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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港人抗拒反對派激進言行
58.5％憂衝突加劇 33.6％恐爆大型暴亂

是否接受部分反對政府人士越來
越激烈的言行

是否擔心香港會經常出現這種
社會衝突的情況

衝突情況在未來3年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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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本港反對派黨派的示威手法越來越

暴力、激進。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

太研究所昨日公布的民意調查發

現，有58.8%受訪者不接受反政府

人士言行越來越激烈，58.5%憂慮

未來3年衝突情況會更加嚴重，

33.6%更擔心持續下去可能會爆發

大型暴亂。調查機構指出，情況值

得社會關注。

反對派黨派的示威手法越趨暴力，令
每次所謂「和平」集會和示威，包

括特首梁振英到天水圍出席地區論壇，
以至香港家長聯會與「香港行動」在旺
角行人專用區舉行「挺警」集會，反對
派均派員「踩場」，造成混亂。反對派又
鼓吹萬人違法「佔中」，令市民普遍擔心
屆時會出現更難以收拾的場面。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昨日公布於8月19

日至21日進行的民意調查。在893位18歲
或以上的受訪市民中，58.8%不接受反對
政府人士言行越來越激烈，「一半半」
的有28.3%，接受的僅11.8%。同時，有
61%受訪者並不接受部分支持政府人士
的相同行為和情況，接受的僅11.7%，
「一半半」的則有25.7%。

57.3%擔心衝突更頻

對於部分支持政府及反對政府人士近
期出現的對罵及推撞情況，例如特首出
訪天水圍及觀塘時的衝突場面，57.3%受

訪者擔心本港將會經常出現類似的情
況，不擔心的只有20.3%，另有21.5%表
示「一半半」。
58.5%受訪者更估計，這種衝突在未來

3年將會更加嚴重，24%則預料會和現在
差不多，僅8.9%預計衝突將會緩和一
些，與回答「不知道、很難說」的8.6%
相若。

被問及會否擔心類似的衝突情況持
續，可能會引發大型社會暴亂時，
33.6%受訪者同意、37.6%不同意、
26.8%表示「一半半」。
此外，33.8%受訪者認同，大部分市民

都不支持暴力，估計衝突場面不會再升
級，但同時有30.2%認為衝突會再升級，
31.5%則認為「一半半」。

中大：值得社會關注

負責是次調查的研究人員認為，從數
據顯示，市民普遍並不接受激烈行為，
更擔憂衝突將變得頻繁和嚴重；市民雖
對衝突是否升級為更嚴重事件無一致看
法，惟有三分一人認為若情況持續將或
引發大型暴亂，值得社會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伊莎）本港近
年出現不少社會爭
議，年輕學生於不同
社會議題中扮演的角
色日見重要，大學及
中學生組織紛紛對爭
議性事件積極表達立
場。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見圖)昨日在新生
入學禮上寄語一眾大學生，在抗議、示威及
發表意見前，應先聆聽各方意見，作獨立思
考及分析，不要盲目追隨，對他人以及自己
也要以批判思考看待，及對社會有所承擔，
為他人帶來正面的轉變。
港大今年取錄超過3,500名就讀不同課程

的本科新生，並於昨日為他們舉行入學禮，
徐立之在典禮上致辭時表示，縱觀世界各地
有不同的抗議、示威，港人對各種社會議題
亦持有不同的意見，他鼓勵大學生發表意見
前，應先聆聽各方意見，作獨立思考及分
析，不要盲目追隨，並希望學生對社會有所
承擔。

鍛煉批判性思考勿偏執

他強調，港大一貫重視學術、思想和表達
自由，港大學生肩負重任，更需要鍛煉獨立
思維與批判性思考，包括對批判性對待他人
及自己，避免過於偏執，應以更開放的態度
接受新事物，才可以為他人帶來正面的轉
變。
在典禮後，徐立之被問及有關演詞是否與

近日「佔中」或其他社會議題相關時，強調
自己每年大學入學禮均會使用同一番說話，鼓勵學生作
批判思考，並非有意針對個別議題。被問及港大法律系
副教授戴耀廷發起的「佔中」行動，徐立之指不會評
論，「無論對學生還是學者，都是同一番說話，希望他
們能夠保持獨立思考」。

首輪政改諮詢 傳最遲明年初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據香港電台昨日引述消

息透露，政府最遲會於明年初啟動首輪政改諮詢，屆時
會一併處理2016年立法會選舉及2017年特首普選，但諮
詢文件中不會提出具體的方案。
港台引述消息稱，政府的首輪政改諮詢文件，不會提

到具體的方案，而是就2016年立法會選舉，及2017年特
首選舉進行開放式諮詢，例如會提出是否需要重劃立法
會地區直選的選區，及擴大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例如增
加「超級區議會」議席以取代部分傳統功能界別，或將
部分功能界別的公司票改為個人票等。
在特首選舉方面，文件會提出多方面的問題，包括未

來的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提名程序如何及候選人數是
否設上限等，其中會提及社會各界在這些問題上的不同
建議，但文件會同時表明這些建議不一定符合《基本法》
的規定，也不代表政府立場。
港台引述的消息又稱，在首輪政改諮詢結束後，特首

會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提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要修
改特首及立法會產生辦法，以啟動「政改五部曲」的第
一部，待人大常委會回應後，預計數個月至半年後，政
府會就具體方案進行第二輪諮詢。

議員批煽「佔中」亂港擾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黨派在示威集會時越來越激進、暴
力，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昨日發表的民
意調查，發現大部分受訪者越來越擔心
類似的激進行為會越演越烈。立法會各
主要黨派議員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
反對派不斷試圖「搞亂」香港，包括鼓
吹違法「佔中」等作為威脅特區政府以
至中央政府的手段，很多市民已經感到
十分不滿，更擔心類似的激進行為會影
響市民的生活，希望反對派以和平理性
的方式爭取訴求，否則「將會輸得很厲
害」。

陳鑑林：搞「佔中」脫離民意

民建聯陳鑑林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指出，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的調查結
果，反映出普羅市民的心聲：本港回歸
10多年，經濟發展已經較其他歐美地區
優勝，而大部分市民都希望社會和諧、
安定，惟反對派不斷試圖「搞亂」香
港，並以之作為威脅特區政府以至中央
政府的手段，特別是民主黨傾盡全力準
備在全港宣傳「佔中」行動，完全脫離
民意，更令很多市民感到擔心及不安，
害怕發生類似「埃及政變」式的暴力事

件。

梁君彥憂中小企對港失信心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表示，過去社會所
有重大的決定，一直都先經過協商過
程，再找出一套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
案，但現在反對派任何事都訴諸暴力，
以早前由香港家長聯會及「香港行動」
舉行的「挺警」集會，辛勤執法的警
員遭到辱罵，反對派「踩場」更只差
一線就引發大型的暴動，各中小企對
此十分擔心，如情況繼續下去，令中
小企對前景失去信心，就會減少投
資，影響本港經濟及就業，屆時社會
問題就越多，暴力事件也越多，造成
惡性循環。他強調，本港市民均希望
社會和平，所有事情大家都應該坐下

來談，「香港市民熱愛民主、自由，
但必須是理性和平的，而不是在暴力
手段下所謂的民主」。

葉太：錯估形勢「輸得緊要」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是次調查
結果反映出市民普遍對「佔中」的不
滿，稱自己在日常與市民接觸的過程
中，就有很多市民向她反映，對這種激
進的手段感到厭倦，更不滿被反對派利
用作「政治棋子」，影響他們的生活，
要求她代為發聲。葉太直言，反對派
「錯估形勢」，倘「佔中」出現重大事
故，反對派就會「輸得好緊要」。

陳健波：沉默多數要表態

保險界議員陳健波認為，是次民調結

果是一種「反彈」，反映了香港本土文
化就是和平及理性的，而近期發生了多
次激烈示威，令沉默的大多數都不得不
表態，「動口可以，絕對不能動手，就
算動口，都應該理性討論，而不是現在
的語言暴力，一出口只會人身攻擊，對
人不對事」，並希望反對派中人「知錯
能改」。
不過，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稱，他們

「就是擔心有暴力事件，才會有『愛與
和平佔中』行動，我們不是要揭竿起
義」，只要中央及特區政府拿出一個
「真正普選」的方案，大家擔心的問題
就不會出現，又稱早前採取激烈行動
者，「都是支持特區政府的市民，不是
我們的支持者⋯⋯任由形勢這樣發展下
去，才令到市民擔心」。

■有調查發現「人民力量」於政團排名中敬陪末席。圖為黃毓民、陳

偉業及陳志全於答問大會上向梁振英叫囂。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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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港反對
派近期舉行多次示威集會均以混亂收場，
據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15
個在立法會內擁有議席的主要政團中，73%
主要政團的評分均較今年6月的調查下跌，
其中表現最激進的「人民力量」，其最新滿
意度評分跌0.17分，跌幅最大，其次為公民
黨及「新民主同盟」，兩者各跌0.16分，相
信與近期政團集會不時發生衝突及對峙有
關。
香港研究協會於8月14日至21日成功訪問

1,081名18歲或以上市民，邀請他們對立法會
內擁有議席的15個香港主要政團的支持度評
分，以1分為非常不支持，3分為一般，5分
為非常支持。調查發現教協的最新評分錄得
0.08分的跌幅，為2.80分，但繼續位居榜首；
街工錄得0.11分的跌幅，得2.75分，繼續排在
第二位；民協錄得0.14分的跌幅，得2.63分，
繼續排在第三位。

訟黨「新民主同盟」跌幅大

在被評分的15個主要政團中，11個政團的
支持度錄得下跌，3個錄得上升，1個維持不
變。其中，「人民力量」錄得0.17分的最大
跌幅，得2.12分，排名下跌3級至榜末，其次
為公民黨及「新民主同盟」，各跌0.16分，反
映三者最近表現未能獲得市民的認同。

被問及對整體政團5項表現的滿意度時，
評分最高的是「監督政府」，有2.44分，較前
下跌了0.09分，其次為「反映民意」的2.23
分，跌0.10分，「議政能力」以2.21分排第
三，跌0.11分，評分最低的則為「值得信
任」，有2.11分，較前跌0.1分。

與近期集會衝突有關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昨日指出，市民對整
體政團的各項表現評分連續兩次錄得下跌，
反映市民對政團最近整體評價持續轉差，相
信與近期政團集會不時發生衝突及對峙有
關，加上所有政團的評分及各項表現的評分
皆不足3分，低於一般水平，反映政團的表
現與市民期望仍有較大差距，情況令人憂
慮。

訴諸暴力不利長遠發展

負責人表示，近年部分市民表達訴求時
訴諸暴力的手法越見頻繁，此舉勢必弱化
社會規範，不利社會長遠健康發展，故促
請各政團在審視社會各項議題時，放下政
治歧見，避免過激的政治行動，以社會長
遠利益為依歸，繼續秉持理性和平的態度
處事，為市民建立良好的民主典範，推動
更優質的民主制度發展，重建市民對各政
團的支持和信任。

■中大民意調查發現，有58.8%受訪者不接受反政府人士言行越趨激烈，上圖為反對派一系列暴力行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