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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教聯會員促尊重禁令撤「佔」
岑敖暉死撐違法非挑戰法治 鄧飛斥指鹿為馬憑何自定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佔領」行動持續至

今，對社會造成深遠影響。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一項調查發

現，近七成受訪者反對「佔領」行動，並有逾七成受訪者認

為示威者應尊重法庭頒布的禁制令，立即撤離「佔領」區。

不過，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昨日依然表示「無退場空間」，

即使高等法院昨日已延長臨時禁制令，學聯仍辯稱不同意留

守是挑戰法治。教聯會主席鄧飛直斥違法都不是挑戰法治的

說法是指鹿為馬，並指違法示威者有需要立即離場，而非

「有沒有空間」的問題。

「佔領」行動引起愈來愈多市民的反感，教聯會於今年10月31日至
11月2日進行網上問卷調查，以了解該會會員對「佔領」行動的

意見，共收到392份有效回應。結果顯示，近七成受訪者均反對或十分反
對「佔領」行動，只有三成人支持或十分支持；近七成人認為「佔領」
行動不能改變人大決議，更有逾半人認為經「佔中」一役，對香港前景
的信心變得更差，另有逾七成受訪者贊成或十分贊成示威者應尊重法庭
頒布的禁制令，應立即撤離「佔領區」。

普遍對「佔領」持負面看法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表示，調查反映大部分會員都對「佔領」行動持

負面看法，認為此舉無助推動政改落實。他又指出，會員普遍認為「佔
領」行動影響市民生活、癱瘓交通及衝擊社會秩序，並對香港前景感到
憂慮，故該會呼籲示威者尊重法庭判決，遵從禁制令，立即和平撤離。
對於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昨日依然表示「無退場空間」，鄧飛直言︰

「現在不是有沒有空間的問題，而是有沒有需要的問題，『佔領』行動
是違法的，有需要立即離場。」他補充道，學界現時最應該做的，是呼
籲老師和學生立即離場，還道路及法治予香港社會。
鄧飛又指，現時社會上不斷有人模糊法治定義，即使高等法院昨日已
延長旺角「佔領」區及金鐘中信大廈一帶的臨時禁制令，並於判詞中指
出接受違法的後果就不會削弱法治是錯誤觀念，認為有關看法令法治不
能「實際地及有效地運行」，學聯仍辯稱不同意留守「佔領」區是挑戰
法治。
對於這類「違法不是挑戰法治」的說法，鄧飛直斥這是指鹿為馬，
「沒有任何一個法官、大律師或律師會認同這樣的說法，如果這些人都
不認同，其他人又憑甚麼去自己定義何謂法治呢？」

憂削弱下一代法治觀念
他亦指出，有關想法亦為教育界帶來衝擊，為學生作出不良示範，
「『佔領』行動令學生以為只要追求自己所謂的『公義』，就可以罔顧
法紀，犧牲所有其他的核心價值，法治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他
擔心在如此風氣下，下一代的法治觀念會變得薄弱。

網民爆「鋒母」管「學民」數百萬財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爆出「學民思潮」召集
人黃之鋒已眾叛親離後，自稱前學聯「佔中」核心義工的網
民「阿娟」昨日又再「爆料」，揭露黃之鋒如何借「民主運
動」「吸金」，又指負責管理「學民思潮」財務的竟是黃之
鋒母親。
「阿娟」昨日在網上發表「佔中後記」表示，每逢民陣舉
辦遊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均「提醒」成員，指
「遊行最緊要係『雙吸』，即是『吸水』（金錢）及『吸眼
球』！」黃之鋒會先盯着要「霸」民主黨位於銅鑼灣怡和街
的「許留山街站位」，因為市民經過那街站時會特別熱心捐
款，認為若「霸」到的話必定「收錢收到手軟」。
「阿娟」續說，黃之鋒同時喜歡仿效「學聯」，出「賤
招」派小隊參加遊行，於遊行隊伍的一頭一尾「博出位」，

「攞傳媒鏡頭」，爭取曝光率。「所以『學民思潮』次次
（遊行）都搵唔少，加上有些市民以為中學生莫財，特別會
捐多些，唔講唔知，『學民思潮』雖然『人細細人少少』，
但錢財就大大話話有幾百萬！」
「學民思潮」「吸金」能力非常強，但這麼龐大的數額是
由誰管理呢？「阿娟」指是由一位名叫Grace Ng的女士，
即是黃之鋒媽媽，負責「學民思潮」財務。「阿娟」表示，
黃媽媽曾教黃之鋒如何「吸金」，曾講過「Joshua（黃之
鋒）而家條數有7位數字，你一定要想辦法花多些，令到條
數變成6位數字，否則的話，外人見你『水頭』充足，肯定
不會再捐錢給你。」「阿娟」反問各位「佔中」者：「那些
錢點樣花法？無人知。如果你哋捐過錢畀『學民』，睇完又
有何感想？」

民調一面倒反「佔中」
是否支持「佔領」行動？ 68%反對 30%支持
「佔領」行動能否改變人大決議？ 68%不能 19%能夠
是否贊成示威者撤離？ 71%贊成 24%不贊成
是否支持警方執法驅散示威者？ 63%支持 29%反對
是否認同警方於9月28日以催淚煙驅散示威者？ 56%認同 37%不認同
「佔領」行動後對香港前景的信心？ 52%更差 20%更好
「佔領」行動對社會影響（首三項） 68%影響市民日常生活

66%癱瘓交通
53%衝擊社會秩序

「佔領」行動最終會如何？（首三項） 43%由警方清場
25%長期持續下去

20%不知道
資料來源︰教聯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明報》早
前委託香港大學民研計劃，在「佔領」行動
「滿月」後做了新一輪政改民調，發現在
1,005名受訪者中，有70%的市民認為應停止
「佔領」、只有24%認為要繼續。另外，民調
結果亦顯示，市民更希望能先行實施政改方
案，拒絕「原地踏步」。
「佔領」行動發生逾月，社會對「佔領」者

應否退場意見逐漸清晰。《明報》早前委託港
大民研計劃於10月31日至11月5日期間，以
電話隨機訪問了1,005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居
民，主要就應否繼續「佔領」、是否應縮小
「佔領」區範圍，以至應否停止「佔領」、改
用其他方式爭取等6個選項，要求受訪者選
擇。民調結果發現，有70%的市民認為應停止
「佔領」、只有24%認為要繼續。
即使有參加過「佔領」集會的受訪者認為要

繼續「佔領」，但對於後續行動均持不同意
見。「佔領」者中有36%的人認為要「繼續佔
領，規模不變」，有19%認為要擴大規模，但
同時也有15%認為要縮小「佔領」區域，顯示
「佔領」者意見不一。

望先實施政改 拒原地踏步
另外，與9月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政改作出

決定後相比，市民更希望先行實施政改方案，拒絕「原
地踏步」。民調結果顯示，政改方案若排拒反對派參
選，有53%受訪者接受先要一人一票，對比上一次在9
月初的結果，上升1個百分點；而「寧政制原地踏步」
的比例就下跌3個百分點，僅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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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議員撐「佔」民望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市民對「佔中」不滿

的聲音，在立法會議員表現調查上亦有所反映。香港
研究協會上周進行立法會議員表現調查，結果發現受
「佔中」影響最嚴重的港島區，所有反對派議員的表
現評分均錄得顯著下跌；「超級區議會」的涂謹申及
何俊仁則排包尾，後者更是連續5次調查位居榜末。

港島齊跌「超級」包尾
香港研究協會於11月3至7日，以隨機抽樣電話訪

問了1,365名成年市民，了解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評
分。其中在傳統地區直選方面，香港島7名議員中，
所有反對派議員都錄得下跌，包括公民黨陳家洛、工
黨何秀蘭以及民主黨單仲偕，3人的評分分別跌了
0.39、0.46及0.38分。得分最高的兩人，先後為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及新民黨葉劉淑儀，最新得分為4.09分
及3.42分，較上次調查多0.45分及0.27分。調查機構
相信，反對派3名議員得分大幅下滑，與他們對行動
的取態未能得到港島區居民的認同有關。
「超級區議員」方面，民主黨何俊仁則以2.34分

(-0.24分)，連續5次位居榜末；排尾二的為民主黨涂謹
申，得分2.67，跌0.33分，為這組別中跌幅最大的議
員。工聯會的陳婉嫻以2.81分繼續排在榜首；民建聯
的李慧琼則以2.80分排第2位。
另外，市民對立法會議員審議議案及監察政府兩方

面的表現皆錄得不同程度的跌幅；而市民對地區直選
議員、功能界別議員及整體立法會議員工作表現同樣
錄得不同程度的跌幅。以上結果顯示「佔領」行動發
生後，市民對議員的整體評價轉差。

團體促和平解決「佔領」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佔領」行動已經持續

超過一個月，行動對社會政治、經濟及民生皆造成不
同程度的衝擊，調查結果亦顯示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
整體表現並不滿意。研究協會負責人促請各立法會議
員，積極發揮民意代表的角色，努力為和平解決「佔
領」事件，紓解當前政治困局出謀獻策，盡快讓社會
回復正常運作，重回正軌。

港島區直選議員
議員 分數（變化）
曾鈺成 4.09(+0.45)
葉劉淑儀 3.42(+0.27)
陳家洛 2.73(-0.39)
王國興 2.67(+0.19)
鍾樹根 2.65(+0.22)
何秀蘭 2.57(-0.46)
單仲偕 2.55(-0.38)

「超級區議會」議員
議員 分數（變化）
陳婉嫻 2.81(-0.20)
李慧琼 2.80(+0.13)
馮檢基 2.80(-0.20)
涂謹申 2.67(-0.33)
何俊仁 2.34(-0.24)
製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連嘉妮

部分立會議員表現得分

工聯倡依法進行次輪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工聯會5名成員昨日與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會面，表達啟動第二輪政
改諮詢的意見。工聯會副會長黃國
健表示，工聯會在會面中提到，第
二輪政改諮詢需充分尊重香港基本
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推出亦要
計算合適時間，避免刺激「佔領」
行動。工聯會期望政府把握時間，
讓立法會和社會充分討論，同時要
考慮議員拉布問題。

黃國健又表示，與林鄭月娥談及
特首選舉的入閘標準。他說，工聯
會認為入閘標準應較寬鬆，將會在
第二輪政改諮詢中提出放寬他們原
先的建議，降低行政長官參選人的
門檻：「工聯會原來（建議）的入
閘條件是百分之五，希望能多點人
在第一階段入到提名委員會進行競
爭。」
至於政府應如何解決「佔領」行

動，黃國健指會上無具體討論。

學聯要求范太聯署被批做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學聯繼早前去信全國政協副主席董
建華，要求安排上京與中央「對
話」後，昨晚再去信全國人大常委
范徐麗泰，要求代為安排。學聯甚
至要求范徐麗泰聯同其他港區人大
發起聯署，收集五分之一以上全國
人大代表提議以召開「臨時全國人
大會議」，重新審議人大決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黨團
召集人葉國謙批評，學聯的要求和
香港主流民意完全相反，只為做
騷，他一定不會參與聯署，其他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亦不可能應要求聯

署。另一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
會理事長吳秋北亦指出，社會上已
有大量意見要求學聯退場，結束
「佔領」，然而，學聯現在甚至以
這些伎倆轉移視線，始終不肯面對
現實。
不過，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昨

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聲稱，即
使沒有中間人安排，學聯代表都
會上京，不擔心被內地當局拘
捕。岑敖暉又承認參與「佔領」
人數越來越少，無信心升級行
動，同時藉口特區政府無回應訴
求「賴死」不走。

市民門口示威 批港台煽「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有30名反
「佔中」市民手持橫額及標語，齊集在香港
電台大門口示威，抗議港台「濫用大眾媒體
角色」，不但公然呼籲及煽動市民參與違法
「佔中」，更美化示威者的襲警行為，批評
港台罔顧主流民意，顛倒是非黑白。
負責人林先生其後與另外兩人，到立法會

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遞交請願信，
其餘27人則到通訊局抗議。林先生表示，是
次行動沒有大會，亦沒有組織在背後策劃，
全都是市民自發，到場的全都是「鄉里」。

他認為，港台節目違反公平及持平的原則，
其中《自由風自由Phone》邀請反對派嘉賓的
比例遠高於建制派，又指節目在「佔中」及
政改等議題上偏向反對派立場，「多番煽動
聽眾。」
林先生續指，另外《鏗鏘集》多次報道有關
「佔中」議題，其他民生有關的議題卻「少之
有少」，認為對市民不公平。他又稱，今次行
動不是針對任何人，但部分節目主持「傾向
性」太強，有時甚至會打斷批評「佔中」的來
電市民發言，「令節目平台變戰場。」

■■3030名反名反「「佔中佔中」」市民市民，，昨日手持橫額昨日手持橫額
及標語齊集香港電台大門外示威及標語齊集香港電台大門外示威，，抗議抗議
港台港台「「濫用大眾媒體角色濫用大眾媒體角色」。」。 文森文森 攝攝

■黃之鋒父母。 資料圖片

■■旺角旺角「「佔領佔領」」者無視禁制者無視禁制
令令，，拒絕撤離拒絕撤離。。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教聯會問卷調查顯示，逾七成受訪者認為示威者應尊重法庭頒布的禁制令，立即撤離
「佔領」區。 歐陽文倩 攝

■■「「佔領佔領」」者拒絕執行法庭禁制者拒絕執行法庭禁制
領領，，金鐘中信大廈前仍路障重金鐘中信大廈前仍路障重
重重，，行人舉步維艱行人舉步維艱。。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