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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佔中」原本即游走法律邊緣，一經發
起，組織者若對群眾稍失節制，就可能發生不可逆轉
的質變、滑入法外之淵。一句輕飄飄的「沒有人能預
料到」， 是提前撇清責任。

群眾稍失節制 滑入法外之淵
當前，戴耀廷等發起人四處號召市民響應「佔中」

行動，以向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施壓，但仍疏於思考
走上街頭之後的秩序糾察、退場方案等關鍵問題。其
不負責任若此，輿論與市民理應詳加檢視其言行，避
免不可知的群眾運動衝擊市民人身權益、本港法治基

礎。
戴耀廷意圖以「佔中」這一大殺傷力武器來佔領道

德高地、推行他理想中的行政長官普選。「佔中」陳
義頗高，但各界也注意到，運動的進行須以參與者服
從高標準的群眾運動規範為前提。

為此，時事評論員練乙錚去年9月曾建議「佔中」參
與者「自綁」；戴回應稱會考慮該建議，以顯示參加
者自我約束、抗拒暴力的信念；但社運人士中對此頗
有非議，如陶君行就直言，要研究有關建議的目標及
可行性，並須探討參加者意願，「可能有參加者不想
被綁住」。

現實是，但凡「佔中」發起並能匯聚一定數量規模
的市民，其中成員或平和或激進或文明或暴躁，若缺
乏周全、嚴格的行動規範及眾人共同遵循，則公民運
動不免誘發暴力。試問，激情對抗的氛圍之下，發起
人之中，誰自信有群眾魅力足以引導集體的盲動？

自發出倡議以來，一干發起人煞有介事地關注、前
往周邊動盪地區汲取群眾運動經驗，但觀摩學習與掌
握運用實在是兩件事，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

發起者往往難控制佔領行動
近年來，誕生自烏克蘭橙色革命和格魯吉亞玫瑰革

命的混亂製造機制，在北非、中東、中亞多國迅速演
化。通過佔領廣場表達反對立場的形式，往往伴隨全
球媒體的關注，確實爆發出極大的力量，但也超出發
起者的控制或初衷。

戴耀廷等人或許精算了顏色革命造成多國政權顛覆
的革命榮光，不知是否對支持者、同情者講明「佔
中」一經發起，每個參與者所面臨的不可測以及他
人、香港社會可能付出的犧牲？

一旦運動曠日持久，參與者陷入疲憊、進退維谷的
狀態，不希望通過和平途徑解決問題或尋求外國勢力
干預的人或將訴諸暴力，則衝突的性質將一夕改變。
這樣的場景已在多地上演，應將這樣不可測事態納入
思考範圍。

戴耀廷說「佔中」對他是一個宗教活動，不算政治
活動。但不論持何種意識形態，觀察者恐怕都不能否
認，這項充滿不確定性的運動更像是意圖一舉成功的
政治革命，而不是尋求逐步完善的民主革新。以缺乏
理性的道德熱情帶領眾人，戴耀廷的理想應為更多市
民所思考、檢討。 （小題為編者所加）

石新平

「佔中」發起者不需擔負約束暴力之責？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戴耀廷近來極力推銷其「佔中雖犯法，

但過程非暴力」的主張。不過，他一直沒能回答自己在3月18日《回應張德江》一文提出

的問題，即最後抗命行動會否導致香港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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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視牌照再諮詢 無綫亞視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通訊事務管理局對香港電視網絡

申請免費電視牌照展開6星期公眾諮詢，香港電視對此表示歡迎，
期望政府及當局盡快處理。無綫認為，市場仍未有空間容納更多
免費電視台。亞視則表示，反對增發任何免費電視牌照的立場不
變。
通訊局昨日刊登公告，列出香港電視提交的計劃。根據公告，

港視計劃營運3條頻道，廣東話頻道以高清廣播，播放自製劇集、
時事新聞節目、綜藝節目、電影等；英語頻道專門播放外購節
目，兩條頻道每天播放18小時。另有一條24小時新聞頻道。
港視表示，會採用香港寬頻光纖，透過大廈公共天線把訊號傳

入屋，市民用數碼電視或機頂盒便可觀看。獲發牌後9個月內，港
視會啟播廣東話頻道，另外兩條頻道會在兩年內啟播。啟播一年
內，訊號至少覆蓋九成（約220萬住戶），6年內覆蓋全港。

料營運首6年經費逾34億
港視預計，營運首6年的節目、資本及營運開支所需經費合共
超過34億元，當中24億元用於節目開支；4.4億元用於資本開
支；6億元用於營運開支。
港視又指，對通訊局就港視再次申請本地免費電視牌照進行諮

詢表示歡迎，期望政府及當局盡快處理，重申會致力為香港市民
提供更多高質素的娛樂選擇，培育新一代創意工業人才。
不過，無綫電視回應指，市場情況沒有大改變，電視行業無論

收費或是免費，都越來越難做，仍未能容納更多經營者，認為當
局應維持去年決定。亞視則表示，反對增發任何免費電視牌照的
立場不變。

市民可於下月17日前提意見
通訊局於4月11日收到香港電視申請，局方向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作出建議前，根據《廣播條例》和既定程序，徵詢公眾意
見。公眾人士可在下月17日或以前，把意見交給通訊局。

東瀛遊17日起復辦泰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保安局對泰國發出的紅色外遊警示

仍然生效，本港旅行社暫停泰國旅行團，直至本月16日。東瀛遊
昨日公布，於本月17日起恢復組團到泰國，包括布吉、芭堤雅、
曼谷、華欣、清邁及清萊。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得悉
個別旅行社有意恢復出團泰國，但為確保旅客安全，往泰國旅行
團須向議會報告每日行程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網站資料，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大
使昨日在公署會見香港模擬聯合國協會和香港青
年協會代表。吳大使簡介聯合國宗旨和使命，分
享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促進全球經濟
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

賀聯合國模擬賽取佳績
吳大使希望港青更多關注聯合國和國際事務，

為聯合國經濟社會發展事務獻策。他祝賀模聯、
青協代表隊不久前在全國高校模擬聯合國大會中
取得佳績，鼓勵同學不斷拓展國際視野，提升綜
合素質，更多關心國際發展事業，承擔青年社會
責任，爭做世界公民。
近日，駐港公署舉行外國駐港媒體吹風會，介

紹中國新一屆政府外交新理念和新實踐。《紐約
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CNN、彭博新聞
社、《時代》雜誌、《金融時報》、路透社、法
新社、共同社、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海峽時
報》、《聯合早報》等10餘家外國駐港媒體負責
人參加。

姜瑜梳理祖國外交新理念
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姜瑜以中國道路及和平發

展、亞洲新安全觀、睦鄰周邊、大國互動、發展
中國家團結合作以及多邊外交為主線，全面梳理
中國新一屆政府外交新理念、新倡議和新舉措，
介紹年內即將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二十

國集團領導人會議、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重要
外交議程。
姜副特派員又闡述中央政府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的原則立

場。隨後，她跟與會媒體互動交流，回答媒體關於中國周邊
形勢、中美關係、南海等問題。

95%社福機構讚電子數據方便
香港文匯報訊（實

習記者 李慧妍）社
交媒體迅速發展，改
變時下人際交流模
式。電話功能遞減，
社交軟件使用率趨
增，本港社福機構提

供服務模式亦受影響。有數據運用意見
調查顯示，近95%社福機構表示電子數
據「方便存取」及「容易搜尋」；90%

表示會把電子數據「儲存於機構內部的
伺服器」。
微 軟 香 港 區 （Microsoft Hong

Kong）總經理鄒作基（小圖，李慧妍
攝）認為，微軟可因應本港社福機構
轉變和需要，提供適切支援。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蔡海偉表示，社福
界對數據運用認識不足，未來將加強
資訊科技應用於社會服務中，透過資
料收集及數據管理，協助機構為社區

服務提高質素。他舉例指，現時老年
人口增加，若社福機構能系統搜集
「平安鐘」使用率，分析按鐘頻率高
低涉及的其他問題，如是否與天氣因
素有關，即可作提前採取預防措施。

搜集大數據 防青年自殺
早前港大研究數據顯示，2010年至

2012年間，青少年自殺率上升19%，
部分青年會先在社交網站留下「遺
言」。香港青年協會資訊科技總監魏
遠強表示，政府公開數據前，協會只
能靠社工在網上直接搜集資料，如查

看同學個人網站才知道「遺言」。由
於數據搜集過程繁複，往往難以及時
幫助有困難的青少年。他又指，現時
使用微軟的雲端服務及大數據，方便
分析數據涉及的其他問題。

微軟支援投資總額1.8億
NGO Day至今已舉辦十年，共吸

引超過1,700位人士參與。微軟公司
（Microsoft）對社福機構提供的社福
支援投資總額達1.8億元，包括捐贈價
值1.09億港元的軟件予434間社福機
構，50萬人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實
習記者 趙虹）象牙一向被譽為「白色
黃金」，在市場上價值不菲，不少人
對其製品趨之若鶩，但同時助長非法
獵殺大象行為。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

珮帆，昨日聯同多個環團及50多位小
學生，向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贈送由小
學生繪畫的大象畫及遞交請願信，促
請政府盡快立法完全禁止香港進行象
牙貿易。黃錦星表示，政府正研究考

慮公開象牙許可證持有人名單，以回
應公眾對象牙問題的關注。

贈黃錦星大象畫 交請願信
葛珮帆昨日聯同海峰環保教育基

金、野生動物危機（Wildlife Risk）及
50多位馬鞍山靈糧小學學生，向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贈送由小學生繪畫的大
象畫及遞交請願信，呼籲政府「保護
瀕危大象」及停止象牙貿易。
政府履行《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

易公約》，於1990年開始禁止象牙
國際貿易。但禁貿生效前，合法進口
本港的象牙，經漁護署登記及領有許
可證下，仍可在本港合法買賣。海峰
環保教育基金總監郭秀雲表示，有關
政策已過時，全面禁止香港象牙貿易
才可真正保護大象免被非法獵殺，
「若不禁止象牙貿易，大象可能在
10年內絕種。過去10年，已有超過
1,000名保護大象的自願者或員工被
殺。」

研公開象牙許可證持有人名單
隨着中國對象牙的需求持續高企，

葛珮帆表示，香港屬中國窗口城市，
在打擊非法瀕危物種貿易上，起着重
要的把關角色。她認為，除了靠海關
繼續執法外，政府應研究立法禁止本
港所有象牙及製品買賣、加強公眾教
育工作，以及公開象牙許可證持有人
名單，以便全民監察。
黃錦星表示，象牙許可證持證人，

包括管有象牙作商業用途的公司及個
人，申請人於提交許可證申請時，會
收集個人資料。為回應社會公眾對象
牙問題的關注，政府會視乎對個人資
料私隱方面取得的法律意見，考慮向
公眾提供象牙許可證持有人名單。
根據數字顯示，非洲象數量由1900

年代初300萬至500萬隻，下降至目
前僅餘50萬隻，瀕臨絕種。亞洲象數
量由1900年代初10萬隻跌至5萬隻，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因而把
亞洲象列為瀕危物種。
現時香港共有3間公司於上月宣布停

售象牙製品，包括永安百貨、中藝華夏
文化生活時尚及裕華百貨有限公司。

■■葛珮帆聯同環保團體及葛珮帆聯同環保團體及5050
多位馬鞍山靈糧小學學生多位馬鞍山靈糧小學學生，，呼呼
籲全面禁止本港象牙貿易籲全面禁止本港象牙貿易。。

由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辦，香港
旅遊發展局合辦，盛事基金贊

助的香港龍舟嘉年華，昨日起一連3
天在尖東海旁舉行，活動包括建行
（亞洲）國際龍舟邀請賽、龍舟裝置
藝術展覽及生力啤酒節。旅發局主席
林建岳表示，是次嘉年華是集傳統文
化、國際特色和娛樂元素的海陸派
對。

周日「扮嘢大賽」添趣味
6月8日（星期日）將在維港上演
「HK Express 扮嘢大賽」，本地及海
外隊伍將以不同造型參加，為嘉年華
增添趣味。

建行接力展出龍舟藝術品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行長毛裕民

表示，希望嘉年華成為公眾家庭同樂
好去處。今年龍舟裝置藝術展覽，特
別請來香港展能藝術會知名藝術家廖
東梅和新晉插畫家唐詠然，設計龍舟
藝術品。連同「港．特色」龍舟設計

比賽學生得獎作品，於星光大道展
出。活動結束後，展品將搬至九龍灣
中國建設銀行繼續展出。
另一邊廂，在尖東市政局百周年紀念

花園舉行的啤酒節，邀請了來自兩岸三
地樂隊和歌手演出。公眾可盡情暢飲，
更可在「亞洲搖滾聲勢力」音樂派對狂

歡。啤酒節會場不僅有啤酒競飲大賽供
酒量過人的市民和遊客參與，又設有陸
上龍舟體驗區和互動拍攝區，讓公眾感
受在陸上划龍舟的樂趣。

生力啤：料人數較往年增10%
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品牌經理

何斯樑表示，大會宣布上年約20萬人
次參與。近日天氣與往年相若，即使下
雨也無損市民和旅客的熱情。何斯樑期
望今年參與啤酒節人數較往年有10%增
長。但最近天氣陰晴不定，若遇上紅
雨、黑雨和8號風球，大會將決定暫停
活動。

林建岳：龍舟嘉年華海陸同歡
5,000健兒激鬥 星光大道藝展 啤酒節聽歌暢飲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韓詠儀）第五屆香港龍舟嘉年

華，昨日起一連3天在尖東維

港海旁舉行。今年共有5,000

位來自10個國家及地區的健兒

參加龍舟邀請賽，競逐24項錦

標，包括本地大學生和青少年

制服團體。旅發局主席林建岳

表示，嘉年華是年度體育盛

事，能增加香港夏季對市民和

旅客的吸引力。

■吳紅波會見香港模擬聯合國協會和香港青年協會代表。

■香港龍舟嘉年華開幕禮，林建岳等主禮。 梁祖彝 攝

■健兒在龍舟比賽中爭勝。 梁祖彝 攝■遊客與啤酒節女郎合照。 韓詠儀 攝

葛珮帆夥小學生 促象牙全面禁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