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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與一些台灣朋友聊天，談到香港「七一遊行」
之後的警方清場行動，台灣朋友說：香港警方對於違
法佔道的示威者，採取周密部署，分批用人手抬走的
方法，真是非常專業、文明，而且很有效果。

警方清場行動專業文明
對比之下，台灣警方早前對衝入「行政院」示威者

的清場行動，則使用水炮噴射、警棍毆打等手段，造
成了警民對抗嚴重並有多人受傷，雖然最後都達致目
標，但兩者對比，高下立見。台灣朋友感嘆說，台灣
看來是要好好借鑒香港警察的專業做法。

我聽了很有同感，在電視上看到，香港警方面對數
以百計躺在馬路上，堵塞交通，擾亂社會和公共秩序
的違法示威者，採取的清場行動可以說是以最恰當的
手法和最低的武力，達到了制止違法行為，恢復正常
秩序的目的。
據傳媒報道，警方為確保社會治安和公眾秩序，應

對這次遊行事前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和演練。早在七一
前夕，警方就全面動員，制定了多種應對方案，在港
島區內黃竹坑警察學校設立了違法者臨時扣留中心，
還事先租用了足夠的巴士，運載清場時被拘捕的違法
人士。

在清場前，警方多次高舉警告牌，指出示威者行為
屬於違法，如果不停止，警方將採取武力予以清場。
這就是按照嚴格的執法程序，先禮而後兵。在清場過
程中，警方採取了嚴密的部署，劃定區域，鎖定目
標，從外到裡，逐一清理。所有參與的警員看來都是
受過嚴格訓練，抬人動作乾脆利落，招招到位。遇有
極少數不合作的違法者，警員則用最低武力予以制
服，令其不得不就範。整個清場行動時間雖延續了多
個小時，但總體上看，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
尤為難得的是，整個過程都開放給傳媒採訪，公開

透明，接受社會的監察。因此，警方的行動，得到了
香港社會普遍的支持和讚許，許多人士稱譽香港警察
不愧為世界一流的警隊，是專業、高效、文明的執法
者，更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良好社會秩序的守護
者。

堅決反對違法「佔中」
有鼓吹違法「佔中」的人士稱，對付區區數百示威

者，香港警方是有辦法，但如果有一萬人以上參與，
警方總共才不到四萬人，恐怕不會這麼容易了！這種

說法表面上很有道
理，但只是不切實際
的幻想而已。首先，
以香港這個崇尚法治
的社會，是否會有這
麼多人不惜留下案
底，影響正常生活工
作及前程而參與違法行動，就很值得懷疑。其次，即
使有上萬人參與，預料警方也可以採取分區清理、各
個擊破等策略，逐步恢復社會秩序。如果萬一清場過
程之中發生暴動行為，相信特區政府也會有最後的手
段來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保障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
安全。
不過，香港絕大多數的人都不希望香港出現那樣的

社會動亂，因此，我們堅決反對違法「佔中」行為，
呼籲所有的意見表達，都要在法制的軌道上進行。同
時，我們也全力支持警方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執法行
動，相信有這樣一支優良的警隊，任何違法行為都難
以得逞。

黃英豪博士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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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豪

立法會亂象已極。
今年5月行政長官梁

振英在立法會的答問大會，因「長
毛」被逐而不離場，導致會議腰斬。7
月4日，23位反對派議員又趁立法會答
問大會之際，高舉「真普選，無篩
選」的標語，並拉隊離場，向政府
「宣戰」，黃毓民又趁混亂向梁振英
投擲玻璃杯，碎片滿地，特首辦報
警，會議一度暫停。

議員豁免不包括刑事犯罪
但與上回不同的是，這次會議沒有腰
斬。23名抗議離場的反對派議員，還與
激進議員黃毓民、陳偉業、陳志全劃清
界線，譴責暴力。黃毓民的行為已經觸
犯刑律，議員不能因為違法而免責，黃
毓民知道警方找他，也已自動投案。但
他似乎不清楚議員的豁免，僅限於議會
內的發言，不包括刑事犯罪，被記者追
問時，還振振有辭，看來警方要對他進
行「公民」教育。
近幾年來，香港的反對派議員越來越
不講道理。就選舉結果而言，與埃及、
泰國的反對派並無二致。梁振英經選舉
產生、由中央任命，在1,200名選舉委
員會中，獲得689張票，佔57.4%，並
不算少，卻無端被質疑。美國選舉人團
選舉總統，在538選舉人票中，得到
270張（不到50.2%）就合法當選，不
會有人說閒話。2000年的共和黨小布
什、民主黨的戈爾競選，戈爾的普選票
比小布什多了50萬張，但小布什得到
271張選舉人票，戈爾得266張選舉人
票，只少了5張，小布什卻當選美國總
統。美國選民接受投票結果，不再質
疑，為何香港的反對派議員不接受。這
說明香港的反對派議員枉為議員，還不
如美國普通選民的覺悟和見識。
出席會議是議員應當履行的職責，議
員「有料」，大可通過發言提出批評。
集體離場抗議，說明「無料」。香港基
本法第79條第（2）項就明確議員無故
3個月不出席會議，就要喪失資格，如

果他們集體離場3個月，就統統喪失資
格。少了借故吵鬧的反對派議員，效率
可能更高。

基本法可限制搞事議員
有人擔心，立法會得不到反對派議員
的支持，就難以運作，這未免杞人憂
天。筆者並不擔憂，理由有二：一是反
對派議員捨不得議席，議席對他們「搞
搞震」有重要作用，他們的名字前還冠
以「尊敬的」稱號，還有豐厚的議員收
入，他們捨不得被開除資格。被開除
了，他們就沒有機會表演了，餓肚
皮，表演起來未免乏力。二是香港基本
法的設計就考慮了反對派議員不合作的
情形，只要建制派議員過半，議會可以
照常運作。在全體議席為70席的情況
下，只要建制派議員不少於35席，就不
必擔心立法會停擺。
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的，

香港基本法第48條第（4）項規定，行
政長官決定政府政策和發佈行政命令。
這是行政長官最重要的一項行政管理
權，是行政長官領導香港特區政府和負
責執行基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基本行
政行為和重要途徑。
2014年「七一遊行」後，立法會的反

對派議員要求行政長官回應所謂電子
「公投」的所謂「公民提名」訴求，否
則不但要採取「拉布」的手段，而且要
採用全體缺席的方法，拒絕與政府合
作。天要下雨，反對派議員要離場，實
在無奈，難道地球就不再轉了？在這種
情況下，行政長官通過行政命令來執行
香港基本法和有關法律、維持行政管理
權，尤有必要。
當然，對於需要立法會合作的事項，
對於刑事法律和限制人權的法律，行政
長官不宜只靠行政命令進行管治。筆者
也不提倡甩開立法會來維持管治，有建
制派議員的支持，加上行政長官還可以
發佈行政命令實施政府政策，維持有效
管治，反對派議員萬萬不要高估了自
己，低估了香港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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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付未來航空交通量增長，香港機
場管理局建議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
跑道系統，相關計劃的法定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目前正公開讓公眾查閱。
日前有意見質疑香港是否需要三跑道
系統。但歷史可以證明，航空交通的增
長向來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香港是一
個開放型的自由經濟體，航空交通量的
增長與本地生產總值的關係直接而密
切。若機場不發展成為三跑道系統，香
港作為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的地位，以
至整體競爭力，都會大大削弱。
認為香港只需要兩條跑道的人士說，
倫敦希斯路機場以雙跑道運作更見矜
貴，也無損其競爭力。事實上，由於倫
敦希斯路機場已達容量上限，航點在十
年間減少了12%，同期，歐洲主要樞紐
如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及法國戴
高樂機場所服務的航點，則分別增加了
15%及8%。此消彼長，希斯路機場作
為歐洲及國際航空樞紐的重要性被蠶
食，估計令英國貿易一年損失約達140
億英鎊，正正反映機場容量對當地經濟
及持續發展的重要性。難道香港希望步
倫敦的後塵，白白失去得來不易的航空
樞紐地位嗎？
此外，亦有說法指香港國際機場目前
的兩條跑道，應可應付1992年《新機場
總綱計劃》中預計的每年8,700萬旅客
人次。有關說法完全無視發展規劃必須
配合市場變化的基本常識。須知航空業
是一個全球化的行業，20多年來不論是
飛機科技、機種、各地航空交通網絡，
以至旅客的外遊、公幹習慣，都經歷市
場巨輪的洗禮，如把20多年前制定的計
劃視為一本「通書」，這無疑是故步自
封。
也有說只要把機場定位為精品機場，
則香港在往後數十年都不用擴建。香港
國際機場是香港人的機場，以廣闊的航

空網絡服務所有市民及旅客為目標，從
來不認為航空交通服務應向少數能夠負
擔「精品」的人士傾斜，所以對這種說
法不敢苟同。
自香港國際機場以雙跑道運作以來，

航空交通量屢創新高，令香港成為全球
最繁忙的航空樞紐之一，而以每架飛機
的平均載客、貨量計，更是全球效率最
高的機場。能夠有此成就，有賴政府當
年果斷決定興建赤鱲角新機場。國際航
空交通專家IATA Consulting 的最新研
究預計，到2030年，香港國際機場的客
運量將達一億人次，貨運量近九百萬公
噸，飛機起降量達607,000架次。
試想想，如果香港仍停留在啟德單跑

道年代，香港市民今天可否從100多家
航空公司提供的180多個航點，方便地
前往世界各地旅遊？公幹人士又可否從
頻密的航班班次，選擇最切合其需要的
飛行時間呢？
機場容量的瓶頸是跑道升降容量，而

非地面設施如客運大樓。現時機場每日
平均處理超過1,050 班航班起降，十分
接近雙跑道系統的每日最高跑道處理容
量1,200架次。若機場不擴建成為三跑
道系統，便不能提升每日航班起降架
次，以應付空運服務需求，航空網絡會
因而萎縮，可選擇的直飛航點及航班密
度減少，亦不能容納新的航空公司（如
低成本航空公司），在供不應求的情況
下，機票價格會上升，服務水平難免下
降，香港市民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商旅都
會受損，長遠會削弱香港的國際航空樞
紐優勢，打擊本港整體經濟及就業市
場。不但航空業、旅遊業，以至金融、
貿易、物流業的競爭力，都無可避免地
落後於鄰近國家及城市。
香港國際機場的成功是香港人歷年艱苦

經營的寶貴資產，我們理應珍而重之，為
香港的持續發展，作出明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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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說到熱門的社交網站，莫過
於Facebook、Twitter及微博。各家網
站進行分析時都有應用「大數據」(Big
Data)，Facebook亦透過網民讚好的信
息內容、關注專頁的類別等，記錄每
一個用戶的使用習慣、興趣、個人取
向等私隱，在商業宣傳上，加以利
用。除了商業行為以外，Facebook還
會運用所收集的資料分析個人價值
觀、政治取態，影響本港政治生態。

發放政治動員訊息
最近，Facebook被踢爆在沒有通知

用戶下，擅自利用網民的資料進行心
理實驗，更改他們的動態消息內容，
測試其情緒反應，並發現用戶在動態
消息上看到較悲觀的內容，他們便會
發表較悲觀的內容，反之亦然。這類
實驗已進行數百次，其中一次於2010
年美國中期選舉前，向6100萬名用家
發放政治動員訊息，測試這類訊息會
如何影響投票取態，政治用途明顯。
儘管 Facebook 營運總監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公開回應，承諾他們
不會嘗試控制用戶情緒，但《華爾街
日報》報道，原來Facebook自2007年
起一直有小組專做這類實驗，直至近
期可以毫無限制地任意使用全球13億

用戶的資料。
當大家每天在Facebook 發佈個人信

息、與朋友一起「打卡」、發佈相片
時，你們又有沒有想過正在被人監
視？有沒有想過正在被人控制你的思
想？事實就擺在眼前，筆者並非危言
聳聽。
Facebook 是美國的公司，美國中央

情報局(CIA)有權以國家安全等種種理
由要求Facebook 配合，甚至直接操控
用戶所接收資訊的範圍。Google、
Amazon等世界級美國大企業也曾被揭
發類似的事情，有興趣的讀者，可以
翻查斯諾登所公開的資料及歐盟的相
關法院案例。Facebook的心理實驗，
在現時複雜的政治環境下，對大家有
甚麼警惕？會否影響網民的價值觀？

煽動網民反政府
每一個人的價值觀形成受不同因

素所影響，包括家庭、社會、個人地
位、報刊、電視、老師、朋友和公眾
人物等等。越經常接觸的因素，就越
能影響個人價值觀。每天年輕人都會
習慣瀏覽 Facebook 超過一次，在
Facebook 所接收的資訊，就會對他們
潛移默化地建立或改變個人價值觀。
當Facebook變成美國政治工具時，

就像上面所提到的2010年美國中期選
舉控制選票手法一樣，煽動包括香港
在內的全球用戶，反他們的政府，干
預地區事務，從而營造有利美國的環
境。在「七一遊行」前後一個星期，
心水清的讀者會發現，Facebook故意
顯示較多政治相關的信息，尤其是反
對派專頁的內容，會經常出現在用戶
的個人動態資訊版面中，在配合無良
媒體政治抹黑的情況下，最後導致部
分市民價值觀轉向支持反對派而上
街。由此可見，Facebook對於用戶的
價值觀影響是巨大的，並對整個社會
價值觀構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筆者認為Facebook的心理實驗對社

會的警惕是：用戶在建立社會時事觀
點時，應有批判性思考，多看不同的
資訊來源，分析背後的利與弊，建立
良好的價值觀。舉個例子，反對派在
Facebook 常宣揚「寧願原地踏步，都
不願行差踏錯」的價值觀。試想想，
如果社會真的選擇沿用現時以選舉委
員會選出行政長官，而放棄民主成分
有所提高的一人一票普選制度，豈不
才是真正的「行差踏錯」嗎？這 對香
港民主發展並無任何好處。所以，網
上社交平台所灌輸的價值觀，大家應
深思熟慮，才選擇相信與否。

Facebook淪為西方政治工具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佔中」新動向：化整為零多路搞事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日前在《城市
論壇》上透露了兩個訊息：一是民
主黨終於抵受不住壓力，在外有激
進派步步進逼，內有少壯派不斷
「逼宮」之下，可能會在7、8月份
發動「佔中」。二是她表示，
「『佔領中環』應一波接一波地抗
爭，現時未進入第四波，都已經有第
三波。」對於她所謂「佔中」將出現
一波接一波的抗爭，正反映了「佔
中」的新趨勢，就是不再固定於一個
模式，也不再固定於一個時間。

「佔中」已經發生
其實，從某個角度來說，「佔

中」早已經發生了，就是在「七一
遊行」之後「學聯」發動的佔領遮
打道以及「學民思潮」通宵包圍特
首辦的行動，尤其是前者已是一次
名副其實的「佔中」。幾百人在沒

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之下，公然癱
瘓中環要道，並且不聽警方勸導離
開，最終導致警方的大規模清場及
拘捕行動，500多人被捕，多人事
後被檢控。這樣的一個行動，不論
從哪一個角度看都是一次「佔
中」，然則是否「佔中」已經悄悄
結束？當然不是。這不過反映各路
激進政黨團體，都不再拘泥於所謂
「正版佔中」，任何人都可以自行
高舉「佔中」旗幟，自稱「佔中」
行動，而「佔中三子」不但會樂觀
其成，更會予以背書，就如對待
「學聯」以及「學民思潮」的行動
一樣。即是說將來的「佔中」行動
可能會不斷出現，正如劉慧卿所說
的一波接一波發生。
另一方面，之後出現的各種「佔

中」行動，也不會只是單指中環，
而是會對準所有政府機構和地標性

建築物發難，就如早前東北撥款時
意圖發動的佔領立法會行動；又如
「學民思潮」的所謂包圍特首辦；
甚至一些私人企業的總部都可能成
為激進人士的目標，總之整個中環
什麼地方都有可能面臨被佔領的風
險。「佔中」化整為零以及多路出
擊的趨勢將為警方部署帶來困難，
將來「佔中」可能會頻繁出現，任
何一個議題都有可能引發「佔
中」，對於警方執法肯定帶來挑
戰，也會嚴重威脅社會的利益，對
港人來說肯定不是一個值得欣喜的
趨勢。

激進派已騎劫行動
何以「佔中」近期出現了這些變

化？當中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按
原來「佔中」搞手構思，要在中環
發動一次萬人癱瘓，是一個龐大的
行動工程，不容易操控，也涉及大
量的問題，現在看來「佔中」搞手
在策劃過程中面對了不少困難。將
行動化整為零可以更為靈活，不怕
一擊之後就無以為繼，就算失敗了
也不怕令整個行動煙消雲散，還有
「東山再起」的本錢，等於在賭枱
上分注落盤，不怕一鋪輸個清光。
更重要的原因，是「佔中三子」以
及溫和派面對激進派的施壓，已經
亂了陣腳，「三子」更失去了主控
全局號令天下的能力。為了保住名
義上的「共主」之位，唯有提早進
行各式各樣的「佔中」，以「滿
足」激進派的要求。然而，「佔
中」得不到民意支持，不論規模大
小、次數多少，發動一次便失分一
次，溫和派以為參與其中可以討好
激進派，結果也不過是割肉餵虎，
逃不過被激進派吃掉的命運。

隨「佔中公投」、「七一遊行」過去，「佔中」行動踏

入7月份亦呈現出新的動向，就是逐漸有化整為零以及多路

出擊的態勢。「佔中」可能不再是在某一個時間，某一個地

點，由某班人引爆發動，而變成了不同的反對派政黨團體都

可以舉「佔中」之名，發動各種不同模式的所謂「公民抗

命」行動；而針對的目標也不再局限於中環交通要道，而是

包括不同的政府機構甚至地標建築。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各

種什麼「提前佔中」、「預演佔中」將會此起彼落，不斷試

探當局的底線，不斷將行動升級，直至最後全面「佔中」。

出現這種情況，既是由於化整為零可以更為靈活，不怕一擊

之後就無以為繼，更重要的原因是「佔中三子」以及溫和反

對派面對激進反對派的施壓，已經亂了陣腳，於是唯有提早

進行各式各樣的「佔中」，以 「滿足」激進派的要求，但結

果也不過是割肉餵虎，逃不過被激進派吃掉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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