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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早前頒下禁制令的判辭，指出「佔中」規模
龐大又持續多日，影響很多人，存在演變成騷亂的
實質風險，就算「佔中」是「公民抗命」，背後有
多麼高尚的原因，都不能以此反對禁制令。法官又
指出，即使香港基本法保障示威集會權利，亦無人
可以完全漠視其他市民的利益，獨佔公路使用。然
而，身為事務律師的何俊仁，隨即製作所謂「拆解
旺角禁制令」的單張，並且在多個「佔領區」派
發。單張列舉了10種理由，讓佔領者拒絕接收禁制
令，並且指臨時禁制令只屬民事可以拒接、禁制對
象還包括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員等言論；他甚至聲稱
不守法絕非等同於不尊重法治。何俊仁的做法等於

是公然教唆犯法，性質極為嚴重。

何俊仁教唆犯法性質嚴重
法庭就多個「佔領區」頒下禁制令，等於是以法律

的形式指令佔領者馬上撤離，否則他們將要承擔法律
責任。正如法官在判辭中指出，任何人都要遵從禁制
令，協助及慫恿違反禁制令的人士，亦是藐視法庭。
但何俊仁卻製作大批煽動犯法的單張，教授佔領者怎
樣拒接禁制令，而且其理據更是荒謬之極。這樣的一
批單張出自社民連、人民力量之手不足為奇，但何俊
仁是一名專業律師，理應熟悉禁制令的性質，了解到
拒接禁制令的後果。但他竟然杜撰出所謂10種理由去

拒接，絕對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說穿了，何俊仁故意扭曲禁制令內容，不過是要煽

動佔領者不要因此而撤走，要繼續無止境地佔領下
去，其用心是險惡的，其行為不但貶損甚至藐視法庭
的權威，對律師的聲譽也是一種戕害，嚴重違反了
《法律執業者條例》及有關執業要求。根據《法律執
業者條例》，香港律師會有權就律師的行為操守進行
研訊或調查，當中主要考慮事件「是否蓄意」、「是
否出於不誠實意圖」、「嚴重程度」等，如查明屬實
可作出不同程度的處罸，包括吊銷律師執照等。何俊
仁單張事件的表面證供已經說明，他明顯是蓄意教唆
他人漠視禁制令；行為是出於不誠實的意圖；公然藐
視法庭情節嚴重。香港律師會絕對有責任就其行為展
開研訊並作出相應處分。

余若薇、梁家傑扭曲法律挑戰法治
在禁制令事件上，反對派律師的表現不堪入目，大

狀同樣是沆瀣一氣。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余若薇，10
月21日接受商台訪問時，竟指法庭禁制令僅由單方面
提出，不一定要遵守。梁家傑則稱佔領者留在現場不
代表是挑戰法律云云。余若薇身為資深大律師，竟然
指禁制令僅由單方面提出就不一定要遵守。言下之
意，即是說所有禁制令都不用遵守了，那麼法庭還頒
發禁制令幹什麼？

恰恰相反，任何人士違反法庭禁制令，可因民事藐
視罪被判入獄或被法庭罰款。佔領者即使沒有接下禁

制令副本，但如已知悉相關禁
制令內容下仍堅持違反禁制令
條款，即有可能被定罪。高院
已經發出了禁制令，並且通過
傳媒讓全港市民包括佔領者知
悉，即是說他們已經知道其行為觸犯了禁制令的規
定。儘管佔領者故意不接禁制令副本，也不能成為他
們抗辯的理由。至於梁家傑的說法更加可笑，難道違
法佔領、漠視禁制令、藐視法庭都不是在挑戰法律？
難怪公民黨屢次推出貧弱長者去申請法援阻停大型基
建，事後還沾沾自喜地說是捍衛法治，這與梁家傑獨
特的「法治觀」是如出一轍。這樣的言行不要說是一
名資深大律師，就是出自一名法律學生之口都不合
格。如此扭曲法律，違反了香港大律師公會專業守則
（Code of Conduct），與一名專業法律工作者的要求
相差十萬八千里。余、梁、何三人可說是業界之恥。

記得早前大律師馬恩國因為在立法會上一時失言，
事後被反對派窮追猛打，反對派的大狀更要求大律師
公會對其進行紀律聆訊，維護大律師的專業形象云
云。馬恩國的言論並不涉及法律範疇，也沒有違反法
治精神，卻遭到反對派的狙擊。現在余若薇、梁家傑
的言論較馬恩國嚴重百倍，公然挑戰法律、破壞香港
法治精神。連大律師公會早前也發表聲明暗批。但發
聲明是不夠的，害群之馬必須清除，對於余若薇、梁
家傑挑戰法律的言行，公會應一視同仁，就兩人展開
紀律聆訊，以維護業界的專業形象。

反對派大狀律師公然藐視法庭 兩個律師會應進行紀律研訊調查
高等法院早前就多個「佔領區」頒下禁制令，顯示法庭絕不容許違法佔領行動。但反對派一

眾大狀律師竟然教唆佔領者漠視禁制令。何俊仁製作所謂「拆解旺角禁制令」的單張，「教

導」佔領者怎樣拒絕禁制令。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余若薇、梁家傑更指禁制令僅由單方面提

出，不一定要遵守云云。平日將法治旗幟舉得高高的反對派大狀律師，在違法「佔中」問題上

卻將政治凌駕法治。高院發出的禁制令，彰顯的是香港法治尊嚴，反對派竟然說可不理會，然

則，法庭尊嚴何在？法治精神何在？何俊仁、余若薇、梁家傑等人的言論，並不符合法律工作

者應有的操守和水平，亦違反了《法律執業者條例》及有關執業的要求，令本港司法界蒙羞。

香港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有責任維護業界專業水平，對於一些人屢次發出藐視法庭、挑戰法治

的言論，不能因為其政治背景就坐視不理。就如當日大律師馬恩國因為發言不當，而被大律師

公會進行紀律聆訊，現在更沒有理由不追究處分余若薇、梁家傑等人。

違法「佔中」現時已經陷入死局，
戴耀廷、陳健民早已復課退場；反對
派及幕後金主意興闌珊；只剩下學
聯、「學民思潮」還在胡亂出招。今
日去信董建華、明日去信范徐麗泰；
今日遊行到中聯辦，明日要到北京見
領導人，出招已無章法，反映「雙
學」不過是在苟延殘喘，做一天和尚

敲一天鐘。對「佔中」搞手而言，警方的全面清場，
不啻是一種解脫，讓他們有了離場的藉口。
毫無疑問，違法「佔中」即將結束，但這一場港版

「顏色革命」卻還未看到真正完結的一日。在「佔
中」師老兵疲，中央再三堅守底線之時，「佔中」搞
手以至幕後勢力已經知道行動勢必失敗，而他們其實
也不認為可以畢其功於一役。「佔中」只不過是一個
序幕，是港版「顏色革命」的其中一環。這場「革
命」以大規模動亂為開端，最終目標就是要奪取香港
的管治權，但這場奪權行動並非以幾個月為時間單
位，而是以十年甚至二十年作單位。就如美國針對烏
克蘭發動的「橙色革命」，早在十幾年前已經「埋下
種子」，才會有基輔獨立廣場「開花」的一日。
戴耀廷早前就在《蘋果日報》撰文直認，「在過去

近二十個月的時間，透過不斷地去到香港社會不同群
體分享介紹『公民抗命』的理念，籌辦三輪幾十場的
商討會議，進行了多次的非暴力演練，及以民間全民
投票選出方案，民主普選及愛與和平的種子已廣植於
香港社會的政治土壤中。」「在香港社會撒下了民主
普選及愛與和平的種子。」同一時間，近日「雙學」
也在策劃所謂「傘落社區行動」，要在社區上散播
「雨傘革命」的種子云云。
不論是戴耀廷或是「雙學」都不謀而合地用了「播
種」這個詞。然而，他們要播的是甚麼種？是「公民
抗命」的「暴力」種子？是排斥人大權力的「奪權」
種子？是鼓吹「香港自立」、「民族自決」的「港
獨」種子？當這些種子都成長起來，並且在青年學生
中「開花結果」後，屆時將出現甚麼情況？類似「佔
中」的行動將無日無之，特區政府施政將舉步維艱，

香港社會陷入嚴重內耗，經濟民生難以得到改善。這
些情況是否似曾相識？在各個爆發「顏色革命」的國
家或地區，在革命之前的社會就是這個模樣。外國勢
力幕後策動這一場「佔中」，根本不是着眼於短期，
甚至未必打算在2017年就發動奪權行動。外國勢力要
播下的是種子，要將一代人進行「洗腦」，並且令香
港社會長期動盪、政治傾軋、民不聊生，屆時「革
命」就會「瓜熟蒂落」。
當然，香港不是烏克蘭，也不是突尼斯、埃及，而

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廣大市民也不會任由「顏色革
命」肆虐香港。但對於這場以十年為單位的奪權戰，
應有充分的部署及準備，特別是在青年工作這一塊，
如何對抗「非暴力抗爭」的「洗腦」，如何阻止香港
下一代為別有用心者火中取栗，這將是今後一個時期
的一個主要課題。

「佔中」是一場以十年為時間單位的奪權戰 卓 偉

■責任編輯：謝孟宜、鄧世聰 2014年11月10日（星期一）

「佔」者應退場
學聯訴求不現實李

慧
琼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
習近平昨日與特首梁振英會面，梁振英期間
提到「佔領」行動嚴重衝擊法治。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昨日表示，「佔領」公眾道路的確
是違法行為，社會又無法阻止，長期縱容非
法霸路的確會向社會發出人多聲大便可違法
的錯誤信息。對於學聯要求上京表達政改意
見，曾鈺成認為學聯如為重申立場上京是多
此一舉。
曾鈺成昨日在一個公開場合中提到，擔心

「佔領」公眾道路的確是違法行為，社會又
無法阻止，長此下去會令人以為只要人多聲
大，違法都無所謂，並非好現象。不過他同
時指出，今次事件反令公眾加深認識法治。

林煥光盼學生盡快回校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在一個頒獎典禮致

辭時則指，昨日是和平記念日，亦是第一次
世界大戰的100周年，令他記起歷史上很多
災難及失誤，都是由人與人之間的誤解、猜
疑和暴力交織而成。他認為，需以文明方法
溝通，維持和平與愛的社會，解決家庭、社
會及國家間矛盾。他認為，解決政改矛盾最
好辦法是從內部對話開始，希望學生盡快回
學校，強調對話才是解決矛盾的基礎，文明
才是社會力量。
學聯近期為表達政改意見部署上京，並發

公開信要求董建華協助安排與中央官員會
面。曾鈺成認為，學生要先明確指出與中央
官員對話的目的，否則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
華難以考慮為他們安排。曾鈺成又提到，現
在不是古時要靠飛鴿傳書溝通，相信中央及
國際社會已知悉學聯的意見，如果學聯只是
重申立場或遞交抗議信，根本毋須上京。他
又謂，如學聯認為特區政府沒有準確向中央
表達意見，學聯便應反思如何表達得更好。
雖然董建華日前已就學聯有關公開信回覆

學聯，呼籲盡快退場，但是學聯秘書長周永
康昨日聲稱，仍計劃再發信給董建華，並於
今日另外去信邀請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及
另外35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同樣要求協助
安排與中央官員會面，揚言學生不會退場，
以求向特區政府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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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行動至今已超過
一個月，對市民的日常生
活、營商環境及社會秩序
均帶來嚴重影響。民建聯

為了解市民所受到的影響及對事件的看法，在10月中於
18區進行問卷調查並成功訪問了5,531名12歲或以上的市
民。

民記調查：67.2%認為「佔領」要即結束
調查發現，受訪者當中有達71.3%認為「佔領」已對他
們的日常生活造成不便，如增加乘車時間，需要告假照顧
小朋友，對學業及事業造成影響等；曾因「佔中」與親
友、同事、同學發生爭執的有46.3%人；67.2%受訪者認
為佔領行動要立即結束。
這個調查結果與早前理工大學公布「有73%人認為『佔
中』運動應該結束」的民調數據不謀而合，民心所向一目
了然，廣大市民清晰要求「還路於民」，重過正常生活。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為時9天的「還路於民 恢

復秩序 維護法治」簽名行動，總共收到超過183萬個簽
名。在這9天裡，每個街站彷如苦主大會，無論是路過抑
或正在簽名的市民，都大吐親身經歷或朋友的苦況。有一
位住在旺角區的林婆婆，在「佔旺」的最初兩星期，每晚
都受樓下示威噪音騷擾，要靠食鎮靜劑才能入睡，身心疲
累，所以她非常支持「還路於民」的簽名行動，更身體力
行，幫簽名街站做義工。

結束「佔中」是主流民意
違法佔據街道的示威者不斷聲稱佔領行動得到市民認

同，可是，種種數據及各界聲音，已強烈表達結束「佔
中」是主流民意。無論「佔中」者是有意或無意地忽略這
些聲音，我們仍不厭其煩地再次提醒他們：「你們正與民
為敵。」
「佔領」行動大規模地違法霸佔道路，全面影響經濟及
民生，希望「佔中」者考慮自身安全及尊重民意，放下一
己私見，體現民主精神，讓路吧！

（註：小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昨日是和平紀念日以及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周年紀
念，中環和平紀念碑舉行了
莊嚴的獻花儀式，多個政府
部門、紀律部隊、不同團體
的代表，及多國駐港領事、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多名立
法會議員均有出席。他們先
靜默兩分鐘，再向紀念碑獻
花，悼念兩次世界大戰中殉
職的軍人。
香港的和平紀念日，於
1919年開始，定為每年11月
11日，紀念一次大戰結束重
歸和平，1945年香港重光後
改為11月的第二個星期日。
回歸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紀念活動合併一起在和平紀
念日舉行。每年的紀念活動
由香港退伍軍人聯會舉辦，
在中環和平紀念碑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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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民主精神，讓路吧！

李慧琼昨日出席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時，呼籲
「佔領者」應該按照香港基本法，返回政治現

實，「不可以淨係你哋贏晒。」李慧琼續指，現時不
是一人一票就能解決的簡單問題，世界上有一人一票
的地方，如菲律賓及多個鄰近國家都有一人一票選舉
辦法，但情況仍是非常差。李慧琼又表示，如果「佔

領者」先退場，自己會盡量安排學聯上京傾談事宜，
以免最終要「硬收場」。

指「公投」無法律效力難接受
出席同一個場合的學聯常委羅冠聰聲稱，李慧琼提
出「先退場、後上京」建議，是「本末倒置」無法接
受。羅更以「賴皮」口吻稱，是否退場最重要是特區
政府有否正面回應訴求，又稱現向政府及港區人大施
壓，或發起議員辭職「公投」，都是解決現況的可行
方法云。
但李慧琼隨即強調，所謂「公投」在香港沒有法律
基礎，辭職「公投」沒有法律效力，怎可能接受，
「你哋唔接受所謂『假普選』，我哋又點能接受『假

公投』呢……明明唔係『公投』，點可以講成『公
投』。」

鄭玉佳斥「佔」荒謬 損運輸業生計
另外，同場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創會會長鄭玉佳在

場控訴，「佔領行動」的行為荒謬，影響了逾150萬
靠運輸「搵食」的香港市民生計，促請「佔領」者立
即退場。鄭玉佳又舉例何謂真正的「公民抗命」，指
如南非巴士設有白人專用座位，黑人不能隨便佔用，
而黑人坐白人專用座才是公民抗命，而非阻塞街道。
鄭玉佳並表示：「如果『佔領行動』是在維園或其他
不影響公眾的地方舉行，我們一定支持，幫埋你舉
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把持」

今次「佔中」行動的學聯，「挾」着三個佔

領區不斷開出條件，最新的訴求就是要「上

京」與中央領導人會面。行政會議成員、立

法會議員及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昨日指出，

學聯的訴求已傳遍全世界每一個角落，包括

中央政府都已聽到了，不存在「山高皇帝

遠」的問題。她指出，「佔領」行動已經令

香港「內傷」，加上目前學聯提出的訴求

「不現實」，超出了特區政府可以管理的範

疇，擔心行動最後會「硬收場」，產生不愉

快的結局，故呼籲「佔領者」體現民主精

神，本着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先退

場。」

■李慧琼（左四）在另一場合出席撐警活動。 黃晨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