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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如今受輻射污染，這倒不是甚麼問題，反正我
國人民平時吃的也未必比這個核污染食物好得多，
但是日本當局竟然為保聲譽，禁止受污染食物出口，
真夠絕的。

然而，我國近年又有新的死法 – 維穩死。這個孰真
孰假，我未能夠確定，因為我向來謹小慎微，說話
不涉政治，所以從來沒人找我麻煩。不過近聞有人「躲
貓貓」而死，又有「俯臥撐」而死，更有「沖涼」而死，
這真教我不寒而慄。

但是經過這麼多事都未死得，如此福大命大，應算
「幸」吧 ?

又《禮記．祭統》曰，福者，備也。既然生存下來，

看看我生活所需要的，好像都有了。我們政府著力
保障人權……之核心 – 溫飽權。在外國，政府從不
向國民承諾賦予溫飽權，我們真有福了。近年我們
有了「綠壩」和「防火長城」保障安全。說來，我
國陸續修成了全世界最大規模的高鐵，北抵京津，
南至兩廣，據說是為給人民提供「出行的方便」，
當局宣傳說，以後上午由廣州出發，中午可以到達
武漢飲
茶。這真夠幽默的，飲一頓茶，一盅兩件，五十塊
總有找，但高鐵一程已經索價近五百塊。算吧，民
胞物與，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坐得起，不就是我也坐
得起嗎 ? 

當然，如果人生只是追逐上述東西，中國人人都應
過得挺幸福。

幸福很抽象，定義因人而異。幸福為何物，翻開字典，
是指「物質和精神上的滿足」，說了等於沒說。於是，
我「百度」了一下。

《論語．皇疏》曰，「應死而生者曰幸，應生而死者
曰不幸」。縱觀今日中國大陸，我真的日日都有可能
死的，應死。

第一殺劫，當數中國最聞名遐邇的商品 – 黑心食品了。
二零零四年，我們有頭髮豉油；二零零五年，相傳我
們有人造雞蛋；二零零六年，又是雞蛋，這回是真雞
蛋摻些蘇丹紅，同年亦有工業鹽充當食鹽，這恐怕沒
有人搶購了吧；二零零七年，我們有以糞水、餿水熬
製的臭豆腐，真是如假包換的「臭」豆腐了；二零零
八年，中國奧運年，我們的食品化學工業與國家形象

比翼雙飛，先有三聚氰胺摻入奶粉，然而我已成年，
又未有兒女，應能倖免吧 ? 非也。我們有麵粉驗出氫氧
化鈉等工業原料，又有國酒驗出甲醇，更有含敵敵畏
的毒餃子遠銷東洋，報八年抗戰之仇，在此一役 ? 很不
容易熬過零八，人造豬紅在零九年恭候我們；去年則
有地溝油。正如一專欄作家稱，我們有這些黑心食品，
正是為了在下一次生化戰爭活下來呢，我們正贏在起
跑線上呢。然而，沒有人知道自己能否捱到那時。

同樣怵目驚心的是中國環境破壞，山河受辱。世衛說，
世界二十大污染最嚴重城市，中國獨佔其中十六，每
年死於空氣污染的人多達三十五萬，又全國一半淡水
受污染，四成土壤遭侵蝕，我都捱過了。最近東國電
廠核洩漏，輻射據聞威脅全國各地，我倒有兩點擔心：
一是日本人不似我中華兒女訓練有素，一旦接觸污染，
還不知受得起沒有；二是以往日本食物向來質素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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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幸福嗎？

新一期的《國風》終於和大家見面啦！本期主題“今天，你幸福嗎？”
    
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各地在制定規劃的時候，紛紛把老百姓的“幸福感”
列入規劃當中。追求幸福、提高人們的滿意度、幸福感，也是社會管理的應有之意。

幸福是個比較級。幸福源自於一個人和社會環境下的價值觀，每個人的體會不同、視
角不同，對幸福的定義就不盡相同。無論幸福是何種解釋，它都是希望的母體，它一
直在你我的身邊。                                                                      ——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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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台三地大学生眼中的“幸福”

問題一：你覺得你現在幸福嗎？

內地同學甲—— 幸福，我覺得就是每天都能以良好

的身體狀況，快樂地迎接每天的日升月落。最好是

能將自己陽光的性格，傳播到身邊的每壹個人，大

家每天都是快快樂樂的。

香港同學 Rachel——我覺得我是幸福的，生活在     

小康之家，有機會接受教育，對世界事務有自己的

見解，是一個獨立的人。我覺得生活在香港更讓我

覺得幸福，在這裡公民權利除了全面民主的投票權

都應有盡有，在這裡自由度很大，讓人即使在匆忙

密集的生活中也能呼吸道一絲絲自由的氧氣。

台灣同學——某方面幸福。

內地同學乙——我覺得我

現在很幸福，覺得很忙的時

候有著好多好多的夢想和目標在支撐著 ; 我覺

得我現在很幸福，有許多我愛的人和愛我的人。

我喜歡每一天都努力地做事情，我喜歡和好朋

友從圖書館搏盡出來后吃甜品看電影逛街的日

子，我喜歡每晚和媽媽打電話的幾分鐘，我喜

歡簡簡單單的小幸福。

小編：圍繞本期主題“幸福”，究竟中、港、
台三地大學生的幸福觀有何異同？為此，
我們特地採訪了數十位分別來自中國人民
大學、南開大學、香港大學、和台灣大學
的同學，并挑選出六道問題精彩的回答與
大家共同分享，接下來就一睹為快吧！

問題五：孩子對你整個人生的
幸福重要嗎？

內地同學丙——不是特別重要，孩子是
壹個獨立的個體，而不是我生命的延續 
不是我人生的續集，幸福應該靠自己爭
取 而不是寄托于別人，即使是自己的
孩子也不應該，我會讓我的孩子學會享
受自己的人生，獨立的人生，這是大自
然的傳統 。

內地同學甲——孩子應該是吧。畢竟是
壹直愛的寄托，壹種期許，壹個盼頭。
還沒有到談婚論嫁的年齡，這種事情現
在講，過早了吧。。。。

香港小 R——我認為孩子對我的幸
福人生                         不太重要，因為                
                                        我暫時不想        
                                     將來生孩子。孩子      
                                     是快樂也是痛苦的
                                 來源，除非準備好
供書教養的責任還有無窮無盡的愛
心耐心，否則生養孩子可能會讓你
感到辛苦勞累的。

問題二：上大學是否是幸福的必經之路？

內地同學小 Q——當然不是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人有不同層次的需求 有生理的 還有心理的 能滿足更多的
需求 就是幸福 沒有過多需求的人 則更加容易幸福  如果
沒有上大學的需求 則不必上 不應盲從別人的想法。

香港同學阿蓮——不是。有不少人沒有上大學，也可發
展出不同而精彩的人生。而且我認為上大學還必須讀自
己有興趣的學科，或認識到志同道合的好友，才算有所
得着。如何過得幸福是自己選擇的。

台灣同學——不是。條條大路通羅馬，通往幸福的路怎
麽會只局限于上大學，況且人人對幸福的定義及追求都
不同，有些人沒有上大學卻在生活中領悟了許多道理，
在思想上是很富足的。

問題三： 
會介意自己變成剩

男 / 女嗎？

香港同學小 R——我不介意自己成為剩女。與
人相處是一門大學問，除非找到非常投緣，願意一輩
子包容你的人，還是不要隨便嫁了。我相信人與人之
間還是保持一點距離比較好，這樣大家才能相處得

開心。

內地同學丁——小介意哦 ~ 因爲婚姻幸福畢竟
是人生的最終目標。因爲每個人終究不能奮
鬥終生，又不是去革命。最多也是堅持自己
的理想和信念，保持自己的興趣愛好。所
以在人生的夕陽階段，那個能壹直陪伴
我們到老的人，是很重要滴。當然剩男
剩女也是應該在壹定的時空範圍內的，
比如說大學，或者 25 歲之前等等，
就看每個人如何限定了。

內地同學丙—— 其實
我不會那麼介意的，但

是並不代表我不想過正常
人一樣的生活，我覺得順其自

然就好。

台灣同學 KK——會。因為愛情或婚姻
應該是人生的一段必經之路。當身邊的親
朋好友都有另一半時，自己都希望有人

陪伴。變成剩男 / 女又要考慮社會的
目光，很無奈。

問 題 四： 買 樓 是 否 必
要？爲什麽？

內地同學甲——必要。中國人土地觀念
很濃重，房子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家，或
者說窩。國人追求穩定，長期租房或者
經常搬家是國人所不願，也就是不喜歡
折騰。

台灣同學——不一定，有一個完整幸福
的家庭，有家人的陪伴，即使租屋都覺
得值得。

香港同學——我覺得有一所屬於自己的
物業是必要的，在塵世中打滾多年就想
讓自己過得舒服點。租房子始終不是自
己的地方，會憂慮某一天回來包租婆叫
你搬走，這樣生活就不痛快。

問題六：如何看政治權利對幸
福的重要性？

內地同學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可
以保障我自身權利、自由、尊嚴不受侵犯，
這對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是極大的。

香港同學 Rachel——政治權利就是個人
對社會發展的參與權力和影響力，是非
常重要的。選擇自己中意的領導人，抗
議反對不滿意的政策，爭取自己的權利，
都是幸福的必需品。否則人就只能活在
少數人的控制下，失去了自我引導的能
力，那就太悲劇啦。

台灣同學——政治權利，比如說是言論
自由，集會自由等等。我覺得這也是幸
福的壹部分，但是所占比重略小。因爲
幸福與否，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最重
要的是持有怎樣的人生態度。當然如果
有政治權利固然是好，作爲自由人，有
發表自己政治立場的權利。這是有助于
幸福感的提升。



國事學會（CSS）~ 與同學一起認識、正視、深切關懷國家民族前途P.3

《國風》                                                                                            2011 年 8 月號

被房价左 右的幸福
文 / 王箐豐

香港是全球聞名的高樓價地區，高房價讓絕大
多數民衆對于置業望而卻步。在全球主要的大
城市中，香港的住房自有率最低，約有八成的
民衆都依靠政府提供的居屋和公屋解決住房問
題。在內地，天經地義式的買房結婚在香港壹
點也不現實，內地普通家庭常擁有的六七十平
米的套房在港人看來已屬豪宅之列。

香港人擁有高收入，但也面臨著華人社區最高
的物價。他們過著光鮮的日子，但卻在快節奏
生活中充滿壓力。香港雖然早已跻身發達地區
行列，民主體制的缺失卻使這裏成爲全球基尼
系數最高的城市之壹。港英政府和北京政府，
都把控制和籠絡商界作爲管治香港的重要法寶。
受英國和中國中央政府左右的香港政府，在行
政主導體制下確立親商政策，而長期以來立法
機構普遍平等選舉機制的缺失，使得香港的政
策墮入“極右”的自由經濟之中。在全世界最
自由城市光環的背後，卻隱現著不爲人知的社
會矛盾，高頻生活帶來的文化荒漠效應，天水
圍等弱勢社區壹直未曾解決的階層生活隱憂，
不斷拷問著這個繁華的社會。

雖然說在本港港大、科大、中大等畢業的學生，
在香港大多能謀得較爲體面的職位，然而香港
社會流動的渠道，遠沒有許多發達社會那樣暢
通。2007 年曾蔭權謀求連任時打出的競選口號
“我要做好呢份工”之所以脍炙人口壹時，也
在于它滿足了港人對于自身命運改變的期許和
想象。伴隨香港成長的筚路藍縷式的打拼精神，
今天仍然是對香港年輕人的激勵，然而社會不
公的現狀，卻也給許多貧家子弟的奮鬥道路蒙
上陰影。

內地大學生面臨的社會環境，與香港有更大的
差異。香港賴以生存的公開、透明和自由，在
內地正是最爲缺乏的東西。今天的中國內地，
進入到“二代”時代，“官二代”“富二代”“貧
二代”，每壹個關鍵詞背後都是千千萬萬社會
群體的個人命運。隨著改革的深入，利益集團
開始固化，社會結構開始板結，雖然社會流動
渠道尚未堵死，但是“知識改變命運”早已不
像八十年代那樣天經地義。憤懑的情緒正在中
國蔓延，已經不再是“天之驕子”的大學生，
不僅正在不公正的就業和發展環境下瀕于盛世
邊緣，也在內地瘋狂的物價飙漲潮中陷于更深
的困頓。

今天的內地社會，已經是個“圈子社會”，越
來越多的行業建立高端人士之間的聯絡機制，
進入到上層圈子的人可以步步高升，缺乏社會
資源的青年則舉步維艱。基尼系數日益攀高，
貧二代生活日漸艱難，在高學費下成長起來的
新壹代，畢業後似乎很難獲得與自己家庭巨大
投入相稱的收益，而這成爲許多年輕人焦慮感
的來源。

內地向香港學習，學得最好的就是土地國有前
提下的土地出讓制度，不斷上漲的地價讓房價
飛，壹線城市房價和香港的差距越來越小。“逃
離北上廣”成爲熱詞，過去京滬穗深是年輕人
淘金的熱土，而現在大量“蟻族”的蝸居卻讓
這個夢想只是“看上去很美”。政府財政收入

增長遠遠快于 GDP 的增長，民衆從經濟發展大
蛋糕中能分到的部分越來越少，政府體制重新
煥發出它對青年的吸引力。創業是政府鼓勵的，
但是卻面臨著許多意想不到的瓶頸，許多人有
想起了潘曉在三十年前的提問：“人生的路啊，
爲何越走越窄？”

    剛剛開始興起的內地中産階層，在飛漲的房
價面前日益脆弱。人們最擔心的，就是社會階
層可能出現的斷裂。羸弱的社保，高昂的生活
成本和子女教育費用，正在侵蝕二三十歲面臨
成家立業的年輕人。理想正在現實的重壓下褪
色，沈重的生活壓力已經快讓他們喘不過氣來。
“過勞死”案例越來越多，青春變成壹場命運
的賭博。

壹次我和壹個香港朋友聊天，提到香港的高房
價。她似乎已經習慣了那樣的生活。她說，我
們可以不買樓，但是可以把掙到的錢用來到處
旅遊啊，消費啊。然而對于內地人而言，房奴
是壹個揮之不去的夢魇。有專家說：“丈母娘

給房市帶來了剛性需求”，雖然這話被人戲谑，
但是也反映出內地物質主義的傾向。

根據壹項調查顯示，香港社會物質主義程度相
當高。相對于台灣人，香港人對社會發展尤其
是弱勢群體的社會運動關心程度較低，而對物
質層面的指標極爲在意。這既是香港快節奏生
活帶來的無奈，也是香港公民社會參與程度低
的壹個結果。內地比之香港，在社會發展方面
短板更多。壹方面是內地相對高壓的社會管理，
使得公民社會步履蹒跚；另壹方面是長期政治
運動和經濟潮湧帶來的文化斷裂，讓內地人陷
入較爲嚴重的信仰虛無。物質主義在香港的表
現如果說是生活的壓力，而在內地的表現則成
了爲了賺錢可以不擇手段。內地社會不斷出現
各種有毒食品，知識界有人驚呼，這已經是個
“互害社會”了。

在這個價值標准確實，價值判斷徹底讓位于利
益判斷的時候，內地人對于是非的漠視令人扼
腕。人們對于個人利害的過分看重，讓社會發
展的動力和危機同樣凸顯。創富成爲經濟成長
的關鍵動力，而任何的社會問題都可能發酵並
且引發社會危機。缺乏制度支撐的內地，正遊
走在發展和動蕩的邊緣，因而內地普遍存在壹
種安全感的缺失。

貧富差距是內地和香港面臨的共同問題，高房
價是內地和香港存在的共同現象，民主缺失是
內地和香港弱勢群體表達的共同瓶頸。今天決
定兩地中國人幸福感的因素有許多相似，而兩
地青年面臨的問題卻各有不同。

香港已經是個成熟的都會，在這裏人們生活在
秩序和規律之下。而內地則處在劇變的時代，
適應時代飛速變幻成爲青年不得不面對的問
題。

說到幸福這一個詞，有些人會覺得很遙遠，有
些人卻會覺得自己已經身在福中，到底，如何
才是幸福呢？對小孩子來說，他餓得很，你給
他一顆糖果，他已感覺很幸福；對一個普通的
年青人來說，他可能就覺得找一份好工，有一
間屬於自己的房子，有一個完整的家庭，那就
是幸福；而有些理想遠大的人的幸福就在於努
力奮鬥去達到理想正如民主追求者。

近日民主這個詞不斷冒起，讓我不期然地想起
「請投我一票」這一部半舊不新，由小孩子擔
任主角的紀錄片。

看完這部片真的是使我笑中有淚，笑是片中主
角們的滑稽、無知，哭的卻是它表現出了人性
醜惡的一面，即使有天使的面孔，一旦牽扯到
利益，即使是小孩子也難免會使壞。這部片還
有一處好，就是它真實，它是一部紀錄片，完
完整整地把人性記載下來。

它的故事其實挺簡單，在一間小學的三年級，
一向都由老師指派的班長一職今年因為老師希
望介紹民主這概念而改為選舉了，其中的三位
後選人分別是母親任職在學校，性格比較沉默
害羞的許曉菲、父親為輕軌警察，平素好用暴
力的羅雷及父母計策甚多的成成。他們的父母
為了讓孩子當上班長各出奇謀，為孩子出謀劃
策，終於使整個選舉充滿了賄賂、中傷、謊言
等等不道德行為，偏偏這套紀念片中紀錄的卻
又是一群小孩子，他們的手段何其稚嫩，觀者
無不能一眼看穿，卻又會心一笑，再嘆一句「人
性吶！」

引人注意的是這紀錄片開始時問小女孩 ,「你
知道甚麼是民主嗎？」小女孩一臉無知地說﹕
「吓……我不知道，甚麼意思啊？」小學生本
來不知道甚麼是民主，但老師要教學生甚麼是
民主就讓他們親身體驗了一下，可是這個民主
體驗感覺就像是菲律賓的選舉一樣，(转 P.4)

從《請投我一票》看民主幸福
文/A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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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莊啦！
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開始正式招收第四十一屆幹事會成員！

如果，你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有興趣；
如果，你想給自己動力主動認識中國；
如果，你想結識一班關注中國、思考社會的朋友；
如果，你想施展自己的組織、交際能力；
如果，你想營運一個社團鍛煉管理、規劃能力；
如果，你願思考我輩青年的責任，對未來有一份熱情；

那麼，我們誠摯歡迎你加入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幹事會。
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已有 40 年歷史，是本港大專界第一個
關心國事，討論國事為主旨的學生組織，在這有一群有理想，有
熱情的同學一起以成熟，理性的態度去關心國家民族前途。
我們認為，上莊是幫助自己成長的機會，是高效率去學習去行動
的動力，而不應該是單純追求harsh而浪費時間無所收獲的地方。

在國事我們可以————
舉辦時事沙龍 /講座，批判思考，和專家嘉賓共商國事；
編撰刊物《國風》，以文會友，碰撞思維火花；
組織交流團 &Study Tour, 天南海北，親身讀懂中國；
還有，夫子廟會，亞洲週刊徵文大賽，香港電臺文化之旅………..

加入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幹事會，因為我們有一份對國家的
責任；
加入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幹事會，因為我們有一種對民族命
運的思考！！！

國事，你我關事！

如果你認同國事學會的宗旨以及我們幹事會的行動理念，請回復
你的姓名與聯絡電話至 hkusucss@gmail.com，註明報名參加來屆
國事學會幹事會。我們將會盡快與你取得聯繫。

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

一個人的旅行
        ——從“非誠勿擾”看現代人的感情幸福

文 / 莫然

沒有人一起分享，再美的風景也
只是一片荒涼。

看完“非誠勿擾”之後，讓我印
象最深的是葛優（秦奮）說過的
“相親其實是一件挺不靠譜的事
情，歪瓜裂棗的咱看不上，但凡
長得有模有樣看得順眼的要不就
是性冷淡要不就是心懷鬼胎，心
理健康歷史清白的姑娘都哪去
了，我怎麼一個都碰不上”。劇中，
海龜秦奮如同現在社會的許多人
一樣走上了網上徵婚的道路，一
路上笑話不斷，不是重遇 gay 友，
就是遇到推銷客，秦奮有些許失
望直至遇到了清冷女子梁笑笑。
可惜梁笑笑已經愛的是一個有婦
之夫，迫於家人壓力，笑笑和秦
奮見了面，不打算再見的兩個人
盡情分享了彼此生命中的秘密。
然而不久，想要擺脫感情束縛的
笑笑找到了秦奮，說要嫁給他，
但想和秦奮一起去北海道旅遊，
因為北海道是自己感情開始的地
方。於是，兩人到了北海道，受
到秦奮好友烏桑的熱情款待。秦
奮始終覺得自己得不到笑笑的
心，然而沒有想到的是笑笑迫於
內心太大的壓力選擇了投海想要
自盡，最終卻被救起，兩人終成
眷屬。

這是一個很有味道的故事，因為
它表面上是個愛情故事，卻透露

出了現代人的價值和情感觀，
反映了現代人努力爭取情感幸
福而不得或者很難得的無奈。
隨 著 整 個 社 會 發 展 腳 步 的 加
快，“非誠勿擾”揭示出中國
社會由剩男剩女現象增多引發
的相親現象給人的生活帶來的
影響，秦奮就是這樣的典型，
他 用 自 己 的 大 部 份 時 間 去 相
親，遇到的是各種各樣奇奇怪
怪的女人，幾經顛簸后才真正
遇到了自己喜歡的女人笑笑。
在這樣一個所謂的“后相親時
代”，隨著男女平均結婚年齡
的推遲剩男剩女的增多，相親
這樣快捷高效的談戀愛結婚方
式被人們所津津樂道，幸福也
就成爲了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
代名詞。有人說，相親就好像
是 一 個 拿 放 大 鏡 找 缺 點 的 過
程，在相親前，猜想著對方的
優缺點，見面后，每個人心裡
都有把秤，一條一條地對比，
這邊加點這邊減點，平衡就好。
我們身邊就有許許多多這樣的
人，在一次又一次的相親中，
遇到各式各樣不靠譜的人，爲
了尋找而尋找，爲了填充內心
的感情空虛接受勉強的需要時
間去適應的幸福，感情幸福的
質量真正到哪裡去了？

就 像 才 見 面 的 笑 笑 和 秦 奮 一
樣，一個冷若冰霜，一個油嘴

滑舌。反正作不了戀人，就作
酒友吧。其實不靠譜的外表下，
隱藏的是兩顆真真實實的心。

沒有人可以完完整整地解釋情
感幸福，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
感情幸福依賴於人與人之間良
好的溝通。在異鄉的小教堂里，
只有面對聽不懂自己說話的老
教父，秦奮才敢開口講出自己
許多年以來的煩惱，怨恨，秘密，
如同洪水一樣，一發不可收拾。
同樣，在秦奮才遇到笑笑不久
后，兩個酒友就馬上願意交換
自己內心的秘密。現代的人們，
心裡藏著無數的故事和秘密，
卻從來找不到人分享，我們厭

倦談心，厭倦瞭解，厭倦磨合，只
想用一種快捷高效的方式迅速找到
自己的另一半。於是沒有了真正地
幸福，黨幸福成為一個代名詞的時
候，我們就好像電影中的烏桑一樣，
哼著哼著聽不懂的日本小曲，竟然
失聲痛哭。

當社會發展的節奏不斷加快時，我
們呼吁要得到真正高品質的幸福生
活。“非誠勿擾”講的不僅僅是一
個愛情故事，分明就是唱出了漂泊
于高速文明社會中的我們尋知己尋
愛人的無奈心聲。風景再美又能怎
麼樣，我們還是在進行一個人的旅
行，因為沒人一起分擔，風景也只
能是一片荒涼。

( 上接 P.3) 除了名目是一樣以外，民主的精神都好像不見了。其實民主
不能抽空來談，更不能只行民主而不行其他配套，因為民主本來就是希
望做成一個平衡各方的利益的一個體制，讓不同團體能夠表達自己的聲
音，維護自己的權益，當每個團體都在積極爭取自己的利益，沒有一定
的規範絕對是會失衡，亦會失去民主的原意。

那這和幸福的關係在那裡呢？

這一部片無處不充滿童真，童年彷彿是人的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時光，無
憂無慮，每一次都是隨性而行，本是應沒有甚麼機心的，但是當生活之
中加了一點染料 --- 利益，整個生活都變了，而單純的幸福亦飛走了，
原意是要大家公平競爭，公平參與的民主選舉，最終都因沒有有效的管
理制度及各人的私心而失效。

若 說 有 人 的 幸 福 在 於 追 求 自 己 的 理 想， 那 樣 的 話 努 力 在
國內追求民主是他的幸福所在，可是，若時機未成
熟，各種配套仍未齊全，而全民的民主意識尚未發
展起來，那只有形式的民主又那來幸福呢？到那時，
可能只會讓有資源的人在背後操縱選舉，豈不是得
不償失？
民主的確是今天全世界都應該其同追求的普世價
值，但是到底國家甚麼時候要走那一步，卻是需要
認真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