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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屆學生會全民投票：
幹事會編委會內閣成功當選 中央三庄變四庄
文／必特莉

編輯／查理

排版／祖比

第四十七屆嶺南大學學生會全民投票於 11 月 26 日正式結束。過
程中雖發生了選舉涉嫌違章或令選舉無效一事，但最後尚算有驚
無險，順利結束。是次選舉的投票項目包括學生會幹事會、編輯
委員會（下稱編委會）選舉，第四十七屆學生會會章修訂議案、
第四十六屆幹事會、編委會、代表會的全年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投票結果
根據會章，學生會選舉的總投票人數必須為全體基本會員四分一或以上方
為合法，若只有一個內閣參選，該內閣須獲得總投票人數五分三（六成）
或以上的信任票方為當選。是次選舉每個項目的總票數均高於四分之一這
門檻，符合會章要求，為合法選舉。
學生會幹事會一號候選內閣「驚蟄（Rouse）」在是次選舉中共得 1060
票，其中有 915 票信任票，83 票不信任票，51 票棄權，11 票廢票。
學生會編委會一號候選內閣「載道（Ethos）」在是次選舉中共得 1057 票，
其中有 947 票信任票，55 票不信任票，33 票棄權，28 票廢票。
兩支中央庄的候選內閣所得信任票均佔投票人數六成以上，在投訴期內亦
未收到會員投訴，因此「驚蟄（Rouse）」、「載道（Ethos）」成功當選。
第四十七屆學生會的修章議案改變了學生會的架構，且修章範圍亦較大
（有關學生會會章的改動內容可參考後文：〈修章，修左乜？加左乜？〉）。
是次選舉中學生會會章修訂議案共獲 1057 票，其中 849 票為信任票，
49 票為不信任票，137 票棄權，22 票廢票。總票數高於六成且信任票多
於不信任票，投訴期內亦未收到會員投訴，議案成功獲得通過。
第四十六屆代表會、幹事會、編委會的全年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亦皆獲得
通過，但社區學院課程聯會會章議案，因副學士總投票人數僅 90 人，未
能達到四分一會眾（178 人）的投票門檻，所以選舉無效，議案自動打消。

全民投票結果
第四十六屆幹事會 第 四 十 六 屆 編 輯
全 年 工 作 報 告 委員會全 年 工 作
及 財 政 報 告 報告及財政報告

第四十六屆代表會
全年工作報告
及 財 政 報 告

總票數

1052 票

1067 票

1059 票

信任

881 票

880 票

852 票

不信任

39 票

35 票

33 票

棄權

112 票

108 票

128 票

廢票

20 票

44 票

46 票

的舊會章所作出的。代表會承認，他們是跟現屆行事曆所附有的會章中
3.2.4.1 一章作出決定，而此會章是第四十六屆未修改的舊版會章。由此
可見，選委會原本安排的選舉日程涉嫌違反了學生會會章，是次學生會選
舉曾有機會要因此推倒重來。最後第四十七屆代表會於 26 日的凌晨十二
點舉行緊急會議，討論如何處理選舉涉嫌違章一事。最後，代表會議決，
認為當時選舉仍未結束，選舉仍未有違章，遂即時更改 11 月 26 日之延
長投票期為正常之投票期，及將 11 月 27 日定為新的延長投票日，使選
舉達致會章上的要求，而無須重選。
事件最後雖然得以解決，現在兩個候選內閣已成功當選，修章議案、中央
三庄的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亦得以通過，但當中所反映的問題令人關注。
選委會作為代表會之下的其中一個常設委員會，履行其統籌一切學生會選
舉之事宜的職責時如此不慎。而代表會後知後覺，竟未有監察負責印製行
事曆的臨時行政委員會更新會章，令選委會錯誤引用舊會章舉行選舉，若
非有前學生會代表會職員要求對選舉違章一事進行調查而發現錯誤，選舉
早已須推倒重來，候選內閣之選情或因而直接受到影響。這不禁令人懷
疑，代表會行政是有多混亂才讓這種錯誤發生？工作交接上是否出現了甚
麼問題？代表會真的能繼續擔當好監察的角色嗎？
根據第四十七屆代表會對於選舉違章的有關投訴作出的公開回覆，可見其
承認是次的過失並致歉，包括承認了沒有在臨時行政委員會出版行事曆
時做好校對及確保資訊正確的工作。然而，第四十七屆代表會亦指出第
四十六屆代表會 3 月所呈交的工作報告中，修改全民投票章節時亦有錯
漏：有關投票期的部份條文有衝突，包括未有更改 3.1.8.6 「全民投票須
在兩天內有全體基本會員四分一或以上投票方為有效」一條，且未曾修改
延長投票期。故即使跟從最新會章，亦難以斷定投票期應是兩天或三天。
第四十七屆代表會在 3 月審視該工作報告時未發現有錯漏固然不當，然而
根據最新的會章修訂本，全民投票的投票期確是未有清楚釐定，今屆選舉
違章之說成疑，選舉應仍然有效。孰是孰非難以判斷，但可見的是當中所
披露的行政問題確實不能忽略，有關的交接工作實應認真、謹慎、清楚地
進行，而修章委員會亦須因應會章上條文的衝突，再度進行修章之工作，
以準確釐清全民投票的投票期。

系會缺莊危機依然
第四十七屆學生會選舉中幹事會及編委會均有內閣參選且皆成功當選，確
實是一件可喜之事。然而放眼於嶺南的系會選舉，只有工商管理課程聯會
幹事會、文學士課程聯會一年級生聯會、社會科學聯會第十九屆執委會、
中文系系會有內閣參選。所有系會的參選內閣均順利當選，但文學院中除
中文系外其它六系（文化研究系、英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翻譯系、視
覺研究系）就面臨缺莊危機。

系會投票結果

選舉違章疑雲
第四十七屆學生會全民投票的投票日原定於 11 月 24 及 25 號共兩日，延
長投票日為 11 月 26 日共一日，由選舉委員會（下稱選委會）所定。幹
事會及編委會候選內閣跟隨選委會的指示，在宣傳期中向會眾宣傳 11 月
24、25 兩日的全民投票日。但其實，根據本年 2 月經全民投票通過的「第
四十六屆嶺南大學學生會修章議案」，列明投票期為三日，並設延長投票
期兩日。該修章議案於本年 3 月 1 日正式生效，相關文件亦已載於「第
四十六屆嶺南大學學生會代表會全年工作報告」中，代表會在 3 月已正式
通過工作報告。換言之，代表會應知道投票期已被修改一事。
但選委會「投票期兩日，延長投票期一日」的決定明顯是跟隨了未經修改

工商管理課程
聯會幹事會候
選內閣「翱商
（Brayden）」

文學士課程聯
會中文系系會
候 選 內 閣
「 凝 暄 」

文學士課程
聯會一年級
生聯會候選
內 閣「 扉 頁
（Fable）」

社會科學聯
會 執 委 會
候 選 內 閣
「Sogather」

總票數

335 票

112 票

132 票

186 票

信任

277 票

103 票

125 票

150 票

不信任

50 票

4票

5票

21 票

棄權

7票

3票

1票

6票

廢票

1票

2票

1票

9票

修
重
會章 大 改過
M2

通
票
投
全民

獲

本年度之嶺南大學學生會修章議案於全民投票中取得 849 信任
票，由於投訴期內沒有會員就選舉結果進行投訴，故修章議案正
式獲得通過，新修訂之會章亦將會於新一屆學生會上任後（即三
月一日）正式實行。然而，雖然修章議案獲得全民投票授權通過，
但會眾亦未必對修章議案有足夠認識及理解。今次修章除新增了
一司法機關，修章範圍亦較歷屆修章為大。故為了讓會員及讀者
對新會章有足夠認識，一窺全豹，特此撰文，一說修章之因由及內
容。

點解要修章？

加左乜？

修章，
修左乜？

排版／
文／查理

票

全民投

學生會中央庄權力失衡問題其實由來已久。在現行之會章下，幹
事會掌行政權，代表會掌司法、立法及監察權，編委會則掌傳媒監
察權。按照一般的三權分立原則，行政權、立法權及司法權應是互
相獨立，惟代表會獨掌立法權及司法權，故現行之會章並未能體
現三權分立之精神。今次修章議案著手處理中央庄權力失衡之問
題，嘗試以新增之仲議會接管代表會之司法仲裁權，讓學生會架
構更能體現三權分立之原則。
今次修章目的除了是讓中央庄更能有效地互相分權制衡外，亦是
為了防止中央庄出現有人濫權及獨大之情況。兩年前港大學生會
評議會主席譚振聲正是因當時港大評議會及其主席之權欠制衡而
得以濫權，是次修章正是以此為鑑，以杜絕未來有有心人意圖濫
用權力。另一方面，中共正圖謀滲透八大學生會，三年前嶺大就曾
有疑似共產黨黨員欲滲透學生會而不成之事件發生，而今年城大
學生會候選內閣又爆出收到政治恐嚇及左派利誘合作之醜聞，可
見中共欲滲透八大學生會之傳言非虛，是次修章雖不能防止左派
成功當選，亦不應因候選人或內閣之政治立場而審查其參選資格，
惟卻能有效防止有人利用會章漏洞而濫用權力達成自己的政治目
的，從而保障各會員之權益，以發揚學生會民主自治之精神。

仲議會，乜嚟㗎？
根據修章議案，新增之仲議會將為學生會的仲裁及司法機關，負
責解釋會章，處理及仲裁學生會會內任何組織間及組織和會員間
的起訴和糾紛，並須向會員大會、全民投票以及聯席會議負責。換
言之仲議會之地位將與代表會、幹事會及編委會等同，為學生會
「中央四庄」之一。現時代表會擁有司法、立法之權，容易出現濫
權及欠監察之情況，仲議會之設立，接管了代表會之司法權，使違
章之案件能更有效及公正地處理，從而體現會章之精神。
而在新修定之會章下，仲議會之仲裁結果，代表會、幹事會、編委會、
各學生會屬下團體及各會員均須遵守，可見仲議會之仲裁有很大
的權威性。然而，這會否令仲議會的權力過大呢？修章委員會在
修章時考慮到這一點，於修章議案設立機制去限制仲議會之權力。
新會章下，仲議會並沒有主動開會調查及審訊之權力，只有在收
到訴訟申請之情況下才能開會處理，與法庭之機制相約。另外，仲
議會亦有利益申報機制，仲議員於審議案件前須先向其他仲議員
申報其與提告人及被告人之關係，得其他仲議員同意才可參與案
件之審理，這確保案件得以公平審訊，以彰顯會章精神，從而確保
會員權益。

仲議會之懲治權方面，除了可對違章之學生會組織及會員發出警
告外，更可因違章之嚴重程度凍結違章者部份甚至全部於學生會
內之權利，直至糾正錯誤為止。仲議會亦可對嚴重違章者及嚴重
損害本會聲譽者提出開除會藉的處分，但最終開除會藉與否須交
由聯席會議處理。

仲議會由咩人組成？
既然新一屆學生會架構將多了一支「中央庄」，那自然需要人充
當成員了，那麼什麼人可以成為仲議員呢？新會章之下，去屆代
表會、去屆幹事會、去屆編委會、去屆三個課程聯會及去屆屬會須
派出其代表一人，經由聯席會議在場出席代表二份一以上贊成通
過委任，就能成為當然仲議員。這方法既能確保仲議會有足夠人
數充當仲議員，也能確保仲議員對學生會運作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而聯席會議擁有仲議員委任的否決權，則可確保被委任的仲議員
均是有認受性的人選。如去屆代表被否決委任，則該代表所屬去
屆組織須派出另一名代表，再經聯席會議委任成仲議員。除了去
屆代表外，各會員均可透過參選直選仲議員，從而成為仲議會成
員的一份子，惟參選者須取得中央三庄至少三人的提名，方可參選，
這確保參選者對學生會架構及會章有充足的認識。最後，聯席會
議可對空缺的仲議員職位自行委任仲議員，只要該人選取得在場
出席代表三份二以上贊成通過委任即可，這令仲議會成員之人數
更能有充份保證，使仲議會更能有效地運行，確保會章三權分立
之精神得以彰顯。

職位

人數

備註

主席

1人

仲議員互選產生

當然仲議員

6人

去屆代表經委任後出任

直選仲議員

1人

於選舉當選後出任

委任仲議員

?人

視乎仲議員空缺而定

代表會有咩唔同左？
今次修章之重點除了有仲議會之新增外，另一較為重要的更改就
是代表會權責的改變。現行會章下，代表會有解釋會章及司法仲
裁之權，新會章則將此等權力移交仲議會，代表會仍專責立法及
監察之權，並處理屬下常設委員會的日常事務。而代表會其下之
觀察委員會，亦將易名為檢察委員會，負責就學生會內違章之事
進行調查，如查明屬實，則須向仲議會作出提告，由仲議會作出裁
決。另外，代表會仍保留一定的懲治權，但該等懲治只適用於懲治
沒有履行職務的學生會職員，懲治方式包括提出警告、不信任議案
及彈劾議案，以收監察學生會運作之效。
另一方面，為了加快幹事會及編委會的全年工作計劃及全年財政
預算之審批速度，代表會須於幹事會或編委會上任後提交其全年
工作計劃或全年財政預算之修訂版時於五天內召開緊急會議審
批，以加快行政效率，而原本會章內代表會須於十四天內審核及
通過幹事會或編委會之全年工作計劃及全年財政預算的規定則被
刪去，以確保幹事會及編委會全年工作計劃及全年財政預算之審
批更為嚴謹，不會因日期所限而草率通過。

會員大會及聯席會議之調整
會員大會及聯席會議亦因仲議會之新增而作出相應調整。由於除
了直選仲議員外所有仲議員均須經聯席會議委任，故此為了讓仲
議會盡快成立並於新一屆學生會上任，聯席會議舉行之日期須要
推前。而聯席會議之權責又為處理會員大會中未能處理之事，故
要聯席會議舉行前須先舉行一次會員大會。在現行會章下，第一
次會員大會須要於新一屆幹事會上任後四十天內召開，新會章則
將第一次會員大會改為於每屆任期開始後的三十天內召開，以盡
快召開聯席會議。
另外，除了日期的更改外，會員大會及聯席會議其餘的章節均有
少量但頗為重要的變動。會員大會主席將由會長出任，取代原來
的代表會主席。聯席會議之組成亦新增了全體仲議會成員為出席
代表。而會員亦可作為列席會員列席聯席會議，並與列席代表同
樣享有發言權、動議權及和議權，惟沒有出席代表之投票權。

修章後學生會架構圖
會員大會

全民投票

聯席會議
代表會

幹事會

三個課程聯會

仲議會
屬會

編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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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章以外之未來修章藍圖
修章事務一向繁瑣複雜，今屆修章委員會著力於學生會內新增仲議會及學生會的分權制
衡，於會章作大範圍修改，大膽革新，完善了會章內不少問題。而牽一髮動全身，即使
今屆修委察覺並有討論到會章內其他問題，但實難以於短短一年庄期內將問題完全修正。
綜合而言，會章內仍有以下問題仍待解決。
文／查理

學生會解散制
現時最具逼切性須要解決的應該就是學生會解散制之問題。根據會章，當
編委會及幹事會於選舉中出缺，而臨時選舉又沒有候選內閣當選，學生會
就須要於四十八小時內解散。此條文可謂學生會之天條，一旦發生，學生
會將覆亡於一夕之間，實在令人憂慮。
今年學生會選舉，幹事會及編委會均有候選內閣提名參選（最後兩支候選
內閣均成功當選），故今屆修章委員會並沒有處理這個問題。然而，處
理這個問題亦不是一件想像般容易處理的事，至少不是刪去此條文就能輕
鬆將問題解決這麼簡單。一旦修改此條文，使幹事會及編委會出缺時學生
會仍能運作，則要考慮到臨時行政委員會（臨行）及臨時委員的問題。根
據現時會章，若幹事會或編委會出缺，代表會主席將成為署理會長或署理
總編輯。故當解散制一旦議決廢除，就要有幹事會和編委會同時出缺的準
備，屆時便不可能由代表會主席同時成為署理會長及署理總編輯，以及由
代表會管理兩個臨行，因為這必然令代表會獨大及欠制衡。未來修章的方
向，不妨考慮將聯席會議變成一常設機關，類似於其他院校學生會之評議
會，由聯席會議委任出署理幹事會及編委會之委員，使其向聯席會議負
責，並定期召開常務會議，以收監察之效。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現時有兩大問題：
1.
法定門檻人數過高，須要全體會員的八份一。
2.
會員大會為學生會最高權力機構，惟因難以召開而形同虛設。
要解決這些問題，最快想到的方法就是調低法定門檻。然而，我們卻必須
要考慮到合法性（legitimacy）的問題，因會員大會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門檻過低就容易被小圈子所把持及利用。現時的門檻無疑是過高，但門檻
應是多少才是合適呢？會員大會難以召開，除了是門檻問題外，會眾對學
生會事務的參與、關注及對會員大會的認知都是影響他們會否參與會員大
會的原因，故門檻的設計實不應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因此，實在很難有
一個「合適」的門檻，而有了一個「合適」的門檻，卻又未必能令會員大
會能夠成功召開。

排版／祖比

由以上例子可見，會員大會成功召開與否，流會後之續會應如何處理是一
個可以深入考慮的問題。三間院校學生會對會員大會之處理不同，各有優
劣之處，寄望未來修章者可參考以上例子，為嶺大學生會之會員大會設計
出一個最合適的制度，以完善會員大會的運作。

仲議員委任應「終身化」？
仲議會為今屆修章所新增之司法組織，其成員大部份來自去屆不同界別並
經聯席會議通過委任。參考其他院校之仲議會，其仲議員多是經會員提
名，然後由會員大會或聯席會議或評議會通過委任，而且一經委任，任期
將是「終身制」，直至仲議員失去或結束其會藉為止。由於仲議會於下年
才在嶺大首次正式運作，故成員之產生有別於其他院校之仲議會，無可避
免地需要各界別派出去屆代表經由聯席會議委任，以確保仲議會成員的人
數有保證，得以恆常運作。
不過，一旦未來仲議會之運作上軌道，會員對仲議會亦有一定認識，則可
考慮將仲議員之委任「終身化」，因仲議員之勝任條件應以熟悉會章為根
據，一旦獲委任，則證明其為合適人選，「終身化」亦有助於其熟習仲議
會之仲裁工作，而不受換屆所限。而現階段未能將仲議員「終身化」引入
會章，則是考慮到會員及學生會職員或未有此心理準備，若嶺南人對仲議
會一無所知，則易出現如浸大仲議會長期出缺之情況，故現階段由去屆代
表經委任成為仲議員或許是一個較合適的方法。長遠而言，考慮到仲議會
之工作量不多，但其重要性極高，未來仲議員「終身化」或更有利仲議會
之恆常運作，確保會章三權分立之原則得以體現。

須監察新會章之運行
由於今屆學生會之修章牽涉範圍極廣，雖然修章議案於制度上的設計十分
理想化，但隨時百密一疏，實際效果會否與預期脫節則只能留待修訂會
章的真正實行才能印證。故一旦發現新會章實際運行之問題，學生會職員
及會員均有責任提出意見並予以指正，以期修章者可以更能完善學生會會
章。在此寄望來屆編委會能好好運用傳媒監察權，監察新會章之運行情
況，為未來的學生會運作及修章帶來更多積極性的關注及討論。

筆者參考其他院校學生會的會章，發現部份院校有一些機制令會員大會確
保其法定門檻及合法性之情況下，較易成功召開。在此列出可參考之其他
院校學生會會員大會召開機制如下：
理大會員大會

法定人數為基本會員十分之一，如人數不足須宣佈流
會。續會及流會後再行召開之會議於法定開會時間半小
時後，不論出席人數多寡，大會亦可合法召開。

浸大會員大會

法定人數為基本會員十分之一，如人數不足須宣佈流
會。續會之法定人數最少為全體基本會員十分之一，當
大會於法定開會時間半小時後，仍不足上述法定人數，
不論出席人數多寡，大會亦可合法召開，但該次會議只
可對有關動議作出討論及修訂，而會長須於十天內召開
全民投票，處理有關動議。

教院會員大會

法定人數為基本會員十分之一，如人數不足須宣佈流
會。續會之法定人數為基本會員二十分之一或以上，若
續會仍不足法定人數，主席須宣佈流會。

延伸閱讀：
〈學生會解散制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嶺南人》115 期。
〈代表會是代表「民意」的「監察」機關？〉，《嶺南人》115 期。
〈「不存在」的會員大會〉，《嶺南人》115 期。

文／黃浚煒 編輯／谷理揚

排版／ M2

，惟代表會觀察委
第十九屆嶺南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聯會選舉於十一月十七日結束，原定於投訴期後公布結果
察委員會裁定是次
。最終，觀
會作出裁決
求觀察委員
業之嫌，要
舉有黑箱作
投訴，指選
員會於投票前接獲一宗
之合法性，而執委
免影響選舉
評議會選舉無效，必須重選，並要求選舉委員會日後多注意其選舉資訊發佈，以
會的選舉結果則不受影響。
如未有以發放電郵
是次選舉的主要爭議為選舉委員會沒有提供足夠的選舉資訊，被會員質疑選舉的透明度，例
介會之對象為有意
會，惟該簡
行上庄簡介
員會雖曾舉
的方式，向會員公布選舉章程及選舉守則等資訊。選舉委
會之權利，加上現
員參選評議
相剝奪了會
知，此舉變
資訊一無所
會提名期等
參選執委會之會員，令會員對評議
議席。由於社會科
攬評議員之
自己人」包
造車，讓「
在選舉閉門
會，被質疑
選下屆評議
屆評議會當中亦有人出
不少於七日 前公
會於提名期
學聯會有關 選舉委員會 及選舉事務 之內務守則 規定，「提 名期的日期 由選舉委員
布」，觀察委員會裁定是次評議會選舉無效，必須重選。
時間，令會員無從
投訴亦指，從選舉委員會發放的電郵中，只可得知諮詢大會的日期，卻沒有提供諮詢大會的
意見，令選舉於在
發問及提出
得知候選評議會的諮詢大會的確實時間，以致會員無法透過此渠道向候選評議員
。
舉的合法性
以免影響選
資訊發佈，
注意其選舉
缺乏會員的監察下進行。觀察委員會就此要求選委日後多
會從選舉結果中承
另外，投訴亦指出評議會選舉宣傳不足，惟觀察委員會指出宣傳工作為候選人的責任，會員
立。評議會選舉一
此投訴不成
擔其後果，投票時亦有責任確保自己清楚了解其政綱，作出理性的選擇，故裁定
議案缺乏認知，亦
票人即使對
的選票，投
時收到兩者
般會與執委會選舉作綑綁式投票，即會員進入票站時會同
解及認受，期望候
得會員的了
定代表其獲
數，亦不一
獲得足夠票
即使候選人
有機會在未經思考下作出選擇，故
發佈。
選人亦需加強有關資訊
章亦沒有向會員公
本次選舉程序引起的爭議，有社科會員質疑社科聯會運作的透明度，例如一些基本資料如會
評議會能加
作，故希望
會的日常運
監察社科聯
令會員難以
年的版本，
2004
開，而網上搜索到的最新版本已是
。
同類的問題
後選舉出現
度，避免日
強資訊發布以提高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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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冠聰：

抗爭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但抗爭時卻失去生活
記者／艾迪叔叔、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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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嶺南，天陰陰沉沉，漸漸變涼，
儘管 Cheers 聲此起彼落，校園還是有點肅
殺冷清。學校活動的宣傳海報一張疊著一
張，不過罷課口號仍隨處可見—雖然學
校早已運作如常。香港的學生是精明的，
我們都知道，無限期罷課代價太大，即使
心裡惦掛著運動，但課還是要上的，功課
還是要交的。
然而最前線的人，還是不會輕易言退的，
比如說，學校的學生會署理會長羅冠聰。
這天他重回嶺南，他感歎，「翻到來覺得
好陌生，學校原來已經 Pro P 緊（promotion
period），搞緊選舉。」這些天，身為學聯
常委的他忙著在佔領區與學聯會址兩邊跑，
既要跟村民傾談，又要不斷開會商討對策，
上電視電台接受訪問，學校當然少回。「罷
課開始後斷斷續續回來過幾次，主要是辦
drop 科的事，現在我 drop 剩三科，這些文
研的科在家也可以讀，許寶強、游靜也不
介意我投入社會運動，只要我交足功課就
沒問題。」開通的文研老師或許可以諒解
他，然而與他 presentation 同組的豈非很無
辜？「Group Presentation 我還是會做的，雖
然我支持無限期罷課，但這是責任問題，
我 要 對 groupmate 負 責， 一 個 人 做 project
實在太慘了。」
官學對話前，也許連嶺南人也未必叫得出

這個署理會長的名字。對話過後，大家都
記得這個不卑不亢，情理並茂的小男孩。
他向司長發炮，闡明民主是民生問題的根
基。「那晚的表現算是不過不失啦，都叫
講得下嘢，如果給自己評分，也只是六、
七分，有啲位可以做得再好啲。」最近「娘
娘」梁麗幗中學辯論的片段瘋傳，原來羅
冠聰也受過辯論的訓練。「我的政治啟蒙
是看《民主的細節》和龍應台的書開始，
接著是中學打辯論。辯論讓我接觸不同的
社會議題，譬如說領匯。有少少分析能力
的人都知道，現在的政府出現問題，制度
出現問題，我們的社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很多謝她們，她們很有心，打從心底付出
了很多，但我只是個平凡的學生，留意到
我的論點、活動就已足夠。這些 page 對我
來說可有可無，我不反對這種做法，亦不
覺得令運動變質，始終吸引人關注也是重
要的，起碼你說話她們會聽。講真，我們
又不是特別靚仔，又不是特別基，大家都
是因為政治的切入才知道這些人的存在，
所以並不會太脫離政治的身份。當然有些
可能抱著追星的態度，但最重要的是不要
令大家感到有負擔。」羅冠聰不覺得自己
成名，之前他已經不停開會、上節目，只
是現在多了些人找他合照、簽名。

羅冠聰雖是辯論隊出身，但說話平易近
人，常常笑得瞇著眼睛，並無咄咄逼人的
「辯論除」。「辯論的確訓練了我的思辨
能力和論述能力，但我不喜歡辯論，很多
時候要為你不贊成的立場說項，我說服不
了自己，而且辯論有時會變成講技巧而不
是道理的遊戲，我不喜歡這種方式，亦努
力抹走『嗰陣除』。」當天的官學對話，
羅冠聰發揮出色，大快人心，說穿了，無
非是因為他忠於自己，講他相信的話。相
較之下，對面的政府高官閃爍其辭，活像
一台人肉錄音機。

社運以外，羅冠聰原是個 LOL 高手，亦喜
歡踢波，然而時局漂搖，這些正常的消遣
近似奢侈，「我有時喺度諗：抗爭係為了
更好的生活，但抗爭時卻唔見晒啲生活。」
羅冠聰坦言，自己已經很少打機，亦有近
一個月沒踢過波，過去他是 LOL 的專業評
述，但他已很長時間沒有評述。投身社運
後，他跟圈子外的朋友亦漸漸割裂，「自
己出身基層，過往的朋友大多都是屋邨學
校的朋友，但參加社運後很少回家，跟那
些朋友的生活很少交疊。不過這段時間，
他們還是給了我很多鼓勵。」羅冠聰說，
「我現在最大的感覺是十分疲累，不斷做
訪問，去分享會，講同一番說話。無論是
身體和心理都想運動早點結束，但理性告
訴我，運動沒可能亦不應該咁快結束。」

官學對話後，羅冠聰仿佛一夜成名，有網
友專門開了個「迎難而上聰聰團 -Nathan
Law」page，緊貼聰聰的最新動態。「我

訪問當天，他剛出席完兩個半小時的雨傘
運動分享會，眼睛總是瞇成一線，眼皮抬
不起來，看來真的是過於疲倦。「你看我
手機有幾多個 miss call，記者朋友成日都
要訪問我。」筆者看過去，果然密密麻麻
有很多個紅色的電話號碼。筆者發現，他
原來用的小米變成疑似外國勢力資助的
iPhone 4，「仲用小米咩！我驚比人竊聽
呀，我依加都有帶小米喺身，不過無 sim
卡，set 咗飛航模式，我唔信佢仲可以竊
聽。」
「豁出去漫遊／不通知親友」羅冠聰曾在
商業電台「特別的歌給特別的人」點了衛
蘭的「離家出走」給因運動而離家的佔領
者，他知道很多人都與家人反晒面，但羅
冠聰與家人的關係還好，「我哋都有溝通，
至少佢都知道我喺邊。佢哋唔係反對這呢
件事的本質，而係覺得我不應該走到咁前。
始終上一代都係大陸移民過來，經歷過難
堪的時期，對政治運動敏感、有陰影。佢
唔想見到個仔廢寢忘餐，明明有時間做兼
職都不做，佢擔心我前途、擔心我嘅人身
安全。」
羅冠聰的家人一直不太支持他投身社會運
動，直到對話前終有轉變，「對話前我特
登翻屋企，無他，因為屋企張床舒服啲。
屋企人有同我講加油，嗰陣真係覺得好感
動。不過呢排翻去，佢又不斷嘮叨，叫我

唔好搞，快啲走。」家人的態度反反覆覆，
既想支持正義的運動，但又擔心子女的安
危，這樣的故事，大抵最近不斷在各個家
庭上演。羅冠聰現在有點害怕家人親戚受
到騷擾，「我知道就來有人起我底。很多
朋友都已經比人搞咗好耐。比如警告佢地，
再搞大陸親戚啲生意就會受阻。」
連綿細雨，天氣驟寒，雨傘運動持續。然
而雨傘總會有收回的一天：香港的晴天會
來，或者不來。無論如何，港共政府事後
定會大舉反撲學運領袖，那時候，他們可
能都要身陷牢獄之災。
「驚又唔喺特別驚嘅，最好唔好坐咁耐。」
羅冠聰又露出一貫的萌笑，抖抖腳，一副
淡然的樣子。

原刊於墨絡 Facebook
訪問日期：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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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嶺南，
記者／化學小神童

排版／ M2

聽到cheers!

問題：
方式宣傳？
」
rs
ee
ch
嗌
「
以
莊
看
你怎麼
嗌 cheers 提升庄員對 中文和廣東 話歸屬感， 明白修辭、 食字、押韻、咬字、聲 量的
重要。亦有公關廣告的效果，途人不會長期記住，但會成為庄員集體回憶。好像廣告
口號「亞發 白咖啡」有 趣味，幾成 功。嗌 cheers 有助信心和 凝聚力，字 句是該庄甚
至全個系的核心價值。pro p 不嗌 cheers，幾乎等於冇 pro p，甚至冇上庄。中文系
系會下庄凝暄的 cheers 較有心意，對會眾有愛。最重要的是嗌 cheers 令校園有青春
的氣氛，是有朝氣的風俗，象徵喜慶吉祥，如新年燒炮仗。
當看到有可愛的庄員穿著可愛的服裝嗌 cheers，活潑聲甜，親切動人，特別令會眾有
動力上堂，有動力生存下去。完。
化名：曉美焰同學 中文三

意見 ... 其實還好
啦，沒太大意見。
就是感覺有些莊
的宣傳時間好長，
一直見到他們 ...
化名 : A 視覺研究
二 內地生

？
ans 唔係 end , u know
嗌口號冇好與壞 係 me
為本身。
所以要睇個人，唔係行
化名：Ricko 哲學三

支 持， 例 如 校
團結宿生同給予
以
可
係
。
r
ee
Ch
歸屬感啲運動員
我覺得適當嘅嗌
可以比到支持同
r
ee
同
ch
認
ll
份
ha
身
到
嗌
長杯、水運，
ll cheers 可以比
入黎，嗌 soc/ha
又例如，新生剛
屬於嘅群體。
自己係新環境下
片 幾 粒 鐘，
佢地，等佢地知
例 如 片 cheers
。
嗌
亂
都
咪
係
於
等
同 埋 hallcamp
但 嗌 cheers 唔
的， 純 粹 想 威。
目
無
且
出去
而
間
時
都未知就比人的
就好無謂好哂
生連發生緊咩事
新
啲
rs
ee
ch
時片咁耐
群體反感。
果令佢地對所屬
嗌，可能有反效
化名：我諗唔到

影 響 吧。 既
總不會太大
，
事
的
拜
只 是 好 奇，
兩個禮
其實都是一
以 接 受 的。
可
是
各
還
，
傳統
多少人知道
然是大學的
少 信 息， 有
多
播
傳
以
可
cheers 究 竟
、政綱。
念
理
的
莊
支
賤暉 中文三

商院二
想知道我們最新的動態 ?
想知道校園即時新聞 ?
請即 Like 墨絡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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