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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仲議會出缺
第四十七屆嶺南大學學生會全民投票於去年
11 月 26 日正式結束，是次投票通過了學生會會
章修訂議案。學生會架構中增設了仲議會，和原
本的幹事會、編委會和代表會合稱中央四庄。
按照會章，仲議會乃學生會之仲裁及司法機
關。其職責包括解釋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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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須要向會員大會、全民投票以及聯席會議負
責。仲議會由當然仲議員、直選仲議員或委任仲
議員組成，詳情請參閱會章。

文 / 神馬富郎 排版 / 節外生枝

但由於是屆聯席會議並未收到任何去屆學生
會組織的仲議員提名，所以仲議會於本屆未能成
庄。按學生會會會章第 7.8 項，「如仲議會人數
不足三人，仲議會則自動解散，其司法權力移交
代表會」。故是屆學生會的運作和去年大同小異，
仍然維持中央三庄的行政模式。其實，增設仲議
會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避免代表會在架構中的
權力過大。現屆仲議會未能成庄，即意味著中央
四庄分權牽制的原意未能夠充分發揮。為免重蹈
覆轍、原地踏步，希望明年能有更多會眾參與學
生會的組庄，以除斷庄之可能。

有見近日黑暗時代音樂會一事鬧得滿城風雨，多個建
制團體紛紛伺機攻擊嶺南大學學生會，又起解散學生會等
無稽之說。為此，鄭國漢教授非但未有對學生會予以體
諒，反而甘願淪為權貴之喉舌，向幹事會會長發出警告
信，以強權對學生自治團體作政治打壓，牽頭損害院校自
主。
本編輯委員會於此特此譴責校董會及鄭國漢教授一切
粗暴干預學生會自主的行為，並承諾定必秉持傳媒之風
骨，繼續為公義發聲。
第四十八屆嶺南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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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章

失蹤疑雲......

相信各位嶺南人對於下圖的一本小冊子
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這本小刊物是嶺南大
學學生會會章，為學生會權力的依據，當中
分別闡述了學生會的架構及權責。嚴重違反
會章者，有可能被褫奪學生會會員的資格，
往後再不能享用學生會的資源。由此足見會
章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本嶺南人的「法律」
，一般會夾附在行事曆中一併派發予會眾。
理論上，每一位嶺南人也有權利去獲得、獲
悉最新版本的會章，但事實又是否如此？
由於往年（第四十七屆）幹事會出缺，
印刷行事曆及會章之重任便交至臨時行政委
員會（下稱臨行）身上。本學年，行事曆換
上了棗紅色的新裝，當中一如以往，附有一
本會章在內。遺憾的是，由於行政失當，臨
行誤把第四十六屆舊版本的會章當成當時最
新版本的會章（2012年11月21日全民投票通
過之版本），並交予印刷商印製，會章內容
因而出錯。有關事件一直未被察覺，直至
往年編委會與幹事會之選舉中，有會眾質
疑選舉違章時才被揭發[1]。幸而，選舉違
章一事總算有驚無險得到圓滿解決，可是
會章錯印一事泛起的牽然大波和種
種危機，卻未因此而消散。

文、圖/古物・久
排版/pan

會章複本出錯，責任在於臨行，同時也
落在代表會未有履行好監察學生會架構下各
會的職責之上。但是本文要探討的，是學生
會在事後的補救和善後工作。當會章被發現
與最新版本有出入後，代表會反應快速，迅
速處理及釐清了選舉違章的疑雲。然而在此
之後，代表會雖有在群發電郵中講及事件，
但內容的重點仍落在選舉安排上，會章並非
最新版本的問題則被輕輕帶過。代表會也曾
在學生會面書專頁上回應了會眾的投訴，惟
該回應是單方面的，或許只有極其細心者和
當事人才能察覺得到。故此，有關組織其實
一直就未有就會章複本出錯一事作出正式的
澄清與聲明。以筆者觀察，有不少會眾還未
察覺複本所載的內容是未更新，而且是錯誤
的。此實為該屆代表會之一大失職。誠然，
要學生會為此額外加印新版本可能是費時失
事的──到了下個新學期年度幹事會便會為
同學印刷行事曆和內附的會章，而會章內容
再次出錯的機會亦不大，在學期中重印會章
涉及的金額也不小。可是，嶺大的同學們卻
無可避免地要面對一個無準確會章可循的空
檔。筆者認為，在重印以外，改善學生會透
明度的空間仍是敞大的，當中，在面書專頁
和學生會官方網頁上上載完整版本會章便是
一些有效的改善措施。此舉的行政成本不但
極之低，同時也不會因新學期年度開始而出
現混淆（若會章更新只需再次上載便可）。

會章猶如一群體、組織之法。對於學生會
中的成員而言，他們首要關注的，可能是過往
行政上的決定有否被推翻的可能。在會章被發
現出錯之先，大部分學生會成員都依賴這複本
作行政上的依據，例如在上屆代表會的選舉委
員會中，他們就公開承認原先是跟隨此舊版本
的會章籌備學生會選舉的，在鬧出選舉涉嫌違
反會章風波後，才對選舉 安排加以糾正。那麼
在事發之後呢？最近鬧得熱烘烘的退聯公投，
代表會以群發電郵形式公佈公投結果，當中寫
道：「根據嶺南大學學生會會章3.1.8.6，全民
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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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的是，若你翻查最新
版本會章（筆者成功由代表會成員處獲得第四
十八屆之會章），你會發現所謂的會章3.1.8.6
條早已被刪去不復存在。由此可見錯印會章一
事的嚴重性，牽連之廣就連代表會內部也出現
矛盾，同時突顯出會內的行政混亂。
從一般會眾的角度出法，缺乏一本載有準
確資訊的會章去跟從所要面對的危機可能是更
大的。尤記得在通識科中所學的法治四個層次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
權」及「以法達義」，一想之下，才猛然發覺
一本會章的錯印，和長達幾個月沒有公開最新
會章的空檔，或許已動搖了有法可依這基石。
在這空檔間，很多時候，只有接近學生會權力
核心的人才能輕易地得到最新版本的會章，會
章頓時變得「精英」。這本錯印的複本當然不
是完全沒有參考價值──畢竟會章內容很難在
數屆內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亦即意味大部分條
文都得以保留。可是，同學沒有會章的最新版
本，同時也不知道過往修章委員會更改了甚麼
條文（要會眾清楚記得每次全民投票修改會章
的議案內容是不切實際的），做甚麼或不做甚
麼會被評為違章也沒有絕對的保證。我需要在
此特別指出，會章限權的功能是雙向的：會章
既限制會眾，也限制學生組織及其成員。不
過，當會員連自身的權責也未能清楚明暸，我
們又談何監察學生組織有否違章呢？

在香港的法律制度下，「法律必須是公
開、可被取得及清晰的 (羅敏威, 2009)」；
律政司為方便官員和市民查閱新制定或修訂
的法例，也會盡快更新法例的活頁版本。須
知道，會章的公開（此處指最新和準確的版
本），關乎到的是會眾的知情權和學生會的
透明度。學生會絕對有義務去讓會章的內容
得以廣泛流傳，否則，代表會和仲議會作出
的裁決又有何公信力可言呢？記得上屆代表
會曾在面書專頁上的單方面回應中，承諾會
提供會章修訂本的實體版及電子版供會眾查
閱。觀乎嶺南大學學生會（由幹事會管理）
和代表會的專頁，均未找到會章的蹤跡；登
入嶺南大學學生會的官方網站，首先映入眼
簾的便是「會章」兩字，然而到幹事會成員
一頁所看，卻發現會長仍是第四十六屆葉泳
琳同學，揭示網站根本未有更新。筆者為此
事特意向現屆代表會成員反映意見，亦得悉
問題在常務會議引起過討論。會內，代表會
主席承諾會盡快上載會章，而幹事會會長則
表示該網站仍然由第四十六屆幹事會逆風管
理，會在習得相關技能後處理。只可惜，到
截稿為止，筆者仍未看到有任何肉眼能見的
改善措施；面書專頁、官方網站一如以往；
更新版會章繼續不知所蹤。
參考資料：
1. 羅敏威. (2009). The New Discussion of Human Rights Law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 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遵守法律和執行已生效法律(
立法會 CB(2)2565/98-99(02)號) http://legco.gov.hk/yr99-00/
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418-2565-2c-scan.pdf

編按：千呼萬喚始出來。四月二
十八日，下午三時四十分，在截
稿日之後，代表會終於於其面書
專頁上上載了第四十八屆嶺南大
學學生會的會章文檔。筆者對此
當然感到無比興奮，但由於稿
期和文中一些值得保留的概念的
關係，故仍希望繼續刊載這篇文
章。筆者希望往後學生會能以此
為鑒，避免同樣事件再次發生、
進一步反思公開會章的必要、檢
討代表會內部行政的缺失、並早
日更新嶺南大學學生會官方網站
內的內容。

[1] 第四十七屆學生會選舉原設兩天投票日和一天延長投票日，但根據上年二月通過的修章議案，正確的投票期應為三
日，而延長投票期則有兩日。選舉委員會承認「跟錯舊會章」，選舉因而被質疑違章。惟代表會最後及時在選舉第二天
加開一天投票期，並新增一天延長投票期，才避免了重選學生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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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香港推出一簽多行政策，深圳戶籍的
居民只需要繳納多100元簽證費用，就可以於一年內
無限次訪港。惟政府當初考慮欠全面，未能顧及本港
承受能力，最終「一簽多行」釀成嚴重的社會民生問
題， 包括「雙非」、水貨客、商鋪租金和物價暴升等
等。

真需要靠金多寶了。此外，「一周一行」雖說是強加
在香港人身上的政策，但某種程度上也是市民勇武抗
爭的成果。在光復行動中，本土組織勇武抗爭使政府
不得不正視問題，亦迫使政府了解問題的嚴重性和市
民的憤怒，慢慢將無用的「和理非非」摒棄，將勇武
帶入政治。但我們是否就要欣然接受這個政策？

2015年4月13日，政府宣佈收緊政策，將「一簽
多行」改為「一周一行」。此政策說穿了，不過是中
共想出來敷衍市民的招數，也是為建制團體的保皇論
述儲彈藥。就像某些政客打著「成功爭取」的旗號一
樣，仿佛真的從此就能理直氣壯的說自己曾經為民
出力，但其實仍是舊酒新瓶，香港的民生問題仍未解
決！政策一宣佈，眾多深圳居民紛紛反對，畢竟香港
的奶粉和金莎朱古力比中國的更有質素保證，他們捨
不得香港這個「購物天堂」也是理所當然的。

以香港目前現況來說，水貨問題嚴重，影響民
生，並非單純因為政策失當而起。歸根究底，是因為
國內貨品質量參差，以及有食品安全問題，才逼使內
地人到臨近的香港購買日用品。現在政策雖然有改
善，但根源的問題未解決，正所謂「你有張良計，我
有過牆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使有一周
一行的禁限，內地人走水貨的效率降低，但水貨集團
並不會因此消失—— 他們可以轉為招徠香港人作水
貨兵團的新力軍。屆時，港人將取代內地人成為破壞
社會安寧的水貨客，泛民為了選票，又會否企硬反水
客？歷史教懂我們，政黨是信不過的。那時候，香港
內部的矛盾將更難解決，而街上依舊是清一色是藥房
金鋪。少了中國人，卻多了「賣港賊」、有利可圖就
是娘的「港豬」。中共陷香港於不義，因此希望港人
能保持清醒，切勿以身試法。

一周一行的政策公佈之後，水貨客的問題得到短
暫的改善，但是長遠成效未知道。走私水貨的人數減
少，街上的藥房亦因而減少，租金回落。根據筆者於
上水目測，不少藥房面臨倒閉，這絕對是一件可喜可
賀的事。店鋪租金回落無疑會降低創業門檻，成本減
少亦有助年青人創業——現時要創業除了靠父幹，還

最後是筆者回應深圳人所講的歧視問題，假如一
間班房只能容納三十人，而該班已經有四十人，每天
總有一百個人認親認戚地自出自入，拿走不少班房上
的資源，那麼班上實施了入房措施，也是無可避免
的，甚至更應該全面禁止。而香港人要做的，便是做
好香港人這個身份，如果真的很愛「國」，那筆者勸
你儘早去北上定居吧！

圖片來源：Google Search

「一周一行」只是紓緩了中國人訪港迫爆香港的
問題，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根源，問題仍然嚴峻。中國
有49個城市的市民能以個人身份訪港，深圳只是其中
的一座城市，只限制深圳居民，並不能有效紓緩交通
或街道上的擠迫。更嚴重的是，它麻痺了大眾，帶給
大眾一個錯覺：問題已經解決。現時傳媒往往把焦點
放在一周一行給港人生活帶來短暫的好處，但卻意識
不到政策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不少政黨都支持改行「
一周一行」，使不少市民認為689政府能真正做到以
民為本。只可惜，實情是該政策並不是由689政府所
推出，而是中共強加於香港身上的。這一方面是中共
干擾香港內政的一顯例，另一方面是中共陷港人於不
義的陰謀（上段所提及），更進一步破壞香港自主。

其實，無論一簽多行，還是一周一行，都不是由
689政府所推出，而是中共強加於香港身上。放諸中
國，只有香港採取這樣的政策。至於原因，究竟是中
央政府體恤香港特區市民，還是意圖透過如此政策，
形成所謂的跨境一小時生活圈，最終加速中港融合，
就見仁見智，由讀者自己判斷吧。
圖片來源：http://www.fotop.net/larrysuen/20070604_8964_18yr

・ 題材及形式不限, 上限為2500字
・ 稿件一經錄用，來稿人將獲得$50書卷以兹獎勵
・ 稿件必須為原創, 不得一稿兩投或含有人身攻擊字眼
・ 稿件請註明真實姓名筆名（如有）、學生編號、所屬學
系及聯絡方法 (電郵及電話)
投稿方法:
・ 電郵至lingupressbureau1516@gmail.com
・ Inbox至Facebook專頁facebook.com/luethos
・ 親身將稿件交到AM208
＊惟第四十八屆嶺南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擁有一切最終決定權

在執筆寫下第一隻字的時候，全身顫抖－－一
方面我懷疑著、思考著自己有沒有書寫這一切的資
格，另一方面，我又為我終於有機會將我悶在心中
的那一些思緒一吐而快，回應坊間最近流行的那
一套所謂的「本土」論述。這個地方，我生於斯，
長於斯，有著點滴回憶，有著藕斷絲連的感情。思
考再三，這種對自己身處的地方的了解、聯繫和關
懷－在我看來－－正正就是每個談論本土的人所必
然亦應然具有的精神特質，僅此而已。故此我對於
象徵著權力和排他的一種論述化的「本土理論」不
怎麼喜歡，換句話說，只要對這個地方有著足夠的
認識，有著深深的聯繫，有著真切的感情，就有資
格去談論這一切。
在這裡，我並不是批評現在所流行的一套排外
本土論述的論調，就像我上面所說的，任何人只要
懷有對「本土」懷有那三樣特質，也就理所當然的
擁有談論本土的權利，這理應是我們每個人都享有
的。然而，當看到這套論述變為一種深奧的民族理
論和排外政治理論，甚至可以說帶有深厚民粹色彩
意識形態時，使得我不禁有些黯然神傷。皆因在我
看來的「本土」，本身就應是自由的：自由自在於
左右的政治角力之間，位於深厚政治經濟理論之外
的事物。換言之，本土應是一種人人可談的事物，
而它的本質，就是我們對香港這個地方的認知經驗
(Cognitive Experience)，或者不那麼學術地說，
我們每個人對香港的印象。不論是我，還是本土
派，還是別的所有人，都可以擁有對香港的印象，
每個人的經驗不同，我們景觀中的香港當然也就不

會一樣。但不管是通過哪一面，我們都有權利表達
我們對香港的認識，我們透過這些不同的景觀來重
新認識我們身處的這個名為香港的本土。
我個人對香港的認知，最早來自於食物。還記
得幼年時，政府電視宣傳片大肆宣揚香港是美食之
都，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美食。但那些世界各地的
美食都不怎麼合我胃口，反倒是童年是最愛吃的幾
樣食品：來自小時候常去茶樓的燒賣，來自路邊攤
的缽仔糕，來自於鵝頸橋橋底面鋪的細蓉使得童年
的我趨之若鶩，食指大動。而青年時期引起我興趣
的則是香港的文學，劉以鬯的作品我讀不多，但我
偏愛〈動亂〉；西西的作品我讀不多，但我偏愛〈
店鋪〉；也斯的作品我讀不多，但我執著於〈養龍
人師門〉。有人可能會疑惑，為什麼在這裡我要並
列一堆風馬牛不相及的食物和文學作品呢？但在我
看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的存在和周圍
的環境格格不入，而他們甚至更向這一切發起挑
戰。然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挑戰過後它們總能
可以與這個外在環境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從而
達到共存，甚至改變它所身處的外在環境。而這一
種挑戰和改變在我看來正正是香港「本土」的特徵
之一，而這種特徵也陪伴著香港的發展。
拿劉以鬯的〈動亂〉來說，當時他對於國粹左
派在六七暴動時的批判是極為敏感的。當時以民粹
作為動力的國粹左派的行動已經近乎達到瘋狂的地
步，他們襲擊針對的不只是他們所反對的英美帝國
主義，更是一切反對他們的聲音：工廠主、右派、

「本土」的另一種

文/何楷
排版/pan

批評報刊等等等等，所以在這裡對他們的行動提出
批評，必然意味著將與那些熱血高漲的左派青年、
工人衝突，甚或是向他們下的戰書的意思。然而劉
以鬯卻依然堅持在1968年這個敏感的年頭寫下這
篇文章，堅持對民粹主義、對暴力行動的挑戰。最
終，每一個香港人都認識到激進暴力和民粹主義對
於社會、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對於我們文化的
摧殘，使得我們每一個人對於民粹主義和激進暴力
有所反抗。而這一點一直影響我們至今：我們在雨
傘運動看到警方使用警棍、催淚彈時，我們會怒髮
衝冠；我們在看到財政預算案時，我們不輕易為仇
富的民粹主義所動搖。這就是離我們每個香港人其
實並不那麼遠的「本土」記憶之一。

會上卻一片祥和，華人、外國人相容在同一個社會
(更不要說華人本身就相當多元化，比如滿人、漢
人、官員、讀書人、商人、僑商、勞工等)。而孫中
山先生更認為這是一個近乎大同世界的地方，一個
「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
其流」的典範 [1]。而早在太平天國時期，內地早已
開始有難民走入香港，而在抗日戰爭、建國後和文
革時期也經歷過數波難民潮。而在改革開放及回歸
後，又出現了數波的移民潮。但這一些難民、移民
的群體以及他們的子女，也就正正成為了今時今日
我們所說的香港人，由最初開始的多元共存使得香
港這個地方可以成為我們這一代所立足的「本土」
，我們所引以為傲的一個故鄉。

「排外本土」常以香港的市民，甚或是民族是
獨立的群體而自居，故此他們認為香港人並不能容
忍那一系列的外來人士，如水貨客、自由行、來港
產子的內地孕婦或是內地優才。無可否認，從社會
民生的角度來說，他們的觀點絕對是合理的，外來
人士確實誘發了一些社會的問題 (當然不少是原有
的)。然而在我看來，他們當下的排外行動卻並不那
麼「本土」，甚或是反「本土」的。而歷史所見的
香港「本土」特徵應該是多元共存。當然，這種多
元不等同於政府狹隘而又笨拙的包容和諧：這種多
元既不是將自己的權利讓出來給別人損害自己的利
益，亦不是排斥他人從而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是在
同一個社會中，來自各個層面的人都得到尊重，而
身處社會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公平對待。19世紀
末的香港已然是華洋雜處的一個地方，然而當時社

而「本土」在我看來，是一個未完待續的一個
想像。我們每一代都或許會尋回當初對本土歷史的
想像，或許是建構自己對本土的一個新的想像。但
我們每一個對本土懷有幻想的人都必須有這麼一個
認識，就像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所說的那樣：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
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
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
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
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
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2]

[1] 上李鴻章萬言書
[2] 國史大綱 前言

基於對「本土」的認識和溫情，我們每個人可
以開始試著對本土的另一種想像。

文 / 瞬間看柒頭、失戀王直直

排版 / 節外生枝

原指沖曬黑白菲林相片的小房間，傳統手工作取代數碼化技術。
和欄目影評一樣，少一分速食，多一點質感。
3 期嶺暉，小編透過 3 個主題，羅列出主流、非主流電影。

有一份好劇本，平實地講故事就可以
撼動人；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是說故事
的人。編劇很聰明省力地以哈佛教授共
聚一室這個設定做助攻，當大家都在討
論 John 為何要離職時，主角決定公開自
己一直以來的秘密——一個關於自己存活
了 14000 年 的 秘 密。 他 由 石 器 時 代 的 智
人，成為了村落領袖。不死的身軀讓他當
一直以來荷里活的大製作科幻片的主 過一陣子巫師。他到過東方、見過佛陀。
要賣點都是逼真震撼的 CG 特技，反而真 羅馬時期為推翻暴政到處傳播真理。他就
正在意念上突破幻想的科幻製作不多，故 是耶穌，也曾是梵高的鄰居。在面對質疑
劇情離不開外星人侵襲地球（同大陸不斷 的過程中，他不斷拋出尖銳的問題，如信
拍抗日劇有咩分別？），或地球資源耗盡 仰——一個真相不過 200 字的故事，卻由
了要進行外星殖民（阿梅，地球好危險架， 於歷史不容許空白，衍生出聖經故事。
快 d 返 火 星 啦！）， 就 像 衛 斯 理 一 半 以
上的科幻小說都和外星人扯上關係，最後
衛斯理更移民到外太空。相反，《來》只
有一個場景、一群人、一堆對白，直接把
荒謬的故事透過不同專業的哈佛教授的討
論、質疑演繹。首先，《來自地球的人》
這個名字跟韓國科幻愛情劇《來自星星
的你》很相似，事實上（頭盔 mode：唔
sure 呀！）後者都教授的角色根本就是抄
襲《來自地球的人》中主角 John：博學多
才的哈佛教授、不會衰老的容顏、週期性
的身分更替，只不過一個來自外星、一個
從石器時代一直走到現代。

想睇可以點：DVD、YouTube、千尋（Search engine）

筆者較早前看過一本教寫小說技巧的
書，裡面提過有一篇史上最屈機的科幻小
說《你們這些回魂屍》。出自 Robert A.
Heinlein 手筆，這篇短篇小說將穿越手法
玩弄於股掌間，比另一套科幻經典《蝴蝶
效應》更出神入化。機緣巧合下在千尋「淘
寶」時發現原來小說早已改編成電影，觀
賞後久久未能消化跳脫的劇情，時空穿越
的劇情很容易令觀眾出現時空錯亂的後遺
症。前因後果、倒因為果、亦因亦果，就
是穿越手法的最大特點。如果說《來》是
一堆人圍位喂。那麼，《逆》絕對是一個
人的獨腳戲，從頭到尾，由始至終。

本片的最大賣點就是
劇情支離破碎、曲折離奇
，未到最後一刻都不會知
道故事真正的內容。如果
你願意放棄一套動腦筋的
電影，即管往下看，或者
看谷阿莫定阿谷莫的 4 分
半版本。一個時間局的探
員在不斷的穿越過程中阻
止炸彈狂魔，然後他有一
次又回到過去時，在酒吧遇到一潦倒男子。這男子向探員
道出自己曲折離奇的身世，劈頭就說自己是萬中無一的雙
性人，是一個男人令到他一生走上了轉捩點。身為孤兒的
主角童年遭到欺凌，無朋友但智商和體能都超乎常人。長
大後報考一間神秘機構，但那個男人的出現令她神魂顛
倒，更打算成家立室。這時候男人突然消失，懷孕的自己
更被驗出是雙性人。誕下兒子後她（？）進行了切除手術，
但與此同時兒子在醫院被人抱走，而這一切一切，主角都
歸咎於那個男人。當探員問他有否勇氣回到過去手刃仇人
時，男子猶豫地跟隨了探員回到過去，然後發現自己當
初愛上的男人就是現在變了性的自己。無限輪迴 Mode 啟
動……

想睇可以點：DVD、千尋搜尋《前目的地》

《星際啟示錄》近三小時的片長， 畫面
浩瀚攝人，連帶出色的選角，情節高潮迭起，
仲要由 Christopher Nolan 執導，只能講句，
無得輸！講故要由背景講起：係地球步向末
日的時代，地球受到植物瘟疫、沙塵暴的影
響，唔再適合人類居住，男主角 Cooper 在偶
然下發現了 NASA（美國太空總署）在研究
星球移民，放棄母親地球，尋找新星球延續
人類發展。佢為左保守佢對個女 Murphy 既
承諾，最終憑意志力成功拯救人類。

造就一套佳作，當然要講錢。呢套戲既預算用左
＄1.65 億美元，導演為左求真， 場景盡可能都係現實中
取境，包括加拿大的艾伯塔省、冰島的瓦特納冰川（反
正就係一堆講完係地圖都搵唔番既地方）。 電影開首出
現既玉米田更係導演係開境一年前特意種植以拍攝，又
出動人工降沙，淨係睇境已經回哂本（拿 我知佢落左畫
架），完全滿足到觀眾係 Sci-fi 戲期待既視覺效果。導
演擅用伏筆手法，開首第一個鏡頭一個老人家係到描述
地球舊貌、一直纏係 Murphy 身後既「鬼」，一切都扣
緊故事發展。Murphy 個名寄託住《星》既重心，「能
發 生 的， 總 會 發 生。」（Whatever can happen, will
happen），暗示一切的緣由都是注定的。再配合科學概
念，相對論、黑洞、蟲洞、同一塊結構好似威化餅既「五
維空間」，我個腦都 picture 唔到塊威化餅個五維空間
到底係咩樣啦，即刻去翻煲先！
想睇可以點：DVD、千尋（暫時淨係得預告片）

熊仔頭《一天》加長版——《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
SELL 父子情——《黑洞頻率》(Frequency)
創意戲名完勝——《關公大戰外星人》(Guan Gong)
夢的解析科幻版——《潛行空間》(Inception)
科幻片另一個御用劇情：智能機器人——《廿二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
開發腦部設想——《露西》(Lucy)
虛幻星球大戰——《戰爭遊戲》(Wargame)
華語代表——《長江七號》(CJ7)
動畫長青樹——《多啦 A 夢》(Doraemon)
（＊版主呈獻）進入體制然後被體制改變——《末世列車》(Snowpiercer)

小編每天都有在千尋「淘寶」，主
流、非主流；經典、爛片；世紀巨作、
小本製作，俯拾皆是。但個畫面咁細，
睇戲邊度有 feel 架！不如關掉方寸的屏
幕，走進戲院的銀幕。唔知你有無儲票
根的習慣，每張票根，都有一個故事，
電影的故事，可能你已經印象模糊，你
的故事，當時誰與誰坐，你一定記得很
清楚。在票房決定市場的資本社會，電
影越做越難做，我們的每一個消費，都
是對未來的選擇。
一張票根，種出一齣好電影。

圖片來源：
1. Google Search
2.http://surveyork.blogspot.hk/2009/12/man-from-earth-2007.html
3.https://hk.movies.yahoo.net/movie/details/25991- 逆時空狙擊
4.http://mabelxd.pixnet.net/album/photo/579085363-tkpfxla-650x963

文 / 慕村富郎
圖 / 佑村富郎
排版 / 節外生枝

自 然 缺 失 症（Nature deficit Disorder） 一
詞最早見於美國作家暨新聞工作者查理德·洛夫
（Richard Louv）的著作《林間最後的小孩》。
自然缺失症並非疾病，準確來說是一種行為，或
者社會現象，通俗的說，就是一種常見的都市病，
即現代城市人與自然近乎隔絕，繼而產生的一系
列心理、生理與行為上的問題。

自然缺失症的現象
中國傳統思想提出「天人合一」之說，莊子
《齊物論》中寫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
為一」，強調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密聯繫。人其實
是自然的一部分，兩者密不可分。我們的祖先臨
溪而魚，深耕易耨，驅使鳥獸，這種「睇天食飯」
的生活模式不知道養活了多少代人。聽說，有經
驗的農民能夠通過觀察天象、鳥獸的動態來預測
天氣，甚至還具有一定程度的藥理知識，會上山
采山草藥以治病。大自然，可謂是人類賴以生存
的夥伴。
但現今的都市人——包括大人和小孩——接
觸到自然的機會很少。這裡所指的「自然」不是
指那些公園、平台、花園。那些充其量只能算是
綠化帶，不能算是自然。而「接觸」也不是僅僅
在郊野公園燒烤、遠足，或在濕地公園、米埔參
觀、拍照。這裡說的是和大自然——包括花草樹
木，魚蟲鳥獸，山水，岩石，泥土——有親身的、
親密的接觸，並且願意敞開心靈，去了解牠們和
它們。

參考資料：
- 理查德·洛夫 . 1-11-2013. 林間最後的小孩——拯救自然缺
失症兒童
-Blog：林偉倫博士 - 大自然缺失症 http://www.drbennylam.
com/1/category/08ec89887a/1.html
-EDUCATION.COM- nature-deficit disorder http://www.
education.com/topic/nature-deficit-disorder/

自然缺失症的成因
社會主流思想：
很多香港人對自然的認知模糊，甚至沒有要
和大自然接觸的概念。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接觸
到資訊多是帶有偏向性或負面的。譬如說：小時
候，父母帶孩子去街，總會再三告誡：不要坐地
下，泥土很骯髒；不要走進草叢、花叢附近，小
心被蚊叮蟲咬；不要在溪間玩耍、不要爬樹，很
危險；不要在站太陽底下，陽光很毒辣；不要淋雨，
會生病……久而久之，耳濡目染，小朋友就會下
意識的覺得自然其實很危險，加上自小沒有接觸，
長大後都會有種和自然疏離的感覺。其實這些告
誡雖有它的道理，但當中未免有點誇張和杞人憂
天。其實，只有足夠的防護措施和看護，事後清
潔身體，上述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而社會主流對自然、動物也有不少認知上的
謬誤，使人對其心生恐懼，避之則吉。傳媒（報
刊，電視劇，小說等等）有時會把野生動物妖魔
化。例如《東方日報》之前有一篇報道的標題：「野
豬群聚北角漁護處齋睇唔捉」。1 標題暗指野豬對
人有即時危險，漁護處應該捕捉。但其實野豬是
否真的危險到需要漁護處捕捉，甚至需要特意設
野豬狩獵隊去射殺野豬？嘉道理專家高保然就指
出野豬通常不會主動襲擊人類，只要給予牠們空
間離開便可。2
此外，電視劇和小說經常把蜘蛛和蛇等生物
塑造成危險的毒物。但其實絕大部分的蛇和蜘蛛
生性害羞，會主動避開人類，要不就採取人不犯
我、我不犯人的態度，並非想象中那麼危險。而
蜈蚣、螳螂、蜜蜂、蜥蜴、老鼠等動物在外國也
經常被當作寵物飼養，反而在香港，人們看到牠
們的直覺象就是害怕，或者厭惡，這和社會主流
的恐懼自然和自然生物的意識形態不無關係。

自然缺失症帶來的影響
局限了人類的知識與發展：
人們學習知識講求全面，一個健全的知識結
構應該涵蓋多個範疇，包括社會，生活、文化、
道德、體育，還有科學與自然方面等等。這些知
識並非自成一國，而是互相聯繫，相輔相成的。
以 2008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獎者下村修為例，他坦
言自己最初做研究，並非為了應用或者其他利益，
而是單純想弄明白水母為什麼會發光。與自然疏
離，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知識與成長的缺失。3
人們失去對自然界的尊重：

缺乏機會接觸：
現時香港的年輕新一代自小忙碌，甚至有些
從唸幼兒園開始便要參加各種的 playgroups，興
趣班和補習班，應家長要求去學習各種才藝以提
升自身競爭力。加上學校課業繁重，在上學的時
候很難有機會走出課室，像外國某些學校般，會
在自然環境中上課、學習。而放學後又要忙於應
付各種考試和功課，很多孩子根本抽不出空暇的
時間親近大自然，故難以培養接觸自然的習慣。
另外，香港不少家長都忙於工作，照顧子女的責
任就落在家傭身上。假手於人的後果就是家傭未
必有像父母般的心思和耐性去培養小孩這方面的
意識，但在假期父母又不一定有精力帶小孩子去
接觸自然，加上父母自身都未必有意欲接觸自然，
又怎能培養出願意親近自然的孩子呢？
科技發達，物質豐富：
現時科技發達，透過智能手機、電腦和電視
等工具很輕易便能夠得到不少娛樂和感官上的刺
激享受。無聊或需要消遣活動的時候，人們可以
很容易的進行不同的活動，例如聽音樂，看電影，
唱卡拉 OK 等等，多不勝數。這些活動的共同點，
就是方便和容易，而且都在室內進行。在夏日炎
炎的時候，可以走到開著清涼冷氣的商場避暑；
冬天的時候，室內的溫度也比外面適宜。人們自
幼便習慣留在室內，自然對露天的自然環境提不
起勁，一方面固然室外環境不及室內舒適；另一
方面，人們因為缺乏接觸自然的機會，自然領略
不到自然的美好。
政府和團體的過度保護：
自然其實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惟可接觸的自
然環境不多。很多公園和保護區對人們設下種種
限制，例如設有開放時間、劃分可進入地帶與不
可進入地帶、在草坪花叢旁豎立告示牌，嚴禁遊
人踐踏或觸摸，甚至有環保團體在其網站上建議
人們盡量不要干涉自然。這些規管雖然保護了自
然，但卻拉遠了人和自然的關係，把人定位在自
然的旁觀者這個角色上，而不是身在其中的參與
者。種種限制使人感到與自然疏離。

在《林間最後的小孩》一書中，作者寫道「在
過去三十年裡，兒童越來越少的自然體驗對社會
是有著深遠的影響的，不僅僅是對未來一代健康
體質的影響，最終將對整個地球的生態環境有巨
大的影響。」4 人們需要了解和親近自然，才會對
自然產生感情，才會尊重自然，明白生命的可貴，
不會任意踐踏和傷害。
不利於健康：
根 據《 心 理 科 學 》（Psychological
Science）期刊上的研究，自然與人們的精神健康
有著莫大關係，綠色環境有助人們身心健康；反
之，人們若長期處於沒有自然的環境，壓力容易
積存，精神也會比較緊張。長期下去，患上精神
疾病（如：專注力不足、焦慮症、多動症、憂鬱
症等等）的機會也會提高。

另外，自然環境中有很多人們需要的微生物
與細菌。《英國郵報》四月份的報導上刊登了一
則科研報告，指出多接觸自然，讓身體適當接觸
微生物與細菌，有助減低人們患上哮喘、過敏和
慢性炎症等疾病的風險。反之，若身體缺乏這些
微生物和細菌，患病的機會將會提高。
嶺南大學位處偏僻的屯門虎地，遠離市區，
附近環境相對較少開發，加上校園裡的園林景觀
比例高，到處一片生氣盎然的景象。嶺大的學生
在接觸自然這方面可謂有先天的優勢。大家有時
間不妨在校園到處走走，領略一下自然的美麗與
魅力。
最後，筆者想引用 1973 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
者江崎的一番話作收結：「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
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
欲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
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理應無比珍視、精心培育、
不斷激勵和呵護。」5
[ 1 ] 東 方 日 報 - 野 豬 群 聚 北 角 漁 護 處 齋 睇 唔 捉 http://
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50308/00174_001.html
[ 2 ] 獨立媒體 - 專訪嘉道理專家高保然：野豬不會主動襲擊人，
應以安置取代槍殺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550
[ 3 ] 台 灣 立 報 - 日 本 諾 貝 爾 得 獎 者 的 教 育 啟 示 http://www.
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5813
[ 4 ] 台灣 wiki- 大自然缺失症 http://www.twwiki.com/wiki/%E
5%A4%A7%E8%87%AA%E7%84%B6%E7%BC%BA%E5%A4
%B1%E7%97%87
[ 5] 台 灣 立 報 - 日 本 諾 貝 爾 得 獎 者 的 教 育 啟 示 http://www.
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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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久
在嶺南的夜生活，是
在室友鼻鼾聲的伴奏
下埋首工作；是夜半
散會後被閘門攔在馬
路一角；是忽爾發覺
太陽悄悄升起的落
寞；也是一個人一堆
心事一瓶啤酒的快
樂。

上珠

蘇石

煲劇煲劇同煲
劇，面書面書
同面書，哎豬
哎豬同哎豬。

晚上的時間過得特別
快，上上網、按按電
話，看到陽光照射進
房間時，就是我該睡
覺的時候。－－嶺南
的健康生活。

夜生活？無啦，都係屈
係會室開會開會開會，
再唔係就係hall寫文寫
文寫文，有時就去自修
室chur paper chur paper
chur paper 。某種程度
我係向毒男的方向邁
進。好多時候覺得對唔
住我d女朋友，上左莊
都無咩時間陪佢地TT。
早知唔揾咁多個lol（妄
想症發作ing）。

nap
我去新界騎牛

幾廿歲人仲夜
咩生活吖，有
得瞓仲唔嗱嗱
臨瞓咩嗚啊...

沒落的下莊

呢排喜歡上宿友
間房打機（新線
上遊戲地帶打交
遊戲嘻）；再唔
係就傾計傾到
1點－－10點訓
教？我都想。

...... 做 緊 咩 嘢

排版/pan

蝸牛
健康乖寶寶
開sem：當然係無限
開sem 飯，然後食甜
到入心嘅糖水或者
甜品，追加無限reu
啦！之後？我當然唔
會同人講：除咗做
paper同project，每晚
都好悠閒咁係房到發
夢，準時見周公。

屯門mk

魯芬急轉彎
做完愛·回
家訓教！
瞬間看柒頭
掙扎食唔食宵，
睇下有咩宵，一
路食宵一路煲
YouTube；落街
睇貓打交；行嶺
南後山。

表示10點準時上床
訓教，有時候備課
或者溫習耐d頂盡
11點。（也許，在
另一個平行時空，
我是這樣子的。）

三條煙
夜晚諗食冬蔭功
（味）定係海鮮
（味0），定係行
遠少少去買宵；
有時想頹摺係房
唔想見人，聽到
有人敲門洗樓點
算好？戴上耳
機，「我咩都聽
唔到……」

好肚餓呀～食宵
囉？幫我買番黎好
唔好？聽朝記住叫
我起身飲茶，我唔
較鬧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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