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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
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四十八天

「佔領」 招招陰陰1010 人人谷谷 頭頭 加博 時
「佔中」行動的官方劇本原定於
10月1日上演，但被學聯及「學民

思潮」發起的罷課「意外騎劫」，一直推學生做「佔
中死士」的「佔中三丑」唯有將錯就錯，順勢宣布啟
動「佔中」；其後又刻意誇大催淚煙的傷害性，催谷
更多人上街。
學聯及「學民」發起由9月22日開始、為期一周的
罷課，惟26日晚集會將近結束時，「學民」召集人黃
之鋒突然號召學生，強行衝入政總東翼前地，黃之鋒
和學聯正副秘書長周永康、岑敖暉等78人被捕。

由「和平靜坐」淪為「暴力衝擊」，一直以學生為
「馬前卒」的「佔中三丑」，被炮轟衝突過後才施施
然現身，戴耀廷當時聲稱不會「背棄學生」，並決定
「留守到最後」，更於9月28日凌晨一時許宣佈提前
「佔中」，成功借學生罷課令籌劃一年多的「佔中」
可以順勢登場。

衝擊警方防線反大做文章
「佔中」者其後不斷衝擊警方防線，甚至佔據干諾

道中等主要幹道，警方遂施放87枚催淚彈驅散示威
者。不過，反對派隨即把握機會大做文章，學聯要求
特首梁振英下台，否則會將行動升級，包括無限期罷
課、罷工罷市等。
其他反對派中人亦不斷誇大催淚彈的傷害性，稱施

放催淚彈可能對人體造成永久傷害，甚至引發嚴重併
發症、致命等，企圖藉此抹黑警方「暴力鎮壓」，以
催谷更多市民上街。事實上，美國《時代》周刊隨即
刊登一張示威者在「佔領」現場，高舉雨傘抵擋催淚
彈的照片，隨即獲反對派瘋狂轉發，借以塑造示威者
的「英雄」形象，以所謂的「道德感召」讓群眾長期
留守。

反對派為拖長反對派為拖長「「佔領佔領」」行動行動，，
不斷妖魔化警隊工作不斷妖魔化警隊工作，，打擊執法打擊執法
警員士氣警員士氣，，並在立法會提出以權並在立法會提出以權

力及特權法調查警方處理力及特權法調查警方處理「「佔領佔領」」行動的手法行動的手法，，務求務求
吸引公眾注目吸引公眾注目，，令令「「佔領佔領」」行動行動「「死唔斷氣死唔斷氣」。」。
警方於警方於99月月2828日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後日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後，，反對派反對派
隨即在立法會窮追猛打隨即在立法會窮追猛打，，包括以提交呈請書方式包括以提交呈請書方式，，調調
查警方施放催淚彈及處理旺角衝突的手法查警方施放催淚彈及處理旺角衝突的手法，，更無中生更無中生
有誣衊警方有誣衊警方「「縱容黑社會縱容黑社會」、「」、「警黑合作警黑合作」」云云云云。。

激進派議員黃毓民其後接力激進派議員黃毓民其後接力，，要求引用特權法調查要求引用特權法調查
警方處理旺角警方處理旺角「「黑幫襲擊集會人士黑幫襲擊集會人士」」的手法的手法，，聲稱有聲稱有
示威者被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打至頭破血流」，」，但警方卻護送施襲者離但警方卻護送施襲者離
開開，，令警察形象蕩然無存令警察形象蕩然無存，，試圖借立法會辯論試圖借立法會辯論「「佔佔
領領」」事件事件，，在在「「佔領區佔領區」」聚集大量群眾聚集大量群眾，，甚至甚至「「包圍包圍
立法會立法會」。」。

警員家人被「人肉起底」
除了在議會利用各種手段攻擊警方外除了在議會利用各種手段攻擊警方外，，反對派亦反對派亦

「「扭盡六壬扭盡六壬」」挑撥警民關係挑撥警民關係，，試圖加深市民對警方的試圖加深市民對警方的
不滿不滿，，包括在網上包括在網上「「人肉起底人肉起底」」有份處理有份處理「「佔領佔領」」行行
動的警員動的警員，，甚至有人恐嚇警務人員的子女等甚至有人恐嚇警務人員的子女等，，目的在目的在
於打擊警隊士氣於打擊警隊士氣，，將警方置於市民的對立面將警方置於市民的對立面。。
警方一直對警方一直對「「佔領者佔領者」」採取極為容忍的態度採取極為容忍的態度，，但反但反

對派眼見對派眼見「「佔領佔領」」人數一直下跌人數一直下跌，，不時不時「「放風放風」」警方警方
快將清場快將清場，，在網上動員群眾在網上動員群眾「「增援增援」，」，例如早前便有例如早前便有
反對派人士稱收到消息反對派人士稱收到消息，，指特區政府計劃在亞太經濟指特區政府計劃在亞太經濟
合作組織合作組織(APEC)(APEC)會議結束後清場會議結束後清場，，甚至指稱當局甚至指稱當局「「屆屆
時再無顧忌時再無顧忌，，可以下令採取武力清場可以下令採取武力清場」，」，可見反對派可見反對派
為了催谷為了催谷「「佔領佔領」」人數人數，，不惜用盡陰招不惜用盡陰招。。

「「佔中三丑佔中三丑」」騎劫騎劫「「學生罷課學生罷課」」
藉機發動違法藉機發動違法「「佔領佔領」」以來以來，，被踢被踢
爆是爆是「「佔中佔中」」幕後幕後「「金主金主」」的壹傳的壹傳

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媒集團主席黎智英，，不單不單「「公器私用公器私用」，」，每日以大篇每日以大篇
幅作幅作「「洗腦式洗腦式」」報道報道，，將將「「佔中佔中」」標籤成標籤成「「雨傘革雨傘革
命命」。」。黎智英更不惜藏身在黎智英更不惜藏身在「「最安全最安全」」的添馬公園講的添馬公園講
台及人群中台及人群中，，遙控指揮遙控指揮，，儼如擔當着儼如擔當着「「佔中佔中」」的的「「輿輿
論總指揮論總指揮」，」，為違法為違法「「佔領佔領」」造勢造勢。。

黎智英繼被揭向反對派秘密捐款數千萬元後黎智英繼被揭向反對派秘密捐款數千萬元後，，再有再有
「「錄音曝光錄音曝光」」踢爆黎智英是踢爆黎智英是「「佔中佔中」」幕後幕後「「金主金主」」及及
「「操盤人操盤人」。」。據台灣據台灣《《中國時報中國時報》》上月上月22日報道日報道，，前前
「「倒扁運動倒扁運動」」發言人范可欽揚言發言人范可欽揚言，，黎智英曾找他和前黎智英曾找他和前
「「紅衫軍紅衫軍」」總指揮施明德秘密開會總指揮施明德秘密開會，，討教如何執行討教如何執行
「「佔中佔中」；」；隨後隨後，，黎智英借鏡黎智英借鏡「「台灣經驗台灣經驗」」並利用大並利用大
批年輕人及手抱嬰兒的婦女擔當批年輕人及手抱嬰兒的婦女擔當「「先頭部隊先頭部隊」。」。

黎金主運籌帷幄黎金主運籌帷幄
在在「「佔中三丑佔中三丑」」宣布宣布「「佔中佔中」」後後，，黎智英隨即到黎智英隨即到

場場，，並安排並安排《《蘋果日報蘋果日報》》以以《《港人必勝港人必勝》》的煽動式標的煽動式標
題作為翌日頭版標題題作為翌日頭版標題；；多日來多日來，，黎智英更無視外界批黎智英更無視外界批
評評，，繼續藏身在最安全的添馬公園講台及帳幕中繼續藏身在最安全的添馬公園講台及帳幕中，，部部
署署、、指揮整場違法行動指揮整場違法行動。。
事實上事實上，，早前有密件披露早前有密件披露，，黎智英不單涉嫌直接資黎智英不單涉嫌直接資
助助「「佔中佔中」」及在旗下媒體免費大賣廣告及在旗下媒體免費大賣廣告，，甚至連甚至連「「佔佔
中中」」在壹傳媒以外的媒體登廣告在壹傳媒以外的媒體登廣告，，他也願意代為支付他也願意代為支付
廣告費廣告費。。從黎智英曾被揭就從黎智英曾被揭就「「佔中佔中」」發起發起「「六二二民六二二民
間公投間公投」，」，前後花費前後花費300300萬至萬至350350萬元萬元；；到鼓動絕食罷到鼓動絕食罷
課課，，到出錢資助反對派到出錢資助反對派、「、「佔中佔中」」搞手搞手，，足證黎智英足證黎智英
是是「「佔中佔中」」幕後幕後「「金主金主」」及及「「操盤人操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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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佔領」
啟動以來，反對
派為求營造「全
民 抗 爭 」 的 氣

氛，不擇手段不斷在
網上散布虛假訊息，包括誣

指警方使用「過度武力」、對「手無寸
鐵」市民發射催淚彈、大批解放軍候命清
場等，網上提供示威者下載「FireChat」
通訊程式資料，部署精密不容置疑。
「佔中」提早發動並迅即陷入失控狀

態。反對派及其喉舌為求煽動悲情，吸引
不知就裡的市民參與「佔中」，不惜利用
網上平台、社交網絡及手機，發放「佔
中」行動部署及現場訊息，包括提供群眾
支援路線，使人數及物資可源源不絕湧
入，維持集會氣勢。
同時，反對派更發動網絡散播謠言，包

括不斷誣指警方使用「過度武力」、對
「手無寸鐵」的市民發射催淚彈、警察開
槍「武力鎮壓群眾」等，以完全是顛倒是
非的虛假訊息，挑動警民對立，藉此呼籲
示威群眾衝擊警方防線，特別是煽動青年
走到抗爭的最前線。

FireChat確保訊息及時流通
在反對派全天候轉載及發放現場照片及

消息的同時，另邊廂就有網民發起「白宮
聯署」，要求美國總統奧巴馬回應事件，
將事件推至國際層面，這正是反對派將事
件升溫的精密部署。
為確保集會現場訊息準確、及時流通，

網上更突然提供示威者下載「FireChat」
通訊程式資料，「FireChat」正是「台灣
學運」捧紅的通訊程式，故「佔中」涉精
密部署，絕對毋庸置疑。雖然虛假訊息最
終證實並非屬實，但已經對煽動群眾情緒
造成惡性效果。

陰招陰招22 借罷課催淚彈搞事
陰招陰招11「公民抗命」迷惑學生

陰招陰招44《蘋果》洗腦式造勢
陰招陰招33 抹黑警方 打擊士氣

違法「佔領」行動自9月 28日啟動至今達48

天，「佔領者」打着「和平非暴力」的旗號，為這

場堵塞香港鬧市主幹道的「非法集結」塗脂抹粉，

但實際上已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嚴重受

損，普羅市民生活慘被干擾，小商

戶苦不堪言，而「佔領者」漠

視法治及直接挑戰中央和

特區政府管治權威的態

度，不僅成為香港邁

向2017年普選的絆腳

石，更肆意衝擊「一

國兩制」。

愈來愈多香港人不堪

煩擾，憤而上街聲討、

動手清場、入禀法院控告，

亦有社會各界好言相勸，呼

籲學子回頭是岸。不過，

「佔領者」繼續「唯我獨

尊」，漠視全國人大常

委會不可撼動的政改決

定，對逾183萬「支持警方、還路於民」的呼聲置若

罔聞，相反挖空心思為日趨萎縮的「佔領」亂局製造

輿論，力圖撐起快將崩塌的「佔領」敗局。

本報綜合分析「佔領」行動在過往個半月來，圖

謀「催谷人頭博加時」的十大陰招，揭示「佔領

者」由始至終曲解法治，歪理連篇，利用學生激情

及警方使用催淚彈爭議催谷聲勢，而行動在龍蛇混

雜，訴求不一之下早已變質，暴力升級，撕裂香

港。一眾反對派搞手為免「爛尾」收場，不斷借打

擊警方士氣、拉倒與特區政府對話、草率拋出「廣

場投票」、「闖關上京」等搶眼球方案，甚至主動

引入外國勢力干預等，試圖為即將壽終正寢的「佔

領」招攬「陪葬者」重振聲勢。

事實上，一直與民為敵的「佔領」行動，由始至

終沒有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儘管反對派如何扭曲

事實、巧言令色，不少市民已看穿「佔中三丑」及

「雙學」頂着的「道德光環」由始至終都是「幻

象」，「佔領」鬧劇是時候落幕，一眾亂港者應盡

快跳出動亂泥潭，承擔刑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鄭治組

「佔中三丑」之一、港大法律學
院副教授戴耀廷去年一月提出「佔

領中環」行動，以「愛與和平」和「公民抗命」的口
號包裝違法行為，刻意曲解法治精神，更利用年輕人
的熱情作為政治籌碼，將學生「綁上戰車」當「佔中
炮灰」；有反對派更公然教唆示威者毋須遵從法庭頒
布的臨時禁制令，務求令「佔領」行動得以持續。
戴耀廷去年撰文提出「佔中」行動，稱「公民抗

命」是在沒有其他更可行有效的辦法下，參與者故意
違抗他們認為不公義的法律，「佔中」正是迫使中央

落實「真普選」的方法，又稱「佔中」主要是以40歲
以上的中年人為主，不鼓勵年輕人參與，以免留有刑
事案底影響前途。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8月底就香港普選問題作出決定

後，「佔中」行動聲稱落實「真普選」無望，將會啟
動「佔中」，但最終卻是藉助學聯及「學民思潮」暴
力衝擊政總後，「佔中三丑」才宣布提早「佔中」，
成功令大批學生「落疊」，一同參與「佔中」。

曲解法治精神鼓動「長佔」
反對派一直以花言巧語包裝「佔中」，令不少年輕

人「迷迷糊糊」，例如學聯曾質疑政府討論憲制和法
律原則是「玩弄市民的花招」，便被大律師公會不點
名批評「對法治精神公開的詆毀」，而「佔中三丑」
更隻字不提「公民抗命」的動機如何崇高，亦不能成
為在法庭上的抗辯理由。
戴耀廷日前仍繼續誤導公眾，稱「公民抗命」對守

法意識的衝擊很有限，聲言「先犯法後自首」便符合
法治精神，被社會各界狠批是無稽、歪理，可見反對
派由此至終曲解法治精神，目的在於鼓動年輕人長期
留守，將「佔領」行動無限期拖延下去。

「佔領」行動敗象畢現，反對派
頻頻搞小動作企圖力挽狂瀾，一時聲
稱要發動「廣場投票」，一時又策動

「變相公投」，近期又拋出要求特首
「解散立法會」，甚至揚言在APEC會期內

北上向中央官員表達意見。不過，所有「聲勢逼
人」的建議，實際上只是圖搶眼球的泛泛空談，至今無一成功
落實，旨在令日漸沉寂的「佔領」行動繼續成為主流媒體鎂光
燈下的焦點。

「廣場投票」虛晃一招
「佔中」早已後勁不繼，反對派聲稱於10月26至27日開展

「廣場投票」，以隱喻「人民主權」的「民間公投」試圖再掀
對抗波瀾，製造市民支持繼續「佔中」的假象。不過，在社會
反「佔中」聲音日趨強烈，加上「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
的簽名行動氣勢如虹下，一眾「佔中」搞手深知不可能得到民
意支持，為免作繭自縛，最終突然輕率地以「商討不周、內部
意見不一」為由，擱置行動，「佔中」五方主事者當眾鞠躬道
歉。
「公投」鬧劇剛完，學聯近日又「大鑼大鼓」稱要在亞太經

濟合作組織會議(APEC)期間到北京向中央領導人表達意見，但
其後又一再「縮沙」，改為聯繫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及全國
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希望兩人作橋樑安排與中央會面。事件幾
經擾攘，學聯至昨晚才聲稱決定周六上京。顯而易見，「闖
京」只是另一場爭取曝光的政治騷，無論能否成功，都可藉此
向「佔領者」繼續「逞英雄」，同時吸引公眾注意，並自製一
場青年人「投訴無門」的「悲情」情節。

陰招陰招66
違法「佔領」行動展開以來，特區

政府的對話大門一直打開，但學聯及
反對派多次出爾反爾，企圖利用對話機
會煽動群眾情緒，將行動升級。

10月2日，學聯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公
開信，要求就政改對話，並收回「梁振英下台」、撤

回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普選問題的決定的訴求，特首梁振英
當晚即委派林鄭率領的「政改三人組」，與學聯代表會面，並
重申政改討論必須按照香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進行。
其後，特區政府與學聯舉行了3次籌備會議，並確定於10月8

日進行對話，但學聯及其他反對派團體於對話前一日，突然宣
佈將所謂「不合作運動」升級，聲言發起新一輪罷課及「一人
一帳篷」行動，又重提爭取「公民提名」，特區政府隨即宣布
暫時擱置會面，林鄭批評學聯以市民福祉作籌碼，動搖了對話
基礎。
「佔領」行動擾攘近3周後，政府再次釋出善意，透過中間人

與學聯接觸以重啟對話，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當時聲稱，同意
要按香港基本法商討政改問題。

政府提建議反被指「耍花招」
不過，在10月21日的對話上，學聯卻不斷提出修改基本法、

撤回人大決定等無理要求，會後更指稱特區政府提出向中央提
交民情報告及成立多方平台，是「耍花招」，並要脅動員市民
長期「佔領」，「變臉」之快令人驚訝。
學聯其後再向特區政府提出對話，但林鄭日前表明，自上次

對話後，學聯立場反而變得更強硬，故對話空間暫不存在。學
聯反稱政府「欠缺誠意」，秘書長周永康更聲言，至少「佔
領」至明年3月至6月，「政改表決前不會無啦啦撤退」，企圖
將「佔領」行動無限期拖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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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行動長期擾民，隨着香
港社會反「佔中」的浪潮不斷高
漲，學聯及「學民思潮」等搞手顯
得進退失據，因此不斷「搬龍門」

脅迫特區政府，甚至發起所謂「一人一帳
篷」行動，聲言希望「佔領者」將抗爭融入生

活，將金鐘要道變成「抗爭者之家」，向政府發出警號，若
政府不釋出善意，只好將「佔領」規模擴大。
「一人一帳篷」表面上豪情壯語宣示「長期抗爭」，實際

上只是反對派掩飾留守人數驟減的「遮醜布」。他們試圖借
帳篷行動為「佔領者」寥寥可數的夏慤道一帶製造震撼畫
面，充撐場面，同時大玩噱頭，利用色彩鮮艷的帳篷陣，吸
引原本已捨棄「佔領區」的青年人、集會者回來逛逛湊熱
鬧，不少市民也趁周末假期前往「佔領區」到此一遊，拍照
留念。

潛藏公共衛生危機
根據本報記者連日統計及觀察，至11月中，在最大的金

鐘「佔領區」，帳篷數目已較早前逾2,000個減至約1,330
個，其中至少一半以上的帳篷「無人住」，只是在擺「空城
計」虛張聲勢。有義工直認：「上邊（佔中組織者）話，帳
幕多會顯得有氣勢，裡邊有無人都無所謂。」
反對派為了製造人多勢眾假象，更不惜犧牲青年學生的安

危，有公共衛生專家指出，「佔領區」內帳篷空間窄小，相
互間接觸多；加上不少學生都是連日露宿，抵抗力下降，形
容「佔領區」潛藏公共衛生危機。

「佔領」行動陷入迷失狀態，「佔中三
丑」之一的戴耀廷拋下學生自行復課，其
餘反對派不知如何自處，樂於任由外國勢
力說三道四，又公然要求外國勢力「關
注」香港政制發展及介入「佔領」行動，希

望令苟延殘喘的「佔領」行動得以回光返照。
坊間一直質疑「佔領」行動是反對派人士勾結外國勢力所為，而

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黑金」事件，以及「佔中三丑」之一戴耀
廷「神秘捐款」支持「佔中公投」等相繼曝光後，進一步印證「佔
領」背後有政治勢力暗中操盤。中國外交部就此多次表明，香港事
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和個人無權干涉，但反對派為求拖
長「佔領」行動，鼓動激進「支持者」繼續死撐，個多月來一直縱
容外國政客對「佔領」行動指手畫腳，期望為行動造勢。

民主黨邀「外人」視察佔領區
反對派甚至公然搭建平台讓英美等插手干預，一眾青年學生及市

民慘變政客棋子卻仍蒙在鼓裡。民主黨上月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作供」，竟促請委員會審查香港2017年特首選舉方法，要求他
們「關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及「佔領」行動。民主黨主席劉慧卿
更加為邀請外國勢力介入「佔中」辯護，聲稱「英國有責任去了解
聯合聲明的實施情況」，相信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可以舉行會議邀
請訪問團出席」。
此外，由亞洲區各地反對派政黨組成的亞洲自由民主聯盟和自由

國際聯盟早前在香港開會，民主黨亦公然邀請了相關50多名外國
領事、國會議員等到金鐘「佔領區」視察。反對派赤裸裸地挾洋自
重，充分暴露了所謂「雨傘行動」的骨子裡，只是反對派勾結外國
勢力，試圖在港掀起政治風暴，然後各取所需的政治交易。

■■99月月2626日日，，11,,500500名中學生到政總加入罷課行列名中學生到政總加入罷課行列。。 ■■ 99月月2828日日，，警方在干諾道中擲射催淚煙警方在干諾道中擲射催淚煙。。

■■1010月月1010日日，，警方清理金鐘道上的路障警方清理金鐘道上的路障。。 ■■1010月月1010日日，，黎智英在金鐘佔領區接受外媒採訪黎智英在金鐘佔領區接受外媒採訪。。

■)■)1010月月2121日日，，港府與學聯對話港府與學聯對話。。

■■1010月月2626日日，，五方主事者叫五方主事者叫
停停「「廣場投票廣場投票」」並鞠躬致歉並鞠躬致歉。。

「佔中」甫啟動已被定性為違法行為，儘
管反對派不斷將違法「佔中」美化成「民主
公義」的道德高地，高等法院已經正式頒布
旺角「佔領區」和金鐘中信大廈出入口的禁

制令，但反對派仍然堅拒撤離。更離譜的是，不
少反對派法律界人士竟漠視其法治捍衛者身份，公然煽

動「佔領者」不理會法院的裁決，甚至宣稱違反民事禁制令不會破壞
法治及警方不會介入等錯誤觀念，混淆視聽，挑戰法治，無法無天，為
法治精神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
「佔中」搞手為求政治目的，不惜顛倒香港法治界線，不斷以「公民

抗命」、「爭取真普選」、「非暴力」等概念，意圖將「違法佔中」推
向「民主公義」的道德高地，即使警方就示威者暴力衝擊警察防線執
法，同樣迎來極大的輿論批評。
法律界應當是法治捍衛者，但不少反對派法律界竟教唆市民違法。高

等法院正式對旺角及金鐘「佔領區」頒布臨時禁制令後，民主黨何俊仁
竟親身到「佔領區」，煽動「佔領者」毋須理會禁制令，隨後更以「二
戰時納粹德國法制」與香港現行法制劃等號，揚言法治不只是「無條件
遵守法律」，又稱「違反法庭禁制令」與「違反公安條例」都是「違反
法律」云。

法官批煽動者「完全錯誤」
高等法院日前延長對旺角及金鐘「佔領區」的臨時禁制令。法庭在判

詞中「不點名」直指，有受過法律訓練的公眾人物表示毋須遵守禁制
令，是完全錯誤，更令公眾誤解法治。
「佔中」違法毋庸爭辯，但反對派法律界竟知法犯法，帶頭煽動「佔

領者」公然挑戰法治。將政治凌駕法治、慫恿示威者胡作非為，徹底撕
裂了香港百多年建立的法治精神。

■■ 「「一人一帳篷一人一帳篷」」行動是製造行動是製造
「「人多勢眾人多勢眾」」的假象的假象。。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 1010月月2222日晚日晚，，律師陳曼琪冒雨到旺角律師陳曼琪冒雨到旺角
向向「「佔領者佔領者」」宣讀法庭的臨時禁制令宣讀法庭的臨時禁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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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月月88日日，，單仲偕帶自由國際聯盟單仲偕帶自由國際聯盟
成員探訪金鐘成員探訪金鐘「「佔領區佔領區」。」。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