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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自己這年上了莊，成為被時代選中的編委。

或許不同人有不同立場，而作為傳媒在報道時雖要求中立，但在大是大非的
事，不論我們怎樣編輯文章，仍難以掩飾公民覺醒的喜悅。

或許不同人有不同立場，我們還是很高興有幸為遮打革命作記錄。你和我均成
為歷史的一部分了！每次我們查找歷屆編委記錄時，都會不其然地想：我們的
下下下下……莊翻查記錄時，會否會用到我們這屆的文章呢？我們能否為下
世代做更多？似乎想太多了……可我們其實真的做得到！雖然要在 Chur Mid-
term、Present、Project、Final 外竟再自 Chur 寫文，可這個 Chur 比以上種種
的都值得。如果說做運動流出的汗水使人有成功的愉悅，或許我們每一次出一
本《振翅》時我們的魂魄都汗流浹背了。

想起一首詩歌，雖然編委並無宗教背景，但歌詞竟出意料地合適：

讓我高飛　高高的遠飛
不惜翅翼斷　不安於低地
遠飛不知的那方向　總比平庸值得

縱世間再沒有造夢者　仍要一生振翅

仍要這生振翅

共勉之。

編者的話

署理副總編輯

尹樂恆

內文改動啟示
振翅文學創作比賽名次

本書第四十三頁之文創得獎名次
出錯，冠軍文章應為〈神語者
曰〉、亞軍為〈傳說〉，季軍名
次不變。惟印刷方面之原因，未
能於該頁更改。本會為此向受影
響參加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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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土木 擴建校舍

每當香港賽馬會大堂（Atrium）通往 LG1 的扶手電梯被圍封，這便意味畢業典禮
的季節又至。由於校內沒有適當演藝場地，科大的學位頒授典禮（畢業禮）一直
在賽馬會大堂舉行，成為科大一大傳統，也令同學頓感不便。

近日校方更新其規劃總綱圖，將興建綜藝館（Multi-Purpose Auditorium）之計劃
提升為內部甲級工程項目。與此同時，校方的興建本科生宿舍計劃亦有寸進，距
離獲立法會撥款又邁進一大步。

The scenery of the closed Atrium has became a tradition in UST. Due to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venue to host the Congregation, the ceremony has been held annually in 
the Atrium, a decision that brought nuisance to students ever since.

However the University recently reviewed and updated the Campus Development 
Pla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Purpose Auditorium amended as a Category A 
project. Apart from that, progress is also made in the university’s plan of constructing 
new undergraduate halls.

撰文、排版／鳩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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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計劃耗資約三億元，興建可容納八
百至一千名觀眾的綜藝館，初步選址於
現時鄭裕彤樓以東樓梯旁的山坡位置（
該處現為消防街喉抽水站及危險品倉庫
佔用，下稱地皮四），或其以南現為時
租停車場、網球場及承建商臨時辦事處
之地皮（地皮三），預計計劃獲校董會
通過後，校方將公開籌款支付綜藝館之
造價。校方早已委託何周禮建築設計事
務所設計綜藝館，綜藝館採取貝殼形設
計，將與同由何氏設計的南閘有蓋行人
通道工程互相呼應。

據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於其著作憶述，
當年賽馬會提出承擔科大校園的一切建
造費用，然而政府不許馬會為科大建造
會堂，吳氏亦認為大學會堂「氣勢高而
運用率低」，寧願將各方捐贈投放於教
研項目，故此科大一直欠缺演藝場地，
僅有使用率偏低的曾肇添展藝廳（Art 
Hall）與半荒廢的「偷情小徑」羅馬劇
場兩個，而畢業禮亦一直在賽馬會大堂
舉行。

校方指出，綜藝館有助推動全人教育，
並提供空間予社區團體（community 
groups）及學生表演、綵排與舉行會
議，及用作大學大型官方活動之會場。
校方預料使用率大概為每月十五日。

數點質疑
何周禮將綜藝館設計於地皮四，但校方
文件則將之置於地皮三。查地皮三為樹
林斜坡，無論大小及地勢均不適合作興
建綜藝館之用；反之地皮四的尺寸更適
合興建綜藝館，卻用作修築佔地較小的
學生中心（Student Center），可謂大材
小用。

綜藝館 Auditorium

Sited near the South Gate, the proposed Auditorium 
will have a capacity of 800-1000. It is estimated the con-
struction fee will cost around 300 Million dollars, fund-
ed by public donation after the design is selected by the 
University Council. The University has also appointed 
Barrie Ho Architecture Interiors Ltd, the designer of 
the covered path in the South Gate, in designing the 
Auditorium.

According to our founding President Professor Chia-
wei Woo, the government prohibited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in funding the University to build an 
auditorium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mpus. 
Woo believed that such auditorium serves no benefit 
to the University due to its low using rate, whilst it is 
more practical to invest on project that woul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instead. This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UST only has Tsang Siu Tim 
Art Hall and an open air theatre, both low in usage, for 
performing arts, and why our Congregation has to be 
held in the Atrium.

The University stat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ditorium would benefit different stakeholders. First, 
the auditorium could be used by the University to host 
official events. The auditorium will also provide venue 
for students performances, rehearsals or even hold-
ing meetings, in order to strive for holistic education. 
Finally, the venue could be shared to the public for 
community groups as well. The University estimated 
that the auditorium will have a usage rate of 15 days per 
month once constructed.

A few points of doubt
As revealed in the papers of the university authority, 
the landscape of the proposed construction site is full 
of slopes and vegetation. However the University at the 
same time assigned another larger ground, more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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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校方聲稱的佔用率亦令人生疑。
校方打算透過興建綜藝館「提供空間予
社區團體」，似乎有意容許校外團體租
用綜藝館舉辦活動，然而位處市區交通
要衝的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同
樣接受外間團體租用（該會堂在七十年
代倡建時，亦是以「把浸會學院師生和
附近的居民聯繫起來」為目標），其平
均租用率亦大致僅每月十六日（二零一
三年），相比之下位置較為偏僻的科大
竟然預計出租率相等於市區大學會堂，
實在難免令人質疑校方是否高估有關數
據。

另外，去年於大學會堂舉行的二百項活
動中，由浸大學生組織舉辦者僅佔約六
個百分點，校方主辦的活動亦不足兩成
（十七點五個百分點），亦即近八成的
日子是由外間團體租場舉辦活動，如幼
稚園中小學畢業禮、基督教活動等（浸
大為基督教大學）。浸大尚且設有音樂
系、電影學院等較需要表演場地的院
系，然而科大着重科研，文化氣息薄弱

able for the future auditorium, for building the Student 
Centre, a smaller complex. It is hardly believed that 
such assignment of land resources by the University is 
congruent and proportional.

Apart from that, that using rate of the auditorium 
claimed by the University may seem exaggerated. Com-
paring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ll (AC Hall)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in Kowloon 
Tong, an auditorium which also welcome non-univer-
sity organisations in renting for holding events. The 
concept of the multi-purpose auditorium of UST to 
provide venue for community groups, is very much 
the same as the AC Hall of HKBU, which is aimed at 
connecting teaching staff and students of HKBU to the 
local community during the 1970s, when the Hall was 
being built. Figures from HKBU showed that the AC 
Hall only has 16 days per month using rate in 2013, 
when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UST is located much 
farther from the urban district than HKBU, it is hard 
not to question is the University over optimistic in the 
usage of the Auditoriu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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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為人所詬病，與音樂或表演藝術有關
的課程亦僅有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旗下的數
個課程而已，相信即使綜藝館落成，亦不
會對在科大推動文化藝術有太大幫助，也
許更會成為校方牟利之工具。

而且現時科大每年舉辦的大型活動中，以
學位頒授典禮為最大規模、最需要得體場
地舉辦者。本年四場頒授典禮的出席人數
皆逾二千人，單是工學院的畢業總人數已
達一千六百七十五人；計劃中的綜藝館設
約千個座位，連畢業生也不能全部容納。

In order to tackle the shortage of residential halls, 
the University has also planned to build extra 1200 
UG and 400 PG hall places to alleviate the huge 
demand. The UG halls will be built between the 
Academic Building and the Fung Shui Ridge of Tai 
Po Tsai, whilst the PG halls will be built between 
Southern Senior Staff Quarters and LSK Business 
Building.

The residential places for UG stud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hall buildings, providing 180 
single rooms and 510 double rooms, costing 790 
million HKD in total.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include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esidential 
halls as Category B project of the Capital Works 
Resource Allocation Exercise, implying that 75% of 
the building cost will be cover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dvanced works permitted to start. The only 
constraint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prohibited from 
requesting for appropriation from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uring the 2013-2014 Session.

The proposal of new residential halls, which 
involving the destruction of over 1000 trees, has 
receive strong reservation from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due to the demolition of visual buffer 
between campus and Tai Po Tsai.

新學生宿舍 New student residences

除綜藝館外，校方打算增建一千二百個本
科生宿位及四百個研究生宿位。前者選址學
術大樓與大埔仔村之間的風水嶺（Fung Shui 
ridge）興建，後者則設於校園南部高級教職
員宿舍與李兆基商學大樓（LSKBB）之間。

本科生新宿舍分為三座興建，共擬設一百
八十間單人房以及五百一十間雙人房，造價
約港幣七億九千萬元。港府於去年將本科
生新宿舍工程納入基本工程計劃資源分配
（Capital Works Resource Allocation Exercise）
之乙級工程，意味工程之百分之七十五造
價會由公帑承擔，而且工程前期工作可以開
展，但不得在一三至一四年會期內向立法會
申請撥款。

由於興建三座新宿舍需要砍伐一千零三十棵
樹，加上校園與大埔仔村間之視覺緩衝將自
此失去，故政府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設計及
園境對有關計劃極有保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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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好的聯宿呢？
除了在校園範圍內增建宿舍外，科大亦
與其他大學合作，在馬鞍山及將軍澳合
建聯合宿舍。然而，原定於本年落成的
將軍澳宿舍，現時仍是放滿建築材料的
空地一塊；馬鞍山聯合宿舍則原來已經
擱置。

教育統籌局（今教育局）在二零零七年
提出「聯合宿舍」構思，在大學校園以
外由政府撥地興建學生宿舍，供資助院
校聯合使用。政府當時認為興建聯合宿
舍可善用香港極為稀缺的土地資源，亦
可使來自不同院校和背景的學生有更多
社交接觸機會，改善溝通和社交技巧。

體驗舍堂生活、學會獨立固然重要，
而此亦是不少同學選擇住宿的原因。然
而，宿舍的另一功用，即縮減上學行
程，亦是不容忽視。將軍澳聯合宿舍尚
算與科大同處西貢區，兩者之間亦有公
共巴士直達（792M）；然而，馬鞍山
聯合宿舍本擬由科大、浸大與城大共
用，但宿舍位置遠離三所大學的本部，
根據科大校方近年盲目採用以計算宿分
的「香港乘車易」系統，由新宿舍往返
科大分別最少需時六十五分鐘；反而與
宿舍選址最近的香港中文大學卻未獲安
排參與其中，實在令人費解。

同時，有消息指聯合宿舍將以樓層為單
位分配予各參與院校的宿生，即不會出
現室友或層友來自不同院校的情況。若
此屬實，筆者對於政府當年提出的「來
自不同院校和背景的學生有更多社交接
觸機會」不予厚望。

將軍澳聯宿：一再延遲
將軍澳聯合宿舍建於市中心唐明街，即
尚德邨對面，設五百二十個宿位，當中
三百七十個為科大宿位，剩下一百五十
個則供浸大生入住。將軍澳聯宿造價約
七成半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
會）支付，餘下金額則由兩間大學按宿
位比例攤分，而賽馬會答允資助兩大負
責的金額各一半。

興建將軍澳聯合宿舍的計劃於二零一二
年二月獲立法會通過，並於同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動工，當時預計可在二零一五
年春季學期入伙。然而，施工期間發現
工地地底有下墜石層，使地基工程需重
新設計，並且需要重新向建築當局申請
許可，令工程延誤達十五個月。目前重
新設計過的打樁工程經已完成，尚待屋
宇署批出樁帽建造許可，最新預計完工
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

馬鞍山聯宿：永久擱置
馬鞍山聯合宿舍本選址馬鞍山警署旁的
臨時停車場用地興建，由科大、浸大與
城大合作，本乃為配合三三四新學制下
雙班年的宿位短缺而設。然而由於政府
多年前曾承諾將該地段劃作社區文康用
途，因此宿舍興建計劃遭區議會否決。

城大與科大其後捲土重來，改為選擇烏
溪沙白石半島耀沙路及彩沙街交界作為
聯合宿舍的選址。在沙田區議會審議
時，不少區議員均要求兩間大學於部份
時段出租宿舍設施予居民使用，彌補區
內社區設施的不足，而當時科大副校長
（行政）黃玉山對此持開放態度，最終
議案獲得通過。然而，科大最終以位置
偏遠為理由放棄參與馬鞍山聯宿計劃，
令計劃變成城大獨自興建宿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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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參與遮打革命而且守前線？有人說你「搏出
位」，你怎樣回應？

劉同學以大學生身份參與學聯罷課活動，直至九月廿
六日（罷課最後一天）學民呼籲學生重奪公民廣場，
黃之鋒被捕使劉同學「甦醒」。「看見黃之鋒為了守
護真普選而被捕，我都想守在銅鑼灣前線。」

與其他盡力參與「遮打革命」的科大學生不同，劉
同學未曾擔任學生會四大架構任何職位，只是此次
因革命才走出來。他說︰「其實也不能說（與學生
會）全無接觸，因為我是「科大行動」（學生會老鬼
起的莊）的成員，但此次學運完全不關（科大行動）
事，是我自己到場清楚事件始末而走出來。」原因
其實與許多同學一樣，但在 Midterm 季節不少同學
都選擇復課搶救成績時，劉同學仍堅持抗爭，不但
放棄 WeBWorK， 又「走 Quiz」 甚至為此 Drop Lab 
Course，其奮不顧身程度無出其右。可惜樹大招風，
有所謂「大人」批評劉同學「搏出位」，指被打而接
受訪問尚且合理，之後還拍下「非禮找我」的面書大
頭照及拍攝外國紀錄片，實為「搏出位」之舉。劉同
學聽到這種評價也不禁崩潰︰難道守前線必定是搶風
頭？他解釋那塊「非禮找我」牌子是其他留守的人製
作，模仿之前大陸某強姦案的抗議牌子（被強姦少女
誤殺強姦犯，最後少女罪成入獄）去支持遮打革命中
被非禮的女學生。而其後大量訪問找他可能是因為長
期留守銅鑼灣的大學生甚少（依他所見甚至可能只有
他一個），所以才會選擇訪問他，與「搏出位」無

關。

非禮找我，放過女學生—

  劉昕雋同學專訪

上 莊 、 出 P o o l 、 H o u s e 活 躍 份
子、Dept. Soc 會員和留守人員，
這些都是劉昕雋同學的「關鍵詞」
。除最後一項外，劉同學的大學生
活與你我無異。自黃之鋒於九月廿
六被捕後，劉昕雋一直在銅鑼灣留
守，做過運送物資、天眼（高空監
察場地）、糾察等位置，一直相安
無事。直至十月三日，劉同學被六
至七名反佔中人士圍毆，不但被揮
拳更被勒頸，劉同學一直只防衛沒
出手還擊。但警察到場調停時反叫
其克制，告其打人在先，劉昕雋因
而一夜成名。

劉 昕 雋 同 學 簡 介

九月廿六日重奪公民廣場，黃之鋒當場
被捕，令劉同學大受感動，正式加入抗
爭行列。劉昕雋自九月廿八日起長駐銅
鑼灣佔領區，擔任搬物資、跑物資，跑訊
息佈防等職務。在十月三日晚，劉遭六
七名反佔中人士圍毆，劉未有還手卻遭警
方指控為挑釁者，自此一（被）打成名︰
各媒體爭相訪問劉，更甚有「外國勢力」
（外國媒體）介入希望劉協助拍攝遮打革
命紀錄片。其後一日，劉聞訊女學生被
反佔中人士非禮，劉更改其社交網站大
頭照為手舉「非禮找我，放過女學生」
字牌以示支援。及後劉於銅鑼灣佔領區
開設義教班，幫留守的中學生補習，首
場由他親身教高中數學。十一月十二日
獲科大學生會邀請，與港大學生會會長
暨學聯常委梁麗幗擔任「雨傘運動分享
會科大站」嘉賓。自十月六日起至截稿
當日，劉每日留守銅鑼灣，風雨不改。

撰文、排版︰Rb 組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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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者

有習過武的佔中人士指佔中市民若不能還擊則
不是和平的表現，是不能抵抗，根本不能算上
和平非暴力。你是否支持這種論調？是否佔中
人士參與運動前都需要學過兩手？

對於此種說法，劉同學先說十三哥在他們武界
十分出名。劉同學其實很認同他，但又認為並
不需要太着重和強調留守者必先學武。「我很
欣賞他立場強硬，但又不用那麼xchur；在香
港識拳的人不多。識，固然好；但不識，難道
就不能參加革命？」遮打革命若要懂功夫才可
參與，筆者相信不可能有十數萬人撐傘抗爭。
不過劉同學亦說革命分工多門，若沒有功夫底
子都不建議守前線。「即使冇功夫底都至少要
懂得格擋防衛，若有一個十多歲手無搏雞之力
的少女說要守前線，我們（留守人士）都會勸
退她。這麼做又何必呢？」所以為了保障留守
人士的人身安全，劉同學都在其組織的「義教
區」教習自衛術。

〈佔旺十三哥〉報道

科大人

一向都說科大學生政治冷感，你以儕輩角度看，科大
學生的政治意識是？

談到自己的學校，劉同學語帶嘆息地說︰「其實科大同
學是要『鬧』的……科大人嬌生慣養，想起上次學生會
派福利時派了尿袋（手提式充電器），同時又在派福
利的位置旁設公投站（時值學界公投）。科大人尿袋照
要，公民義務卻不盡，AGM （年度學生會會員大會）
又不去，然後說學生會甚麼都沒做。」他說科人人文氣
息薄弱已「出哂名」，「我出去抗爭說自己是科大的（
學生），人家也會回應︰『咦，稀有品種喎！』，雖然
科大沒有文學院的確使科大人文氣息欠奉，但也不能一
句『文化氣息不足，因為科大冇文學院』便了事，我們
是文化氣息不足，但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幫忙改善。」

在此次抗爭他卻有不同感受。這一次，許多科大人都有
參與，亦使他心受感動︰「九月廿八晚我在銅鑼灣佔領
區看見宿會五個社都在，真的很感動平常只專注玩樂的
社明確參與抗爭。」

香港人

抗爭個多月，現時抗爭的環境如何？若以後某些團體提議自首，你會跟着做嗎？

聽到自首的問題，劉同學語氣堅定的回答：「我不是佔中，我是出來抗爭的。」他說自己個人並不認同
佔中三子的立場，不會響應「用愛感化」的最後行動，但大敵當前，他也不會分散火力攻擊佔中三子。
談起抗爭，劉同學感嘆銅鑼灣區已失去「抗爭味」，只有先前突然有數百警察「清理障礙物」時才令大
家同仇敵愾。「當時留守的只有四十人，他們（警察）卻有四百。我們沒有人是葉問（一個打十個），
使當時士氣有些低落，軍心卻更一致。」達成甚麼目的才會結束？「當然是廢除功能組別公民提名有真
普選啦。」這是最低要求？劉同學思考了一會，說︰「最低要求是廢除功能組別，因為公民提名沒有
在基本法寫明，但功能組別有在基本法寫明要逐步廢除。我要的只是基本法有寫明的事罷了。」若政
府直至最後都不能回應你的訴求，打算抗爭至何時？「我會抗爭至沒法再抗爭時，即是假如銅鑼灣再
來一次四十對四百而成功被清場，那我會去金鐘；金鐘亦被清場我便再去下一個佔領區—直至有一個
moment 是整個運動都瓦解了，我便會隨之結束此次抗爭。」

圖片由劉昕雋同學提供

11

校政



為香港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在九月
二十六日正式開展，迄今已經開始了
一個多月，不同媒體都有報道相關資
訊，本文特將有關科大同學或科大校
園的雨傘運動報道收納，讓同學更為
了解科大校園及雨傘革命動向。

Aiming at striking a fair election method of Chief 
Executive,the Umbrella Revolution began on 
26thSeptember. This article will include news of 
Umbrella Movement that are related to HKUST 
students and campus in order to let student to 
care more about our campus as well as Umbrella 
Movement.

科大教授以行為藝術向學生致敬 

數位科大教授為抗議警察鎮壓學生暴行發
起行為藝術，在「火雞」（日晷）前高舉
反傘默站，並邀請其他教授及同學參與。

Professors expressed their respect to students 
by using Performance Art 

Using Performance Art, professors expressed their 
opposition to police brutality. They held umbrellas 
which were turned over and stood silently beside the 
Red Bird sculptur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were to 
join their movement.

29/9/2014

3/10/2014
科大劉同學被反佔中人士圍毆 

科大物理系二年級生劉同學於十月三日被
六七位反佔中人士圍毆，頭部、頸部受
傷。然而，警方反指劉同學挑釁反佔中人
士。本期刊物中亦有刊登其訪問報道。

HKUST Student being mauled during Umbrella 
Revolution

Chris Lau (PHYS, Year 2) was mauled by 6-7 
opponents of the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on 
30th October and suffered head and neck injury. Yet, 
the police force accused Lau of provocation against 
the opponents. This publication also issues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 with him.

5/10/2014
暴徒闖科大破壞罷課文宣 

暴徒闖入科大校園，毀壞宣傳罷課之
橫額及海報，其中懸掛於香港賽馬會
大堂（Atrium）的大型橫額全被扯跌，
張貼在各學會壁報板的黃絲帶海報亦
被撕走。

Promotion items was damaged

Promotion items promoting class boycott and 
Umbrella Revolution were damaged. Large 
banners that are hanged on Atrium were pulled 
down and posters on Official Notice Area were 
also torn off. This case was still under inspection.

Umbrella Movement in HKUST
撰文、排版：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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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0/2014
學生默站明志　黃絲帶掛火雞 

在「遮打革命」啟動一個月時，科大學生會幹事會聯同科大行動發起舉傘默站九分鐘
二十八秒，表達對抗爭運動之支持，以及對警方濫用武力的不滿，十餘名同學參與。

當時學生將代表「遮打革命」運動的黃絲帶繫於科大地標「火雞」（日晷）雕塑之上，象
徵將是次運動之精神於校園內發揚光大。惟黃絲帶僅曇花一現，不久因保安接獲投訴而遭
移除。

Silent stand on campus marks one month of Umbrella Revolution 

A group of students performed silent stand at the Red Bird sculpture on campu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movement.

Led by the Students' Union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Progressust, nearly 20 students stood in front of the Red 
Bird for 9 minutes and 28 seconds, 28/9 being the date on which the police used pepper spray against protesters. 
Students displayed placards carrying the message of "Never forget the tear gas [used and] continue our struggle" to 
express their dissatisfaction over the police's violent acts of suppressing citizens.

A large yellow ribbon was also tied to the Red Bird; it was later removed by the Security upon receipt of complaints.

5/11/2014
「科大行動」購 689 黃傘　供畢業
生借用 

「科大行動」在畢業禮前購入 689 把黃
傘，並將雨傘放置在 LG7 對出草地，
並排出雨傘的形狀。在畢業禮期間，
「科大行動」亦會借出該批雨傘予同學；
而該批雨傘在畢業禮完結後亦會供科大
同學義買。

Progressust bought 689 yellow umbrellas for 
graduates

Led by members of Progressust, 689 yellow 
umbrellas were bought and put in an umbrella 
pattern on the lawn area outside LG7 and let 
students to take photos with.
During the period of Congregation, umbrellas 
were lent for guaduates to show their backing to 
Umbrella Revolution. Umbrellas were later sold 
out for charity purpose after Congregation.

6-7/11/2014
畢業禮撐傘　校長指有創意  

在為期兩日學位頒授典禮中，約有十名同學於
播放國歌與上台接受學位頒授時舉起黃傘，表
達要求真普選的訴求。校長陳繁昌其後表示，
同學舉傘沒有影響到典禮進行，更指同學「理
性、有創意」。

同月，在浸會大學學位頒授典禮中，浸大校長
陳新滋多番拒絕頒授證書予舉傘的同學。兩位
校長在畢業禮表現形成莫大對比。

Umbrella holding during Congregation 

During Congregation, about ten fresh graduates tried to 
hold umbrellas while National Anthem was played and 
when receiving their degree from President. President Prof. 
Tony Chan expressed his view after Congregation, stating 
that the action  of graduates did not affect the progress of 
Congregation and this move was ‘rational and creative’.
Congregation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was held at the same month, but the action of Presidents of 
two universities differed entirely. HKBU President Prof. Albert 
Chan refused to confer honor to students who held umbre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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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海軍魂   
  血守香港十八日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總督彭定康
在細雨之中，望着英國旗從官邸之巔徐徐而
下，神情哀傷。就在副官捧住米字旗步出總
督府之際，禮樂隊奏起《高地大教堂》，肥
彭微微一笑，向樂手致意。

據說，《高地大教堂》是彭督最鍾愛的風笛
曲，亦是當年冠絕東亞的皇家香港警察的隊
曲。「縱使我遠征塞外，仍望見家鄉的一切；
我急不及待，只為重返家園。」對上一次英國
人撤出香港，就是日軍犯境，卻迫使香港人團
結一致，掃蕩來自北方的戎狄。 

每一個時代，總有一代人命中註定的任務。
一九四一年，世界各地的戰火摧毀無數家園，
德國橫掃歐洲，日本在中原長驅直進。香港披
着英國旗孤立於嶺南，看似世外桃源，卻是陰
霾重重，危若懸卵。香港人未有逃之夭夭，而

是不分英籍、加拿大籍、印度裔、華裔，並肩
作戰，保衛香港。
 

教人興嘆的，是以國府遺老主導而成的教科
書，往往以中國視野看待東亞戰事，甚或側重
於整個太平洋各大國的形勢變化，大大簡化香
港保衛戰，甚至將之劃為中日戰爭的一部份。
未能以香港本位出發，就不免忽視香港戰役的
複雜背景，更愧對一眾為香港浴血奮戰的將
士。身為香港子女，紀念捨身香港的先烈，方
為忠義之舉。讀者有興趣的話，相信不難尋得
詳盡戰史；故此，本文主要分享最為人忽略的
片段，以饗讀者。

今日中共狼子野心，驅使鬼卒橫行；卻現雨
遮遍地開花，義士無懼官差肆虐，不分你我赴
敵，承繼了幾分義勇。雖然第一次香港保衛戰
以軍力懸殊而敗，但最終都得以光復。

歷史不會百份百重覆，但天理會。

撰文（投稿）︰爾寧、鳴、宋明理學士
排版︰精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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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 I serve so far away
I still see your streams, cities and dreams
I can't wait until the day
When I'll come home once more
                                                 
<Highland cathedral>    DC(1982)

圖片來源︰http://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action=printable&tid=14688239
http://www.boxun.com/news/gb/taiwan/2009/12/200912250759.shtml
http://www.easyproperty.com.hk/writing_manage_art/phk_wonderful/6cfbbc0c.htm?ts=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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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後已的華籍英兵

其實早在鴉片戰爭之前，華南一帶已經有不少村民與英軍交情良好，賣各種日常品如淡水
等予這些「外國人」。清英戰事開打，英軍就一直宣傳打的是滿洲皇帝，不是漢族平民。
究竟大多數人是否信服「大家都是外國人」，實在難以斷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的確有華
人願意投身英軍行列，而且數以百計。佔領香港初期，英軍人手缺乏，印度又有兵變，只
好徵用廣州苦力（咕哩）擔任後勤工作，後來更索性擴建成立華人部隊「廣州苦力團」
（Canton Coolie Corps），其軍帽更印有大大的黑字「CCC」簡稱。（筆者輕嘆一句母校辦
學團體又是CCC，估不到有如此深層的啟示！）           （後頁續）

香港保衛戰概要

中日戰爭自一九三七年開打，但由於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故此未
受戰火波及，但鄰近的廣州及現時深圳一帶則先後為日本佔領。
香港因其中立地位，一直是難民的避難所以及援華物資的中轉
站。英國政府亦有備戰，以防不測。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八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事，向西方各
國宣戰，並攻擊其東亞殖民地，以取得資源維持戰事。日本幾乎
於同一時間，突擊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基地，以及攻入英屬香港。
香港守軍按原定計劃，主力防守「醉酒灣防線」，即現時西至葵
芳、東至你個 Hall 對出的牛尾海。不過，兩日之內防線即告失
陷，守軍放棄九龍回守香港。最後，日軍成功渡過維多利亞港，
並於黃泥涌峽一帶將守軍斬成東西兩部，分別進擊。時任總督楊
慕琦於十二月廿五日向日軍投降，史稱「黑色聖誕節」。

香港守軍由多個作戰單位組成，有歐裔、印度裔及華裔士兵，戰
事結束後生還軍人多被押於戰俘營，部份逃脫的華籍英兵北上投
靠中華民國國軍或組成英軍服務團，甚至加入印度遠征軍。

‧楊慕琦，第廿一任香港總督

捨身成仁的奧士本准尉

今日香港公園之內，豎立了一個士兵銅像，以紀念香
港保衛戰中犧牲的奧士本准尉。

戰事後期，日軍已經控制前往黃泥涌峽的南北交通，
守軍仍掌握峽道西側並有效砲擊峽內。約翰奧士本
（John Osborn）時為連士官長，帶領加拿大援軍溫尼
伯營 A 連殘部且戰且走，在赤柱峽的山脊與日軍戰
鬥。日軍嘗試用手榴彈驅逐加軍，卻被加軍逐一擲
回。最後一枚跌入塹壕內，奧士本眼見無可能及時擲
回，又不欲整部遇害，遂捨身成仁，警告同袍以後毅
然撲向該手榴彈，用血肉之軀承受爆炸，當場壯烈犧
牲，同袍卻因而生還。

奧士本的英勇行為，令其死後獲追頒英聯邦最高榮 譽
的英勇軍事勛章—維多利亞十字勛章。現時位於九
龍塘的九龍東軍營，本名就是奧士本軍營，以資紀
念。不過，位於公園內的銅像本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時的英軍雕像，並非以奧士本真實面貌打造，只是後
來用作紀念奧士本及於香港保衛戰中表現英勇的先
烈。

‧香港公園內的士兵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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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香港情意結

九七主權移交之前，不少香港人移民國外，而加拿大就是
其中一個熱門地點。其實早在五十多年前，香港與加拿大
早就結下一段緣。

香港政府受日軍漸近之脅，有感香港根本不足以防止強大
的日軍來犯，遂向加拿大請求援兵。加拿大於一九四一年
十一月，即香港保衛戰前一個月，派了一千九百多名士兵
援港，協助防衛。由於英加雙方都想不到戰事會如此快就
展開，加軍士兵大多十分年輕，缺乏裝備，經驗不足，對
香港無絲毫了解，更沒有作戰意識，只以為是擔當普通的
守衛工作。十二月，日軍突然攻港，未站穩陣腳的加軍大
受打擊，於黃泥涌峽一役更是傷亡慘重，最終共有五百五
十七名士兵陣亡。

香港是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死亡率最高的戰
場。故此，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館每年十二月第一個星期
日，皆在西灣國殤紀念墳場舉行悼念儀式，向為保衛香港
而犧牲的加拿大將士致敬。

直至四一年前，英軍一直雇用華人支援正規英軍，但不許
他們接觸機要事務。一戰之後，駐守亞洲的英軍再次面臨
人手短缺，故計劃在香港招募更多華人，加入皇家工程兵
團、皇家砲兵團、香港防衛軍、香港華人軍團以及皇家後
勤兵團。根據文獻，其中華工程兵在戰前已有六、七年經
驗，更獲駐港英軍司令報告為非常優秀。華砲兵有一定訓
練，但規格沒有工兵般嚴。至於防衛軍，大多有正職在
身，以族群分部，華人及混血兒大多十分年輕、抱着消閒
性質加入，或跟同學同事入伍，不過他們士氣高昂，受過
正規訓練，最後於實戰中表現出色。直至戰事前夕，共有
一千零七十三名華籍英兵及後勤人員服役。

雖然華兵的整體質素並不差，但始終敵不過日軍的進攻。
在戰事末期，不少將領皆於投降前命令華人及混血兒士兵
脫掉軍裝，佯裝平民逃回家中（當年往往寓所就在戰場附
近），讓他們「戰死或失蹤」，自己則率領難以逃亡的非
華裔兵投降日軍。而這些「失蹤者」，多達九百一十二
名，他們之後有些到工地及戰俘營拯救同袍，有些北上到
國民政府統治區向「英軍服務團」報到，從事情報工作。
截至一九四五年，約七百名華兵成功北上報到。

這批曲折重聚的部隊，被稱為「灰姑娘部隊」（Cinderella 

Unit），但國統區的司令總在太忙，他們往往被閒置，因而
心生不服。直至自願前往印度訓練的一百二十八名華兵與
舊上司哥活重逢，才組成「香港志願連」，開赴危險的緬
甸叢林作戰。這批士兵的背景相當多樣化，除了身高族裔
不一，有一個戰前還是魔術師。不過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這支香港人遠征緬甸的部隊幾乎無人提及過。現在我
們對這支部隊的理解，只由哥活的回憶錄、少數緬甸戰役
書籍、英軍服務團檔案，及後代提供的資料構成。

‧華藉英兵

‧ 來港支授的加拿大援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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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不了的戰時學位

日軍南渡深圳河、長驅直進之消息，令香
港人心惶惶，而香港大學隨即於十二月八
日起停課，對於只剩三、四個月便合資格
畢業的港大三年級生而言，可謂雪上加
霜。

當時，港大校方亦察覺到準畢業生因只欠
三四個月而未能畢業，實在有欠公允，因
此經商議後，決定向原定於一九四二年應
考畢業試的學生頒授戰時學位。雖然當時
香港已踏入日本軍政時期，但頒授學位的
正式禮儀仍須遵從。因此，校方在一九四
二年初在校園內舉行數次秘密學位頒授典
禮。雖說該屆畢業生尚未完成學業便獲得
學位，但戰時學位的認受性並未因而削
弱，例如後來成為首名華人港大校長的黃
麗松教授，便是獲頒戰時學位的一份子；
同樣持港大戰時學位畢業的，尚有法律界
泰斗余叔韶及賭王何鴻燊。

結語

歷史上，多次波瀾壯闊的抗戰，都只因一
無所有的弱者，不計得失，奮戰到底，絕
不認命。雖說「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盡
是讀書人」，一九四一年，風雨飄搖，平
民和望族都大可逃走，但不同族裔的香港
人，紛紛加入抗戰的行列。商人捐助的捐
助，出力的出力；讀書人在大是大非面
前，沒有辯論甚麼政治中立。當時的香港
人沒有保持克制，沒有與日軍尋求對話空
間，沒有考慮設立防線會否激怒日本人；
因為他們知道，眼前的是殺人不眨眼、
屠城當小意思的冷血禽獸。四一年是艱難
的時刻，物資匱乏，技術醫療等都十分有
限，但前人尚且面對現實，奮力一戰。一
四年，我們的條件都比當年好得多，究竟
香港人有無當年的志氣呢？面前的高牆很
強大，但會有倒下的一日。不願淪為家畜
的香港人，請承繼四一年那場未竟的保衛
戰，守護屬於香港人的香港！

驅
除
韃
虜   
 
光
復
香
港

194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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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一場浩大的戰爭在歐洲揭開了序幕，規模之大是人類歷史上罕見。這場戰爭就是大家
所熟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歷時四年，共造成過千萬軍民死亡，終以德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
月十一日宣佈無條件停火作結。為了紀念停火，英皇喬治五世於翌年訂十一月十一日為「停戰
日」（Armistice Day），即是和平紀念日之前身。

意義重大的小紅花
喜歡看英格蘭足球或留意英國新聞的讀者，往往會發現
一朵朵的小紅花在十月中旬常常在衣襟上出現。其實這
朵小花是和平紀念日的一個重要象徵——虞美人花（Re-
membrance Poppy）。虞美人花是比利時國花，與罌粟花
同屬不同種；在二零一零年，中國領導人誤將虞美人花
與鴉片戰爭聯想起來，要求英揆甘民樂（David Camer-
on）除下，可謂一個美麗的誤會。佩戴虞美人花作停戰
紀念始於一九二零年，由美國軍團（Amercian Legion）
所採納，英聯邦各國亦跟隨，成為流傳至今的習俗。

以虞美人花作紀念象徵的原因充滿着詩意。在出席一位
同袍的喪禮後，一位加拿大中校 John McCrae 受到戰
爭後虞美人花開遍陣亡者的墓地所啟發，寫下了名作 In 
Flanders Fields。此詩在戰後非常流行，亦令虞美人花
得以成為和平紀念的象徵。

在今天，英國皇家退伍軍人協會（The Royal British 
Legion）每年在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便會在不同地
方，透過義賣虞美人花籌款（Poppy Appeal）幫助受戰
爭影響的軍人及其家屬，而協會的香港及中國分會每年
亦會在本港不同地方義賣籌款。雖然佩戴紅花並無特定
規則，但傳統上以協會宣佈之籌款啟動日起開始佩戴，
至和平紀念日或和平紀念星期天（即十一月第二個星期
天）為止。

為了讓退役軍人一展所長，時至今日每朵紅花仍由人手組
裝，而紅花簡單的設計使截肢人士都可以單手完成。雖然
不能再赴前綫，但籌備紅花義賣令他們仍能為同袍盡一分
綿力。

不說也不知，原來在不同的地方紅花的設計都略有不同。
英國所賣的紅花的樣子是兩片花瓣，由一片綠葉襯托。在
蘇格蘭則是四片花瓣而沒有綠葉的樣子。加拿大的紅花並
不如上述兩地以紙為材料，反而是以塑膠和絨布做成。

和平紀念碑
除了紅花外，和平紀念碑（Cenotaph）亦是紀念所有在戰
爭中陣亡將士的象徵，亦是舉行和平紀念日紀念儀式的地
方。儀式均在每年十一月第二個星期天舉行，先在十一時
正開始靜默兩分鐘紀念停火（由號角手bugler）奏安息號
（last post）後開始，至起床號（reville）奏起為止）
，再由政要、各國領事等人獻花，樂隊亦會以聖詩、蘇格
蘭風笛、艾爾加（Edward Elgar）的謎語變奏曲（Enigma 
Variations）等音樂伴奏。最後由宗教人士率領祈禱作
結。

在倫敦唐寧街外白廳（Whitehall）的和平紀念碑本來只
作臨時擺設，但由於民眾的要求，一個石造的紀念碑便取
代了原本的木造建築，永久樹立在當地。碑上以羅馬數字
刻上兩次世界大戰開始和完結之年份，以及英文「光榮犠
牲」（The Glorious Dead）之字樣。

英魂不朽　浩氣長存
投稿 : Sine Nomine    排版 : :O)

圖片來源 : sojo

18

時政



時政

19

紀念碑之設計深入民心，很快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和白廳一樣的紀念碑樹立
起來，當中亦包括在中環皇后像廣場的那一個。雖然如此，但此紀念碑亦有

一個獨特之處，就是除了 the glorious dead 外，更刻有「英魂不朽、浩氣長
存」此八個中文字。二零一三年十一月，政府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刊憲，將和平紀

念碑列為法定古蹟。

香港保衞戰
香港在一九四一年遭日本皇軍侵略，在短短十八天的香港保衞戰中造成過千人喪生。在這場戰
役中除了英軍和香港防衞軍（當時聖保羅書院校長史伊尹亦是其中一員），亦有加拿大和印度
的士兵參與此保衞戰。當中最著名的，就是約翰﹒奧士本（John Osborn）。軍階為二級准尉，
奧士本隨加拿大温尼伯榴彈兵（the Winnipeg Grenadiers) 的士官長（Company Sergeant Ma-
jor）來港協防。在一次與日軍交戰中奧士本將日軍投往碉堡悉數擲回，可惜最終有一枚手榴彈落
點太遠不能及時拋回，奧士本為了保護全連不惜大喊示警並飛撲至手榴彈身亡。戰後英國政府為了
褒揚其英勇事蹟，在其死後追頒最高榮譽之維多利亞十字勛章（Victoria Cross），除此之外，香

港公園內亦有其紀念銅像。

結語
適逢今年為一戰一百週年紀念，亦是時候重新回味當年外相（Sir Edward Grey）的一句話：「
歐洲將變得燈火通明，我們在有生之年都不應再看到它被燃亮起來。」可惜世間仍然戰火不
斷，以暴易暴，和平紀念日的存在，並不是鼓吹使用武力，而是為那些為了我們更美好的明

天而犧牲的英雄，並盼世界終能至大同，再不需要有人為普世價值而捨棄性命。

The shall grow not old, as we that are left grow old:
Age shall not weary them, nor the years condemn.
At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and in the morning,

We will remember them.
WE WILL REMEMBER THEM.

英魂不朽　浩氣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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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
花落誰家？

本年度諾貝爾獎得主早已在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全部揭
曉，合共十三名得獎者，分別來自挪威、英國、日本、美國、
德國、法國、印度及巴基斯坦。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赤崎勇、天野浩、中村修二

三 位 日 本 學 者 — 赤 崎 勇（Isamu Akasaki）、
天 野 浩（Hiroshi Amano）、 中 村 修 二（Shuji 
Nakamura）共同獲得本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均分
八百萬瑞典克朗。他們的得獎原因是發明了藍色發
光二極體（LED），從而創造明亮但又節省能源的白
色光源。

藍色 LED 優點眾多，第一是其高發光效率，普通
白熾燈電能轉化為光能的效率大約在百分之十，而 
LED 的效率則高達百分之六十，比現時普及的熒光
燈還要高。第二個好處是其所需電壓低，數個伏特便
可發電，產生白光。第三是壽命長，LED 壽命高達
十萬小時，遠高於白熾燈泡的一千小時及日光燈管
的一萬小時，此發明有助於減少物料浪費，從而變
得更環保。一九九零 年代初期，紅光與綠光 LED 相
繼出現，但是因為唯獨欠缺藍光，因此白光 LED 燈
遲遲無法開發（因白光燈為三色 LED 所合成）。
因此，當他們三人成功製造藍色發光二極體，
企業現在能利用這種新技術來開始生產白色 
LED，並可以製造出逾一千六百萬種顏色。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凱拉西·薩塔亞提、馬拉拉·優素福扎伊

委員會主席賈格蘭德（Thorbjoern Jagland）表示：「本委員會認為，對一名印度教徒
和回教徒、或說對一名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而言，能加入爭取教育權以及對抗極端主義
的共同行動，是獲獎的重點」。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和印
度兒童權益運動家凱拉西 ‧ 薩塔亞提，他們得獎是因為他們分別為青少年爭取教育權和
保障兒童人權而奮鬥。

十七歲的馬拉拉（Malala Yousafzay）是迄今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她最初在 BBC 網
站撰寫部落格，敘述其在塔利班控制下的生活和女孩求學難的情況。隨着文章日漸受到
關注，也招來塔利班的注意，令她遭受塔利班的槍擊，並因而一度垂危。她現居英國，
並繼續為落後地區兒童爭取教育權。而薩塔亞提則發起了大大小小的和平抗議及示威活
動，反對因金錢收益而剝削兒童的行為。他組織「拯救童年運動」，並解救超過八萬名
兒童免受各種奴役。

撰文：何棄療   排版：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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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艾力克·貝齊格、斯特凡·赫爾、威廉·莫爾納爾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
約翰·奧基夫、邁 - 布裡特·莫澤、愛德華·莫澤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派屈克·莫迪亞諾

諾貝爾評獎委員會說，法國作家莫迪亞諾
（Patrick Modiano）是「我們時代的普
魯斯特（Marcel Proust）」，並形容莫迪
亞諾「他藉由記憶的藝術，喚起最難理解
的人類命運，並且揭示了二戰納粹佔領法
國時期的的生活世界。」莫迪亞諾被稱為
「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是
探討人類存在於世與周遭環境、現實的關
係。他的文筆鋒利，其作品引起相當大的
迴響及爭議，如他的處女作《星形廣場》
在一九六八年出版，但書中包含很多諷刺
性的反猶太主義的內容，二零一零年出版
德譯本，但該書仍沒有英譯本可供拜閱。

一八七三年，顯微鏡學者恩斯特·阿貝
（Ernst Abbe）給傳統的光學顯微鏡分
辨率定下了物理極限：它不可能突破零
點二微米。但是，本年度三位諾貝爾化
學獎得主正正利用螢光分子，跨過這道
前人所訂下的門檻，將光學顯微鏡變成
納米顯微鏡，超越了光學顯微鏡技術的
限制。

斯 特 凡 ‧ 赫 爾 發 明 了 受 激 發 射 損 耗
（STED）顯微技術。這項研究使用了兩
道激光束，一束用來激發螢光分子使其
發光，另一束則將掃描樣本以外區域的
發光抵消。顯微鏡一納米一納米地掃描

樣本，並產生圖像。而艾力克 ‧ 貝齊格和
威廉姆 ‧ 莫爾納爾各自獨立的研究為單分
子熒光顯微術作出貢獻。這種技術關鍵
是發現可以打開和關閉單個分子的螢光。
科學家們對同一區域多次掃描，每次只
讓幾個零散的分子發出螢光。通過疊加
這些圖像，他們則可得到一幅納米級分
辨率的超級稠密圖像，而這項技術已經
投入實際應用上。

納米顯微鏡技術讓科學家可以看到活體
細胞個別分子的路徑及結構，如腦部神
經細胞如何傳遞信息，功能極廣，將會
促進細胞學未來的發展。

三名學者因「發現構成大腦定位系統的
細胞」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奧基夫將
獲得獎金一半，莫澤夫婦則會平分另一
半獎金

約翰·奧基夫（John O´Keefe）發現了構
成這內建定位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他
在「海馬體」中發現一種特殊的神經細
胞，當實驗鼠在房間內的某一特定位置
時該處細胞總是激活狀態。而當小鼠在
房間內的其他位置時，另外一些細胞則
會呈現激活狀態。他認為這些是「位置
細胞」構成了所在房間的地圖。

在二零零五年，莫澤夫婦發現大腦定位
機

制的另外一項關鍵組成部分。他們識別
出另外一種神經細胞，他們將其稱為「網
格細胞」，這些細胞產生一種坐標體系，
從而讓精確定位與路徑搜尋成為可能。
他們隨後進行的研究指出了「位置細胞」
以及「網格細胞」是如何我們能夠知道
自己身在何方、找出從某地通往另一地
的路徑，並且儲存相關資訊供日後運用。

他們的研究有助了解「阿茲海默症」關
於空間記憶缺失的成因。「阿茲海默症」
是腦部神經退化疾病，侵襲人的腦部；
它並非正常的老化現象。病人會漸漸喪
失其記憶並出現語言及情緒上的障礙。

諾貝爾獎頒得太遲
高錕在三十三歲已開創光纖理論，但要到 
四十三年後才獲獎。當時七十六歲的他已經
患上腦退化症。即使歐基夫於一九七一年，
已經發現「位置細胞」，也等了四十四年才
獲頒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一向不主張追頒，變成日後可能出
現因個別學者離世，令重要發現失去被表揚
機會。難怪不少學者都曾經開玩笑說，要獲
得諾貝爾獎，首要條件是要「夠長命」。

但委員會表示，科學發現必須經多年核證才
可確認。例如上帝粒子理論雖在半世紀前發
表，但是要到近年才能證實存在，可見科學
發現必須時間洗禮。但頒得太遲會使重要的
科技及發明喪失表揚的機會，對傑出的科學
家並不公允，使他失去世人對其應有的關
注。圖片來源：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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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一直是全球關注的議題之一，
每年國家元首都有聚集在高峰會，討論
應對之法。氣候變化衍生了一系列問題，
當中「氣候難民」（Climate Refugee）
在近年的討論日趨熾熱，對於很多國家來
說，此問題更是迫在眉睫。然而，此問題
卻沒有在香港得到很大的關注，各人只
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
霜」的態度，情況令人擔憂。筆者誠昐
本文能令各位對此議題先有着基本了解，
明白在我們繁榮的生活背後卻有着一群
又一群的「犧牲者」。

撰文、排版：Y.Y

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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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氣候難民」？

「氣候難民」（Climate Refugee）
一詞首次出現於聯合國跨政府氣候
變遷因應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在
2002 年的報告當中，是指因全球氣
候變化引而生存受威脅的一群，令
其被迫必須離開家園。全球變暖令
冰川融化，繼而引致水平面上升，
地勢較低的國家不但會經常面對水
災，更要面對某部分地區，甚至整
個國家被淹沒的危機，而出現一批
無家可歸的原居民。諷刺的是，一
些國家卻因太乾旱而出現一批「氣
候難民」，他們因土地過於貧瘠，
難以以耕種維生。

現時全球約有二千五百萬人可被歸
納為「氣候難民」，居所有種類的
難民（如政治、戰爭難民等）之首，
聯合國估計到 2050 年，世界將會
出現至少兩億的「氣候難民」，而
國際移民組織更認為若情況仍未有
改善，2050 年將會出現十億「氣候
難民」，為現時全球人口的四分之
一。

現況

現時，很多國家及地區均因氣候變
化受到大大小小的威脅。當中較為
著名的有渡假聖地——馬爾代夫，
有估計指其會因海平面上升而陸
沉，永遠消失在地界版圖中，島上
三十萬居民將流離失所。太平洋島
國亦是面對着同樣問題，大量難民
亦隨之出現。在東非，乾旱天氣令
三百萬人淪為「氣候難民」，在
2009 年東非曾面對一次毀滅性的旱
災，大量土地乾涸，所有家畜因而
死亡，沒有飲用水及食物之下出現
大量災民。隨後亦有一場又一場的
旱災不斷出現，令這個情況惡化。

在 2009 年，兩名氣候難民在哥本
哈根氣候變化高峰會上「作證」，
向各政府代表、環保人士闡述現時
所面對的困難，並呼籲各持分者伸
出援手。

在本年八月，紐西蘭政府接納正式
接納一個來自南太平洋島國圖瓦魯
（Tuvalu）的家庭難民申請，這個
申請以國家沉沒、要照顧家中長者
為由申請安置；但在同年二月，亦
有家庭以逃避氣候問題而逃至紐西
蘭，但當時卻被指不符合國際難民
定義，一家七口被遣返原居地。
五十多年前所訂立的《難民公約》
並沒有預計及「氣候難民」的出現，
聯合國難民署亦沒有投放更多資源
予「氣候難民」，應否擴展難民定
義成為世界討論的問題。

「氣候難民」到底應何去何從？

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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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的《難民公約》：

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於 1954 年 4 月
22 日正式生效。公約定義了
何謂難民、其資格及權利、
以及提供庇護的國家所應負
的責任，當年並沒有預計到
氣候難民會出現，因此國家
並 沒 有 義 務 及 責 任 保 護 難
民。即使其尋求庇護，國家
亦有權拒絕其申請，令氣候
難民變成世界上無家可歸的
一群。

到底責任何在？

氣候難民問題在不同文獻、高峰會中均有
討論，然而，至今只有一個國家願意接受
氣候難民（但只是接受數名），沒有國家
願意站出來，改革《難民公約》（詳見附
加資料），讓氣候難民變成國際認可的
「難民」，得到國際接納。他們現時自能
自生自滅，生活在危險之中，但到底責任
何在？

一些已發展國家早已在工業革命時以高排
放產業成功轉型，由第二產業變作第三
（服務業）甚或是第四產業（高增值產
業）；而發展中國家在現時以工業作為主
要產業，當中不乏一些重工業，如：鋼鐵
業。反之，出現難民的國家多為一些低碳
排放的國家，一些西非國家仍未踏入工業
化的階段，卻要承擔氣候改變所引致的問
題。誰應負上最多責任，相信看官心裏有
數。

附加資料

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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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氣候難民問題日益惡化，當地居民不
但要面對沉重的精神壓力，擔心自己
未來的去向；與此同時，他們亦會因
氣候轉變，生計受損；在第三世界國
家的氣候難民亦沒有完善的醫療設
備，一旦氣候改變，疾病蔓延亦難以
應對。更有可能因極端天氣造成傷
亡。

再者，很多將被淹沒的國家已經是高
度發展，有着自己本土的文明、文化
及語言。一個國家實在難以接受大批
難民湧入，難民只可分散居住，文化
因此失去承傳。位置於國家的文物或
是遺址亦都難以帶走，最終只會消失
在歷史之中。

接受難民的國家亦要考慮很多因素，
而當中最主要的是財政考量，該國家
需有能力，接受大批沒有居所，暫時
沒有工作的難民，為其提供衣食住行
各方面的保障，亦要向其提供工作機
會，讓他們可以有謀生的能力。其次
是文化的問題，亨廷頓提出的「文明
衝突論」，文化差異是難以改變，兩
個文化接觸難免會會產生摩擦矛盾，
接受難民的國家亦要考慮市民接受
度，因此作出決定。

結語

筆者並不能奢望一朝一夕能解決氣
候難民問題，只是希望各位能對其現
況了解一二，明白現時我們享受的
實為他人犧牲家園，甚至生命所換來
的。我們現今可以享樂於此實在是無
比幸運，不需要與氣候難民般擔心自
己的生活、明日的居所。筆者希望各
位閱畢能反思個人的生活，開始珍惜
自己所擁有的。

參考資料：

全球首宗氣候難民　紐西蘭高院唔
收留
http://hk.apple.nextmedia.com/
news/art/20140205/18615864
氣候難民暴增 爭取氣候正義刻不
容緩
h t t p : / / w w w. g v m . c o m . t w /
Boardcontent_15703.html
周澄：世上第一批「氣候難民」
h t t p : / / w w w . p e n t o y .
hk/%E5%9C%8B%E9%9A%9B/c1
76/2014/08/13/%E5%91%A8%E6
%BE%84%EF%BC%9A%E4%B8%
96%E4%B8%8A%E7%AC%AC%E
4%B8%80%E6

圖片來源：natureworldnews,huffington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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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思興
排版：建人

香港的別稱是購物天堂， 這是常識吧！雖然購物與女性
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今次為了支持男女平等，就讓我來
介紹一下男性的購物血拼場！男性肯花錢買甚麼？第一時
間想到的是各類最新的電子產品。如果你跟筆者一樣是一
位電車男的話，那麼你肯定會常常到訪各大電腦商場；可
若你是一位「十指不沾電腦軟件」的温文淑女的話，可能
未必會這麼熟悉這些「男人的語言」︰今次就讓我這個小
小的電車男介紹一下香港的電腦潮流集中地。

既然介紹香港的電腦商場，那麼就不得不
提最具表性的灣仔電腦城（灣電）。它位
於香港島灣仔軒尼詩道一百三十號，就在
灣仔港鐵站 A4 出口旁，交通十分方便。即
使你不喜歡搭港鐵，你亦可「捨港鐵取巴
士」：軒尼詩道兩旁建有很多巴士站，巴
士路線貫通香港各地。此外，這裏更有香
港特色交通工具——紅 Van（公共小型巴
士），乘搭紅 Van 來往觀塘等地只需廿分
鐘，種種交通工具各有特色，絕非「三個
爛燈揀一個」。

灣電共有三層購物商場，地面開設各式
小食店（包括便宜又快捷的麥當勞），
餓 了 也 可 繼 續 行 逛， 絕 不 構 成 問 題。
從地面的正門進去會望見一道扶手電
梯， 跟着人潮走上去便是電子產品商
舖核心地帶。形形色色的商店散布兩
層， 主 要 銷 售 桌 上 型 電 腦（desktop 
computer）、手提電腦（notebook）、
數位相機（digital camera）、智能電話、
遊戲軟體、 電腦周邊產品及配件等；包
括二手商店在內，商場共計有百餘間商
鋪。

灣電地近中環，相比其他電腦商場，其地理位
置讓它吸引更多外籍人士到此購物。因此，在
這裏絕大部份的銷售員皆精通英語及普通話，
如果讀者有外籍朋友想到香港「大掃」電子產
品，問這些銷售員吧！他們絕對可以解答你，
筆者有次甚至聽到有銷售員正以法文介紹數位
相機呢！不知是否這個原因，這裏的蘋果電腦
產品比起其他電腦商場也特別的多，可能是投
客人所好吧。

另一個要介紹的商場位於九龍最旺的旺角——不錯，便
是座落於奶路臣街八號的旺角電腦中心（旺電）。旺電

灣仔電腦城平面圖

灣仔電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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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交通之方便常常人山人海，特別是下班時間及各大節
日，更是擠得無立錐之地。相比起其他的電腦商場，旺電
佔地不大，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它共有四層，地面為
入口。除了門口兩旁的書報攤，裏面也常設不同的促銷攤
位，很多時會推廣大量價廉物美的產品，大家偶然逛到千
萬別錯過。從樓梯往上走，第一層是比較擠擁的，因這層
包羅最新最大眾化的電子產品，包括手指（USB）、手提
電話配件、數位相機、電腦遊戲和平板電腦等等，甚至時
尚電腦袋亦有售。再者，這層有兩間相對較稀有的商舖︰
電腦零件店，讓電子用品愛好者都聚集於此。

雖然旺電店鋪不多，但總是擠滿了要買不
同配件的人群。最上的兩層商舖多是一些
名牌電腦產品專門店，例如電腦螢幕、打
印機及音響等。如果你有心儀的電子產品，
你可以直接到那些店舖去問——這裏的銷
售員都是很爽快的︰若商舖有你詢問的產
品，銷售員便會直接說價錢，沒有他就會
告訴你可以在哪間店鋪找得到。如果有時
間，筆者喜歡一開始便在地面以升降機到
達三樓，再慢慢走下來︰因為這商場的設
計是可以一條路走完的，不用繞圈子，而
且上層較少人。旺電是個比較好逛的商場。 

最後要介紹的是兩個商場，但其實它們是
一而二，二而一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們
位於同一個建築物內的上下層。它們是香
港電腦商場的鼻祖——高登電腦中心及黃
金電腦商場。 它們位於九龍深水埗福華街
一百四十六至一百五十二號， 在深水埗港
鐵站 D2 出口。

先從地庫及地面的黃金電腦商場說起吧，
黃 金 商 場 地 庫 主 要 售 賣 電 腦 軟 硬 體 如 

CD-R、DVD-R、滑鼠、鍵盤等等，同時亦有賣其他電腦
週邊產品如電腦書籍、打印機和各類線材。基本上有關電
腦的大小配件、零件、軟體、書籍，你能想到有關電腦的
貨物在這裏都一應俱全。最近連有關智能手提電話的產品
也開始湧現，越來越趨多元化。地面樓層一半是買賣一手
及二手電影遊戲機的地方，另一半是電腦店舖。在香港買
賣電影遊戲的地方不多，黃金商場可說是其中一個較大
型的集中地。還有不得不提的是，這層商場還有一些影
碟鋪，專門賣一些其他地方很難找得到的舊電影和音樂 
CD，如果大家有一些找了很久的影碟或音樂，可以到這
裏找一下。

旺角電腦中心

高登電腦中心及黃金電腦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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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到一樓的高登電腦中心，這
裏主要賣的是電腦硬體、手提電腦
和電子遊戲，除此以外這裏也有一
些 最 新 電 腦 科 技 產 品 販 賣， 包 括
最新的 3D 打印機等等。大家行逛
高登電腦中心時，不忘回想它的歷
史︰這所建築物是香港電腦產品的
第 一 個 集 中 地。 當 時， 所 有 的 電
腦都是由外國的大公司以套裝機出
售，沒有分折的電腦零件賣的。黃
金電腦商場在此時首先有商店把電
腦分散成為零件出售，可謂創意無
限。之後，商場再進展到讓客人自己選擇所用配件組合成
自己的電腦；這銷售方式在當時是領先世界的，更帶動國
際大品牌都用這方式出售電腦，使這方法成為主流，更一
直沿用至今。所以，高登電腦中心其實是香港人的自豪。
另外，當時商場內的盜版電腦軟體也是世界聞名的，當時
有說是無論任何軟體，都可以在黃金（連高登）找到翻
版！那時因此有很多外國遊客慕名而來。所以說，這兩個
商場是香港的電腦聖地也實不為過（本會不支持使用盜版
軟件）。

以上介紹的，都是香港比較有名的電腦商場，當然也有一些比較小的電腦商場分散在香
港不同地方，但在此不再作詳述。還有一點筆者想讓大家知道的。筆者從初中起，一直
有逛電腦商場的嗜好。根據本人觀察，現在各大電腦商場的型式已經改變了很多。以往
到電腦商場內有很多不同的小商店，但近年因各種不同的原因， 只剩下一些大公司或連
鎖型式商鋪。筆者現在逛高登商場的時候，常常會有一種「我好像剛才看過這產品」或 
「剛走過的店鋪好像和這間一模一樣」的感覺。這種改變，到底是好是壞，我實在不知
道，但年輕時到不同的小鋪，看到不同的新產品，會有一種新鮮感， 甚至若然一星期不
去，會很期待有什麼新產品到場；但現在這些感覺，已經隨時間流失去了。這種改變，
到底是提昇了整個電腦界行業還是在一步步收窄行業的前路？這個問題， 是各位熱忱於
科技的朋友，甚或政府負責有關事務的決策者必須深思熟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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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茶餐廳文化

撰文：皇上  排版：Y.Y

一說起香港的飲食文化，不得不提
的一定是陪伴着大多數香港人成長
的「港式茶餐廳」了。相信大家對
「茶餐廳」這個名字一點也不陌
生，因為不管你是上流社會的名
人，或者是升斗市民，亦總會試過
光顧她。「茶餐廳」是我們每日都
會經過或光顧的地方，也是城市中
的祠堂，供大家討論時事；是帶給
許多人甜蜜回憶的地方，令人難以
忘懷；是冷酷的資本主義社會下的
甘露，以濃厚的人情味一點一點地
滋潤着這個無情的世界；是流離生
活的支點，讓人找到屬於自己僅有
的歸屬；也是體驗人生百態的一個
好地方。然而，這伴隨無數港人成
長、帶給他們許多珍貴回憶的「茶
餐廳」卻遭到不少美食家和文化人
士的抵制，反對把她申請列為「人
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到底是為
甚麼呢？

「港式茶餐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
到英治時代。那個時候，西餐廳多
為歐洲人所開設，他們一般不招待
華人，加上收費昂貴，因此華人只
會上廣式茶樓或大排檔。由於香港
被割讓予英國，因而她深受西方生
活文化影響。西方人「歎西茶」（喝
咖啡）的方式，為華人喜愛並仿效，
故此香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輾轉出
現了由華人開設的「茶餐廳」。茶
餐廳標榜的就是特製咖啡、絲襪奶
茶，及兩者的結合——“鴛鴦”。
她不但提供了西餐廳的食物如咖

啡、多士，也提供茶樓的中式食品
如麵食和米飯等。「茶餐廳」的方
便快捷，與急速的港人生活節奏十
分合拍，加上定價大眾化，令「茶
餐廳」就像一些標籤般，貼在香港
街頭，作為最草根、最本土的飲食
場所，流行多年仍深受港人喜愛。

小編無意中於互聯網上看到一篇描
述「港式茶餐廳」的文章，閱後對
文章產生了極大的共鳴，並有了很
深的感受，因此小編非常想藉着是
次機會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領
悟。文章的作者龍志先生是《南方
都市報》的記者。他用尖銳的筆鋒
去描述「港式茶餐廳」的種種，
使我們對陪伴着我們長大的「茶
餐廳」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亦令
到我們對於反對「茶餐廳」申遺
的原因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在文章
裡，龍志先生主要採訪了薛興國先
生－－本地著名食評家、「新景記」
的老闆和黃醒芬－－「美都餐室」
的掌櫃。他透過描述採訪時「茶餐
廳」的人生百態為主線，穿插着各
人對舊時和現今「茶餐廳」的看法
和感受去貫通全文。他很擅長以各
人對「茶餐廳」感情的投放，帶領
我們一步一步地進入各人的感情世
界，讓我們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們
的想法和感受。他用細膩的文字去
描繪「茶餐廳」帶給各人甚麼珍貴
的回憶，到各人對「茶餐廳」現況
的欷歔和無奈，令到我們更容易產
生共鳴。龍志先生那令人驚艷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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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具體地向讀者展示了「茶餐廳」
如何在時代巨輪和經濟急速發展的影
響下成為了犧牲品，那正在消失的味
道－－不管是「茶餐廳」那濃濃的人
情味或是食物的味道，均是令人多麼
的不捨、令人多麼的懷念、令人多麼
的心酸。「茶餐廳」以往由老街坊、
老師傅、老夥記、家常、還有那種濃
郁的人情味構成，但在經濟巨輪無情
的輾壓下，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行、大
批的工業化生產、誇張的廣告牌和統
一的食品。在龍志先生的文字中，我
們彷彿感受到現實的殘酷，它毫不憐
憫地將「茶餐廳」原本的味道摧毀，
讓她慢慢消失。產業化的代價，就是
使食物失去了原來的滋味。字裏行間，
我對於反對「茶餐廳」「申遺」的原
因有了更切切實實的感悟和慨嘆。

為甚麼我會對這篇文章有強烈的共鳴
呢？只因我的爸爸原本也在觀塘開源
道經營「茶餐廳」。我還清楚記得我
小時候，逢假期便要在爸爸的餐廳中
待上一整天去完成我的家課和溫習。
完成家課後，我就會坐上收銀機前假
裝收銀員或者到麵包房去「探險」，
看着麵包師傅製作麵包、看看攪拌機
是如何把麵粉攪成麵團等等……直至早
幾年前，由於裕民坊重建的關係，我
爸的「茶餐廳」不被政府發出相關牌
照，被迫結業。我與我爸的「茶餐廳」
可謂相處了一段長時間，它滿載了我
的童年回憶，但隨着它的結業，一切
便只能從記憶中回味了。雖說時代不

斷在變，但走得太快，難免令我們失
落。近年來，隨着自由行的增加，業
主傾向把鋪位租予有能力付貴租的行
業，有些舖的租金已升到「一世也賺
不到」的價錢，茶餐廳不知要賣多少
個菠蘿包才賺到同等的價值，故很多
索性賣盤或收租，把茶餐廳關門大吉。
若然香港有特色的「茶餐廳」逐一消
失，又或者只餘下一些集團式經營的
「茶餐廳」，我會覺得很可惜，因為
每間「茶餐廳」都有其獨特之處，而
且最令人珍惜和懷念是她的人情味。

「港式茶餐廳」濃縮了香港這個多
元文化城市的種種，是確確實實的
「made in HK」（香港製造），因此
它已經成為了香港文化的重要元素，
也是中國餐廳文化的一枝奇葩。它作
為平民食肆的代號，見證了香港大半
個世紀的變遷。獨具特色的「茶餐廳」
充滿平民氣氛，給人一種「老街坊」
的親切感，是最能彰顯香港本土文化
的佼佼者。同時間，我亦慨嘆原來原
封不動，有時候比隨波逐流天艱難。
我們該如何給茶餐廳一個定義呢？事
實上，它就是香港人的一種生活習慣，
它的口味隨着現代人的變化而變化，
現在所回憶的，只是它曾伴隨一代香
港人走過的日子，並且還將走下去。
正在這個城市慢慢消失的，不單單是
「茶餐廳」食物的味道、更是她濃濃
的人情味和她給大家那珍貴的回憶。
對於她正在消失的味道，我們能做的，
就只能是懷緬了。

圖片來源：jinghua1108.pixnet、chs1145.blog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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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WESTERN  DISTRICT

提起西環，大家會聯想到甚麼？是
「西環治港」的中聯辦？友校香港
大學？

四名筆者皆可算成長於港島西區，目
睹港鐵西港島綫工程如何令這個社區
風雲變色。趁着試後空檔，快在西環
變成一平庸社區前遊歷一下。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Hong Kong Island is not merely 
a residential area, but a diverse neighbourhood rooted in 
traditions and history.

With the MTR extension to the district nearing completion, 
the district is now undergoing a period of tremendous 
changes, with the cityscape changing virtually everyday. 
In the coming semester break, why not visit the Western 
District using the new MTR extension?

環 闖 蕩西

認
識
西
環

港島西區泛指上環以西的港島北岸地
帶，由堅尼地城（又稱「西環尾」）
、石塘咀與西營盤組成，是香港開埠
後首個發展的華人聚居地。

而「西環」一名源於早年維多利亞城
的「四環九約」分區制度，四環即西
環、上環、中環及下環（即灣仔）。
然而，由於部份居民口中的「西環」
單指堅尼地城，是故本文採「西區」
一名描述。

若說北角是「小福建」，西區的潮州
人人口必定足以與之分庭抗禮。早年
西區海旁一帶倉庫、碼頭遍布，搬
運貨物所需的勞動力為來港闖天下的
潮州人得以謀生，他們發跡後亦留在
西區落地生根。潮州人亦將其家鄉傳
統，例如舉辦盂蘭勝會等移植至此，
區內共有五個盂蘭勝會組織，現在的
西區不僅潮州菜館林立，筆者也仍經

常在街上聽到潮州話對談。

The Western District, also known as “Sai 
Wan” or “West Point”, refers to the part of 
the northern coast of Hong Kong Island 
west of Sheung Wan, so named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occupies the westernmost areas 
of the island. It is one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settlements formed after the British took 
over Hong Kong. The district comprises 
three neighbourhoods, namely Kennedy 
Town, Shek Tong Tsui and Sai Ying Pun.

As Western District is still unreachable 
by MTR into the 2000s, the pace of 
redevelopment there was not as rapid 
as other urban areas. Thus the presence 
of chain stores is not as penetrating as 
that outside Western District, and more 
neighbourhood shops are preserved 
as a result of this. However,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TR extension started, 
things began to change.

撰文／鳩嗚、思懷、爐峰石龜、Luf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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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港
島
綫

WEST ISLAND LINE西港島綫是港鐵港島綫的延長部份，
定於本年十二月末通車，截稿時尚
未公布實際竣工日期。西港島綫通車
後，港島綫列車將行走堅尼地城與柴
灣之間，由西區新車站前往上環至柴
灣各站均毋須轉車。

西港島綫將在西區設三個新車站，分
別是堅尼地城、香港大學及西營盤。
然而，由於西營盤站工程延誤，落後
於其餘兩站，該站會在二零一五年才
啟用。

西港島綫理論上可改善西區的對外交
通，然而西區公共交通網絡現時頗
為完善，當局亦已密謀在西港島綫通
車後即行重組（削減）巴士路綫。此
外，西港島綫的興建亦令西環樓價、
租金急升，這邊廂區內不少小店因而
被逼結業，那邊廂大型連鎖商店陸續
進駐，收窄居民的消費選擇，亦破壞
社區脈絡。可以說現時的西區，已經
與從前筆者所熟悉的西區相去甚遠。

The MTR Island Line is now being 
extended to the Western District, works of 
which is expected to complet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ree new stations, namely Sai 
Ying Pun (SYP), HKU and Kennedy Town 
(KET), will be added west of Sheung Wan.

With the addition of MTR service, the 
transport connectivity of Western District 
is expected to improve. However, with 
better connectivity, rents and property 
prices in the district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bringing about the closure 
of a lot of neighbourhood shops unable to 
afford the new rent level. It is due to the 
same reason tha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old buildings in the district are pulled down 
in recent years, being replaced by luxurious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that many local 
residents cannot afford.

人
文
風
貌 

PLACES TO VISIT

香港大學乃本港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早
於一九一二年已告成立，相信不少科大同學
亦對港大非常熟悉，此處亦不予贅述。

港大校園位處鬧市半山，與其他大學校園相
比難免較為喧鬧侷促，然而古典學術建築則
是只此一家，值得一遊。

香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unded in 1912,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is the oldest tertiary institution within the 
territory. 

The urban setting of the campus may render it 
cramped as compared with HKUST, but it is the 
only university campus in Hong Kong to feature 
classic architecture.

本部校園在薄扶林道與般咸道一帶 
Around the junction of Pok Fu Lam and 
Bonham Roads

香港大學站 A 及 C1 出口皆直連
港大校園
Exits A and C1 of HKU Station links 
directly to the university

Photo by Ka-Fai,So @ Wikimedia Commons (CC--BY-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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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山多平地少，開山與填海於城市發展中無可
避免。西區與中上環一樣屬於較早發展的社區，
當年防治山泥傾瀉技術尚未成熟，要加固開山後
形成的斜坡，必須僱用工匠就地取材，以石塊與
石灰堆砌擋土牆。另一邊廂，榕樹透過動物進食
果實後排泄播種，其頑強生命力使種子落到垂直
擋土石牆亦能茁壯成長。石牆樹就此成為舊區中
的一道風景。

隨着科技進步，石牆技術已為千篇一律的鋼筋混
凝土護土牆所取代，不少石牆亦在城市發展過程
中遭拆卸。堅尼地城科士街的石牆樹群本會因興
建地鐵而消失，但因居民群起反對而作罷，地鐵
方面更委託樹木專家籌謀將之保育，故是芸芸石
牆樹中保存得較完整、較壯觀的一處，石牆本身
早在一八九零年代便已建成，共二十七棵榕樹在

路旁成蔭，鬱鬱蒼蒼，教人動容。

科士街石牆樹  Stonewall Trees at Forbes Street
With a rugged topography, the terracing of hills was inevitable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ing Hong Kong in order to gain more 
land. Early colonists saw the need of constructing retaining 
walls in prevention of landslides, but that was an age when 
using concrete is not popular, and stonemasons used locally-
obtained stone blocks. The gap between blocks became an 
ideal place for trees like Banyan to sprout, resulting in the 
phenomenon of stone wall trees. 

Forbes Street is home to the largest settlement of stone wall 
trees in Hong Kong, with 27 banyan trees growing on a 
section of retaining wall built in the 1890s. The stone wall 
trees not only provided accidental greening to its vicinity, 
but also becam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local residents - 
the location of Kennedy Town MTR Station was changed in 
order to retain the trees, following fierce opposition by the 
residents.

堅尼地城站 C 出口旁 Next to Exit C of KET

Photo by Forz @ Wikimedia Commons (CC-BY)

西環泳棚  Swimming sheds
泳棚係較為簡陋的游泳設施，岸上搭建竹棚供泳
客更衣、洗浴，海面並有小橋方便下水。香港人
很早就意識到游泳能強身健體，但早年游泳池尚
未普及，海灘遠離市區、交通不便，因此不同組
織在市區邊緣的堅尼地城、七姊妹（今北角）等
地興建泳棚供會員使用。都市擴展加上海港水質
日趨惡劣，使各區泳棚在六十年代經已湮沒在歷
史洪流當中，只餘位於域多利道的鐘聲泳棚仍然
殘存，現時仍有長者定期前來暢泳。

鐘聲泳棚向海的小橋本身充滿特色，而由於其
位於港島北岸的最西端，因而成為觀賞日落的
勝地，每逢周末都吸引不少「龍友」親赴現場拍
攝。

乘坐任何途經「港島西廢物轉運站」的巴士 Any bus 
route serving the bus stop at Island West Transfer Station

Photo by XexeX @ Flickr (CC-NC-ND)

PLACES TO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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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班先師廟乃係香港唯一供奉三行祖師魯班之
廟宇，由一群三行同業人士集資於清光緒十年
（一八八四年）興建，並曾兩度重修，現為一
級歷史建築，屬兩進式非合院建築物。每年農
曆六月十三日為魯班先師誕，至今很多三行工
人及機構均會到魯班廟拜祭先師。

魯班廟在第一進正脊及垂脊和第二進的正脊均
有石灣陶塑裝飾。該裝飾雕工細膩；而廟裏有
二十六幅壁畫，乃係香港華人廟宇中壁畫最多
的一間，壁畫題材廣泛，包括有傳統山水以及
八仙等。另外，魯班廟裏亦有九組頗具地方色
彩之泥塑，數量之多為港島廟宇中少見。

按：「三行」泛指木工、泥水及打石行業；「西環七臺」即太白
臺、羲皇臺、青蓮臺、桃李臺、學士臺、李寶龍臺和紫蘭臺，由
殷商李寶龍（李陞之子）投資建造，因李氏鍾愛唐朝詩人李白而
以其相關典故命名。

With a rugged topography, the terracing of hills was One 
should be amazed by th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of Lo Pan 
Temple, the city’s only temple dedicated to the Chinese 
patron saint of builders and carpenters. The temple is known 
for its 26 elaborately decorated murals - the temple with 
the most murals in Hong Kong - as well as 9 sets of clay 
sculptures.

Built in 1884, the temple is now a Grade I historic building. 
On the festival of Lo Pan (13th day of the 6th month in Lunar 
calendar) each year, many workers in the building industry 
pay tribute to Lo Pan at the temple. It is also believed by 
many that children will become smarter and hardworking 
after consuming “Master’s Meal” distributed on the day of 
Lo Pan festival.

魯班先師廟  Lo Pan Temple
有「西環水立方」之稱的堅尼地城游泳池位於
堅彌地城海旁，是港鐵公司在二零一零年為補
償舊泳池興建港鐵站而新建，因此設施非常簇
新。游泳池建築的貝殼形外觀非常獨特，而且
因其臨近海濱，泳客在室外副池暢泳時可眺望
維港景色，故深受區內居民青睞。

The scenery of Victoria Harbour that one can enjoy when 
swimming makes Kennedy Town Swimming Pool popular 
among local residents. Completed in 2010, the pool complex 
has now become one of the landmarks in the Western 
District due to its distinctive design.

堅尼地城游泳池 Kennedy Town Swimming Pool

青蓮臺十五號 15 Ching Lin Terrace

堅尼地城站 B 出口步行約十五分鐘 15-min walk from 
KET Exit B

西祥街北二號  2 Sai Cheung Street North

香港大學站 C2 出口步行約五分鐘 5-min walk from HKU 
Station Exit C2

山道天橋  Hill Road flyover
香港行車天橋比比皆是，為甚麼要特別介紹山道
天橋？山道天橋建於一九八一年，它不僅是少
數由山上往山下的斜道天橋，而且其不但單綫行
車，途中亦有數個急彎，坐上雙層巴士在密密麻
麻的住宅大樓之間穿插，據說令不少外地遊客大
呼過癮。

若想一嘗乘車行走山道天橋，
可在香港大學站 C1 出口外的
巴士站乘坐 4X、30X 或 90B 
巴士。要觀賞天橋穿插樓宇之
間的形態，則可到橋底的 B2 
出口。

What’s special about Hill 
Road flyover given the 
large number of flyovers 
around the city? Many 
tourists found traversing 
the flyover on a double-
decker bus exciting, as the 
single-lane flyover winds 
between skyscrapers with 
sharp bends.
With boarding point outside Exit 
C1 of HKU Stn, routes 4X, 30X 
and 90B (to Central / Admiralty) 
plies via the flyover. Alternatively, 
the flyover can be observed at Exit 
B2 situated under the fly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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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風貌 
筆者當然不是要叫大家觀察貨物裝卸過程，西
區公眾貨物裝卸區（「西環碼頭」）近年備受
攝影發燒友注目，也吸引不少人前來留影，其
不僅正對維港西面，是觀賞、拍攝日落的好去
處，每逢雨後碼頭地面總會出現水窪，形成一
面「天空之鏡」，晚霞夕陽折射到這面鏡上，
即成一幅極有意境的沙龍照。

即使對攝影或觀賞日落毫無興趣，西環碼頭也
不失為吹吹海風、眺望維港景色的好去處。

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  Western District Public Cargo Working Area

豐物道電車廠旁入 Access next to Tram Depot at Fung Mat 

Rd香港大學站 B1 出口步行約十五分鐘 15-min walk from 
HKU Exit B1

食
在
西
環

在凌晨三點便開始營業的新興在港大學生之間
非常著名，有人說未曾到新興飲早茶的枉為港
大生，與不吃金飯碗便不算科大人的說法頗為
相似，分別在於有此說法的原因絕非因為新興
難吃，而金兜，你懂的。

除了早茶外，新興的流沙奶黃包亦很著名，經
常很早就賣光，絕對值得一試。

新興食家  Sun Hing Restaurant

There’s a saying among HKU students that one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n HKU graduate if he 
or she have not tried Sun Hing. Opening at 3am 
daily, it is a must go for HKU students for their 
morning dim sum session. 

Steamed custard buns is a must-try there.

士美菲路八號地下 G/F, 8 Smithfield 堅尼地城站 C 出口步行約五分鐘 5-min walk from KET 
Exit C

這間茶餐廳為港島少數仍保留傳統港式冰室裝
修格局，閣樓的「樓上雅座」、用作運送食物
的升降機以至門口的玻璃西餅櫃，皆令食客有
回到七十年代的感覺。

筆者每到大口環探病後，都要坐小巴到西環轉
巴士回家，很多時都會「順路」到祥香嘆個下
午茶。每次光顧叫的總離不開三樣，西多士、
紅豆冰及奶茶。其西多士上菜時仍是熱的，瞬
間能將牛油融化;多士軟硬適中，絕少出現「炸
過龍」而過硬的情況，配上糖漿享用可以說是
一絕。紅豆冰的紅豆不會太爛，椰奶也不會有
加入過多水以致過淡。祥香多年以來一直選用
黑白淡奶沖奶茶，茶底味濃，以致加上淡奶後
不會失去茶味，反而使整杯奶茶更為香滑，充
分展示港式奶茶的特式。而奶茶沿用厚身瓷杯
作器具盛載，使整杯奶茶更有傳統港式味道。

幸好西環以至堅尼地城尚未被納入港鐵網絡，
地產商及炒家仍未侵佔，使如祥香般保留著香
港特式的人和事，仍能在港島西邊的一角延續
下去。

祥香茶餐廳  Cheung Heung Restaurant
Time seems to be frozen when one step into 
Cheung Heung Restaurant, one of the few eateries 
on Island-side which still retain old-school decor. 
The glass bakery cupboard at the shopfront and 
the dumbwaiter brings patrons with a nostalgic 
feeling of the 1970s.

Cheung Heung is a must go every time I pass by 
the district, and I always order French Toast, Red 
Bean Ice (red bean served with coconut milk) and 
Milk Tea. Unlike other restaurants, the French 
toast is still warm when served, and you can see 
the butter melting on its surface. The toast is of an 
optimal hardness even after being deep fried. 

Cheung Heung insisted in using Black & 
White Evaporated Milk in producing milk tea, 
contributing to its perfect tea-milk balance as well 
as its silky texture. The thick porcelain cups used 
are also reminiscent of the good old days.

卑路乍街 107 號 107 Belcher’s Street
堅尼地城站 C 出口步行約五分鐘 5-min 
walk from KET Exit C

Of course we are not telling our readers to observe IELM 
practices. With its “prime” location at the western part of 
Victoria Harbour, it has become a hotspot for those who wish 
to admire the beauty of sunset. 

On rainy days, crowds of photography enthusiasts flock there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moment of sunset through the “Mirror 
of the Sky” - the rainwater puddle formed after rain reflects 
the twilight, forming a magical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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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在火井數十年的翁記，是地道西環人的秘
寶。走進翁記，你會覺得自己回到了過去的香
港：紙皮石拼成的地板、摺凳和摺枱，還有檯面
上放在筷子桶裏面的木筷子。

挑選一個沒人的位置坐低，向身形瘦小的老闆娘
要一碗三寶米加底加豬紅，然後隔一陣你所點的
麵就會奉上。用湯匙呷幾口那清甜的湯底，再下
一湯匙的特製辣椒醬。辣椒醬香而微辣，與清甜
的湯底，和米粉配合得天衣無縫。魚皮餃味道
濃郁、牛丸結實彈牙，一試就知是手打的，絕非
坊間從工場交來的貨色可比；魚蛋縱然不差，但
相比之下卻似乎較為失色。整碗麵的重點在於葱
油渣。葱油渣是以慢火將葱段浸炸而成，香味四
溢，是地道的潮式粉麵佐料，現時難能食到的地

方不多。

光顧翁記的，大多是熟客，有部分更是從小到大
都光顧翁記，故此老闆娘和顧客們間中也會寒暄
一下。

在翁記能食到的，不只是那份現時已近乎絕跡的
味道，還有那濃得化不開的人情味。

註：翁記有兩間，龍暉花園那邊的據說是由老闆的兒子所開，
至於味道方面……就要各位看倌自己試試了。

翁記  Yung Kee Noodles

皇后大道西425X後座地下 Back of 425X Queen’s Rd W

香港大學站 B1 出口步行約三分鐘 3-min walk from 
HKU Stn Exit B1

九十年代石塘咀街市興建時，不少鄰近街道的
大牌檔紛紛「上樓」，因而造就石塘咀熟食中
心成為西區庶民美食之精華所在，中心內匯聚茶
檔、茶餐廳、潮州「打冷」菜館、水煮川菜甚至
泰國菜。

以筆者經常光顧的茶檔「海南㗎啡」為例，該
茶檔本是堅尼地城街頭的一家大牌檔，遷入「
石熟」後即使售賣菜色非常簡單，只有茶啡、多
士、三文治、通粉（和人情味）等供應，亦令其
得以成為「台柱」，是僅餘兩間由中心落成至今
一直屹立的檔口。「海南㗎啡」以咖啡作其招牌
菜，其咖啡既香且濃，但在街坊以外的知名度可
謂等於零。

有時西區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渾身是寶，但不
為外人所知；也許這樣能將西區的獨特文化「保
育」起來，也是一件好事。

Located within a wet market, Shek Tong Tsui Cooked Food 
Centre is where you can find a diverse variety of delicacies 
local and abroad, featuring food stalls specializing in local-
style coffee and tea, Teochew cuisine, Sichuan cuisine and 
even Thai food.

The stall which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is “Hoi Nam 
Coffee”, which evolved from a roadside dai pai dong in 
Kennedy Town. Specializing in breakfast-style food like tea 
and coffee, toasts, sandwiches and macaroni, it is the narrow 
range of food provided that led to its fame among local 
residents. 

石塘咀熟食中心  Shek Tong Tsui Cooked Food Centre

皇后大道西 470 號石塘咀市政大廈二樓
2/F, Shek Tong Tsui Municipal Services Bldg, 470 Queen’s Rd W
香港大學站 B1 出口步行約兩分鐘 2-min walk from 
HKU Stn Exit B1

水街食街  Water Street
水街貴為香港大學及鄰近中小學的「食街」，因
此座落在此的食肆當中為數不少都設有價廉物美
的學生餐。除此之外，這裏寧靜的巷弄亦吸引了
一些咖啡店和甜品店在這裏開店。這裡的餐廳群
能讓您品嚐到大江南北的中菜；擁有華麗裝潢的
西餐廳到晚上變身成酒吧，可以享受正宗的西餐
之外也能暢飲；您亦可以咖啡伴精緻的甜品消磨
整個下午。一切皆豐儉由人，不同的餐廳正留待
您的發現。

要注意的是，平日中午時分這裏的餐廳都會聚集
大量學生，老饕們可能要去貴價一點的餐廳落腳
了！

Adjac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a number 
of prestigious schools, Water Street boasts a diverse variety of 
eateries, ranging from full-service cha chaan tengs catering 
for the need of students, upscale bistros that become pubs in 
the evening, to small cafes and dessert shops whose owners 
were lured by the tranquil environment here. No matter what 
you budget is, you are destined to find something that fits 
your appetite here.

餐廳主要聚集於薄扶林道與第三街間，以及皇后大
道西與德輔道西之間的一段水街 Restaurants scatters 
along the sections of Water Street between Pok Fu Lam Rd 
and Third St, as well as between Queen’s Rd W and Des Voeux 

香港大學站 B1 出口步行約五分鐘 5-min walk from 
HKU Stn Exit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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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總有一點黑

前言
女孩子一向愛美，如今連男士都越發注重外

表︰Set 頭、敷粉……等等！臉上何時長了這

顆墨？！這墨雖小卻舉足輕重，它已令整個妝

容畫上黑點。而且隨年日過，小黑點有時還會

越來越大。無論男女，對於臉上長墨都會或多

或少有點「頭痕」（煩擾），事乎閣下對外表

有多着緊。除了撲粉上面和塗抹厚厚的遮瑕膏

外，難道沒有甚麼「一 Take 過斷尾」的辨法

嗎？答案是︰脫墨可以！

要說脫墨以先，都要先了解一下這個「敵人」

吧，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嘛（假想敵也是

敵！）。

生理成因
「墨」是廣東話的說法，書面為「痣」，而很多人卻以為墨痣有別，其實不然。墨是由黑色素聚集形成，有先天形成和後天偶發之分。先天生成的墨又稱胎記，東亞人種的胎記出現率比白種人高，除非胎記太大或顏色異常，一般都是無害。後天形成的主要是基因遺傳和外界刺激（陽光照射）誘發。普遍地說膚色較白會較易長墨﹔在不同皮層生出的墨有不同分類，主要分為三類︰長在表皮和真皮交界生的交界痣、深入真皮下的皮內痣，和由以上兩種混集而成的混合痣。一般來說，年紀越大越會趨向產生皮內痣，胎記一般都是交界痣。

胎記與前世

美國學者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是西方接

受輪回理論的首代人，他在其論文〈往世回憶

的證據〉提出胎記是前世傷痕一說，並搜集相

關證據。他稱胎記是前世特別深刻的傷痕，如

死亡的方式是被子彈射死，其被子彈貫穿的皮

膚則會有胎記。當然，有關前世之說涉及個人

看法及宗教問題，在此編者只是舉出一個有趣

的佚事而矣。

可能病變的墨痣胎記

邊緣不規則
顏色突然變深或混合其他顏色

直徑大於六毫米突然變大
鮮紅斑痣*

發癢或刺痛
痣會出血或潰瘍

 * 鮮紅斑痣為胎記一種，好發於頸臉，外表
呈突出鮮紅色，是血管變形所致。

撰文 : 副總綿輯           排版 : Sa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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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總有一點黑 要脫掉墨痣，現今有激光和脫墨霜兩種普及的做法。 

1.激光
基本上無論是平面的墨或是突出的墨都可以處理，約一
星期後會結痂，復原時間短。淚光脫墨的原理是透過高
能量的激光射入皮膚消除黑色素（墨），適合處理較小
的墨。治療後不易留有疤痕，可是好東西總是比較貴，
激光脫墨在本地動輒數千元。

2.切割式脫墨
若墨痣凸出兼太大顆，便需要用手術的方式割下來。由
於切割式脫墨會有傷口，切割式脫墨比起激光脫墨需要
更長時間復元。一般而言，普通的墨痣用激光手術脫掉
即可，但非良性的墨直徑較一般為大，兼且手術後需要
做化驗，所以這些較大顆的墨便會用到手術式脫掉。

3.脫墨霜／脫痣水
於網上可購得，以往格仔舖亦有賣（不知
如今是否還有賣）。相對手術方式脫墨，
使用脫墨霜是可以自助，價錢亦相對便宜
許多。但注意的是脫墨霜並非專業醫療用
品，品質參差，最好選有牌子的脫墨霜和
有口碑的網構來源。而且脫墨霜採用腐蝕
的原理，難免造成小小的疤痕，所以不能
用在臉上。

4.墨相圖
若根據面相學，其實墨痣都有分吉凶︰面
無善痣，體無孬墨。意思是說，面上長的
痣在面相學都是不吉利的。又有說法「女
有男心，男生女心」，指身上的墨對伴侣
亦有影響。如有一說是女人右眼外角長痣
對自己雖然是「好色」，但對其伴侣卻是
「經營痣」︰男方會靠自已白手興家而事
業有成。看來即使是傳統風水命理學，單
一的墨還是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啊（要看
你是否自私）……

傳統上風水中「良痣」要突出兼黑澤有
光，長毛更好，與現今人們以為美的無墨
或小美人痣迴異，看來美學真會隨時間推
移而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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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動漫的美人痣、文學的朱砂痣

雖然墨生在臉上很多時侯都令人不勝煩擾，但在動漫、劇集怎至是文學作品上墨

卻賦予另一種意思。

當中最常出現的是眼角的淚痣。眼角的痣除了叫作淚痣亦叫作美人痣，因其名在

動漫和劇集通常會賦予美人或楚楚可憐的意思。例如在韓劇《妻子的誘惑》的主

角閔筱希（或譯閔小熙）便設定其左眼外角下有一顆墨，配合角色強悍狠毒的性

格而散發一種「有刺玫瑰」的感覺。又如在單機遊戲《仙劍奇俠傳五前傳》中的

女主角暇在其右眼角亦有一痣，演繹的性格卻是嬌蠻可愛。在日本動漫中有淚痣

的角色更是多不勝數，《幸運星》泉此方、《我的妹妹不可能那麼可愛》五更琉

璃、《網球王子》跡部景吾、《FATE/ZERO》Lancer、《萝球社！》凑智花等

等，恕在此未能（根本不能）一一盡錄。

在文學中，墨痣亦有特別意義。點在眉心的紅痣稱為朱砂痣（別名同樣為美人

痣），古代女士會在眉間特地用顏料點上去。相傳這是由楊貴妃帶起的熱潮︰

有一次楊貴妃不小心弄傷額頭以致眉間有個小小的疤痕。楊貴妃為了遮蓋此

痕，她朱砂筆在疤痕上畫了個點當作裝飾。不料人們對此做法十分賞析，民間

更因此爭相彷效。因此，在古代畫作中畫美人時常常都會加上朱砂痣在眉間。

結語
墨痣人人皆有，雖然本文說及種種有關墨痣的相學和傳說，
但風水之說信則有之不信則無，本文僅僅是拿出來供消遣消
遣。此外，本文雖談及脫墨的數種方法，但脫墨並非必然，
不一定因為長在臉上就要脫掉，有時臉上的墨痣反而成了個
人標記呢！但假若為此而自悲，脫掉亦不失為一個解決良
方。

參考資料︰
http://www.bigbeauty.com.tw/condition.php?id=1
http://cht.a-hospital.com/w/%E8%89%B2%E7%B4%A0%E7%97%A3
http://member.healthyd.com/space.php?uid=418&do=blog&id=45083
http://www.ihao.org/dz5/thread-12433-1-55.html
http://big5.xuefo.net/nr/article9/87520.html
http://www.molehk.co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2ca3d0100dooi.html
http://www.azg168.cn/mianxiangdaquan/nvrenmianxiang/53184.html
http://baike.sogou.com/v7544636.htm

本文所有資料編者均小心教閱，惟編者非生物學及風水學專家，若以上有關墨痣的
生物病理或面相資料內容出錯，請不吝賜正！圖片來源 : pinterest

無聊至極，突然想起中五時的聖誕參加班際音樂比賽的一些點滴，便尋找那時拍下的片段
觀看。看畢自己班後，我內心掙扎應否觀看那一班的那段。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禁歌」，即是不能讓自己去聆聽的歌。為何要這樣做呢？或許是
因為這首歌與自己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有關，你一聽，一幕幕前塵便失了控地在你腦海中
翻滾。同樣地，我一直避免重溫那一班的表演，是因為在當中，有「她」在。

最終我還是把持不住，找回那一班的表演片段觀看。我一直尋找着她在影片的出現，在甚
麼的角落。她的臉，她的步姿都使我很快在四十人中認出她——這不是因為我了解她，只
是因為我太留意她。從來要熟悉一個人，最理想的情況是她也了解你的為人。那時像是做
到，現在明白那只是不成氣候的相知。

一年間的平斜陰
撰文、投稿：J 康

排版：平斜陰

生活



41

文藝

參考資料︰
http://www.bigbeauty.com.tw/condition.php?id=1
http://cht.a-hospital.com/w/%E8%89%B2%E7%B4%A0%E7%97%A3
http://member.healthyd.com/space.php?uid=418&do=blog&id=45083
http://www.ihao.org/dz5/thread-12433-1-55.html
http://big5.xuefo.net/nr/article9/87520.html
http://www.molehk.co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2ca3d0100dooi.html
http://www.azg168.cn/mianxiangdaquan/nvrenmianxiang/53184.html
http://baike.sogou.com/v7544636.htm

本文所有資料編者均小心教閱，惟編者非生物學及風水學專家，若以上有關墨痣的
生物病理或面相資料內容出錯，請不吝賜正！

片段中的她和現在相似，都有一束及肩的馬尾，只是前額已轉了髮陰的形式。
一年前，她的平斜陰並不齊整，斜向的前陰有一兩行空隙，露出少許額頭。我
很喜愛她這個樣子，傻乎乎的，但不幼稚，不嬌嗲，倒是有幾分感性。至於她
「all back」的面貌，我當時實在不敢恭維。我一向對女孩「all back」避之則
吉，因為這髮型簡單同時並非人人都配得上，很可能弄巧成拙。

還記得在第一次出外逛街的前一晚，我千叮萬囑她要梳平斜陰。在熙來攘往的
旺角手牽手踱步，微微看着身旁的她，幸福的滋味湧上心頭，我們好像被甜蜜
的空氣眷顧着。她的美，造就了當天的美妙。然後到了某一天我接她去吃午
餐，她居然任性地梳了「all back」。我假裝生氣，但看着看着，其實也有多少
的美感，只要身旁的人是她就足夠了。甚麼髮型彷彿不再重要，她就此推翻了
我長久以來的審美觀。

到了一天考試，我與她一起步行回校。那天她梳回我鍾愛的平斜陰， 與我會合
後，我低下頭，提起手溫柔地撥開刺着她眼睛的頭髮，兩小口然後慢慢前行。
這是我最後一次與她面對面相處，她烙印了美麗的平斜陰的面貌在我心裏，和
一張張的筆記一樣溜進腦海。不同的是，那些筆記的內容早己拋諸腦後，而這
個容貌並沒消褪，一直深深的刻在心中。這個末日，她留下了最美麗的印象給
我。

常常說冬天是個浪漫季節，我想那些浪漫的氣氛大概都被過份渲染。 甚麼邂逅
到有情人，不過是可笑的黃粱一夢。寒冷的天氣中總有人捱不住，總有些事物
給冬天冰封。路程總有終結，若循環不息，只在漫無目的地走，便失去意義。
可惜的是，我還沒有停下來，她便忽而卻下步，在剛剛起步的長跑默然離開了
跑道。她在前，我在後，她從此走得比我快。我和她就這樣，彼此隔着距離。
她好像從沒猶豫過，從沒停頓過一步，一點意識也沒有。

現在，成了年的她梳的是「all back」。不知是否髮型改變了的關係，她看起來
成熟了很多。前額沒有頭髮，把以往平斜陰時的回憶通通都趕絕得不留一絲痕
跡。相由心生，或許是對的，她在這一年間，思想也應該變得成熟了，複雜了
吧。只是「all back」的背後，是否有萬縷交錯的心境？

我照着鏡子，雜亂的前陰使自己看起來沒精打采，當中又有多少串如何費力也
剪不掉的牽掛？也許，若然當初我們沒有相逢，我依舊是那爽朗的自己；若然
當初我們沒有相逢，她依舊是那傻乎乎的她。那個傻女，那個戇男。

P.S. 這篇文章其實是在一年前所寫，那時候我剛升上中六。現在的她當然已夠
十八，畢業後頭髮亦不再束起馬尾，更染了金色。現在回想過去，縱然早已不
再喜歡她，但中學時代的愛情總是叫人懷念的。

圖片來源：songmati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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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我出車禍後，眼睛就幾乎甚麼也看不見了，現在我只想在徹底的漆黑前，回小時候生活過
的地方看看，重新找找童年的感覺。

　　我和老人，面對面坐在綠皮車的車廂內，略顯尷尬。車廂裏混雜着乘客們吃早飯的氣味和小販
不停兜售食品的吆喝聲。我看不清老人的模樣，只聽到老人腳後跟和鞋子之間發出的「啪嗒啪嗒」
聲。

　　終於，我決定打破沉默的尷尬氣氛，故作輕鬆地問道：「到哪站下？」

　　老人似乎被嚇了一跳，低低地說：「文德橋，你呢？」

　　「我嘛，沒事兒閑的，車走哪兒是哪兒！」我說。

　　「聽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是來旅遊的吧？」老人問。

　　「我小時候一直跟爺爺奶奶住老城南，後來上學就跟着爹媽跑到外面去了，現在就想回來看
看，我還記那會兒的門還帶門環兒呢，是那種生鏽的古銅色，敲門的時候會留一手的鏽，我爺爺總
捨不得換，老說那是古董，換不得，也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了。」

　　「我家現在就住老城南那一片，在我小時候，院子裏有口老井，老井外全是青苔，走路一不小
心就會滑倒，我在那摔過好幾次呢！可就是不長記性，沒事兒我就喜歡拽着井繩提水，可力使得又
不對，怎麼都提不上來，反而把那條井繩『折磨』得夠嗆……」

　　就這樣，我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聊了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輕快流淌着。

　　「我們光顧着說話了，你趕快看看，現在到哪一站了？」我突然想起了甚麼。

　　「 你幹嗎不自己看看外面呢？」

　　我生怕被老人發覺我的眼睛幾乎看不見了，只好面向窗外，假裝欣賞窗外的景色，腦子裡想像
着一棵棵樹飛速向後閃去的情形。        

　　「今天天氣不錯！就是風有點大，外面的樹都在動！」

　　「這很正常，我們的車一直在往前開呀！你放心吧，我耳朵一直豎着呢，下一站就到了！要是
再坐一兩個小時，我就腰酸背痛了！」

　　其實，我是很樂意一直這樣坐下去的，只是老人馬上就要下車了。實際上，老人早已開始起身
收拾行李了，他說「好了，我快到站了！」

　　汽笛一聲長鳴，車輪的節奏減慢。車外嘈雜的人聲鋪天蓋地地湧入耳朵。車廂內的廣播響起：
「文德橋到了，感謝您的乘坐，希望您下次再來！」老人只是輕聲說了句「再見」就「啪嗒啪嗒」
地離開了。

　　此時，一個「女高音」飆了上去：「哎呦喂！你怎麼走路的？長沒長眼睛啊！」

　　老人的聲音再次出現，「對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對不起！對不起……」「一句對不起就沒
事了？你怎麼不會好好走路啊……」不知發生了甚麼，突然一陣沉寂，接下來，那個「女高音」態
度大變，聲調立馬降了八度，「算了，沒事了，我自己弄吧。」

　　老人還是一個勁兒地道歉，「實在抱歉，對不住了……」

　　只聽見那個「女高音」沒精打采地抱怨着：「今天算我倒霉，碰上個老瞎子！否則我肯定又要
撈一筆了……」

開往春天的綠皮車
撰文、投稿：李姝賢
排版：綠皮車

圖片來源：go2tu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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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祖上輩能人出眾，壹神力明眸狩金烏有玖；貳形高善行圖依金烏余跡徒。
吾輩自負，欲尊祖訓，了遺願。
 
謀白鬚月老之紅線；
計取西界羽童丘比特之箭；
擊阿爾忒彌斯、吳剛、嫦娥、月兔若干侍摘月冠；
狙四象眾星宿天罡地煞聚晶核壹佰肆拾枚。
 
星空黯淡猶墨，無色。
夜幕之下明目仍難辨物也。
唯晝金烏獨燃之。
                    
紅線織網有餘，鑲佰肆拾枚星核整。
虹為弓，紅線成弦。
月冠成匕，与箭共拹之。
 
吾小輩遺祖賦，薄力健行火眼有過之而無不及。
黃昏之時，晝夜交接，陽衰陰盛。
策使大能網羅金烏，月冠暫凝其身，       
虹弓弦發圖擊其左肋數參肆骨縫之間。
 
不然，網方觸其羽則燃，散，落佑有緣人，化流星。
餘佈天幕，化珍瓏，繪佳文。
冠落其身，黯然失澤，熾羽輕揮，送返天際，幻似玉般皎潔，夕耀不再。
箭於于弦上，難收，誅己心也。
 
後話：
彷羿射日 虹為弓 紅線成弦。
墜落的卻是 自身
此佳文 贈佳人

傳說

振翅文學創作比賽得獎作品

作者 : 黑石

文藝

圖片來源：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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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不曾讀懂這世宇
正如動物一樣
可悲的是
神也不曾讀懂
 
二、
不曾應許天堂果樹
不曾應許佛國菩提
甚至不曾應許花開
但假裝應許
便可蕩起心中的漣漪
久久褶皺而不息
 
三、
神之為神，非神也，所以名神
這，還不夠
無人，焉有神
大抵神語必借人言而發訓導
是以作神語者
仿古，是作“曰”
 
四、
老人雲，人心難讀
孩子問，那為何要讀
是啊，不讀不好麽
這是個難解的答案
 
五、
耶穌說，“為了光明與聖愛”
耶和華慍怒，“朕原先重在訓令，逆
子竟改之”
佛陀拈花嫣然笑，“苦行天路，執
也，不能脫業障”
故佛法破執，教人四大皆空
道德天尊不語，寫下，“空不如無”
對於地上的人
這來自天上的選擇真真是好辛苦
其實，神也爭得辛苦
因為神一直在人心裏
從不在天上
 
六、
神的辛苦
還在心魔的誘惑
人便困惑，如何分辨神魔
漸漸地，人心累了
於是虛無，荒誕，夢想烏托邦
烏托邦畢竟不是真神
所以最好永遠
留在烏有之鄉
只與她做個短暫的情婦便好

 七、
其實，神生下來是駐在人心的
所以，神一直以為自己是人
不知道自己是神
自以為並自稱是神的
往往是魔
至於名號
是佛是仙是彌賽亞
還重要麽
 
八、
現代後
西方的上帝死了
東方的神被西方的人殺死
東西方的遺老們悲嘆
人心將墜
年輕人大笑
這幫古董
有力地掃他們入垃圾堆
 
九、
人們開始造神
繼承神的空缺
不成
又造超人
超人帶領人們在地上建立天國
新的想象誘惑著人的心
可惜通往天堂的夢想
實踐中卻往往是走向地獄的道路
 
十、
轟轟烈烈
未見瀟瀟灑灑
多幾番血雨腥風
妖蛾子唱著歌歡笑著
喝著地上骷髏的血
那是極度膨脹扭曲的靈魂
對自己也是對他人的獻祭
美在古典的藝術品上
無聲頹敗
靈光成為鎂光燈下的僵屍
透著古老的嘆息
和呻吟
 
十一、
也許永不
也許有一天
人們會明白神本在人心
神不從外界來
不需人打開心門迎接
只需人從心中喚醒
只有魔才是狼外婆
誘惑小紅帽打開心門
以便攻入
 

十二、
神話是虛構的歷史
歷史是虛構的神話
真理無法言說
大道永恒沈默
其中有一個神話裏
紅黃黑白膚色的人們
擁抱著跳著舞
在新修的巴別塔頂
在新造的離恨天外
真正讀懂這世宇
那裏沒有語言
也沒有神語者

作者 : 趙一豪 神語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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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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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One

Jim wa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you wanted to be seen with. It 
was rumored that his father’s 
connections with the provost was 
the only reason he was ad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His father had 
really deep pockets, not that I am 
susceptible to rumors but Jim was 
indeed a peculiar person. Jim was 
the kind of person you would see 
lurking the empty corridors alone 
at night, he did not see necessity 
in any form of social engagements 
and was rather comfortable being 
alone all the time. However there 
something intriguing about the 
mysteries that surrounded Jim, so 
I would from time to time engage 
him in casual conversations and 
even invite him for lunch with 
my friends, which he would 
uncomfortably agree to.

Nothing Ever Changes
(Theme on Loneliness)

We were s i t t ing in one of  the 
four cafeterias on campus. It had 
tables on a nice balcony that took 
advantage of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Standing at the edge 
of the balcony you could see the 
undulating hills on the sides,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below 
which extended towards the ocean, 
the bust l ing noise of students 
h u r r y i n g  t h r o u g h  t h e  s c h o o l 
corridors and the splashing of the 
waves against the rocks. It was 
spring and the weather was very 
nice. The sky was clear and there 
was just enough sun to keep you 
warm without making you sweat. 
You could smell the grass when the 
breeze came.

“So what are you planning to do 
later?” slurred Derek looking at me 
and Jim. He was one of the closer 
friends I had acquainted during my 
two years here. He had a  hand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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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and was always the best 
dressed among us.

“I don’t know, I might head back 
to my dorm and take a long 
nap I guess.” I looked at Jim 
and saw him still finishing up 
his lunch and trying his best to 
avoid meeting our eyes. I wasn’t 
going to let him get away.

“How about you Jim? Doing 
anything eccentric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I purposely made 
h im fee l  uncomfor tab le ,  I 
enjoyed seeing him blush and 
try to find the right words and 
seem less awkward.

“No.”

“Well you ought to, it’s a fine 
day” said Derek. “Hey, don’t we 
have that recruitment talk at 
six? Bill Do you remember? The 
one that we saw downstairs? 
What was the company again?” 
I slouched my body to one side 
and suddenly I had a headache. 
It was recruitment season and 
all the big corporations were 
on campus promoting their 
graduate programs. Derek had 
been aggressively keeping 
track of all of them and had 
brought me along with him. It 
was customary for final year 
students to attend all of them 
and make the best impressions 
to the prospect employer. Derek 
was very good at it.

“I don’t know, I think it was one 
of those banks” The truth was 
I had no idea, my mind was 
wandering off and I had my 
gaze on the football stadium 
below the balcony. There was a 
soccer game and spots of red 
and blue were scattered across 
the stadium.

“It was F.D Anderson” Jim said 
in a stilted tone. Derek looked 
surprised.

“What did you say?”

“I said, the company is F. D 
Anderson” Jim took his eyes off 
his plate and looked at Derek.
“You know Jim, if you opened 
your mouth more you might 
actually be useful.” Jim always 
irritated Derek, he had told me 
that it was the way he looked 
at him which made him feel 
uncomfortable. I admit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innately 
annoying about him, but the 
fact that he was so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made him equally 
interesting.

“Get off his back Derek.” I said. 
Jim had his eyes fixated at his 
plate and didn’t seem to have 
heard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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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urned my eyes back to the stadium and watched the 
game. I looked out of the balcony into the stadium; the 
blues scored a goal and paraded across the field. The reds 
were moving slower and slower and seemed to have lost 
their fighting spirit.  I was never fond of the game, there 
were too much passing and charging and miscalculated 
shots and too few goals. The air grew stale and made 
me tired. I gave a lazy yawn and my eyes became watery. 
Derek was tapping his thumbs furiously on his phone.

“Hey, you are going out tonight right?” Derek said without 
taking his eyes off the phone.

“Why do you ask?”
 

“There’s this party down at LKF, open bar 
and everything.” Wherever Derek went, 
there was always a party. It was the norm to 
go to LKF at least twice a week. We would 
start at Seven-Eleven, grab a few drinks, just 
enough to get you tipsy and lightheaded 
but still appear sober. Then we would head 
to Graffiti, by then it would be close to 
midnight and the crowd starts gathering 
at the dance floor. We would order a few 
shots from the bartender and after several 
unsuccessful attempts with the girls we 
would head out to Play. By then it was 
midnight and LKF would be swarmed with 
elated teenagers, overweening drunks 

and confused souls. We would stay there 
until the room began wheeling and our 
sentences began to stutter. We would then 
try to catch a taxi and reach home before 

dawn. I never missed a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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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h, why not” I said.

D e r e k  n o d d e d  h i s  h e a d 
rhythmically.

J i m  f i n i s h e d  h i s  l u n c h  a n d 
impatiently excused himself. Derek 
was still on his phone and did not 
bother to look up. I bid him farewell 
and told him that I would see him 
around campus. A few minutes later 
I told Derek I had to leave.

“I’ll see you in two hours yeah?” he 
said.

“Sure, you are leaving now?”

“Nah, I’ l l stay for a little while 
longer”

I headed to the exit and made my 
way outside the building. I really 
needed a nap.

Chapter Two

“So what do you think?”

We had just left the lecture theatre 
along with a hundred other hopeful 
future employees. The speaker was 
a certain important person from the 
bank and had brought along with 
him souvenirs so we could take 
note of its generosity. He spent the 
first 30 minutes circuiting how great 
the company was and how it cared 
about its people and its values 
and cultures and that sort. It was 
only bearable because he had an 
intriguing English accent that didn’t 
seem to match his Asian features.

“It sounds like a great company” I

vaguely replied.

“I know right, did you hear the 
rotational program?”

“Yes, it sounds great.”

“How many have you applied so 
far?”

“Five or Six” I paused at the middle 
to make it appear I was thinking 
hard.

We were now making our way to 
the university Atrium, the crowd 
f rom the lecture  theatre  had 
dispersed and everyone hurried 
on to their busy lives. It was Friday 
and the Atrium was emptier than 
usual. The sun was setting and you 
could see patches of light on the 
ground coming from the sides of 
the building.

“Have you heard anything from 
anyone yet?” He asked cautiously.

“No, but hopefully soon.”

“Anyways I got to go, I’ll see you 
tonight right?”

“Right” I  repl ied. We said our 
goodbyes and parted ways. Derek 
made his way down the stairs at the 
center of the atrium and I watched 
him as he descended until he was 
out of sight. I made my way to my 
dormitory. It was going to be long 
night.

It was eight-thirty and I was in 
the train heading to LKF. I was no 
longer tired, all the drowsi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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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iness was replaced by an ecstatic 
crave for new adventures in the 
glittering streets of LKF. The train 
stopped and I got off at the right 
station. As I stepped outside I felt 
the crisp air filling my lungs. LFK 
was only a few blocks away which 
took five minutes to reach, and ten 
minutes for a drunk. However it 
was still early and the bars were still 
getting ready for the frantic Friday 
night. I decided to take a walk.

The towering skyscrapers only 
allowed you to see fragments of 
the night sky, sometimes the moon 
would make a shy appearance 
between the glossy surfaces of the 
buildings. I made a turn at a corner 
and walked among the stream of 
commuters. The street was lite up 
with gleaming fluorescent lights 
from the sophisticated stores of 
Prada and Gucci and Armani and that 
sort. I watched the people leaving 
the stores proudly with their hands 
around their fragile Italian purses. 
Once in a while a car quietly pulled 
over with such elegance that left me 
marveling at its body; the voluptuous 
curves, piercing headlights and its 
inviting rear.

“Bill, where are you?” I received a 
text message from Derek. He must 
have been waiting for me outside 
the station. I turned around and 
made my way back to LKF.

“Where did you go?”

“Oh I just went for a walk.”

“Common lets go”

We waited for the traffic light to 
turn green and crossed the street. 
We made a few turns and walked up 
the inclined street. We could hear 
the music blasting from a distance 
and it grew stronger as we walked 
until finally we arrived at the familiar 
place- the hypnotic neon lights, the 
blaring sound systems and the long 
lines of bars and clubs.

We walked into a convenience 
store and gulped down the beer we 
bought and took a few sips of from 
a mickey of gin, I felt the gin burning 
my throat and settling in my warm 
belly

“Ready?” Derek asked.

“Let’s go.”

圖片來源：99hdwallpapper



Chapter 3

The air grew hot and stale and I 
felt the sweat slithering down my 
forehead. I was lying down and 
my body felt stiff. As I opened my 
eyes I felt an immediate wheeling 
sensation and had to fix my eyes 
on the wal l  to make it  stop.  I 
recognized the two disgraced 
desks and the hanging book shelve 
occupied by empty whiskey bottles, 
abandoned library books and piles 
of dusted papers and realized that I 
was in my dormitory. The intruding 
sunlight beamed through the closed 
window and landed on the bedside. 
I made an effort to sit up but the 
wheeling sensation worsened so I 
had lie back down.

Lingering in my mind were recurring 
fragments of blurred memories. 
I remember being in Graffiti and 
the music was very loud and Derek 
was talking very loud as well. I 
remember gulping down glasses of 
transparent liquid that tasted like 
toxic sweet vinegar. I remember 
being in the dance floor and my 
feet hurt and not wanting to stop. I 
remember meeting up with Joe and 
Anthony and the rest of the guys. 
And I remember Derek saying that 
it was the best night of his life.

After a while when I found the 
strength to move I sat up and felt a 
sense of relieve when I recognized 
the shape of my wallet and phone in 
my pockets. I found my water bottle 
and gulped down a liter of water as 
I went outside to get some fresh air.
The sun was setting and there were 
batches of light on the ground. 

Something caught the corner of 
my eye, it was a man sitting on the 
bench with his hands around a small 
yellow book, his eyes lost in another 
un iverse  and und is rupted by 
anything that went on around him. I 
squinted my eyes and recognized a 
familiar face.

“Hey Jim, how you doing?” I said 
as I moved closer. I could smell the 
whiskey lingering in my breath.

 “What you reading?”

“Hey Bill, nothing interesting.” He 
replied. I tiled my head and scanned 
the cover of the book.

“The Sun also Rises, is it a novel?”

He nodded his head.

“What is it about?”

“It’s hard to explain.” He replied 
lightly. I saw that he didn’t want 
to be interrupted but the talking 
distracted me from my headache 
and made me feel slightly better.

“I am a very slow reader” I said. 
“I once tried to read this book, it 
wasn’t a very long one, perhaps a 
bit thinner than yours and it took 
me more than a month to finish it.” 
His eyes were fixed on the book but 
haven’t turned a page since I joined 
him. “That’s why I seldom read, I 
figured that it’s wasted on me.”

“Maybe you just haven’t found a 
book that you like.” H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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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 or I  s imply am a bad 
reader. Although I used to play 
music, I loved my guitar but it was 
such a nightmare getting it shipped 
from the States.” I looked up the 
sky and reminisced a time not too 
far away when the world was simple 
and I was naïve and untainted from 
the realities of the world.

“Do you still play?” he asked.

“No, I haven’t touched my guitar 
since I got here.” I said bitterly. 
“College happened and now I’m 
stuck.”

“Do you miss it?”

“I think about it from time to time, I 
was pretty good.” Jim no longer had 
his eyes on the book. A nice breeze 
passed by and the trees began to 
swing until it lost its strength and 
stood still again. “I guess you can’t 
expect things to remain the same 
forever, things change, people 
change and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That’s not true, we always have a 
choice.” He asserted. “Just because 
things around you change and 
people expect you to change with 
them, doesn’t mean you have to.”

“Right, like you choose to be alone 
and friendless all the time.” 

I immediately regretted after saying 
it. Jim was a nice person and did not 
deserve that.

“I may be friendless, but I’m not 
alone.” He said. I looked away and 

thought about what it meant for a 
moment, he always seemed to be 
talking gibberish.

“So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Jim?” I asked curiously.
He ruminated at the question for a 
while before answering “I want to 
be a writer.”

For some reason I was not surprised, 
it was the sort of thing Jim would 
say.

I raised my eyebrows and said “Well 
good luck to that.”
“How about you?”

I gave a long gasp and relaxed 
my body onto the bench. “I don’t 
know.” I said.

“What do you mean? You and Derek 
going to all those recruitment talks, 
talking about all the job applications 
and stuff.”

“Yeah well...” I paused and struggled 
to find the right words. My head 
started to hurt again and my mind 
had plunged into a chaotic spiral. 
“It’s what w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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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ould see that he was not satisfied 
but was kind enough not to make 
the pursuit. 

“It’s not what I do.” He said

“Well you are different, you are 
weird and everyone knows that.”

He furrowed his brows and turned, I 
could see his frowned face.

“Different in a good way I mean.” I 
quickly added. “That’s why I enjoy 
talking to you Jim.”

“Well, you are alright too but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always 
gotta be with that asshole.” The 
deliberate stress on the last word 
gave away his frustration.

“You mean Derek? Well yeah he can 
be short tempered and say certain 
things he ought not to, but he’s 
smart and we help each other out.”
“You know Bill...” I could hear his 
lost quavering voice struggling to 
find the right words.

“I have heard Derek talking shit 
about you.”

“Ha!” I gave out a small, brittle 
laugh and shook my head. “That’s 
the most ridiculous thing I have 
heard.”

“It’s true, the other day after I left-”
“Just shut up.” I raised my voice and 
walked away. After a few steps I 
paused and gave a long, despairing 
gasp and looked at the gloomy 
night. There were no stars in the sky 
but it was lit up by the countless

miniature art i f ic ial  l ights that 
escaped from the surrounding 
towering buildings.

“Well I’m sorry if I-”

“I’ll see you tomorrow?” I whispered 
just loud enough for him to hear 
me.

There was a long uneasy pause.

“OK.”

I gave a quick shy look at Jim, it 
was dark and all I could see was 
his small yellow book. I turned and 
walked into the empty and murky 
road.

Chapter 4

“... I just can’t believe it...that was 
one crazy night” Derek exclaimed 
as he extended his arms in the air, 
followed by a long and hungry 
yawn.

We were in the usual cafeteria 
with the balcony. It was a gloomy 
day and the sky was covered by a 
blanket of never ending dreariness. 
I was having a plate of lamb biryani 
but the lamb was dull and the rice 
plain.

“ Y o u  w e r e  w i l d  B i l l ,  d o  y o u 
remember?”  Derek  had been 
bragging about the party in his 
usual boastful manner for the last 
fifteen minutes. Jim was starting to 
look uncomfortable and I could see 
him bolting his food to leave the 
table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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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alright, by the way any progress on that 
job?” I said in an attempt to switch the topic.

“Which one? O Yeah you reminded me! Guys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alright, it just 
came out of nowhere I wasn’t even expecting 
anything!” His voice grew louder and his hands 
were flying all over the table. The surrounding 
tables starting to turn their heads towards us.

“I got it!” He finally exclaimed.

I raised my brows and replied curiously “What 
do you mean?”

“I got the job! The one last week, I sent them 
an email, had an interview and apparently they 
liked me! I can’t believe it!”

I gave a forceful smile and congratulated him.

“I’m gonna go” said Jim “You want to come 
with me Bill?”

I looked up and saw that he was already 
standing and was putting on his jacket.
“Stay for a while longer Bill, me and the guys 
are going down to this party later tonight.” 
Derek said as he began his after-lunch ritual of 
tapping his mobile phone.

I looked out of the balcony into the gloomy 
sky, I could see the undulating hills on the 
sides,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ity below 
which extended towards the ocean, the 
bustling noise of students hurrying through the 
school corridors and the splashing of the waves 
against the rocks. There was a soccer game in 
the stadium and the players were getting into 
position. It was just another day and nothing 
had changed.  Then I murmured the words.

“I have to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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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清水灣的大海
種滿喬木 
一千層浪沫裏 
一千樹菩提 

我想從山腳邊的泳池 
遊到天上 
十指的水花下 
七彩的晚霞 

我想說所有的跋涉 
都不過是轉生 
從夢境到化境 
從宿酲到酒醒 

我想說遇見就像 
紅酒在玻璃樽裏的打坐 
或是燈盞裏飄泊的水波 
帆起帆落，緣少緣多

我想 
撰文：桓宇  排版：y.y
 

54

文藝

圖片來源：workpress

振翅文學創作比賽得獎
共同季軍



55

編委徵稿

圖片來源：mhpbook

Call for writing ！

希望你的文章可以讓全科大同學閱讀？

Want to let 
all HKUST s

tudents to r
ead your ar

ticle?

對校政、時政有意見？Want to share your view on school policy/current affair ？

想寫文？

Want to write ？

本內閣最後一期《振翅》將於二月派發，把握機會，在一月尾前
招投稿至 su_eb@ust.hk 。

WINGS 22.4, the last publication made by our session, 
will be delivered in February, please grab  your chance 
to submit your articles through su_eb@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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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自古以來便是一個長盛不衰的主題。它就像靈魂一樣繚繞在這個並不自由的天空。
人們並不在意它究竟是好是壞，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深陷、沉淪，像極了飛蛾撲火，哪怕
付出所有只換來一瞬的光明也在所不惜。

我並非智者，在有限的年華經歷中，愛情於我，大概只有落寞。在愛情裏，你的付出多
一點，你的傷便深一些，而沒有傷痛的愛情是歲月磨礪出的藝術品，一如那夕陽西下的
黃昏，映着天空，撫着大海，寧靜卻鮮有人知。大概平淡如水的愛情從來抵不過一場華
麗的邂逅。

然而愛情也是孤獨的。在愛情裏，若失去了另一方的呵護、疼惜，愛情終將是一場自我
哀憐的獨角戲。

我討厭這種莫名奇妙的孤獨感，無端而襲的寂寞讓人的心緒無法安寧。然而，我亦不想
成為暴躁的人，生活中那麼多的美好，黑暗不過是種玩笑，不應害怕的，不是嗎？

人，並非全部都矯情啊。寂寞、孤獨，這些足以讓人淪陷的詞語並不是我所鍾情的。我
不禁長歎出聲，奈何花開，奈何花落，奈何你我。

我不知道生命中的過客應該用什麼樣的字眼來形容，也並不意味只有那些友達
以上，戀人未滿的類型才能被規劃於此。大概人是感情豐富的動物，除了
愛情，還有友情。朋友，很多時也只是過客吧？誰人不曾天真過？在我那

逝去的純真年代裏，我也曾以為生活不需要爾虞我詐，倘若我真心對你，你
定會真情 以待。不得不承認，我的覺悟來的有些遲緩，在遍體鱗

傷，即將逝去生存意志的時候才猛然頓悟：生活
中是不需要「弱者」的。

不知道在何時，也不知在何地聽到過這
樣一種說法：朋友就是你有他的不可
告人的秘密，他有你的不為人知的
醜聞，諸如此類的互相牽扯，才
造就了朋友的存在。對於一個記
憶力甚差的人來說，我很意外
我能這般清楚並準確無誤的記
下這句話。不能說這句話不震
撼——當聽到的那一刻，我真
的很難過。你們是否也曾在受
傷時慨嘆這個社會的醜惡呢？
慨嘆這個社會的不真實，讓原
本善良的我們沾染了如此多的
醜惡。

天下間多少人習慣了在夜晚不眠，
我亦是其中一個。因為孤單，所以喜

歡。

我喜歡像這般總生活在晚上的日子。柔和的燈

孤單 假想
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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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伴隨着晚風的吹拂，手指又滿有節奏的敲打着鍵
盤，這樣的時刻讓我安寧。或許，我是在渴望陽光吧，我這般猜想着。

只有孤單的人才喜歡獨處，而且是獨處在黑乎乎的充滿妖異氣息的晚上。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想，我的身體裏，大概還有一個人生存着，很詭異不是嗎？多
麼符合這般妖異的夜晚。她有思想，有軀體，她生活在另一個我的世界裏。當然，我並不
是一個精神分裂者。

她或許才是真正寂寞且孤獨的吧，我走進那個世界。它並不富麗，也不堂皇。它只是一個四
周寬敞，但毫無一物的地方。它沒有流光溢彩，沒有霓裳麗影，它是灰暗的。整個視野是灰
蒙蒙的一片，透着些許的荒涼，讓人悲傷。原來，她已寂靜如斯。

我惶惶然看見了她的身影，那樣無力的蜷縮着，依偎着角落的冰冷，不知在想念誰人的臂
膀。也許，她只是在發呆罷了。當我亦步亦趨，慢慢的走近她的時候，我在她的眼中看見了
倔強。多麼熟悉的眼神啊！我想，我也曾有過。她不曾有任何動作，對於我的到訪，並沒有
太多的驚訝，究竟是什麼讓她變得如此冷漠呢？我從來不知道，我的她竟然已這般冰冷，懷
抱着她的身軀，顫抖着，為她的孤獨。

她說：「我是嗅着黑暗而生的寄生蟲，只有依附着它的氣息，才能得以生存。你看，我不是
一個人，在那邊，另一個角落裏，生長着一朵花。一朵會散發點點藍光的花。我看着她長大
的，我知道，它必定與我不同。」我詫異着她此時的堅定。大概，她從不知曉，當她在描述
它的時候，目光中帶着連她自己都不曾察覺的溫柔。

我輕輕的拍打着她的肩膀，希望自己的勇敢可以給予她更多的安慰。當我鬆開手臂，即將離
去的時候，我居然看見了那猶如曇花盛開般短暫的笑顏。那一瞬間，我突然覺得，或許黑暗
會很持久，或許她會永遠這般的生存着，但她絕不會被黑暗吞噬。作為一個寄生者，她會依
附着這份黑暗慢慢成長，茁壯成長。

而我，我慢慢的靠近那一朵被她賦上神奇色彩的花朵。很奇異，它沒有芳香。逐步的接近，
讓我的心漸漸的糾結起來。原來，它真的只是一朵——無葉、光禿禿的枝幹帶着一份它獨有
的高傲。那帶着些許藍光的花朵包着隱約可見的白色花蕊，像一代強者，睥睨着這個世界。
我被它的氣質折服了，那樣的弱小，倘使我用力的一觸碰，它的生命便會就此完結。然而，
不知為何，我敢保證，假若你是我，你一定不會像要去摧毀它。它帶着一種絕塵的姿態生活
在這悲涼的領域，多麼勇敢！

沒有言語可以形容我現在我的感受。隱約之間，那藍色的光芒開始變得有律動的閃爍着。不
知怎的，我突然覺得她和它之間是存有故事的。

我終究是離開了那個地方，那個我身體裏的另一個我所佔有的地方。從不曾想要去破壞，就
讓它停留在那個餛飩的灰白世界中不斷滋長吧。作為一份紀念，祭奠我內心深處最不能展現
的哀傷。

我，依舊是我。偏執，固執，討厭莫名奇妙的孤獨感……一切都沒有改變。但只有我知道：
我，已有所不同。

誰曾知曉誰的故事，誰能明了誰的哀傷呢？

人生，不過孤單一場。而我們，都終將老去，在生命的長河裏化為點點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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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門內的熊小姐

撰文︰洛洛
排版︰小熊

圖片來源︰http://www.indiamart.com/william-penn/cross-classic-century.html



圖片來源︰http://www.indiamart.com/william-penn/cross-classic-centu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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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難、烏伯林根空難等，並搜羅大量資訊。對航空知識及歷史有興趣的看官也不妨一看。
當中可見不少空難都涉及人為疏忽，大多是由於航空人員貪圖一時方便或將利益凌駕於
安全之上，因而尋找捷徑而節省時間、汽油，不依足程序駕駛。直到其疏忽導致傷亡時，
人們才會汲取教訓，亡羊補牢，採取措施預防災難再次發生。

在節目的第十一季半曾講述連尼治機場空難，是次空難發生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八日。而
當天能見度為五十至一百公尺，不利航班升降。因此，當日機司要靠航空交通管制員的
指示而使用跑道升降。事發機長聽從管制員指示，誤以為將飛機駛之主要滑行道，並進
行起飛。接近半小時後，管制員透過匯報報道得悉盡頭處有零星火光，才知道空難發生。

受傷行李搬運員逃出事發現場，並向海關官員求助。海關官員立即通知救災小組進行救
援。此時，塔臺還未得知事故發生。直到有飛機回報在跑道盡頭看到紅色火光，塔臺才
得知事態嚴重，並響起警報宣布所有飛機不准離埸和降落跑道，及要求所有飛機返回停
泊位置。

北歐航空 686 號班機撞向行李倉庫，一百一十八人死亡。政府被指要求詳細交代，因此
成立專責小組就事故進行深入調查。經過數月調查，小組得出結論顯示事故起因是私人
飛機將 R5 滑行道錯誤地駛進 R6 滑行道，同時碰上北歐航空起飛且發生碰撞，導致前者
被起落架分割成三折後起火，後者則引擎飛脫，失控撞向行李倉庫起火。

小組人員對機場的失誤表示極度震驚。因報告顯示機場每天都有發生輕微意外。意外當
日二十四小時前亦有發生類似意外。經過深究發現機場沒有採取任何補救措施。一，即
使地面雷達送達當地數年， 機場方面卻遲遲未安裝，使系統未能發揮作用 ，使塔臺沒
能掌握地面的情況。二，所有官方地圖皆沒有標示 S4 滑行道，令西斯納飛機即使向塔
臺匯報他們正接近 S4 ，塔臺卻不能掌握其正確位置。三，滑行道附近訊號燈不足，被
長草掩蓋，使機師沒能發現自己在錯誤的滑行道上。四，跑道入侵的警報系統關閉 ，使
西斯納飛機在空難時沒有發動警報。

事件被揭發後，機場當局立即針對漏洞進行系統更換，嘗試挽回公衆信心。

空中浩劫此系列一直發人深省。人總是要等到出重大事故，才醒覺而去改善現況。在如
此繁忙的歐洲機場，卻埋伏着重重危機，是次事故反映人會漸漸習慣失效的系統，任由
系統出現瑕疵，直至問題不能容忍，他們才會願意糾正。

一場空難的發生，肯定有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筆者相信空中浩劫是值得一看的紀錄片。

影評—— 
空中浩劫　

空中浩劫是一系列關於重
大航空事故的紀錄片，透
過重演由起飛到事發的片
段、訪談生還者及專家等
幾方面對事故進深入調查，
探討空難的成因。此節目
已經拍攝了十四季，很多
轟動一時的空難都被拍攝，
如：蘇城空難、特內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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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flickr

撰文：GG    排版：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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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槍炮、病菌與鋼鐵：
   人類社會的命運
         撰文︰何棄療

         排版：再思

此書是作者為了解答其新畿內亞友人的一道問題而寫—「為甚麼是白人製造出這麼多貨
物，運送到這裡來？為甚麼我們黑人沒搞出過甚麼名堂？」作者得到啟發，開始思考為甚麼
近代世界史是由歐洲人主領？曾學習歷史的人應該知道，槍炮、病菌與鋼鐵是歐洲殖民者征
服世界的利器，但為甚麼擁有這優勢的會是歐洲人？本書嘗試通過人類社會的比較研究，去
探討為何各大洲上人文發展的速度有所不同，造成歷史的不公平。

本書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透過講述公元前一萬一千年玻里尼西亞社群的命運，尋找人類
的「起跑綫」，析述地理因素如何影響人類的歷
史。第二部份則主述地理如何主宰人類農業發
展—歐亞大陸易於馴化的動植物較多，而且
大陸軸綫呈東西走向，使農作物的傳播更快速，
因此令歐亞大陸率先擁有農業優勢。

作者在第三部分進而描述農業如何大大促進文
明發展—農業使狩獵採集族群定居，讓人口
穩定增長，並促使工匠等生產專家的出現，使
人民各司其職，分工行事，而此舉也促使政府
的形成，以便解決紛爭。然而，農業使人口密
度增加，而人畜同居的生活方式，令人類易於
感染動物病菌，並於社群中迅速傳播，在過程
中人類也會產生免疫力。

第四部份則說明地理於傳播文化與技術上傳播
有巨大的影響力，封閉的地理環境容易發生技
術倒退；作者援引各地管制槍械之個案作一闡
述：日本與歐洲部份君主皆曾因傳統精神放棄
使用槍械，然而由於日本孤懸海外，有海洋作
天然屏障，故此完全依賴武士道克敵亦無大
礙；反之，歐洲各國相連，故此最終為勢所
迫，重拾槍械。

本書提出歐亞大陸文明的存活關鍵在於生物地理學，並解構環境對人類文明及技術發展的重
要性。同時，作者以歐亞人的成功和美、非土著的失敗，引證民族興衰主要歸因於地理，與
人種的勤勞和智力無關。本書令筆者對於為甚麼人類社會充滿各式各樣的不平等、為甚麼黑
暗大陸至今仍然黑暗等問題，有更深入的認知，也令筆者增進對世界史的見解。本書曾榮獲
一九九八年美國普立茲獎與英國科普書獎，受不少人推薦。相信各位看完本書後，會對世界
現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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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educationcareerarticle.com



《玩具》書評
	 	作者：倪匡

衛斯理的故事一向以身邊的一些小事開
始聯想，引發一連串的驚心動魄卻又發
人深省的歷險。此故事亦不例外，以大
家小時候一定玩過的玩具作故事主軸，
可愛的玩具對於兩個充滿童真的小朋友
卻是一個恐懼。
 
此故事因一件平平無奇的小事——認錯
人而開始，浦安夫婦在火車中見到兩個
小孩，認出他們為九年前的鄰居，然而
事隔多年，小孩仍是像當年一樣，沒有
長大。旁觀者，包括衛斯理，均認為只
是浦安夫婦認錯人，一笑而過。但浦安
夫婦突然猝死，留下一句遺言——「他
們殺人」，因而引發衛斯理的好奇心。
他跟蹤那兩個孩子及其父母陶格夫婦，
不但發現那兩個小孩對玩具存有莫名恐
懼，更得知浦安夫婦並沒有認錯人，只
是那兩個孩子根本不會老去。
 
衛斯理一路追查，發現一些與陶格夫婦
有接觸的人相繼死去，所有人死因調查
結果均為死於自然，卻都留下一句「他
們殺人」的遺言，陶格夫婦全家身份
成疑。衛斯理的秘密追查當然也躲不過
「他們」（兇手）的魔掌。衛斯理被「他
們」抓去一個房間裏面，在當中有着一
切人類所嚮往的東西——數之不盡的美
食、衣服，還有一名美艷動人的金髮美
女相伴。衛斯理卻得知自己成為了「他
們」的玩具。
 
「他們」真實身份為一群機械人。在未
來，人類的過度依賴令自身智慧退化，
機械人與人類身份互換，人類反成為

「他們」的玩具。陶格夫婦正正是「他
們」的玩具之一，陶格夫婦一心逃離，
希望隱藏自己，卻是被「他們」玩弄於
鼓掌之中，一直的逃亡只是令「遊戲」
更有趣味。任何影響「遊戲」進行的人，
包括突然猝死的浦安夫婦，只有死路一
條。
 
而衛斯理得知後馬上開展逃亡旅程，成
功回到現在。妻子白素卻認為逃亡過程
太順利，故事亦以此完結，留下讓讀者
思考的空間。
 
人類一直認為已經擁有着自由，卻不知
自己已被隱形的網包着。閱畢此故事，
筆者留下的只有萬分無奈，作者將命運
比喻作機械人，一直控制着人類，好像
是人的一生總是被一隻無形的手控制，
不論你是如何聰明、如何富裕也無法離
開。文章中的一句「人，根本就是玩
具！」更是當頭棒喝，將人對自身作為
所謂「萬物之靈」的自豪感一下擊潰。
筆者雖然是萬分無奈，既然無法逃避，
亦希望同學能以樂觀的心迎接新的一
天。
 
「交文喇！」又到截稿的大日子。筆者
亦無法逃避「他們」，只好草草完結這
篇文章，默默埋頭寫下一篇文章。
 
共勉之。

撰文、排版：Y.Y

圖片來源：educationcareerarti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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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時｜N/A       景｜N/A        人｜旁白

人生如戲峰迴轉，
又不如戲事滿完。
若要憑心寄一笑，
當知世事非如願。

起       時｜戲劇學會畢業派對前一天       景｜男主角家       人｜男主角

（男主角臥在床上，輾轉反側）
男主角︰（眉頭深鎖）「唉，再不說便沒有機會了……」
旁白︰「自從中四加入戲劇學會，第一眼見到阿晶，阿文便喜歡上她。明天便是中學畢業前，最後
一次戲劇學會的聯誼活動了，阿文很是煩惱。」
男主角︰（自言自語）「真的沒有信心她會喜歡我……雖然她會主動和我聊天，但她就是這麼外向
的人……」（轉身）「誰叫你的眼睛這麼動人﹐我才會如此不能自拔！」
（男主角嘆氣，雙手交叉抱於腦後，苦思良久，然後猛然起身）
男主角︰「不行啊！要把明天最後的機會！」
（關掉射燈，落幕）

承       時｜戲劇學會派對正日，晚上七時        景｜中學禮堂
          人｜男主角、女主角、派對的學生

（數十人穿上禮服，兩旁有桌子擺放食物和飲品）（喧鬧聲不絕）（男主角走近女主角，把她拉到
一旁）（喧鬧聲漸小至無）
男主角：「晶，其實我……」
（女主角側頭，表示不解）（男主角把頭貼到女主角耳邊）
男主角︰（氣聲）「其實我……」
（女主角兩秒後退後兩步，直瞪大眼）
女主角︰「不行啊！」（結巴）「我……只是……喜歡你而已……呃，不是『那個』喜歡，就是只
是朋友的那種……」
旁白︰「阿文徹底絕望了，正準備轉身悄悄離開派對，阿晶便在旁邊叫喚他。」
女主角︰「文！ 」（激動地）「但我倆是好朋友！這三年來在戲劇學會裏，真心是酒逢知己千杯
少……」
（喑燈，所有配角和女主角退場）
男主角︰（黯然地）「與其和她保持友誼，還不如徹底消失於她的生活，」（眼望遠方）「讓我有
勇氣接受新生活吧……」
（關掉射燈，所有人物離場，以下對白全部只得聲音演譯）
旁白：「在戲劇學會畢業派對後，阿晶仍然像往常一樣，打電話給阿文，想和他談 天。但阿文表現
得非常冷漠，令阿晶悶悶不樂。」

女主角︰（激動而憤怒地）「幹嘛不理我了？！」
男主角︰（比女主角更加激動地）「你有沒有想過到如今你還與我嬉皮笑臉，好像甚麼事也沒發生
過一樣，對我來說是何等痛苦！你可以待我如無事發生過一般，但我不能！……」
（落幕）

轉       時｜派對一個月後       景｜台左邊是女主角家，台右邊是男主角家，中間用屏風分隔
          人｜男主角、女主角

（男主角在家中的窗台前坐着看風景，女主角在自己家的床上雙手抱膝坐着，低頭苦思）

（女主角低頭）

戲
撰文、排版：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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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排版：樂樂

女主角：「怎麼辦？好像喜歡上他了……」

旁白：「正正因為阿文不理睬阿晶，阿晶才知曉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喜愛上阿文了。」

女主角：（傻笑）「我真是天下第一大傻子！這麼明顯，都沒有明瞭自己的心意，哈！」

（女主角拿起電話，撥給男主角）（電話響，男主角拿起電話，繼續坐在窗台）

男主角：（遲疑半秒）（冷漠地）「喂。」

女主角：「文呀，我愛你。」

（男主角先是呆滯，之後直瞪大眼，原本不敢置信，但瞬即被歡愉的心情取代）
（男主角傻笑）

男主角：（繼續笑）「我就知道你會喜歡上我的！」

女主角：（笑得更甜）「你怎知道？」

男主角：（自滿狀）「就憑你望着我的眼睛！第一次見到時，我已經迷上你那閃亮的眼珠，你的眼
神對着我的時候，是特別的溫柔……不如先約出來再說吧！」

女主角：（甜蜜地）「好！老地方見。」

（女主角拿着剛掉線的手機和手袋，從舞台左邊離場）（男主角在家中裝扮）（男主角興奮地換上
西裳）

男主角：（拿起電話）「鮮花店嗎？還有沒有玫瑰花束？有？好，十分鐘後，我來拿。」

（電話掛掉，男主角轉頭，電話又響）

男主角：「喂？」

配角：「是何美晶的家屬嗎？發生了嚴重車禍，何美晶當場死亡……」

導演走進文的宿舍，一手把劇本初稿狠狠地丟在桌上，罵道：「這也太扯了吧？這些古老的橋段即
使寫得如何生動都沒有人會看！」文瞄一瞄那份剛經摧殘的手稿，爭辯道；「人生如戲嘛！誰不知
這個故事會否真有巧合，與別人的經歷有所相同？真實的故事就會感人，感人的故事就會有人看。
」導演擺了擺手，直顧搖頭，明顯不想理會文的「歪理」。

無奈的文唯有重新動筆再寫一次新的劇本初稿。他在微黃的原稿紙上寫上大綱：
引子：
起：
承：
轉：
合：

看着紙上潦草的六個字，文不禁想起，現在已是大學劇社的編劇，距離初稿的故事，原來已過一
年。

歲月如煙，但晶出殯那天的容貌，仍在文心中久久不消散，她眼瞼緊蓋，已經不能再看到令他失魂
的眼珠。最後一次看見她，已不只是失魂—是鎖魂了。

文毅然刪去初稿中的「合」。

人生如戲，又不如戲。

圖片來源：forum.baboo.com.br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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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殘柳　成住不久終要變得敗朽
無謂偏執　一切化空就過
且布施　誠摯不斷襄助

（沉重壓迫）每每教你很壓抑
（原罪似棘）蓋過世間的見識
無力解脫再去救渡你
求協助　實是大大憑神力

我非貧僧　別當我高僧
八苦纏身　欠般若靠仗
太多人都　心中有牆
明明同樣困惑　明明仍是這模樣
也非耶穌　或某教宗主教
故不能將　愛也達到同樣
你要麼祈禱　你要麼誦經
如來救主來神傷

眾生男女　耶氏主基督摯愛的兒女
無論西天天國　記得夢裏
審判間　避開不了的罪

（還在意的）你我屢困於記憶
（毋再責斥）怪你我淪陷孤寂
誰亦可剎那覺見悟性
惟貴欲貴利到異化心靈

你很誠心　求馬太福音
銘感神恩　你走去拜佛
有些人竟稱之正常
芸芸奇異怪樣　為何還在包容着
百色全空　名萬變千般相
至少良心　懺悔換了原諒
你這刻祈禱　你那刻誦經
時時向僧尼情商

常念主恩顧全牧養
常念釋迦默然合掌
但根本冇信奉過
亦只把信念視為符象

如唸口中「阿們」未夠
其實心中渴望分享
善哉　一切也未了
唯有待日後頓悟破執　歲月長

改詞者言：一旦《2014 年版權（條訂）條例草案》通過，這或者
將會成為「罪與佛」系列的最後一篇改詞。比諸一一年版，雖有
改善，但仍然苛刻。其倡議，作品經公平處理，並以戲仿、諷刺、
營造滑稽和模仿為目的，以評論時事為目的，或是為了引用，才
有機會獲得刑事和民事豁免。創作題材受限，要被逼做小丑，就
算博得看倌一笑，也不知法官會否賞面。引用也要符合某些條件
才不算侵權，例如要為某特定目的，程度不超逾該目的所需
的程度，標準亦是難以界定。而上述情況亦要符合公
平處理的要求，法庭須衡量作品是否牟利、作品性質、
使用原作的幅度、對原作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至
於針對傳播的擬定修訂，可見全文，不贅。我們的表
達自由和發揮空間正不斷收窄！

又
貧
僧
又
主
教

草案全文（上）
原曲欣賞（下）

調
寄
《
你
倫
敦‧

我
紐
約
》

曲
唱
、
原
詞
：
藍
奕
邦

改
詞
：
牛
刀

排
版
：
牛
刀
專
用
排
版
師

圖片來源：webs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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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悲情》改詞
調寄：《同舟之情》
原曲：郭偉亮（Eric Kwok）、顧嘉煇
原唱：張學友、陳奕迅
改詞：鳩嗚
排版：改詞專用設計師

張：經風雨再團聚　在小島闖蕩去
　　雙手興家樸素樓房裏　不覺勞累
　　工商急速建設繁榮市　敢開創萬人共追
　　桃花之源　能於此處安居

陳：可惜蛻變朝代　嘆光景不復再
　　獅子早早墜落紅旗裏　鎖進牢內
　　泣聲輕輕嘆價值離散
　　朝新政又逢夕改
　　桃花之源　如今使我心碎

陳：梁振英護國愛黨　
張：誠信失陷說謊　容縱貪腐慨枉慷
陳：變爛石頹瓦巷　廉潔品行同埋葬
張：從當選一剎根本已絕望
陳：不必慨嘆　碰見豺狼

陳：不想再次流淚　但今天心又碎
　　當天小島美滿難復再　失去凝聚
張：雙非湧港赤化蝗禍裏　普選卻未曾獲許
合：昨天創舉　全部埋垃圾堆

陳：梁振英護國愛黨
張：誠信失陷說謊
陳：容縱貪腐慨枉慷
合：變爛石頹瓦巷
陳：廉潔品行同埋葬
張：明天的施政一早已絕望
合：忘卻過去遠大政綱

和：財主操控香港
　　「誠」市絕無盼望
　　奮力謀生　未得安穩　理想盡喪
　　憶當天辛勤力創

合：無法忍受這情況　何以失掉曙光
　　行政須問過中央　政略逢迎赤黨
　　言語虛偽成常況　如今竟恐嚇集會勢必歸案
　　群眾照舊會抵擋

　　齊挽手力抗惡黨　民意必是勝方
　　重見昔日這海港　煞羨旁人眼光
　　憑每分力去頑抗　民主的希冀怎可以淡忘

陳：扭轉惡勢　你我共航
張：力抗狡猾豺狼

圖片來源 hktext.blog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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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水
投稿 : 依眸畫顏笑
排版 : 一杯奶

餓了的時候
一個人喝一杯水

病了的時候
一個人喝一杯水

想你的時候
一個人喝一杯水
然後一滴一滴流成淚

In their limited frames of the world, photos 
serve as a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hotographers and the people looking 
at the photos. Like filmmakers, cinematog-
raphers and any other artists, the photogra-

phers try to convince the audience to look 
through their lens – or another per-

son’s lens – to broaden the au-
diences’ perspectives of the 
world. Despite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social networks 
and other potential tools for 

spreading social justice, the reason 
why photos remain an effective tool 

of propaganda for social justice is that 
photos are, ceteris paribus, undeniable ev-

idences of the reality. A flash of camera cop-
ies what the photographer is seeing – so how 

can one debate that an event or subject in the 
photo is not what the photographer had witnessed? 

People assume that photos tell ‘the truth’, that whatever 
is in the picture is ‘right’. Photos do tell the truth – the 

dimensions, objects in the photos are there because they 
exist. However, photos are very subjective and biased in that 

it only captures partial reality. They fail to capture the big pic-
ture. Ironically, the lens through which the photographer sees is 

as limited as that of audiences’; this is precisely the reason why pho-
tos are apt tools for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When the complexity 

of justice issues are filtered through certain lenses, it seems that even 
the most byzantine matters are resolvable through simplification of the 

problem itself. They are the enemies. We are the ‘peace keepers’, the ‘good’. 
This is what people want – simplification of their confusing, unclear bounda-

ries in life – black and white logic so of-
ten used by revolutionaries, governments 
and all forms of struggles in human lives. 

I am not condemning the Machiavellian 
nature of photos; I am underlining that 
photos are powerful means of spreading 
social justice, and that with a powerful 
tool comes a heavy responsibility. One has 
to bear in mind that the audience looking 
at the photos will only perceive what is in 
the picture, and only the picture itself. If 
a picture depicts an old woman begging 
on the street, it tells no more story than 
about the woman, and elicits sympathy 
from the audience. What has pushed her 
out in the streets?  Anarchists will put in 
the caption: ‘the government!’ Commu-
nists will put in: ‘inequality and exploita-
tive capitalists!’ Capitalists will report such 
conditions are due to ineffective produc-
tivity of dictatorial communist regimes. 

Photos wield such power because it is so 
open to subjectivity while remaining an 
objective reflection of reality. If one truly 
believes that social justice can be achieved, 
then embracing photography as an una-
voidable distortion of truth for achieving 
justice could be a pragmatic option. As 
for maintaining the truth? Well, let’s leave 
that to the endless arguments between 
philosophe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Source of images : endydaniel.blogspot.com, pinterest

How can photos be used 
as a tool for social justice?
Author : Micron     Typesetter : C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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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t comes to war, each person roots for different sides as though they’re their fa-
vorite cricket teams. Some look at the history; the originator, the aggressor. Some 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the countries or alliances benefited. Some also look at the power 
struggles and support either the expected winner or the ‘underdog’. And then there are 
some who look at the religions of the warring factions and decide upon the one with a 
darker overtone as the unequivocal perpetrator.
But who does the majority of us support?
The majority of us supports neither side, just commiserates their misfortune, passes a 
remark or two with indifference and gives up thinking about them as a lost cause, all 
the while thanking our stars that we were not born in the ever-warring conflict zone. 
The majority of us pities the poor people born into that world, for ‘collateral damage’ 
is inevitable in war.
The question is what if we were born into that world?
The question is, how many of you stop for a moment to consider the “collateral dam-
age” – the civilian life, livelihoods, peace and stability? How many for a moment, step 
out of this humongous cloud of hatred and rejection that is bound together by a history 
of foolish pride, stubborn politics of retaliation and wrong decisions? How many of you 
ever think about the ‘Humans of Israel-Palestine’?
Oh no, this is not really about the Israel Palestine issue. It is about how, by supporting 
neither sides, we are still supporting the war. This is not an attempt to criticize or pro-
pose a solution. It’s a cold hard recipe of bitter ugly truths. It is a mirror to our actions; 
a harsh reminder of what we may be doing. And all the while, it’s reverberat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spouting those truths, splaying their misery unto the world and cry-
ing for a reprieve. Indeed, it’s about those people suffering behind the scenes.

Broken orbs, ruby red, as fresh as the midnight air,
Splatter onto me today, I shrug them off and stare afar

A little jarred, with eyes scared, a little cold, a little hard, 
My bones benumbed, cling on, chilled to the core,

The anger should have melted them by now, 
Burnt them to a blackened barbequed crisp, but
I guess my heart has frozen like lead; strangled

My neck like an albatross, and I fear
If a little more sorrow is pelted on it, it’ll break

Apart, like the crystal glass that showed me once,
A little girl, a life away from grenades and gunpowder,

But shows me now the lifeless face of my mother;
I shudder, and open my eyes to the moon-white, as

The crystal ball shatters into a million orbs, ruby red, 
As fresh as the midnight air, and I?

With a grim smile, I shrug them off…

BEHIND THE SCENES
Arthor:  Akanksha Gupta

Typesetter:  Br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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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二零一三年圖書館曾舉辦一個 E-Discovery Week 的活動嗎？那次的活動
相當受歡迎，短短三日內，共吸引了超過六百位同學和教職員一同參與。

科大圖書館決定再接再厲，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九至十三日舉辦 E-Discovery Week 
2015。這次活動共邀請了十多個 Database Vendors 一同參與，他們將於二月
十一至十二日在圖書館 G/F 設置展覽，展示最新最受歡迎的 Databases。

除展覽外，圖書館亦會在這星期內舉辦不同的工作坊，讓大家了解各個 
Database 的特色及使用技巧以提高搜索資料的能力。而每位參加展覽和工作坊
的同學及教職員，將有機會獲取豐富獎品。

大家只須答對 E-Discovery Week 的 Quiz 內所有問題，並將 Quiz 交回圖書館即
可以參加大抽獎。這次活動的獎品非常豐富，包括有 iPad Air、iPad mini、Apple 
Store Gift Cards、Galaxy TabPro、Nexus 7 以及小米手機！ 

想嬴取豐富獎品過「肥年」的話，緊記要參加由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舉辦的 
E-Discovery Week 2015 ！有關這次活動的詳細資料，請大家留意圖書館往後的
公。

再接再厲 !

Library E-Discovery Week 2015
投稿、排版︰科大圖書館



看到 2013 年的獎品及獲獎同學們的那滿足的笑容嗎？
今年獲獎的或許就是你了！

Hundreds of students and staff joined our first ever E-Discovery Week in Fall 2013. 
Look at the excitement and the crowds, and the happy faces of our prize winners!  

All students and staff will be invited to take part. Stay tuned.

Learning is fun. Look out for the Library E-Discovery Week from February 9 to 13, 
shortly before the Chinese New Year.  Grab this chance to learn about the Library’s 
electronic collection and win great prizes.

Training workshops will also be held throughout the week.  Join any combination of 
workshops that interest you. Take a short quiz afterwards and there again, you stand 
a good chance of winning a grand prize.

There will be exhibition booths at the G/F Library entrance on February 11 and 12, 
showcasing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electronic resources.  Take the E-Discovery 
Challenge quiz on site. Visit the databases and booths to hunt for the right answers. 
Return your completed quiz and you are done.

If your answers are all correct, you may become one of our lucky draw winners.   
Thanks to our generous sponsors, a hoard of exciting prizes is beckoning: iPad Air, 
iPad Mini, Apple Store gift cards, Galaxy TabPro, Nexus 7 and Xiaomi ph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