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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19歲的「香港眾志」秘書長、前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去年10月申
請司法覆核，表示香港市民於18歲便享投
票權，但《立法會條例》規定年滿21歲才
可參選立法會地區議席，違反基本法及人
權法中香港永久居民可以投票及參選的權
利云云。高院日前展開聆訊，決定是否受
理黃之鋒的司法覆核申請。代表政府的資
深大律師余若海指投票權與參選權性質不同，不應混為一
談。他續稱，本案其實是政治問題，應交由立法機關處理
及作公共討論，而非隨便訴諸法庭。

將一己意見加諸整個社會之上
黃之鋒申請司法覆核，要求將立法會議員參選年齡降至

18歲，他不諱言是為自己能參選鋪路。黃之鋒雖然家境
寬裕，家住中產屋苑，但仍然申請法援提出司法覆核。但
司法覆核是有社會成本的，由納稅人埋單，黃之鋒如此為
一己之私搞司法覆核，把一己意見加諸整個社會之上，令
人質疑是否有必要為私人的特殊要求更改法律。有關參選
門檻的意見，宜在立法機關處理，而非動輒申請司法覆
核。

黃之鋒指立法會條例規定年滿21 歲的永久居民才可參加
立法會地區議席的選舉，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中香港永久
居民可以投票及參選的權利云云。黃之鋒奢談人權法，殊
不知國際人權公約施行法第3條規定，適用公約規定應參
照其立法意旨及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而人權委員
會第25號一般性意見規定：「對行使第25條保護的權利規
定的任何條件應以客觀和合理標準為基礎。例如，規定經
選舉擔任或任命特定職位的年齡應高於每個成年公民可行
使投票權的年齡是合理的。」

由於從政者需要相當的社會閱歷和經驗積累，世界各地
一般對政壇重要職位的被選舉人的年齡，設有比選民資格
更為嚴格的年齡限制。如美國公民年滿18歲符合居住條件
就有選舉權，而眾議員候選人的年齡是年滿25歲，參議員
候選人的年齡是年滿30歲。

可見，參選年齡與投票年齡有別，並非香港獨有的特殊
情況。香港已經對立法會議員的參選年齡作出周詳的考
慮，立法會議員參選人必須年滿21歲。這是因為有關的職
位關係到香港的繁榮穩定，要有一定政治閱歷的人出任，
才可慎重處理香港的事務。

為自己找新政治舞台
基本法第26條規定，香港永久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

選舉權。「依法」兩個字很重要，根據《立法會條例》，
要在立法會地方及功能界別中參選，必須年滿21歲，及在
提名前的3年內通常在香港居住。有關規定符合國際人權
公約的規定，亦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香港選舉法例規定
立法會議員的參選年齡是21歲，就必須遵守。

黃之鋒揚言，議會「老人政治」情況嚴重，故希望通過
司法覆核促進政壇年輕化云云。黃之鋒的這種說法，連反
對派人士都覺得自私兼狡詐。其中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曾撰
文教訓黃之鋒要尊敬老一代的「民主派」，不應輕率一句
「老人政治」就抹煞在議會耕耘二三十年的人。梁家傑在
文中說：「從政要面對很多誘惑和考驗，帶出一個人最好
的一面，和最壞的一面。」李鵬飛也批評，黃之鋒申請降
低立法會參選年齡的司法覆核，不過是為延續自己的社會
行動找個新平台，是十分自私的行為。黃之鋒申請司法覆
核為一己之私參選立法會鋪路，其實已帶出他「最壞的一
面」。

「香港中箭」博出位厚顏無恥

「香港眾志」（「香港中箭」）成立不足兩
個月，其成員已多次到海外巡迴「宣傳」，被
港人痛斥他們明目張膽勾結外國勢力。不過，
他們卻未罷休。「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昨日
又在facebook宣稱，近日會與「台獨」分子出
席「華人民主書院」舉辦的論壇，聲言要討論
「台港新世代」如何應對及面對「中國議
題」。香港各界人士均批評，他的做法嚴重不
妥，明顯是把「台獨」、「港獨」勢力聯合，
企圖將香港、台灣從國家分裂出去，把香港推
向末路。

周永康、羅冠聰這兩個過氣「佔中」搞事
人物，對於博出位之事無所不用其極。自從
「中箭」成立以來，先後到美加進行所謂

「宣傳」，換來劣評如潮。基本上他們就是
承襲了學生時代的領導無方和財務混亂，好
的承不了，壞的全部轉移到新的組織中。周
永康、羅冠聰在學生時代所作所為有目共
睹，先後發動了罷課、非法「佔中」及暴力
衝擊政總的惡行，法庭仍然在審理有關案
件。

周永康、羅冠聰卻想借這些的「威水史」
來達到個人政治圖謀，甚至出選立法會，發
春秋大夢。由於他們近幾個月以來不停重複
反對派政客所為，以博取曝光為榮，基本上
與長毛、范國威、毛孟靜等人無異。最特別
的是，羅冠聰等人近期在東隧口手持A4紙示
威，然後自己發放照片供傳媒發佈，自吹自

擂，厚顏無恥。
周永康、羅冠聰等人，年紀輕輕就甘願作政

客，還要是劣質政客，刻意走黎智英的路線，
與海外的反華勢力眉來眼去，宣揚危及香港的
「自決公投」，目的就是想香港亂。到現時為
止，他們只是對外稱有會計師、律師監督其私
人戶口，頻頻出訪外地，不知其開銷如何支
付，按照他們在大學時代的往績，花費無度是
必然，估計已經收取的神秘捐款，有不少已經
枉費在出埠「公幹」中。他們既承襲了反對派
政客愛出風頭的嘴臉，亦遺傳反對派對黑金捐
款欲蓋彌彰曖昧的手法，怎叫人不相信他們就
是反對派的第二代，反華勢力在香港刻意栽培
的生力軍。

季霆剛

誹謗被視為「言論自由」荒謬絕倫

《壹週刊》誹謗霸王的官司雖暫告一段落，
但案件的判決備受市民質疑。法庭雖判壹傳媒
誹謗罪名成立，但基於「保障言論自由」，故
不能重判巨額賠償，只判壹傳媒賠償300萬港
元予霸王集團。輕判誹謗才能「維護言論自
由」，其荒謬程度等同說「電話騙案是推動電
訊商貿」，「開空頭支票是促進自由貿易、金
融交易」！ 今次霸王名義上贏了官司，但實
際上連訟費也要倒蝕。到底這個判決是處罰壹

傳媒，還是誹謗案的苦主霸王集團？判決是想
警戒壹傳媒不要再犯，還是向備受壹傳媒借
「言論自由」迫害的一眾苦主傳遞訊息「莫要
妄想和黎智英打官司」?

有了霸王案作先例，日後香港的傳媒可以
明碼實價提供「言論自由」套餐，供商界或
政界作打擊競爭對手之用。根據企業規模及
故事嚴重程度，提供300萬、1,000萬、3,000
萬等不同價目，服務包括創作故事、以「擠

牙膏」手法爆料及提供網上打手服務，以及
提供律師費及安家費，保證被攻擊對象唔死
都剩返半條命，身敗名裂，或企業股值大
跌，從此在香港銷聲匿跡。試想，只需花費
一千幾百萬，就可以搞垮一間上市公司，實
在「物超所值」。香港一日有壹傳媒，海內
外的企業對香港能有信心嗎？誰能肯定自己
不會成為「霸王二號」，成為壹傳媒筆下的
下一個冤魂。

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秘書長

中國為亞洲三大熱點降溫

隨着阿富汗局勢轉趨平穩及影響範圍有限，亞洲的熱
點轉向東亞，包括南海、東海和朝鮮半島被視為亞洲新
三大熱點。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由來已久，今年初更因
為朝鮮四次核試引發新一輪白熱化對抗。東海及釣魚島
問題，則牽涉中日這兩個亞洲大國的角力。至於南海，
近期更被稱之為亞洲的「巴爾幹」。

對此，中國應對有張有弛，在前一段針鋒相對取得戰
略優勢前提下，近期有意緩和局勢，降低熱點角力溫
度，以期保持和平發展的機遇期。

由日本擔任主席國的七國集團峰會開幕之日，中國外
交部長王毅也在為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舉行吹風會。他
雖然知道安倍有意多管閒事，將與七國無直接關係的南
海問題扯上議程，但依然出人意表地表示，若是 G7峰

會和G20峰會能相互呼應，同時，日本和中國合作，共
同攜手振興亞洲經濟，是亞洲國家求之不得的。

日本安倍政府近一個時期，一方面希望和中國改善
關係，但同時也做很多小動作，希望牽制中國的發
展。從王毅的大度表態可以看到，北京很有戰略定
力，繼續向改善中日雙邊關係，尤其是加強之前由於
雙方角力而影響到的經貿合作關係。自2013年日本將
釣魚島「國有化」之後，中國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派
出海監船到釣魚島海域執法，目前這一執法已經常態
化、制度化，逼得日本默認，而美國雖然將釣魚島列
為安保條約「有事」範圍，但是對中國釣魚島執法也
不能有異議。在此基礎上，中國釋出改善對日關係訊
號，為東海熱點降溫。

至於南海問題，奧巴馬日前訪越宣佈重磅消息：全面
解除對越南武器禁運。不少國際觀察家認為這是為「亞
洲巴爾幹」增添火藥。孰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表示，作為越南的鄰國，我們樂見越南同包括美國在內
的所有國家都發展正常的友好合作關係。

中國的反應令西方社會頗為意外。事實，中國的反應
也是高明的，阻擋不了便順勢而為。美國解禁對越南的
武器禁運，但是越南未必可以大量購買美國武器，因為
越南的武器體系完全是過去蘇式、現在俄式的。越南買
不到美國的武器當然是最好，即使越南買了美國武器，
也與解放軍相差甚遠。

重要的是，中國斷然在南沙部分島礁填海造陸，且神
速完成吹沙工程。美艦趕來干擾，已經遲啦。中國得地

得勢，這些島礁成犄角之勢，不但鎖死越南菲律賓，而
且鉗制美日的南海航線。中國有牌在手，當可尋求局勢
降溫。

至於朝鮮半島局勢，4月對抗最激烈之時，中國已經
預料局勢會轉彎。果然，韓聯社引述華盛頓外交消息人
士稱，朝鮮外交部美國局局長韓成烈和曾任克林頓政府
副國務卿的湯瑪斯．皮克林將在出席斯德哥爾摩國際和
平研究所舉行的研討會期間，進行非正式接觸。

這未必有即時成果，但也表明各方尋求緩和。有人以
為朝鮮繞過中國直接和美國打交道，中國吃虧了。其
實朝美接觸，無非就是談棄核和建交，這些事做成了，
朝鮮半島局勢就緩和了，中國怎能不高興，怎會反對
呢？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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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四優勢」「四作用」工程界積極投入「一帶一路」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上月來港時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發表主題演

講，以「四個獨特優勢」和「四個積極作用」概括香港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肯定了香港在「一帶一路」的角色，又勉勵香港專業人士要

趁着國家發展之勢投入「一帶一路」建設。事實上，香港工程界具備先進技術和

國際視野，只要認清「一帶一路」的機遇，用好優勢，積極進取，在「一帶一

路」建設上將大有可為。

張德江委員長在「一帶一路」論壇上提出香港在「一
帶一路」上的「四個獨特優勢」，包括區位優勢、開放
合作的先發優勢、服務業專業化優勢以及文脈相承的人
文優勢，為香港工程界參與「一帶一路」指明了方向。

認清優勢有利業界早着先機
第一、香港在連接內地與亞太、東南亞以至歐洲國

家，發揮着重要的中轉站作用，是「一帶一路」的重要
節點。香港多年來在國際航運、鐵路運輸和物流方面積
累了大量基建工程的經驗，具有顯著的國際優勢，加上
在粵港合作的良好基礎上，正逐步推進兩地在產業、港
口、基礎設施和體制上的合作。這些區位優勢將有利香
港工程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第二、高度開放的經濟、發達的高端服務產業以及國
際化的教育體系，使香港在國際化專業人才上儲備充
足。香港工程界人才不僅來自四面八方，技術更加輸出

國際，涵蓋內地和歐亞，並涉及能源、鐵路和港口等大
型基建設備的建設。這些足以說明，香港工程界的專業
性、開放性和全面性。

第三，委員長提到香港在服務業專業化方面的優勢，
特別借工程設施為例，指出在尼泊爾大地震中，大量建
築物倒塌，由中國援建、香港顧問公司監理的項目基本
完好無損，體現香港專業服務的優良品質。委員長這番
話，不僅肯定了香港工程界的專業水準，更說明了香港
專業服務業的競爭優勢。

第四，香港是國際學術的交流中心，本港多所大學以
及與建築工程相關的專業學會，長期以來舉辦了大小不
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交流會和工作坊，在傳承東西建
築文化、交流先進工程技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委員長在「四個獨特優勢」的基礎上，表明支持香港
在「一帶一路」上發揮「四個積極作用」，即主動對接
「一帶一路」，打造綜合服務平台；瞄準資金融通，推

動人民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投融資平台建設；聚焦
人文交流，促進「一帶一路」沿線民心相通；深化與內
地合作，共同開闢「一帶一路」市場。香港工程界要發
揮優勢，需要中央的支持，委員長明確表示中央支持香
港發揮「四個積極作用」，正為業界提供良好對接，促
進業界抓緊「一帶一路」機遇，積極投入到沿線國家的
基建工程上。

龐大基建需求為香港工程界帶來機遇
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基建耗資龐大，需要渠道融

資開發。專為「一帶一路」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法定資本達1,000億美元，加上400億美元的絲路
基金和亞洲發展銀行的支持，預料可推動區內包括基建
在內的整體投資。中央為協助香港抓緊「一帶一路」機
遇，大力支持香港開展基建項目投資、融資、資產管理
等金融業務，將有利香港為「一帶一路」基建拓展資金
渠道，為工程界提供龐大的機遇。

迄今為止，中央為落實「一帶一路」戰略，已計劃出
台一系列龐大的基礎設施項目，包括建造15個港口改
善貿易流動；擴建保稅倉儲、出口加工和轉口貿易的保
稅區；計劃改善或延長境內與跨境鐵路，加快物流運
輸，等等。香港工程界近年與內地同業密切聯繫，為合
作打下基礎。其中，香港不少地產企業、工程顧問和承
建商均熟悉內地市場，在品質控制、成本控制、項目管
理和財務支援等方面均具有專業知識，是內地基建及住

房市場的主要投資者和參與者。香港工
程師學會亦已和內地多個業界協會簽署
合作協議，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及北
京市科學技術協會等。在香港工程界與
內地的協作基礎上，香港深化與內地合
作，將可進一步發揮香港工程界的優
勢，共同開闢「一帶一路」市場。

此外，香港工程界可以憑豐富的國際
經驗，促進各國民間交流。中央支持香港以多種形式打
造人才交流平台，進一步促進香港與「一帶一路」沿線
各國友好往來。特區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下，應爭取在香
港舉辦以「一帶一路」建設為主題的交流會、論壇和博
覽會，為香港工程界參與沿線各國的工程搭建有效平
台。

日前，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
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
京聯合召開，本人作為中國科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亦聯同
一些香港院士和特邀代表參會。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大會
上指出，中央明確將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國家戰略，並以
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為目標。中央
政府決定實施一批重大科技和工程項目，令人感到十分
鼓舞。我深信，香港可以持續善用「一國兩制」優勢，
在科技創新、工程等專業技術及服務輸出、優秀人才培
養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區域合作等方面，發揮更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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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健超襲警罪成 社工註冊局需嚴肅追究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委員、公民黨成員曾健
超，於違法「佔領」行動期間向警員淋潑有
味液體並拒捕，被裁定襲警罪和2項拒捕罪
名成立，判囚5星期。襲警、拒捕為法治社
會所不容，侮辱警員、將警員視為代罪羔羊
洩憤，更有違社會道德，曾健超作為社工註
冊局成員兼註冊社工，行為明顯違反社工專
業操守。法庭判處監禁有助遏止仇警歪風，
社工註冊局更須依例嚴肅處理，追究曾健超
的專業失德責任，不能避重就輕，否則只會
破壞社工的專業信譽。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在判刑時強調，正因曾
健超與受襲警員毫無接觸，甚至素未謀面，
更凸顯出曾健超以有味液體潑向警員是極大
侮辱及挑釁，要讓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作代
罪羔羊，作為他的「出氣袋」。根據社會工
作理論，社工介入個案的一個重要原則，就
是協助那些成為社會代罪羔羊(scapegoat)的群
體，免受社會進一步排擠和傷害，確立社會

公義價值。然而，曾健超作為資深社工卻明
知故犯，當日向在金鐘盡忠職守的無辜警員
淋潑有味液體洩憤，完全無視社工專業守則
和社會公義。正如裁判官所言，其作為資深
社工都拋開克制製造代罪羔羊，「聽來都覺
得有點諷刺」。

案發至今將近兩年，曾健超由始至終認為，
當日襲警是「彰顯公義」，多次向公眾散播
「仇警是對」的歪理。事實上，社工重視社會
共融，絕不是製造仇恨。警察當日維持社會秩
序，理應受到公眾支持，然而曾健超不僅沒有
以身作則，以社工的專業判斷化解社會對警員
的誤解，相反帶頭製造仇恨，以有味液體襲
警，又四處張揚暴行，加劇社會對立，無助推
動社會共融的核心價值。曾健超完全忘記作為
社工的基本要求，明顯不符合公眾對社工的期
望。

曾健超所犯案件性質嚴重，損害社工聲
譽，判刑、判詞亦明確顯示，他不能履行社

工職責。但他仍以註冊社工標榜自己的專業
身份，目前更是社工註冊局的委員兼「專業
操守委員會」召集人。曾健超今年年初當選
社工註冊局委員，上任不足4個月被判刑事
監禁。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曾健
超罪成，行政長官可行使酌情權將其委員一
職懸空。條例亦訂明，社工一旦觸犯刑例判
監，社工註冊局可不接納其社工續牌申請，
如因個案被投訴專業失德，經註冊局內部聆
訊而投訴成立，曾健超更可能被永久吊銷社
工註冊。

為維護社工行業的專業尊嚴，作為規管社
工行業的專業團體，社工註冊局應根據相關
條例，嚴肅處理曾健超襲警拒捕罪成的問
題，不能怯於曾健超是公民黨黨員而避重就
輕，避免因一人而破壞社工註冊局成立以來
的規矩和專業形象。曾健超如繼續擔任社工
註冊局公職，繼續帶領行內審視專業操守，
將是一種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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