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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𧫴在此感謝各位取閱《振翅 25.1》的讀者，更感激駐

步細閱〈編者的話〉的你，因為我堅信你們都是會珍惜書中每一字

每一句的人。

　　科大走過一個又一個秋與冬，不論路途崎嶇平坦，大致都少不

了編委一路相隨，為其見證足印。長路漫漫，歷年多屆亦以毅力、

決心走過，未因路有不平輕言放棄。路上不只有各編輯、出設的血汗，

更有讀者的支持，推動眾編委成員前進。如今，科大又一次步入風

雨飄搖之中，不論是幹事會以及編委內閣同時懸空，還是宿政、迎

新各方面政策大幅度變化，都是多年來鮮少可見的。作為被時代選

中的臨編，我們明白自己的使命，更體會到自已的無力。只有帶着

身邊各位的支持和鼓勵，我們才能夠一直前行到這一步。正正是因

為你們的存在，我們才能堅持寫好每句每字，你手上的《振翅 25.1》

終撐過難產而誕生，吾等守業者對內容質素的各種支持亦得以存留。

　　在前人竭力下得以傳承的科大文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腥風血雨，

可惜很多人還未意識到自己身在風眼之中。倘若眾人繼續不以為然，

不作防風，風暴過後定只剩單調的頹垣敗瓦，今天的多采多姿只能

成為絕響。整合後的風暴消息將於近日發佈，不久之後的將來再會。

這次的《振翅 25.1》我們也是用心製作的，請先在此享受閱讀的樂

趣吧。

編者的話

總編輯 
陳鍵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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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視香港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研究院
盧家驄薈萃樓（I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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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RS 1001
International Public Restroom Studies -
Introduction to Public Toilets in a HKUST Context

國 際 公 廁 研 究

科
大

大檢閱

備註：

廁
所

科大學生生活離不開上堂、做 Project、摺拉等等，尤以種種課業考試所

致的壓力讓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要求都有所降低，如廁一環更往往遭

人忽略。一個壞的如廁體驗不但影響心情，衛生環境惡劣更要多花時間

清潔甚至另找廁所，變相浪費時間。因此不論大小二便，一個好廁所也

能為你的生活增添生氣。為此我們特意邀請 Facebook 專頁廁所衛生關注

組遊遍科大學術大樓內的廁所進行評分，以數據化方式選出五大最佳及

最差廁所讓同學參考。

（ 好 似 係 ）

頭盔：

由於臨編女成員不足，是次評分只包括男廁。評分時段為晚上八時
至十一時，或未能反映部分廁所高使用率時段，評測結果僅供參考。
後頁部分圖片或會令閣下感到不安，請謹慎觀看。
本頁上方內容僅作令本文風格輕鬆之用，絕無任何貶損之意。

撰文：知畸 
排版：知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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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ceEnvironment

OdorHygiene

評評

標準

分分

衛生、氣味及環境三項準則評分標準與以往廁所衛生關注組曾評測的公廁
相若，而就腳程度則以廁所是否鄰近課室、常用設施及升降機作評分。

最最

廁所

差差

評測範圍
學術大樓內各廁所（圖書館及少部分極其隔涉之廁所除外）

評分準則

衛生 氣味

環境 就腳

5
4
3
2
1

-1
-2
-3
-4
-5

最
佳

最
差

5th
近 4 號升降機（近 Mega Hair 及診所）LG1

衛生 -1 氣味 -2 環境 -3 就腳 1

廁所屬早期翻新之列，較為殘舊，近尿兜處尿餲味亦為濃烈。由
於評測時體育館LG1入口正進行裝修，廁所內灰塵較多亦扣減分數。
而且晚上極其昏暗，燈光亦為節能設計，使廁所非常陰森。

4th
近 LT-A 後門G

衛生 -1 氣味 -2 環境 -3 就腳 -1

廁所雖設抽風機，惟仍能嗅到尿餲味，地面亦相當濕滑，相信因
其位處底層濕氣難以排走所致。部分位置光照不足，加上其冷色
照明更覺陰森。廁所內僅設一廁格，其位置亦不方便同學如廁。

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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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廁所

差差

3rd
近 27-28 號升降機

衛生 -2 氣味 -2 環境 -1 就腳 1

雖然廁所頗為新淨，惟欠缺抽風設備，不單使人感覺侷促亦使異
味未能散去。地上垃圾雖不多，惟水跡滿布。

3

1st
近 21 號升降機（怪獸𨋢）4

衛生 -3 氣味 -4 環境 -3 就腳 -4

甫進入廁所已嗅到極其濃烈的尿餲味，地面滿布水漬，評測時更有曱甴在隔牆
上亂爬。廁所亦未經翻新，即使日間亦異常昏暗，晚上照明亦不足。以位處實
驗室區深處、每日清潔四次而言，衛生情況比起飯堂廁所更嚴重可謂大跌眼鏡。

2nd
近 25-26 號升降機2

衛生 -1 氣味 -4 環境 -1 就腳 4

雖然廁所屬已翻新之列，其高使用率使其環境並未因而改善：紙
巾四處亂飄，傷健人士廁格有濕廁紙黏在廁板上，地面亦因而有
大攤水漬。略為走近尿兜，一股臭味撲面而至，可謂刺鼻。

五強

008

校園



最最

廁所

佳佳

5th
近 25-26 號升降機6

衛生 4 氣味 1 環境 4 就腳 -1

廁所屬已翻新之列，內籠亦相當光猛；位處高層，使用人數較少
因而得以保持整潔。惟其清新劑氣味並非人人接受，同時廁所位
於六樓或令前往者卻步。

4th
近 2361 / 2366 室（社會科學部）2

衛生 4 氣味 2 環境 3 就腳 -2

廁所除經已翻新外，亦使用暖色光管及隔牆及擺放植物；廁所內
無特殊氣味，地板也相當乾淨。惟其坐落二樓社會科學部辦公室
一帶深處，且晚上附近照明關閉，使該廁所略為不便同學前往。

3rd
近 17-18 號升降機5

衛生 4 氣味 2 環境 3 就腳 1

環境與 17-18、25-26 及 27-28 號升降機其他廁所大致相同，但
由於其附近只有財務處（FO），使用人數較少而能保持衛生。

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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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

廁所五強

佳佳

2nd
近 1103 / 1104 課室1

衛生 4 氣味 3 環境 4 就腳 5

作為近年來最新啟用的廁所之一，廁所環境相當新淨，廁格數目
亦多，暖色照明及及木紋隔牆亦令如廁者更放鬆。位處學術廊
（Academic Concourse）旁，考慮到人流極高使廁所地板水漬較多，
其衛生情況仍屬上佳。

1st
近 4342 / 4347 室（跨學科課程事務處）4

衛生 5 氣味 3 環境 4 就腳 1

位處第四名廁所上兩層，環境新淨之餘衛生情況極佳，即使走近
尿兜亦未覺有異味。地面幾近全無水漬，廁格內亦不見污跡。如
同第四名並非接近任何升降機，但晚上附近走廊保留較多照明，
廁所亦鄰近 4334 課室及 Barn A 方便上課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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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追

獎項

頒頒
6575 室旁樓梯通道內6

衛生 2 氣味 2 環境 3 就腳 -1

相信間中於六樓公共空間溫習的同學也許都不知道這廁所的存在。
這廁所位於 6575 室對出樓梯旁，指示相當不清晰。廁所內只有
兩個尿兜及一個廁格，可謂「一眼睇曬」，且廁格並非如 LT-A 後
門對面的廁所般為傷健人士設計，因此可能是全校最小男廁。

最

的
骰
獎

學生設施LG5

衛生 1 氣味 3 環境 1 就腳 1

筆者如不少同學本認為位於 LG5 的廁所因鄰近餐廳而相當污穢，
但事實上未有太大異味，地板亦尚算整潔，且廁格亦未見有污
跡，實為喜出望外。僅因其鄰近靜修室（編按：靜修室當時位於
LG5309，現已他遷），有外地生常於此處洗腳因而印象不佳。

最
喜
出
望
外
獎

此 外， 位 於 LG7 金 飯 碗 旁
的 廁 所 尚 算 整 潔， 惟 因 其
使用率極高異味始終較重，
廁板亦未算十分乾淨。

西餐廳旁LG1

衛生 氣味 環境 就腳 5

如非本年度新生，相信對 LG1 餐廳旁的廁所印象相當深刻。該
廁所地面長期水跡滿布，廁格及尿兜旁亦有異味，即使內籠光猛
亦於事無補。希望廁所在 LG1 餐廳翻修後得以改善。

追
頒
最

差
特
別
獎

圖片為LG1西餐廳翻新前的入口，
其廁所位於入口右方

011

Campus



專專

廁所衛生
關注組

訪訪
就本期專題，編者特意邀請 Facebook 專頁
廁所衛生關注組到科大一同參與前述廁所
評 分， 專 頁 Admin 之 一 Kevin 亦 接 受 了 我
們的訪問，講述專頁的概念、對廁所文化
的看法及對科大廁所的評價。

廁所衛生關注組成立於 2017 年 4 月，走遍不同
商場、院校及政府管理之廁所，透過展露各區廁
所之衛生情況，推廣潔廁之美德。成立至今已有
超過六千人讚好該專頁。

@chisorHK

fb.me/chisorHK

“據聞關注組的成立背後有一段
小故事，可以向我們分享一下
當初建立專頁的緣由嗎？

”本來這個專頁是其中一個 Admin 的功課，課業
內容有關為一所公司作宣傳。這個專頁因而成立，
並發佈了一些內容作宣傳功課，如「用愛與和
平光復各區廁所」等「抽下政治水」的帖子和
一些惡名昭著的廁所作宣傳。另一 Admin 本身
有管理其他專頁經驗，見關注組內容有趣吸引，
於是向外宣傳。Admin 見反應奇佳於是待功課完
成後繼續專頁的運作，便成了今日的廁所衛生
關注組。

“Facebook 亦有其他講述香港廁
所的專頁，關注組與其他專頁
有何不同？

”關注組一名和「廁所品評師」、「廁客」等名
字表現出一種輕鬆搞笑、帶惡搞的風格，惟走
無聊風格同時亦有加入社會元素，較能吸引網
民留意之餘亦讓網民反思不當如廁行為；關注
組亦有作廁所評分及推介，更曾「無碼」張貼
屎尿圖片，引起網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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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品評和推介的概念是如何
誕生的？

”這是源於中學時去廁所經常要想到哪一層如廁，
不單要考慮廁所乾淨與否，更介意會否給人知道，
因如廁（尤其是大便）往往帶來羞恥感，更可
能被同學取笑，因而若小息時去廁所要特意考
慮哪層最「安全」。這樣的經驗就因而發展成
評分及廁所推介。

“到訪過最差和最佳的廁所是？ ”最差廁所非白加士街公廁（尖沙咀）莫屬，更
曾於 Facebook 進行「玩命直播」。白加士街公
廁的「特色」除了惡臭以外（直播時要佩戴防
毒面罩及口罩），更極其骯髒。殘廁之坐廁發黃，
整個內膽更疑似滿布屎跡，廁所水像是動畫裏
的熔岩般冒泡。洗手盤下端喉管被拆去並以膠
桶載水沖廁，可見管理極差；此外殘廁廁紙供
應器更被鎖上不能使用，男廁廁紙更僅以衫架
掛着，比其他由食環署管理之廁所廁紙供應器
位於廁格外更為惡劣。

直播畫面▲
Admin Grantham 認為最佳廁所位於圓方（九龍
站），以其衛生程度取勝，而 Kevin 就覺得是 V 

City（屯門）最佳，當中應用了智能設計，像停
車場般於天花板有號碼牌顯示剩餘廁格。此外，
Kevin 亦對 ifc mall 及太古廣場戲院廁所的環境
評價甚佳。

Kevin 認為好廁所只需讓用家使用時覺得舒服、
「唔核突」便可，不必樣樣俱佳，只要不影響
使用體驗即可。例如不一定要香氣撲鼻，只需
沒刺鼻氣味；亦未需要很新淨、全無水跡之類。

V City 廁所剩餘廁格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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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科大廁所整體表現如何？與外面其他廁所比較起來又有甚麼感覺？
又有甚麼改善之處？

”除個別奇差之廁所外整體表現為佳，甚至比不少商場及港鐵車站廁所為好，
部分編者認為臭的廁所比旺角某大型商場美食廣場廁所更佳。即使部分
廁所較為殘舊仍可接受，惟部分廁所欠缺冷氣或通風或使如廁時覺侷促。
改善方面，部分廁所可藉改善其通風設施減輕氣味，其他如燈光、環境
等都可接受。其餘如尿兜旁之尿跡等實屬使用者的問題。

“廁所質素惡劣，是哪一方的責任？

”當然是用家的責任。一個極骯髒的廁所如何清潔皆於事無補，就如前面
部分已翻新的廁所也可以臭氣熏天，管理、清潔一方能做的事其實不多。
例如人人都隨處便溺，除了勸喻以外只能不斷清潔，只是一個「清完又屙」
的惡性循環；若每個人如廁都乾淨、細心的話，廁所也不會髒到哪去。

除衛生外有也很多要不得的行為。如屯門大會堂旁的廁所內的廁格旁板
寫滿廣及政治、生活之內容，更有人直接於旁板上回覆留言，猶如廁所
界的高登；亦見過有人帶空廁紙筒捲起公廁廁紙偷走，或是公廁把廁紙
箱鎖上的理由；更曾從一 Admin 聽聞過有人把衛生巾貼在女廁廁格門上。

“廁所於社會文化有沒有直接關係？

”如專頁封面所言，「那裏的廁所是如何　那裏的文化就如何」。若一個
社會之中應是最骯髒的地方也十分乾淨，那裏的人修養絕對不差。反之
廁所骯髒也反映那個社會的市民的質素低下，正如那裏的人不會介意自
己如廁後排泄物到處到是，不為他人設想。不論你是特首還是乞丐，只
要有需要就要如廁，廁所作為人日常使用的設施，能反映人的修養、同
理心、衛生程度，甚至從塗鴉等更可見社會環境、學歷等，可謂社會之
縮影。更甚者能反映管理廁所一方之能力，例如食環署管理之廁所往往
比康文署管理的為差，且康文署廁所近來新建之廁所設計亦佳，於用料
及環保設計上有所進步，可見管理能力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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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徒行者
(Original idea from Kevin)

▲

後後

與總結

記記

@chisorHK

fb.me/chisorHK

　　與 Kevin 走遍科大的廁所之後，發現不少廁所情況比想像好，亦是始料不及。大
多廁所都只是比較濕滑而已，只有一兩個衛生情況不能接受。當然部分廁所如 LG4 近
3 號升降機及 LG7 金飯碗旁較受時段影響，如 LG4 於 Common Room 有活動時情況較
差；但評測過後幾日於午膳時間再到 LG7 廁所亦不覺十分嚴重，的確叫人喜出望外。

　　正於 Kevin 所言，部分廁所只要改善通風即可解決異味問題，當中包括評測中最
差的 4 樓廁所。惟實際上不少廁所尿兜旁異味一樣濃烈，即使分數較高亦有同樣問題。
可見通風也不是最有效的改善方法，真正從根本改善的方法而是從我們着手。

　　「那裏的廁所是如何　那裏的文化就如何」，連自己每日都要使用的設施都不珍惜，
不介意如廁環境惡劣，又何談形象與修養？若人人都對廁所盡責，本文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只要從細節做起，考慮其他人的感受，為人終是為己，我們也終將不再需要刻意「人
望高處、找好廁所」。

圖片來源：廁所衛生關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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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訪問所得，翻新後的 UC Bistro 餐牌及酒類飲品將會更多元，而南北小廚則會保持中高檔酒
家的水準。LG1 將會提供和美心 MX 質素相近的膳食，更會推出不同亞洲菜系的選擇。經翻新後
LG1 廚房爐具將可用作烹調粵菜及日本 / 東南亞菜式，同時提高爐具數目，處理午膳時段的人流。

LG1 先 整 好 ？
佛
誕

由暑假起開始翻新的 LG1，到底何時竣工？翻新詳情都暫

未有官方「懶人包」。早前我們為此訪問了副校長（行政） 

賀致信先生以及校園服務處代表以了解有關翻新工程的各項細節。

　　LG1 是 校 內 最 早 落 成 的 餐 廳 之 一， 自 創 校 服 務 至 今。 同 期 落 成 的
Canteen I—— 即 現 在 的 金 飯 碗 及 泛 亞 飲 食 —— 在 新 翼 擴 展 工 程 時 搬 到
LG7。及後再有不同飯堂隨科大發展落成，但 LG1 一直未有翻新，沿用
二十年前的設備。當初設計的吞吐量及排隊方式已經不能應付成倍增加的
流量，因此 LG1 早已不勝負荷。加上廚房爐具、餐廳內裝老化嚴重，衛生
問題頻生，校方決定於 17 年暑假開始全面翻新 LG1，以提升校內餐飲質素。

　　LG1 整個翻新工程由八月中開始，當中包括了向政府入紙申請永久加建、
改建用餐區及修葺廚房，尤以前者最花時間。賀致信先生指出一旦政府批
核加建部分的圖則整個翻新工程可於三至四個月之內完成。

　　LG1 用餐區將會全面室內化，露台上將會永久加建天花及外牆，預計
餐廳將因此增加近半座位。原先的室外用餐區桌椅質素不及室內，加上室
外環境較難保持清潔，同學都大多優先選擇於室內用餐。整個用餐區將會
劃分為不同區域，每個區域會配合所提供的食品款式裝潢成中、日、韓等
不同風格。賀致信先生稱 LG1 一直以來服務的客群以本地生為主，希望翻
新後可以配合大學致力國際化的目標，擴闊餸菜種類吸引外來生之餘，也
可以在內裝下功夫，招倈非本地生。

　　本書出版時工程圖則已經過政府審批，預計在明年一月中重開。

LG1

設計圖 ▲

　　南北小廚與 LG1 同樣歷史悠久，但這次翻新主要是針對改善南北
的外觀及間隔。南北翻新後仍然保持酒家定位專攻中菜系，故此不用
改變現時只供應中菜的工作鏈。南北於翻新前餐桌排位不佳，未能善
用空間。裝修後，部分使用率較低的包廂已被移除，包廂的位置亦被
重新編排以安放更多桌椅。南北小廚的外觀亦已改善，賀致信先生指
南北小廚膳食水平及外觀等都以外間中高檔酒家作對照。

　　南北小廚已於十一月重啟營業。

南北小廚

圖片來源：校方電郵

撰文：Tony、允行
排版：知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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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升降機
Lift coming

科大
想曲狂FF

　　相信住 Hall 的同學或多或少對連接橋的升降機有微言，前往 Hall I 及
Hall II 升降機塔時往往走進全數升降機離去的一邊，卻聽見另一邊電梯發出
的電子語音和伴隨的開門聲。

　　與其怨天猶人怪自己運氣不好，筆者卻想起搭地鐵時看見的一塊指示牌，
指示下一班列車開出的月台。於是忽法奇想，同樣設計可否應用到等升降
機之時？香港現時已有升降機提供遠距離顯示，於升降機大堂外便提供升
降機現在位置。但相關顯示只是把升降機門上顯示的訊息直接傳至大堂外
的顯示器，能否做到直接指示下一班升降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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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仔村
Tai Po Tsai Village

A0
蘑菇
Mushroom

A1
學術大樓
Academic Building

科大廣場
HKUST Piazza

李兆基圖書館
Lee Shau Kee Library

學生宿舍
Student Residences

車站大堂的街
道圖有較詳細

的街道資料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location map in the concourse

　　科大Facebook專頁其中一條宣傳片「校長，
我想問…」當中有同學問及為何科大沒地鐵，
其實由運輸及房屋局提出的《鐵路發展策略
2014》已提及計劃興建東九龍綫，連接鑽石山、
觀塘半山及寶琳。

　　最近更有研究方案將延長至科大作可行
選項，為科大師生及大埔仔居民提供便利之
餘亦減輕清水灣道的負荷。現時繁忙時間科
大往坑口往往需於坑口道迴旋處塞近十分鐘，
即使待其迴旋處入口擴闊工程完成後亦不覺
會有大改善。現時上課日早上坑口、彩虹小
巴往往需久候多時（然而巴士及校巴仍有剩
餘運載量），遇上下雨路面情況欠佳時更可
能需等候一小時，東九龍綫將有助舒緩港鐵
轉車往科大的龐大客量。

　　惟東九龍綫仍在規劃中，一切皆未知之數，
即使本年度新生亦肯定未能受惠。因此一如
Auditorium、新 Hall 等，「FF 下好啦」。

圖片來源：
018 左上：校方 Facebook 專頁
018 下：香港鐵路大典用戶 8222，依 CC-BY-NC 3.0 條款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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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A 是雙重認證（Two-factor authentication）的簡稱，會在平時只用密碼登入的基
礎上，再使用另一種途徑確認用家身份。比較常見的第二重認證包括一些特定物件（如
銀行咭或手機）或特定生理特徵（如指紋或面貌）等。

　　2FA 早已套用於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除網上帳號的保護外，需在使用銀行咭後
輸入密碼的櫃員機，甚至需在使用身分證後作指紋認證的自助出入境設施，都是 2FA

實際應用的例子。

　　智能電話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有越趨重要的地位，電話應用程式已成為時下二重認
證的主要媒介。相信各位在使用 SIS、Canvas 等時都有所體驗，透過電話進行認證的
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是運用推送（Push） 要求電話方作出確認， 第二種則是採用
TOTP（基於時間的一次性密碼，Time-based One-time Password）。TOTP 是一種符
合國際標準的二重認證方案，顧名思義，就是透過智能電話接收一個一次性密碼用於
登入，原理與銀行的密碼編碼器類同。

　　只要用作二重認證的裝置仍在手中，就算有其他人得知密碼亦無法登入，於是帳
號的安全性得以保證。

2FA 已於校內全面實施一段時間 1，相信各位都知道它的

運作方式了。不過，你又對這個機制究竟認識多少呢？

2FA 知多少？

現時各個由校方管理的網上平台 （ITSC、SIS 以及 Canvas）須使用二重認證方可登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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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飛鵝山觀看九龍夜景▲ 021



分
權
與
分
離
：

歐
洲

双
城
記

分離主義近年遍地開花，獨立運動於世界每一角落湧現，香港
亦不例外。根據美國馬里蘭大學國際發展及衝突管理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CIDCM）數字顯示，全世界有接近 100 個「沒有國家的民族」

（stateless nations）存在並要求擁有更大的自主權。

儘管評論認為分離主義並非解決政治、社會及經濟問題的靈丹
妙藥，這種論點卻無礙分離主義在各地滋長，應對暴力或非暴
力分離主義已成為各國面對的其中一大難題。綜觀世界各地，
近年最為人注目的分離主義運動，莫過於蘇格蘭與加泰隆尼亞
的獨立思潮。且透過驗證「權力去中央化能削弱分離主義」，
回顧兩地分離主義發展。先簡單介紹數個大家想必較不熟悉的

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概念。

C
atalonia S

co
tla

nd
/ 讀者投稿僅反映投稿人士之個別意見，並不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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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民族國家（nation-states）之中，邊陲地區與中央地區往往在文化、政經
制度等領域有着巨大差異，而未為以中心地區為代表的國家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所同化。由於民族國家傾向實行中央集權，統一全國的法律、政治
體制、文化規範，邊陲地區民眾往往因而心生不滿，反抗中央政權的民族建
構（nation-building）行徑，強調其獨特性以爭取保留其自主權。此即中心—
邊陲分歧。

此概念乃由 Lipset and Rokkan（1967）提出，兩人認為西方社會在工業革命
後浮現四種分歧（Cleavages），使民眾有不同的投票取向，直接導致政黨之
冒起。除中心—邊陲分歧外，尚有勞資分歧（owner-worker cleavage）、政教
分歧（state-church cleavage）和城鄉分歧（urban-rural cleavage）。

S
co

tla
nd

君
主
立
憲
制

C
onstitutional 

m
onarchy

奉行君主立憲制之政體仍有君主（如皇帝、國王、大公）之設，擔當國家元
首之角色。與君主專政不同的是，君主坐擁之權力受到成文憲法（以單一至
高無上的文件作為憲法）或不成文憲法（指「憲法」並非單一文件，而是以
不同慣例、法律文件、案例等權充）所制約。君主一般不參與國家大事決策，
由國會及政府以其名義管治國家，只保留特赦以至解散國會等特定的皇家特權。
在現今君主立憲制政體，此等特權往往僅在形式上保留，成為由君主作為國
家主權象徵所行使的禮節式權力（ceremonial powers），但絕大多數只會在
政府領袖建議或國會決議下行使。君主通常採終身制（亦有極少數國家定期
輪換君王，如馬來西亞），直至君主駕崩或退位才有更替，此有利國家與他
國建立長久而穩定的關係，並維持國內政局穩定。本文所分析的英國和西班牙，
皆屬君主立憲制政體。

單
一
制

U
nitary 

system

傳統單一制國家中，中央政府擁有國內一切政治權力。中央政府多會在其下
設立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agents），權力多寡全
憑中央政府授權，而非源於憲法。中央政府可隨時將地方政府裁撤，或另立
嶄新之地方行政區域；此點有別與聯邦制政體中，地方政府擁有該地在聯邦
國家內的主權及管理部份本地事務的權力，聯邦政府只對外代表國家主權及
享有憲法所定明的權力和剩餘權力。鑒於地方所獲權力有限，地方政府須事
事請示中央，難以有效應對各地的突發需要。英國和西班牙皆屬於奉行單一
制的民主國家。

分
權

D
ecentral-

ization

中央政府將一部分決策權力與行政功能下放至地方政府，謂之分權。分權可
使中央政府更貼近民情，並能按照不同地域的獨特需要度身訂造恰當的政策。
地方政府毋須動輒尋求中央批准，即可適時實施應急政策應對社區需求，決
策過程因而更具效率。故此，學者認為分權有助增進居民對國家的歸屬感，
保障少數族群利益，並減低種族矛盾的機會；將決策權分散而非聚於一處，
一旦當權者變得腐敗，整個政府機關亦不至於徹底失效。

分
離
主
義

S
eparatism

分離主義即因文化、種族、宗教、政治等因素而爭取脫離一較大族群的行為。
在政治層面，則通常指一國內之組織或團體尋求抽離所在的政體，而宣告成
為獨立主權實體的運動。

站在中央政府與其支持者的立場而言，分離主義有礙國家將其國民財富最大化，
不符國家整體利益。事實上，世上不少爭取獨立的地區皆較國內其他地區富庶，
人民認為當地向國家的付出遠超回報，是以希望尋求自治，本文將析述的加
泰隆尼亞正是其中一例。中央政府為平息獨立運動，往往會願意下放更大權
力（如財政自主權）至地方，作為換取地方人民放棄獨立念頭的籌碼。下文
將會講述英國政府如何透過此舉，令蘇格蘭獨立運動（暫時）鎩羽而歸。

各國中央政府忌諱分離主義，也是出於對本國「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
的恐懼。在地緣政治學中，「巴爾幹化」形容大國分裂成無數的小國，這些
小國往往互相仇視，使區內局勢動盪不堪。舉加泰隆尼亞為例，倘其成功獨立，
分離主義風潮在骨牌效應下，不僅會影響同屬西班牙、同樣有深厚民族主義
淵源的巴斯克（Basque），更可能蔓延至歐洲其他同樣尋求自治的地域，如
帕達尼亞（Padania）等。

中
心—

邊
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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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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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主
義

相信各位看倌對位於中環的愛丁堡廣場絕不陌生，
其名稱來源的愛丁堡有着悠久的歷史，更是大不列
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其中一個構成國蘇格蘭的首
府。這個歷史名城不單承載着蘇格蘭悠久的歷史和
文化，更是蘇格蘭自治和獨立運動的最佳見證。

蘇
格
蘭

從蘇格蘭王國到聯合王國
　　十五世紀初英格蘭國王伊利莎伯一世（Elizabeth I）駕崩，但
因她膝下無嗣，其皇位由她的表親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James 

VI，後改稱為詹姆士一世 James I）繼承，蘇格蘭與英格蘭亦因此
成為共戴同一位君主的共主邦聯（Union of Crown），而實際上兩
國仍是兩個獨立主權國家。直至 1707 年，英格蘭國會通過《1707

年合併法案》（Act of Union 1707），將蘇格蘭和英格蘭合併成為
單一主權國家，即大不列顛王國。該法案以兩國在 1706 年簽署
的聯合條約作為基礎草擬。在法案條款下，蘇格蘭國會被廢除，
其立法功能改由從英格蘭國會改組而成的英國國會負責，聯合王
國中央政府亦同時負責管治蘇格蘭，而非設地方政府負責。

　　百多年後的 1885 年，英國政府設立了隸屬於中央政府並由
蘇格蘭事務大臣管轄的蘇格蘭事務部（Scottish Office），負責蘇
格蘭地方事務如教育、醫療和交通等。惟蘇格蘭事務部並非正式
的蘇格蘭地方政府，而英國國會更不能完全按蘇格蘭情況立法，
故當地不時要求設立分權的地方政府；但有關要求一直不得要領，
直至工黨於二十世紀末政黨輪替上台執政後，其控制的國會下議
院通過 1998 年《蘇格蘭法案》（Scotland Act 1998）重新建立蘇
格蘭議會（Scottish Parliament）為止。

　　現時蘇格蘭以構成國的身份作為聯合王國的一員，設有分權
的議會制地方政府及單一制地方議會，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
英國政府將教育、治安、經濟發展等部份蘇格蘭的地方事務下放
至由當地人選出的政府管轄。近年英國國會亦透過制定新的法案，
將更多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容許地方政府在稅收及財政等範疇
有更大的自主權。

位於愛丁堡的蘇格蘭議會大樓， 
於 2004 年落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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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運動沿革
　　蘇格蘭自十九世紀中葉已有聲音要求倫敦透過給予與愛爾蘭自治權
（Irish home rule）相若的自治權，成立地方議會負責一部份的地方事
務。爭取自治的運動橫跨整個二十世紀，卻始終未能打動中央政府分權。
縱然無功而回，這場自治運動卻意外地成功重建自英蘇兩國合併後土
崩瓦解的蘇格蘭民族主義。隨着時間過去，蘇格蘭民族主義亦演變出
多個支派，較重要者有三：
•	 極端民族主義（extreme	nationalist） 

由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SNP）所建構，以
蘇格蘭獨立建國為政治綱領

•	 聯合民族主義（unionist-nationalist） 

認為蘇格蘭應留在聯合王國，但保留蘇格蘭之獨特宗教及法律
系統最符當地最大利益

•	 保守民族主義（conservative	nationalist） 

致力於推動中央政府分權予蘇格蘭事務部

　　二十世紀中葉的蘇格蘭經濟蕭條，不少蘇格蘭人在這段時期失業，
衍生出房屋和僱傭待遇等社會問題。雖然蘇格蘭事務部已獲授予更大
權力，以便處理社會和經濟問題，但情況並未有因而改善。經濟不景
和社會環境惡劣造就機會讓蘇格蘭民族黨宣揚其政治主張——蘇格蘭
應獨立成國。該黨亦藉此契機成功贏取英國國會的議席，令蘇格蘭獨
立的主張獲得英國社會大眾的注視。重新建構出的蘇格蘭民族主義亦
被利用作建構蘇格蘭身份認同和保護當地利益。這些主張，特別在經
濟不景的情況下，作為分離主義發展的土壤，人們亦更傾向支持有關
分離主義的政治主張。

　　在 1997 年的蘇格蘭憲政公投（Scottish devolution referendum）成
功後，英國國會在執政工黨的控制下通過《1998 年蘇格蘭法案》（Scotland 

Act 1998），重建蘇格蘭議會及分權予蘇格蘭行政院（現稱蘇格蘭政府）。
蘇格蘭憲政公投源於蘇格蘭憲制會議，該會議由當地主要政黨，包括工黨、
自民黨及蘇格蘭民族黨等組成。儘管蘇格蘭民族黨官方論述並不支持
中央分權，其為數不少的成員卻持續地支持會議推動分權予蘇格蘭人
民。最終公投投票率達 60.4%，當中分別有 74.3% 及 63.5% 的票數支
持建立蘇格蘭議會及蘇格蘭行政院有權改動稅收。《1998 年蘇格蘭法
案》正正按照公投結果，將除保留及列外事項和部份全國性法例以外
的立法權下放至重新解立的蘇格蘭議會並設立行政院作為執行機關，
建立分權的蘇格蘭政治制度，滿足當地人民的需求。這次的分權被視
作成功及能達成蘇格蘭人民意願的行動，而英國國會在 2012 年及 2016

年亦再修改該條法案，賦予更多權力，主要是針對財政方面的權力，
予蘇格蘭政府及議會。

蘇格蘭議會議事廳（Debating chamber）▼

蘇格蘭民族黨（上）領袖 
施雅晴（Nicola Sturgeon，下）

▲

蘇格蘭政府總部大樓 
St. Andrew's Ho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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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蘇格蘭政府跟英國中央政府就蘇
格蘭進行公投達成協議（即愛丁堡協議，
Edinburgh Agreement） 後 的 2013 年，
由蘇格蘭民族黨控制的議會議決舉行獨
立公投。這是該黨在 2007 年蘇格蘭議
會大選時的競選承諾，但因蘇格蘭民族
黨當時僅以少數派政府執政及不獲其他
主要政黨支持而被迫擱置。支持獨立的
一派其政略一直以來皆為主張蘇格蘭人
在獨立後能重奪主權選出自己的政府及
自主當地事務，特別是開採北海油田和
賦稅等財經事務，以爭取當地人支持。
蘇格蘭政府政府更於 2013 年出版名為
《蘇格蘭的未來》（Scotland's Future）
的白皮書，勾畫獨立建國後的蘇格蘭在
政治制度、國防、賦稅、社會福利及公
民權等多方面的藍圖，以回應蘇格蘭獨
立後的可能產生的各種問題，並進一步
宣揚獨立將為蘇格蘭帶來更好的改變。
為對抗國內的分離主義，包括執政保守
黨和在野工黨在內的統一派政黨陣營向
蘇格蘭人民提供引誘，吸引其反對蘇格
蘭獨立。它們承諾若蘇格蘭人民選擇留
在聯合王國，將會下放更多權力予蘇格
蘭議會處理財政和社會保障事務，這個
計 劃 更 獲 得 時 任 保 守 黨 籍 首 相 甘 民 樂
（David Cameron）支持。

　　蘇格蘭獨立公投最終於 2014 年舉
行， 公 投 只 有 一 條 議 案 —— 蘇 格 蘭 應
否 成 為 獨 立 國 家？（Should Scotland 

b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議 案 在
55.3% 票數為「不應該」，44.7%「應該」
的結果下被否決。公投過後，保守黨政
府履行其承諾，在2016年向國會提交《蘇
格蘭草案》（Scotland Bill），草案在同
年獲國會通過及獲女皇授予御准。《2016

年蘇格蘭法案》（Scotland Act 2016）
容許蘇格蘭當局動用一半在當地收取的
消費稅在蘇格蘭本土事務上及全權制定
其他財政政策。

　　蘇格蘭獨立支持者在獨立議題上一
直以來皆訴諸兩大原因：對本土事務的

自治權和民族主義。蘇格蘭民族主義透
過將其歷史、語言、文化及宗教從英國
本土主流中分離，以建立獨特的蘇格蘭
身份認同。但蘇格蘭民族主義自《1707

年合併法案》生效起已大為衰落，即使
上世紀當地的經濟蕭條使民族主義得到
機會浴火重生，支持者對於蘇格蘭地位
的看法和訴求已非常分散，無法利用民
族主義集結民眾支持獨立運動。

　　蘇格蘭人自十九世紀起已經成立自
治地方政府的要求，以便更妥善解決當
地問題而非由遠在倫敦的中央政府負責，
尤其是當出現中央政府或蘇格蘭事務部
皆無能力解決的民生、社會和經濟問題
時，對分權的訴求往往會變得更熾熱。
各派別的民族主義者藉機推動中央分權。
聯合民族主義者和分權民族主義者皆要
求透過不同程度的權力去中心化，成立
由本地人組成的地方政府。而即使是主
張獨立建國以重奪本地事務控制權的極
端民族主義，他們對成立蘇格蘭議會一
事仍展示出最低限度的支持。由此可推
論，不論是屬於那一個分支，所有蘇格
蘭民族主義者的最終目標都是解決當地
社會經濟議題，獨立抑或是分權，其實
都只是他們的手段。倫敦的中央政府亦
正是看中這一點，分權予蘇格蘭政府及
議會而只保留部份剩餘權力（reserved 

power），以滿足本地人的要求。以結
果論來說，分權予蘇格蘭是成功的，不
單止令當地人感到滿意，更成功於獨立
公投大敗獨立派，一挫分離主義在蘇格
蘭的發展。

　　2016 年 8 月，英國通過公投退出歐
盟，但蘇格蘭人民在公投中一面倒地支
持留在歐盟，與英格蘭和威爾斯以支持
脫歐者佔多數的情況相反。鑒於蘇格蘭
人未能決定當地留歐與否，以至面對脫
歐後的經濟不穩定性，獨立派已重新活
躍起來，蘇格蘭民族黨醞釀再次發起獨
立公投，由蘇格蘭人決定當地前途。

獨立運動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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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在 千 里 ／

　獨立運動
說 到「 加 泰 隆 尼 亞 」（ 簡 稱「 加 泰 」， 加 泰 語：
Catalunya／英文：Catalonia），各位讀者也許會滿頭問
號；但若說到巴塞隆拿（Barcelona），則大家定必豁然
開朗。對一般而言，巴塞是西班牙的歷史名城，或是西
班牙的一支足球勁旅；巴塞隆拿正是加泰的首府和最大
城市，而加泰隆尼亞則是西班牙的其中一個自治區，但
不少當地人卻不以為然。有留意西班牙甲組聯賽的球迷，
也許會留意到巴塞主場魯營球場（Camp Nou）的觀眾席上，
往往會懸起斗大的「CATALONIA IS NOT SPAIN」橫額。

加泰隆尼亞

自古暨今，加泰的獨特語言、文化大異於以卡斯提爾（Castille）文化為主軸的西班牙整體文化，
一直教其人民念茲在茲，努力捍衛。近十年間，加泰人民對馬德里中央政府不滿漸增，激發
獨立思潮。在加泰政界人物眼中，加泰只差一步便能正式宣布獨立。執筆翻譯本文之時，加
泰議會剛通過公投法案，定於本年 10 月 1 日發起獨立公投，不論投票率多寡，只要贊成票

多於反對票，即會在四十八小時內宣布加泰隆尼亞脫離西班牙建國。

（編按：截稿時公投尚未舉行。）

但此一步卻是甚為艱難，蓋西班牙中央政府扭盡六
壬阻撓加泰樹立主權，憲法法院已頒下暫緩執行令，
叫停是次公投以便「審視其正當性」。艱險我奮進，
縱使政府要脅控告參與舉辦是次公投的官員，加泰
政治領袖已表明將不惜一切如期舉行公投。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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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政制現況
　　今日的西班牙屬君主立憲制國家，通常亦被視為單一制國家（見
文首註釋）。一般單一制國家中，國內一切政治權力皆屬中央政府所有，
下級政府的運作乃取決於中央之授權。然而，西班牙自 1978 年起採
納的憲法，卻承認國內各省份（自治區）在保障「西班牙民族的團
結、全體西班牙人共有的統一國家」的前提下，得以實行高度自治，
故西班牙常被形容為歐洲分權最廣的國家。有學者亦認為西班牙並
非單純的單一制國家，而是單一制與聯邦制的混合。

　　加泰隆尼亞的自治權限，現在由西班牙憲法與《加泰隆尼亞自
治章程》（Estatuto de Autonomía de Cataluña / Statute of Autonomy 

of Catalonia）所共同制約，當中《自治章程》乃由地方議會所起草，
先付諸西班牙國會通過，再經加泰隆尼亞人民公投認可，其法律效
力獲中央、地方同等承認。西班牙憲法並未定義每一行政區的組織
架構，而現時《自治章程》將加泰定義為一個「nation」（國族／國
家），此條文獲加泰議會以大比數通過，中央政府則不予承認。

　　《自治章程》分三類詳細列出加泰政府具有自治權限的範疇（見
附表一）：

•	 專屬權限 

即加泰政府擁有全部行政、立法及監督權限的範疇。
•	 共有權限 

加泰政府與西班牙中央政府共同擁有此等範疇的決策權力。
加泰隆尼亞政府可根據中央政府的決策大方向制定其具體
政策。

•	 行政權限 

加泰隆尼亞政府在此等政策範疇中須按照中央政府所訂明
之政策行事，加泰政府僅能決定實行政策的方式。

水利公有領域 
（Hydraulic public domain）
規管監獄、就業財產權之法律
度量衡

農業與林務
內部水域
文化及語文
社團與合作社
儲蓄銀行
消費者事務
商業
體育、康樂及旅遊事務
運輸及房屋
青年事務
城鄉規劃及發展

教育
公共衛生
徵用財產及合約事務 
銀行、證券及保險
礦務與能源
環境保護
漁業
工業及經濟規劃
農業與畜牧業
對內貿易

附表一／　加泰隆尼亞自治章程訂明的自治權限

專屬權限 共有權限 行政權限

加泰隆尼亞首府巴塞隆拿，前
方為世界遺產聖家堂（Sagrada 
Família），至今仍然在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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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運動源流
　　回溯歷史，巴塞隆拿早在古羅馬時代已因其天然良港的地位
而繁榮，文化、經濟與政治影響力一時無兩，而早在 1117 年「加
泰隆尼亞」的身份認同經已出現。1469 年，加泰隸屬的亞拉岡國
王與卡斯提爾女王共結秦晉之好，兩夫婦無分彼此共同統治兩國，
成日後西班牙統一的先聲，但兩國各自的制度、文化皆未受影響，
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十八世紀初哈布斯堡王朝絕嗣後的西
班牙王位繼承之戰中，亞拉岡王國支持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奪回
西班牙王位，哈布斯堡王朝卻不敵法國波旁王朝。波旁王朝擁立
的新任國王腓力五世為報復加泰隆尼亞之「叛逆」，於 1716 年頒
令廢除其政治制度與法律，實施由馬德里主宰的中央集權，至此
加泰成為無異與西班牙其他地區的一個行省。

　　直至二十世紀初葉，加泰隆尼亞才在政治上重獲一定程度的
自主。1914 年西班牙政府成立「加泰隆尼亞聯邦」（Mancomunitat 

de Catalunya / Commonwealth of Catalonia）， 聯 邦 政 府 自 中 央
獲得一部分權力，惜只運作九年便因中央實施獨裁統治而解散。
1931 年西班牙迎來第二共和國時代，共和國憲法訂明國內各地區
均有權實行自治。加泰隆尼亞次年即訂立其首份《自治章程》，
建立其自治政府、議會和法庭。然而三十年代末獨裁者佛朗哥
（Francisco Franco）掌權，隨即廢止加泰與巴斯克的自治權；佛
朗哥政府並厲行極權統治，抑制地區文化傳播，獨尊西班牙語（卡
斯提爾語）而壓制其他「方言」。在隨後的三十多年間，當局禁
止於公眾場合和學校中使用加泰語，民眾不單不能提及加泰民族
主義，最初連慶祝加泰地區傳統節日亦屬犯法，後來才略為放寬。

　　1975 年佛朗哥離世，其生前指定的繼承人國王胡安 • 卡洛
斯一世（Juan Carlos I）卻宣布結束獨裁統治，以君主立憲體制帶
領西班牙步向民主。西班牙於 1978 年通過新憲法，確立君主立憲
政制後，針對加泰語言和文化的禁令逐漸廢除，加泰隆尼亞亦重
得自治權。鑒於自七十年代佛朗哥倒台、西班牙邁向民主化以來，
其地方自治制度一直運作良好，故加泰民眾一直安於身為西班牙
一員的現狀，認同西班牙對當地的主權。加泰各地方黨派一直以來，
皆以爭取更大自治權限而為主要綱領，追求獨立者少之又少。

1932 年《加泰隆尼亞自治章程》▲

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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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西班牙高等法院於 2010年的一項判決，將形勢完全逆轉。
加泰自治政府於千禧年代中葉着手修改《加泰隆尼亞自治章程》，
以增強當地財政自主權。該《自治章程》在社會主義工人黨執政
的中央政府支持下，獲西班牙國會通過（僅有一向反對加泰隆尼
亞自治「特權」、時為最大在野黨的人民黨 Partido Popular 反對），
並於 2006 年正式生效。人民黨旋即入稟高等法院，要求法院進
行違憲審查，尋求推翻《自治章程》。法院四年後裁定《自治章程》
內有大量條文與國家憲法牴觸，需予以刪除，或由法院釋法斷定
條文的適用範圍。由於《章程》之修訂內容本身已是經西班牙中
央政府和國會同意，並經加泰隆尼亞人民公投通過，是次法庭裁
決自然令加泰民眾義憤填膺。他們驚覺要捍衛加泰隆尼亞之自主，
已無法寄望西班牙政府給予權力，實際上唯有獨立一途。多年來
一直爭取自治的政客，亦在此時將政治綱領轉為爭取獨立，與人
民同氣連枝。原本只是民眾自發的獨立思潮，至此已演變成由下
而上的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加泰境內的 552 個城鎮於 2009 至
2011 年間相繼發動公投，並在民意授權下組成推動獨立的聯盟，
獲 82.9% 的加泰隆尼亞市長支持。

　　 人 民 黨 在 2011 年 大 選 中 重 奪 西 班 牙 中 央 政 府 執 政 地 位。 

2013 年，在只有人民黨籍議員投票支持，其他各黨派一概反對
或棄權的情況下，國會通過教育改革法案，授權教育部統一全國
各地之課程，其中最具爭議的部分為減少以地方語言授課的課時。
加泰政府自重獲自治權以來一直在教育制度擁有自主權，其奉行
之「語言浸淫政策」雖以加泰語作為主要教學語言，卻仍能確保
學生離校時同時掌握西班牙語和加泰語，為不少語言學者所稱道，
是次教育改革下加泰隆尼亞自然首當其衝。而執政人民黨強行運
用其在國會內的絕對優勢（absolute majority），去實行針對加泰
隆尼亞的政策，無疑令加泰隆尼亞獨立之勢火上加油。

　　在加泰獨立呼聲日益漲大之下，時任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
馬思（Artur Mas）在 2012 年 9 月宣布提前舉行大選；加泰議會
亦通過於下屆議會任期內舉行全省獨立公投之決議。2013 年初
新一屆加泰議會就職後，亦立時通過由兩大獨派政黨黨魁起草的《加
泰隆尼亞主權宣言》，宣告加泰隆尼亞人民於政治和法律方面屬
於主權實體，有權自決前途。西班牙憲法法庭經中央政府立案後，
裁定主權宣言中宣告加泰主權的部份屬違憲，卻承認當地人民有
權自決前途。加泰政府遂宣稱是次公投僅為「涉及選票與票箱的
地區諮詢」，如期於 2014 年 11 月 9 日舉行。投票結果顯示，在
參加公投的 42% 加泰人民當中，81% 同時支持「你是否希望加泰
隆尼亞成為一國家（state）？」以及「承上題，你是否希望此一
國家（state）獨立？」兩項議案。中央政府再一次將此次獨立公
投轉介至憲法法庭，並指公投主辦者干犯刑事罪行。不過，此判
決並未對獨立運動構成阻嚇，加泰議會在次年 11 月以 72 對 63 票
通過「莊嚴的」決議，正式啟動將加泰隆尼亞自西班牙分離的程序。 

一幅位於聖塞洛尼（Sant Celoni）、 
守護公投投票權的壁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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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隆尼亞政府亦開始籌備過渡安排，以及稅務、社會保障等制
度，以期在加泰正式獨立後盡快實施。當然，人民黨籍西班牙總
理雷凱義（Mariano Rajoy）一如以往，重申只有馬德里中央政府
才有權發動公投，並指會運用憲法和法律所容許的一切政治及司
法手段，捍衛西班牙人的主權和該國的整體利益。雷凱義一再將
該決議轉介至憲法法庭，要求將之宣告為無效。

　　2016 年 1 月， 接 替 馬 思 出 任 自 治 區 主 席 的 裴 德 民（Carles 

Puigdemont），宣誓就職時略去誓詞中效忠西班牙國王和憲法的
字句。同年 9 月，裴氏宣布不論取得西班牙當局同意與否，皆會
於翌年 9 月（最終定於 10 月 1 日）舉行獨立公投，若贊成票多
於反對票，自治政府會於四十八小時內宣布自西班牙分離，成為
獨立國家。人民黨中央政府表明加泰獨立公投「違反法治精神」，
會用盡一切方法阻撓加泰隆尼亞舉行獨立公投，必要時將動用憲
法第 155 條，凍結加泰的自治權；並向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的公
務員施壓，要求他們嚴守「政治中立」的誓詞，捍衛西班牙主權。

 　　是次獨立公投之籌辦注定困難重重。一般選舉中的票箱及選
民登記冊乃由中央政府提供，公投既為馬德里當局所不容，主辦
方自然無法取得。若加泰政府自資購置票箱，會惹來濫用公帑之
質疑；反對者亦可能質疑未能使用官方選民登記資料的公投數據
是否可靠。由於西班牙威脅控告是次公投的舉辦者，不少大城市
的市政府已宣布不擬在主辦方未能保證票站職員免於逮捕之情況
下借出票站。中央政府亦已通過增加對加泰地區財政控制的措施，
確保沒有一分一文公帑用於「資助非法行為」。

　　西班牙中央政府不但出手沒收已印妥的公投選票，更在九月
末已部署軍艦於巴塞隆亞海港停泊，屯駐大量憲警，以便隨時鎮
壓公投參加者。加泰共 948 名市長中，有逾 700 位誓言不惜一切
開放市政府場地作票站，因而遭受中央政府調查，面臨下獄風險；
加泰自治區主席裴德民也被中央政府指其瀆職、抗命，威脅將其
拘捕。縱然如此，他們仍在 9 月 11 日加泰慶典日走上街頭，為
公投造勢。

　　馬德里當局千方百計阻撓公投舉行的窘態，不僅令獨派爭取
獨立的意志更加堅定，也令不少本身反對加泰獨立的統派民眾反感，
認為當局阻止公投之舉實屬不智，會動搖西班牙多年來辛苦重建
的民主根基，人民自由危在旦夕。他們認為，中央政府若要阻止
加泰獨立思潮，應當鼓勵選民於公投中投反對票，而非禁絕公投。
雖為加泰文化象徵，但為顧及來自其他地區的球迷而鮮就加泰獨
立發言的巴塞隆拿足球會亦看不過眼，發聲明譴責妨礙言論自由
和加泰人民自決權之行徑。事實上，當地部分統派政黨（如貴為
西班牙第三大黨的左翼政黨 Podemos）並不支持加泰獨立，但認
為人民應有透過公投發聲之權利，因而支持是次公投之舉行。

裴德民（Carles Puigde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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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爭取獨立
　　上世紀西班牙為大獨裁者佛朗哥統治期間，當權者大力抑制加泰隆尼
亞地域文化的歷史，於加泰人民的意識中留下難以磨滅的烙印。彼等認為
西班牙其他地域的文化之引入，或會危害加泰隆尼亞文化的傳承。而且，
按加泰自治政府前主席馬思所言，西班牙中央政府之有關部門一向無意理
解或賞識加泰隆尼亞的獨特文化。舉例說，在眾多動保團體推動下，加
泰議會於 2010 年通過禁絕鬥牛，明眼人皆認為該建議有其政治意圖——
鬥牛是舉世知名的西班牙國技。此一禁令實行六年後，已被憲法法庭以
各自治區具有維護西班牙國家身份認同象徵（symbols of Spanish national 

identity）之憲制責任為由廢除。

　　文化建構的身份認同固然為加泰獨立思潮奠下基礎，然其導火綫其實
在於經濟因素。加泰隆尼亞一直是西班牙最富庶的地區，作為國內工業重
鎮，其生產總值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近兩成，遠高於其餘各自治區。
不過，西班牙設有稅務協調（fiscal equalization）制度，包括加泰在內的絕
大部分自治區政府皆須將稅收上繳中央，由中央重新分配予各自治區；只
有巴斯克（Basque）和納華拉（Navarra）兩自治區因歷史原因而毋須上繳，
享有完全財政自主。在西班牙經濟持續不景下，加泰的龐大收益被中央用
作補貼國內較貧窮的省份，由中央回饋予加泰政府的款項卻低於其他自治
區。如在 2012 年，加泰上繳至中央的稅收位列全國頭三位，獲中央回撥的
款項卻排第十一。此舉使加泰自治政府連滿足當地人民的基本需要亦感艱難。
當地人民普遍認為，加泰帶動整個西班牙的經濟發展，所得的回報卻與付
出不成正比。2006 年的《自治章程》修訂方案，其中一個目的便是要使加
泰隆尼亞達致財政自主，減低西班牙稅收分配制度對加泰隆尼亞的影響。
但 2010 年憲法法院裁定違憲的《自治章程》內容，正正是以與財政自主相
關的條文為主。

　　加泰人民目睹中央對其自治權赤裸裸的干預，驚覺中央政府有意重行
中央集權。人們意識到已不能奢望馬德里賜予權力，要保障加泰隆尼亞的
繁榮穩定，實際上只有獨立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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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蘇格蘭獨立運動，近年在香港冒起的獨立思潮與加泰隆尼亞獨立思潮較為 
接近，都是源於中央政府倒行逆施，強行重新推行中央集權（re-centralization）
干預地方自治。兩地的分別或許只在於香港獨立思潮的導火綫是中央政府對本地
政制發展的干預和特區政府對中央唯唯諾諾的態度。

香
港

　　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態度遠較香港特區政府強硬，但當地同
樣地面對來自中央政府的打壓。自 2010 年西班牙中央政府借高
等法院以違憲為由推翻《加泰隆尼亞自治章程》內部份條文，
使當地失去部份自治權力，西班牙中央政府此後不但拒絕再與
加泰隆尼亞政府談判給予更多自治權，更加以「中央權力」在
加泰隆尼亞推行語言教育、稅務等政策，迫使加泰隆尼亞人放
棄在西班牙體制內爭取更大自治權，轉而支持獨立建國以重奪
加泰隆尼亞未來。

　　回顧英國治下的香港，百多年來即使英國在中國壓力下以傳
統管治殖民地的方式管治香港，政治體制更要到八十年代才開
始民主化，但一直以來民間只有零星要求獨立的聲音，在主流
政治論述中不足為道。甚至到 1989 年中國六四屠城引發香港信
心危機，社會都只是要求英國保障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利益和加
快民主步伐，而非還自決權於市民。主權移交後僅二十年，香
港獨立思潮湧現，更成為年輕一代主流政治取態之一。二十年
間的急速轉變絕非偶然。

1995 年立法局選舉，時任港督彭定康
（Chris Patten，下）推行新九組，所
有議席亦由選舉方式產生，屬英治時
期（甚至迄今）最民主的選舉。中共
對此非常不滿，彭定康更被時任港澳
辦主任魯平斥責為「千古罪人」

▲

中央政府同時成立臨時立法會，亦令該屆立法局議員未能
過渡至第一屆立法會，須於 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下車」

▲
033

Current 
Affairs



　　主權移交後頭幾年，即使泛民主派延續英治時爭取民主
政制的行動，香港社會對中國態度整體而言仍屬正面。及至
2003 年，五十萬人上街反對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作本地立法，使有關立法程序被迫終止及擱置，立法失敗
一事卻戳中中國當權者的死穴——確保中國「領土完整」。
故不難觀察到中國政府此後收緊對香港的政策，特別在政制
發展方面，中央政府用盡其在《基本法》中的權力，使本港
政制只能依其意思作有限度民主化。2013 年梁振英上任行政
長官後，更對北京當局唯命是從，配合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干
預和打壓。中國政府即使未如西班牙政府推翻相等如《自治
章程》的《基本法》條文，但卻透過無異於修法的「釋法」，
以威權政府思維重新演繹《基本法》。而在國民教育、普教中、
高鐵等事件上，作為傀儡的特區政府配合中央政府強行在香
港實施中央的政策。此等重新中央集權的行徑使港人反感，
亦令部份港人如加泰隆尼亞人般對自治感到絕望，轉為認同
香港獨立論述。

　　也許北京當局該慶幸的是，香港與上文提及的兩個歐洲
自治體不同，尚未有成熟的香港民族主義思想推動獨立運動
發展。英治時期的香港，政府一直避免港人產生對中國或英
國任何一方的身份認同，但當時基層社會部份人對共產中國
有美好想像，如大專學界組織便以「認中關社」（認識中國，
關心社會）為綱領。六七暴動後，政府為防範中國愛國主義
重生，建立了「香港人」這個既非國籍亦非民族的身份認同。
「香港人」這個身份雖然建基於港中兩地的差異，但其實仍
包含着華人或中國人的認同意識，並同時融合了對香港本土
的情感依戀。直至香港前途問題出現，雖然港人主流希望英
國繼續統治，但主權移交塵埃落定後，大中華主義者的「民
主回歸論」卻成為了社會對香港前途問題的主論調。六四事
件一役更助長大中華主義在香港發展，令社會主流自八九十
年代日起一直深信香港與中國同根同生，爭取民主只是為了
對抗共產黨統治。

　　直到 2010 年代港中融合程度增加，兩地文化、生活模式
以至政治上的不同，才令港人認為自己與中國人確實存在不同，
此能從近年泛民主派政綱加入「保護本土文化」可見端倪。
但即使如此，大部份人仍認同其華裔身份等同於中國人，中
國當居的「血緣論」或「黃皮膚黑頭髮」等無稽之談更強化
港人的「中國情意結」。近年一些本土派或獨立派政團提出
的「香港民族」，是完全建基於香港本土文化、語言、地域、
生活的身份，與公民民族主義相近。但「香港民族」之說未
獲社會主流認同，支持者暫僅限於獨立支持者，其他民主派
支持者仍認同「中華民族論」。由此可見，香港尚未如加泰
隆尼亞或蘇格蘭般有成熟的民族主義論述支撐獨立運動，在
政治以外從情感上呼召人民支持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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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從香港獨立這個議題進入社會輿論起，中國政府就從
各方面打壓獨立思潮，在本港散播「香港自古是中國一部份」
等言論。去年香港政府更配合中國政府用盡各種方法打壓獨
派進入政治體制的空間，中國政府甚至利用其在《基本法》
中的權力重新演繹條文令當選者被撤銷資格。中國政府及其
傀儡為打壓香港獨立思潮及自治權施展渾身解數，程度與西
班牙政府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西班牙政府對加泰隆尼亞自
治區及獨立運動的打壓，不僅未能撲滅獨立思潮，更反而使
當地的獨立運動氣勢更加強盛。港中兩地政府對香港獨立的
打壓已令更多年輕人對政權越趨反感，只是社會上的大多數
未有汲取歷史教訓，對香港在中國治下能夠民主自治仍有幻想。

　　但縱使對「民主回歸」幻想破滅，香港人又是否準備好
獨立建國？觀乎整個香港獨立思潮，似乎仍未見到有任何一
個自稱獨派的政團或領袖有能力統領獨立支持者、建立獨立
的論述和號召社會上更多人支持獨立運動。無論在蘇格蘭抑
或加泰隆尼亞，獨派政團皆能透過民主選舉進入當地政治體制，
利用建制內的資源推動獨立。但香港仍未有民主選舉產生政
府和議會，而獨派人士如欲參選更要先經政府篩選，即使有
幸當選，政府也會千方百計將任何被其認為是獨派的議員踢
出局，遑論要擔任重要官員甚至執政，難以如蘇加兩地獨立
政團般有足夠話語權與中央政府談判或利用地方資源推動獨立。
另一方面，香港獨派對於獨立一事，仍僅流於字面上的表述
或表態，未見任何實質的行動計劃或建國想像。反觀蘇格蘭，
當地政府為向市民展示其對獨立後的蘇格蘭有充份規劃，在
推動獨立公投的同時出版了名為《蘇格蘭的未來》（Scotland's 

Future）的白皮書，為蘇格蘭在獨立後的發展制定方向，增加
市民對蘇格蘭獨立的信心。香港的獨派政團大可照辦煮碗出
版一本白皮書，勾畫獨立後的香港政制的設定和民主化、政
府的穩定性及經濟穩定性等，提升市民對香港獨立的信心，
甚至可以草擬獨立後香港的憲法，令大眾相信獨派對獨立有
準備，增加群眾對運動的支持度。

本 文 講 述 蘇 格 蘭 與 加 泰 隆 尼 亞 獨 立 運 動 的 部 份， 乃 翻 譯 並 改 寫 自 本 校 2017 年 春 季 學 期 SOSC 3520 
（認識比較政治學）課程期末論文，兩名作者修讀該科目後獲益匪淺，欲藉此感謝社會科學部研究助理教授 
王家禮博士之循循善誘。

相較原文，作者特為投稿至《振翅》而修訂有關加泰隆尼亞的部份，以講述本年十月公投前之獨立運動發展，
並修改導語以使之更適合一般讀者閱讀，再增補「啟示」一部分以與本港現況扣連。

後
記

010：Occupy.com、monash.edu.au
012：Flickr 用戶 Shadowgate，依 CC-BY 2.0 條款取用
013 上：Image © Scottish Parliamentary Corporate Body
013 右中：蘇格蘭政府，依 OGL v1.0 條款取用
013 右下：英文維基百科用戶 AlanFord，依 CC-BY 2.5 條款取用
014：raelcanada.org、每日郵報、Occupy.com、 
 紐約時報、VectorNews、每日電訊報
015：本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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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alba.pdx.edu
017：英國廣播公司
018 左上、019 右上：Flickr 用戶 Assemblea.cat，依 CC-BY-NC 2.0 條款取用
020：Flickr 用戶 Keith Roper，依 CC-BY 2.0 條款取用
021：職工盟（右中）、明報（下）、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 
 （右下，依 CC-BY 2.0 條款取用）
022：Flickr 用戶 Studio Incendo，依 CC-BY 2.0 條款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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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讀自資學位的學生畢業後有沒有能力與八大院校同期畢
業的學生競爭？職場的認受性如何？自資學位的價值一直以來
都受不少人質疑。如果說副學士的學路流露出一絲曙光，能讓
同學升讀八大 UGC 學位，那麼此次政策，在昂貴的學費而又
激烈競爭的副學位和高級文憑下，預測會有更多人被吸引就讀
自資學位，但只能一路走到底。加上近幾年來不少新聞媒體的
報道，自資學院的監管以及教學水平不免讓民眾產生質疑，如
果畢業所得只是一張沒有認受性的「沙紙」，未來所走的彎路
將會更多。

  3322 是進入大學的最低門檻，按照準則只要達到 3322 就
等同於取得大學的入場券。但是，每年政府的資助大學學額約
為 1.5 萬，2017 年度文憑試 6.2 萬個合計考生中，大概 2.1 萬
人考獲 3322 的最低標準，在政府資助學位有限的情況下，優
勝劣汰，剩下合資格考生卻是要找尋其他出路。合符 3322 資
格的考生就一定有能力完成學士學位嗎？否，他們只是達到所
謂的「最低標準」而已。

  在香港就業市場中，如果粗略以院校名氣排名，首先是三
大，接下來是另外五所，其餘自資學位多數都排在末流其次大
學學位的階段，對於專業技能的實用性未必及得上高級文憑，
教育質素難以令人信服。據 HR 界的潛規則，太多人申請某一
職位時，會先用系統以申請者畢業之院校的知名度作篩選，這
種情況於職位搶手的大企業中尤其常見。出自末流院校的應招
生們，履歷往往石沉大海，這殘酷的真相，卻是步入社會大學
的第一堂課。

學
位
資
助

近期林鄭月娥政府推出了自資學位
資助計劃，為一群能達到 3322 最低
標準未能步入大學殿堂的考生一圓學
士夢。但這個計劃實際上是拿一群還

在象牙塔，未經社會洗禮的孩子來打造
政績，卻扼殺他們對未來道路的選擇。

—
—

 

從
扼
殺
未
來

到
學
位
貶
值
化

自
資

School 學校

撰文：SKL 
排版：允行、知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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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新一屆的新生入學，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曾表示今年
（2017）的總報考人數 61,669 人，比去年減少了 9.5%，而在
預期未來幾年中，由於出生率下降，DSE 報考人數更會逐步
減少。從應屆考生來看，毫無疑問，這將是個好消息，大學每
年學額基本不變，面臨的競爭將會輕鬆不少。但另一方面來看，
比例上來說，新一屆的新生生源質素較往年也會更低，對於大
學院校來說，卻不是一個樂觀的情況。

  以離香港來說最近的中國內地為例，2016 年大學畢業生
就有 765 萬人，對勞動市場而言是極大的壓力。但這種壓力並
不會減輕，只會隨著每年的畢業季越趨嚴重，當然政府也為此
作出一系列措施例如「大眾創業 1」（並不在此次談論範圍，
有機會再開一篇寫）。不過眾創只是短暫的舒緩措施，對真正
勞動市場的僱主而言，供過于求，碩士乃至博士才能成為首選，
名校「985」丶「211」（類似於香港三大、八大）以及少不了
的個人經歷、技能等硬實力，還有一份漂亮的履歷，才能令你
從人才市場脫穎而出，本科生的學歷遠不如一二十年前值錢。

  與此同時，今時今日信息科技化的社會中，不少知名大學
如哈佛、耶魯等都有在網上開辦公開課程。生活于富足、社會
自由度開放的香港，除了比其他發展中地區擁有更多的資源，
相較網絡封鎖的地區也更容易接觸不同的資訊以及知識，但這
種優勢可以保持多久？不進則退，近年來 QS 等國際權威排名，
清華北大這兩間內地學府排名已躍居高位，這種危機感時刻緊
逼著我們。不管如何，全球化的競爭下，每個工作機會都被虎
視眈眈地盯上，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盡量裝備自己，趕上機遇，
在人生的路口抓取更好的機會。

李克強在公開場合發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最早是在 2014 年 9 月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當時他提出要在 960 萬平
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形成「萬眾創新」、「人人創新」的新勢態。這個政策在內地高校湧
現了一股創業熱潮，政府以及院校也有大力的支持以及補貼。

1

圖片來源：夜貓媒體、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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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文憑試過
後—

論
  「3322」1這串數字自新高中學制開展以來一直左右着無數香港學生的命運。

以前的筆者跟一般的中學生無異，完全沒有去想過它的影響和深意，只將集中力放

在自己的學業上，只怕自己就是會因為未達「3322」而進不了大學。成功進入大學

後，就自然有一種事不關己的心態，沒有再去深思了。直到最近，香港大學前校長

徐立之博士於商台專訪中訴說這個門檻的不足，才引起筆者對「3322」的反思。

背後的目的

  從大學收生的角度而言，「評核促進學習」的論調毫無意義。
作為入學考試，文憑試只是個分高下的工具。另一方面，為了成功
入讀大學，學生們的學習進程無可避免會是成績導向的。如果完全
沒有門檻，大學學位純粹是「不論科目，分高者得」的話，學生不
會去考慮科目的重要性、實用性等，只會考慮對自己而言容易獲得
高分的科目。這樣的結果不難想像，學生普遍會傾向研究客觀性較
高，有明確答案的理科科目，如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因為
只要確實記住該科目的內容，就能確切地獲得分數。相反，從考試
得分角度上，文科考題多要求一定文學修養，或者大量背誦、資料
記憶，難以短期內鞏固知識，需長時間浸淫。加上文科評卷更比理
科更為主觀，就算將該科內容溫得滾瓜爛熟亦不代表可以穩拿高分。

  簡單而言，文憑試原則上是一場只講分數的競爭，從「性價比」、
「風險管理」等角度考慮，「重理輕文」是十分合情合理的現象。
於是，語文能力、文化等科目在緊湊的高中課程中自然受到忽略。
因此，「3322」的好處就是避免學生忽視語文科目，亦確保大學新
生有足夠理解能力吸收課程內容。

現時本地大學所定的「3322」要求正好說明此點，由於語文能力對大
學生非常重要，故有較高的要求，而第 2 級的水平則反映較基本的能力。
—〈香港中學文憑水平釋疑 ( 之一 )：中學文憑評級水平〉（二 O 一 O 年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時任發展及教育評核總監刊出）

3322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生在中國語文、英國語文科達到第 3 級，以及數學和通識教育達到第 2 級的成績，便符合資格申請修讀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資助的大學和院校的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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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學學習的影響

「3322」令學生最終只
專注必修科，

沒有時間修讀社會科學
或高階數學。

之後大學工程學院怕
收生不足，唯

有接收沒有修讀高階
數學的學生，

但學生到大學時才追
回高階數學的

程度，便很艱難。 （非設計對白）

  在「3322」 門 檻 下， 必 修 科 必 不 可 失。 考
生不難想到必修科考不好的話，花多少時間在
選修科都是徒勞。所以比起選修科，考生傾向
將大部份精力投入必修科。不願意在選修科上
耗費太多時間的考生自然不會選擇社會科學等
相對主觀、需多花時間作宏觀理解的科目。另
一方面，由於不少學校為平衡有修讀和沒有修
讀數學延伸部分（即徐立之口中的高階數學）
的學生的需要，不會為高階數學課程特設常規
課節，令高階數學課程攤薄數學必修部份的課時，
不少對數學必修部份沒有充分信心的學生因而
卻步。

  然而，事實上大部分大學課程都需要高階數
學根底。科大數學系所開辦的 1000 級課程共有
七個，但只有四個（MATH 1003、MATH 1012、
MATH 1013 以更 MATH 1014）是普遍科大學生
會接觸到的課程。除了修讀「理學士（環球中
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同學以外，同
學至少要完成七個課程中至少一個方可滿足畢
業要求（要求按修讀課程不同有所差別）。就
算是最淺要的 MATH 1003（只有商學院學生可
以用 MATH 1003 滿足相關要求）都難免要接觸
比高中高階數學更深入的微積分知識。這代表

中學沒有修讀數學延伸部份的同學需要在這三
個月內趕回進度，以符合大學所定下的要求。
此舉對他們而言甚為吃力，中學階段只修讀必
修部份的學生，要在三個月來追回有多三年經
驗的同學，難度可想而之。

  那麼，這究竟是不是大學將要求定得太高
的問題？高階數學的知識真的有必要嗎？要解
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看工程學院的課程表。
除了修讀計算機科學的同學外，所有工學院學
生均需修讀 PHYS 1112，甚至 PHYS 1114 以滿
足畢業要求，亦為不少工學院 2000 級課程（如
CIVL2110、ELEC 2400、MECH 2020） 的 前 置
條件，因此大部份工學院學生會選擇於第一年
完成此課程。以 PHYS 1112 為例，其內容內容
涵蓋熱學和力學，內容比高中相關課程更深入
之餘，亦經常牽涉到微積分運算。有高階數學
根底的工學院新生可於秋季學期直接報讀，否
則就要先在秋季學期修畢 MATH 1012。只不過，
只透過 MATH 1012 三個月課程接觸微積分的學
生，或難以將微積分靈活運用，影響學習效率。
大學工程學院情勢所迫接收沒有修讀高階數學
的學生，但為了令課程於四年內有序完成，只
好出此下策。

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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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在中英
文？

  至今為止的六屆文憑試，主修科的「達標率」都大同小異。
不論是數學必修部分還是通識教育科，達到第 2 級成績的考生至
少都有八成。而於中國語文科達到第 3 級成績的考生大概只有五
至六成，英國語文科與之相若，可見要達到「3322」，難點絕對
是在中英文。這就指出為中文科和英文科設門檻就是引致人們忽
略選修科的原因吧？其實不完全是。文憑試出現之前，具大學入
學考試地位的考試為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而在高考中，亦有相應
的中英文科最低成績要求：英語運用、中國語文及文化科需取得
E 級成績。只不過中國語文及文化科「達標率」不下於七成，英
語運用的「達標率」更是在九成左右 2，遠超 DSE 相應科目的五
成至六成，門檻影響之別可想而知。於是「3322」的問題應該不
在為中英文設門檻，而是在「達標率」之低引發考生的憂慮，因
而「集中火力」於中英文科。

結
語

  大學課程緊湊，且課上資料多用上各種詞彙，故學生需要有一
定語文能力。不過，語文能力以外，亦需權衡輕重。方可使新高中
學制達到改制原意之餘，亦令考生更容易銜接大學課程。

為應付更多元化及複雜環境的要求，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動力十足，生
機蓬勃的教育制度，為每個人提供有利環境，達致全人發展、終身學
習的目標；同時，香港的教育制度 亦需要為每個人提供不同的進修
和職業發展途徑，務求能更暢順地與二十一世紀國際高等教育及人力
發展趨勢銜接。

——〈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 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教育局，2005

編者按：關乎「3322」尚有很多可以談。惟本文以徐立之博士於商台之發言為出發點，倘有不全之處，望眾讀者海涵。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香港考試及評核局、img02.tooopen.com、az616578.vo.msecnd.net、timedotcom.files.wordpress.com

3322

參考表 6d : 2002 – 2013 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科目成績概覽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ALE/Release_of_Results/Exam_Report/Examination_Statistics/alexamstat13_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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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鐵

背景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由香港政府全資興建，於 2010 年 1 月 16 日獲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同年 4 月動工，現預計於 2018 年第三季通車，
造價為港幣 853 億元。

  香港段全長約 26 公里，全綫採用專用地下軌道，不設中途車站，連接
至國內高鐵網絡。開通後，香港西九龍總站內將實行一地兩檢，乘客無需轉車，
便可由香港乘坐高鐵直達國內多個主要城市。

  今年七月，特區政府建議採用「三步走」實施一地兩檢。根據相關新聞公報，
詳情如下：

　　第一步：由內地與香港特區達成落實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 

　　第二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定批准及確認《合作安排》； 

　　第三步：兩地各自進行相關程序予以實施；在香港方面將涉及本地立法工作。

  《合作安排》的內容包括口岸區的範圍及管轄權，以及兩地間的聯絡機制等。
而按照該公報，西九龍總站內將預留空間予中方為乘客辦理通關程序，而相
關區域將視為香港特區區域範圍之外，中方可在內執法。

  特區政府於7月25日就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一地兩檢安排作出建議，內容再次

挑起圍繞高鐵的爭論。市民關心「割地」措舉或會開壞先例，擔心所享有的自由、權

利被剝削，亦為方案對社會整體的影響感到憂心。雖說香港特別行政區不論地理上還

是法理上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部分人仍對這個疑似以「促進中港

融合」為目的的方案反感。對於這些負面情緒，支持方亦提出過不少反駁。本文將簡

要分析各有關爭議，跟讀者們一起重溫近年來與高鐵有關的大小事。

之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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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往中港兩地的方法甚多，包括乘坐飛機、直通車或跨境巴士，以及經羅湖或落
馬洲過關。多年來這方面都沒有實際上的不便、困難。有相應需要的人士，例如離港
到港旅客、跨境上班上學者等，都早已找到適合自己的往來方式，甚少提出相關批評。
由是可見，來往中港兩地的方式早已足夠應付需求，高鐵建成亦只是為來往兩地的人
提供多一個選擇，實際作用不大。

  就高鐵的價值，特區政府不時以更快來回香港及國內主要城市作包裝。只不過，
真的是對速度、效率有要求的話，乘坐飛機應該會是個更好的選擇。據港鐵資料，高
鐵香港段開通後，由香港乘高鐵前往北京的車程約為八小時四十五分鐘。不過，如果
乘坐飛機，只需約三小時半。短程方面又如何？近日區議員譚凱邦指出，以由香港前
往廣州市中心為例，由於高鐵直達班次少、停站多，而且車站遠離市中心，故乘坐現
有的和諧號反而會更快，而港鐵的電視廣告則忽略各點，明顯有誤導成分。高鐵實是
聊勝於無，有人甚至諷刺高鐵只是獻媚項目，毫無實際作用。

爭議一  實際作用成疑

  2010 年 1 月 16 日，香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正式通過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涉及 669 億港元的撥款申請。但於兩次工程延誤後，造價飆升至 853 億港元，前後
差距甚大。因此，高鐵工程亦被市民批評為「大白象工程」，更有人認為不應該繼
續浪費公帑，而政府則稱如不繼續撥款，工程將會爛尾，前功盡廢。最後工程依
舊繼續，市民漸漸放下。建築經費規劃不善固然是問題，不過焦點所在一如近期
其他基建，在造價之高。就算由始至終都沒有超資，669 億已經是個天價，而 853

億更為過分。853 億港元到底是一個多大的數字？（以每個單位建築成本為 1,063,100

港元 1 計算）853 億足以興建約八萬個個公屋單位，亦足以支付東江水水費約二十年。
特區政府近年甚少大手「派糖」，因而多次被批評為守財奴。不過我們不難看出，
在基建方面政府還是極度闊綽的，如果政府可以在各種利民政策都如此大方，豈
不更能善用納稅人的金錢嗎？

爭議二  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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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頭條日報、香港電台、太陽報、蘋果日報、港鐵 -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forum.modelldepo.ru、previews.123rf.com
資料來源：港鐵 -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www.info.gov.hk、明報、TOPick、基本法網頁

立法會二題：資助房屋單位的建築成本：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4/12/P2017041200469.htm1

爭議三  「割地」

  高鐵香港段將直接融入現有的高鐵體系，在香港上車的乘客可在國內任何一個
站下車。因此如要一站式完成出境入境程序，只有兩個方法：

  一：於國內所有現有車站設立出入境設施，以滿足香港段運作需要
  二：只於香港西九龍總站畫出兩方的口岸區

  方案一難免有種強人所難的方案，故為一地兩檢，只好於香港境內畫出中方口
岸區。只是畫出口岸區予中方執法這點，引起了「割地」的爭議。市民擔心將香
港政府在沒得到廣泛支持下放棄部分土地管理權會開壞先例，日後或會再發生同
類事件，動搖一國兩制。而特區政府常常強調一地兩檢對高鐵香港段的重要性，
例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於上述新聞公報指一地兩檢令高鐵高效靈活，是發揮
高鐵項目最大效益的首要關鍵。只不過，一地兩檢的威力真的有這麼強嗎？有必
要「犧牲」香港的土地嗎？不用在車程中途下車安檢的確是令程序更簡潔，亦可
善用高鐵行車速度高的優勢。只不過也有其他方案可以考慮，例如車上檢。可惜，
到了現階段，在西九龍總站完成所有出入境程序的方案大概已成定局，或者只可
以以此為基礎考慮如何保住特區在站內的權利吧。

爭議四  法理依據

  特區政府多次強調「三步走」符合基本法，但幾乎沒有就「割地」的爭議闡述法
律理據，未能以理辯之。不少反對人士都相信，方案由於影響香港自治範圍面積，不
符基本法。就此，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指香港特別行
政區範圍是根據 1997 年 7 月 1 日頒布的國務院令而訂，註明區域界線包括陸地部分及
海上部分。他認為香港範圍屬平面概念，領空及地底則不包括在內。胡漢清所引述的
文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221 號」，該國務院令只以二維參數以及點、線
等概念作描述，完全不包含與高度相關的內容，因此筆者應為平面概念一論可謂砌詞，
只是為既定的結論，強砌「理據」而已。

（筆者對法學只略懂皮毛，未能探討太多，還請見諒）

  高鐵香港段始建至今爭議不斷。政府無力說服市民接受，卻無視一切阻力硬推
方案。此舉不但為自己塑造專制形象，更難免令人猜測背後的居心。高鐵事件以外，
政府不時都會與市民對着幹，如強硬鼓吹身份認同、積極推廣國民教育等，造成
分化，令社會日漸不健康。政府應面對、思考，理解自己最需要面對的是群眾，
而不是中共。如政府未能體察民意，各種社會矛盾難有化解的一天。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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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布

  事源中大民主牆密鋪了有關香港獨立的海報，上面寫著「拒絕沉淪唯有獨立」
的標語，中間沒有絲毫的空間。有一大陸女學生因不滿民主牆海報上的內容，
把海報撕下，遭其他中大學生即席唾罵。後來亦有大陸學生因把其他留言貼上
民主牆的香港獨立海報上，被本地中大生喝罵。這樣表面上看來，只是因為大
陸學生「玻璃心」，所以以已行抵制香港獨立的言論，進行「滅聲」。看深一層，
其實是中大學生會等人設的一個局。

  試想想，民主牆的原意是用來表達不同界別的聲音。就像科大的民主牆，
素來有人把具爭議性的言論貼上，就會有不同的意見寫在旁邊回應。而中大學
生把整個民主牆貼滿有關香港獨立的海報，本來就有違民主牆的原本用法。筆
者亦相信，他們並不是為了吸引眼球而貼滿民主牆，做出宣傳港獨的用意。偌
是心底裡為宣傳港獨，大可以印大字報，以巨大的海報體來吸引其他途人的目光，
不必貼滿民主牆。那他們這樣做，原因就只有一個，就是設陷阱給大陸學生。

  大陸學生對港獨有不同的意見，自然會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但，民主
牆被貼滿了，以民主的方式貼上民主牆又會被人說遮蔽了原本的港獨海報，被
人說是意圖遮掩其他的意見；如果撕下海報再貼上自己的意見，又會被說成破
壞「公物」、滅聲。那就是說，大陸學生就算走哪一步也是錯，所以只能路過，
以其他方式、例如面書出聲明譴責、舉行示威之類了。但衝動的大陸學生就是
行錯了這一步，結果一子錯滿盤皆落索，被眾人聲討。而中大學生會便可以理
直氣壯，以「屈機」的姿態去裝可憐，裝遭人打壓、被政治「清算」等等……

  不少人當他們是學生中的英雄，認為他們敢作敢為、為學生發聲。這場戲
演的真好，贏盡了不少學生的支持與掌聲。可是，真正為香港的人，會口上空
喊著「香港獨立」，而不細想香港獨立本質是什麼嗎？

/ 讀者投稿僅反映投稿人士之個別意見，並不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立場 /

謀 陷
    九月初，活生生的「造謀布陷」事件於中大上演，再加上學
生會等人不斷利用傳媒、社交媒體之攻勢進行轟烈的宣傳，令社
會各界關注事件。如你認為作者把事件扣上「造謀布陷」這個形
容詞下得不對的話，就證明你沒有細心留意事件的起承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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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被公認為有效的獨立方式有兩種（須知有效和可行性是兩碼子的事），
一是修憲、二是武裝革命。前者為 2016 年熱普城選舉的政綱，實行「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透過公投的方式逐步修改在基本法內對香港人不公的憲法，以達
至獨立；但熱普城在選舉的得票度顯示香港人未有心理準備去作全民制憲的運動，
運動最後失敗告終。武裝革命是一般推翻政權的行動，比如說辛亥革命便是中
國武裝革命的例子，以軍事武力逼使現屆政權低頭。可是香港一般市民根本手
無寸鐵，可能家裡擁有的刀仔不超過十把，更遑論擁有軍事武器了。因此武裝
革命只能靠外來的勢力，但港人必須付上沉重的代價，以達至獨立的局面。

（筆者沒有包括民族自決，原因是民族獨立從來只是一個框架，沒有人研究過自決的實際
議題、怎樣去作自決，以及自決後怎樣推進令香港獨立，所以並不能當民族自決是有效的
獨立方式）

  而周竪峰等人刻意設局把大陸學生「生擒」，再對外宣傳自己的文宣被滅
聲打壓，確實演了一場很好看的戲。對，補選近了，是時候做些新聞了。與其
游手好閒想辦法宣傳博取眾人的目光，倒不如腳踏實地想想令香港達至獨立局
面的辦法吧。不妨告訴大家你的獨立大計，以理服人，好比大鬧大陸學生為「支
那」。仍然覺得他們是英雄的人，自我反省吧，再唔用下個腦就無得救架喇。

圖片來源：
www.ifuun.com
newsstatic.rthk.hk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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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治正確
標榜「Don’t be evil」的科技業龍頭 Google 日前傳出醜聞，一名年

輕男工程師 James Damore 不滿 Google 管理層近日親左翼、主張

政治正確的行為，而寫下十頁宣言痛斥其害。文章一出即引起大量

左翼人士批評，大罵他「反多元」， 形容他為「種族主義者」、「沙

文主義」、「白人至上」、「法西斯」。

  這篇題為〈Google’s Ideological Echo Chamber〉的文章指出 Google 把科技
業內男女薪金落差政治化，並多度援引以解釋男女平均而言性格、喜好上的差異
令兩性生涯目標有所不同，男性較多傾向高風險高回報的職位，而女性較重視平
衡生活和工作。但 Google 現行政策強行拉平這個落差，以「特事特辦」的形式
增加機構內少數族裔及女性的比例，優先考慮聘請他們，甚至專為他們開設課程。
作者指出 Google 這種人事管理將會製造更多內部分化，無助 Google 達至「多元」。

  想當然，他在宣言一曝光後便立刻被辭退，但這一個由 

James 寫出的宣言，卻說出矽谷內為數不少人的心聲，那就
是對所謂「政治正確」的厭惡。

  到底「政治正確」所為何物？ 為何政治正確一現象往往
在親左翼機構出現？為何這麼多人會討厭政治正確？

撰文：Tony 
排版：允行、知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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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正確本指一種言語、行為上的自
我審查，以避免傷害特定種族或性別的感
情。此詞源自七十年代新左翼社群，當時
每個圈子內都有獨特的黨綱，政治正確一
字便是圈子間戲謔過份按黨紀辦事的人
的用語。狄蘇薩（Dinesh D’Souza）於其
一 九 九 一 年 著 作〈Illiberal Education〉 中
指出美國大專院校教學理念深受進步主義
涂毒，在課程上刪減與違反左翼思想的政
治理論、收生時大量運用「積極平權」把
成績優秀的亞裔學生比例降低而提高少數
族裔學生比例、在校園內禁止親右翼的言
論等等，狄蘇薩批評大專院校把這一些校
園政策一概稱作「政治正確」。這一用例
又在時任總統小布殊演說中出現，及後得
到廣大保守派使用。

  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的是思想上的多
元，並非單純以言論鉗制的方法控制異見。
不論是政府或是私營機構都沒有打壓反對
聲音的必要，他們應當做的是容許公開討
論這些議題，而非在事件出現後馬上為
事件定性。美國主流傳媒（ABC、CNN、
NBC、CBS、Washington Post）在醜聞公
開後幾乎同一時間把 James 定為另類右
翼極端分子， 在不同途徑攻擊 James 及
其支持者，及任何認同其部分觀點的人。
這些傳媒的報導被一些獨立媒體形容為向
市民施壓，以作為主流傳媒的公信力令市
民相信整個社會都反對這類思想，以無形

的群眾壓力迫使本來中立的一方轉軚。更
有陰謀論者直指這是「企圖控制輿論」的
表現。

  然而主流傳媒及親左翼機構由上而下
的「政治正確」政策似乎未能奏效。Pew 

Research (2016) 指出六成美國人認為現
代人太容易受他人言語冒犯；Rasmussen 

(2017) 指出九成美國人認為言論自由比政
治正確重要，只有三成認為現今美國人擁
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並七成認為美國現時
過份政治正確；路透社滾動民調一直顯示
近七成美國人認為政治正確損害美國人的
言論自由。

  反對政治正確的聲音日漸強大，為其
代辯的民粹主義政治家支持度節節上升。
由法國的勒龐、英國的法拉奇，荷蘭的維
德斯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歐美各地都有政
治家以敢言、反對政治正確的姿態爭取選
民支持。他們全部都是正義之師，真心為
人民服務而去競選公職嗎？不然，但政治
家往往是最能理解群眾心理的人，愈來愈
多右翼政治家冒起，就正正說明了「反政
治正確」的思潮只會日益壯大。James 被
辭退贏得 Google 高層以及左翼精英的掌
聲，但失去了更多美國人的信任。抹殺一
個政敵，只會為未來更多異見人士提供土
壤， 這也許是 Google、 左派精英一等人
未有預想的吧。

圖片來源：

Political correctness

artsy-media-uploads.s3.amazonaws.com、www.festisite.com、 
medium.com、9to5google.com、google.com

資料來源：www.pewresearch.org、www.rasmussenreports.com、polling.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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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chain

  在談及區塊鏈革命之前有兩個誤解需要澄清。第一個是把區塊鏈簡單化為
各種以算法為基礎的比特幣系電子貨幣的交易；第二則是把近年來席卷全球的
移動支付與區塊鏈技術混為一談。如果說比特幣系電子貨幣交易目前僅僅存在
於一個較為封閉的市場環境，早期僅限於駭客們的技術嘗鮮以及少部分人的使
用，而移動支付僅僅將交易行為線上與線下的邊界變得模糊，那麽區塊鏈技術
將帶來的很可能是整個社會、政治以及金融體系的重構，其影響將極其深遠——
不僅僅是消費者支付方式的改變，我們對貨幣的理解也將改變，而監管交易的
機構也將被徹底改變。

  因此，能夠對這些趨勢有一認識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著手認識區塊鏈經濟就要從比特幣的發展開始。傳言一位日本駭客發明了
比特幣。比特幣顧名思義由最基本的數據單位比特構成，而非為傳統意義上由
貨幣發行機構發行的貨幣。它是依據某種算法，通過計算產生的。與傳統貨幣
流通過程不同，比特幣由分布式數據庫記錄，並由密碼技術保密，即意味著除
了交易雙方之外其他任何一方都不能掌握該交易的內容。

區塊鏈經濟的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區塊鏈經濟恐怕都是一個嶄新

的概念，如何把這個概念描述清楚絕對不易。也許

在金融科技領域前沿專家眼中，我們已經活在區塊

鏈革命中，有關的各學科研究亦已陸續展開，隨著

研究開展，區塊鏈的概念也許會被重新理解。然而

這剛剛拉開帷幕的區塊鏈革命將如何影響我們的生

活則較少被提及，對此有認識的人還是鳳毛麟角。

到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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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國家機構無法監管這類交易，比特幣發行早期曾被各國政府認為很可
能被用於各種非法交易，比如毒品，槍支等等，因此比特幣曾被包括美國在內
的多個國家封殺。2013 年，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美國政府在充分了解到其潛
在洗錢及非法交易危害的情況下，最終承認比特幣的合法地位，因參議院認為
妥善處理虛擬貨幣議題能把握它所帶來的創新和潛在好處，比封殺更好。所以，
美國政府決意積極應對比特幣帶來的轉變之後，一系列相關規定開始出爐，包
括比特幣相關的稅法條例等。一方面政府決定接受這一革命性的變化並導其發
展完善，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對付它帶來的潛在問題——比如在追蹤絲路網上的
幾宗非法交易時，美國調查人員認為比特幣的交易流程並非完全匿名，政府等
機構仍有監管餘地，就此入手便可追查非法商品借助比特幣的交易。

  美國政府自比特幣誕生起就開始積極制定各種法律以應對由比特幣帶來的
多種制度性挑戰。銀行將其納入「可轉化虛擬貨幣之列」，使其受到銀行安全
法律監督。比特幣的交易仍然被納入「現金傳遞業務」類別的監管。美國金融
犯罪執法網絡於 2013 年 3 月 18 日提出了監管虛擬貨幣的意見，將與比特幣掛
鉤的三方分為使用者丶交易者以及管理者。如果比特幣的使用者不僅僅為個人
使用者，則將被視為提供貨幣服務企業，受到銀行安全法管轄。而對於 mining

（即用算法計算獲得比特幣）行為，美國債券交換委員會對有意投資比特幣挖
掘的人作出警示與提醒比特幣挖掘為不受保護的投資行為。而有關比特幣作為
財產的征稅制度也在制定當中，其他比特幣交易以及伴隨其產生的金融行為的
監督仍然在醞釀當中。

  圍繞比特幣，政府正積極研究制定策略應對，可以看到為了更好引導比特
幣發展，政府和相關技術公司正積極搭建區塊鏈平台的雛形。

  近期，許多大型技術公司都做好了有關區塊鏈經濟的技術布局。微軟於
2017 年 8 月 10 日發布了 Coco 框架，為企業級別的客戶服務，其目的是為了
在公有的區塊鏈協議中嵌入符合企業自身所期望達到的性能、隱私、和組織管
理目標的聯盟鏈。政府機構，銀行以及許多金融服務公司都在密切與技術公司
合作，想要布局區塊鏈經濟。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傳統銀行服務較為欠
缺，因此對於區塊鏈技術的容納性較好，有最多可能越過銀行服務業直接發展
去中心化的「民主」金融服務業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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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弄懂區塊鏈技術不太容易，涉及到很多技術概念。 

  目前，對於區塊鏈的定義是：狹義上說，是一種按照時間順序將數據區
塊依序相連組合而成的一種鏈式數據結構，並以密碼學方式保證其不可篡改
不可偽造特質的分布式賬本。通俗的說法便是在互聯網上建立一個公共賬本，
並用密碼技術保障其不可篡改與真實性。由此所有的交易參與方都可以看到
與自己相關的賬本，這樣就保障了交易的真實性，而因為越過了金融服務機構，
可以大大節約時間成本，從而確保交易真實高效。將信用由金融機構讓渡給
技術，這樣做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大大降低信用評價的成本，通過全網追溯
交易行為以及大數據計算，用戶的信用就能被客觀確定。

  在中國，許多區塊鏈服務公司已經初具規模。涉及區塊鏈的上市公司截
至目前有 19 家。與其相關的四大板塊包括基礎設施平台中間服務（智能合約）、
應用解決（眾籌，交易網站等）、輔助服務（評級機構）都已有不同的公司
布局。許多國有銀行也正式著手應對這一輪技術浪潮。而無庸置疑，也有許
多公司打著區塊鏈的旗號營私。 近期本擬定於內蒙古烏海市舉辦的 2017 

DACA 區塊鏈國際高峰論壇酒杯有關部門叫停，政府在分析了區塊鏈發展白
皮書後認定目前的大量投資項目都存在欺騙行為，可被認定為非法集資。據
財新週刊報道，真正募集資金用作項目投資的不到 1%。許多設計區塊鏈的
公司在嘗試發行虛擬貨幣籌資的過程中都有可能涉嫌非法經營。

  可見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仍然面臨許多未知挑戰。其支付場景是否能夠鋪開，
是否能夠「獨霸天」仍然有很多未知數。畢竟，即使在移動支付如此普遍的
今天，支付寶或者微信支付仍然與銀行業處於共生狀態。但對於一個全新的
生態系統，這種共生狀態是否可能維持，仍要看未來的發展。

blog.sidmach.com、bitcoin.org、qukuailian.com、 口 袋 財 經、upaiyun.com、
ico.com、信報網站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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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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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每個迎新營都有不同的遊戲玩法，但整合筆者從科
大各 OCamp，和從其他大學的學生交流遊戲所得的經驗得知，
遊戲的氣氛多為隨性嬉鬧為主，例如比較出位、玩得開，或者
比較惹人討厭的玩家往往就是最先被投票趕出局的，而且「和議
不用死」，即是如果有人動議某一玩家是壞人，但投票過半數後，結
果「殺錯良民」，動議者就需出局，而和議起哄的則無懲罰。這樣一來，
大家往往本著「玩嘢冇成本」的心態，非常踴躍和議。

　　迎新營的遊戲都是旨在取樂，和「毛毛蟲」、「一生人一次」之類的遊戲一樣，
只要玩過樂過，懂得遊戲玩法，之後能作為證明自己玩過迎新營的證明和聊天話題，也就夠了，
狼人殺這個遊戲給我的印象一直如此。直到之前的暑假，我在一次上海的實習團中玩狼人殺，我才對
這個遊戲有了另一層次的印象。

　　某一個晚上，我們相約玩房 Game，玩的正是狼人殺。一開始，我們還一如以往的玩着「具香港
特色」的版本，旨在嘻哈嬉鬧一番。玩了兩局後，有一位內地學生叫住我們的興致，提議說：「這樣
瞎玩其實沒啥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或玩過內地近期很火爆的狼人殺，玩法差不多，不過對角
色和規矩都有一些不同，而且注重的是邏輯推理和說服技巧，難度也會比現在高。」我們起初都頗為

抗拒這個提議，認為遊戲只是玩玩而已，不用弄得很複雜很難玩，但我們
後來一想，那位內地學生說的不無道理，這樣起哄式亂玩也沒什麼意思，
不妨嘗試新的玩法，於是我們就聽起了內地學生介紹另一版本狼人殺的規則。

　　玩法可說是大同小異：人物角色方面，除了狼人和普通村民，必須要
有具特殊能力的好人，包括預言家（每一回合夜晚可詢問某一玩家是好人
還是壞人）和女巫（每一局只有一瓶救人解藥和殺人毒藥），其他可加入
的特殊能力的好人則有丘比特（指定兩人同生共死）、獵人（出局時可立
刻射殺另一名玩家）、守衛（或稱護士，每回合可以救一名玩家）等等；
在規則方面，在天亮知道誰被殺之後，在場者會輪流發言一次，指證別人
是狼人或力證自己是好人，而在投票階段，不再是「和議不用死」，而是
在場玩家同時投票，得到最多票的玩家出局。

杀

OCamp
狼
人

「 一 年 容 易 又 Ocamp」， 踏 進 新 學 年，
相信不少同學都有在八月參加迎新營，體
驗大學生的青春熱血。迎新營中必不可少
的當然是遊戲，有跑出校園，遊走香港各
地的 City Hunt；有在一大片草地上赤足
奔走的激烈水戰；當然還少不了深夜裏不
失熱鬧的房 Game。筆者想談的正是其中
一款比較熱門的房 Game：「狼人殺」（或
稱「Killer」）。

撰文：本期主題 
排版：允行、知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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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來，遊戲的難度、趣味和變數都提高
了不少，我也慢慢地從中體會到狼人殺會成為內
地的熱門遊戲的吸引之處。

　　首先，這種玩法講究的是策略和說服他人
的能力，對玩家技術要求高。尤其是對於狼人，
他們很難再只裝村民以靜制動，因為被預言家
驗明身份後就很容易被指證，進而被投出局，
加上真正的預言家和守衛、護士成功配合下，
狼人就很難殺掉他們，所以通常會有狼人謊
稱自己是有特殊能力的好人，例如預言家，以

誤導和擾亂他人。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
除非你是說謊高手，因為這涉及邏輯推理和說

服他人的技巧，若其中一個狼人露出破綻而圓不
了謊，狼人陣營就已經先輸一半了。

　　另外，這遊戲的火爆也少不了對人性慾望的滿足：
提供了正當說謊的機會。有什麼會比名正言順地說謊，

讓他人聽從自己的話更有挑戰性、更加刺激呢？平日礙
於道德規範或者說謊技巧不足，很多人都陷入不敢說謊、

或者怕說謊會被揭穿的尷尬情況。而且，也許會有人覺得說
謊是黑白分界的黑色之處，誰說誰錯。然而，人生在世，是很難

一輩子只說實話過日子的。你想想有的時候需要撒下善意的謊言，再
想想經常在傳媒面前淡定回答尖銳問題的藝人和政府高官，就知道說謊是入

世處事中難以缺少的。但我們無論是出於貪玩，還是為了練習處事，都難有訓練說謊
「技能」的地方，除非你是進行臥底訓練。但狼人殺這個遊戲讓我們不需做臥底，也可以練習說謊和
說服他人的技巧。可以正當的去「瞞騙他人」，誤導他人相信自己，這個遊戲自然獲得不少人的青睞。

　　這個遊戲的另一大樂趣在於玩家被淘汰出局後，就可以一直睜開眼睛，旁觀局勢，可以知曉在場
玩家的身份，及觀摩狼人如何說謊騙他人、冤枉其他玩家是壞人，這也是很有看點的。當局者迷，旁
觀者清，在旁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旁觀村民被誤導猜錯的情景，更可以觀察、欣賞或學習研究其他玩家
的思維和口才。我認為這也是狼人殺可以在內地火爆起來的主要原因，雖然這或許源於內地的綜藝節
目《飯局狼人殺》，但現在已延伸出各種相關遊戲的 Apps，甚至是出現專業的玩家直播玩狼人殺，賺
得粉絲和金錢收益。這種難度高、策略類的線下桌面遊戲雖不同於線上遊戲，但也能拓展至各種平台、
出現專業的主播及選手，甚至發展成一盤生意，帶來龐大的價值和生態現象，實在厲害。

　　當時我玩過真正的狼人殺之後，就有一種已經回不去的感覺，這絕對比瞎玩和靠聽場外信息（比
如誰動了一下）的玩法更加有意思。之後我在網上搜索狼人殺遊戲的資料，發現這個源自俄羅斯的遊
戲本意就在於邏輯推理和語言能力，是很「燒腦」的智力遊戲，不如為何到香港的 OCamp 就變成另
一回事了。無論如何，一群人聚在一起玩桌遊的機會不多，所以大家不妨在下次玩 OCamp 或者聚會
的時候，挑戰更加有挑戰性和有意思的狼人殺吧！

圖片來源：www.playwerewolf.co、d.wattpad.com、clipart-work.net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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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www.kmb.hk
i.pinimg.com

夢
    三月，乍暖還寒的天氣叫人無所適從，從

二月陰霾的天色換成了絲絲細雨。春雨霏霏，

教人昏昏沉沉，模糊的視野分不清真實和虛幻。

或許不美滿的現實，加上一分朦朧，添上一分

遐想，事物會變美滿。我和你，坐在巴士上層，

迷霧籠罩夜色，為回家的路添上又一分迷離。

    其實我不喜歡乘坐雙層巴士。侷促的車廂

加上緩慢的車速，以及電視廣播的嘈雜，著實

使人無法安靜地沉澱一天的過去；而你，卻恰

恰喜歡巴士的煩囂，路訊通的音樂可以掩護我

們的耳語而不至滋擾，緊貼的鄰座讓你可以依

偎在我的肩膀。四十分鐘的路程，於你而言，

也是一種放鬆和享受。剛下課的我身心疲憊，

心不在焉地注視窗外光景。你忽爾想牽手，我

卻縮開了手，你困惑地看著我，可我別過臉去，

就只顧路途風光。雨模糊了窗，化開錂角成混

沌的輪廓，把窗外的光線和線條揉成一個個光暈。

假若愛情可以矇混自己，大概現在我應該生活

得美滿一些，幸福一些。

    相愛的戀人無言以對，不是冷戰，只是欠

缺一點什麼。我知道那是什麼，只不過不敢宣

之於口。你又一次依偎著我，分享我們的體溫，

驀然你冒起一道問題：「你在想什麼？」「如果

你……不，還是沒什麼了……」畢竟這是我的初

戀，甜蜜之中總帶有幾分羞澀，我未煉成笑容，

容貌換上的卻是尷尬和生硬。你聳聳肩，沒有

追問下去。淡淡的玫瑰花香從你的身上瀰漫，

那是因為我告訴過你，我喜歡玫瑰香水，你本

身不喜歡香水，只是為了取悅我而改變自己。

可是你的玫瑰香味依然不像她的香氣。大概這

時的她，正在校巴的某一角落戴著耳筒聽著歌。

巴士緩緩駛過壁屋，迷霧蓋不住冰冷的高牆，

恍若我倆之間的一垣牆，分隔兩顆熱切的心，

又或者根本沒牆，只因錯愛對象？對情人冷戰，

祇因深愛而放不下尊嚴；對情人冷感，卻是因

為不夠深愛。

    回想起來，當初我決定愛你是因為你太像

她，你有著她的性格和輪廓，可惜你總有瑕疵，

聲線不像她，品味不像她。其實我並不太愛你，

只是你一直苦苦癡纏和熱情打動了我，讓你嘗

試取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你換上她的髮型髮色，

塗抹她常用的香水品牌，就是為了成為我眼中

的完美情人。無奈模仿總有瑕疵，她終究是她，

你始終是你，你只有她的影子，卻依然裝不出

她的神韻。我真的體會到你的犧牲和對我的深愛，

除了深深的感謝，我還可以說什麼？究竟瑕疵

是在你身上，還是長在我的眼中？而我一直追

求的又是什麼？情人一冷一熱，緊貼的肌膚埋

藏不可告人又心照不宣的秘密，我心裡猜疑，

可會有模糊地愛著愛著就永遠的愛情？

    一愣神的工夫，巴士已經由科技大學駛到

紅萼樓站。「傻瓜，我要下車了。」你堆上滿

臉笑容，還是禁不住一絲羞澀。「哦，那麼明

天見吧。」我勉強牽了嘴角，沒精打采地再一

次別過臉去，凝神注視街道。或許人生又如巴士，

你我不過過客，愛侶無愛，再努力亦裝不出熱戀，

貌合神離的愛情又能走多遠？「如果你真的是

她就好了……」我一邊喃喃自語，一邊坐在巴

士上看著你離開的身影。細雨累積在窗，隨著

巴士駛走，你漸行漸遠，愈小愈濛，卻朦朧得

更像她那晚離開校巴的那個背影，教我的心悸

動起來……

    大概這樣的愛情，衹能遠看，不能近觀。

若然不能接受瑕疵，不如模糊愛情，看不清，

更好。

迷
投稿：吳慕洛
排版：允行

吳
慕
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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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Please be aware that the following content might be mind-blowing. Individuals might feel 
discomfort due to the extreme leap of mind of thought. Hopefully it will be fine. Enjoy the journey.

After the fascinating light show at Gardens By the Bay, everyone got hungry. The 
crowd either following their 6th sense for food, or trailing the scent of satay, or simply 
following the steps. No matter by each way, they arrived at a not-so-fancy hawker 
center.

And of course, I am one of these sheeps following in typical Singaporean style. 

An eye-catching slogan of a particular stall stole my full attention - “Traditional Fried 
Hokkien Noodles in old 60s”. For the sake of my wallet (it is the cheapest food I could 
find...) and my adventurous heart, in 5 minutes time, it became my dinner, or I shall 
say, OUR dinner.

On the dining table with 3 nerds in 3 different colors - brown, yellow and white, we 
share 3 dishes of delicacies - Fried Hokkien Noodles, Satay and a Turkish Pizza. Shortly 
after my delivering of “Chopstick 101 Lecture 1: how to eat noodles” for my folks, 
with that Hokkien cuisine swimming its way through my throat after dancing a tango 
on my tongue, a question popped out in my mind: what the hack is this fried noodles 
actually?

Whereas in Kaohsiung, Taiwan, some moments before midnight, a phone buzzed. 

With this pic:

Migration
 from Hokkien Noodles

of Hokkien:
a lousy perspective

A plate with 2 fresh shrimps and a well mix of rice and yellow noodles. 
And do not forget the juicy lime and the spectacular chilli 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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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wner of that phone was not the only victim. Elsewhere in corners of the universe, 
this is received together with a weird question — 

“So you are a Hokkien, right? Is that a Fried Hokkien 
Noodles in your understanding?”

These selected Hokkien teenagers were summoned from 
their bed (probably swearing out loud), but that is exactly 
one of that invaluable moments shining the glory of human 
nature, as they stop the epidemic - the further spread of 
this question around the world, with some human beings 
likely to be  annoyed till death. Once again, our blue planet 
is protected from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Okay, end of cock talking. But still, all these 6 secret heroes needed to be mentioned 
for their act of bravery.

Please refer their identity as the following:

Code No. Identity
001 Hokkien in Hokkien (but now immigrated to Singapore)

002 Tends to infinity (untrackable) generation of Hokkien descendant in Taiwan

003 4th generation of Hokkien descendant in Malaysia

004 3rd generation of Hokkien descendant in Indonesia

005 Xth generation of Hokkien descendant in Singapore

006 Not-a-Hokkien but born, raised and lived in Hokkien

Oh yes, James Bond ain’t here yet.

The board of secret agents met in a highly classified meeting room that there is 
zero chance to be known. Even after consideration of Murphy’s Law since this is 
just imagination taking place in a crazy mind. (As I found it rather dull to list the 
conversation in texting...) 

This is reported to be what happened there.

“Well, this is indeed something I first known when I came to Singapore 10 years ago...”

“I mean nothing in Hokkien is similar to this dish at all? A 
cuisine that is named after a location which could not be 
found there...Are you sure dude, 001?” the main culprit of 
this chaos shouted out loud with a puzzling face.

“The part of rice noodle is the only thing I could 
recognize,” 006 said hollowly. “This is what I could find at 
my home town. Not really a fan of it.”

002 added with his cracked voice, “The noodle part looks familiar to 
me though. Hakka people seems to have some similar stuff.”

“You mean the Hakka from Hokkien? I mean...”

“Oh!” 001 bursted out loud, and no one see that coming. “My home region do have 
that! Probably cooked with a different type of noodles th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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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ean is that a thing only exist in Nanyang then?”

The spotlight was put on those who had yet to make a single noise.

003 shaked head silently whilst 004 and 005 nodded, with their eyes rolling.

“We have the two thing separated. Yet you could actually order to mix them together. 
My all time favorite!!!” 

“I really like the mix too, agent 004!” 005 smiled. “But that is exactly what we have by 
nature. There is a black version too. I heard that it is from Malaysia. Is it, agent 003?”

“You mean that version with Soy Sauce? Yes.That is what we have. But with thick 
yellow-alkaline noodles instead of this thin one.”

From the above imaginative discussion, in this imaginative anthropological study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Hokkien people kind of migrate in this order, with reference 
to the specialty of Fried Hokkien Noodles different place as reported by our 6 
respondents.

Time Sequence: (What I guess had happened with inspiration from the above 
conversations)

1. Somewhere and sometime, somebody invented two delicacies, which are 
Hokkien Fried Yellow Noodles and Hokkien Rice Noodles (It might be 
originated in Hokkien are brought to Hokkien by frequent migrators like 
Hakka, but anyway, found in Hokkien.)

2. Hokkien Hakka brought the Fried Hokkien Rice Noodl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So probably Fried Hokkien Rice Noodles arise a bit earlier than its 
Yellow counterpart)

3. Hokkien brought the Fried Hokkien Yellow Noodles to Malaysia, 
metamorphosis into the Black Soy Sauce Version

4. Hokkien brought the Fried Hokkien Yellow and Rice Noodles to Indonesia 
and Singapore, and Hokkien there for some unknown reason mixed them 
together (for fun?)

5. Black version is introduced to Singapore

Wait, is this missing something?

Why ain’t there the beautiful city I came from - HONG KONG?

The fact is that there are indeed some. Like boat people called 
Hoklo (and influx of Hokkien during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Period), but they are still kind of the minority in 
Hong Kong society. However, Hokkien is indeed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almost everywhere else in the South East Asia. 

So why do the Hokkien skipped Hong Kong? Aversion of competition with local 
Cantonese? Or there are some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r they indeed came but 
just gone?

Until next time when I finally start do some related reading for a proper investigation, 
Good health, good luck and good bye.

Image source: hypebeast.com, static.asiawebdirect.com, img.taste.com.au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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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區
角落

香港舊區建築各具特色，有的形相奇特，有的
色彩繽紛，有的設計更已不復見。就看看你能
認出多少個地方和建築？

（答案於右頁底）

攝影：知畸 
排版：知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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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左頁：上：南山邨冬菇亭／中：
石硤尾邨／下：土瓜灣十三街

右頁：左上：華富邨／右上：大
澳棚屋／左下：南山邨遊樂場／
右中：明華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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