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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票」之說毫無理據
鄭赤琰
依《基本法》條文顯示，中央完全依法處理政改訴求，「佔中」發起人指中央有關政改「彈
票」的說法沒有根據。立法會能否通過政改方案，「佔中」者能否達至其訴求目的，在民主原
則下，按照《基本法》
，「佔中」諸人能做的只能是發動輿論壓力爭取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
其訴求。立法會議員當選有法定民意授權，「公民抗命」只代表部分人的意見，無法超越立法
會民意，堅持「佔中」只能是反民主。然而，部分立法會議員竟認同以「佔中」繞過立法會爭
取政改自廢武功，反對派又胡謅「中央彈票」
，是非顛倒，法理錯亂，一向不聞不問政治的沉默
多數，能不過問嗎？

後才將提案向中央提呈。
在此不厭其詳地將有關選舉政改的條文列出來，會
有助各方知道「佔中」者指中央兩度「彈票」
，依《基
本法》條文顯示，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條文明確寫
出：任何政改自2007年後開始，第一關是先要在立法
會三分之二通過，最後才到中央的第三關。指立法會
在2012年設法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數立法改革，才是有
根有據的說法。

依《基本法》辦事不存在「彈票」
第一，政改是中央說了算嗎？
真正的答案，根據《基本法》的條文規定，在第六
十八條寫明：「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

既然政改兩度「彈票」責不在中央，連要向立法會
討個公道也不合民主原則。「佔中」之舉既然標明是
由此說來，「佔中」真正要施加壓力的對象是立法 中央在「彈票」，指的也就是有人在「彈票」，這不是
會議員。施壓之前，也要看甚麼樣的選舉提案，有甚 《基本法》的法治問題，而是中央的人治問題。乍聽起
麼政黨和其議員有甚麼理由反對。在民主原則下，議 來，很易惑眾，細究起來，卻會落得自我愚弄，不是
員通過選舉產生，他們對提案贊成和反對不能說他們 嗎？「佔中」一面指中央「彈票」之舉是獨裁的人治
沒有代表性，有沒有代表性，選民自會作取捨。基於 思想行為，另一面卻用「公民抗命」的手法向中央請
這民主觀點，立法會能不能通過政改方案，「佔中」 願，要中央下令立法會依時實行「佔中」提的「真普
。這一來，「佔中」不但認同了「中央獨裁」的正
諸人能做的只能是發動輿論壓力，連「公民抗命」也 選」
用不上，不是嗎？議員當選有他們法定的民意授權， 當性、合法性、有效性，同時也否定了立法會的民主
「公民抗命」頂多也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見，與選 程序，也損害了其民主的尊嚴。最不能理解的是：立
，對這種有意廢掉立法會自
舉授權出來的議員所代表的民意，不能相提並論，無 法會竟有議員支持「佔中」
論是民主原則，或是道德標準，「公民抗命」都無法 己民主獨立運作的作為，竟然也趨之若鶩。教法律專
超越立法會。否則你抗命我抗命，人人可上街抗命， 業者如此棄法治要人治，立法者如此聲援違法而不顧
全靠抗命來改變社會，用抗命來取代立法會，天下大 自己是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如此是非顛倒、法理錯
亂矣。這也就說明通過選舉去產生立法會的制度是無 亂，一向不聞不問政治的最大多數沉默港人，能不過
可非議的；反之，「公民抗命」偶而行之，無傷大 問嗎？

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
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立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和
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由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規定。」
至於行政長官的選舉制度的產生辦法，在第四十五
條也寫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
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
選產生的目標。」其具體辦法也寫明在「附件一《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
這六十八條與四十五條都說選舉辦法已寫明在「附
件一」和「附件二」，查閱這兩「附件」，都沒說到甚
麼時候開始有普選。但卻說明在2007年開始，任何有
關立法會或行政長官的選舉提案都得首先取得立法會
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之後再取得行政長官同意，最

「佔中」不遂煽罷工
周融斥搞亂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為號召沉默大多數反對「佔領中環」的「幫港出
聲」
，成立甫10多日已獲得萬多人表態支持。「幫港出聲」召集人之一的周融和
「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在昨日播出的電視節目中再度交鋒，戴宣稱會發動
、唔返學」，以逼使當局就範。周融批

評，「佔中」的真正目的是令香港陷入無政府狀態，並暗示倘「幫港出聲」未能
以「社會氣勢」逼「佔中」退一步，他們會有進一步的行動，「我們都會被逼，
在夠人的時候，也要表現出我們有一定的支持」
。

周 針》節目中舌戰連場。戴耀廷聲言，香港目
融和戴耀廷在昨日有線電視播出的《新聞刺

前的管治困局，是因為制度的問題，即使阻止了
「佔中」，也解決不了管治問題，只有改變制度才能
解決。

戴耀廷威嚇搞「第二波」

■周融（右）和戴耀廷（左）再度交鋒。

了國家，認為它不是他們想像中那麼差，或者他們
經常回內地，看到內地在進步之中，「去到一個階
段，香港人醒覺，大家會覺得不如畀機會某人去做
事」
。

周批陷港無政府狀態

周融並質疑「佔中」的背後，是黎智英、陳日君、
他又聲言，只是靠一班人出來違法「佔中」被捕， 陳方安生和李柱銘4人在後面操盤或做精神領袖，
無法改變目前的制度，唯一可以改變這個制度的是其 「一般市民都會這樣認為」
，而「佔中」的真正目的，
他人對「佔中」會如何反應，「政府唔聽我 講，就 是想香港出現無政府狀態，「『佔中』的理念，第一
發動第二波，唔返工，唔去買 ，唔返學」，令整個 波可能是一很和平的⋯⋯但第二波、第三波，可能會
。
社會明白，令政府明白，「現在的處境是，無論是派 出亂子，我對你的支持者無信心」
警察、派軍隊入城，都不會解決到個問題，必須回到
「幫港出聲」擬進一步行動
問題的根源，即普選的制度」
。
他又形容，「佔中」發起人是以香港人作賭注去脅
周融反駁道，有制度之後，最終仍然是人的問
題，而管治問題的根源是時間的問題，最少要等這 逼中央，「否則我就要把這個嬰兒斬開兩半」，又質
一代「真真正正憎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去了解 疑這樣逼中央是無作用的，「像美國第七艦隊支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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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多數豈能不過問？

公民抗命不能超越立法會民意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香港智匯」論壇上說，
中央在2007年與2012年都出現「彈票」
，因此今次「應
該先小人，後君子」，發出警號希望中央不要再「彈
票」
。
由這番說話可以看到戴教授之所以發起「佔中」，
是因為他和其他兩個發起人以及其支持者都斷定了香
港的「真普選」所以遲遲不能如他們所願，在2007年
和2012年實現，皆因中央一再「彈票」。如果其「佔
中」的唯一理據果真如他們所說，則大有商榷的餘
地。

「佔中」第二波—「唔返工、唔去買

雅，但其正當性，
非得小心處理不
可。否則，坐了牢
又當不了義士，被
社會主流唾棄，何
■鄭赤琰
苦來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社會
近年對許多問題都呈現兩極化。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昨日公布的民調結果
顯示，受訪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度有所
回升，有18.7%的受訪市民表示滿意，較上
月同類型調查上升了2.9個百分點，不滿意
者有43.4%，上升0.9個百分點。調查負責人
認為，從市民對政府表現滿意度及對政府
信任度的回應分布可見，多少反映出市民
對政府的態度趨向兩極化。

市民對政府滿意度升2.9%

是次調查於本月19日至21日進行，成功訪
問了893名市民。結果發現，行政長官梁振
英在調查期間雖曾2次落區接觸市民，但其
最新整體表現仍較上月調查下跌0.9分，為
44.8分，是其上任以來的新低。不過，梁振
英的管治班子和3位司長的表現評分均告上
升。其中，受訪者對梁振英管治班子的整體
表現評分上升了0.9分至44.5分。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的評分上升了1.2分，至56.9分；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的評分亦上升0.9分，至52.5
分；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評分也微升0.2
分，至60.7分。
調查又發現，有23.9%受訪者信任特區政
府，較上月上升3.1個百分點；不信任者有38.7%，上
升1.7個百分點，表示「普通/一半半」的則有
36.5%，下跌3.7個百分點。同時，有22.9%受訪者信
任中央政府，上升1.5個百分點，不信任者有39.3%，
上升0.5個百分點，「普通/一半半」的則有35.4%，
下跌1.9個百分點。

資料圖片

本自衛隊，日本也是中班國家的軍力，但在釣魚島問
題上，中國政府都半步不讓」，而「幫港出聲」只是
想要一個沒有動亂的民主，又反問道：「中環（倘）
發生很大的動亂，你認為是否真的很『出奇』會見到
軍人呢？」周融續說，「如果我們（
『幫港出聲』
）的
氣勢可令到『佔中』退一步，不搞，當然最好；但如
果不能，我們都被逼，在夠人（支持者）的時候，我
們也要表現出我們有一定的支持，才能令你們（『佔
中』）明白你們後面無人。」惟他指目前為時尚早，
未有透露會有哪些具體行動。
戴耀廷又聲稱，倘周融對「佔中」問題如此悲觀，
「你不如移民」
，形同要求所有與他持不同意見者都應
該「移民」。周融隨即反擊指，像自己這個年紀的香
港人都一早已有居英權，「只係唔知放 去邊。我使
咩移民？我係無興趣」，但亦明言，倘「佔中」贏
了，他肯定已經搬走了，「因為香港已經不是一個值
得住的地方」
。

「全民提名」搞局 何濼生：不能取代提委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各黨派對何 序等，「不會為簽而簽」
。
謂「真普選」的定義未有共識，「學民思潮」日前
何秀蘭則回應稱，他們第一階段會爭取由全民組
提出的「全民提名聯署約章」
，民主黨、工黨及民協 成特首提名委員會，「行政上難接受『全民聯署提
因拒簽而被批評。「幫港出聲」召集人之一、嶺南 名』以外渠道提名」
，聲言工黨有更「堅」的方案，
大學經濟系教授何濼生昨日指出，任何人都可以就 如可考慮「類政黨」提名，即有十分一立法會議員
香港未來政制發展提出自己的意見及方案，但必須 或區議員提名就可成為特首候選人，並憂慮約章的
抱 互相尊重的態度，而不應該因為理念不同就指 「全民提名」會有「排他」的問題。
責對方，但強調不能以其他方式，去完全取代提名
何濼生昨晚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出，「學民
委員會的功能。
思潮」提出「約章」是一個「絕對平等」的理念，
民主黨、民協及工黨均拒絕簽署「學民思潮」提出 但綜觀世界各地，就算是美國總統選舉，候選人也
的「全民提名聯署約章」
。「學民」在日前的記者會 不是以「全民提名」的方式產生的，即使在「真普
上，稱已因應政黨的建議修改約章內容，拒絕簽署的 聯」提出的方案，也提供了多個選擇，故「全民提
政黨是「漠視全民提名」的必要性，並對此感失望。 名」未必是一個唯一的普選方式。他續說，根據
不過，蔡耀昌同日反駁，對方在修改約章後並未通知 《基本法》，提名委員會有一定的程序，不可能以另
民主黨。
外一種方式完全取代其功能，在考慮選舉方式時，
黃之鋒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承認早前與民主黨 也要顧及中央政府的立場，「中央政府會從國家的
有溝通問題，亦無意將「約章」當作「照妖鏡」
，但 整體穩定性來考慮行政長官產生方法，不能夠選出
就稱反對派各政黨未對任何方案有共識，該「約章」 一個與中央對抗的行政長官，破壞國家安全」
。
是希望聚焦較有共識的一點，「團結」立場不同的反
林煥光：服膺民主價值 勿各走極端
對派政黨，以免政改討論「失焦」
。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林煥光昨晚在一講座
不過，出席同一節目的蔡耀昌及何秀蘭對此均不以
為然。蔡耀昌稱，民主黨贊同「全民提名」，及以 上也表示，在提出民主的應有方式時，更要重視民
「更加開放」的方法提名特首特候選人，而「真普選 主的價值，就是有足夠空間讓不同人各自活得自
聯盟」希望香港社會就不同方案多討論及作諮詢， 在，倘相信民主者，就應服膺基本的民主價值，讓
故不希望「鎖死」某一種方案，又稱作為政黨，他 人表達自己的看法，「唔係我講就係 ，你講就反
，不應各走極端。
們的決定要嚴謹，必須透過該黨代表大會表決等程 動」

林慧思並沒有接受教育當局和校方
的好意，為講粗口侮辱警察的事件劃
上句號，反而進一步對警方進行攻
擊，前日到灣仔警察總部聲援本月兩
度被警方拘捕的暴力分子招顯聰，無
中生有地指控警方「執法不公」，將
事件升級。
社會各界人士都清楚看到，林慧思並
不是普通的教師，而是激進暴力組織的
搞手和核心人物。她也不是偶然路過旺
角，一時意氣用事講了粗口。她是代表
了一股政治惡勢力，有意識地進行狙擊
警察，製造「警權過大」的政治騷，蓄
意講粗口，然後重重複複在網上播放，
要達到摧毀警察的尊嚴和公信力的目
標，為「佔領中環」這更大的暴力行動
作好鋪墊。正因為如此，校方對她作了
「口頭警告」處分，以為可以讓事情告
一段落。但是，政治勢力並不是這樣
想，他們要繼續操縱林慧思逐步升級，
繼續針對警隊，所以，政治勢力要求林
慧思不要罷休，要向校方施加壓力。林
慧思還高調宣佈，對校方給予教育當局
的報告，她將會發表評論作出回應。
招顯聰和林慧思是社民連成員，一直
追隨黃毓民，早前黃毓民、陳偉業因非
法組織遊行及衝擊警方防線，被裁定非
法集結罪成，如果這兩個親台勢力核心
人物再度犯案，就會被剝奪立法會議員
資格，所以，他們採取了隱蔽的策略。
親台勢力企圖利用香港的比例代表制，
更多地佔領香港議席，玩弄「撒豆成兵」
的詭計，昔日黃毓民的部下，立即大變
身，成立了「香港獨立運動」、「香港
本土」
、「香港人優先」
、「調理農務蘭
花系」等組織。昔日的廖化，立即獨當
一面，成為了「撒豆成兵」的新組織頭
頭。招顯聰負責「香港人優先」，林慧
思則成為了「蘭花系」的靈魂人物。幕
後人有一個鬼主意，招牌越多，將來的
經費就越多，財源滾滾。
十個沙煲三個蓋，唯有有分有合。林
慧思支援有反共背景的法輪功的時候，
大講粗口，其他的社民連成員，就為她
從不同角度拍攝新聞片，然後放到網
上。學生家長在旺角和平集會，招顯聰
就帶領暴力分子，衝擊和平集會，以暴
力製造事端，被警察拘捕。林慧思立即
和韓連山等人舉行示威，支持招顯聰。
這樣一種運作方式，叫做「連環套」、
「聯號經營」、「虛張聲勢」，講得清楚
一些，也可以叫做「塘水滾塘魚」，他
們根本就是一家人，不過故意扮作互不
認識。
招顯聰的「香港人優先」，在很多場
合舉 英國國旗和英國殖民地旗幟，
不承認是中國人，其實這不過是一種
徐
把戲，他們背後的「波士」根本就是
台灣分裂勢力，代表去中國化的路
庶
線，代表所謂「本土派」的分裂主義
路線。這股勢力，擔心這種行為會影
響選舉時得票，所以扮鬼扮馬，7月1
日，「香港人優先」包圍了解放軍總部，公然稱解
放軍是「匪軍」。這個組織曾經組織過「光復上水」
運動，高聲呼叫「中國人滾回去」的口號。這個組
織更加糾集人馬，在尖沙咀公開辱罵內地遊客， 喝
斥大陸遊客「中國人是垃圾」
，現場記者曾經問他：
難道你不是中國人嗎？招顯聰自稱是「香港人」而
非「中國人」
。
林慧思招顯聰是死黨，也是同一個山頭上的激進主
義盟友，他們不過是幕後勢力搗亂香港的政治棋子。
這樣的人可以當教師，成為了反對派的「香港楷
模」
，這是香港下一代的悲哀。「到此為止」究竟是
一種良好願望，還是對下一代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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