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9月19日（星期六）■責任編輯：袁偉榮

香港足球總會正式接獲國際足協（FIFA）的
信件，就香港隊主場對卡塔爾的世界盃外圍賽
中，有球迷於奏國歌時發出噓聲以及有球迷擲
紙包飲品的違規行為展開正式調查。足球是很
多港人至愛，香港足球隊更以拚搏精神和出色
表現贏得香港球迷的擁戴。但令人遺憾的是，
近年氾濫的政治化、暴力化歪風竟然蔓延至綠
茵場上，個別球迷竟將體育競技場當成宣揚
「本土主義」、「勇武抗爭」的舞台，令香港
及香港足球蒙羞，讓單純的足球運動變味，也
侮辱了港隊力爭上游的拚搏精神。球場應該拒
絕政治、拒絕暴力，讓足球回歸體育精神，回
歸快樂本位，讓廣大球迷自自在在享受「睇
波」的單純樂趣。

香港市民有熱愛足球的傳統，港隊曾經在亞洲
球壇叱咤風雲。如今雖然今非昔比，港隊水平也
與世界級強隊乃至亞洲勁旅存在差距，但憑着敢
打敢拚的頑強鬥志，港隊在亞洲足球仍然不可小
覷，經常製造驚喜賽果，贏得對手尊重，更得到
香港球迷誠摯的擁護和愛戴。2009年港隊在東亞
運動會上一舉擊敗日本隊，勇奪男足金牌，讓香
港在亞洲球場揚眉吐氣，內地球迷同樣為港隊的
勝利由衷拍掌歡呼，與有榮焉。

足球的最大魅力，在於球隊同場公平競技，
各自發揮最高水平，讓過程高潮迭起，讓賽果
變幻莫測；看足球的最大樂趣，在於球迷既為
本隊全力打氣，亦為對手精彩表演折服。場上

場下專注競爭，以球張揚體育精神，以球釋放
歡樂真情。因此，足球球場根本就應該只講競
技，免談政治；以球技文明贏人，遠離暴力挑
釁。可惜今時今日，香港泛政治化的陰霾不
散，更吹入足球場內，搞事之徒在日常社會中
肆無忌憚玩弄政爭花樣還不夠，竟然屢屢在球
場內對自己的國歌作出不敬行為，藉此宣場政
治訴求、宣洩政治戾氣。可幸的是，國際足協
對政治入侵球場早有防範，《國際足協條例
（國際足協紀律章程第六十五ff條）》明文禁止
球員和球迷對國旗國歌作出不敬行為。

政治和暴力歪風愈趨嚴重，令踢波睇波都
「唔安樂」，實在是一種令人不能忍受的侮
辱。那些錯把政治當「龍門」的所謂球迷，將
球場當成政見的表演場，明目張膽地表達激進
政治訴求；那些錯把對手當「敵人」的所謂球
迷，將球場當成暴戾的發洩場，肆無忌憚地向
對手球員投擲雜物。這些行為，糟蹋了一場好
好的球賽，侮辱了在場上全力拚搏的球員，損
害了激情文明的真正球迷。國際足協對這極少
數球迷違規行為作出處罰，尤其如果判罰主場
閉門比賽、甚至取消參賽資格的「極刑」，對
香港隊和香港球迷，都是不應承受、卻不得不
「代過」的傷害。所以，所有香港球員、香港
球迷、香港市民都應該大聲說：球場不要政
治，球場不要暴力！讓我們享受單純踢波、單
純睇波的樂趣。

球場拒絕政治拒絕暴力
城規會有條件通過新田臨時邊境購物城發

展計劃申請，令這項旨在分流來港購物旅
客，減少對市區社區造成的壓力，同時有利
於吸引更多旅客來港、促進旅遊業發展的計
劃，有望在短期內實現。不過，由於有部分
當地居民擔憂會影響當區交通狀況而提出反
對，甚至聲稱不排除要提出司法覆核。這種
狀況下，購物城發展者和政府有關部門除了
要滿足城規會提出的條件外，還應努力和當
地居民溝通協商，爭取做到兼顧各方面的訴
求並達致共贏；當地居民一方，也應避免使
用司法覆核這種「單贏」手段，盡量以溝通
協調爭取共贏的結果。

長期以來，內地旅客來港購物，幾乎集中在
市區繁華商業區，令這些地區人流過分集中，
交通相當擁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負荷能力，
也給市民日常生活造成影響。因此，香港一些
熱心的人士就提出，仿照外國旅遊的做法，興
建邊境購物城，讓以購物為目的的旅客，不需
要到市區就可以買到需要的商品。這個構想如
果得到落實，既可以吸引和方便內地遊客，又
能夠減輕市區壓力，緩和一些市民不滿情緒，
是可以達致多贏的好事。現在，城規會在原有
十五項條件之外，新增加了要求提交公共交通
服務計劃的附加條件後，通過了該項計劃申
請，總體值得歡迎。因為，香港旅遊業需要吸
引更多的旅客，也需要多新建一些有特色、方

便型的設施，可以預料，邊境購物城落成後，
通過靈活而具特色的經營，將可吸引深圳等鄰
近地區的旅客前往購物，為香港零售和旅遊業
增加一個新平台。

當然，邊境購物城確實可能對當地居民原
先平靜的生活帶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隨
大量遊客進出，會增加車流，對當地的本來
已經比較緊張的交通環境造成更大壓力，甚
至不排除出現交通擠塞。為此，城規會要求
發展方提交公共交通服務計劃。昨天也有數
十位新田鄉的人士前往抗議，他們甚至聲言
不排除提出司法覆核來阻止該項計劃。對
此，邊境購物城的發展方乃至相關政府部門
應予高度重視，對鄉民提出的實際問題，應
認真考慮解決方案，積極協調，兼顧利益，
爭取支持，平息爭議。至於鄉民一方，也應
採取理性和實事求是的方式來進行協商，特
別是要慎用司法手段。因為，興建邊境購物
城，並不涉及什麼「是與非」、「對與錯」
的排他性問題，大可尋找方法達至各方接
受。如果用法律手段，只會出現建與不建這
樣兩個極端的結果，並不能達致多贏的最佳
局面。應該看到，購物城的設立，對改善當
地的就業，為當地居民的發展，也是一個機
遇，社會大眾都衷心期待各方面能夠充分溝
通，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最終實現各方共
贏。 （相關新聞刊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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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國際足協證實對有香港球迷噓國歌及投
擲雜物的事件展開調查，最壞打算可能會導致港隊下一場主場對國足的賽
事需要閉門作賽。香港球壇近期看到復甦希望，卻有可能被政治介入體育
而拖累，多名港隊成員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均表示，他們不希望被罰閉門
作賽，認為會嚴重打擊漸見起色的香港球壇。

閉門賽損士氣失主場優勢
港隊門將葉鴻輝昨日表示，主場球迷的支持對球隊幫助很大，如罰閉門

作賽將是港隊以至全港球迷很大的損失：「我們上場能夠在尾段連追兩
球，球迷沒有放棄為港隊打氣是很大原因，如果下場主場被罰閉門作賽，
會令我們失去主場優勢。現階段事件尚在調查當中，無論最終結果如何均
不會影響我們備戰。不過希望球迷入場能夠一心一意支持港隊，我們會為
此而非常開心，但若有任何過激行為或影響到對方球員，就不太好了。」
港隊中場指揮官林嘉緯則指出，上場對卡塔爾縱使落後3球下，球迷仍
不停為港隊打氣，「這份打氣聲對我來說很重要」，如果閉門作賽將會大
大打擊有復甦跡象的香港球壇。他表示：「近期港隊以至港超聯入場人數
均有明顯增加，如果對國足這場焦點大戰要閉門作賽，對香港球市會造成
很大傷害。」
為港隊效力多年的另一位港腳盧均宜表示：「我相信事情仍在調查當
中，希望不要發生影響球隊備戰及成績的事，球隊在今屆賽事非常努力並
有不俗表現，就是希望有更多球迷入場支持，始終球員付出了很多，也希
望球迷繼續支持港隊，一旦閉門作賽，沒有球迷的支持，我們的士氣必定
受到影響。」

陳偉豪：體育政治應分開
因傷退隊的港隊「老大哥」、隊長陳偉豪則認為，體育與政治應該分

開，相信大部分入場球迷均旨在欣賞賽事，希望事件不會影響到球隊目前
高漲的士氣。

球迷批滋事者將足球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對於香港部分球迷於國歌奏起時
發出噓聲，不少熱愛足球的市民
慨嘆，有人將足球政治化，批評
滋事者基於個人的政治取態，透
過粗鄙的方式於球賽上表現。

小撮人粗鄙騎劫了港人
樊先生表示，香港法律保障個

人享有言論自由，但不應該隨
便濫用，而噓國歌的行為不能

接受。他說，香港社會近年政
治氣氛濃厚，如今政治更滲透
體育，使一場純粹的運動較量
變得政治化，令不少市民心生
抗拒。他又指，只是部分人發
出噓聲，卻等於騎劫了其他港
人，希望真正的球迷給足球一
個純淨的樂土。
周同學表示，上周與家人在家

中觀看港隊對卡塔爾賽事，雖然
錯過電視直播奏國歌時段，但她

認為發出噓聲的市民有違禮節，
指奏起國歌時應該保持嚴肅，然
而卻有人發出不禮貌的聲音。她
又指出，尤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理應尊重自己國家的國歌，
希望日後不會再發生同類事件，
破壞港人形象。

對立情緒不應帶入球場
鄭先生表示，國歌代表國家，

每一個人都應該尊重自己國家的

國歌。他批評連番有香港市民對
國歌發出噓聲，實令人情何以
堪，「一來羞家，二來影響身邊
觀眾！」
他批評，香港社會近年多政治爭

論，如今有人將這種對立情緒帶進
球場是不必要的，「足球場是踢球
的地方，不是爭論的地方。」他希
望滋事者「收聲莫再講」。
黎先生表示，香港人出名有禮

貌，並相信有人噓國歌、向卡塔
爾球員投擲紙包飲品是個別事
件。不過他嚴厲批評部分人過於
激動，影響港人形象，「又噓國
家、又掟嘢，顯得港人好野
蠻。」
李小姐表示，雖然有人向場內
投擲盒裝飲品，但毋須因單一事
件而禁止市民帶盒裝飲品進場，
因為市民若要投擲物品，他們亦
可以用罐裝、樽裝，甚至玻璃
樽。她建議當局可以多勸喻觀賽
要保持禮儀。

國際足協追究港球迷噓國歌
足總料被罰款不致閉門作賽 11月對國家隊或禁攜紙包飲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剛）港隊於本月8日世界盃外圍賽主場鬥卡塔爾，賽

前在奏國歌時小部分香港球迷發出噓聲，更有球迷向球場上的卡塔爾球員投擲紙包

飲品的紙盒。國際足協（FIFA）正式就事件對香港足總展開紀律調查，並要求香港

足總在下周二前提交相關資料。對於是否將受罰，香港足總主席梁孔德昨日受訪時

預料，事件未嚴重到會被罰閉門作賽，最大可能會被罰款。由於事件牽涉紙包飲

品，港隊下場對國家隊的賽事，可能會禁止球迷攜帶紙包飲品入場。

港隊今年6月先後對不丹及馬爾代夫的兩場世
界盃外圍賽，均有港隊球迷在國歌播放時報

以噓聲。本月8日，港隊大戰勁敵卡塔爾的世界
盃外圍賽，於當晚8時正準時在旺角大球場「開
波」。在比賽開始前奏起國歌儀式時，看台上有
小部分球迷報以噓聲，在西看台則有球迷高呼
「We are Hong Kong」，聲浪蓋過國歌。梁孔
德當時表示，他希望球迷自律，在往後幾場賽事
不要在開賽前的儀式發出噓聲，因為若再「犯
禁」，或會遭國際足協處罰。不單會處罰香港足
總，港隊在接下來的比賽亦可能要閉門作賽，屆
時損失的仍是球迷。

場監拍到球迷向卡球員掟紙包飲品
噓國歌事件已引起國際足協關注。梁孔德昨日
向傳媒證實，國際足協已於本周二發信，除了關
注部分香港球迷在奏國歌時發出噓聲外，場監在
賽事進行至60分鐘時，拍到位於香港球迷區的觀
眾向卡塔爾球員投擲紙包飲品，涉嫌違反相關條
例。國際足協要求香港足總在下周二前提交相關
資料，紀律委員會將在11月的會議審視資料和證
據，再決定是否處分。
梁孔德對國際足協展開紀律調查感到無奈，因

為自己早前已多次呼籲球迷不要噓國歌，但認為
港隊被罰閉門作賽的可能不大，最有可能因投擲
紙包飲品而被罰款。港隊上一次對菲律賓的友
賽，就因為有球迷投擲物品，被罰款25萬港
元。：「對方要我們多點解釋，我們說已經從傳
媒搜集香港足總早前已經呼籲球迷入場不要噓國
歌，我們只能把這些資料交給國際足協。他們今

次已經有充分證據。」
梁孔德又透露，由於事件牽涉紙包飲品，下場

港隊對國家隊的賽事，可能會禁止球迷帶紙包飲
品入場。
就國際足協紀律調查處理需時多久，及會否影

響港隊主場對國家隊的賽事，足總副主席貝鈞奇
認為，事件的最終結果很難說，包括要視乎調查
進度以及審議的會期，不排除一兩個月內會有結
果。國際足協前賽事監督陳譚新則指，紀律調查
是既定程序的一部分，象徵意義較大，最多只會
發出警告信。國際足協紀律委員會委員康寶駒亦
說，除非球場內發生暴力事件，才會罰球隊閉門
作賽。

球迷：噓聲表政見 政治不應介入體育
對於是次事件，有香港球迷表示，雖然事件發

展超出預期，但仍然會以支持港隊為前提，「無
什麼擔心（會閉門比賽）
的，其實跟世界其他地方
比較，香港球迷已經算理
性。」有球迷組織認為，
球迷在播放國歌儀式時用
噓聲表達政見不應該鼓
勵，並指有關行為或會導
致香港足總被國際足協罰
款或罰閉門作賽，受害的
仍是本地足球。有球迷則
強調，體育和政治絕不能
混為一談，如政治介入體
育便有違體育精神。

「極刑」可罰取消參賽資格
香港足球總會正式接獲國際足協

（FIFA）的信件，就早前香港隊主場對卡
塔爾的世界盃外圍賽中，球迷投擲紙包飲
品及於國歌奏起時發出噓聲等違規行為展
開正式調查，而這兩宗事件涉嫌違反了
《國際足協條例（國際足協紀律章程第六
十五ff條）》和《國際足協球場安全及保安
條例》。
據FIFA相關條例，有關行為屬於違背
「公平競賽」原則的不當行為，須由主場
球隊所屬的足球協會負責，FIFA將依據情
況作出處罰，最嚴重可能會勒令之後的主

場比賽閉門進行、將賽事作棄權論、扣分
以至取消參賽資格等。
FIFA曾在2014年1月對香港足總作出過

類似處罰。2013年6月4日，當時香港隊與
菲律賓在旺角大球場舉行友誼賽，引起種
族歧視風波：有球迷在賽前菲律賓國歌響
起時大喝倒彩，比賽中更有部分球迷向菲
律賓球員和球迷豎中指，及向其投擲垃圾
和礦泉水瓶，結果菲律賓事後投訴。2014
年1月，FIFA就事件對香港足總罰款25萬
港元，同時要求不能再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早前港隊對卡塔爾，有球迷做出粗口手勢。 資料圖片

■盧均宜與林嘉緯希望不要再發生影響球隊備戰的
事。 資料圖片

■葉鴻輝

■梁孔德

■樊先生 ■周同學 ■鄭先生 ■黎先生 ■李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