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政情與評論

日前在港大法律學院舉辦的「雨傘運動與法治」論
壇上，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Henry Litton）指
出，對近日以私人訴訟處理公眾秩序的做法感到奇怪
（intriguing），他更對法庭頒布旺角禁制令感「迷
惑」（mystified）。列顯倫表示，潮聯申請的臨時禁制
令，指控涉及公眾滋擾及公眾秩序（public order），
他對以私人訴訟的方式處理感到奇怪。他指若訴訟涉
公眾秩序，律政司有權力、更可以說是有責任接手處
理涉及公眾滋擾的個案，捍衛公眾利益，但律政司未
有介入。同時，他又質疑高等法院上月就旺角「佔領
區」禁制令申請，在原訴人未能保證有效執行禁令及

只聽取單方面申述便批准臨時禁制令，他形容這程序
奇怪，不符合法庭只能在緊急情況下才批准單方面的
禁制令申請的原則。

兩大質疑並不合理
列顯倫對高院頒布的禁制令兩大質疑：一是何以用

民事的禁制令去處理涉及公眾秩序的問題；二是頒下
禁制令時為何只聽取單方面申述，而沒有佔領一方的
申述，因而令這位「法律界元老」感到「迷惑」。然
而，高院頒下的禁制令真的令人「迷惑」嗎？當然不
是。對於列顯倫質疑為何用民事禁制令應付佔領問

題，必須先釐清一個事實：就是提出禁制令的是私人
機構及運輸業團體，而非特區政府。由於佔領道路的
行徑直接影響其生計，他們通過法律途徑爭取公義，
申請禁制令要求恢復道路秩序，是保障自身權益的合
法合理手段，沒有什麼可奇怪的。至於列顯倫以及一
些反對派人士質疑，為何民事禁制令要由警方出面處
理，而不是申訴人一方自行解決，這種說法更有偷換
概念之嫌。
固然，一般的禁制令主要由申述人執行，但針對

佔領行動明顯是行不通，原因有二：一是佔領行動
規模龐大，參與者眾，如果單靠私人機構及團體，
絕不可能憑一己力量進行清場，要求他們自行處理
不但是強人所難，更隨時會引發嚴重衝突。二是早
前法庭已經頒下禁制令，但一眾佔領者卻拒絕理
會，反對派政客甚至教唆佔領者漠視禁制令，這便
衍生出藐視法庭的問題。而藐視法庭屬於刑事罪
行，當面對佔領者漠視禁制令，藐視法庭之時，警
方便有百分之百的理由協助執行，全面清場。正如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指出，「佔中」許多行為都
可能是非法，警方一直有留意，但警方和政府一直
採取忍讓態度，是因為不想有受傷和流血事件發
生。但是民事法庭頒下的禁制令，亦被人公然違
反，說不會履行，當中已涉及刑事行為，屬於藐視
法庭，這是另一個刑事行為，警方執行禁制令並沒

有可質疑之處。

反對派損害法治才令人「迷惑」
至於法庭在頒下禁制令時沒有聽取佔領一方的申

述，也不應令列顯倫感到「迷惑」。禁制令在法律上
屬於中途程序 （interlocutory procedure）， 即原告人
其實同時向被告人發出傳訊令狀，正式向被告人展開
訴訟，而提出禁制令的申請只是中途附加的程序而
已。而在最緊急的情形下，原告人可以單方面申請禁
制令，不必通知被告人。
現時佔領行動已進入最緊急的時候，旺角等「佔

領區」已成火藥庫，每日幾乎都爆發激烈衝突；不
少市民及運輸業界人士已多次到「佔領區」表達不
滿，對立情緒高漲。而在長期非法佔領之下，本港
法治危如累卵。因此，法庭及早頒布禁制令循法律
渠道解決問題，絕對有其緊急性，否則高院也不用
連續頒下禁制令，大律師公會不必發表措辭嚴厲的
聲明，以表達對法治受損的憂慮。所以，法庭頒下
禁制令，絕對是合法、合情、合理，目的是要保衛
香港的法治。列顯倫的「迷惑」不知從何說起？身
為法律界人士，現時應捍衛法治而非質疑法治。近
日，一些反對派大狀、律師、學者對香港法治的種
種傷害性言論，其實才更值得列顯倫「迷惑」及憤
怒。

文平理

列顯倫應捍衛法治而非質疑法治
在當下香港法治風雨飄搖之時，任何對香港負責任的人都應挺身而出捍衛法治，尤其是法

律界人士，而執行禁制令正正是彰顯法治的重要舉措。但令人失望的是，列顯倫身為「法律

界元老」、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理應是香港法治的守護神。但現時竟公開質疑高院的禁制

令判決，並表示對禁制令感到「迷惑」。然而，佔領行動損害他人利益，有機構及團體申請

禁制令保護自身權益是合法合理之舉；至於由警方負責執行，這不但是由於佔領行動規模較

大，也在於佔領者漠視禁制令，已經觸犯了刑事的藐視法庭罪，警方執法有何可質疑之處？

至於說佔領行動沒有緊急性，更是不知人間何世的說話。列顯倫對禁制令的「迷惑」，不知

從何說起？最令香港市民心寒的是，在關鍵時候對香港法治落井下石，質疑法治的人，竟然

就是一班法律界人士，實在令人扼腕痛心。

「佔中」已如爛尾樓，搞手們也各
有打算，有人希望早日退場盡快止
蝕，有人則想苟延殘喘拖得就拖。近
日「佔中」搞手們又提出所謂「雨傘
民意日」，由今日起一連三日在三個
「佔領」區內收集「佔領」者意見，
討論未來運動的方向云云。意見的內
容分為四個方面，包括進一步升級行

動、退場條件、第二輪對話及「佔領」者身份認同等
問題，全部設開放式選項供寫下不同意見。其實，這

次所謂「雨傘民意日」，不過是「佔中」搞手繼上次
夭折的「廣場投票」後，又一次企圖偽造民意的花
招。真正的民意已經很清楚，只是「佔中」搞手拒絕
接受而已。
所謂「雨傘民意日」，收集到的不過是「小圈子的

民意」，原因是有權表達意見的，只是「佔領」區內
的極少數示威者，至今繼續堅持「佔領」的，都是反
對派核心支持者或是最激進的一群。試想連戴耀廷、
陳健民等「佔中三丑」以至大部分反對派議員早已離
開「佔領」區回家了，只剩下一班激進派人士在「磨

爛蓆」。這些人對「佔中」的意見如何已不說自明，
就是拒絕和平退場，不流血不罷休，請問這些極端意
見有何參考價值？同時，「佔中」影響的是廣大市民
生計，關係全港社會利益，「佔中」是否退場怎可能
由幾百名「佔領」者決定。他們有甚麼資格代表廣大
市民決定「佔中」去留？他們的意見代表不了誰，不
過是代表香港社會最偏激的聲音而已。
「佔中」搞手為了挽回敗局，近日花樣盡出，不斷

搞出各種所謂收集民意的花招。早前提出的「廣場投
票」，原意就是為持續「佔領」製造民意，最終在反
對派的大力反對下中途腰斬，令學聯及「學民思潮」
大感沒趣。但「雙學」卻死心不息，堅持要將「佔
領」行動拖下去。於是現在又提出「雨傘民意日」。
說到底，不論名目如何，本質就是要假造民意、扭曲

民意，為「佔領」續命而已。
其實，真正的民意已經很清晰，只是「佔中」搞手

們不願意面對。183萬人簽名要求還路於民；多個民調
表示超過7成市民要求「佔中」立即退場；反對派議員
近日民望急瀉，相反特首以及主要問責官員的民望卻
在上升，這些都說明一個事實：就是主流民意希望盡
快結束「佔中」，並支持特區政府執法清場，恢復社
會秩序，對於反對派逆民意策動「佔中」深惡痛絕。
這些民意都是相當一致，相當清晰。如果「佔中」搞
手是真心尊重民意，現在就應該立即退場，但他們還
要搞什麼「雨傘民意日」，說明他們徵求民意是假，
偽造民意才是真。這樣的人竟然還在大談民主，不是
對民主的最大諷刺嗎？

「雨傘民意日」不過是「小圈子民意」卓 偉

■責任編輯：袁偉榮、謝孟宜 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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睇遠啲向北望
廖柏偉籲港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鼓吹違法「佔中」者，包括本港一批主張對抗中央的

大學生。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香港團結基金」顧問廖柏偉

昨日表示，現今大學生欠缺祖國情懷，又拒絕放眼世界，眼光狹隘。他呼籲大學生有理

想之餘亦要認清現實，了解現在中國的巨大變化，才能更好地與社會和國家接軌，避免

空有熱情缺乏理性。

該為國家「升呢」做點事
廖柏偉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中指出，大學生有熱
情有理想，也要有思考有理性，年輕人10年後，也
會成為社會棟樑並成家立室，現在更需多認識現實
世界。他批評現在有些大學生只強調關心社會，沒
有好好認識祖國，沒有放眼世界，眼光狹隘。他舉
例指，過去「四人幫」倒台前後，當時本港大學的
學生會以致學聯所喊口號反而不是要反對甚麼，而
是呼籲「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現在部分大學生
卻忘記了這些祖國情懷。他寄語學生「睇遠啲，睇
闊啲」，指世界形勢改變，國家也有很大的轉變。
中國將上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香港屬於中國

這個大國的一部分，學生要認識這個現實，這方面
應多做點事情。
他續說，「香港團結基金」是一個智庫組織，希
望研究長期政策，解決香港長期及深層次的問題。
例如現在社會撕裂嚴重，特別是年輕人和社會其他
階層想法不同，雖然青年鼓吹「公民提名」的直接
民主受到社會質疑，但年輕人有這種想法，當中的
深層次問題值得深思。

把握人幣「走出去」機遇
廖柏偉又提到香港和內地的聯繫，指出本港對內地

的支援作用正逐步減退，現時本地生產總值僅為內地
約3%，遠低於過去的25%，香港過去對內地的中介

作用，今日已越來越小，必須尋找新方向。他說，中
國目前有大量儲蓄向外投資，香港正可發揮國家資金
「走出去」的作用。此外，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地位越
來越高，很多國家和中國交易都以人民幣結算，這些
現象正提示金融和投資是香港和內地協作的重要方
向。
至於下星期一起本港銀行取消每日兌換2萬元人民

幣的限制，廖柏偉認為，香港具有良好的市場監
管，稅制法制健全，人們更希望到香港多於到上海
做人民幣結算，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有
機會推動香港成為更高層次的金融中心。

曾鈺成：負責任政府 難擱置爭議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聲稱要向特區政
府「全面開戰」的反對
派，計劃在立法會工務小
組委員會議上拉布，為免
讓反對派「有足夠子
彈」，展開永無休止的拉
布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決定抽起下周三會議討論
的13個項目。小組委員
會主席、公民黨黨魁梁家
傑聲稱，當局此舉令他不

能行使主席權力，優先處理 沒有爭議性的撥款項
目，是「行政霸道」。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坦
言，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能無限期擱置有爭議
的項目，只推行沒爭議的政策。
立法會工務小組積壓20項工程撥款申請未審議，
但自10月復會後，小組經過4次會議仍未完成首項
關於中部水域人工島研究的議程。特區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近日決定，在下周三立法會工務小組會議上
只提交7個工程項目供委員審議，並會視乎會議進

度於日後提交其餘項目。
對此，梁家傑即時「發難渣」，稱當局安排是
「削去主席調動議程的權力」，令他不能將部分反
對派視為「爭議較少」的民生項目調前審議。
曾鈺成昨日在一公開場合被問及有關問題時指

出，特區政府和委員會主席本身都有權調動議
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可能只推行沒爭議
的政策，凡有爭議的政策就完全不推行，例如爭
議良久的「三堆一爐」，本身有一定爭議，但當
局不可以因此無限期擱置不處理，倘將具爭議項
目不停往後擱置並成為規矩，特區政府的政策將
會無法推行。

冀行政立法雙方通過協商解決
曾鈺成續說，自己不會介入工務小組與特區政府

就議程安排上的爭議，也不認為是次事件反映行政
立法關係已到達「對着幹」的地步。但他指，自己
不贊成特區政府「完全漠視」立法會的意見，小組
委員會也不應該不理會特區政府的安排，若只堅持
己見，只會令矛盾加深，影響議會工作，對香港社
會沒有好處，希望雙方通過協商解決。

學聯擬明闖京
阿曾批無建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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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五方平台」昨晚再次開會，討
論應否通過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變相
公投」作為結束「佔領」行動的「下台
階」。據悉，反對派地區中人紛紛向所

屬的政黨反映，香港市民已對「佔領」感厭倦，反對
派政黨均認為應該撤離，但「雙學（學聯及『學民思
潮』）」卻死撐「變相公投」可行，並向各政黨施
壓，拖慢了反對派政黨的部署，他們只得「靜候清
場」，並希望外國傳媒拍下「佔領」者被抬一幕，讓
他們的「政治騷」得以繼續。

「佔中五方平台」昨晚再次開會，討論「變相公
投」的問題。有與會者透露，「雙學」提出「變相公
投」時，稱這是唯一可解決「佔領」困局的方法，但
當有與會者反問「公投」能否保證圓滿離場時，「雙
學」竟稱「任何人都保證不到」，這種極不負責任的
態度，令與會者「七竅生煙」。

無黎水撐補選 政黨拒「落搭」
有與會者續透露，反對派政黨已經向「雙學」表明

所謂「公投」不可行，並建議再以其他方式繼續抗
爭，惟「雙學」拒絕接受現實，不斷游說反對派議員
「詳細考慮」，礙於「雙學」為當前的「風頭躉」，
會上各人都不敢多言半句。

與會者勞氣地稱，「金主（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
英）都表明反對『公投』，沒有這支大水喉協助，
何來有資源推行這般龐大的選舉工程？……學生無
資源，又不是他們辭職，說起來當然輕鬆自在！」

既怕失票又怕得罪「佔領」者
另一與會者則指，反對派政黨很多地區「兄弟」

已大喊救命，指市民對「佔領」行動感到厭倦，激
進分子卻覺得反對派政黨「拖拖拉拉」，缺乏政治
勇氣，令他們的支持度急速下滑，必須盡快有一個
了斷，「一些反對派大黨怕失掉選民支持，又不願
意得罪『佔領』場內的示威者，圖享『兩家茶
禮』，最後變成兩邊不討好，只能施展『拖字
訣』。」

有反對派議員私下透露，他們正「一心一意」待警方「清
場」，屆時他們會「坐在地上，配合警方抬走」，再讓外國
傳媒拍下「世紀照片」，順理成章地結束「佔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曾鈺成 資料圖片

■廖柏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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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學聯秘書長
周永康昨晚宣布，他和學聯常委羅冠聰、常務
秘書鍾耀華3人明日（周六）下午闖京，希望
與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全國人大常委，以
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面。他們並將3張印上
「我要真普選」的橫額置於3個「佔領」區，
收集「佔領」者對政改的意見，並攜同有關的
橫額上京。
周永康承認，這是一次「政治示威」，又稱

他們已有準備可能會被拘留和檢控。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批評，有關行動無法達到具建設性的
效果，因中央已知道學聯的意見，而學聯在與
特區政府首次對話後，提出更強硬的立場，令
對話無法縮窄分歧，難以化解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