甚麼，沒有人知道幹事會為學生做了甚麼。結果，幹事會對於普通學生的價值從
來就只有一年兩次的福利。主動講一下自己做了甚麼真的有這麼難嗎？

　　有關明星，我不懂其他人的想法，我只覺得明星就是明星，歌手就是歌手，演員就是演
員。我會認為一個明星好與壞只取決於他是否做好了本份，歌手唱好歌，演員演好戲就行了，
我不覺得其人格修養是我評價他們的最大的因素。在香港，只有娛樂圈，沒有歌壇和影壇的。
以 G.E.M. 為例，往往是說她打扮奇怪、不尊重前輩、唱歌只會大叫大吼。不去留意她的歌聲，
不聽她的新歌，不會因香港出了一個可以唱出國際的人而感到些許自豪，反而不斷用「國際
漿」等來取笑她。我有些時候會覺得香港樂壇影壇越來越差是因為香港人本身，對於明星充
滿惡意，不好好感受他們的作品就肆意批評，久而久之，明星們到其他地方發展不是很合情
理嗎？—但出外發展又會罵他們忘本，香港人是我見過最差劣的人種之一。講真，你們不
斷把優秀的明星往外推，新人又不會唱歌，一些人會轉而聽日星韓星是很正常的，然後你就
會繼續罵其他人是日狗韓狗。

　　請問，可以積一下口德嗎？

　　有關同志，我覺得香港或世界缺乏了一點包容和為他人設想。我是從 BL 認識 Gay。在 BL
的世界，我消除了很多對同志的誤解，現在我只會覺得他們跟我們沒有甚麼分別。所有性向
的人不都是在追覓另一個他／她嗎？繁衍後代真的有這麼重要嗎？—生育是人們的意願還
是人們父母的意願？我覺得很荒唐的是，為甚麼人們要出櫃？要向親友尋求體諒和理解？性
向不是很自然的事嗎？為甚麼要好像犯了法要向家人告白？我惟一希望我的子女（如有），
倘若是同志，可以大大方方地跟我說，大大方方地介紹另一半給我認識。

　　我一直相信，只要我們多設身處地為他人設想，對事情有更多了解才作判斷，不聽一面
之詞，這個世界的偏見和歧視就會減少。

　　有關腐．phil，我一直視之為對自己的警惕。Phil 是我的英文名，出自我英文全名的各第
一個字母。Phil 是「feel」、「few」的同音或近音（我不太懂英文），有感受（feel）世界、
保持最低限度（a few）的人格操守和原則的意義。腐 phil 音近「fulfil」，是達成我對自己的
要求的意思。腐字是在警惕自己不可腐化，不可因慾望而迷失自我。

　　中四「爆肺」後，我經常有頭痛、呼吸困難、眼痛眼干、胃痛胃漲、渾身不舒服的感覺，
我很多時候會覺得自己命不久矣，可能隨時暴斃。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未完成，但年至二十歲，
生命中的不如意已經使我覺得很多事不大重要，是隨時可以放棄的，所以就算我現在死了也
不會有多少遺憾—我至少對得起「腐 phil」這一個名字。

　　或許，「腐 phil」就是我的初心。

　　那麼，你的初心是甚麼呢？

　　你現在的人生有意義嗎？你覺得自己有虛度光陰嗎？如果有，你打算怎麼改變呢？

　　希望我們死的時候都不會有任何遺憾，有緣再會。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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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夜讀
案：多年來我已淡出語文，投身量化的世界。我認識了熵，也認識了微分，可是我認識
自己嗎？學會了數式，卻再也無法敘述自身的存在。近來朋友失戀，我想寫慰問卡給她，
竟爾對自己的文字失卻信心，我忽爾訝異，何以質疑自己。
　　書寫自己，相信自己，是我這個暑假的練習。

　　經已是夜深，可案頭上積壓的筆記依舊如山高亦如草雜亂。印好的考試時間表突兀
地佔據水松板的中央位置，「五月十八日」刺痛我的眼睛，亦鞭策遊魂般的魂魄回歸心神。
窗外幽晦以多雨註 1，雨不大，卻模糊了玻璃。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註 2。雨
依然下著，滴答聲連綿彷彿無邊無際，室友發著無關痛癢的甜夢，嘴裡咕嚕咕嚕著斷斷
續續的喃喃。檯燈無神地燃放，媚惑著失神的飛蛾，一隻隻伏在窗扇上虎視眈眈，毫無
動靜，是睡了嗎？

　　我喝了一口咖啡。渴睡者無眠，但求的是偷來一點時間與筆記相處，走馬看花的閱
讀，追求的大概是心靈上的慰藉，遇上無從入手的試題，至少心理也好過一點。物理試
卷兵臨城下，聽著垓下吟起淒淒楚歌註3，我在房間一隅苦苦掙扎，愣次定律、歐拉公式，
翻過了頁便從腦海中消聲匿跡，遁入凌亂的思索和迷茫。一頁頁似懂非懂的文字，一個
個重覆出現的代數，朦朧間讓人錯覺翻來覆去的筆記印製了同一篇課題。逐格幻燈片的
背後，流光悄然而去……

　　我又呷了一口咖啡。窗外的飛蛾早已不耐，甚麼時候離開了我，追溯另一邊的光源。
修行的人總是孤單的。我強忍哈欠，聽說打哈欠會讓人睡意更濃。我忽爾訝異，究竟是
甚麼原因驅使我們追趕學業？學習原是期待和探索的過程，我卻迷失在考試之中。筆記
於我而言，不過是臨考前一株瘦弱的救命草。是甚麼扭曲了教育的意義？是甚麼模糊了
我們的目標？初心對物理素有興趣，輾轉卻成為了考試的奴隸。為甚麼我們追求的不是
物理系的知識，卻是物理科的分數？分數把我們標籤成叻與蠢的人，我們的目標與目的
無關，趕過一條條死線，象牙塔愈見愈高，卻與我們所想的天空愈來愈遠。

　　一生懸命大概是科大學生的寫照。為著繁重的功課、實驗、測驗、期中試、期末試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路走來，到底得到的多，還是失去的多？讀書之樂樂何如？註 4

攀過了中位數？還是一級榮譽畢業？求學不是求分數只是崇高的理想，分數實際影響你
的主修、師長對你的評價，甚至未來僱主對你的第一印象。想到這裡，我驀然認清，是
甚麼使科大人如斯對等級緊張兮兮。或許分數只是標竿，而跑道上的我們無不要向標竿
直跑，忘卻了欣賞沿途風光。

　　其實享受學習，享受求知，享受生活也是盡學生本份的方法。重視結果無可厚非，
但原來學習過程亦同樣重要。恍惚之間，室友又發開口夢。我無言淺笑，回頭，案上筆
記依然堆積如山。雨夜無半分止色，咖啡早已凋涼，可我心裡已悄然放晴，考試彷彿不
再沉重。

　　夜了，我眼光散煥，紙上城市載浮載沉，傾刻又是一陣暈眩。該再呷一口咖啡，還
是休息一下嗎？我心裡猜疑。看出窗外，矗立的第四座宿舍還有殘餘的燈火零落地苦苦
支撐，與我案上燈光融融呼應，一點一滴。念念不忘，必有迴響註 5。呼應你們渺茫的吶
喊，我們一齊忙吧！這是我們的默契，亦是我們的心意。溫習不再苦澀，而我不再寂寞，
因為再沉悶的科目，總有它的動人之處；再孤寂的夜讀，亦總有同路人與我並肩作戰。
我打開筆記的新一頁，迎上牛頓定律。好吧！就在這裡重新出發，重新學習愛上物理，
用期待和興奮的心態迎接不再鬱悶的公式和考試。

註 1：《無題》Tony Chin
註 2：《浣溪沙》秦觀
註 3：《新雨晚窗》林溢欣
註 4：《四時讀書樂》翁森
註 5：《一代宗師》台詞

投稿：吳慕洛
排版：腐 phil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東方的雲彩」。快
要離開香港了，再次離開這個擁有著許多苦樂回憶的地方，去到一個我「來自」
卻又「陌生」的地方加拿大讀書。每當我想到離開的日子，一日一日地倒數著，
我的心裏總是感慨繫之然，這一種感受真的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我是一個在加拿大出生的男孩，記憶中母親和父親的關係不好，所以我在幼
稚園高班時，母親帶了我來到香港生活，之後我曾經斷斷續續地回過加拿大讀書
幾年，之後又回來了，直到現在我距離上一次離開大約有三年半吧。

　　過去的我覺得凡事不必過於執著，應該無所住而生其心。可是，當我知道要
離開香港時才明白甚麼是知易行難，執著不是這麼容易便能放下的。我想我是愛
上層樓吧，才會裝作一副大聖人的樣子；我想我其實也不過是一個普通不過的平
凡人吧，因此內心還是會被牽動的；我想我真的會很捨不得香港這樣的一個家。

　　在這個家裏，開心的事有很多，不開心的也有不少。但是不管是苦也好是樂
也好，也是造就今天的我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因此即使我可以選擇忘記那些不開
心的，我也不願意去忘記，因為沒有了完整的過去，沒有了完整的人生，又怎會
有今天完整的我呢？因此人有了完整的過去，才會有完整的現在。

　　「聚散苦怱怱，此恨無窮」讓我最留戀的，也讓我最不能釋懷的，就是我在
香港的朋友們。每一個，不管是多年相識的好友，或是數面之交的朋友，我也會
銘記心中；每一段難忘的經歷與回憶，總是常常浮現心中，給人的感受真的很多
很多，讓人想說的話也很多很多，只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可能你會說去到外國後，也可以認識到很多新朋友，然而對我來說有些事
情，還是不可取替的。因為我不想失去，所以我一定會把你記在心裏，只是不知
道你會否……我走了之後，這裏一切依舊向前走，只是不知道你會否，記起我這
一個朋友 ?還是我只是「泥上偶然留趾爪，鴻飛哪復計東西」。

　　我想我做不到徐志摩先生在《再別康橋》裏最後所說「我揮一揮衣袖，不帶
走一片雲彩」的灑脫，因為每一片雲彩在往後的日子裏，也會常在我心中，不會
忘記。雖然我不在這裏出生，可是我卻在這裏成長的，所以若是有人問我「你是
甚麼地方的人 ?」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他「我是香港人。」因為即使我走了，香
港永遠都是我的家。

即使我走了，
香港永遠都是我的家

投稿：R
排版：腐 phil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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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夏日的悶熱，連知了都忍不住大叫不停。鄉間的天空那麼的乾淨光亮，碧空如洗，
正午的驕陽劃破碧空，烘烤整片大地。田裏的莊稼低下了頭，桑地的葉子映得綠油油一片，
屋前的竹子和荔枝樹也在閃閃發光。

　　大廳裡，懸在空中的大吊扇呼呼轉動仍舊無法驅散炎炎夏日。張嫣昏昏欲睡地靠在角落
的檀木長椅上，散漫地看著被風扇輕輕撩起的被角，那縷白髮若隱若現的。為了減慢屍體發
臭的速度，大人們為張嫣的外婆專供了一台落地電風扇。廳裡只剩下張嫣和她外婆了，其他
人都往外面的大榕樹下乘涼，屋子裡空蕩蕩的，只有電風扇呼呼轉動的聲音。

　　曬榖的地堂一朝便搭起了帆布棚，村公會借來的紅木桌椅圍成了幾席簡陋的酒席。一清
早，張嫣和她表哥在阿嫦的陪同下到墟裏買食材和喪禮必需品。五個竹籮筐擺在橫門旁，一
籮瓷碗盤子鐵筷子，兩籮蔬菜食材，還有兩籮葬禮用品，有金銀衣紙、香枝蠟燭、茶酒燒肉
等等。

　　此時，來幫忙的村裏人和故人的家屬在榕樹撐起的大傘下，細細聆聽二姐──鳳姐和表
伯描述外婆彌留之際的情景。村裏二姑大聲嚷嚷走去人群，一股突如其來的風吹亂了灰白及
肩的短髮，話事人的身分卻絲毫無法撼動。一來就扯開嗓子罵罵咧咧那些來幫忙的村民，「都
甚麼鐘點了，還不快去做晏飯，一陣人家娘家人來到多失禮。」阿嫦馬上帶著幾個村婦到廚
房燒柴煮粥，大廚阿燦就在爐頭做芋頭羹。

　　榕樹下的人群也漸漸散去，轉到曬榖場的座位上，一邊繼續沒完的閒話，一邊等著下午
飯。大姐阿桂餵了豬後，從另一條村子走過來參加老母的喪禮。她穿過曬穀場，拿著蠟燭徑
直走到大廳老母的床前，插上蠟燭磕了三個頭，突然一下子大哭起來，那哭聲響徹大廳，張
嫣的睡意頓時全沒，呆呆的看著她的大姨失聲痛哭。曬穀場的人也聞訊而來，看到跪在地上
痛哭的桂姐，不時用搭在背上的汗巾擦淚，嘴裡不停叨嘮著老母走得早，留下她們很多爛攤
子，責怪她就這麼撒手不管，又訴苦自己的家庭不好，扯著很多零零碎碎的生活瑣事。周邊
的人好像受到感染一樣，眼角都沾濕了，她四妹瓊姐忍不住抽噎起來，五妹阿梅更是輕聲哭
著。鳳姐和文姐在旁勸桂姐別傷心了，兩人一同攙起大姐。

　　一眨眼功夫，桂姐的哭聲嘎然而止。她眨著那雙淚目，盯著老母的床尾，一雙小巧蒼白
的腳露在被單外，她皺起眉頭。

　　「這像話嗎！鞋都無。」

　　屋子裡一陣靜默，只剩下屋外知了有韻律的叫聲。文姐提起嗓眼，強調自己出錢讓大兒
子打點所有一切了，她也不知道是甚麼回事。瓊姐和阿梅還沒從傷心中醒來，在抽噎中聽著
她們的對話。文姐和桂姐就吵起來了，開始互相指責不相干的往事。文姐埋怨大姐住得近也
不來照顧老母最後的日子，都死了一天才出現，養那幾隻豬值得了幾個錢，又說自己在城市
做生意就沒辦法離開而已。桂姐窘迫地拉東扯西的說自己丈夫終日酗酒，需要自己照顧，又
說起自己的不幸。鳳姐咳了幾聲，神氣十足的宣稱自己給老母喝了最後一口水，又和表伯合
力在廳堂開了床，抱她出來善終，這才回到正題，責備她兩姐妹不該吵吵鬧鬧的。

　　瓊姐止住了哽咽，提議用黑褲子先蓋住母親的雙腳。阿梅在一旁贊成，其他三姊妹也無
計可施，也就默認了。鳳姐從老母以前的大櫃裡找來一條黑褲，嘴裡碎碎念了兩句後，便把
褲子蓋住老母的足部。

　　二姑風風火火地小跑進來，通知五姊妹她們老母的娘家人到路上了，催促她們快快準備。
她指揮她們按輩份從大到小排好跪在屍首前，自己又匆匆去接前來的客人。在暑氣籠罩下，
兩位老太太沿著鄉間小路朝這座大宅子堅定地走來，一個是故人的姐姐，另一個則是妹妹，
她們雙手都提著籃子，每人還帶來一隻活雞活鴨，一同前來的還有她們的孫子，在後幫忙提
著雞鴨。姐姐走在前面，年逾八十仍然健步如飛，一下子撲到二姑懷裏，抓住二姑的手，二

一個喪禮
  投稿：阿里
  排版：腐 phil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com

姑領著她到床前上了香。姐姐看著蓋著被單的屍體，長長嘆口氣，顰蹙的雙眉掩蓋下是滿眶
熱淚，她們有十幾年沒見面了，再聚首無奈是在靈堂上。姐姐的兩片嘴唇微微顫抖，千言萬
語彷彿只能匯成一句話：「苦命的人啊。」又嘆了口氣，姐姐欲再上一柱香時，頓時怒火中燒，
把眼眶裡的眼淚都燒得蒸發了。

　　「死了也不願給雙鞋穿嗎！」

　　妹妹一旁哀怨的哭訴著死者的往事。家公是富甲一方的地主，二房嫁入這家，不料不久
家公就被掃地出門了，生了六個兒女，唯一的兒子又在幼年夭折了，丈夫打她罵她，又早早
撇下她先走了……哭哭啼啼的埋怨這家人連死了都要虧待她，一雙鞋子也不願意給。這時，
在曬穀場的進食的親戚朋友紛紛圍看，知了也忍住停下叫喊，欣賞這難得的熱鬧。

　　這時，跪在最前的桂姐又爆發出山洪般猛烈的哭泣聲。起起伏伏的喃喃自語，沒人聽到
她說的是甚麼，但是娘家人看到她哭得如此淒厲，姐姐怒氣消減了，妹妹也不在嘮叨哭鬧了。
二姐見狀，也加入大姐的哭聲洪流中，三姐瞥到娘家人愈發悲傷，也作狀輕輕抽噎著，四妹
和阿梅再次被悲愴的哭喪大軍感染了，嚶嚶地流著淚。娘家人退出了廳堂，在曬穀場入席吃
晏。

　　二姐第一個停止了哭泣，大姐還緊閉雙眼沈浸在自己的悲傷中。漸漸地，三姐四妹阿梅
也相繼都止住了眼淚。桂姐的哭聲像清晨殺豬的慘叫一樣，劃破夏日的午後，鳳姐忍不住了，
冷冷地提醒大姐，不要哭了，都走了。桂姐在三姐、四妹和阿梅的攙扶下坐了下來，緩緩平
靜下來，很快就可以和周圍的人若無其事的閒聊。張嫣早早就退出廳堂，坐在階前逗著雞鴨
解悶。傍晚的一襲涼風驅散鄉村的暑氣，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緋紅的雲霞染紅了半邊天空。
入夜的喪禮更是熱鬧非凡，人們像是用熱鬧驅趕黑夜的恐懼一樣。

　　文姐出錢包辦了整個喪禮，一切都按照傳統體面的進行。她請了一隊辦法事的人為老母
整夜念經奏樂，都是按照鄉裏最嚴格的喪禮要求的。一夜裡，吹嗩吶的、打銅鑼的、念經作
法的只稍停了兩次。他們在曬穀場燒各種紙錢，大小不一的香燭，還要親人配合走過場等等。

　　夜裡，張嫣又與外婆獨處了。張嫣盯著微微起伏的被單，想像那是外婆的呼吸所致，但
是馬上又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大廳裡能聽到外面傳來哀怨纏綿的音樂聲和抑揚頓挫的誦經
聲，還有鄉民中人聲鼎沸，即使是繁華的城市也沒有的熱鬧。 

　　大約凌晨四五點，拾屍人要舉行入棺儀式。拾屍人指示家人與死者作最後的告別，分別
單獨餵食死者。只有一碗飯菜，每個家人按輩份由大到小都要作狀餵食死者。到文姐時後，
她始終保持與屍體四五步的距離，她半蹲下來，顫顫巍巍的夾菜，一只飛蛾停在她手上，她
嚇得整碗飯都丟了，張嫣憋住沒笑出聲來，大家都在憋笑。拾屍人正準備抱外婆進入棺材時，
嚴肅又帶點驚訝地問。

　　「為甚麼沒穿鞋子？」

　　廳堂裡一片鴉雀無聲，沒有人願意回答這個問題。死者的五個女兒都低頭看著地板，都
在迴避拾屍人火辣辣的目光。張嫣環顧了四周，每個人都若有所思、心不在焉。當大家都默
默站著不動，她往側門的鞋架走去，挑了一雙拖鞋，走到角落的檀木長椅上坐下，換下自己
嶄新的名牌運動鞋，踩上一雙老舊的拖鞋。張嫣提著自己的名牌運動鞋走到床尾，取下黑褲
子，小心翼翼的為外婆換上了自己嶄新的運動鞋。張嫣細細欣賞著外婆，寬大的碎花麻布上
衣，黑色肥大褲管下是一雙時尚的運動鞋，她滿意的笑了，這是一輩子為外婆做的唯一一件
事情，讓她美美的死去，大家都會記住這個穿時尚運動鞋入葬的老太太。人群中還是一片沈
默，既沒人表示反對，也沒人給予肯定。拾屍人憋著一股氣，又無處可抒，瞪了一眼張嫣，
然後還是按程序工作了。

　　清晨，外面灰濛濛一片，兩個精瘦的拾屍人剛把棺材抬出曬穀場，便下起了淅淅瀝瀝的
小雨，張嫣不禁想起鄉裏有句俗語「貴人出門招風雨」。雨滴輕輕打落棺木上面，將棺木表
面洗滌得一片光亮。張嫣尾隨著外婆的棺材而行，她腳下穿了一雙老款褪色的男款拖鞋，踩
著小路上坑坑窪窪的積水，濺起的污水濕了她白嫩嫩的小腿，夏日的暑氣看起來已經蕩然無
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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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文
比
賽

Writing 
Competition

　　編委進行了一場徵文比賽，題目為「獨」，比賽於二
月十五日完結，文稿由人文社科學院講師藍世樂進行評核，
最後得出冠、亞、季軍和兩個優異獎。

冠軍：李長諳
亞軍：中二毒男
季軍：谷兜
優異獎：VanVan.F
優異獎：朢樂

＊以上名稱皆為筆名。
＊部分參與作品另立一題目名稱，出於方便同學理解文章
內容等原因，列登的文章會以《獨》（沒有另立題目的作品）
或以其另一題目作題目。

　　「獨」，你看到「獨」這
個字時，你會想到甚麼？獨
立？獨權？孤獨？獨特？數
位同學以此為題，分享自己對
「獨」的看法，希望各位讀者
喜歡，亦有所得著。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

P92……………Wings 24.3 

Wings 24.3 ……………P93



一月，天藍深邃，無遊雲。街頭行人

往來熙攘，青石板冰冷浸人心肺，雖無觸

覺，但有視覺。路旁，梧桐早早枯黃滿地，

而枇杷依舊葉密蒼翠。雕樓畫閣隱隱焉於

城中村間出沒，漏出世之意一二在紅塵中

浮沉。我，一人，隔衢亦可聽聞的晨鐘，

看，海棠花開。

若此，獨自一人行走過花開的城市，

暗自偽裝作其中萬千子民之一，卻因鄉音

不辨不識反弄巧成拙。止此而緘默吧，未

料不久卻徬徨於迷失道路，在犬吠不息的

小巷，焦急固執地認一方向，走到底。週

覽盡是人類所造之物，卻沒有人，犬吠也

停了，兩隻貓驀然從陰影的角落躍出，又

跑遠，不再見。如果說墓地的靜謐為死的

附屬品，那麼小巷中的靜謐可稱為生的主

宰。看，拐角籬笆上纏繞的藤，不動，無

言，安寧，卻實實在在地生長。勢，靜謐

的勢，氤氳宇宙，無論何方，走一步，便

又深一步，又近一步，如同數字，欲達無

窮，不得停步。所以，貓跳躍，直至不見，

靜謐中生機自可證明其真實不虛。

又往另一方向走去。

忘記時間是溯是順，終是到了一大

學，遊人如織摩肩擦踵，而行走其間卻如

幽魂，無話可以共談。無話，不是彼此的

生活毫無鉤連，也非其中一方對世事的無

知，可終究是相互擦肩錯過：暢談政治風

波詭譎如何關乎群賢畢至會稽山陰之蘭

亭，而茅台五糧液價格高昂又不宜用作流

水傳觴。更舉時興名衣豪鞋之網絡拍賣，

再效名士清談謝屐華服夜雪初積浩歌而行

便太過遙遠。雅俗並非不可共賞，只是時

間久了，一方總要傾倒向另一方。可畢竟

顧望疇昔，總是山長水遠舟車勞頓，多說

筆名︰李長諳
排版︰逗號

不免喪氣，定要尋好友共飲幾杯。當然，

按照古往今來飲酒之人的脾氣，先吹噓自

己酒量千杯少好友酒量一杯便倒，不，兩

杯？三杯？還是半瓶？一瓶 ! 如此，喝酒

就彷彿成了法國貴族間的決鬥，將自己的

白手套先扔到對方臉上，接著找幾位證人

約定時間地點和武器（被挑釁的那位先生

決定使用手槍），過幾天，清晨八點整，

巴黎城郊的森林，兩人從皮套中拔出考究

的象牙柄手槍，背靠背地開始走，二十步

距離，突然轉身，嘭！手槍反了，受傷的

是自己……醉，是醉了，自醉，自己的世

界旋轉，道路扭曲狀如藤蔓，所以便興起

唱道：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忘詞之後

而沉沉睡去。覺醒之時，恍兮惚兮，忽然

無故念起自己曾經寫過的一句，沒有標點，

似同經文：且安且坐明窗淨几杯茶無非苦

楚易品難得是作酒豪飲佯醉假酣似夢人

間。可見，我愛喝茶勝過喝酒。

月亮盈虧影響潮汐。我似海，順時空

的引力退去，離了大學，到一片霧霾中。

霧霾，竟是頭回見識。新的印象從混沌走

出來，說，它迷濛甚於水霧，舊的那位卻

不置可否。沒見識的果真沒見識。那麼，

舊的淘汰，新的主宰，愛上迷濛的詩意，

瀰漫城市，愛得頭痛，栽進古人埋下的伏

筆。詩意？無端賦予其象徵，前路迷茫難

知，更是一人逆旅客居，對於前世今生來

世的悲傷開始哽咽，同一切的悲劇，為悲

哀而創作，將命運頻繁使用，榮耀啊，道

義啊，復仇啊，愛啊，就算曾經徘徊，最

後也笑著赴身火焰。煙火也是一種悲劇吶。

可我此刻沒有煙火可以觀賞，只有漫

漫的白以及豁然出現的道觀佛寺陵墓。任

意故意隨意拜謁去。我大約是喜愛古時的，

這些殘漏餘孽便總愛找上我，與我吹噓，

獨行記

冠
軍

建制規式，樓台高聳，浮屠七級，既而炫

耀，修建始末，官紳鄉民鳩工庇材，剋期

督造，最後加一句勒碑刊石永鎮山河之屬。

從某角度看，與死物對話是十分有趣的，

你可以言說，它不答，你便可以幫它給出

回應，例如，站在青羊宮二仙殿下，問那

牌匾，甚麼是仙？它回答，山上人，山裡

人，山下人。何解？山上人逃禪逃老莊，

遁離世俗，誦經不輟，所以為仙；山裡人

緊巴巴過日子，缺少物慾掛礙，單純城府

淺，所以為仙；山下人則人多勢眾，機緣

巧合，怎麼都出得幾位仙人。

所言甚是。

所以，每當我行走於人海之中，總會

想起那塊牌匾的話，翼希在著萬千眾人間

結識那麼一倆位仙人，教授我一手移山填

海上可擊碧落下可及黃泉的神通。這可不

是滿口胡諏，也不要認為我已神智癲狂，

若不滿懷希望，埃德蒙又如何取得法利亞

長老的財寶？「人類的全部智慧可以概括

為等待和希望。」大仲馬如是說。可見，

我並不是毫無憑據地胡侃，狂人瘋子天才

差不多，都是一點在滄海漂泊的粟米。如

此便時常感慨魏晉的高士，那群粟米隨緣

聚起來了，一邊嗑著寒石散，一邊胡言亂

語，說自己一天不嗑就渾身難受。樹猶如

此的典故用在這裡，恰當而矯情，便不再

多說。

從軒榭亭台走出，已是下午三時三

刻，高原的陽光式微，不再掩映湖面。冬

天海鷗常在，自西伯利亞來，叫聲應帶有

俄式腔調，不過我是不懂的。看著海鷗，

飛去來兮，好不熱鬧，只嫌太嘈雜。湖面

目光認真掃過，毫無感情供我起伏波瀾，

不經意一瞥反卻似有所得，一隻停於浮雲

倒影之上的鷗。除去飛翔，又一種凌駕雲

層的方法。一隻多麼安靜而聰明的鷗。與

之相比較，我就十分狼狽了，時而擁擠上

那天空，時而獨自落回湖濱。心灰意冷乃

常有之事，不必仔細為之計較。因此，我

整體評語︰

簡短的「獨行」卻記出層層世界。
文筆、用典、描寫、抒情都十分出色，
法國貴族間的決鬥一段與全文有點格
格不入，是佳作中的一點瑕疵。

全文緊扣「獨行」主題。

段落間環環相扣，文章首尾呼應。

更願處世淡泊泠然，就不需對熱情的喪失

自責不已。這樣，諸如厭惡，鄙夷，冷漠

此類情感便明顯於我身上跳躍，但裝點以

精巧的語言，言畢使人吃驚，以一種新的

眼神打量我，而我，報之以一笑，放棄更

多與之辯駁的權力。是的，權力作用於借 

孤獨之名，群聚而軟弱之人，為他們建築

綿羊在青青草原上的籬蕃。若

不屑歸於乏味可憎的塵埃，

偽裝可為權宜的笑容。等

笑容破裂，好似白沫留於

海灘注定只是瞬息，大海

的訣別才能如此孤傲。訣

別這一湖海鷗。

走回大街，晡，日之

將落。坐入街上的長椅，

等空氣漸漸冰涼如水，繁華

自霓虹深處映上青石板陣陣喧

囂的流光。隨手翻起一本《夜航船》，頭

上星辰始古皆有出處，天樞璇璣權玉衡開

陽瑤光七星北斗斗柄今夜朝北，長庚夕見

西方異常明亮，熒惑歲星俱有徵兆。此僅

為開篇數頁，而其詳盡不一一道來。我欲

慢慢辨識幾顆星，日後可作聊資；怎知，

高原，尚無燈光污染此類國際都市之驕傲；

星空，我更願稱作星野，繁花點點。摘取

當中指定的幾株，於我，困難重重。

海子中的格桑花啊，今夜，你們天上

綻放。我，終於停下腳步，結束旅程，一

人，一個人，長椅上數星星。

圖片來源：青海省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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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勾

　　「畢業畫展要到了耶，你想好要畫甚
麼了嗎 ?」

　　事後想想，所有的事情就是從這段在
陽台上的對話開始的。我們學校的教室一
側是走廊，另一側是陽台，通常用來擺放
掃具與資源回收桶。可想而知在這男生占
99% 的學校裡這個空間會有多髒亂，然而
因為能看到整個操場—可以對著在那裡
打球的同學亂吼亂叫—還有一年四季都
有涼風迎面吹來，這裡總會有三三兩兩的
學生，故作瀟灑地望著遠方老舊的國宅，
裝模作樣地閒談著他們明明就不懂的人
生、未來與世界大事。通常這種對話會隨
著上課鐘聲的響起而結束，或者隨著跳樓
的巨響而結束:或許這句話出現得很唐突，
甚至有點中二，但這裡的學生都知道，只
要在心情鬱悶時靠在陽台邊，往下看，就
能發現自己被毫無意義地懸在一個完美的
高度，那是我們與某個事件之間被精算過
的距離，雙眼被絕對無法改變的過去賦予
了測距的能力，因為他們之間也被賦予了
距離。而豐沛於距離之中的是絕對不可逆
的向量場，時間與空間都在誘惑著我們跳
下去。

　　一年跳一個，這是我們學校每個人都
知道的事。

　　「還沒啦，我又不是美術班的，隨便
畫畫就好了」。她輕浮的回答把我從無稽
的妄想中拉回真實，也把我的視線從某件
事的標準答案轉向另一件要事的可能答案：
她，算不上是個美女，但因為削瘦的身材、
算是端正的五官以及獨眼散發出來的神祕
氣息，能和她在陽台上聊天的我也能感覺
到背上時不時刺來的視線，帶著一絲調侃
或者忌妒。然而我並不在意，而是注視著
她那隻眼睛：破壞了上天賦予人面的對稱
性、突兀又孤獨地守著本分地望著我永遠
不了解的景象。她的水墨畫很忠實地暈染
出她所見的世界：因為單眼而失去了立體

感，卻被由高超地「擦」「皴」法所賦予
的細緻質感矛盾地補上，崢嶸的岩壁聳立
在由拙劣的「染」法蔓延的森林或雲霧之
中，那是因為她根本沒有水墨畫的基礎，
上天賦與她在擦、皴的才能，卻也奪走了
她更進一步學習的機會，如同她的眼睛、
她所見的風景與她迄今的人生—或者說
「我所知的她」—都是由獨立而缺陷的
一，掙扎地推導二的存在，想像著增生與
完整。

　　「話說就是因為你不是美術班的才應
該認真畫吧，從來沒有一般生能參加畢業
美展耶，你是校史第一個，不認真畫對得
起這個機會嗎 ? 學弟妹也很期待阿」作為
她現在少數的朋友，我必須認真起來勸勸
她了。當然提到社團的學弟妹是不太好的，
但就算她有可能因此生氣，聽到這句話她
一定會振作，認真地畫起圖來。果不其
然，她的那隻眼睛輕巧卻又堅定地轉了過
來，儘管只有那麼一瞬間，她的視線帶著
厭惡與無奈停留在我身上，似乎試圖再一
次—儘管她也很明白我有多了解她與學
弟妹之間的衝突，也已經聽煩了—向我
抱怨那些學弟妹對她有多麼不尊重。然而
很快地她又移開了目光，臉上的嚴肅也僅
僅浮現在剛才那一瞬間。她可能根本不願
意去想起這件事，所以這種反應—接著
她會裝傻，默默地盯著下面的跑道—也
不出我所料。顯然這次的對話會因為上課
鐘聲的響起而結束，然而，在她轉身進教
室時，她那細小的嘴巴用幾乎聽不見的聲
音說著：「畫眼睛似乎不錯……」。

第二章 皴

　　「沒有人會用水墨畫眼睛的啦！」坐
在畫架前的學弟連頭也不回，但他很明顯
是笑著在說這句話的。「那大概只有素描
才能畫的好吧？」學弟給出了很符合他水
準的答案—從他入學、考上美術班以來，
就一直被所有身邊的老師同學視為美術班
的新希望，他可不是那些把美術老師當成
第一志願的普通人，而是國中就登上全國
美展，以後要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超級新
人，不如說他會出現在我們這間不以美術
班聞名的學校就是一種奇蹟，我曾看過一
個老師在點評完他的畫之後，下課時偷偷
把他拉到陽台，跟他道歉︰是老師水準不
夠，可能講錯云云，然後一個人抱著頭後
悔自己對著可能是全國最有實力的油畫家
（是的，我用了「家」這個字）說了那些
蠢話。

　　就是這樣一個天才，微微靠向畫架，
一派清閒地在宣紙上游移著毛筆，勾勒出
一片崇山峻嶺。這個怪物可沒有真正學過
水墨畫，「小時候有去上過課，方法都有
學，但是我沒興趣所以連毛筆都沒摸過」
他自己是這麼說的，但他的手很誠實地出
賣了他，上天賦予手臂三個關節，他的手
卻彷彿有無數個關節，如蛇，如龍，鞭韃
著無形，催促著那片未曾見過的大好山河
顯現於宣紙上，這條龍恣意地使役著口中
噴出的水，在未明的大地上翩翩起舞。

　　突然之間，那水又成了毛筆，僵直在
半空中，手也從美麗而靈動的龍，變回猙
獰的木乃伊。

　　「怎麼了 ?」

　　「……這裡要畫岩壁」

　　毛筆擦過吸水布，在上頭留下一條手
指壓過似的凹痕。

　　「自己試試看吧，總要練習的。」儘
管他已經深吸一口氣，做好了該有的準備，
卻仍盯著那張未完成的畫，只缺一筆就完
成的畫，貼在大腿旁的手緊抓著毛筆，提
槍似地。我想我只需要推他一把。

　　這時他身上的光環似乎消失了，我看
到的是一個被強拉入伍，連槍都拿不太動
的菜鳥兵對著迎面而來的槍林彈雨，而且
被它震撼到忘記了逃跑，只能成為戰場上
短命的雕塑品。我不自覺地閉上了右眼，
用失去距離的視覺觀測著學弟的成長。

　　他還是舉起了筆，就像他以前做過的
無數次。

　　生澀。儘管岩壁本身就是冷硬如冰，
學弟那冷硬的動作並沒有傳達於畫上。儘
管如此，比起他以前的嘗試，今天他的擦
似乎又進步了一些，至少到了老師不敢說
不好的地步。我睜開了右眼，獨眼龍永遠
睜不開的右眼，在他的畫上空十公分處遙
望著，確實是進步了不少，不再是石板烤
肉了。一股驕傲感油然而生，或者說因為
目睹了全校公認沒有弱點的天才最脆弱、
尷尬的一面，又親眼見證他因為學長，我，
的幫助而再起的虛榮，意淫著這時摸摸他

的頭會怎樣呢 ? 當然，我沒有這麼做。他
放下了筆，伸懶腰的時候差點從椅子上摔
下來，又很快地恢復到微微傾向畫架，埋
首於藝術之中的那個天才該有的姿態。

　　「算是 ok 了吧 ?」「你自己覺得呢？
我是感覺不錯了啦可以交稿了」用微笑回
答剛飄回學弟身體的靈魂，用兩隻眼睛仔
細地再次打量這幅畫：不錯，以作業來說，
可以及格了。除了稍嫌薄弱、失真的岩壁
以外似乎沒有太大的瑕疵。

　　「……學姊都不教的。」

　　對我而言習以為常的反應，也許他也
知道我已經聽到煩了，也知道我會怎麼回
答他。

　　但是我別無選擇，事實就是如此，儘
管每次我都是這麼安撫他對於獨眼龍從來
不認真講解「擦」的技巧的不滿。

　　「你也知道她不是科班出身，自己也
講不清楚……」

　　「但她是社長。」學弟的以社長應該
有的堅定瞪著我，卻是歪著頭，無奈地苦
笑扭曲了嘴唇。

　　四目相交之中，我倆卻都帶著寬容。
然而，隱約的懷疑悄悄浮現在眼角。

　　「她怕會交給你們錯的東西啦！不要
想那麼多。」

　　「也是啦，我也知道她根本不會走這
條路。」轉眼間他以捲著畫好的作業，側
身看著我準備走出社團辦公室，沒有打算
留下任何一點時間與用心在這間令他備感
優越與無力的空間。他慢慢地走了出去。
也許是因為剛做完自己最不擅長的事，學
弟似乎很疲倦，略帶沮喪與無奈的臉龐被
彎曲著的背脊搖搖晃晃的懸在半空，拖在
地上的腳步嘶啞著，隨著暮色消逝在走廊
的某端。

　　被他留在迷茫中的我，思索著這個社
團現在的處境，與令人擔憂的未來。

亞
軍

獨
筆名︰中二毒男
排版︰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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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有學校公認的天才坐鎮，我們水
墨畫社的招生依然十分不順利—一來是
因為學弟，也就是現任的社長，並不專長
於水墨畫，他仍然能交出十分優秀的作品，
但如同剛剛那張作業，他在「擦」「皴」
法的操控方面仍有瑕疵，所以他沒辦法
教學弟妹們如何完成一張「好」的水墨
畫—想想一張完全沒有高山、怪石的水
墨畫是多麼狹隘，而這其實也不能怪他，
因為前任的獨眼龍根本沒有教他怎麼畫。
身為被視為水墨畫天才、非科班出身的最
強畫家，獨眼龍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他會
對懸崖峭壁如此著迷，更能從他那僅存的
單眼，萃取出遙遠距離外的柔嫩或硬朗。
儘管失去了立體視覺，他畫中的世界仍用
扭曲卻又寫實的直線條（對不起，我不得
已用如此矛盾又不通順的句子來描述她的
畫，因為他確實如此）拒絕著觀賞者對於
登頂的慾望，將峭壁的冷傲與睥睨藏於溫
潤之中—很難理解我在說甚麼吧 ? 連我
自己，不，連她自己都不瞭解為甚麼她能
畫出如此渾然天成，在太極陰陽二元之間
遊走的美，自然是不可能講解讓學弟妹聽
得懂了。所以從她接任社長以來，她都是
自己一個人認真地畫著新作，把招生、教
學的雜事通通交給我處理，儘管不覺得累
或者麻煩甚麼的，但是畢竟社長自己不做
事的情況還是很少見，所以學弟妹都望而
生畏：以為我們是個快要倒的社團，儘管
她和我都苦苦撐著。不然怎麼會招到這個
天才學弟—他正頭也不回地走出門—
當下任社長呢 ?

　　「她根本沒有打算教我們。你知道我
在說甚麼。」

　　（又想起來了阿……）學弟很久以前
在看完獨眼龍得獎的某一幅畫之後，拋下
了這箱盒子。如果說他是會因為沒有鑰匙
而把它拋給我，那我就是因為懷疑而接下
了它。

　　不，不對。她沒有說謊，她一定是瞎
了。

　　她的故事，只講過一次的那個故事，
閃爍在我虛無又頹廢的視線裡，那是求救
的蒙太奇。

　　然而，事態的發展遠遠快於我的想像。

第三章，擦

　　學弟的父親過世了。因為癌症，從確
診到過世僅僅只有六個月。

　　因為病情發展的太快，而且先前完全
沒有徵兆：是在每年定期的健康檢查中發
現的，但已經是末期了。所以學弟他整整
一個星期沒有來上學，他幾乎沒有任何的
心理準備就失去了一個最親密的家人。

　　當他回到學校，而且來找我希望我去
他父親面前上香時，我理所當然的答應了。

　　那時我們穿著制服，在操場跑道上孤
獨地繞行著，在喧鬧的體育課中肅靜地漫
步著，偶而會有一兩句話打破僅僅包覆我
倆的寂靜。「他還沒生病的時候有 75 公
斤。」毫無起伏的五官之中只有嘴唇輕輕
地蠕動著，帶著無可奈何的慵懶。「一個
月前只剩下 40……穿著衣服都能看到肋
骨……」「唉……」「在最後兩個禮拜……
他突然胖到 55，我還以為是他有好轉所
以又胖了回來……他自己也很高興……但
是叔叔私底下跟我說那是水腫，代表他就
快……」「……」

　　所以我該怎麼回答呢 ?

　　當天下午我們坐上了公車，很快就到
了學校附近的殯儀館。「不要隨便亂看，
不然會把不好的東西帶回去。」他不斷地
提醒著我，但我那雙不安分的視線卻突兀
地游移在這片肅穆之中。「算了，可能你
比較不怕這些吧！」帶著苦笑的聲音似乎
從遠方孤獨地傳來，我才回想起我的身分，
收起躁動的狂妄跟上他的腳步。

　　「來吧！你沒問題吧？」「可以的。」
當然，到了牌位前，我衷心祈求他的父親
仍像在世時一樣，安慰著、支撐著他可憐
的兒子。把香穩穩的插在香爐裡，我再鞠
了個躬。

　　「你要待在這裡嗎 ?」「對阿畢竟要
守靈，不過沒關係啦我送你到公車站。」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我爸還在
的話一定很高興你能來看他，而且一定會
要我送你，這是規矩。」儘管一臉倦容，
他是笑著講這句話的，好像他爸就在他身
邊。儘管身為學長，這時倉皇地想躲開他
的笑容的我，反而像是在社團交接時，被

所有學長姐打量著、審視著的學弟。

　　穿過廣闊但忙碌的停車場，眼前一對
帶著小孩的家長匆匆忙忙地拉住因為空間
廣大而想恣意奔跑的小孩，他們的樣子好
像在購物中心裡因為管不好自家小孩而被
側目而感到羞愧。而我們這一對—穿著
名校制服的高中男生—也浸在好奇而懷
疑的視線裡，這裡的嚴肅氣氛被世俗的眼
光沖淡不少。

　　「我這樣問可能有點怪……」這問題
的下半段堵在胸口，呼吸隨之暫停，因為
我怕在吐息之間它會從心中溜出口，刺傷
了已經渾身瘡痍的學弟。

　　學弟的眼神已然消逝，取而代之的是
深不見底的空洞。「怎麼了 ?」

　　終究還是猶豫了一下「……多少同學
知道這件事 ?」

　　「就我們班上的阿……我知道你要問
甚麼了。她不知道。」

　　「是喔？」

　　畢竟你還是……?

　　「就是……沒有那麼親密嘛！你懂
吧？」「我想她應該也會……」不行，這
次我真的不能說。

　　「甚麼啦 ?」

　　我該怎麼回答呢 ?

　　（她也會想辦法看在甚麼地方盡量幫
忙你的……就算你對她一直都很有意見，
而且她也知道）

　　但是，你已經覺得她是個完全不關心
別人，心裡只有自己的學姊了。

　　「我知道她好歹也是個前社長，也可
能就像你講的那樣子。」在公車站牌下，
手插著口袋的他漫不經心地說著，儘管很
顯然他並不是這樣想。

　　「但她就不是我能講這種事的人，你
懂我的意思嗎 ?」

　　公車在前一個路口等著紅燈。

　　很快我就逃上了公車。「謝謝你啦！
我爸如果知道一定會很高興。」「這沒甚
麼好謝的吧……保重阿。」開車之後他還
在原地揮著手，直到我看不到他為止。

　　果然我沒辦法對他坦承自己有多殘
忍。竟然在朋友失去最重要的親人的時候
認真地思考著「我該怎麼回答才顯得得體
呢 ?」這種除了提高自己形象已外別無作
用，對自己的朋友一點幫助都沒有的問題。
我—你看連這裡我都只會想著「我」—
是個自私的人，心裡只想著自己。

　　獨眼龍也是這樣。至少學弟心中的她
也是這樣的。

　　我不禁想起她的故事：她老家在山中
的一個小城市，父親是工人，因為當地的
經濟已經衰弱，年輕人都出走了就像她現
在這樣，所以收入不穩定。也因此她母親
必須在山產店打零工，這也讓獨眼龍從小
就被父親帶到工地的辦公室，由工頭照顧。
然而工頭也不可能都看著她，所以基本上
在工地玩耍就是她童年的主要組成。可想
而知一個小女孩在工地毫無照顧的情況下
一個人到處亂跑遲早會出意外—某天一
根鋼筋在施工過程中斷裂了，原本被綁著
的它因為彈力而飛了出去，就很不巧的擦
過了獨眼龍的右眼，儘管刺入的角度很小
所以沒有直接插進腦部裡是不幸中的大
幸，但她也從此失去了右眼。

　　然而，很難想像的是，有些人懷疑這
是假的。學弟他就跟我說過：「現在是甚
麼年代了還有父母會把小孩帶到工地去？
再怎麼窮總有阿公（祖父）阿嬤能幫忙吧？
而且還是在那種鄉下地方……再者這種受
傷的方式你不覺得太不幸了嘛？現在鋼筋
斷裂的事故機率應該是低到趨近於零，怎
麼會有這種事？」

　　雖然有些苛薄，但學弟妹，甚至是學
長姊，都有不少人相信這種說法。

　　「她是裝的，只是要騙到加分進這所
學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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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不能這麼想。要騙過醫院、學
校體檢，政府體檢是完全不可能的。

　　回到學校，就在理性與妄想搏鬥的同
時，我看到了獨眼龍。因為住校，我每天
晚上都找的到她。

　　「去哪了？」「……」學弟不希望我
告訴她，一定是這樣。

　　「聽說育辰的爸爸過世了，是真的
嗎？」

　　「……你怎麼會知道？」育辰是學弟
的名字。

　　她沒有回答我，抬起頭看著還沒完全
沉沒的夕陽，白色的眼罩被黃昏染上金色，
掩蓋著暗處的蠢動，不可能存在的蠢動。

　　然而我卻看到了，那裡，就在短短的
一瞬間，那一定是轉動的眼珠，震動著表
面的偽裝。

　　「……自習完來這裡，我有些事想跟
你講。」

　　為甚麼呢 ?

　　我看見她那隻不該存在的眼睛睜開
了，審判著一個帶著卑鄙的懷疑、睜著一
隻眼睛偷窺的誰。

第四章 點

　　「你看。我沒有騙你吧！」

　　在夜色的籠罩裡，獨眼龍掀起了她的
眼罩。

　　在那底下的，是一隻有著深邃而美麗
的黑色，清澈的眼睛。

　　我慌了，儘管她說有事情要講的時候
我就有開玩笑似地想過是不是關於眼睛的
事，但還真的沒有想到這種懷疑會以這種
粗鄙又缺乏戲劇性的方式證明了。我無法

描述此時我的震驚，只想在如此不可靠的
視線中多一絲保證，保證我看到的是真實
的，我抓著她的頭，逼近她眼前。

　　晃蕩著的視線證明了那是隻真正的、
如同她的出生與存活，不容任何質疑的眼
睛。她沒有瞎。

　　被我緊緊抓著的她的頭原本一動也不
動，慢慢地左右震盪了起來，不知不覺之
間她已經抓著我的手掙脫了，原本齊肩而
渾圓的鮑勃頭也亂了。

　　「……對不起……」我一時想不到該
說甚麼，但還是得為不自主的憤怒道歉。

　　「從進來第一天，大家都用同情的眼
光看著我。」她似乎並不在意我剛才粗魯
的舉動，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語。「老師特
別把我叫上台，把我的情況向全班說的時
候，我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畢竟是
假的啊！總害怕會不會有一天就這麼被發
現了。」

　　「但是老師也說了我是鄉下來的，家
裡比較窮。果然過了沒多久就只剩下一兩
個一樣是外地來的同學會跟我打交道了，
就像你，畢竟這裡的人都會說我們鄉下人
是靠各式各樣的加分才有辦法來讀這裡。
就算不說，心裡總會這麼想。」

　　理所當然的憤怒被我壓在胸口，我想
等她說完。

　　「到最後就只剩下你了……我還真的
沒想到阿！雖然你也是鄉下孩子，但家裡
好歹也有點錢，還專門學過水墨畫，根本
不應該瞧得起我這個半路出家的。」

　　「……所以你沒學過美術、家裡很窮
都是真的？」

　　「這些是真的，看著我的眼睛。」她
的眼神沒有一絲笑意，更沒有嘲諷，反而
有點自暴自棄的哀傷。

　　「哈哈這個時候在騙你根本一點意義
都沒有吧？最重要的問題已經解決了，而
且這樣反而比較說的通不是嗎？」

　　「……是這樣沒錯啦。」連我也被她
感染，下意識地放鬆了拳頭。

　　「但是，我還是……很感謝你在這三
年一直幫助我，把我介紹給冠宇學長，讓
我接下水墨社社長的位子。這大概是我高
中唯一專注的事情吧。」

　　壓抑著大吼的衝動，我按著自己的額
頭。

　　「只用一隻眼睛的好處意想不到的多
喔！確實失去了空間感，很容易頭暈或者
不小心撞到人，看書之類的事情也很累，
不過也因為這樣我能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
的世界呢！一個平面而孤立的世界。」我
靜靜的看著她試圖用輕鬆的語言化解現在
的尷尬，那是凡人在做的事！你是天才！
不要這麼匆匆忙忙地配合我的愚蠢！

　　就算你是個說謊的天才。那還有多少
是真的呢？我又開始懷疑起她沒有學過美
術的事，握緊了拳頭。

　　要講出來嗎？

　　我想說：你知道，當我看到一個工人
的孩子，沒有人教過就會能把毛筆用的如
此出神入化，總能把握恰到好處的溼度，
賦予岩石如此奇妙的質感，不僅僅是真實
而已，而是帶著畫家的意志，從無序的凹
凸之中顯現出喜怒哀樂，這些岩石不可能
會有的情緒，所以那一定是畫家的語言，
就像電影的鏡頭語言一樣，能用水墨畫表
現這一點的人少之又少，更何況你是一個
根本沒受過專業訓練的人！

　　我永遠畫不出你那樣的畫，儘管我從
小學就開始學美術，儘管所有老師都提醒
過我試著去學習鏡頭語言，或許對我的畫
有幫助，但我還是一個沒有個性、只能把
影像改變材質的照相機，我不是你，我不
會說話！

　　我不想被任何人瞧不起，因為我是鄉
下來的，我父母的所有心血都花費在讓我
學美術上，我有天分、也很喜歡美術，這
也是我唯一擅長的事情，也是我為甚麼在
這裡，為甚麼會認識你，還有要幫你處理
那些自以為是的學弟弄出來的問題，都是

因為我不想在美術，至少在水墨畫上，輸
給任何人。就算我知道這不可能。就算我
知道這些努力都彌補不了我的畫永遠比不
上你的事實。

　　她查覺到了我的靜默，甚至我覺得她
根本就知道我現在在想甚麼—以她對我
了了解，她應該懂—但是她沒有要逼我
說出來。

　　「就這樣啦！我知道我總有一天要跟
你講這些的。」

　　「為甚麼？」

　　「我當你是個朋友。」

　　但你不把我當朋友啊！

　　儘管語意完全相反，出現在我腦海裡
的這句話卻一點矛盾感都沒有，好像我就
該這樣回答，或者她剛才說的其實是這句
話。

　　還是說她少講了這句？

　　一股突然的恐懼，隨之而來的是潮水
般的羞愧淹沒了我。

　　她笑了，歪著頭，欣慰地看著一個試
著逃走的朋友。「對了，畢業畫展的畫好
了。」隨即挺直的脖子，好像要講甚麼重
要的事。「我放在社辦，明天一起去看看
吧！畢竟我一直都不會『染』，你再幫我
修一下。」

　　因為夜色，或者恐慌，而放大的我的
瞳孔，讓她離去的身影在黑夜裡卻不可思
議的清晰，那是我大概一輩子都忘不了的
景象，隨之而來的那件事自然也加深了我
對這一幕的記憶，但最令我顫慄的—我
當下就注意到了，但沒有理解那個東西背
後代表的含意—是在我扭曲的視線裡，
她那沒有一點血絲的右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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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隔天下午，在約定好的時間，我走進
了社團辦公室。

　　因為是藝術性社團，這間教室堆滿了
畫具，硯台毛筆之類的堆積如山，畫架也
三三兩兩地散布在教室哩，一般美術社團
常見的石膏像反而是一件都沒有，因為水
墨畫用不到。

　　我看了看手錶，她應該要到了。

　　她的畫架看似和其他的沒有甚麼不
同，但如果觀察夠久就會發現那是教室裡
唯一一個不會移動的畫架，其他人會因為
取景或者心情而恣意換位置，但只有她的
那具不會：因為要保持椅子與畫架之間的
距離，不然她沒有距離感，一改變位置就
會畫出完全不同的畫。她的畫架從高中一
年級時就在這裡，是我和她蹺了一整天的
課調到定位的。

　　上頭果然有一幅畫，卻是捲起來的。

　　如果是沒畫完的畫，自然是不太可能
就這麼捲起來，而是直接擺在畫架上即可。
明明已經捲好了卻又沒有帶回去，她究竟
是在想甚麼？

　　難道是因為這是畢業畫展的作品，所
以不想先給別人看到？

　　就在我嘗試理解她的煩惱時，我發現
這幅畫的背面似乎寫著甚麼。

　　不是用毛筆寫的，是很淡很細的灰色，
顯然是鉛筆。

　　我打開了這幅畫。看到畫的內容時我
差點跌坐在地上，退了好幾步，宣紙輕輕
地飄落。

　　她在看著我。

　　那是一顆眼珠，血絲潛伏著，渾圓而
深邃的瞳孔虛無而母性地盯著它的觀眾，
而它卻有著不規則的陰影，流淌在幾近完
美的圓下。

　　那是她最不擅長的染，但她終於學會
了，至少在這幅畫上。

　　碰。

　　彷彿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巨響，那是
人—我在兩年前，入學以來第一次看到
有同學跳樓時聽過，這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聲響。

　　我懂了。

　　我希望不是她。但我知道是。

　　就在教室的陽台上，我看到了她，隔
著那一段距離。

　　她永遠不了解，直到最後一刻才明白
的距離。

　　慢慢地那渾圓的頭顱下出現了不規則
的暗紅，緩緩地蔓延著，那是她眼珠下的
陰影。

　　不認識她的人們騷動著，因為死而不
因為她的喧鬧毫無意義的漸強著。

　　不需要再看了，我回到教室。

　　這時候要做的只有翻到畫的背面，證
明我想的是對的。

　　遺書節錄

　　給承勳：果然是這樣啊。

　　我是從其他美術社的學弟口中知道育
辰的事，畢竟有人跟他同班阿，怎麼可能
會不知道呢？然而這並不完全是我會把你
叫出來，試著問你對於我的看法的原因之
一，就算他的父親沒有死我也會在畢業前
某一天—可能是大學放榜日前吧—對
你做一樣的事，只是因為他一定會在這個
時候跟你說些他對我的看法，所以沒有比
這更好的時機了。

　　你會問說：有必要做到這個地步嗎？
這畢竟是一條人命，而且還是我的。但是
我也一定會這麼回答你，就算是在我翻過
陽台、往下墜的那時候，我也會這麼說：

有，因為這是我最開心，也最痛苦的三
年，如果沒有畫水墨畫的天賦，這些所有
的事—我們認識，加入水墨社、當社長，
試著教我根本不敢也不能教的學弟妹，試
著完成社團事務，試著在這根本不歡迎
我的地方找到一席之地—也就都不會發
生，如果是這樣我可能會在某個鄉下學校
當個資質還不錯的學生，然後找個人相親
嫁掉吧！可惜我會畫圖。

　　就算是你，我在這裡的第一個朋友，
當我無力處理社團、教學弟的時候，唯一
跳出來幫我的人，都帶著懷疑的眼光看我
的時候，當我知道你並不是因為我，而是
像他人一樣因為同情，卻又帶著鄙夷的態
度在和我交往的時候，我想我現在這麼做，
是最極端，卻也很合理的應對吧？

　　不要覺得是你的問題，雖然以我對你
的認識，我看你很難走出這件事。但畢竟
事實就是如此，如果說我用了說謊的方式
騙出了你的真心畫讓你覺得不開心，那我
很抱歉，但有多少實話是用實話就能引出
來的呢？學弟們不也在我面前都畢恭畢敬
的嗎？他們不也都知道我為甚麼不教他們
嗎？

　　雖然我早就知道努力不一定會有回
報，我從小看著我爸爸在工地做苦工，他
甚麼時候偷懶過？但還不是個工人？工頭
的兒子也做過一樣的工，他現在是工人
嗎？我也知道老師總說我是天才，也拿過
不知道多少獎，但我終究是讀不了師範大
學，就算我去打工也不可能，因為家裡根
本就沒有錢—媽媽也病了，他的醫療費
就算我爸跟我一起工作都不一定付得起，
這畫圖的天分究竟為甚麼要給我？是在嘲
諷我嗎？為甚麼不是給你？你不是很想
要？

　　雖然你大概已經知道了，不過那是義
眼，畢竟就算帶著眼罩整個眼窩凹下去還
是很奇怪。那為甚麼又要帶著眼罩呢？因
為那是隻廉價的義眼，我不想他被人看到。

　　只要眼瞼稍微練習一下，義眼也是可
以動的。

　　假的也能成真，但一不可能是二。一
永遠都是一。

尾聲 染

　　在那之後，我順利的畢業了，而且用
「會畫水墨畫」這項特殊的才藝被某間外
國的大學錄取，雖然也是因為我國內沒有
甚麼好學校願意收留我，而這裡竟然願意
支付獎學金，何樂而不為？

　　當然，報應是存在的。我從此也失去
了交朋友的自信，因為深知自己是多糟糕
的一個人—在這個社會裡只會被視為
「宅男」—在這裡被稱作毒男是吧 ?—
而被瞧不起，但正也恰如其分。孤獨是我
應得的處罰。

　　只要找到罪名，不也是一種解脫嗎？
因為並非創造，而是被歸類了。

　　好像因為教育政策的關係，我們學校
從菁英學校變成普通的高中，所以不再有
人跳樓了，真是可喜可賀。她，獨眼龍，
可能會是校史最後一個自殺的人。

　　我不會陪她走的，就算我因為她的謊
言而讓她走上絕路，儘管我根本不是奈個
意思—但也都無所謂了，我也要讓她孤
獨地離開。如她所願，也許不如她所願。

　　在大家，明明不存在的注意裡，孤獨
地離開。

　　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補償，最後
的陪伴。

整體評語︰

前兩章的鋪排和往後三章對於三
個角色所隱含的「獨」的展開形成對
比。在女角是否真瞎、義眼和真眼間
的模糊寫得十分出色，尤其是畫中「血
絲潛伏著」和兩人最後一次見面時「沒
有一點血絲的右眼」兩個脈絡間的呼
應。除了「獨」的主題外，也成功將
一些社會議題帶出。第五章沒有標題
是故意為之？

文筆流暢，書寫角度間的切換得
宜。偶有錯字，往後交稿前應花點時
間校對。

（結構）十分完整，章節間總能
呼應。

圖片來源：藝術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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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你。
看不見你，消失在朝晨的昏黃中，消失在夜幕的濃重裏。
你透白如紙的肌膚散發出少女的芬芳，掩身於蔥蘢青色裏，深垂螓首，合著滿心的絢爛。
你黯然沈默著，嬌柔如處子，在泥土的清冽裏悄聲吮吸著涼意。
夕顏，他們這麽稱呼你，同情地瞥向你獨自等待的  模樣。
微風吹拂著你的耳畔，提醒你漆黑的幕布已要落下，又一天的表演接近尾聲。
你的頰不由得慢慢湮出一抹淡淡的緋紅。
夕陽攜著一日的疲憊匆匆離去，跌跌撞撞地，與雲撞個滿懷、蹭紅了臉，一心墜落向海。
雲霞氣惱地咒罵起來，翻滾著、飛竄著追尋而去，有誓不罷休的氣勢。
星星呼朋喚友地喧嚷著，那股興奮好似積攢了半世的熱忱，眼裏閃爍著盈溢的期盼。
你終於開始歡喜地顫抖，心底的甜蜜開始緩緩地湧動，
終於可以看見他了——
蒼白的、朦朧的、清冷的，無欲無求的、無依無靠的，
天涯的浪子，他駕霧而來。
誰也不能否認他的深邃，就像誰也不能否認他的不羈。
他的眉宇掛著孤傲，他的鬢角染上了似雪的滄桑，
他的身上刻滿的傷痕與溝壑，訴說著他執拗的勇敢，和坎坷的一生。
你迫不及待地張開了懷抱。
你柔荑般的手臂劃出一個美好的弧度，撥開了層層寒冷，把炙熱的心原原本本地呈向他。
你的面頰綻放出耀眼的光芒，甚至連眼角都悄悄滴出水來。
這時，你忘記了嬌羞，忘記了憂傷，只直直望著他模糊的輪廓。
或許這樣就足夠了吧。
即使他高立於雲端，他的高貴不足以讓他注意到地面上這個渺小的我，
我只希望能維持著仰望。
他被眾星追捧著講述了一個又一個故事，或喜或悲，或嗔或癡，
她都聽不到聲音。
她也不在乎。
或許，她只為有一個信仰，可以幫助她熬過漫漫長夜，熬過漫漫一世。
或許，她愛他。
天將明，新的一天要開始了。
他絕塵而去。
她悄然抱緊了自己，彷彿又開始了一場甜蜜而又孤獨的夢。

整體評語︰

寫日月交替而不相見，雖能帶出「獨」的主題卻略欠層次。建議可以以日月相映
( 每月總有幾天日月會同時出現在白晝 ) 的喜樂，或是日蝕時的景象對照太陽獨處時的
孤獨。

清楚表達日月交替不相見的景象。部份比喻、用字略有瑕疵，但亦有「他的身上
刻滿的傷痕與溝壑，訴說著他執拗的勇敢，和坎坷的一生」一句般十分到位的比喻。

描寫角度在中後段突然轉到太陽身上 (「他的高貴不足以讓他注意到地面上這個
渺小的我」一句 )，影響行文流暢。另外，結尾的「又開始了一場甜蜜而又孤獨的夢」
也沒有很好呼應開首的「表演」。

圖片來源︰ Wallpaper Abyss

筆名︰谷兜
排版︰逗號

季
軍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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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在鄉下僻靜處仰望夜空，終於
看到點點星塵，若隱若現。想起某日在書
上見過：如果太陽突然熄滅了，地球上的
人們要用八秒等待黑暗。而那些遠在好幾
光年外的光芒，似乎用盡了全部力氣，才
到達有緣人的眼底。然而，當你看見那一
點微不足道的光芒時，某顆恒星可能已被
黑洞拉扯吞噬，消失在這宇宙，仿佛不曾
存在一般。

孤獨君這號人物，他有各種時機纏上
你，反正他就在你身邊。就比如你一個人
吃飯，一個人逛街，一個人玩自閉的時候，
他也總是無處不在。回想起來曾經有一天，
你打算走進人堆，卻猶如鶴立雞群，便只
好用一股清冷，來躲避其他人的目光。其
實，沒關係的，每個人都有這一種經歷，
習慣了，也不就一件小事。誰說宇宙中那
耀眼的恒星，一定要讓它的光芒來到地
球？

當然，不止你一個人的時候，即便你
身邊有人噓寒問暖，孤獨君也依然能趁虛
而入。就比如過年，親戚們關懷的問候綿
裏藏針，非要把你問到啞口無言才心滿意
足離開的時候。又比如一大群朋友出去玩，
出了爭執而你的意見無人回應的時候。那
時的你，身邊確實不乏關心，有人陪著，
但孤獨君早已溜達到你內心裏去了。不過，
這也沒甚麼大不了的，類似的人際關係，
在現實世界一抓一大把，人們形形色色的，
嘗試和孤獨君一起生活。因為人們眼睛很
挑剔，只接受可見光譜，即便有再耀眼的
光芒，那也可能是伽瑪射線，不止錯頻了，
還帶有傷害。

夜闌人靜，寒風呼呼咆哮，可能又是
一夜心灰意冷。每天早上激勵自己，鼓起
勇氣認識新朋友，收起傲氣去迎合其他人，
只為了避開孤獨君，卻好像不曾成功。孤
獨君陰魂不散，仿佛有著至強大的吸引力。
如果躲不過，不妨放開救命稻草，墜入孤
獨罷。把手機扔開，不再瀏覽別人的世界；
離開那群錯頻的人，不再委屈自己獻出奉
承。好好享受孤獨君的陪伴，他，並沒有

與孤獨君相處
你想像中的那麼可怕。

孤獨君是個好人，他雖然處處伺機插
手我們的生活，但卻不曾真正打擾。讓我
們心煩意亂的，不是孤獨君，而是注意力
過度分散的自己。當孤獨君來敲門時，請
讓自己獨處，享受孤獨的時光。在這時光
裏，重新審視自身，發現生活中的小美好。
看看自己頭髮是否長長了，天空是否有飛
鳥經過，感受時光的奔流。一切沒那麼黑
暗，請讓孤獨君賜你一雙發現美的眼睛，
然後重新上路，在人生裏整裝待發，繼續
探索。

有一天，你的光芒會被有緣人看到；
又或者，你就是那個善於發現美的有緣人。
如果在這個時空界限看不到光芒，請往過
去翻找，李白的《月下獨酌》、梵谷的《星
空》，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
等等。他們的孤獨，或許被身處這個時空
的你，恰好瞥見。如果無法接收他們的頻
率，請綻放你的光芒，驕傲而深沉地，等
來後世一個理解你、懂你的人。

尋光芒之路漫漫，吾將上下而求索。

後記：敲下這篇文章用了兩個小時，
太久沒有寫作，入大學後似乎連一百字的
文章都不曾寫過，如辭不達意，文筆疏
漏，請多見諒。——二零一七年二月二號
0：12am 記於學生宿舍。

筆名︰朢樂
排版︰逗號

優
異

整體評語︰

內容上可更緊扣「與孤獨君相處」
主題。開首一段雖與末段首尾呼應，
卻與文章主題沒有多少關聯。從「好
好享受孤獨君的陪伴」到「讓孤獨君
賜你一雙發現美的眼睛」的轉向點為
急速。另外，不太清楚是否想要表達
孤獨的人只能從過往未來找到知音。

嘗試將「孤獨」擬人化卻未見深
意，文末亦不為意的把「孤獨」變回
感覺。結構完整。

圖片來源︰ Mike Tr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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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過去，轉眼就距落莊
不遠了，雖然不是最後一本
書，就讓我們抒發一下臨近落
莊的心情和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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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容易莊期完，很多上莊時想做的事未有做到，我倒是做
了不少原本未有預計我要做的事。一年過去，我的思維不同了，
或許多了一些做編委的人要有的意識。

　　始於 OAC 事件，我寫或報了一些學生會的錯和問題；我上
莊時未有真正意識到做了會更加了解到學生會的腐敗，看到一些
五十步笑百步的人，看到幹事會、評議會一些很可笑的人事物，
見識何謂人無恥則無敵無惧。對不透明、無意變的透明的幹事會、
評議會，我已經無意再罵了。就讓學生會腐敗下去吧。

　　當副編是一個讓人疲憊的事，要時刻留意有甚麼要盡快去
報，要打報導、整圖，這對於一個打字慢、習慣慢工出細火的人
是一個負擔，很累。走了總編後，很多事由我主導，其實我很討
厭做一個主導者，因為我會不受控地做所有工作，希望把所有東
西握在手中，控制所有，然後不自覺地做了所有事或變得一言堂。

　　結果，如果沒有人問我他可以做甚麼，我就會假設他不想做
事，然後做所有的工作——在我的價值觀中，不主動問可以做甚
麼的人都是 free-rider，上莊就應主動做事，而不是踢一下動一下。
這跟 free-rider 沒分別。

　　或許，這只是我個人的可笑的想法，成人世界中，做得越少
就越好，哪會有人主動工作呢？

　　可能是我給自已太多壓力，我一直想的是上莊時的 1462 支
持票，我盡力了……

　　過去一年，我明白，第二十四屆做得強差人意，算不上好，
但至少盡力了，我大體上也無憾了。

　　這一年多謝張副編的努力，如果沒有你的努力，我一早就放
棄了，多謝你。

　　很可惜，我們沒有下莊。唉，不想再說。

　　……哈，說得真亂。

　　一年過去，希望大家會對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第二十四屆編
輯委員會內閣筆弦留下印象，喜歡我們的書刊。

　　最後，多謝大家在過去一年去我們的支持和包容。

　　謝謝。

一嘆不盡萬年愁，惟是日月解吾憂。

　　與其他學生組織相比，編委絕對能給予
我與眾不同的經驗。有很多的事情只能透過
這支莊才能體驗得到。身為財務總監，我自
動成為了評議會、財務委員會、選舉委員會
的一員。當中因為某些利益衝突，使得評議
會分成了數個『黨派』。若任何一方提出議
案，對立的一方便會以拉布、離席、要求點
法定人數的方法導致流會。有些議員更會因
為開會的時間晚，或該次會議不會令自己的
學會得益而缺席。這些舉動不單止是零貢獻，
更會拖慢整個學生會的運作，令到廣大的學
生蒙受損失。

　　其實，身為學生組織的一員，我們該想
想當初上莊時，那過千名學生投予給我們的
信任票，是希望我們能帶給他們福利，是希
望他們的票不會白白浪費。現在，我們沒有
足夠的人選組成第二十五屆幹事會，而候選
編委會亦因票數不足而落選。學生會四大架
構竟然有兩個後繼無人，我們是否該反省一
下我們的運作？我們是否該放下自身的利
益，履行上莊時作出的承諾，為整個群體謀
取福利，使學生會的存在變得有價值？

梁柏軒

張文聰

李柏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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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似箭，不知不覺一年就已經過去了，回想起當初我還是一個初入大
學的迷途羔羊，因想嘗試一下上莊的滋味，和抱著不抗拒寫作的念頭，陰差
陽錯之下決定加入編委。由最初想上莊抱著的熱誠，準備 ProP，拉票，到成
功上莊期間又發生的種種事情都讓我有一種成長的感覺，那些經歷和感悟是
在課堂內學習不到的，當中人人事事是是非非，例如上莊初期的莊內矛盾、
或者是對外的會議，都會有一種常言道不再如中學純真的感覺，也許那代表
我們，大學生，已經半隻腳走入這複雜的社會了。

　　不過，正巧我數天前整理照片的時候，都會看見我們這個莊的小片段，
有我們 Pro P 在舉牌子拉票、有我們派發第一本刊物《Wings 24.1》、有我們
就職典禮後的笑得咧開嘴的自拍、還有我們在 ODay 拍攝的搞笑任務圖片……
幸運的是，我加入了第二十四屆編輯委員會，一齊構築我們的集體回憶，是
大學生活四分之一的重要回憶。能與一群好莊員共事，偶爾互相取笑胡鬧一
下，說到要落莊，還真是會有依依不捨的感覺。只希望我們落莊各散東西之
後，還能保持聯繫，友誼長存！

～～～ 4 位 A0 急徵女友！～～～

Terry : 傻、蠢、可愛，笑容甜美，適合新手 /智商唔高嘅妹妹仔。

Henry：超細心，有小肚腩，好攬過你屋企隻熊啤啤。

Jack：未來土木工程師，錢途一片光明，帶返屋企阿媽實摧你同佢快 D結婚。

Chris：怕醜小弟弟，觀迎各位姐姐前來調戲～

除左上面四位之外，好感激識到其他嘅莊員。

我認為莊內最＿＿的事件
最奇怪：經常著長白襪同白波鞋嘅 Felix 出 pool 了
最驚嚇：係 soc 房訓晏教時發夢聽到有第五屆莊既人叫我幫佢報仇
最嘔心：某啲莊員竟然係自私打邊爐果陣用我嘅 m 巾墊煲底
最窩心：一大班人一齊叫雞，雖然食到周圍都係，但竟然自行清理
最憤怒：相機不見了
最難頂：Terry 唱歌，Grace、Patrick 放閃
最可愛：Phil 賣萌、Chris 嘅新髮型
最憨居：莊 hoodie 整錯左年份
最搞笑：Henry 一路食飯一路 J 家燕媽媽
全部都係美好嘅回憶呀～～～

我唔中意寫文。因為我寫呢幾行字都寫左我一粒鐘。
我唔想浪費大篇幅講廢話。然後只有局內人先明。
作為我生命中嘅一個小結。我不枉此行。
To my 莊員 s：
GGWP，得閑飲茶
----------- 完 ------------

If you could not read chinese.
Congrats. I have saved your time from reading this.
---------The End-----------

　　其實，我並不擅長撰寫感言這種文章，因為得著和感恩向來難以用文
章來盛載。

　　在過去一年進行了不同的訪問，聽過和我自己年紀相仿的社會企業創
辦人分享自己的理念和願景；聽過副校長對學校未來的憧憬……又因自己
是設計師的關係，有學習使用 InDesign 的機會；同時又試過翻譯和校對的工
作，在多方面也有新的體驗。在編採以外，曾和學生會架構內其他組織裡
的同學交流，對校政、時政，甚至人事關係有更深入的了解。

　　感謝一眾莊員 ( 尤其兩位副總編輯 ) 對我的百般包容和忍耐，給予我
最寬鬆的時間表和最自由的空間進行採訪、創作；感謝每一位受訪者在忙
碌中仍願意抽時間和我面談，體諒我經驗尚淺或準備不足；最後想謝謝各
位讀者一年來的支持，如果有一篇文章能啟發你／引起你的共鳴，哪怕只
得一篇，那已經是我們的莫大的成功。

　　有緣再見：D

吳宇恆

朱穎賢
林恩諾

羅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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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莊了啊。 

　　就從選擇談起吧。

　　一年前，作為一個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講的內地生，選擇上編委的莊，是我有史以來做
過最勇敢的一件事情，毫不誇張。

　　當初自認為比較熟悉國內的大學，因此選大學時想走出去看看別處的體制，別處的文
化，別處的思想。初來乍到，參加 PMP、Subcom，感覺像是融入了一個個溫暖的家，有人
手把手帶你逐漸適應陌生。我很感激與珍惜這一段時光。但在新生開學前的 Orientation 上
播放了一個視頻，其中有一個問題，「Year1 最後悔的一件事是甚麼？」有一半的學姐學
長都答，我後悔沒有走出 Comfortable Zone，去結識更多的人和去了解更廣闊的的世界。在
那之後我一直在反思，覺得自己需要勇敢走出那個讓我沉醉的 Comfortable Zone，需要嘗試
去發現康莊大道之外的小橋流水，不然自己最初的選擇便失去了意義。

　　之後通過理學院、Dance soc、volunteer 以及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講座，結交了很多
local 和 international，其中也有一些學生會的學長學姐，他們後來都照顧我很多。在跟他們
的交流中，我了解到的各地文化遠遠要比自己讀書更豐富與生動。後來每每聽到一些人抱
怨學校虛假的國際化水平，抱怨香港社會的排外性，我都不很認同。以我的偏見，排外性
與融合性是雙向定義的，個人評價應是建立在主動探索的基礎上的，倘若每日宅在宿舍或
liba 刷著自己一成不變的圈子，或是一遍遍沉浸在高中的美好回憶裏，其實是自己拒絕了
更多的機會與更豐富的世界吧。

　　這樣在第一學期結束時的組莊季，我加入了編委會。原因很多，想以文顯志，想認識
一群有獨立想法的朋友，想真正深入的走進 local 的世界看一看，最執著的一個想法是，想
送給未來的自己一種另外的可能性。

　　也正如一些朋友提醒，在開始階段，不會講粵語的內地生在 local 莊很可能感受到被
排擠，我在放寒假一星期後就在內地要用各種 VPN、各種社交軟件想方設法追進度，提前
二十天返校參與籌備，同時抽空上完了科大的粵語課，通宵學習 Photoshop，做設計畫完了
一個本子，和 Terry 幾乎跑遍觀塘的工廈去拉贊助……才最終在開學前得到隊友們的肯定。
期間，一些莊員與教授的鼓勵與支持讓我感動至今。

　　如果說，「選擇」是種態度，而「選擇成為」卻需要更多的勇氣和付出。

　　Pro P 開始的正式社團生活，真是可以稱得上精彩并狗血著。自己的生活裏，來自內地
圈子和 local 圈子的不同壓力，來自學業與社團的負擔，來自定位與目標的搖擺糾結……談
開來，從我的其他莊員的感言裏，大家應該已經略知一二，譬如「宿位風波」、「總編辭
職」、「抄襲風波」，再加上這一年的香港，從「銅鑼灣」到「旺角」再到「尖沙咀」，
發生了很多。幸運的是，我能和一群有想法的夥伴共事，可以大家坐下來一起討論對時事
的看法，研究其中的細節與可能，并尊重和理解不同解讀的存在，這是我極為感恩的一點，
也是現在社會裏迫切需要的一點。想在此分享一段極其喜歡的文字：「The greatest dangers 
to liberty lurk in insidious encroachment by men of zeal, wll-meaning but without understanding.——
Justice Louis Brandeis (1928)」。

　　現在回過頭來，自己竟也很難相信自己竟然堅持了這麼久。一年發生了太多太多的悲
歡離合吧，太多太多。每次別人問起，總是笑著一句帶過，想來從沒跟別人，也沒跟自己
完整講過這一年的痛苦與喜悅，現在回憶夾帶著感受第一次慢慢全部湧上來，也竟第一次
在鍵盤前躊躇了……      

　　不真實地，像是讀著別人的故事；熟悉地，流下屬於我們幾個人的淚水。

　　是的，一年過去，我沒有像別人一樣有爆四的好龜，沒有像別人一樣發表 paper，沒有
像別人一樣手握各種比賽大獎與各種厲害的 intern。似乎風捲殘雲後，一切又回到原點。但
只有自己知道，這樣的經歷對自己意味著甚麼。冬天與我的社團和解，春天與我的國家和
解，夏天與我的專業和解，秋天與我的感情和解，這一年，終於和二十歲的自己和解。

　 　 打 這 段 字 的 時 候 ， 十 分 慚 愧 。 想 起 上 莊 前 的 各 種 抱 負 ， 但
自 己 卻 完 全 沒 有 做 到 ， 不 僅 僅 是 辜 負 了 別 人 ， 也 辜 負 了 自 己 。 也 許
這 就 是 我 的 毛 病 吧 ， 把 實 際 想 得 太 好 ， 卻 忽 略 了 腳 踏 實 地 。

　 　 還 記 得 Pro P 時 發 生 的 各 種 事 情 ， 寒 夜 裡 一 起 用 回 形 針 剪
開 布 簾 為 counter 擋 風 ， 和 Thinkling 在 study room 聊 閻 連 科 的 小 說 ，
單 單 看 了 《 日 光 流 年 》 的 簡 介 就 哭 得 稀 里 嘩 啦 ， 把 CiQi 嚇 死
XDD。

　 　 我 覺 得 真 得 很 辛 運 能 夠 遇 到 那 麼 好 的 莊 員 , 非 常 非 常 非 常
多 謝 Phil， 從 一 個 讓 我 覺 得 尖 酸 刻 薄 的 討 厭 鬼 （ 笑 ） ， 變 成 了
一 個 我 超 級 喜 歡 的 哥 們 ， 甚 麼 心 事 都 可 以 訴 說 。 而 且 值 得 一 讚
的 是 ， 在 整 個 上 莊 期 間 ， Phil 的 改 變 是 最 大 的 ， 性 格 或 者 處 事 都 有
很 大 的 改 變 ， 當 然 是 朝 著 好 的 方 向 ， 偶 爾 賣 萌 賣 腐 ， 是 個 可 愛 的
男 孩 紙 ， 哈 哈 。 不 僅 僅 是 兩 個 莊 員 ， 還 有 Terry， Henry， Pika， Chris，
Patrick， Jack 等 等 ……

　 　 和 Henry 同 時 在 北 京 參 加 交 流 營 ， 在 異 鄉 、 在 霧 霾 茫 茫 天 、
在 寒 風 刺 骨 日 ， 在 五 道 口 這 個 濃 縮 著 喜 怒 哀 樂 的 地 方 ， 在 一 家 正
宗 韓 式 料 理 店 吃 著 烤 肉 一 起 度 過 跨 年 ， 談 天 說 地 ， 聊 著 未 來 ，
真 得 很 特 別 。

　 　 其 實 還 有 好 多 有 趣 的 地 方 ， 我 永 遠 都 很 喜 歡 Pika 超 級 熱
情 的 打 招 呼 ， 我 覺 得 Pika 永 遠 可 以 用 自 己 的 視 角 發 現 很 多 生 活
中 有 趣 的 地 方 post 在  Facebook， 我 也 很 喜 歡 Pika 的 立 場 永 遠 有 一 說
一 ，而 不 隨 大 眾 的 論 調 。至 於 Chris，哈 哈 ，真 得 很 像 可 愛 的 傻 子 ，
據 說 他 想 徵 婚 （ 笑 ） ， 是 莊 草 。

　 　 現 在 想 想 ， 其 實 對 於 莊 有 些 捨 不 得 放 手 。 在 之 前 的 刊 物 中 ，
自 己 太 過 無 病 呻 吟 ， 現 在 想 來 ， 不 忍 直 視 ， 也 算 是 年 少 輕 狂 的 過
錯 ， 唯 一 能 看 的 也 就 是 試 刊 號 的 那 篇 。 這 次 24.3 中 第 一 次 寫 關
於 社 會 政 治 立 場 的 表 態 ， 寫 得 並 不 算 深 入 ， 也 沒 有 完 全 展 現 出
我 的 立 場 。但 畢 竟 如 今 的 香 港 有 些「 非 理 性 」，我 也 不 想 寫 太 多 。
而 且 對 於 政 治 ， 我 始 終 認 為 不 身 處 於 那 個 圈 子 ， 永 遠 不 知 真 相 。

　 　 一 年 過 去 了 ， 經 歷 了 很 多 ， 成 熟 了 很 多 ， 到 現 在 我 也 無 法 確
認 那 些 是 好 還 是 壞 ，也 只 有 時 間 或 者 用 這 一 生 才 知 道 答 案 。前 進 ！
奮 鬥 ！ 征 服 ！

　 　 我 愛 我 的 莊 員 們 ！

李思嘉

李思奇
圖片來源：wallpaper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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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莊．雜．念
花開花落有時，
霎那之美，
枯，
成足下泥塵。
人離人合有時，
一時之密，
散，
成海中水滴。

共聚非常樂，
口水不免。
分別勿念，
離散非數學。

同行有時，
把臂同歡不知何時年月。
異夢有時，
埋首獨寂莫跳菇！

哲人道是人生如夢，
智者說是世間如戲。
我們道以後要再見，
心裏說以後不再見。

心中早已成一線，
他朝哪用再相見。
可能或者想再聚，
一切盡在有緣時。

世事恆變，
夜夜星空夜夜新。
初心不變，
晚晚明月圓缺未曾更。

落莊者，
記無言。

打活動 Proposal，
打訪問稿，
打文，
打卡卡頌，
打 LOL，
打麻將，
打……
了甚麼風，
為甚麼文藝畫風突變了。

他們說你們是 A，
你們說自己是 0。
你們與我的集合少了兩個，
你們不必急著隱藏魔法使的潛力。
我們都知道你們是誰。

好心的讀者呀，
你們忘了帶走的未來男友，
是銅製的 Terry，金製的 Jack；
金製的 Henry 還是金製的 Chris ？

有一道開不了的門，
門上，
有道嚇人的標語，
寫著，
Soc 房有老鼠。
老鬼說，
其實是嚇人而已，
是假的。
有人，
卻看見了，
老鼠。
業障？
心裡作用？
自我暗示？
謊言的自我實現？

我的莊員喜歡唱歌，
把很好聽很好聽的，
唱超難聽超難聽的，
或許我真的不懂藝術喔，
Pika 與 Terry。

奮鬥 final，
把 ppt 塞進大腦裏，
口中默念，
「積極主動愛學習」。
奮鬥 deadline，
把 wings 排到電腦裏，
心中銘記，
「誠實盡責好品格」。

　　兩個字，遺憾。

　　因為我未正式上莊便正式落莊，對，我是名 co-op，因為在莊期一半才上莊，所以與其
說我是莊員，不如叫我臨時工，記得當我第一次進入 soc 房時，偌大的 soc 房只有兩個人，
所映襯出的孤清仍瀝瀝在目。EB 找 coop 的原因是人手不足，本以為會「新嚟新豬肉」，
有很多功夫讓我做，可是並沒有，他們都很照顧新人。雖然在出《High Fly Post 24.1》
時落人名上有點大意，但過去了便由他吧。若要問上莊帶給我甚麼，我不像其他學生會需
要通宵做「dec」，不需要開通宵的「AGM」，但是 EB 莊給了我的機會，是其他學生會
不能給我的。我能在這個平台暢所欲言，寫我喜歡的文。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訪問校長、
教授，為他們寫稿，出文。這些機會得來不易。更重要的是，令我認識了許多原本不可能
認識的人，一起為著一個目標努力。若要我總結的話，上莊令我後悔與不後悔。不後悔
的是上莊廣闊了我的生命，令我的大學生活變得不一樣，後悔的是不能夠正式上莊便要落莊，
不過也許正因為這個遺憾反而令我踏上這非一般的路，成就今日的我。

  白駒過隙，當被告知要寫這段落莊感言時，才發現一年的莊期轉眼到
了盡頭，回頭看這一年的經歷，百感交集，難以落筆，面對電腦的這篇文
檔，一時間不知道該敲些甚麼字進去。短短幾行字難以把所有的經歷都
一一形容，唯有由衷地感恩和珍惜。當你真正要講述一段經歷過的難忘經
歷時，你才會發現，電視電影頒獎典禮上獲獎嘉賓的感言，之所以一貫是
老套傳統的感謝詞，背後是他們發自內心的感激。若不是命運的安排，我
們不會相遇，走到一起艱難地組成一支莊，克服困難走完一年，我真心想
感謝我們的兩位副總編輯，你們的堅持令團隊維持了團結，感謝 Phil 的付
出以及對大家任務的分配和指引，沒有你就不會有走到今天的 EB。感謝每
一位莊員，結實了你們每一位，沒有一點後悔，反而令我更加珍惜過去的
經歷。下莊，不是終結，而是一個新的開始，莊員身份雖結束，友誼長存。

曹子僖

何嘉禮

張城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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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kling 當初讓我來幫忙編委，本來只是暫時幫一幫忙，沒想到一做就快一年了，實在
是不知道我在這裡究竟是幫忙多呢還是拖後腿多呢？能有一個地方寫一些文章，我還是很興
奮的。最後一期努力寫了寫一直想要寫卻又有點不敢寫的主題——中港矛盾。花了一些心
思，也算是為在 EB 的這段時光的一個交代吧。也許我還是會不斷的寫文章的，就算不在 EB
寫，也會自己隨便寫。寫東西本來就是為了自己的，不過很高興有這樣一個包容的大家庭
能登出來，浪費大家的閱讀時間。這學期認識了一個哲學家好友 Shan，一天我們聊到了 T.S. 
Eliot，他跟我唸到了「I will show you fear, in a handful of dust」是啊，最後我們都會面對死亡，
灰飛煙滅。寫文也許是一種記住自己的方式吧。

　　當我讀一篇好像是港大文學院教授 Ackbar Abbas 的文章談到了 Hong Kong Cultural Space. 
香港好像始終沒有屬於「自己的」一段歷史，從早期「殖民」與「前全球化」時代，到全球
化時代以及回歸中國，似乎整個過程中，一個輪廓分明的香港本地產生的主體觀念都處於等
待挖掘的狀態。Ackbar 說，香港是文化荒漠其實不是香港沒有文化，而是屬於香港的文化被
誤解了。在兩大：東方與西方文明的交融之下，屬於香港的東西要麼被東方奪了去，要麼被
西方奪了去。

　　也許我過度解讀了，但是有這樣的一本學生報，也許是一個很好的試驗場，讓香港文化
有一個據點可以成長。畢竟文化影響都是從小到大的，都是從沒有到有的。就連莎翁寫戲劇
的過程，也不是「此曲只應天上有」，而是從不好到好的。科大才 25 年的歷史，也被說過
是文化沙漠，但一切都是從無到有的。只要不斷有熱愛寫東西的年輕人貢獻給這本書刊，我
們就有了文化。希望過了 25 年，大家不會再說科大沒有文化了。祝雜誌和報紙越辦越好。

—NA—

李宗昊

Anshul Aggarwal  

俾我個編，俾我個委！
我哋編編編！
我哋輯輯輯！
我哋係編委！
我地係廿四！

EB forever～

有緣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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