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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來談 Mass Orientation 和「玩新生」

在討論這個題目之前，我們應該首先明白

什麼吽做「玩新生J '這樣才可以對它作一個

較為有意義的分析和討論。根擴香港大學的

Statute1 xx珀 para 2 (1) (0) , r玩新生」的定義為:

ragging; without pr句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the
term,“ragging" shall include ccnduct intended一

(i) to humiliate another student or hold him up to
ridicule; or

{益) to interfere with the peaceable enjoyment by another
student of his privileges, benefits, rights or facilities.

叉根攘同一 State ， para 4(1) :學生如果觸犯了

para 2(1)(0) 所詳列的過錯時，他是可能會受到

以下的制裁﹒

a. reprimand;
b. rme (not exceeding $250);
c. withdrawal of any academic or other University

privile阱， benefit, right or facility other than the right
to follow courses of instruction and present himself
for examinations;

d. suspension , or
e. explusion from the University.

因此，我們是可以遁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的。

但是，除非在迫不得以的情況之下，相信同學

是不會謀取這樣斷然的行動。要知道，我們都

是年齡相若的青年人，私人的恩怨，應該只是

短暫的，如果因一時的衝動而影咱了其他同學

的美好前程，實在是過份了一點見!

「嘩!世界變。這個世界上還有好人嗎?

我們已經用最溫和的態度來搞 [M.O.] 。想當

年，你師兄我怎樣怎樣給大仙......。現在竟然

有人說要把我們告上公堂去。你來評評道理吧

!無眼臨 I J 唉!長江後浪推前浪，時移勢易

莫空數。舊時代的日子已經一過不復返了。現

在每一位同學只會要求更多的尊嚴和更友善的

對待。這個道理，就是老人家@曾經說過的:

Freedom on臼 given carmot be taken away.

因此，空言往事，只會掀起萬丈惆悵的坡

，對人對己都起不了積極的作用，反而會把

事情弄糟。現在面對我們的是一場空前的挑戰

一一九月或十月的展覽會。我們要踏出校園，

投身於社會，把所學懂的法律知識傳播開去，

好讓廣大市民多點見認識本身的法律權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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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黑暗的地方投推點點的螢火蟲。而這個

理想的實現，實有賴每一位同學的支持和關心

。我們應該拋開陳舊的觀念和偏見，努力為燦

爛的明天而團結一致，創造更美好的將來。

其實， [M.O.] 和「玩新生」是兩件截然

不同的玩意。要RAG新同學，何止可以在 [M.

0.] 襄進行，大仙實在可以找著平時任何一個

機會向新同學下手﹒因此節目本身並不是禍害

的根源，最要緊的還是參與者的態度問題@。

就以最近的一次 [M.O.] 來作說明。相信我們

會一致同意在場沒有一個人曾經RAGi&J出來回

答問題的四年級的新同學，而且當時的氣氛實

在搞得要好得很呢!可是，我們不會忘記當在

場的每一位一年級的新同學回答了問題之後，

部份在座的大仙曾經突然發出了一陣咆啤的怒

叫:間有沒有新同學沒有來接受訪問和他們的

姓名。其語氣的重，態度之惡劣，幾乎把原本

搞得接近完美的茶會弄糟。(幸好這個場面沒

有在回答問題時發生，否則舊年的不愉快事件

可能又會重顯眼前。〉間是一個 [M.O.] ，因

參與者的態度好壇，就可以出現兩個完全不同

的場面。這正好說明節目本身是可以帶來歡笑

的，但也同時可以帶來恥辱的。

如果撇開「玩新生」而單談 [M.O.] ，有

些同學覺得它能夠帶助新舊同學的彼此認識。

但這只說明了事實的一面。根攘過往的經驗，

新同學在接受舊同學的圍攻時，實在無暇兼顧

認識舊同學的神聖任務。況且在整個過程中，

他們又從何能夠得知舊同學的大名呢!又有誰

有勇氣在這個時候反問老前輩的大號呢?就算

是舊同學，要他們一下子在一個小時內吞下五

十多個陌生的名字也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而

且在這兩年來的三次 [M.O.] 中，都出現了舊

同學對時間拖延得太長而感到不耐煩的情形。

要是明年校方真的招收八十位新生入學，那時

豈不是要分上下半場來上演嗎?總括來說 [M.

0.] 不可以說是全無意思的，但它是否能夠好

好地為我們服務，則不是取決於它自己，只有

參與者本身才是真正的決策人。

關於 [M.O.] 和「玩新生J 的討論不止就



是土述所提到的那幾點。可是，紙上談兵，實

在用處不大。希望法律學會 (LA) 的幹事們

能夠憑著他們的沖霄幹勁，舉辦一些有系統的

活動，帶起我們落實地、健康地和有意義地討

論和解決這個可能會影咱新舊同學間的團結的

死結。

註釋:

CD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恤ance (Cap. 1053 )

S2(1)“statutes" means the statutes of the University

S13(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llin切切， the
University shall be gover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utes.

® [M.O.] 即「迎新」

® (1 971) 1 W.L.R. 1037 per Lord Denning.

@) (1979) 1 Law Me帥的 “….. programmes do not
per se matter: It is the
people involved that doγ

文國權

「綠軍」的LAW部隊

Hoc - key球星米高堅，

球技精湛無得鏈。

And - rew 控球準而快，

打起後衛佢助晒。

我方防線騙得誼。t ,
Rog - er 確係無得 fight

我岫 Law 曬熊巴拉，

個子高而走得快，

運動件件無不能，

不恤佢係女超人。

Hoc - key雙翼人俏，

打按姿勢亦妙，

Cyn - thia Zee Kathe - rine Lo,
Run fast and shoot 甘Ie goal.

B. Mok 彈力驚人，

B. Mok 藐美超群。

Tri - cia 打網球，

對方無得守，

飛身勇接撲，

對手氣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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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 -ew 打 Soft - ball

Catch - er 嚇到傻，

因佢人夠醒，

Bat ball叉夠勁。

Ma Cheng 技精，

打披鎮靜。

Cyn - thia Tri - cia,

Om pap swim - mer,

詠術精湛，

個個都讚。

註:綠色是香港大學的顏色

故我們稱我們的TIG 代表為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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