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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科大的學生不時聽到有人抱怨生活只有讀書和考試，缺乏餘暇去進行其他
活動，但事實又是否如此呢？為了帶領讀者進一步了解校園內外的不同故事，我們
本期的振翅 26.2 特意以運動為題，分別向普羅學生、學生運動員和運動學會的領袖
們進行了專訪，得以一窺他們兼顧學業和運動的心得，希望對同學們亦有所啟發。

可曾聽說過科大有 Campus Run 這個活動？又可曾想過有為數不少代表香港參
加國際性比賽的運動員也是科大的一員？或許你上課的時候也曾坐在他們身邊，卻
渾然不覺原來對方有著這麼獨特的背景。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他們值得與人分享
的經歷，找出這些故事並加以報導，讓他們的努力得到認同、讓社會大眾知道他們
的存在，正正就是校園媒體最重要的職責。

本期的振翅除了有關於運動的主題內容，另一個同樣值得讀者多花時間細閱的
就是我們附屬委員會委員的作品。科大編委每年都會招攬學生參加附屬委員會，其
中大多都是一年級的學生，在獲得基礎指引後自行決定文章的內容、謄改並進行簡
單的設計，除了讓他們一嘗出版刊物的滋味，亦提供平台讓他們抒發己見。他們有
的反思本地學生與國際生之間的關係，有的以颱風山竹事件為例帶出環保的重要性，
中英兼備、情理並重，不但令本期刊物生色不少，亦讓科大缺乏文藝氣息的說法不
攻而破，希望讀者們能細味欣賞。

最後，請容我代表現屆臨時編輯委員由衷感激接受了我們訪問的學生、附屬委
員會的成員、協助過我們出版的好心人和翻開了這本書的你。有了你們的支持，才
有了這本振翅 26.2，才有了這許多難忘回憶。謝謝。

編者的話

總編輯 
陳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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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Editor

It is common for HKUST students to hear people around them grumble about the amount of 
schoolwork and examinations, as well as the lack of time for other activities. Is it the truth though? To 
help readers find out what is really going on around our campus, we have interviewed student 
athletes, student leaders of the sports association and regular students to see how they manage to 
play sports and study at the same time, and hopefully, to inspire our readers in having a better school 
and life balance too.

Have you ever heard of Campus Run? Do you know some of the athletes representing Hong Kong 
to play in World-Class events are also students at HKUST? You have probably sat beside them during 
classes without knowing who they really are. We believe everyone has a unique story to share; finding 
and reporting those stories, giving them recognition and letting the public know about the 
contributions behind them, is precisely the major responsibility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n top of our focus on sports this time, this edition also features the work of our sub-committee 
members. Every year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Editorial Board, many students have joined the sub-
committees, most of whom are Year One students. With minimal guidance, they are capable of 
deciding the content of their articles, revising them and creating preliminary designs for them. By so 
doing, they ar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ation process and to share their views to make our 
community a better one. Some have contributed with their insight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ile others have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safeguarding the 
environment after Typhoon Mangkhut. With these contributions, they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flair for 
writing and brought our publication to the next level.

Lastly, my deepest gratitude goes to those who have accepted our interview invitations, those 
who have helped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our sub-committee members, and those of you 
who are turning this page. Without your support, this edition of Wings 26.2 and all those fond 
memories within would not have become a reality. Thank you very much.

Chan Ho Ting 
Editor-in-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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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二 零 零 三 年 起， 為 培 養 科 大 學 生 的 健 康 生 活

和 推 廣 運 動， 所 有 新 生 均 需 完 成 活 力 生 活 課 程 
（HLTH 1010，時稱 HLTH 001），同學須在五個不同

項目中獲得最少四十五小時的時數方可完成活力生活

課程的要求，其中一個項目正是由大學提供的 Sports 

Skill Class。

Sports Skill Class 的選擇眾多，除了較常見的游泳、籃球、乒乓

球等課程外，較罕見的射箭、劍擊以至投球、巧固球等項目亦有提供。為此我

們特別訪問了四位同學分享他們在 Sports Skill Class 中的經歷，並希望能讓來

屆報讀 Sports Skill Class 的同學作為參考。

四個學生的專訪：

Interviews with four students: Sports Class at the university?

Kenny（計科二）：「中學的時候沒機會玩射箭，有
時候看電影或者漫畫時看到用箭攻擊的角色總覺得很有型，
於是便報讀了射箭班。導師很厲害，以前代表香港參加比
賽的，講授的射箭技巧也很正宗，但當然我最期待的就是
親身試試射箭的過程啦。其實射箭很講求集中，上課的時
候有些人瞄準很久才射出去，表面看來好像比較易中，但
其實手保持同一個姿勢越久便越容易累，集中力也會有所
降低。倒不如一抬手，感覺到了便射，可能準繩度更高也
不一定。在課程最後會有一個課堂內的比賽，按照標準比
賽的形式進行，我最後剛好獲得第二，獎品還是一個在末
段插了三片塑膠，驟眼看上去很像一支箭的鉛筆呢！」

箭
藝

大學都有體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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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in （機械二）：「我當初選閃避球的原因是因為
在中學的時候也有玩過，而且被人丟中就可以離開休息，
輕鬆渡過要出汗的時光。心情不好的時候也可把這運動當
作發洩的工具，把閃避球當作炮彈一樣射向對手球員，超
過二十人在 Sports Hall 互相拼搏，好不有趣，實為發洩減
壓居家旅行必備良藥。有一次我不小心一下子把閃避球射
中一名女生的面部，我頓時跑過去向她道歉，幸而亦獲得
對方接受。我們後來更成為了好朋友和同組組員，『不打
不相識』，沒想到上體育堂也是個認識新朋友的好地方，
實在是個美好回憶呢！」

閃
避
球

Chapmann（中研二）：「我從小開始便很喜歡踢足球，
美斯就是我的偶像。可惜中學的時候沒有足球校隊，操場
又小得可憐，周界只有九十米，得知大學有相應的設施和
配套後便選擇了足球這個 Sports Skill Class。我們在 Hall 

8/9 外面的大足球場上課，本來有二十二人一起上課，在
上課最後的半小時剛好可以進行十一對十一的比賽，但後
來有些人可能因事缺席，於是大多數時候都只能進行七對
七或九對九的比賽。想起首次到足球場踢球的時候，踏足
於一個這麼大的球場便禁不住一直踩那些草，因為我從來
都未試過在有草的球場踢球，而且還是標準足球場的大小呢！
相比起中學時候的訓練，大學的教學會很仔細地教會我們
每一個例如長傳、盤球和頭槌等動作，能夠真正經歷一下
正規的足球訓練，真是令我一償心願。」

足
球

Sophia（商管二）：「我那時候選社交舞某程度上是
被騙的，因為那課寫着只讓女生選讀，後來才知道原來是
因為希望男女人數均等才分開招生，其實是課堂上是男女
各半的。不過後來也算玩得開心，因為在跳舞的時候會不
停轉換 Partner，有機會分別和二十個不同的男生牽手跳舞，
亦因此認識了許多朋友。雖然要學的舞步頗多，但由於會
不斷重複練習，所以很容易就會記熟。老師選擇的歌曲都
很有趣，所以上課時的氣氛都非常好，回想起來玩社交舞
也真的挺不錯呢！」 

社
交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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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a (SBM/2): "I was somehow lied to when I picked social 

dance at first, the website stated the course is for female only, yet 

later I found out it was a separate enrollment process to ensure 

the same number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t turned out well 

at last since we will swap partners constantly, there was a chance 

for me to hold hands and dance with twenty different boys, and 

met many new friends. Although there were quite a lot of dance 

steps, since we will repeatedly practice, it is easy to memorize 

them. The songs our tutor picked were also really funny and 

therefore the atmosphere was good. In retrospect, social dance 

is a really good course to pick!"

Kenny (COMP/2): “I never had a chance to try archery in my 

secondary school. When I watch the movie or read the comic 

books, I always think that the characters who used archery to 

combat are really cool, therefore I enrolled in the archery course. 

The teacher represented Hong Kong and competed in different 

competitions, and the skills he taught are also really standard. Of 

course, the part I looked forward the most is the shooting time. 

Archery is a sport of focus, sometimes students tend to aim for a 

long time before shooting, which seems to be reasonable, yet in 

fact holding a posi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hand would get tired 

and your concentration would also drop. I found that shooting 

earlier and rely on my instincts could yield better accuracy. 

There was an in-class competition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and it 

followed the formal rules of the real-life competitions. I was the 

second runner-up and the price was a pencil with three pieces of 

plastic attached behind. It really looks like an arrow!”Archery

Social Dance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healthy lifestyle of the students and to promote sports, all freshmen of HKUST 

are required to finish the Health lifestyle course, HLTH 1010 (former HLTH 001) starting from 2003. 

Students will have to acquire at least 45 hours in five modules to fulfil the requirement of HLTH 1010. 

One of the modules is the Sports Skill Class. The choices of class varied from the traditional swimming, 

basketball and table-tennis, yet some “relatively” less popular sports such as archery, sabre fencing, 

netball and tchoukball are also provided. We have interviewed with four students and learnt about 

their experience in the Sports Skill Class, that hopefully coul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ents 

taking the Sports Skill Class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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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mann (GCS/2): “I fell in love with football in my early 

age, Lionel Messi is my idol. Since there was no football team in 

my secondary school and the sports ground is really small, with 

a perimeter of only 90 meters, when I learned that the university 

has th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I 

joined the football Sports Skill Class. We have classes in the Fok 

Ying Tung Sports Center, outside of the Hall 8/9, with originally 

22 people, which is ideal for an 11 to 11 match. However, some 

students may have other things to do and most of the time we 

could only have a 7 to 7 or 9 to 9 matches at the last 30 minutes. 

In retrospect, when I first get to the Fok Ying Tung Sports Center, 

I cannot hold myself back but keep stepping on the grass. Not 

only I have never played football in a standard size soccer pitch, 

but it was also my first time to play in a football field with turf. 

Comparing with my “training” in secondary school, the teaching is 

more professional with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each move such 

as long pass, header and dribbling. To have a taste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really fulfilled my dream.”Football

Edwin (MECH/2): “The reason I chose dodgeball was that 

I have played it in my secondary school, and I could leave the 

battlefield once being shot at and spent the time easily. When 

I was in a bad mood, dodgeball could also serve as a tool to 

unleash my bad temper and shoot the ball to the opponents 

like a cannon. More than 20 people shooting at each other at 

the Sports Hall is really fun and could really help me deal with all 

the stress and tension in my studies. I remember once I shot the 

ball to the face of a girl, I immediately ran to her and apologize, 

luckily she accepted my apology. We became good friends and 

groupmates since then. I have never expected that the Sports 

Skill Class is such a nice place to meet new friends and it was 

surely a nice memory to have!”Dodge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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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used to wake up early at 4 am, go for swimming for 2 

hours, study at school until 2 pm, and another training until 6 

pm. It is not an easy job becoming an elite athlete as well as 

a student in a well-known school. But, there’s still no reason 

for me to stop doing what I love. The love for competition 

and the pride of winning are what keeps me going in my 

swimming career. There is no shortcut to be an elite athlete. 

It is a long-time process of hard work, perseverance, and 

courage. If I can relate to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 it is like 

studying to get an A in every cours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straight. We are built to give our best in a competition and 

to exceed our limits every single time. I believe that every 

elite athlete should have the determination and a purpose in 

doing what they do.

Editor's note: Raymond is a young athlete currently studying Biotechnology in HKUST. He 
represented Indonesia in the Men's 50 metres and 100 metres freestyle in the Asian Games 
2018, and he was also the Captain of the swimming team in HKUST. The Editorial Board in this 
term invited him to share his athletic life and reflection on the Asia Games 2018, in hope that 
readers could know more about the life of an elite athlete.

編按：Raymond 為現正於科大就讀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的年輕運動員，
他在二零一八年的亞洲運動會代表印度尼西亞參加了男子五十米和男子一百米
自由式游泳比賽，他亦曾是本校游泳隊的隊長。本屆臨時編輯委員邀請了他分
享在亞洲運動會的得著和反思，以期讓讀者一探精英運動員的生活。

Asian GamesRaymond Sumitra LUKMAN —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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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 say that the Asian Games 2018, which was held in 

Jakarta last summer, is the highest milestone in my swimming 

career. Imagine being a student of HKUST with a responsibility 

to represent your country in the biggest and most prestigious 

sports event in Asia. It was a huge honour and pride to bear 

these two big names at the same time. Many people will 

try to tackle your success and talk negatively behind your 

back, but this will only make me stronger because I know 

that these pressures will motivate me to give the best in a 

competition and to prove them wrong. I trained every single 

day in HKUST, even in the most hectic times of study. I worked 

extremely hard for 3 months before the Asian Games started. 

I did whatever I needed to do in order to deliver the best 

performance for my country, including multiple rigorous 

training a day, strict diet, proper resting, etc. That all could 

not be done if not because of all the people that supported 

me in this journey and specifically my mother who dedicated 

most of her time to help me reached my goal.

Overall, the Asian Games 2018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 with my home country as the host.  It was such a 

privilege for me to be able to compete with the best swimmers 

in Asia, if not in the world. Many of them are Olympic 

champions with huge reputations and achievements, but 

this didn’t make me less confident or afraid of them. I told 

my mind constantly to give my best effort and every power 

I got. Yes, it hurt like hell. Your body was like being beaten 

while you were run out of breath. But it would hurt me more 

mentally if I didn’t give my best in a race. The atmosphere 

in the stadium was incredible.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shouting your name and praying for you to give the best 

for the country. When the adrenaline and tension were all 

rushing through my blood, there was only one thing I can 

think of. No matter how hurt it might feel, I would give the 

very best for my country and all the people who kept the faith 

in me. So, I jumped into the pool and give everything I got. 

The result was no longer important for me because I knew, at 

last, I already gave my best. Every tear and every sweat in the 

training was totally paid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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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any people, life is also a race. We, as students, often racing with each other 

for getting the best score, the best job and the highest salary we can get in the future. 

Who gets the best in everything will be perceived as the “winner” of the game. But, if 

you think that it is the race of life, you and I are in a different competition. For me, life 

is a race of being happy. Happiness is not given or achieved. It is not a goal or a finish 

line. It is a process and a path of life you will ever dream of. Just like giving the best in a 

competition, it is the process that truly matters. When you are giving your 100% effort in 

the process, you will also get the best result that you deserve. In this cruel world, people 

did appreciate results more than the process, but in the end, the results will mean 

nothing if you do not treasure and enjoy the process. Through years of my swimming 

career, I am grateful that swimming has really changed my perspective about life and 

built my character as a young man with million dreams to make a positive impact in this 

world. 

Thank you.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Images from interviewee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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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HKUST has Campus Run, Aquatic Meet and Athletics Meet? Each year the 
Sports Association of the Students’ Union will organize a series of 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 for al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nd we invited their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scar, and IT Secretary, Thomas, to share the details of the 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 
with us, with the fervent hope that more students will be aware of this big event.

你知不知道科大原來有 Campus Run、陸運會和水運會？每年科大學生會

的體育聯會（Sports Association，SA）都會舉辦一連串的 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校內體育比賽）讓所有同學參與，為此我們特別邀請到他們

的內務副會長 Oscar 和資訊科技祕書 Thomas 和我們分享 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 的細節，希望各位同學能更加了解這個科大的體育盛事。

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
與 體 育 聯 會 對 談  Interview with Sports Association

體 育 聯 會（SA） 是 一 個 由 18 人 組
成 的 團 隊， 我 們 的 成 員 都 是 由 不 同 的
Sports Club 推薦產生的。SA 的工作主要
包 括 協 辦 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

和香港科技大學─澳門大學體育挑戰
盃（澳科盃，是一個由科大和澳門大學
聯校舉辦的體育比賽 )，聯絡不同的運動
學 會、 舉 辦 Sport Leader Training Camp

和校隊聚會等等，以推動科大運動的發
展。SA 亦會權當學務長辦公室（DSTO）
和學生之間的橋樑，若同學認為直接與
DSTO 溝通不太方便，亦可通過 SA 表達
關於運動發展方面的意見。

01 甚麼是體育聯會 What is Sports Association

Sports Association, HKUSTSU (SA) is a group of 18, 

while all members are nominated by different Sports Club at 

HKUST. Our job includes coordinating the 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 and the HKUST-UM Sports Challenge Cup 

(sports competi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and 

HKUST), contacting different sports club, organizing Sports 

Leader Training Camp and having sports team gathering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t HKUST. Sports 

Association will also act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DSTO 

(Dean of Students’ Office) and students. If students think 

that it might be an inconvenience to directly express their 

opinion to the DSTO, we could act as a channel to transfer 

the message regarding sports development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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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 是 由
SA 舉 辦 的 一 系 列 運 動 比 賽 和 活 動， 包 括
Aquatic Meet、Athletics Meet、Campus 

Run、 足 球、 籃 球 和 羽 毛 球。 我 們 所 有
的 比 賽 項 目 都 是 以 系 會（Departmental 

Societies）為參賽單位，現時有十七個系
會參加我們的活動。

Campus Run 是 我 們 和 The Distance 

Runners' Club 和田徑會一同舉辦的比賽，
跑手從 Atrium 起跑，經過「火雞」、校長
宿舍和 Hall V 左右的位置，沿著斜路跑至
南閘，女參賽者這時候就會返回Atrium衝線，
男生則要再跑上李兆基校園（LSK）然後
回到 Atrium 結束比賽。另一方面，Aquatic 

Meet 和 Athletics Meet 有 點 像 中 學 的 水 運
會和陸運會，一系列的水上和陸上運動比
賽都會在一天之內完成，而羽毛球、籃球
和足球的比賽則是分為多天進行的賽事。

以 Aquatic Meet 為 例， 我 們 的 準 備 工
作從七月尾開始，大約有兩個半月的時間
去準備，十月初正式比賽。我們會邀請不
同的學會和賓客，亦會和不同的系會講解
我們的規例。另外，我們也要設計橫額和
訂購獎牌獎盃，最重要的一環是和參賽者
舉行會議，通知他們活動的細節和留意事項。
無論是本科生或研究生都可以通過向自己
的系會參加我們的活動。有時候我們亦會
因 應 情 況 改 動 我 們 的 計 劃， 例 如 Aquatic 

Meet 本 來 應 該 是 九 月 尾 舉 行 的， 但 是 我
們 今 年 的 參 與 者 比 往 年 少， 而 我 們 舉 辦
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 的 目 的 都 是
為了讓更多同學參與活動，於是便決定延
遲舉行，讓更多學生可以有充足時間報名，
最後亦確實有更多人參加了我們的活動。

02

03

的六大項目

的準備

The Six Items in 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

Preparations of 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

Intramural Sports Competition is a series of 

competitions organized by the SA, including Aquatic 

Meet, Athletics Meet, Campus Run, Badminton, Basketball 

and Football Competitions. The basic unit of the 

competition is the departmental societies, while there 

are 17 departmental societies joining us now.

Campus run is a competition we co-organized with 

the Distance Runners’ Club and the Track and Field Club, 

participants will start from the Atrium, through the Red 

Bird Sundial, President's Lodge and Hall V, then run to the 

South Gate along the slope, while female participants will 

go back to the Atrium then, and male participants will go 

all the way up to the LSK Campus before going back to 

the Atrium. Meanwhile, Aquatic Meet and the Athletics 

Meet is a One-day event with a lot of competitions in 

water and on land, and the Badminton, Basketball and 

Football Competitions are a series of competitions for 

multiple days.

Taking the Aquatic Meet as an example, our 

preparation started at the end of July, leaving us two and 

a half months before the competition starts in October. 

During that time, we invited guests and societies, held 

meetings with the departmental societies and participants 

to explain our rules and reminders, designed our banners 

and bought medals for winner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could also join our events 

through their departmental society. We would sometimes 

change our planning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too. For 

example, we were supposed to start Aquatic Meet in 

late September, yet since there were fewer participants 

comparing to the past years and our sole purpose is to 

let more students enjoy sports, we delayed a bit for a 

sufficient time of applying. The result was indeed satisfying 

with more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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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在迎新週時都有海報和單張宣傳
我們的活動，另一方面由於我們需要學生通過
系會報名參加我們的活動，所以各個系會亦在
這方面會有幫助。我們亦有自己的 Facebook 

專頁和網頁逐步逐步宣傳我們的活動。另一方
面，我們一直都有嘗試舉辦不同的 Trial Sports

嘗試加入新的比賽項目，往年我們有嘗試過乒
乓球等等，我們現時亦有詢問不同系會的意願
來決定將來可能視乎需要加入新的項目。另
一方面，我們亦留意到有一些校友和教授亦
有向我們表示希望參加我們的活動，例如是
Campus Run 等等，我們亦有研究將來是否可
以加入這些新元素。

04 宣傳和發展 Promotions & Future Development

We have posters and leaflets during the 

Orientation Week to promote our event, and since 

students have to apply through their departmental 

societies, they would also help the promotion 

significantly. We also have our own Facebook page 

and Web page to share our latest news.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always tried different Trial Sports, such 

as table tennis before, we are constantly asking the 

opinions of the departmental societies and see what 

could be added in the future. While some alumni 

and professors also want to participate, we are also 

considering these new elements in the future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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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歷史」，相信這兩個字詞難以引

起大部份人的興趣，因為它們相對地沉悶。這

令筆者十分苦惱，儘管筆者如何嘔心瀝血地撰寫、

如何殫精竭慮地將它們介紹、如何天花龍 鳳地

演繹，亦可能被一瞥而過。但，這是能夠理解的，

您們不用有罪惡感地渡過餘生。

在 開 始 介 紹 歷 史 之 前， 我 們 首 先 要 知 道 何 謂「 運
動 」? 運 動，「Sport」 一 詞 的 語 源 最 早 來 自 古 拉 丁
語 desportare， 原 指「 搬 運、 帶 開 」 的（des=away，
portare=carry），而運動的定義有「諸子百家」的解釋，
在一一細閱分析過後，筆者得出一些常規性定義：第一，
具有與他人比賽或自我奮鬥形式之一切的物理上或智力上
的活動，稱為運動。第二，若具有競賽性質，必須同時具
備公平的競爭環境。第三，對於身體並無傷害。在這個定
義下，也許近年開始興起的「電競運動」也可以被稱作運動，
因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將國際象棋和橋牌亦定性為體育
運動。當然，要具有對身體無害的前提下。

眾所周知，運動在幾千年前已經存在於人類的社會，無論在古希臘、古羅馬、
古埃及或古代中國等古代國家亦存在一些形式不同，但殊途同歸的體育運動。
放心，筆者並不會一一羅列出來，只會精選其有趣的部份出來。如足球在古代
中國稱作蹴鞠，它是一種以腳擊球的運動。蹴鞠起源於古代中國，相傳最早是
中國神話時代的黃帝為了訓練士兵而發明，漢代名將衛青、霍去病率軍駐守邊
疆時，曾閑時蹴鞠。可見，蹴鞠誕生與士兵的軍事訓練息息相關。而我們經常
耳聞的「馬拉松」，是源於古希臘城邦聯軍與波斯帝國的戰爭「馬拉松戰役」。
據聞當時希臘聯軍戰勝後，有一名士兵從馬拉松一路跑至 40 公里外的雅典報捷，
這名士兵抵達時，在高呼勝利後氣絕身亡。後人為了紀念他，而開始舉辦長途
賽跑。由此可見，古代的運動與戰爭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兩者相同的是歌頌
英雄的浪漫情懷。當然，「戰爭」兩字對於身處於現代文明社會的我們可謂「人
跡罕至」，但我們對於成為英雄或讚頌英雄的熱情仍未減退，而運動正正就給
予我們一個渠道去抒發我們心中的浪漫主義。

然，筆者亦會盡力將其「運動地」演繹……

運
動
的
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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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部分事物，或事情可以相傳數千年，必有其自身的精神或意義，否
則必被人類文明所淘汰。運動亦難以逃出這一個定律，運動的核心的不單單是
強身健體、脫脂減肥、或是「打卡炫耀」，而它的精神面貌。運動的精神很像「君
子之道」，是一種從容不迫、厚積薄發、不卑不亢、淡泊如水。這樣描述當然
比較「形而上」，簡單而言，如何可以從容不迫，鎮定自若 ? 那是基於自身對
運動的認真準備，執著鍛煉。如何厚積薄發，孤注一擲 ? 那便是在比賽場上的
一刻，用盡全力、不留遺憾，以表達對自己和對手的尊重 ; 如何可以不卑不亢，
淡泊如水 ? 那便是放下對名利的執念，勝之不驕，敗之不餒，正所謂「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

而更重要的是「君子之德」—公平。

世上本來便沒有公平，這是不言而喻的，應該是沒有絕對公平，五指亦有
長短之別、地面亦是凹凸不平，那何來絕對公平 ? 這便是運動中「君子之德」
的重要性，正正是沒有絕對公平，大部分世人才去追求相對公平。在運動中，
我們享受着公平，運動沒有高低貴賤之別、沒有老少殘健之別 ; 在運動中，我
們感受着公平，公平給予我們動力去追求。這便是運動的「君子之德」—公平 :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無差別地對於世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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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咩驅使你放棄運動呀？
年 輕 人 ，

動筆之前，筆者剛剛完成了兩場 JUST 的足球比賽。坦白說，

今時今日約波真的非常困難，尤其是筆者離開了中學以後

更難。相信大多數讀者都知道運動的好處，但又是什麽原

因令你卻步，放棄運動，甚至連學習多年的運動項目也要

放棄？筆者為此訪問了一些人士，包括中年人士和學生，

嘗試探討香港人主動做運動和放棄運動的原因。

Frank ／中年男士

“我從中學開始就熱愛籃球，到大學時期也並未
因為堆積如山的 reading 和 FYP（Final Year Project） 

放棄。籃球可以強身健體，又可以令我在街場認識
不少同好，更可以幫助我保持身體機能良好，如手
腳協調和快速思考能力，我當然不想放棄。直至開
始進入全職的打工仔生涯，接觸籃球的機會便越來
越少。除了公司一年一度的籃球比賽以外，也可能
只有每個月到街場打一次籃球。原因當然無他，自
然是工作繁忙。我從事保險業，客人常常都提出在
不同的地方和時間碰面，令我的工作時間時常處於
不穩定的狀態，不能安排固定時間做運動。我又不
喜歡只做健身運動，我比較喜歡團隊運動，因此都
犧牲了運動的時間放在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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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 ／單車發燒友

Stephanie ／中五學生

Jeffery ／大學二年級生

“
”

”

作為單車愛好者，我當然非常清楚這個運動的
好處。通常提起單車的健身效果，大家都只會想到
大腿，髖關節等等和腿部有關的部分。但單車的好
處不是僅此而已。由於坐在單車的座位上對人的平
衡力也有相應的要求，單車其實也可以幫助減去腰
部和背部的多餘脂肪，這也是當時我開始踏單車的
原因。然而，單車這項運動需要比較多空間，一般
市區都沒有設置單車道給大家使用。在香港的道路上，
汽車始終不會讓路給單車，這跟一些單車友善國家（如
日本和台灣）很不同。而且香港的單車停泊位置不足，
更不便利市民踏單車，所以對於我們這些單車愛好
者們又多加了一重障礙。

身為學校排球隊隊員，我曾經也希望長大以後
可以成為專業運動員，但是我最後都打消了這個念
頭。坦白說，在香港當運動員真的沒有什麽前景，
團隊運動的情況更差。因為香港政府投資運動的態
度跟商人一樣，要划算才會投資。個人項目需要的
資源比較少，所以得到的投資比團體運動更多。加
上家裏沒有很好的家底，又有兩個弟弟需要我照顧。
在沒有什麽資助的情況下，我真的難以繼續追夢，
唯有放棄運動專心讀書，跟其他人一樣，找一份好
工作賺錢幫補家計吧。另外，由於 DSE 逼近，近
來我都在溫習，把從前預留給運動的時間都奉獻給
學業了（TAT）。

不做運動的原因……應該主要是場地不足吧。 

最近葵芳的足球場又被用來舉辦美食展，連同前期
準備工作和清拆共花了差不多兩星期。香港本來就
不多球場，而我們這些做運動的人又要和商人共用
場地（如麥花臣球場常用作演唱會用地），變相我
們可以使用場地的時間確實不多。當然，場地不足
不止出現在足球這個運動，其他運動如棒球、欖球
和壁球等都缺乏場地，問題主要在於太多用家，但
是政府投放的資源，包括金錢和土地都比較少。這
令大家常常以「Book 不到場」作為不做運動的理由。

019

Cover 
Story



Emily ／ 90 後上班族

Nancy ／家庭主婦

“

“

運動對於我們上班一族來說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對於
我們上班族而言，有時間當然是補眠一下，或者是吃好一點
慰勞一下自己。下班還要動？不了。（笑）回家早點睡覺對
我們來 已經是一件美事。再者，人們都說運動有助減肥，但
卻沒有即時的效果。這樣我何不去做一些減肥療程呢？（下
省廣告成分……）這些療程效果比運動明顯得多了。而且運
動有些好處是根本沒法量度的，例如心肺功能。誰爬樓梯能
不喘氣呢？沒有吧。所以呢，我還是覺得有時間呢，就多睡
一會；有錢呢，就吃好一點，或者參加美容／減肥療程，不
要浪費任何成本在運動上吧。

運動？都是沒用的東西。你們年輕人的潮語有一句「傻的嗎？」用在這裏最適合不過。
香港運動員當然沒有前途，李麗珊只有一個，牛下車神都只有一個。我的兒子當時跟我說他
要當足球員，我就足足駡他駡了一個多小時。說他「倒米」啊！家裏用了這麽多錢培育你，
又要補習又要上興趣班，居然想要做這些沒錢賺的工作。那我跟丈夫老了誰來供養我們？所
以我現在都不許我的兒子踢球了，免得他又做那些球星夢，浪費時間。有時間便多讀點書，
考試考得好一點，想一下以後要做的工作，不要不務正業做沒有回報的事情。運動能使人健
康？依我說有錢才能請好醫生，到外國治病才好。

至於筆者自己其實都比較少做運動，原因也不外乎是忙、懶等比較普通的理由。談運動
修身、建立運動習慣、當運動員，其實都只是同一個道理，就是堅持。世界上可能有捷徑，
但捷徑往往風險較高（例如抽脂），而堅持雖然未必能把你帶到最終的目的地，但中間的風
光也足夠令人忘懷。例如和朋友一起約跑減肥，最後雖然未必能幫你達到理想的體重，但中
間建立的友誼卻必定是真的。最後筆者奉勸大家，不是看到隧道出口的亮光才去堅持，而是
要先堅持才能看到那一點光。

Kelvin ／大學二年級生

”時間是最大的限制吧，只是兼顧學業和感情已經是很大
的困難了。主要是女朋友比較纏身，所以從前運動的時間有
一部分投放在她身上。另外就是有時候約會的時間要遷就，
往往都會有一兩個小時中空，那就浪費了一點空餘時間了。
人一天只有 24 個小時，用了就是用了，那就唯有在自己的私
人時間裏面再撥一些時間出來約會還有趕功課的進度了。

番 外 篇 媽子教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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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一 些 界 別 它 沒 有 任 何 經 濟 貢 獻 ，
譬 如 說 宗 教 或 者 體 育 ， ……」
“Some sector has no economic contribution, 
say religious or sports, for example.”

(25 Oct 2014)

Armstrong, Lance; Jenkins, Sally (2001).  
It's Not About the Bike: My Journey Back to Life. 
Yellow Jersey Press.

“Anyone who imagines they can work alone winds 
up surrounded by nothing but rivals, without 
companions. The fact is, no one ascends alone.” 

(80+% of bikers from 1996 to 2000 do not ascend alone, but with dope.)

”
”

“
“

C.Y. Leung
ex-Chief Executive of HKSAR

Lance Armstrong
former Road Racing Cyclist 

R E L AT E D  T O  S P O R T S

(negative)

QUOT E S

Sports are often described to be positive.  
But that can be dark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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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members of the immigrant caravan 
from Honduras have finally reached the town of 
Tijuana, at the border of the US and Mexico. In the 
meanwhile, the US troops are engaged in physically 
securing the border, setting up barbed wire and 
exhibiting heavy armed presence in preparation 
for the face-off. However, perhaps this shock and 
awe measures may not be the solution for the 
country. The answer may lie in the reform of policy 
and the pursuit of details that affor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while also discouraging alternative 
pursuits for illegal asylum in the country. 

At the climax of the US midterm election 
campaigns, President Trump announced the 
intention to send over 7000 US troops to the border 
of the US and Mexico. The troops, operating under 
the rebranded Operation Secure Line, have engaged 
in deliberate erection of barricades at critical points 
of the border between the US and South America. 
In an earlier statement, Jim Mattis, the US defense 
secretary, announced the intention to close lanes at 
the crossings from Tijuana, including San Ysidro and 
Otay Mesa. The close of the lanes was to enable to 
installation of the barbed wire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longside the barricading and fencing 
activities.

The military approach by the country is 
indication of the paramilitary stance of the current 
policy on immigration. 7000 US troops are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number deployed to Syria, 

suggesting the perception of immigrants posing a 
more significant threat to the nation and globally 
than the activities of terror in the Middle Eas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continued reiterating this point, 
emphasizing that the people in the caravan are a 
potential security risk and threat to safety. Still, the 
need for 7000 armed officers to hold back a caravan 
of unarmed civilians looks to be more of a show 
of might than a necessary effort to prevent illegal 
immigration. 

Immigrant and

Asylum 
Policy in the US

At this point, arguing that the arriving caravan 
from Honduras poses no threat to security would 
be illogical and probably inaccurate.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among these immigrants there are 
those that potentially could belong to criminal and 
terrorist groups. In October, the government of 
Guatemala announced the arrest of 100 members 
from the caravan with strong links to Middle 
Eastern terror groups, ISIS included. However, 
this should not justify the denial of asylum for the 
remaining majority whose pleas for asylum are 
justified. Among them include young men avoiding 

The Mexico–United States border at the Pacific Ocean end in 
Tijuana,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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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d conscription to criminal gangs and people 
with unacceptable identities in Honduras such as 
members of the LGBT communities.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ese people would rather face off against 
the US military at the borders instead of risking 
going back to a certain death in their home country. 

administration opposed to immigration or searches 
for asylum even when circumstances justify it. 

Consequently, the need for the military show 
of might is quite minimal. Instead, the country 
should focus on drafting clear immigration 
procedures as part of the current policy that can 
adequately address asylum seekers while filtering 
dishonest appeals for the same. Even though 
the administration refuses to release the figures, 
estimates are that about $200 million may be 
expedited for the deployment of the troops at the 
US border. This amount is sufficient to allow policy 
reform while also providing resources for refugee 
centers as the details of asylum-seekers and their 
backgrounds are confirmed. The process would 
allow the use of data to determine their viability 
of their claims and deter those that are less than 
genuine. 

The caravan continues nearing the border 
cities and with the state of the South American 
economies, more like these will show up in the 
future. The US, as the land of opportunities, cannot 
afford to face off with the future immigrants with 
military force. Instead, it is time we got to work 
towards establishing clear asylum policy provisions 
to address the shortcomings that are present in the 
current immigration policy. 

The solution, primarily, lies in acknowledging 
the truth regarding the sentiments against the 
arrival of the caravan and the general policy 
against immigration. We are not afraid that they 
present a threat to security, we simply are afraid 
of immigrants.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has 
perpetuated the anti-immigrant narrative even 
on the campaign train, inherently weaving it with 
the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doctrine. 
The immigration policy has also been deliberately 
adjusted, removing specific provisions for the 
provision of asylum and systematically stifling 
the immigration process. In early November, 
the President signed a decree that removed the 
provision of asylum for anyone entering the 
country illegally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ese 
are not policy details targeting the minimization of 
security risk from immigrants, but the actions of an Image  

Source
Dane, Jonathan McIntosh @ Flickr (CC-BY 2.0)
Adam McLane, BBC World Service @ Flickr (CC-BY-NC 2.0)

 Submissions may not represent the stance of  
The Editorial Board, HKUSTS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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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沒有
2018年 9月，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為紀念雨傘運動 4週年，於 9月 24日將該校部份民主牆劃為「連

儂牆」，讓大學成員以便利貼在牆上留下對香港前景及民主普選的夙願、訊息，重現當日金鐘佔領
區的光景，惟校方認為該活動及部份留言牽涉「違法」社團或思想、有違民主牆使用守則，隨即要
求學生會成員在限期內將之移除，否則將沒收民主牆的管理權。在學生會不答允的情況下，學校便
以紅紙遮蓋相關範圍。此舉引起不少學生的不滿，學生會成員更直搗校方管理層辦公室要求對話，
校園內亦相繼出現各種集會、聲討，甚至絕食行動。

作 為 香 港 人， 理 大 校 方 的 做 法 確 實 令 我 詫 異 憂 懼。 但 同 為 大 學 生， 是 次 衝 突
我卻沒甚共鳴，因為科大由創校至今從未有過民主牆。

民主牆為中國文化大革命年代的產物，當時民眾
會以大字報形式在公眾場所張貼個人的政治願景，其
中以 1978 年西單民主牆（北京西單體育場的圍牆）最
有代表性。此段民主牆四起、人民敢於批評中央政府
的日子更被視為中國一個短暫政治自由的時期，民主
牆後來亦催生了學運和六四事件。

現時在中國，它們的蹤影已不復見，但香港絕大
部份大專院校依然設有民主牆。它們的存在除了為各
大學成員提供了一個最直接發表意見的渠道，亦能營
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在校園內宣揚民主自由的精神與
及關心校內至社會上大小事務的態度。除了理大日前

所謂民主牆

西單民主牆，1979
（維基百科用戶 Qindianchen，
依 CC-BY-SA 4.0 條款取用）

▲

026

時政
附屬委員會作品

撰文：Pau@Sub-Com
排版：知畸



To be fair，科大確有一塊形同民主牆的「大字報牆」
（Big Character Poster Wall）設於 LC 側，雖近日它長
期懸空，但翻查新聞，科大學生一直有透過大字報牆
發表言論，如過往曾有人投訴飯堂員工態度欠佳，亦
有人在社運期間聲援其他大學等等。可惜，這幅牆卻
未有被叫作民主牆。

年前，科大一份非學生會官方刊物《大學道》的
編委曾就此訪問過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先生 1，他坦言
我們確實沒有民主牆，並認為「民主」是指「在一個
體制裡面，選出人來代表你幹事，雖然體制有不同種
類，但都總是選出人來代表你」，反之大字報「是自
由表示意見」，「寫的人並不代表你，你也不代表人家；
沒經過選舉，你只代表自己，名都不用簽，匿名也可以，
連說謊都沒人管：這是『自由』，是極度的自由，跟『民
主』是兩回事」，故科大毋須民主牆的存在。

確實，民主和自由是兩碼子的事。民主是形容一
種政治體制，意即以民為主、主權在民，民主體制要
麼是「直接民主」（如公投）、要麼是「間接民主」（如
代議制），但兩種同樣是讓人民在社會上有話語權的
方式；自由則是一種價值，意即我們能跟隨自己的意
願行事。然而民主和自由並不可分割，因為定義上民
主本身就是自由的體現。

理所當然地，世上沒有完全的絕對民主和絕對自由，
人在社會集體生活就定必要跟隨一定的法規和道德規
範，在此我暫不討論多大程度的民主自由才稱得上恰當，
但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民 主 和 自 由 是 必 須 存 在 的、 必 定 

發 生 的。 這 兩 個 概 念 的 形 成 並 非 人 類 社 會 的 選 擇， 

的衝突，香港近年的重大政治事件，如雨傘運動、議
員被 DQ、社運人士被判囚等，民主牆都擔當了一個重
要的角色，讓社會大眾知悉各大學之學生於某事件上
形形色色的取態和立場。各大民主牆都立於校園入口
處或當眼處，如時刻提醒著人們要聲聲入耳、事事關心。

而事實上，八大當中，就只有科大，沒有。

名不符實

1 戴雨瀟：〈吶喊之前〉，載《大學道》第一期（香港：大學道雜誌編輯委員會，2013年 5月），第 17-18頁。 
編按：《大學道》雜誌（HKUSTao Magazine）由一群內地生組織出版，並獲得校方 Student Enrichment Activities (SEA) Fund贊助，惟該刊物
並非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官方刊物，亦與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無關。

中大民主牆 2017 年曾發生內地生擅自 
撕去「拒絕沉淪，唯有獨立」海報
（香港 01，2017 年 9 月 15 日）

2018 年 11 月，其時大字報牆貼有不滿
更換學術廊咖啡室營辦商之海報及簽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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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自然衍生、可以經由邏輯推導得出的結果。簡單
來說，民主自由的體制在地球上每個角落都會自動生成，
小至食飯揀餐廳、大至成家立國，人人都希望自己有
選擇和表態的權利、一群體自然需要找到吸納最多意
見的方法。反之，獨裁或專制的組織、國家在時間巨
輪下則必然無法長存。

另一個吳校長當日堅持民主牆不應出現於校園之
內的原因是，他認為現今香港年輕人的民主太激進了。
的而且確，民主現時在部份人眼中成了偏激、極端政
治追求的代名詞，但這絕對是一個曲解：如若一個政府、
領導者或代議人是由公平公正的方式推選出來、社會
和社群成員能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而法例和規則又容
許人有效地表達意見、討論，我們固之然可以和理非
非地表態；但當上述的條件未能達成，人就會以再進
一步的方式發聲，這是無可厚非的。猶且，民主牆本
身是種非常溫和的發言方式，且上面的言論再「激進」
也不會代表學校的立場，僅代表校內有人持有相關想法。

它需要被稱作民主牆，是對學生的尊重和認可—
我們作為受過社會長年教育的成年人，是否值得擁有
享受民主、大鳴大放的資格，相信答案顯而易見。

作為一所大學，我們不把民主牆稱作民主牆，是
妄自菲薄。

開學之初，每個工學院的學生，都要填寫一份問卷、
選擇我們認為一名工程師應具備的特質，以讓校方作
記錄之用。問卷上除了寫有一般的學術技能，如算術、
寫程式技巧等，還有幾項是有關時事觸覺、環保意識之類。
我早早填畢，好奇之下，便斜眼偷看周圍同學的答案，
才發現原來不少人都覺得工程師毋須關心社會事務。
當然，我當時看到的可能只屬整體學生的一小眾，但
遺憾地，現時的大字報牆之上絕大部份時間均空無一物，
我入學至今唯一見過的一張大字報僅是個尋物啟事（編
按：本文成文於 2019 年初）。這是代表學生們沒有任
何意見嗎？是代表大家都非常滿意現狀？還是代表諸
位找到更有效的發言渠道？真相不得而知，亦無從稽考。

說到底，其實民主的話，任哪堵牆也可以是民主牆。

無字也　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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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二十三日，一段連接香港與中國
2.5 萬餘公里高鐵的鐵路在近十年的爭議聲中
正式開通，在當下敏感的社會環境下不難想像
其中的困難，不過難產兒最終還是分娩了。

在香港生活許多年，我印象中的鐵路是駛
過北海道的新幹綫，火車在漫天飛雪中飛馳過
富士山腳，或者是九十年代中國內地的綠皮火
車，緩緩的駛過金黃的田野與山間，文藝也現
代。生活在港島，每次乘坐地下鐵，總有種壓
抑的感覺，大部分時間窗外是一片黑和到站時
的電影廣告牌，擁擠卻寂靜的人群，使列車與
鐵軌的摩擦聲格外明顯，吵得人心煩。

近十年內地瘋狂發展，香港有的，大陸也
大多有了；香港沒有的，大陸也有了。網絡經
濟、共享經濟、一帶一路，各種新奇玩意層出
不窮，高鐵是經濟快速發展的附帶品，也是這
個國家科技與經濟實力的象徵。過去的幾年裏，
每一次回去總要看到些新的大樓、商鋪和餐廳。
每次和朋友吃飯排隊結賬時，發現大家都是用
綠色或藍色的手機程式支付，而我是從錢包拿
出幾張毛主席「埋單」，於是我們總是戲稱自
己為生活在「孤島」上的土著。

八年前當香港政府提出要修高鐵時，我是
帶些興奮的。相比起使用內陸機直達北京、上
海和深圳這些與香港已無異的摩天都市，總是
覺得香港有了自己的高鐵，這裏的人便有機會
在這樣一列高速飛馳的列車穿梭於中國大陸的
普通城鎮，鄉間與農野，這些沿途的光景是最

真實的中國，也是我所期待的景色，在萬米高
空的飛機上，是不會有所謂沿途的景色。我一
直以為，政府一直強調的文化交流，絕不是像
官方交流團式的帶一群人去大陸或是帶一群人
來香港走馬觀花，而是真真切切地去看，去感
受雙方土壤的氣息，去聆聽兩地人們日常的喜
怒哀樂，高鐵所搭建起的橋樑，無疑是兩地邁
向對方的一步。拋開經濟利益、時間效率這些
冷冰冰的字眼，我仍願相信這段將修的道路，
總有些其他的價值。

在社會的反對聲中，我聽到了很多關於高
鐵帶來的問題，像是一地兩檢、財政透支等，
街頭上的遊行、電視論壇上的辯論，各個政黨
的呼籲，都給這個工程蒙上了很多負面陰影，
其中不乏一些值得審視的問題和對於內地政治
的不信任。基於對政治社會爭論一向都不站隊
的原則，在期待之餘也有擔憂。就像前陣子的
機場第三條跑道和已開通的港珠澳大橋，是否
物有所值到如今也依舊只是問號。浪費公帑、
污染環境、政治陰謀的爭論依舊在繼續，對於
未來，誰也不會有十足的把握，各個政黨爭論
的，支持與反對，大抵也只著眼於當下的政治
正確和未來幾年的社會利益吧。

它畢竟只是個新生兒，兩地政府的頑固堅
持將它誕下，無論好壞，它都將承載著香港與
大陸的過去與現在，期盼與憂慮，駛向未來。

駛
向

圖片
來源

Wpcpey @ Wikipedia 
(CC-BY 3.0)

/ 附屬委員會文章僅反映筆者之個別意見，並不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立場 /

029

Current 
Affairs

Sub-Committee 

撰文：Ryker@Sub-Com
排版：知畸



去 年 開 學 不 久， 大 家 的 常 規 校 園 生 活
被 一 場 名 叫「 山 竹 」 的 颱 風 打 破。 
在 十 號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下， 山 竹 兇 猛 地 
席 捲 香 港， 展 現 著 它 驚 人 的 破 壞 力。 
我 們 因 此 得 來 了 不 在 預 期 中 的 一 日 假
期，隨後目睹了交通癱瘓、校園重建。 
在 颱 風 來 臨 之 前， 我 不 以 為 然， 甚 至 
為 了 額 外 的 休 息 日 竊 喜， 卻 在 真 正 的 
自然災害到來之際，感受到人類的弱小

和無能為力。

毛將焉附？
皮之不存，

在大自然面前，我們除了躲起來之外，
別無他法
4 4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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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惡果

小 企 鵝 因 為 身 上 沾 滿 了 洩 漏 到 海 裡 的 原
油，又無法自行清洗，只能任由毒素侵蝕，慢
慢死去。海獅的的鼻子被食品罐緊緊套住，無
法擺脫，只能等待餓死或者成為他人的獵物。 

颱風過後，科大組織了志願者清理海灘，
清理那些被海浪捲上來的人類先前丟棄的垃圾。
泡沫塑料、飲料瓶、各種各樣的生活垃圾密密
麻麻地堆滿了社區和海灘  ，提醒著我們都往大
海裡丟過哪些東西。人類半個世紀扔的垃圾，
不過半天的時間，大自然就還回來了。而這些
垃圾，是否又會再次被再次扔進大海裡呢？

許多人認為，颱風是天災，和人類的所做
作為沒有關係，我們改變不了也不必為之負責。
事實上，雖然颱風的形成與人類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不可置否，因為全球變暖導致海水溫度升
高，加速形成水汽和熱量，成為了生成颱風的
關鍵因素，間接助長了颱風的頻次和強度。所
謂的天災，只是人類行為的一點點利息罷了。

而人類往海裡丟的垃圾，到底造成了哪些
後果呢？

也是天災　也是人禍 鳥兒被胡亂丟棄的塑料袋裹住，再也飛不起來
了。被塑料套住的海龜，身體扭曲變形。太平
洋小島上無數死去的信天翁的肚子裏被發現無
數的人類生活垃圾。塑料網和釣魚線一旦纏繞
到動物身上，很大可能會直接導致傷亡，它們
再也無法順利進食、呼吸，甚至窒息死亡。

動物們還會誤把漂浮的垃圾當作食物，那
些塑料製品會導致它們胃腸堵塞、潰瘍、穿孔，
結局只能是死亡。據統計，全球至少一半的海
龜體內有塑料，大約 60% 的海鳥吃過塑料碎片，
到 2050 年，這一數字將增加到 90%。不識人
類垃圾的牠們的又做錯了什麼要為人類的行為
付出代價呢？

塑料垃圾在海洋裡被分解成細小的顆粒，
被魚類吃下去，最終進入人類體內。因果循壞，
我們著實不該掉以輕心。

如果全球變暖加劇，南北極的冰川繼續融
化，全球的海平面將上升將近 70 米，到時絕
大多數的沿海城市將被淹沒。如果南極融化，
冰層下的史前病毒將被完全釋放，瘟疫般的疾
病將毀滅人類。「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人
類需要明白：大自然不需要人類，但人類需要
大自然。

圖片
來源 Ecology.News Carsten Medom Mad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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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山竹
颱 風

與
颱風「山竹」在二零一八年九月於香港一百公里內掠過，蹂躪香港各區，街道滿
目瘡痍。縱使「山竹」已經蕩然無存，不論是被強風吹上岸的遊艇，還是被強風
吹倒的樹木，仍需要時間善後、清理。而這次的風災，更讓我們反思自己對環境
的破壞。

每逢遇上打風的季節，座落於岸邊的杏花
邨，必定首當其衝，大量海水伴隨著雜物，沖
上岸邊。在清理雜物的過程中，市民更發現到
「意外收穫」。20 多年前的發泡膠盒，甚至
是鋁罐、膠樽，在這次風災中得以重見天日。
我們的生活方式追求方便、快捷，在日常生活
中無可避免地使用大量的即棄產品，或沒有把
可回收的物品循環再造。背後是誰默默地承受
著這些惡果呢？

根據資料，我們經常使用的即棄產品中，
主要的成分是塑膠，它在自然環境中需要漫長
的時間來分解。而當中需要最長時間來分解的
是發泡膠，所需時間需要整整一萬年。而其他
即棄產品如膠袋、膠樽，分解的所需時間也不
是想像中的短。膠樽需要 450 年來完全被分解，
而膠袋則需要 1000 年，分解塑膠垃圾的時間
聽起來也挺駭人。我們使用的即棄產品可能只
是數小時，甚至是短短數分鐘的時間，環境卻
需要付出更長的時間來完全分解。日積月累下，
我們對環境的破壞有增無減，我們是否應該踏
出第一步，減少破壞環境？

要實踐環保，聽起來只不過是老生常談，
卻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一環，也是保護環境的基
礎。我們可以減少對於即棄產品的依賴，例如
是自備水樽，藉此降低購買樽裝水的機會。又
或者是減少購買外賣的次數，以減低製造發泡
膠、即棄餐具的數量。此外，回收也是一種廣
為人知的方法，作為源頭減廢的方法。最常見
的回收廢物包括鋁罐、膠樽等。回收既能把有
價值的廢物循環再造，也能減低對堆填區的負
荷，可謂一舉兩得。

從今天開始，你願意改變生活習慣，為環
境出一分力嗎？

「意外收穫」？ 我們應該怎麽做？

圖片
來源

Advanced  
Scienc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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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稿速速前 ~

編委徵稿

我要稿稿 ~

We Want Your Article~
    來稿題材不限，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皆可。同學文章不論評論校內外要事、
分析，以至小說、散文、遊記、勵志作品皆來者不拘，字數不限。同學來稿請
將文章連同真實姓名、筆名、Student ID 及聯絡方法電郵至 su_eb@ust.hk。稿
件一經採用，將奉贈書券以資鼓勵。
Contributions  in Chinese or English are both welcomed. The genres of  the 
contributions can  range  from editorial on current affairs,  stories  to poem 
and literature.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posting article  in Wings please 
submit your article  to su_eb@ust.hk with  real name, pen name, student  ID 
number and contact method.

圖片來源：
duit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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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的名言「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時人仍琅琅上口，但現今社會除了博學
如「一個月看三十本書」的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外，又有誰能像他一樣博覽群
書、妙筆生花，一提筆就是曠世名篇呢 ? 不行不行，為了能立即寫出過得去的文章濫
竽充數，我還是不走積學儲寶的「正路」，找找其他能覓得好題材的方法吧。富蘭克
林（Benjamin Franklin） 就 說 :「Either write something worth reading or do something 

worth writing」，一看到他不是說「read something worth writing」而是「do something 

worth writing」，便頓時瞪開了眼睛，彷彿找到了我苦覓多時的救命草。對啊 ! 既然提
不起勁看書，那也不妨出外走走寫寫遊記，總算是有事可寫。況且若途中遇到什麼不
順遂之時，也可如韓愈所言「物不得其平則鳴……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
其哭也有懷」，寫寫對工程噪音的抗議、對巴士長龍的不滿，「不平則鳴」，大抵也
能算是「有不得已者而後言」。有情有懷，還能引起共鳴，真是划算。想起如此輕易
就能沾上韓愈的光，還有點小激動呢 !

但懶人終究還是懶人，既不想看書，又想留住那可愛的小肚腩又如何是好呢 ? 不
行不行，最後還是決定看看幽默大師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著作《Notebooks》定
定驚。一句「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親近生慢侮），真是醍醐灌頂。越是熟悉
的事，我們往往越加輕視，以至於常想找一些生澀奥衍的題材誇大一番，彰顯自己的
博學多聞。也難怪顏之推會嘲諷魯國人「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對住在旁邊的孔子
不加理會，反而對他鄉異縣略有名氣的文人趨之若鶩了。其實日常生活的小事又何嘗
不可以入文 ? 生活平常的小事不是更貼地和引人入勝嗎 ? 想起自己正深陷不知該寫甚
麼的困境，驚覺這正是一絕佳的題材，便決定寫一篇 〈 而我不知道要寫什麼 〉 出來。
哈哈，總算又是一篇文章了。

走筆及此，不禁反問自己到底靈感題材是如何得來的呢 ? 忽爾想起前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的兩位子女一位叫曾文心、一位叫曾雕龍，便從書櫃上翻開南北朝文人劉勰的
經典《文心雕龍》窺探寫作的奧秘。一翻開 〈 神思 〉 便嚇了一跳 :「積學以儲寶，酌
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原來寫作
的第一步是要積累學問，然後才是明辨事理、多加觀察，心中有事可寫，再加以磨練
文筆才能寫出好的文章。如此想來，大概我也是因為讀書不足、生活體驗不如人才會
無話可說、無字可寫吧。有傳楊絳先生（錢鍾書夫人）收到一名小男孩抱怨自己的生
活苦楚後回信，鼓勵一番後結尾補上一句「你的問題主要在於讀書不多而想的太多」，
感覺就像被楊絳先生賞了一巴掌。「讀書不多」，大概也是這個「速食閱讀」文化下
年輕人的通病了。

受過本地中文教育的學生們一生大概已寫過不下百遍文章，或千餘字、或百餘字，
想來也定必有過提筆之際無從入手之嘆，陷入過坐在桌前如何是好的困窘。若你不
是以筆維生，或許腦中空虛一片也無大礙，但若作為雜誌寫手，到死線時仍「手空空，
無一物」，大概也只能輕嘆一聲「路遙遙，無止境」，哀那不中用的腦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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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沒有客觀的標準；
愛情，沒有衡量的單位；愛情，
沒有黑白的對錯 —在修煉愛
情的過程中，每一步都是險棋，
稍 一 不 慎， 便 可 以 令 那 個 她 永
遠離自己而去，投入別人的懷抱。
緣 來 緣 去 非 我 們 所 可 以 控 制，
但 至 少， 如 果 我 們 可 以 把 事 情
弄 清 楚， 或 許 我 們 便 不 至 於 泥
足深陷，在愛情中得以保全自身。

淺
談

中
國
傳
統
愛
情

與
運
動
之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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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者 常 常 在 想， 每 個 人 對 愛 情 另
一半的定義也不同，可以是靈魂伴侶、
可以是一見鍾情、可以是人生知己······

假如喜歡上一個與自己愛情觀不同的
人，情況又會是怎樣呢？對愛情另一
半的定義可以如此複雜，那麼對愛情
的態度似乎簡單得多，有人為了尋找
終身伴侶而投入愛情這個大染缸，有
人則為了刺激好玩，這兩種應該可以
說是現今社會的主流吧！說到這裡，
究竟愛情和運動有何關係？利申，筆
者 A0（ 大 家 如 果 看 過 26.1 的 文 章 應
該有印象吧），以下內容只是筆者對
於愛情的一些觀感和看法，如有不正
之處，歡迎大家指正。

筆 者 對 於 中 西 愛 情 的 定 位 是 完 全
不同的，今次先討論中國愛情。對於
中國傳統愛情，她更似是一種靜態運動，
所謂的靜態運動，和腦部運動可以說
是大同小異（簡單而言即是用腦）。
筆者常常覺得，中國的傳統愛情觀更
講求的是「心思」 和「情感表達」。
所謂的「心思」，筆者認為是指很多
事情都經過鋪排，就好像寫文章的時
候不直截了當，而是用很多象徵主義
和修辭，背後帶出的訊息就由讀者自
行 領 會 一 樣······ 大 部 分 中 國 人 都 較 為
含蓄，如果在示愛的過程時過於直接，
很有可能會嚇壞別人，對雙方都沒有
好 處， 甚 至 影 響 自 己 形 象 ······ 這 個 情
況正正反映出「心思」的重要性，用
心思考如何為一段關係添上點點甜意，

當中需要的就是每一個情節的鋪排，
時間有可能會極長，但如果不堅持，
關係就很有可能會胎死腹中。對此筆
者並沒有實例（都是 A0 惹的禍），但
相信讀者們會明白的。除了「心思」
之外，「情感表達」也是重要的一環。
這一點應該有更多人同意，所謂的情
感表達，並不完全是透過言語達致的，
直接說「我愛你」、「我很感動」、「我
很不開心」，這些固然可以說是情感
表達的一種，但在中國人心目中，層
次實在有限，也欠缺真實。光說一句「我
愛你」，何其容易，但表達愛的表現
卻甚為困難，始終講一套做一套的人
比比皆是，把說話付諸實行者卻是鳳
毛麟角。 什麼是「表達愛的表現」？
筆者認為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眼淚，
一種是眼神。當收到另一半為自己製
造的驚喜（不一定要是盛大的），有
人會不自覺地流下眼淚（這也許就是
幸 福 的 眼 淚、 感 動 的 眼 淚 吧 —），
也有人會展現出柔情似水或者是羞羞
答答的眼神，這類的表現往往比那些
言語（甚至有人認為是陳腔濫調）來
得更真實，更有感染力。情感表達可
以是與生俱來的，也可以透過後天觀
察來惡補，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情
感表達者！

如果你沒有「情感表達」的技巧，
就勞煩你拿出對一段關係的「心思」
再說！鑑於篇幅所限，這次就先說說
我們的中國的傳統愛情觀，下次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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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霸四方城」是不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廣
受討論，不少人認為麻將的箇中要訣只是玩家們的
運氣，沒有技術可言。不但如此，更有人認為麻雀
並不能彰顯體育精神，戲稱鄰居的「三姑六婆」也
能成為世界級選手，並指打麻將這項傳統玩意不但
難登大雅之堂，若賦予麻將奧運項目的地位更是太
過兒戲。

無可否認，「天糊」、「花糊」等牌型絕對與
運氣畫上了等號，但上述情況在四方城內可謂萬中
無一，可遇不可求，閣下遇上這種如有神助的對手
實屬閣下之不幸。其實，麻將除了手指的運動之外，
還講求玩家們的取捨、手眼協調、反應時間、策略
運用和壓力處理等等能力，並非單以運氣一詞即能
概括。

電競於 2017 年被國際奧委會正式納為運動項目，更將於 2022 年亞運會中以

比賽項目的身份於鎂光燈下嶄露頭角，事件於各界都掀起了熱烈的爭論。有

見及此，筆者亦打算分析一下大學生最常接觸的智力競技項目之一，每晚在

不同宿舍接力上演的精彩戲碼—麻將納入國際體育競技舞台的可能。如能

成事，說不定有朝一日大家都能有幸於奧運會中聽到各位耳熟能詳的「清一色」、

「自摸」、「大三元」等詞彙，甚至成為揚威海外、獨當一面的「雀王雀后」呢！

麻將 運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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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像四方城內假若兩家「十二章落地」，畢竟要獨自承擔所有損失，任何一家都會為「出
銃」擔驚受怕。選手們抱著寧可流局，也不願出銃的心態，在棄牌時不但要在短時間內冷靜
分析牌池動向，扣住對方有機會叫糊的麻將，甚至更要因此捨棄一些能幫助自己食糊的麻雀。
只要一次誤判，你將被只有一步之遙的勝利拒于千里之外，可見沒有爐火純青的心理質素及
判斷能力，恐怕都難以在四方城內鶴立雞群、出奇制勝。

正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這個道理在
麻將身上可說是演繹得淋漓盡致。由牌局的一開始
玩家便需謹慎地作出每一個抉擇，在製造不同牌型 

（對對胡、清一色、混一色等）之間的取捨到花式（筒、
索、萬）的選擇，既要考慮上下家的策略，心中又
要盤算著自己需要的牌還剩多少，才能及時決定是
否「轉章」，最大化自己勝出的可能。由一開始你
對對手的策略一無所知、每一步都只是對對手的試
探，到中後期藉著觀察牌池中的動向和對方已公開
的牌型與每一名對手博弈，在每一次取捨之中將犯
錯的機會最小化、想方設法增加自己勝出時的番數，
絕對是一門有技術、需磨練和講究專注的競技活動。

有說只有真正的「運動」才能踏足奧運，但是
什麼才是「運動」呢？是要有劇烈運動嗎？可是桌
球亦不見得很動態。是要有對手嗎？一個人打太極
也算是運動呀！什麼才是運動的定義或可搬出維根
斯坦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理
論來解釋，但麻雀作為其中一樣最受華人歡迎的國粹，
只要我們都認為它應當視為運動的一種，它就應當
受到相應的尊重呀！其實既然電競也能當成比賽項
目，麻雀又為何不能呢？

香港有大專院校學生籌辦麻將研究學會，
亦有舉辦大專聯校麻將比賽

圖片：香港大專聯校麻雀大賽 Hong Kong Joint University 
Mahjong Championship

麻雀小教室：「出銃」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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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跑道的起點上，有的馬拉松選手把握時間熱身
拉筋，為之後的長跑做最後的準備；有的扭了扭頭，
凝視前方，像弓上的箭，只待發令喇叭，一觸即發；
還有的人不安分地看著周遭的競爭對手，抿著嘴思考
著長跑的節奏策略。

「嗶！」選手們先後跨過起跑線，開始他們的長
跑路途！

以上曾是我第一次參加香港渣打馬拉松前對起跑
前時刻的幻想。當然了，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往往不是
一般的大。參加過馬拉松的人就知道，實際上起點處
可謂萬頭躦動，除非你是最早到起點線的那一批人，
說的是離起跑時間前一個小時左右到的選手，否則即
使是發令喇叭響了後，你還是會被前面的人堵住，要
很久才能走到起跑線上開始長跑，所以當初我第一次
跑馬拉松的興奮就是還沒起跑，就被這種像塞車般煩
躁的感覺消去了不少。

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從起跑前的期待不已到之後
激昂情緒的逝去，其實很像人生，難怪有人說人生就
像馬拉松。當初受了中學同學的挑釁式邀請，躍躍欲
試就報了渣打馬拉松的入門級：十公里長跑。跑了幾
年下來，我也從中學時厭惡九分鐘的跑步體育考試（當
時我盡全力也只能跑到 1300 多米，辛苦地跑完之後腿
還會酸痛幾天），到現在會享受跑步的過程了。

長跑
人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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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人生如馬拉松，一方面是孤獨的緣故吧。
人長大了，少不了要學會面對孤獨，懂得享受孤獨的
時間。想孤獨的時候，除了把自己困在房間做個小宅
男宅女，其實一個人去跑跑步也是不錯的健康選擇。
無論是馬拉松的比賽場地，還是海濱公園，甚至是在
運動場內，都可以在一個人跑步的時候享受孤獨的時
刻。你可以心無旁騖地向前跑，給自己解解壓，又或
者是看看周圍的事物，來個動態的眾生相的觀察。也
許對於很多人來說，孤獨不是一件好事，會寂寞，但
你卻可以轉換心態，苦中作樂。就像長跑一樣，過程
必然是辛苦的，會感到疲累，可馬拉松的一大意義就
在於如何在辛苦的過程當中，享受其中的樂趣。這樂
趣可以是跑得滿頭大汗後，感受到自己更健康的滿足感，
又可以是達成跑步的目標後，感覺自己更強壯更堅強
的成就感。這樣想，自然就會把那所謂的負面的兩個
字拋諸腦後。

另一方面嘛，還是孤獨。除了多胞胎，絕大部分
的生命在最初的九個月都是孤獨地在母胎裡，而經過
了生老病死，人的離世也是萬般帶不走。可是人生舞
台的中間何嘗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做主角，其他人在
一段時日中無論如何與你親近，終將都是人生的過客，
例如雙親會在你長大成人後任你向前闖，擔心而又感
懷地看著你的背影；就算是遇到了一生摯愛，白頭偕老，
也會有另一半先走一步，剩下一位斷腸人獨守著當初
的諾言。這種種孤獨是難免的，也是很常見的。再說了，
只有自己最懂得自己，了解自己，就像是長跑的時候，
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有多累，還能不能再跑快點。況且，
即使我在起跑處和中學同學在一起，也會因跑步的節
奏和目標不同，起跑沒多久後就跑散了。在如人生的
跑場上，免不了要以自我為中心，以種種經歷讓自己
成長，有所自覺自省，在自知和自信的鐘擺上找到平
衡點，最後以超越過去的自己為目標，讓自己跑的更
長更遠。這些體會和內在的成長，旁人難以一直幫助，
最後還是得靠自己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來。

你我同在香港這個急功近利，一切追求快捷的地方，
何不想一想：在這人生的馬拉松上，你在哪個位置呢？
你又想到跑多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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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公元前 209 年，大澤鄉，一句「王侯將相寧有
種乎？」從陳勝口中喊出，一場顛覆大秦帝國的平
民革命展開了，而陳勝於不久而王天下，割據一方，
逐鹿中原，不觀乎結果成敗，陳勝亦由平民階層躋
身王侯將相的行列。這樣看來，這句「王侯將相寧
有種乎」是一句反問句 ，意指「那些做王侯將相的
都是天生的嗎」這樣嗎？那當然不是！

「階級複製」便是古代「世襲」的現代用詞，
意指階級是可以從父輩或祖輩手上承傳下去。無可
奈何的是，在任何時代，它也會存在，也會自然而
然地存在。試想一下，你若是「李超人」，你會想
自己下一代繼承自已的一切，或是把自己的一切也
無條件捐出去？相信大部分人也會選擇前者。這人
性，也許便是很多社會革命難以一朝而成的原因。
但更無可奈何的是，我們似乎不可以用錢來賄絡孟
婆、黑白無常、鐵面判官、辣手閻王，來決定自己
的出身家庭。的確，這一切也十分無可奈何，但世
上也有一部分的「蠢人」願意耗盡一切來改變這種「複
製」，他們不甘任天神隨意接「Copy and Paste」
來決定他們的一生。

而其中最為典型的「蠢人」便是—劉邦。

「 」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史記・陳涉世家》

意為「那些做王侯將相的都是天
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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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也就是中史書上的漢高祖。當然，大家可能會
埋怨他，如果沒有他，小時候可以少翻幾頁中史書 ; 大家
也可能十分疑惑，為什麼要說皇帝，我們也不是生來便是
太子。但是，這個劉邦他不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與
上述的陳勝是同時代的人，他本身便是小混混，每天混食
等死，能力也十分的平庸。但是，直到秦亡而亂世生的時候，
他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開始「不知死活」地向「西楚霸
王」項羽挑戰。而在楚漢之爭中，他長期被這個「西楚霸
王」按在地上摩擦，在生死邊緣，也不曾回首。彷彿在說
「我可以輸給你項羽，一百次、一千次、一萬次，但最後
一次我一定要贏！」當然，他最後贏了，不然那有漢高祖 ?

在垓下一戰大敗項羽，引得其引頸自戮。在這一天之前，
他已經失敗了無數次，比愛迪生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庸置疑，無論古今，世上總有一些「蠢人」堅信「王
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是一句反問句。在不久之前的
香港，我們的父輩，當中很多「蠢人」堅信着，就算自己
出身低微，智識淺薄，僅憑自己的汗水、無數次的汗水、
無數次大量的汗水，半生營營役役而改變了自己的一生，
獲得自己夙夜所求，而有了今天的香港。而這個時代的「蠢
人」精神被稱之為—「獅子山精神」。

很滑稽的是，如今「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倒
像成了一句疑問句……

如今社會階層流動性也許真的不高，黑壓壓的樓價壓
得人喘不過氣，政治、社會動盪有頃，每天自動找上門的
競爭，恰似生逢亂世般。但別忘了，以上的陳勝、劉邦也
是生逢亂世，但他們不信「邪」，說「幹」就「幹」，這
才應該是我們年輕人的魄力。當然，我們會窒礙於「成功
需靠父幹」這一定律，也許，家庭本身資源的多寡會決定
了別人眼中的「我」，而不是自己眼中的「我」; 也許，
出身的高低決定了起跑線的高低，而不是人生的高低。

這篇文章不是文憑試作文，筆者並不想向大家強灌雞湯，
這是毫無意義的。不如換個說法，「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這句話本身其實是一句設問句，而箇中的答案就在你我的
心中。

這就看我們對這句話的悟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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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北風沒有家 
伴隨那憔悴的她 
凜冽　吹 
淡然　走 
迎向未知領域 
通往永恆。

家

凜冽 
化作無形 
淡然 
剩下軀殼 
因為 
無論怎樣 
那終究是神秘未知

原來 
那就是永恆。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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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

我要把幸福
無休止地送贈 送贈給每一個值得擁有的靈魂 
法則是一種束縛　束縛那些專情的種子 
得意甜蜜的樣子　也許那個他要窮一生去追求 
到達歇斯底里的盡頭　為的是一瓢甘露的小小滋養 
她 在為另一個他　帶來無盡甘露和幸福　沒有停止。

從那時開始
幸福和情感就成了一個因果關係 
福到就是好心情，vice versa 就像經濟學定律一樣 
到了我決定要把幸福傳揚開去的時候
絕情的人　我期望他們的心有溶化的一天 
望　望　望直到穿秋水　秋水穿　繼續望。

不信的話 
可以去向自己的心上人 
說說自己的專屬幸福 
就在適當之時
輕輕地　果斷地　下葬。

地
久
天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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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邨華翠樓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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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識？

去年談過的勵德邨，同是塔式建築。

由 1970 年至 1984 年間，房委會及其前身一共在 16 個屋邨中落
成了 61 座雙塔式大廈。當中較著名的有模範屋邨之稱的愛民邨
及華富邨。

雙塔式大廈為兩座中間設大型天井的大廈，兩座之間其中一角
相連。大型天井除了讓空氣流通外，亦與當時其他公共房屋設
計一樣兼具提升鄰舍關係的設計。除左右相鄰住戶之外，每戶
亦可看見整層的鄰舍，不但更易建立鄰里守望相助的關係，亦
有防盜的作用。

隨着時代演變，雙塔式大廈因單位大小受限而漸被淘汰。往後
具這些人性化的設計亦漸見罕有，新落成的公共房屋中，往往
聽到的是舊街坊抱怨鄰里關係亦未如以往深厚。

但當公屋的住戶也不是香港人，就連溝通也成問題，摩擦動軏
爆發時，鄰里關係又談何建立？

WAH
FU

ESTATE

華
富
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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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們 有 過 花 花 枕 夢， 可 是 現 實 支 配
想像成金錢。今晚我倆上山觀摩鬧市浮
城，一個個與現實既重疊又平行的夢。
星空下，你眼中的城市黯淡無光，我卻
看到虛空的市面繁華。

「 夢 是 廣 闊 的， 至 少 它 曾 經 是。」
我說：「往上看，是銀河的星火，往下
看，我看見城市亦繁星點點。夢從不遙
遠，只是你們未曾抓緊過它。」嘉頓山
上，我在看城市的光，一顆顆你看不見
的光。黝黑的大廈遍佈人們頭上發出的
光暈。紅色是憤怒的夢，藍色是悲傷的
夢，綠色是快樂的夢。光暈的顏色千變
萬化，萬象光暈隨夢中的事物漸變。當
夢愈加天馬行空，光暈的色彩就愈強烈。
你似懂非懂地點頭，若有所思：「那麼
浮城的夢又是如何？」我沉默一下，把
所見一五一十告訴你。

從 那 時 開 始， 城 裡 的 人 開 始 發 同 一
個夢，是暗淡的花綠。那是想像的錢，

堆積如山，幻境中人們珠光寶氣，用鈔
票堆成居所。城市彌漫銅腥，喚醒貪婪
的獸啃食純真的夢。錢主宰現實的夢和
夢的現實，夢境只是人們崇拜金錢的儀
式，安慰真實貧乏的心理。

「 所 以 你 現 在 看 到 的 浮 城 是 花 綠 色
的？」你問。嗯的，現在的浮城是花綠
色，但連花綠色亦比以前消褪，更多人
不再有夢。我不知道原因，猜想是人們
工作太忙，連發夢的氣力也沒有。

「 我 想 知 道 綠 色 的 夢 還 存 在 嗎？」
你憂心忡忡。幸好，它還存在，不過它
不屬於人群。那是一隻籠中鳥，快樂的
牠在睡夢中傲翔。什麼時候飛竟是鳥的
夢想？簡單不過卻又異想天開。怪誕的
城充斥荒謬的事，倒是一個平凡的夜。

你的眼神若有所失，仰首再看星空。
「再繁華的浮城，似乎已經失去太多光
芒。」

觀

夢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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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熱帶季風氣候的影響下， 
這座城市在夏秋交替之間並沒有很清晰的分野。

是什麼時候開始入秋的呢？

054

生活
附屬委員會作品

撰文：Carina@Sub-Com
排版：知畸



在現代社會忙碌緊張的生活中，人與人的熟絡
和生分並沒有很清晰的分野。

你說開學之後就沒有見面了，不如乘著一日早
放學來找我吃飯，但你數了數薄扶林到清水灣地鐵
有 14 個站，換乘小巴後要再坐 8 個站，便作罷了。

那不如週末一起看電影吧，等到我們都想看的
電影上映，已經來到十月中旬。功課堆積了一疊，
考試也接踵而來，不如還是算了。

於是我把你借我的影碟拿出來看，決定一個人
把上次和你看到一半的《秒速五釐米》看完。

我想大部分人都不曾覺察夏末的暑氣如何在一
點點地消退。秋夏交替之際的變化最是悄無聲息，
暴怒的雨點是什麼時候變得清柔和緩了，夜晚在陽
台煲電話粥的時候要披多一件薄外套，六七點鐘從
圖書館走出來，已經要在沉沉暮色中踏上歸家的路。
開學已經個來月了，那些畢業季的躁動和惶惶不安，
在颯爽的秋風中已經吹得那麼輕那麼遠。

這是一組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故事，圍繞著主
角遠野貴樹為中心展開的三個故事——他與青梅竹
馬篠原明里無疾而終的初戀，鹿兒島的同學澄田花
苗得不到回應的單戀和是和前女朋友水野理紗無法
縮短的距離感戀情。人世間絕大部分的情感掙扎都
落在「有」和「無」之間，既不是擁「有」，也不
是全「無」關係，這不甚清晰的分野便是煩惱的來源。
在淡了的感情但熾熱的回憶面前，帶不走的留不下
的人事物面前，在近若咫尺卻心意不通的人來說，
便只剩下了在「有」與「無」之間搖擺不定的掙扎，
或許還有從「有」不斷接近「無」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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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我曾經和你說過《秒速五釐米》情節拖
沓，節奏緩慢得讓人昏昏欲睡，感情太過於拖泥帶
水。再拾起它，已經是大學開學後一個月，果然心
境不一樣就會體悟到完全不一樣的訊息， 彼時的
我生活太過於多姿多彩， 心里沒有一點點留白的
空間，也就無法看到那些「有」之外的「無」。關
於 5 釐米的解釋，關於兩人的結局，每個人觀影後
都有不一樣的理解，有人說是 5 釐米是永不交叉的
平行線之間這麼近那麼遠的距離，他們的生活從此
再無交集，有人計算出貴樹和明里分離了 13 年： 

「無」很多時候被當作是「有」的相反，沒有「有」
即是「無」，在單純物質層面姑且可以這樣分，更
多的時候，在情感的掙扎里，「有」和「無」之間
夾雜了許多更複雜也更微妙的變化。明里寫了一封
信給貴樹要表明心跡，卻沒有送出去，貴樹在手機
上編輯的許多條永遠也不會發給明里的信息，他們
的關係沒有實質改變過，兩人的心境卻已經有實際
的變化了。消化《秒速五釐米》裏若有似無的情緒，
給予空間和時間讓那些意念慢慢膨脹，把那些很慢
的一幀幀畫面填補上自己的顏色，會發現留白的故
事另外有一番豐富的感受。

秒速 5 釐米剛好可以走完世界上最遙遠的兩端，從
北極到南極的距離，地球是個圓，他們終有一天會
再相遇。而我最喜歡這個故事的一點，正是它點到
為止的結局。他們走到鐵軌兩側，擦肩而過，感覺
到對方都轉過了頭，但是先下一秒就被相反方向飛
馳的列車隔開了，等到列車駛開，貴樹發現，明里
並沒有等在對面。

5 cm/s

20217.6 km

×

=
60 s × 60 min × 24 hrs × 360 days × 13 y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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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生活在東京的他們可能有很多
機會遇上，卻沒有了為彼此停留的理由，
像極了我們生活裏那些沒有結局的故事。

背景：《秒速五釐米》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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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月落的更迭中， 不經意間又一
年秋至。

回到科大，眼前所見的依舊是熟悉的
校園景物，身旁相伴的仍然是投緣的朋
友同學，不願面對的還是晦澀的講堂知
識。當桃花依舊，人面卻全非。校園中
匆匆來去的學子裡，不知少了誰的身影，
又添了誰的面孔。

人群的相聚離散，離不開相處之道的
權衡博弈。而初來乍到的新生們，面對
來自不同背景的同學時，又有怎樣一番
體會呢？

想 來 初 至 大 學， 大 家 必 對 傳 說 中 的
自由生活頗作期許，幻想中美麗的邂逅、
活躍的交際和投契的友誼，皆讓人神往
不已。身處一個國際化的大學，我們自
然對結交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有所
期待。

日常的交流相處中，其實我們可以發
現大家的態度都很友善。例如有本地學
生反映，向內地學生和外國室友詢問學
術知識時，他們都樂於解答。在和其他
人相處後，就會發現他們性格中有很多
閃光點，既善於交際也樂於助人。儘管
背景不一，但大家都在互相努力相處和
學習。

有 趣 的 是， 內 地 學 生 表 示 感 覺 與 外
國學生的交流更為容易，雖相互間受限
於言語，不能進行深層次的情感交換，
但至少他們以英語溝通，能彼此理解。
與本地學生相處時，當他們一起說粵語，
則會感到自己被孤立。沒有太大的文化

差異，卻依然有揮之不去的隔膜，所以
內地學生更願意自成一角。

同 樣 地， 外 國 學 生 亦 感 覺 到 內 地 學
生偏向自抱成團，較少於其他圈子親近，
儘管是自己室友亦然。相較之，本地學
生會跟主動與他們做朋友。但普遍來說，
自己的社交圈子依然是集中在來自同一
國家的人。大家還是傾向以自己的母語
作日常交流，亦少有機會和其他圈子的
同學溝通。

如 今 秋 風 颯 颯， 新 生 們 也 在 這 裡 度
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曾經燥熱的空氣
逐漸被瑟瑟涼意，如菟絲花般絲縷纏繞，
昭示著季節更替。迎面的金風平卻了我
們甫至的躁動不安，一切又恢復它應有
的秩序，逐步定型的生活軌道刻劃著我
們的大學日常。然而，我們真的要滿足
於目前的社交圈子，而漸漸固步自封？

實則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背景差
異，無減大家對彼此的善意。只是我們
受限於語言的表達能力，難以更準確的
傳情達意，成為了發展親密關係的阻礙。
囿於此，大家傾向和來自同一語言環境
的同伴相處，甚至抗拒主動去接觸其他
圈子。即便認識了其他國家的朋友，同
行時若遇上自己的友人，內心亦難免不
會對友人表現得更為親密，新朋友卻就
此被忽略。

誠然，我們都有一顆真誠待人的熱心，
但亦僅此而已。沒有相應的能力，以及
缺乏主動的行為，我們又如何真正地彼
此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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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a year 1 student from mainland China. I have never been to Hong Kong before 
coming to HKUST. So I have no idea at all when talking about the impression towards 
Hong Kong students before coming to Hong Kong. But in general, I thought they would 
like to stay in halls for most of the ti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thought they would 
have very different living habits when comparing to us. They would play more often and 
feeling less pressurized towards study.

However, after coming to Hong Kong, I 
have some new discoveries about thes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I feel like many Hong Kong 
students are good at sports because some of 
them look very skinny and have darker skin color. 
Besides, they are friendly to both mainland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y will care much 
about our feelings. For example, I have joined 
the Redbird programme, which I have met a local 
student who was very kind to me. We even chat 
as if th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between us has 
disappeared. Some of them seem to social a lot, but 
most of them care much about the study and have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I think some of them look pretty smart as if they 
are in the highest position in the food chain. I think 
this may show the miniature of the commercialized 
society in Hong Kong. When asking my impression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think many of 
them are kind and friendly. They also like going to 
the gym a lot.

New Discoveries

Although we and the local students are both 
Chinese, I feel more comfortable when getting 
along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y will speak English that we can easily 
understand. However, due to language barriers, we 
can't exchange our thoughts in a very deep way. 
In some of the time, I will feel isolated when locals 
are speaking Cantonese. So I don't have very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friends.

According to my observation, mainland 
students usually prefer to communicate or make 
friends with mainland students. Howeve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other two 
parties, I think all parties should join mor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so we can have more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addition, as 
most of these activities are conducted in English, 
we can all communicate with a common language. 
Thus, more interactions can be done between 
students here in HKUST.

Language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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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a local. I am still year 1, a bit fresh from 

UST. Therefore, I don't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s with 

mainlanders and non-locals. 

Many freshmen have a lot of imagination with 

their mainland or foreign friends, no matter it is 

good or bad. But in my eyes, they are just humans. 

None of them is superior nor deserves hatreds. So 

believe me, what I am going to say is based on my 

observation but not my bias. 

Although I don't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s 

with mainlanders and non-locals, I did had some 

experience with them. I remembered that I 

needed to form a Service project group of 6, group 

members were arranged by tutors. Finally, I, 1 non-

local, 2 mainlanders and 2 locals formed a group. I 

am happy with most of them as most of them are 

really cooperate. Those mainlanders are really hard 

working, making locals very difficult to compete 

with them or even just mocking their attitude. One 

of the mainlanders was even willing to pick up the 

role, although this teammate seems a bit strict and 

dictated, the teammate led our group to take a 

great leap. How can't I admire their contributions? 

Yes, I really like most of them. And I just mean 

“most of them”. Unfortunately, the non-local was 

the free-rider, which means that he didn't have any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What we called him to 

do remain blank, he just sat in the meetings and did 

nothing. I would probably describe my emotion at 

that time as “angry”. The results of the project come 

out since we were wracking our brains for several 

nights, but nothing from the non-local. How can he 

share our outcomes without a “thanks”?

I am sure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getting along 

with locals, non-locals and mainlanders are pretty 

much. Again, I use the project as an example. 

Getting along with locals is just the same as our 

daily lives. In the project, we can communicate 

in Cantonese,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saying. 

Actually, just like staying with my friends. Unlike the 

locals, I feel like I am being excluded in the circles 

of non-locals and mainlanders. Most of the time, 

they just form groups together and neglect my 

existence. I do want to be friends with them, but 

the stories are the same. They would respond to me 

when I talk to them, but they could never treat me 

as their mainland or non-local friends. Nevertheless, 

being with mainlanders is better than with non-

locals. At least we have common languages,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but the problem still exists.

Indeed, I want to break down the walls 

between all of us. In my opinion, the reason 

for being excluded is because that for some 

mainlanders and non-locals, they just want to 

stay in the comfort zone. Therefore, many of them 

just form their own small circles within the same 

nationalities and do not accept others to come in.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it can never widen their 

own scopes. As a result, I suggest that they should 

open their minds to let others in. Then, locals can 

really treat them as friends. 

I N T E R V I E WI N T E R V I E W
with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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