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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於香港擁有悠久的歷史，於中國近代基

督教歷史上亦佔有重要的席位。除了作為一個宗教團

體，聖公會還積極參與香港社會各大小事務，也是香

港主要的辦學團體之一。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在香港

社會擁有崇高地位，這不僅是因為香港聖公會的地位

和影響力令人肅然起敬，還在於鄺保羅大主教敢於道

出香港市民的心聲，敢於對一些不公義之事激濁揚

清。

鄺保羅明確表示不贊成「佔中」

去年12月20日，鄺保羅大主教發表聖誕文告，指出

香港社會為一些議題長期廝殺，令社會分崩離析，更

將人的尊嚴踐踏殆盡。可幸大部分市民保持理性，抗

拒暴力和排擠行為，亦明白香港承受不起撕裂和惡鬥

的代價。雖然他當時沒有點出香港社會為哪些議題長

期廝殺，令社會分崩離析，但這次他明確表明不贊成

「佔領中環」。他特別提醒青年人立身處世要多思考，

不能事事只顧權利，也要願意付出、建設，「想想自

己，能夠為教會、為香港付出甚麼！」教省秘書長管

浩鳴接受查詢時說，不支持違法行為，擔心「佔領中

環」會出現流血場面，並令香港撕裂惡化。

亞非拉民主悲劇證明鄺保羅絕非虛言

鄺保羅大主教指普選非靈丹妙藥乃暮鼓晨鐘。從世

界各國的情況看，不僅在普選模式上不存在一個標準

模式，而且實現了普選的國家和地區，也不一定可因

為普選而解決社會問題和危機，弄得不好，反而會因

實現普選而加劇社會矛盾乃至分崩離析，這方面的例

子不勝枚舉。

最新的例子是埃及今日的悲劇，8月14日，埃及普選

產生的前總統莫爾西被軍方罷黜引發的政治動盪，最終

以釀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的「尼羅河慘案」 收

場，有 「城市之母」美譽的古城開羅成了屍首遍地的

「人間煉獄」。埃及的悲劇顯示，埃及實現普選兩年多一

直在空轉，經濟發展讓位於政治鬥爭，使埃及經濟幾近

崩潰，成為社會動盪之源。埃及人民不僅無緣享受「民

主紅利」，甚至連社會穩定和人身安全也成奢望。

埃及的民主悲劇並非個別例子

不少發展中國家都在照搬西方普選模式後，水土不

服，加劇政治動盪，早產的「普選」超越了這些國家

的經濟、社會發展水準，讓社會難以承載，被掩蓋的

民族、宗教等矛盾在民主化進程中集中爆發。比如教

派矛盾使伊拉克民主成了「爆炸民主」，部族矛盾使得

肯尼亞選舉多次引發仇殺。因普選導致的社會分裂，

在埃及表現為教俗矛盾，在泰國表現為城鄉對立。不

顧國情照搬西方民主不但沒有給不少發展中國家帶來

穩定與繁榮，反而激發了更多的混亂與衝突。盧旺達

的民族仇殺，安哥拉的內戰，剛果(金)的衝突，利比亞

的政變，索馬里的崩潰，蘇丹的爆炸⋯⋯動盪與戰亂

成為非洲人民揮之不去的夢魘。

西方對普選的話語壟斷帶來災難

從現實來看，西方對普選的話語壟斷，並未給發展中

國家和地區的民主政治帶來福音。無論是蘇東劇變後的

自由民主化，還是拉丁美洲引進美國的民主體制，都帶

來了一系列嚴重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即使是被譽為「民

主櫥窗」的亞洲的菲律賓，也在學習西方民主的過程

中，陷入貧富懸殊與政治腐敗的泥坑難以自拔。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將產生民主悲劇國家的社會形

態稱為「普力奪」社會（praetorian），亨廷頓對此有

一段精彩的描述：「在普力奪社會裡，不僅政治活動

家是各路好漢，用以分配官職和決定政策的方法也五

花八門。各個團體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富人行賄，

學生造反，工人罷工，民眾暴動，軍人就搞政變⋯⋯

牧師利用佈道，教師利用講台來進行政治煽動，詩

人、作家和藝術家則將他們的作品當作匕首和投槍，

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他指出，在「普力奪」社會

中，「社會力量借助

它們各自的方式直接

在政治領域裡進行爭

鬥，稱這樣的政治體

制為普力奪是恰當

的」。

香港存在典型的「普力奪」社會跡象

這些情形不僅在當下埃及社會存在，而且也在亞非

拉一些照搬西方普選模式的國家存在，甚至在面臨

2017年普選的香港社會也存在。近年香港泛政治化已

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反對派挑撥兩地同胞矛

盾，妖魔化兩地經濟融合，以泛政治化手段打殘香港

經濟，造成嚴重負面後果。例如本屆政府傳承上屆政

府推出「新界東北發展規劃」，被扣上「割地賣港」、

「富豪雙非城」、「香港被規劃」等大帽子。今年以

來，反對派打 「爭取真普選」旗號煽動「佔領中

環」，企圖癱瘓香港的經濟金融中心、商業中心，直接

打擊香港的經濟神經中樞。更令人憂慮的是，反對派

齊鬥激，曾經被視為溫和反對派的民主黨、教協和民

協，與激進反對派的公民黨、「人民力量」、社民連齊

鬥激，「各個團體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借助它們

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領域裡進行爭鬥」—這難道不

是典型的「普力奪」社會的跡象嗎？

因此，鄺保羅大主教明確表明不贊成「佔領中環」，

認為就算明年未能爭取普選，也不是「最後時刻」，又

指出本港面對的很多問題，也不是有普選便能解決，

其見解是十分正確和精闢的。

香港聖公會刊物《教聲》於最新一期刊登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的訪問，他不贊成以「佔中」

模式爭取2017年普選，又強調普選不是萬應靈丹，不能解決人口老化等民生問題。他指出，不

少人過分美化民主普選效果，認為有普選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又稱貧窮、醫療、住屋、環保等

問題，不可因為普選而一勞永逸解決，外國不少推行普選的國家，依然有大堆政治、經濟及民

生問題。鄺保羅大主教指普選非靈丹妙藥乃暮鼓晨鐘，對香港擾擾攘攘的「佔中」行動以及

2017年特首普選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鄺保羅大主教指普選非靈丹妙藥乃暮鼓晨鐘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楊志強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昨日在《蘋果

日報》撰文，宣揚「佔中」下一階段部

署，就是要以「公投」綑綁「佔中」。

他指出應該讓「香港市民透過一種程序

去選取他們認為能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

特首方案」，而方法「可能是由部分現

職議員辭職啟動補選，或是以電子投票

平台在民間進行表決。」他在文中詳細列

出議員辭職與「電子公投」的優劣，但不

論最終選取哪個方案，「公投」已是勢在

必行。而鍾庭耀早在大半年前自稱為推動

「全民公投運動」組成的「民間公投平

台」，顯然就是為了「佔中」以及普選之

役作準備。看來，這場管治權大戰一早已

經打響了，只是很多人未有察覺。

戴耀廷企圖翻炒公民黨、社民連當年的

「五區公投」，以「假公投」來綁「佔

中」，目的有二：一是為「佔中」製造虛

假民意。雖然反對派及其喉舌全力鼓吹，

但「佔中」支持度仍然疲弱，為了扭轉輿

論上的不利局面，戴耀廷使出了「連環

計」，先以「假公投」為反對派提出的方

案製造虛假民意；繼而迫使中央和特區政

府接納；假如不被接納，便以政府違背民

意為由發動「佔中」，使行動出師有名。

這個「連環計」的關鍵是「公投」結果必

須配合，否則如果大多數民意不認同反對

派方案，豈不陰溝裡翻船？而鍾庭耀主理

的「電子公投」，整個過程黑箱作業，資

金操作密室進行，外界難以監察，輕易可

操控結果，正好滿足反對派和戴耀廷的需

要。

二是用以挑戰《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

有關本港政制發展的規定。本港政制發展

必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

經過政改「五步曲」推進，當中並不包括

所謂「公投」。如果是依法辦事，尊重法

治的人，怎能脫離「五步曲」以「公投」

另搞一套？現在戴耀廷及反對派不但提出

「佔領中環」，以「核爆」香港作手段威迫

中央接納不合法的政改方案，更提出「公

投」決定政改，意圖搶奪本港政制發展的

主導權，令普選脫離法治軌道，這是公然

挑戰《基本法》的行徑，更暴露了將本港

視作獨立政治實體的居心。

「公投」與一般民意調查不同，在所有

國家或地區，「公投」都是屬於一個獨立

政治實體的憲法制度，屬於公權力的一

種。無論在普通法和大陸法中，公權力的

執行必須嚴格按照法律授權來履行，法律

無授權不可行，這個原則意味 ：一，法

律無明文規定的公權力不得行使；二，違

反立法目的和精神行使的公權力亦屬違

法。《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

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而不是完全自治，因此，本港

並沒有「剩餘權力」去制定任何「公投」制度，所謂

「公投」都是違法違憲，目無法紀的行為，就如公社兩

黨策動的「五區公投」一樣。身為憲法學者的戴耀廷

怎可能連「公投」屬於公權力都不懂？一個憲法學者

竟然提出所謂「電子公投」、「民間公投」來凌駕法

律，究竟他的法律學位是如何得來的？

戴耀廷當然不可能不知道「公投」沒有法理基礎，

但他堅持將「公投」、「佔中」與「政改」綑綁起來，

用意是效法陳水扁時期「公投綁選舉」的伎倆，意圖

以「假公投」凌駕於《基本法》與人大決定，迷惑公

眾，脅迫中央。如果拒絕就範，他們就以此為由發動

大規模政治抗爭，長期「佔領中環」，癱瘓香港管治；

如果就範，就變相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政治實體。試

想，如果現時可以「公投」決定政改，下一步就可以

「公投」來決定各項「去中國化」政策，最後就是推行

「港獨公投」，完成外國勢力奪取香港管治權的最後一

塊拼圖。這是社會各界必須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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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恐弄巧成拙何
濼
生
：
令中央失港普選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學聯與「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在7間

大學舉行「佔中」巡迴論壇，向大專生「播毒」，首場昨日在嶺南大學舉

行。「幫港出聲」召集人之一、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

在論壇上批評，「佔中」發言人不斷聲言屆時可以避免混亂，但倘出現

混亂，就會像「核電廠事故」一樣，非常嚴重，香港全體市民都要為此

付出代價，又質疑「佔中」只會「弄巧成拙」，令中央政府對香港普選問

題「更不放心」。

「佔
中」發起人陳健民昨日在論壇上
聲言，「佔中」是「和平非暴

力」，更稱自己曾到中聯辦參與早年的政
改討論，走到「佔中」一步是要解決香港
的政治困局，避免香港出現「政治懸
崖」，宣稱「佔中」並非搞革命，也非衝
擊法治的「一般犯法」，而是自我犧牲
「為公義」云云。

曾多次在公眾地方以激進手法製造混亂
的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更聲稱，他們只是
表達意見，並無威脅政權，「外地對激進
的定義，是放汽油彈、燒車呔」，自稱
「佔中」在社會上的批評聲音不多，又誣
衊「幫港出聲」是「有幾個臭錢 西裝的
愛港力」。

影響無辜市民如「濫權」

何濼生在發言時批評，公民如同公職一
樣不能濫權，全港市民既然有同等權利受
保障，同時平等自由得以最大化，是基於
香港是法治社會，不會「失驚無神有人影
響我（市民） 權」，認為「佔中」發
生，以癱瘓中環從而脅迫中央政府就範，
犯了好大禁忌，影響到其他無辜市民的日
常生活，就有如「濫權」，故自己絕不能
認同「佔領中環」行動背後的理念。

失控機會百萬分一亦危

他又批評，反對派聲言是「為公義」，

「為爭取真普選」而「佔中」，但隨時「因
小失大」，要港人付出好大代價，甚至造
成「法治滑坡」，尤其「佔中」雖不斷聲
稱會「和平非暴力」，但無論出亂子的可
能性是多麼小，「10%機會？1%機會？
我覺得都係唔值得⋯⋯好似核電廠咁，若
出事1%都好大鑊、千分一機會都好大
鑊、百萬分一機會好大鑊」，並舉例道，
有狂熱宗教主義者聲稱放炸彈是「為公
義」，早前挪威一宗開槍殺人的案件，犯
人也在庭上自稱「為公義」。

恐中央對港「更不放心」

陳健民又稱，七一遊行當日阻路，打
風更會令全港不用上班一天，故行動是
「合乎比例」的。何濼生反駁道，「佔中」
所造成的損失並非一兩天，又相信中央
政府也不希望香港出亂子，而推動政改
亦應該令中央政府安心，「佔中」隨時
會「弄巧成拙」，令中央對香港普選「更
不放心」。
會上，何濼生提出可供探討的不同特首

候選人提名方式，包括建議當選者應簽紙
誓言尊重「一國兩制」，不在內地問題上
多置喙，否則法庭有權否決其當選權；建
議「一人兩票」，在特首普選時採取既可
投票支持也可投票反對的「正負票」形
式，避免一些得票「五十五十」的候選人
當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各區近月出現多
款盜用民建聯黨徽、內容對民建聯不實指控的橫額，
民建聯大埔支部昨日到警署報案，促請警方加強巡
邏，並強烈譴責此等抹黑行為，嚴斥幕後造謠者指鹿
為馬，「有膽做，冇膽認」。警方暫將事件列作「求
警協助」處理。
民建聯大埔區議員黃容根、黃碧嬌、張國慧等，昨

日聯同10多名大埔支部成員到大埔警署，高叫「嚴打
抹黑」、「鼠輩行為」等口號，要求警方正視近日有人
藉製作橫額，試圖誣衊民建聯的卑劣所為。

社會問題竟全歸咎民建聯

黃碧嬌指出，這些抹黑民建聯的橫額不但挪用了民

建聯標誌甚至各立法會議員的頭像，內容更不盡不
實，聲稱民建聯倡議「個人遊」、「一簽多行」，否決
新來港人士審批權而造成100萬內地人無條件來港定
居，令香港「迫爆」和「淪陷」等，又將租金昂貴、
水貨客等社會問題，全部歸咎到民建聯身上。
黃容根也批評，「個人遊」政策並非由民建聯倡議

的，而是2003年經濟低迷時，特區政府得到中央支持
而落實的經濟措施，而反對派將所有社會問題歸咎於
「個人遊」上並不公道，又強調「家庭團聚是天經地
義的事」，但內地人來港定居的政策在回歸前已制
定，「當時民建聯都未成立」，質疑造謠者：「點解
唔講呢個責任，係由港英政府一手造成？」

黃碧嬌批盜用黨徽涉誹謗

黃碧嬌說，抹黑民建聯的橫額涉嫌誹謗及侵犯商
標，是公然挑戰香港法律，故到警署報案，促請警方
加強巡邏及查找造謠者，阻止事件繼續發酵和擴大。

四叔憂「佔中」可大可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

「佔中」話題沒完沒了， 地主席
李兆基（四叔）認為「可大可
小」，但就表明不怕「佔中」。
李兆基昨日出席香港科技大學

李兆基校園及李兆基商學大樓開
幕典禮後，被問及「佔中」會令

樓價下跌的說法時坦言，自己未
知屆時會如何，但就算真的出現
「佔中」，都只是「玩一兩日」，唔
會「佔一世」，故未必是「好緊
要」，他個人並不擔心，也不擔心
行動會影響集團的業務，更不會
因此而撤資。

赴論壇有分加 涉利誘「洗腦」
反對派為煽動違法「佔

中」，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學
聯及「佔中」發起人在7所大
學舉行「巡迴論壇」宣傳「佔
中」，在首站嶺南大學，論壇
單張稱，出席學生竟可獲2分

ILP（綜合學習課程）分數。
學聯及「佔中」發起人圖借巡

迴論壇到校園「播毒」，出席昨日
嶺大論壇的「佔中」發起人陳健
民，及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非
但多次發言，陳健民更在會場派
發「佔中」意向書向學生「播

毒」，煽動各人以不同形式參與
「佔中」。

他們非但在場派發「佔中」意
向書，出席是次論壇者更可獲2個
ILP分，被質疑是以ILP分利誘學
生接受「洗腦」。論壇主持、嶺南
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吳嘉茜聲
言，這次論壇「只是一般課外活
動」，「和參加游泳班及國畫學習
班沒有分別」，而陳健民在論壇上
派發「佔中」意向書，「只是陳
健民的個人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蛇
齋
餅

◆

■民建聯大埔支部成員昨到警署報案，要求警方

跟進橫額抹黑事件。 曾慶威 攝

■何濼生（中）質疑「佔中」只會「弄巧成拙」，令中央政府對香港普選

問題「更不放心」。 鄭治祖 攝

遭抹黑橫額狙擊 民記促警嚴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