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毓民昨晨如常出席立法會會議，並在審議撥款條

例草案時發言拉布。在無聲無息下，他突然在社

交網站上載分別給予執委會主席劉嘉鴻、「人民力量」

立法會黨團召集人兼「民主倒梁力量」召集人陳偉業的

3封公開信，宣布退出「人力」。陳偉業在立法會回應

稱，自己對此感到愕然，指對方並沒有與該黨商討過，

故事前並不知對方想離開「人力」。

大 認禍源是「人事矛盾」

被問及是否受到「外來壓力」時，陳偉業稱，「幾多

外來壓力都經歷過」，並相信黃毓民是次退黨，是因為

「人事矛盾」，「我自己感覺，（黃毓民退黨的原因）是

人與人之間問題，很多恩怨情仇」，又稱「中國人搞政

治離不開朋黨」，並指黃毓民離開令抗爭力量少了個旗

手，將嚴重打擊香港的「抗爭力量」。

劉嗡：不排除現退黨潮

黃毓民是次退黨，其支持者均統一口徑，聲稱是因為

劉嘉鴻早前撰文，指「人力」可以接受「真普選聯盟」

提出特首選舉的初步建議符合普選原則，尤其是「真普

聯」提出了設立提名委員會的建議，有違「人力」所謂

「一人一票直接選特首」的原則，遂令黃決定退黨。

劉嘉鴻亦稱，他相信事件與他早前撰文令黃毓民誤會

有關，又稱自己正設法挽留黃毓民，但至今仍未能聯絡

到對方，又相信事件會對「人民力量」有一定影響，不

排除會出現退黨潮，例如執委會成員周峻翹昨日就發信

要退出「人民力量」執委會。

不過，全日保持沉默的黃，晚上在網台節目中就引用

《朋黨論》，稱有人「勾結外人打自己人」，故退黨「成

全人 」。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指出，

「激進民主派」一直無法解決分裂問題，社民連及「人

民力量」仍未組織化及制度化，未來發展有隱憂，又稱

「真普聯」最初希望凝聚反對派，似乎只是一廂情願，

未來倘妥協並接受較實際方案，將被激進派抨擊。

「蕭營」當眾辱黃 大 投「金主」

但據悉，黃毓民出走主因是與蕭若元的不和有關。兩

人在去年立法會選舉前夕，各自「 身力撐」自己的親

信參選，觸發了不少明爭暗鬥。今年3月，蕭若元宣布

結束被視為「人力官網」的「香港人網」，更稱與黃毓

民「再見不是朋友」，而在「人力」的「蕭營」就和

「黃營」展開明爭暗鬥。

據了解，在一次「人力」執委會會議上，有「蕭營」

中人叫黃毓民「食屎」，其後黃毓民的「忠實支持者」

任永強，趁「蕭營」大將劉嘉鴻到東區法院正門外聲援

被判非法集會罪成的黃毓民及陳偉業時，向劉嘉鴻追問

有關執委會內有人叫「黃毓民食屎」一事，劉即召人驅

逐任，陳偉業更一度與任發生爭拗，不但扯脫其上衣，

更指稱任是「愛護香港力量」成員。

事件曝光後，陳偉業辯稱當時是「不認得對方」而出

現誤會，但任即在其社交網站發表聲明，指自己於2010

年曾在葵青區協助陳偉業開街站，2011年代表「人力」

參選區議會油尖旺櫻桃選區，2012年為黃毓民助選，反

駁陳偉業的言論，嘲陳偉業是為劉嘉鴻「保駕護航」。

是次黃毓民突然退黨，不排除是因為感到陳偉業亦投入

「蕭營」，自己在黨內勢孤力弱，於是寧願再「另起爐

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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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衝擊特首一事至今仍餘

波未了，但事件顯然並非如表

面般簡單。輿論都忽略了一個

背景，就是特首當天出席的是

一個什麼活動？當日其實是明

愛為慶祝成立60周年所舉辦的

國際會議，會議邀請到不少社

福界、宗教界的嘉賓出席，當中

更邀請到天主教教廷宗座「一心」

委員會主席薩拉樞機發表主題演

說，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亦有

出席，反映天主教教廷對活動的

重視，特首也出席以示支持。對

於這樣一個由社福團體舉辦的非

政治性活動，並且有大批宗教界

重量級人士出席的會議，卻成為

學聯衝擊的目標，顯然並不尋

常，至少在陳日君擔任香港教區

主教時絕不可能出現。

原因是在陳日君主理教區期

間，與反對派政客和政黨團體過

從甚密，關係極為密切，在反對

派內有極高的號召力。只要重溫

「維基解密」的文件，就可看到

陳日君與反對派金主黎智英的關

係，更不要說黎智英多年來對他

提供的巨額個人捐款。所以過去

反對派政黨團體都不會亦不敢在

教區的活動中發難，就算如當年

的社民連、「人民力量」也有所

顧忌，不會亂衝亂撞，就是不希

望令教區難堪，令陳日君無面。

然而，這次學聯卻選在教區參

與的活動中發難，當中還有天主

教教廷的重量級人物在場，學聯

的衝擊固然是針對特首而來，但

同時也令活動的主辦者和參與者

感到尷尬，薩拉樞機也肯定會問

湯漢樞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

巧合的是陳日君當日並不在現

場。因此，外界一早有聲音指這

次衝擊涉及教廷的內部矛盾，當

中涉及在「佔中」上的立場之

爭。

事實上，陳日君自退出教區領

導層後曾經沉寂過一段日子，但

早前又突然走出來頻頻發言，對

準的正是「佔領中環」行動。陳

日君多次在聚會中鼓動教眾「行

公義」，應參與「佔中」；甚至

多番批評其他反對「佔中」的牧

師；日前他又將「佔中」與「六

四」掛 ，要教眾「無論在世界

任何角落的中國人香港人，都應

替他們拿回公道」，要參與「佔

中」爭取公義云云。然而，陳日

君的立場顯然與教區不符，湯漢

樞機多次表示不支持所謂「佔中」

行動，代表了教區的立場。這顯然令陳日君

感到十分不滿。更重要的是在反對派的「宗

政媒」組合當中，宗教界向被視為動員力最

強的一環，現在陳日君主導不了教區的立

場，將令反對派「宗政媒」組合缺了一塊，

但奈何他不在其位難以改變教區立場。

於是，陳日君為了配合反對派的「佔中」

路線，近日向教區展開了奪權行動，一方面

與《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舌對反對「佔中」

的教區人員發動上綱上線的抹黑，由湯漢樞

機以至各神父牧師都不能倖免成為被攻擊的

對象，目的是在教區內製造白色恐怖；另一

方面發動學聯等激進團體針對教區行動進行

狙擊、搗亂，令教區感到難堪，藉此施加壓

力迫使教區改變反對「佔中」立場，當日學

聯的衝擊正是為了向教區施以顏色，而其他

反對派政黨都沒有參與衝擊，原因是他們都

不想公然與教區作對。由此可見，反對派發

動「佔中」已是不容有失，宗教界更是主要

拉攏的對象，陳日君自然要為主子鞍前馬後

動員教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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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來社會討論政改及「佔領中環」，大眾的取態基本

上已十分明顯，重複多遍的論述就不在此贅。筆者認

為香港人是務實理性守法的，大家應 眼於客觀現

實。不論是早前政黨抑或最近大學研究中心所做的民

意調查，都清楚顯示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不認同亦不

支持「佔領中環」。在這觀點上，反對派也只能辯說時

間可以改變形勢。

主流民意反對「佔中」

從這些民意調查的結果可得知，「佔中」這個行動

得不到大多數受訪者的認同，推而論之，這些調查大

致反映了一些事實，亦即「佔中」只代表少數人而非

社會大多數人的意願和利益，以癱瘓中環的手段去解

決「普選問題」，本身就不是香港人的意向所歸，此時

此刻，就 普選發動「佔中」明顯欠缺民意支持。

相信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清楚一點，就是香港的政制

發展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而行，

由政改五步曲，到喬曉陽提出的三個堅持、兩個前

提，都須按照基本法及有關法律程序進行。之前有人

提出中央要相信港人，決不會選出對抗中央的人當特

首，但筆者認為中央和大多數香港人都明白，假如普

選不設門檻或門檻過低，都是不切實際並只會對港不

利。關鍵在於，中央有權力亦有充足理由確保特首候

選人符合條件，這是客觀政治現實。

另一方面，雖然民調結果顯示支持「佔中」的只佔

受訪者的約百分之二十，但是我們也不應輕視這少數

人的效應。即使只有三兩萬人被煽動走到中環，也足

以造成中環秩序混亂。雖然行動發起人聲稱以和平手

法「佔中」，但他們可否保證行動會以和平終結？為了

部分人的不滿及政治目的，我們應否把整體利益孤注

一擲，把我們的經濟及金融命脈置於危牆之下？

各界應全力阻止違法「佔中」

我認同香港市民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下應多關心社會

時事。不論是政制抑或經濟發展，均應多參與，為香

港的前程出謀獻策。至於對社會的不滿，合法合理的

話如何表達也可以，從中更可體現我們香港社會尊崇

民主自由、包容的特質。香港市民的言論、結社自由

受基本法保護，市民擁有各種的公民政冶權利，從民

間到政府有很多渠道讓市民表達想法或不滿。即使部

分人士對普選安排有

意見，我也不認同有

必要甚至有需要以違

法的手段，去表達這

些意見。

筆者最近在海外就

聽到不少朋友提出的

疑惑，他們大惑不解為何一位法律界的教授會提議市

民包括年輕人去做違法行為，正如難以想像一位醫生

會去鼓勵病人嘗毒。說到底，香港人尊崇法治精神，

違法的抗爭是不會得到社會的接納和容忍。有見及

此，政府有責任保障社會大眾的整體利益，故須放膽

果斷依法辦事、施政，不應讓違法甚至涉及暴力的行

為在香港成為慣例。更令我們擔心的是，會有年輕人

因為這些「出位」行為，而影響自己的前途。

縱觀而言，「佔領中環」得不到社會的普遍認同，

卻會為公眾帶來不便、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甚至最終

引致無人想看到的悲劇收場，實非香港之福。如此不

得民心，有違市民福祉的提議，我們必須在發起人付

諸實行之前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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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損害法治有違市民福祉 必須制止
藍鴻震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 國際專業管理學會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與社民連分裂後創立「人民力量」僅數年的立法會議員黃毓

民，昨晨突然在社交網站上張貼3封公開信，在沒有解釋原因下宣布即日退黨。據悉，黃毓民早

前與「人力」的「金主」蕭若元因各推心腹參與立法會選舉、相持不下而決裂，一直不和，而由

「蕭營」大將劉嘉鴻（劉嗡）主導的「人力」執委會上，早前更有人公然叫黃毓民「食屎」，黃毓

民遂借機以劉嘉鴻接受「真普選聯盟」提出的建議，有違「人力」原則為由，已「預告」會考慮

退出「人力」，直至近期其同黨陳偉業(大 )為劉護航並怒斥其支持者，終令黃毓民決定退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現時部分區議會議員
數目偏低，其中以灣仔區為最少，僅有11位民選區議
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於政制事務委員
會上指出，對於不同區議會的幅員差異大和整合的問
題，局方收到意見多指灣仔區議員數目較少，其中有建
議將東區數個區議員選區劃給灣仔區，亦有建議灣仔和
中西區合併，他對這些建議持開放態度。不過，有關撥
區建議涉及改變18個行政區劃界，另涉及附屬法例修
訂，需要從長計議，亦要公開諮詢。但他亦指，有關問
題不是此次區議會議席數目檢討的工作範圍。

政府早前向立法會建議新一屆區議會的總民選議席應
增至431席，較今屆增加19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
日討論第五屆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檢討，譚志源於會上
透露，當局目標是在本立法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附屬

法例，落實增加民選議席的建議。

劉慧卿辱區議員「通渠佬」

多位反對派議員質疑現時區議員的認受性不足，資源
缺乏，每位區議員代表的人口基礎太低。公民黨議員湯
家驊指，不知道17,000人的人口比例數目是哪裡出來
的，即每個區議員只代表6,000選民至7,000選民，而每
次選舉只是有2,000選民至3,000選民投票，質疑區議員
認受性低，難以服眾。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亦指，區議員
代表性弱，只有1萬多人口，眼界只是「門口的渠通或
塞」，無法幫助本港發展，她要求政府應研究是否可以
合併一些區，以及有多些權責。

譚志源回應指，以往多年都用每個區議員代表17,000
人的人口比例，原因之一為區議員是時間密集和要很用

心機與選民作比較多接觸的工作，若擴大選民數量，其
工作量和質素都會有所影響，而過往的比例，起碼可讓
區議員估量到服務的市民數量，和確保服務質素。

譚志源：關注灣仔區議員太少

對於多位議員關注部分區議會的民選區議員數目較少
的問題，譚志源表示，此次檢討修訂工作，不會對選舉
制度作修改，包括將一些小區合併為大區，以及改為比
例代表制等根本性改變，都不是此次修改的工作。不過
他稱當局對如何處理不同區議會整合的問題持開放態
度，「我收到意見主要是灣仔區太少區議員的問題」，

「我對這些建議是持開放態度，但要謹慎、小心處理，
下一步需要先進行公開諮詢，包括聽區議會意見，和各
界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逢星期二早上召開的
行政會議例會今日會取消會議，行政會議秘書處解釋，
因為沒有議程安排，並在上周二的會議上徵得議員同意
後取消。反對派質疑取消會議，與行會成員張震遠經營
的香港商品交易所因營運資金未符法例要求而自願向證
監會交還牌照一事有關。行會成員葉劉淑儀和李慧 均
指，會議暫停一次相信與張震遠事件無關，估計是開會
文件未準備好。

行會無議程要暫停

行政會議秘書處發言人昨日指出，今日會議則因沒有
議程而暫停一次會議，並強調今屆政府非常重視行政會
議的工作，行政會議一向迅速及認真處理各政策局提交

的議程，並詳細討論。因此行政會議每星期開會時間往
往較長，會議更多次延續至下午，而且去年的暑假休會
安排，亦從過往的約兩個月縮短至兩個星期。據了解，
今次是梁振英任內第一次行會在非休假日暫停會議，以
往行會亦曾在非休假日暫停會議，但未有公布原因。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聲言感到「震驚」，又稱現
時不少事件等 處理，包括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涉濫用酬
酢開支事件：「香港市民希望有很多事情，行會是會即
時去處理，我不相信竟然行會會覺得沒有事需要處理。
香港是否真的好得那麼厲害？」工業界（第二）議員林
大輝則對行會取消開會做法感到「憤怒」，指本港有不
少問題有待解決，不能接受無特別議程就不開會。

多名行會成員則直言，暫停會議並無問題。行會成

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在周末前收到不用開會

的通知，不開會並不代表社會沒有問題，只是政策局未

預備好文件，亦與張震遠擔任主席的商交所交還營運牌

照的事件無關，認為毋須過分揣測。

葉太：民所關注不會拖延

她說：「個別民生問題，剛才我說過都是有待個別政

策局準備好文件就會提交給行會。我們剛才午膳前都仍

然有預備會議，討論接 下星期的議題」，強調市民關

心的事，行會不會拖延處理，部分成員昨日早上也出席

了預備會議，為下星期開會作準備。

李慧 ：非局限於周二開會

行會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表示，「當文件準備
好，當事情是要決定的時候，行會是不會局限於星期二
召開會議。可能是巧合，因為星期二，我們都有委員提
出要求討論的議題，但可能礙於時間上的關係，所以這
個星期二不用開會」。

行會今休會 CY任內首次
發言人：平時會議屢加長 假期大縮水

區選重劃界 政府持開放態度

「人力」又內訌分裂
黃毓民劈炮退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