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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

葉偉棠

同時，在學生方面，學生會的M作亦與學
校的發展配合。除仍然繼續擧辦一般性_課餘
活動和維持一些基本之服務外；在這一年的r
作中’還着手向外界推廣嶺南。至於i性

的風氣植拫於嶺南的每

但很多 同學自私

開考試，所承受 的 考試壓力甚》t。阵者，他們
’
：除一學期考試的考試範圍很多 須要多一黙時間授課。但爲
首先，讓我們談談校方對減丨
兩 次 試 ， 同 學 何 管 理 學 系 卻 不 用 考試，確令人人惑不解；他
的處理不善之處。嶺南過往是考丨
見在此略略總括地提出

們大都已適應與習慣下來/辍今，學 院 政 策 有 變 們 不 用 應 付 公 開 考 試，而平時的功課又不是過

我們相信’校內的改革是延樓性的工作’
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因此，學生會在未

來的一段日f裏面’應該繼續革訢’與時代齊
步向前。畢莧’ 一切的改革不能只憑單方面的
努力，有關方Ifi亦應適當地作出反應與行動’

表示支持；因爲對同一目標有所認同與共識’
就是一股最强的推動力。因此同學宜積極參與
各類校內活動’自我充實。
總言之’在末濩得應得之權益和合理的對
待前，我們的學生會應繼續爲同學^權益而努

嶺南大學i雄據多屆廣州運動會之冠’
頗爲名t一時’可惜，今天的嶺南學院連一個
簡單的運動塲也沒有，大專部沒有自己的水陸
運會，爲何嶺南學院的康體活動如此不振，這
可從多方面來說’其一是塲地與設施的缺乏，
其二是校方沒有積極的支持’其三是同學們提
不起興趣參予。
正所謂「工欲善其复’ f利其器」，甚
麼體育活動也須有一獨立而寬敞的塲地’如籃
球塲’足球塲、排球塲、羽毛球塲等.，更應有

足夠的設施’如練跑—釘鞋’跳高有跳高架
，打籃球有籃球’踢波有足球等。上述的設備

當同學們知悉一次考試已是旣定事實，紛

期的 功課不 是那麼 多，但到考試時，講師多以

紛向講師探聽當中的理由，而他們的解釋是因

他們 不用考 試爲藉 口，排山倒海的分配各式各

更沒有燈光設備：「若要打排球就更糟，連掛網
的網柱也沒有’須要把兩條繩繋在其他支持物

上；談到踢足球更恐怖’無龍門’無界線’不

單隨時有吃波餅的危機’更要驚恐被豐景台居

至於羽毛球塲，銘衍堂一樓地方也頗中用

民責駡。

’但以前不到學生們用’哎！現在連老師也沒
有機會用；若同學們想打乒乓球’也可試試到
小學部’#看他們受不受你玩。

體育設施缺乏是影響體育運動發展的最大
阻礙，嶺南礙於先天不足的條件，再加上財政
困難，要想有一座完善的運動塲實難過登天，
除非u.P. 0 0.資助或某某巨富捐款。我們
旣然肴到存在的問題，爲何校方沒有爲我們爭

樣的

又耗一段時間改卷，認爲是浪費上課時間；其

學期 交。學系

的比率是七三，平時佔30%

先，講師認爲考試耗費了不少敎書時間，這是

在兩星期考試 時間中，所上堂的節數在有意與

是 看要的。再者，學生們實有權利參予任何影
響 他們學習習慣的措施與政策。

說得對，但試問不考試就 能好好利用時間嗎 ？

report等，全都安排在下

次原因是希望能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其中一

，考試佔70%
的負 擔（因一

這更加加逭同學在學期丨€考試

渴望未來的嶺南充滿活力’充滿a息！

是連校園建設也給人趕上了.，更何况在體育上
的地位。難逍我們眞的如斯不濟？•小！只是我
們缺乏背後的支持；難逍我們學院永遠就是這
般模式？這是-個値得大家去反省的問題0

嶺i-m在人專界的學術地位已屈居人後’就

南’也一蹶不振’因爲他們無所施其技’他們
對學院沒有感情’他們不會爲代表嶺南而自豪
。運動員要找尋一羣志趣相投的夥伴’才能發
揮一種衝勁，團結的力量’才能顯出崇高的體
育精神。

在以往咤叱於球塲上’呼風喚雨.’但進入i

康體瞩會是被學生會管轄’他們的經費一
是來自學生會資助’ 二是會員費，三便是運動
員自掏腰包0出外比賽要出力，更要出錢’想
起中學時對外比賽’校方極之看重’有勲爲校
增光的滿足感’但如今’卻不知爲誰而戰？
細看嶺南藏龍伏虎甚多，無數的體育健將

上的支持。

業。眞是有點一兒苦命，我們沒有體育課上，我
們沒有體育老師，最要命的是’我們沒有經濟

大部份同 學認爲講師所持取消考試的理由

大前提邁進。須知道，評審是評審全學院，
不 只是某部份學院或主修，故統一性與聯繫性

並不足信，並發現所引致的不良效果很多。首

再者， 管理學系同學大都認爲上學

進度

取，最少也f天台的籃球塲成爲大專部的物

師表示卻不是如此，這些言詞與問題實令人摸

學生I的壓力甚爱，故考一次試對他們來說並非
一件 喜 事 0
i此多可看出學院行政方面出现了很多不
協 調的情况，學系彼此間溝通不足，未能朝著

不過是一些主修學系講師忘記吧了！但這些講

三樓

及行政 、普通管理、人事管理）个用參予rt•學
期尾白勺考試。筆者就讀其中一主修，曾廣集與

-745684
電話

改革方面’則包括有修訂學生會會章、組織架
構和一般行政守則的修改等。希望經過此次改
笮以後，使學生會之運作更具效率與效果。但
那些拫本性的架搆改笮’則必須在會員大會通
過方能生效。
綜觀今屆學生會的E作，在運作上所遭到
的困難不與以往的情况有多人分别。令人最感
到困難的，都个外乎是二作人手不足、同學參
與性低、部份幹*與職員缺乏投入感等，使工
作效果未能達到預期理想。而由於這些原因’
導致到今屆的工作未能完全達到目標’是我們
最感遺憾的。至於這年整體上的工作成敗得失

另外， 校方張貼 了 不少吿示吿訴學生改在甚麼
課室上 課（因原 本：的課室可能用作試塲之用）

在一所普通的小學、中學也可尋見，但爲何嶺
南卻沒有？大會堂天台的籃球塲不是驕於我們
的’更何况那塲地不八n標準，地下凹陷，人黑

爲考試前同學多預備讀書，無心上課，考試後

些講師表示此決定應是全商學院一起實行，只

與學生 常玩捉迷 藏遊 戲 ’ 一 時 在 八 樓 ’ 一時在
旣狼狽， 又 混 亂 >
決策， 乃是某部份主修同學（會計、公〃•]秘書

利’私自將吿示撕下’佔爲
己用， 全校就只 得飯堂對開的吿示，弄得老師
由 八斤卞：八六年度起’學校有一頗逭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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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踏
M談嶺南運動的阻礙

，對學院釣政策

自
同學與校方能密切關注

不平的事，皆會

通訊處：香港司徒拔道十五號

，就讓同學們來給個評價好吧！

、考試的季節

編輯者：嶺南人編輯委員畲

力’而同學們亦應表示出他們作爲基If份F的
支持態昽，提卨同學的二作士氣’這對日後的
爭益UJ作必定有很人裨益。最後，我們謹在此
希望來|1|^^會的同學’工作愉快和順利•’帶
頒學牛會進人另一新紀元。

身爲大專生，雜道不懂得分析與自身利益
半左右 其中原因有數熙：
些講師須要監堂 不能上課，二是一些同有關的問題嗎？望我們的學院在發展人前提
是一些丨
能顕及我們的需要與要求
e的試（如通識
學要考 兩科只是te:

無意下只上了

第十八屆學生會已隨着時光的飛逝’在三
月中便要落任了。無論今屆學生會在這一年裏
面有什麼功過，相信在此時此刻是我們檢讨過
去及展望未來最適當的時候。
不錯’我們的學生會已有十八年足的榧史
’但這十八年來，她經歷過多少’恐怕知迫.-^
楚的人不會很多。可惜由於歷史眞的太久了.:,
學生會所遺存下來的文獻也不多’所得的只各
近這幾年的零碎資料’未能幫助了帮更早期學
生會之事跡.’所以可以講的事不多。但無論如
何，就從過往幾屆的學生會工作看來，有一個
値得我們留意的共通點一，是這幾屆的學生會都

有將「爲同學爭取f權益」列爲其工作範畴
裏0

「爭取應有權益」的重要性，相信不必在
此多談。但究霓這幾年的學生會實質爭到了什

麼？有人說：「這幾屆的學生會只能爭取到可
以繼續爭取的機會。是否嶺卤的學生會須要永
遠的爲同學爭取應有的權益嗎？」事實上，爭
益的工作是漫長的’須要有關方面的配 與反

應，不能操之過急。
雖然「二 二一」制仍未得以廢除、政府.對
第五年的經濟資助尙遲遲未決、卨等及榮譽夂
憑的政府人職黠仍然未有下落•’但要逹到一個
理想的結果不是沒有可能的。除政府應該開始
正視嶺南學院的發展’提供適當之協助和資助
外；學校與同學方面仍須不斷努力，邁向進人
upoc的同一目標。這幾年來，校方人致上已
有若應時之改笮，以切合社會與其本身之發展
的需要，辦理以來成績令人滿德。

，爲何不預先徵集各同學對此方I面 的 意 見 與 會 於 繁 看 ， 不 設考試 似乎失去意義。相反，不用
法？其中途徑可通過由講師詢問丨同 學 ， 又 或 透 考 試 ， 同 學 們』爲 失去讀書目標，講師拖欠課

大

過學生會、班代表及學院代表等

P

般人皆認 看計、公司秘書及行政學系
希 望 將 他 們 的 意 不 用 考 試是一件 賀，因爲他們要應付兩次公
諮詢同學對小 用考試的意見

天的下午’今天的課
的課人都 .不成，因爲同學們大都不知
裏去鑽書 所以很多時間也是白花的。
的£、情&迎接下

出版者：嶺南學院學生會

o

暉
o

I方天大

當毎一個人都_度做同一樣嘢槪時候’而

你唔係’你就已經唔正常。不過’究竟邊個係

XX XX

唔正常呢？

或者以我槪性格’根本就唔適宜係呢個世
界生存。

XX XX

有人話，幸福嚟到，就要捉住佰！或者你

會覺得咁就係幸福。不過，我就唔敢去接受P1

XX XX

XX XX

結婚，究建係幸福，抑或係悲劇呢？我唔
敢肯定。不過，可能嘅話，盡可能避免悲劇嗜
！如果’到今日你未揾到生命眞正槪葸義和目
的，將來又用咩嘢嚟敎仔女呢？ ~

我曾經希望由書本裡面揾到人生嘅总義’
我以爲得到全世界嘅知識之後，我就一淀町以
揾到人生嘅唐義。但係’呢種理智，有^.又令

我變得冷酷！
XX XX

我愈嚟愈唔明白’生同死都係咁神秘，令
我聯想到呢D現象背後嘅根本喺咩嘢嚟？

XX XX

XX XX

似乎我眞係迷失了路，而面對我似乎只有

XX XX

三條路：出家、瘋狂、自殺——

’無論你擁有甚麼？ 一死，任何嘢都失去意義
XX XX

XX XX

我不可以隨波逐流’有日過日，但求舒適
溫飽槪生活！如果這樣，對於我嚟講，人生仍
然係空白一片。

咁究霓咩嘢係幸福？咩嘢係悲劇？

XX XX

詩人李白曾經用皮裘嚟換一撙酒飮。咁究

1竟人生中咩喷係有價値呢？

XX XX

不過，我始終覺得人生嘅意義一日未曾肯

定，無論做咩嘢，都係任然，都係任然，都係

任然……

不過，因爲祢，我無選擇到其中一條，我
有人話：人係一部機器，而機器係一種力
槪推動，但係力嘅表現本身亦都係一個謎，就 仍舊能積極面對人生……
XX XX
好似人死之後，失去一 口滅，就完嗜。咁，呢
無錯，好多人話人活着本來係爲求慾望嘅
一口氣又代表咩嘢呢？
滿足，但係當慾望滿足槪時候’立即就變成空

XX XX

當然後來’我發覺，知識根本唔係牛命眞

XX XX

理嘅唯一可能答案。

記得有次，我逃課出嚟，喺校園裡面游
蕩，覺得别有一番情趣。嗰個時候’我覺得自
己成爲一個眞正自由槪人’躺係草地上’睇吓
闊人槪樹葉係風裡面飄蕩，旁邊就係燦爛嘅杜
鵑花，邊處有靑山有綠水’其實係呢個環境裡
面，唔係更加容易了解宇宙嘅眞理咩？

XX XX

自言自SB

一九八六年三月

勲解我要將自己關閉係呢D死板嘅建築物
裡面，受思想唛酷刑呢？我忽然發覺知識其實
係一個枷鎖，人眞係可憐，霓然用自己建造嘅

牢獄嚟困住自己！

自閉一sfiI

第一版

他，我的知音。
唯一的、完完全全的知音，我覔不能挽留
。就在那一年，他擺脫了痛苦的枷鎖，悄然地
離開了人世，離開了醜惡，也離開了我。
心靈感到無所依傍的時候，我毎毎走到他
的墓旁呆坐。就像今天，無寂寞的黃昏裏，我
凝視着淡淡餘暉。憶昔日，我彷彿肴到從前…
在校園裏午後的陽光中，我在找尋自己，
我已厭倦了一大羣人的胡鬧生活，他亦然。偶
然的遇上了他，我彷彿發現了同類。我詫異於
他的幻想力，一個至情至性的人。
從那天起，我們分享一切，甚至失落的感
受。我們在痛苦中找尋快樂，在寒風中尋覓溫
暖。在他跟前，我不用說話，他也知道我在想
甚麼，反之，我向他人說很多，很多的話，他
們也不知我要表達甚麼。從來就只有他能分享
我的幻想。春天，我們迎着霧雨，享受它底輕

r|

吻，嗅着草靑的氣息，讓小雨打在毛衣上，髮

雨倚着寒窗，我們辦出各自的目標。

絲上，結成一顆顆晶瑩小巧的玻璃珠；夏天，

「萍，你要等我•待我出院後，我們再往

我們冒着風雨，去肴海濤拍岸；秋天，我們檢

球塲裏唸唐詩宋詞；在繁星下觀天象；在試塲

拾落葉，憐惜那枯樹疲倦的眼淚；冬天，哀艷

上較高低……J祇是，你的日子已無多了，漸

的季節，一切都美，我們往往樂得不可開交。

漸地，你已不能步出病房，身體開始消瘦下去

人們都說我倆痴，但也就只因我們都是痕f，

，面色慘白如紙，毛髮也開始脫落……最後，

所以才能聚在一起去享受一分一秒。我們原都

你終於去了，臨走前也不能肴我一眼。

雨夜夢迥歸

又是一個冷天，殯儀館外冷雨寒煙，廳內

淅瀝小雨，敲在窗上，發出冷冷輕響’膂
音雖然不，難於喚醒熟睡的人，但對於失眠
的我，卻又嫌其煩膩了。
入睡°屋中瑟瑟寒,t，蓋着長耗’往窗外凝視
；隔着玻璃，除了繁密的雨絲外，就只看到路
邊街燈淡黃的亮光。
這靜謐的深夜，這冷雨和寒意，令我驀然
回到往昔的回憶裏去。
另一個冷雨敲窗的晚上，那時，期近學校
考試，但我們依舊相見，你總是喜歡坐在醫院

從小就愛海。風帆、游泳等運動只最
副產品、不過自從學習駕駛風帆後’在海上活
動的領域是大大增加了。一隻小舟，簿帆

•

然而，我今天用絕望的饯音吟誦聞一多先

燈火通明，靈堂裏掛着白的孝幢，民權的弟妹
排列靈前。三轉躬後，我便繞到靈後，這回

淸風刷上你的盾，無論誰都不能驚醒你……」

我會見了已死的民權，身體被白布覆蓋，臉上

是的，誰都不能驚醒他。

：「不許陽光撥你的眼簾，不許

一坯黃土、長埋吾友•唯剩我一人去承受

閉着嘴，合着眼。一切是死一般靜。最後，我

人世間一切詛咒、嘲弄。我困倦的時候還能向

退開了，掉頭一走，不覺已出了大門。

誰訴說，誰來與我共享快樂，誰來與我分憂！

當時我想，世上應該沒有比死更痛苦的别

落日墓前，斷鴻聲裏，不禁嘆一聲知音何在！

離吧！本來，民權與我數年同窗，如今卻陰陽

離羣雁，尙可振翅翔翔，而我又寂寂何所待呢

相隔，人鬼殊途了。

？望天之高，地之厚，知昏何尋！」

現在，我對於你所能保存的，就只有那久

難道昊天不;S，上天雖知我生靡樂，還奪

經過去的回憶。啊！多少個冷雨敲窗的寒夜，

去我唯一的知音。旣是如此，又何必讓我們遇

多少個哀樂的夢。

上？完完全全的知音’今天，再難尋！再難尋

然而浩瀚的海和天卻有着它不可知的個性
^ n r f

是熟愛生命，謳歌人生，讚美自然。
生的〈也許>

瘦削不堪，然而面目卻還是先前那樣，寧靜地

剛從朦矓之中’被落窗的雨黙驚醒，不能

ri

的長廊，遠眺窗外的景色；孤山伴着古松，冷

：每當浪急風高之日，诹廣rf海的滋味倒不是

「風帆如人生.
先確定目標，方可開始航^^

人人可以品嘗得到昀。在那-刻，大自然無窮

風浪之大小方向，猶如人生之大勢所趨

的威力表現出來，而你也可以體會到它粗擴的

順風如順境

一面°

乘風破浪，好不得意，I要特別小心；

平日，爲了學業、生活，經常令人蝸居在

逆風如逆境

_
—

，就能御駑着風遠離灘岸上的人羣，邁向澄澄

狭窄的象牙塔內，無論思想，感情都集中在自

慢且艱辛、悟惑吃力，扔、須奮力前進。

大海。耳邊所有的是海風輕拍帆裡的聲音，船

我。寄浮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栗，走在無窮

與同舟者和平共濟，可使旅程除快

兒和波浪的私語，這時候自己和大自然是完全

的靑山裡，浮在無垠的綠水中，人是何其渺小

的接觸，那麼的恬靜溫馨，你會感覺到大自然

！生活中偶有風浪，又何須太過執着！閒來與

的奇妙和深竅是一種不能名狀的和諧。

我共渡輕舟吧！

效率提高，UjJJJB^i
與他舟人互不相讓，必招兩敗俱傷
景况凄凉。」

一九八六年三月

第一版

不同的Jealous Guy
Roxy Music演譯'Jealous

一九八'專年十二月八日，John Lennon

友 的 ‘ I n My Life'和他少年時遊玩的地方的

Guy'最主

‘Strawberry Field Forever'；而後者更

Ferry的

的死亡震動整個樂壇。一直以來，悼念的文章

要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Bryan

不可勝數；所以，不在此多費篇幅。但是，J-

演譯方法，（二)演譯的性質。若大家是忠實的

是‘Psychedelic

搖擺樂迷’應該知道Bryan Ferry在Roxy

曲。所以，我們可以用「直接」來形容John

：令到Roxy Music被人部份香港搖擺樂迷所

Music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Roxy Music的歌

Lennon的 ‘Jealous Guy' ° John Lennon 用

認識，因爲Roxy Music演譯了John Lennon

曲往往受到他的演譯方法所影響。演譯‘Jea-

簡單的樂器和文字來表達他心裡對異性的感情

的'Jealous

lous G u y ' 亦 不 例 外 ° Bryan Ferry 的演譯

(YoKo

ohn Lennon的Jealous Guy 引起了一些餘波

Guy'作爲一種致意。在這篇文

方法有别於John Lennon

章，作者嘗試分析兩個版本並逐一評論。

yan

在分析兩個版本之前，我們應該淸楚Br-

覊或elegant

樂背景。在演譯‘Jealous

ryan

Guy'之前，Bry-

shivering inside

an Ferry曾在自lL的個人唱片演譯很多別人
的歌曲，例如（Lennon-McCartney)的 ‘Yo-

方法。Roxy

的徬徨、恐懼和矛盾在簡單的文字表現得淋漓

Guy’的性質影響它的編排和演譯的

盡緻。値得一提，John

Music的版本，是出自一隻名爲

ohn Lennon致惫。Roxy

( J . Kern/O. Harbach)的 ‘Smoke Gets In

Lennon的詞雖簡單

但全神，這是其他歌手所難做到的。

‘a tribute'的細碟，這隻細碟很明顯是對J-

ou Won't See M e ' 和 ‘It's Only L o v e ' 、

I was swallowing

my pain. I was swallowing my pain."他

sorron的感覺°或者，這與B-

Ferry的性格有關。另一方面，演譯‘

Jealous

I was feeling insecure,

you might not love me any more. I was

。不同的在於Br-

Ferry的演譯方法給聽衆一種洒晚，不

yan Ferry (Roxy Music的主音歌手）的音

) °

Era'的一苜不可多得的歌

當Roxy Music的

Music的版本故意

‘Jealous

Guy'版本

面世後’很多樂評人都爭相談論它們的優劣。

Your Eyes'和（Davis/Mitchell)的 ‘You

在歌曲中加插數段Solo ： Phil Manzanera^

但作者覺得這樣的評論對兩者都不公平。因爲

Are My Sunshine'。但是，•重要的不是B-

結他Solo、Andy Mackay的 Sax Solo 和B-

兩個主唱者的演譯方法、唱片性質和兩位的音

ryan Ferry曾經演譯别人的歌曲，而是他的

ryan Ferry的 Whistle Solo °

樂路線不同。所以’很難作出一個客觀的比較

‘Jealous Guy’ 是出自 John Lennon 的

獨 特 演 譯 風 格 。 令 筆 者 m 賞 是 ‘ S m o k e G-

。雖然’很多樂評人都形容Roxy Music演譯

ets In Your Eyes'和 ‘You Are My Sun-

Imagine大碟中。碟中除主題曲Imagine爲人

shine’的演譯方法。歌曲中表演出洒脫，愛理

津津樂道外，還有‘Jealous

不 理 的 態 度 。 而 氐 ’ Bryan F e r r y 極 富 釗 蒽

My Love’等精彩歌曲。John Lennon的歌曲

的演譯方法使歌曲好像是他自己的作品，毎毎

一向以來是比較個人化，直接和感性。我們可

Dedicated to John Lennon

更勝原本歌手的表現。

以參考一些披頭四期間的歌曲，例如講述他朋

甲蟲八六年二月十八日

‘Jealous

Guy’和‘Oh

Guy’好像一塊布料被一位好的裁

縫師所編造。這些評語是流於短淺的。

最置議驂_眞議麗：東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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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提芬斯

公營電視台行政獨立，就等如財政獨立嗎
？這勲値得商榷，因爲外國有很多公營電視台
是在接受政府資助下而行政獨立，例如英國的
英國廣播公司經费則來自抽取商營電視台睥费
資助(註三)。現在公營電視台要求佔用商營

電視台的黃金時間和廣帛人，可說是「與民
爭利」，對整個經濟結搆發展未必是好# ’而
a亦違反了港府一向對自由企業的積極不干預

港台電視部獨立。電視部獨立後，行政上脫離
港府監管而獨立自主；財政上不再受政府資助
，獨ft經營’並擬定了 一套經營策略平衡開支

政策。策略上前後不一，矛_分歧，對外商投

)

收支平衡(註五)。但具體情况未見透露。

公營電視台佔有商營電視台黃金時間收人
後’就可安然生存嗎？廣檢會主席鮑偉華先生
充滿信心表示，港台獨立後第一年，就可達到

亞視旨腦邱德根先生曾建議「讓公營電視
台在黃金時間播放節目，但收入必須歸電視台
所有」(註四)，可惜港府未有表態，難免予
人「與民爭利」的印象。在現實環境的制肘下
，「廣檢會」旣認定公锊必須要經濟獨立’但
面對强勁的商業競爭，實難有把握做到收支平
衡’所以商營電視台的黃金時間收人，自然成
爲在可行情况下「開刀」的最佳對象。

訊息o

資的信心必構成打笮。港府此佔用政策，實有
點r小智，誤導觀衆以爲港府存心謀利t於傳遞

’才符合香港的最佳利益」(註二

有效傳逹予公衆。在經濟和效率的大前提下，
考啦朽緩執行成立公營電視台才是大體之計。
爲f維持生計’報吿書建議將商營電視台
晚上七至八時的黃金時間廣吿收人撥歸公營電
視台，因「委員會確信，荇港所谣要的廣播機
搆不單要獨立’更應讓人知逍是眞正獨立自主

者>|(覆對方的工作，節省雙方資源’更令訊息

衆集中精神觀看。要做到恰當傳遞訊息.，節目
製作必須有水準之表現和可觀性强方可。這些
要求都符合具有II大人力物力的商營電視台，
若交由他們製作，相信未必比公營電視台遜色
。况且，若眞要加强公共事務節目製作’港府
可在電視台繽牌時，硬性規定電視台在這方面
的製作’不能低於一定數量o這樣可以避免一 一

入，脈絡淸晰、細緻和動聽§，方可吸引觀

廣檢會報吿書所說的是持之有理’加强公
共資訊服務確是符合將來的需要，但沒有充份
證據顯示現時商營電視台在這方面的製作只是
交差了事。無線電視製作的「新聞透視」、「
1週動態」和其他特輯如「香港新一代」等’
興論有口皆碑，在質量上皆有很好之表現，應
可滿足公衆需要。須知資訊節目的製作，不同
普通劇集’不能馬虎苟且，必須分析準確及深

台。」(註一 )

廣檢會建議成立公營電視台的原因是：「
現時商營電視台在黃金時間多播放同類的媚俗
劇集，局限了觀衆的選擇，未能提供適量的公
共事務及資訊節目。縱然有所製作亦是陽奉陰
遣，敷衍了事’未能配合未來十多年社會變化
中，港人對此類節目大幅增加的需求。爲了作
好準備，滿足時代需要，有必要成立公營電視

o 面對商營電視台的劇烈競爭’港台可以安然
地生存嗎？公營電視台有需要獨立嗎？

(下稱「廣檢書」)建議成立公營電視台——

中英雙方在商讨香港九七前途問題時，同
樣以維持荇港安定繁榮爲目標’主張九t年後
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尙未開始，港府巳搶
先變制改窣，在廣播复業檢讨委員會報吿書中

公營電台應否存在

一 九 八 六 年 三 月

第一版

相反業內人士對港台獨立後前途不表樂觀
。廣吿客戶協會主席余英才先生則認爲’港台
獨立後的第.年將有五千萬赤字。香港電視廣
播有限公同指出，即使港台壟斷黃金時間，廣
吿年收約八千三百萬.，現在港台開支預算七千
八百萬元，八八年後加倍製作，開支加倍’約
1億五千六百萬7C,結果亦有七千三百萬赤

字(註六)。再者，商營電視台必不甘心坐以

^
待斃’而作出反擊。根據業內人士預測香港電
視廣播有限公司在未來數年內，將採用多聲道
廣播(註七)。由於多馑道廣播系統，可以令
同一節目以幾種不同語言播放，電視台必將劇
集安排在不受限制的英文台晚上七至八時的黃
金時間以粵語廣播，將觀衆和廣吿收人再次帶
回商營電視台。到時公營電視台的收視率和廣
吿收人再度流失’壟斷黄金時間的防線亦吿崩
潰’損失必然慘t。
假若港台眞到了不能自行負擔虧蝕時’有
關人士均認爲可暫時由政府津貼。這樣應驗了
邱德根的話：「旣然一樣要政府津貼，何必多
此一擧。」(註八)。顯然在多方限制下，港

台的收支平衡將是獨立與否的最人關鍵。
在現實環境重重的制肘下’公營電視台獨
立，確是前途「可卜」。財政問題一日不能解
決，生存就沒有保障’更遑論瓦解商營電視台

的_和達到行政自主的目標。要知成立公營
電視台的最終目的不在打擊商營電視台，也不
是要建立一個財政獨立的形象’而是要更有效
率傳遞公共事務的訊息。
公營電視台在本身能力不足之時’何不參
考英國廣播公司半獨立的形式’和與兩所商營
電祝台研究合辦節目，甚至要求電視台製作一
定數量的資訊節目以作平衡。旣可有效運用資
源和傳遞訊息’更可趁此段時間逐漸建立一個
言論客觀公正的形象。直至基礎鞏固後方找理
想途徑燭立，不是比建立一個內部虚弱’後援
不繼’岌岌可危的電視台更好嗎？而且港人也
不願電視台倒閉風潮的歷史t演。廣檢會諸公
應考!«暫緩執行港台獨立的建議才是上策。

註一和二：見廣檢會報吿書。
註三：公營機構與財政獨立無必然關係，除英
國廣播公IT外，還有美國p B S 及 澳 洲
廣播公»]的經饩都是部份或全部來自政
府及社會資助。
註四：丘、六、八：分別見無線電視製作的「
新聞透視」中，關於「廣
檢會報吿書」一集。 、
註七：資料數據參考「百姓」半月刊八六年一
月號第卜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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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割愛。

庭，爲了配八2其節奏，一些精采題目不得小忍

甫踏人一 一號直播室，港台方面的聯絡人即
知會我們節目的程序’與务先搆想可謂人相逕

準備好這些尖銳性問題後，我們一行八人
’便浩浩蕩蕩的趕到港台’怎料從守衝員接過
來的訪客標貼，怎樣也黏小牢’未及人門已紛
紛掉落，還被濩衞誤以爲我們笨至不嘵得使用
標貼前要撕F底紙，眞令人氣結。

亮！

偉人的議員才替我們摘下天上那許諾已久的月

osegarden. J多後卻§地也沒一塊的「過
_仙」，我們當然會追問究霓何時何日’那

最後，對一些參前「
psmiseyou ar
_

了 一系列不同的問題’對那些以天下爲己任的
戰士，我們詢之以市政局職權範圍；至於那些
前辈太極高手，則捨其「完美」之政綱而攻其
在位政績’何以歷任數十年之久’ 一些積存問
題仍無寸進，頗有尸位素餐、「阻住地球轉」
之嫌。

—對不同人士的不同需要’我們亦設計

都引爲己任，眞叫人懷疑他們競選的是港督’
而非小小的市政局議員席位。

大市民作則；下至治安問題、家務助理服務’

另外一些熱血靑年’則可能抱着爲國爲民
,死而後已的偉大抱負，上至政制改革、爲廣

說了等於沒說之故。

擊的地步’此無他，皆因其深諳爲官之^—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爲求穩操
勝券，當然要熟演各候選人的政綱，閱後雖不
致高下立見’卻可對各候選人的手腕、經驗略
知一二，一些資深的候選人’政綱幾達無懈可

的時間作準備！

爲減少出錯機會，保持問題水準，不致丢
嶺南的面NU ’我們可謂做足準備工夫，有兩天
時間，即四十八小時，合共一 一千八百八十分鐘

問題，就天嘵得了！

本來以我天生好辯及樂於「窒」人的性格
，擔此任務實在勝任有餘’但在此嚴肅的直播
節目中’是否能提出旣有深度’又一針見血g

步資料作爲投票參考(主席語)。

及南：！的市政局候選人，從而爲選民提供進一

是以A-專生身份，「質詢」中两阽、种仔l"i以

二月二t 一日，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我
這個土包f第一次踏足於芮港電台。此行目的

a

面對此驟變，我們即以無比的定力，臨危

不亂的洱,!!論問題。但對手也非易與之辈，在

主持人及我等之夾攻下，或以「乾坤大挪移神
功」轉移目標，或以太極推手輕輕帶過，總之
足嫻淑的外交辭令、模稜兩可的官腔小絕於耳
,不是問非所答’就是答了等於無答。
在一切問題如泥牛人海，無甚冋應之後’
毎人限定時間七分鐘已過去了，而節目也吿終
結，我們也只好懷抱荇滿腔疑問’無奈的離塲

編者話

每次老總向我摧交「編者話」，總使人懊
惱萬分。不是嗎？「門面」的話說得太多了，
不是多謝這個’便是惑激那位.’ 一時爲當上主
編 而 興 奮 難 眠 ( 一 笑 ) ’ 一時又唯恐「孭鑊」
而徹夜難安。也許各位兄弟姊妹看得多了，
亦會覺得無聊乏味吧？
在這臨别秋波之際，我希望能藉着這個小
框框’抒發一黙個人的感受。自己在「嶺南人
」這個小家庭，已生活了 一段頗長的日子，大
膽地說一句，也算是半個老臣子’想當年，我
確是滿懷熱誠，投入編輯部工作，但如今回顧
過往一段辛勤工作的日子，看來似乎只是白費
心機，什麼「努力耕耘’分享收穫」？事寅往
往吿訴我們’世事並非如此理想’自己實在低
估了前面的阻力、種種來自四方八面的制肘。
當然，這內中的情況’往往是有苦自己知，即
使怨憤塡腔，也不便說得太多’這難言之隱，
又有多少人知道？

末了 ’希望「編輯部」各同志們好自爲之
，若不能r兼濟天下」’又何妨「獨善其身」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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