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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紓緩日益繁忙的航空運輸，中國大陸正式宣佈啟
用穿越台灣海峽的M503北上國際航線。M503航線處
在「海峽中線」以西靠近大陸一側，最近距離只有7.8
公里，讓台灣當局覺得甚為敏感，官方和輿論引起強
烈關注之下，官方一反常態作出表態，措詞還挺強
硬。事實上，中共十九大以後，習近平總書記政治報
告確立兩岸和平統一未來的主基調後，台灣方面反而
更為「進取」地處理兩岸關係，令本來的互動僵局更
添緊張。
近年來，海峽西岸空域航班快速增長，延誤日趨嚴
重。啟用M503北上航路及相關銜接航路，將有效緩解
現有航路流量壓力，提升飛行安全水平，提高航班正常
性。其實，M503航線在馬英九時期就已經規劃。2015
年1月，大陸發佈4條航線公告，因為距離「海峽中
線」太近，在兩岸關係融洽的氣氛下，當時雙方經反覆
協商，同意M503飛行時往大陸方向西移6海里，而且
只開通了該航線由北向南的飛行，三條支線和由南向北
的航線暫不開通。
蔡英文上任後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官方無交流，大陸
方面在履行必要告知程序後，就沒再如2015年一樣釋
放善意，而是直接開通運營。台灣反應異常強硬。台陸
委會已表達強烈抗議，台「國防部」隨後也發出聲明嚴
正表示，「國防部」堅決反對大陸使用未經協商之航
路。「國防部」也強調，以加強海、空域情、監、偵作
為，凡侵入「海峽中線」以東區域，威脅「我國」空防
安全者，「國軍」必定依「國軍經常戰備時期突發狀況
處置規定」予以攔截、警告與驅離。
台灣空軍還因此要調整佈防。空軍官員透露，以往在
冬季期間，強烈的東北季風不利戰機活動，較無戰備上
的壓力。每年夏季前進駐部署到澎湖的IDF戰機中隊，
因大陸啟用M503北上航路及三條銜接航路，可能將調
整為全年常態部署，以爭取空防預警時間。
大陸啟用M503雙向航線完全是民航需要，與政治、

軍事無關，台灣又是聲明，又是警告的，搞得動靜很
大，給台海和平添上了不穩定氣氛，此舉只能令兩岸僵
局雪上加霜。其實，中共十九大以後，來自台灣的消息
稱，台灣方面開始改變早前強調維持現狀，一味「忍」
的態度，而改以「進」的方式處理兩岸關係，進不是進
攻，而是「進取」。
台港之間沒有官方交流，回歸以後的香港，事實上也無
法成為兩岸互動交流的平台和橋樑。早前，香港時事評論

家參訪團受邀赴台訪問，受到台灣方面高規格接待，這些
年來，除了台灣大選活動，鮮有香港評論家專程組團訪台
的行程。
台灣國民黨副主席曾永權因原定12月21日率團訪問

大陸而向蔡英文辦公室提出申請，不過蔡辦以「涉密
管制」緣由拒絕其申請。早前，台灣還以兩岸官方僵
局，但大陸涉台官員還正常赴台來解釋兩岸關係不至
很差。但最近，也有大陸的相關人員被台灣拒絕批准
入台。
新黨新聞發言人王炳忠被指控涉入諜案，也是台灣近

年少有的控罪。台灣法務部門調查人員手持台北地方法
院開具的搜索票，至王炳忠台北市住處執行搜索，指其
涉及違反島內安全法規，「行為已構成洩密罪」，這可
能也和蔡政府要「進取」相關。這樣的「進取」，不利
兩岸維持和平發展的現狀。

支持警隊盡忠職守 維護法治服務市民
退休警司朱經緯因「佔中」期間執

法過失被判監3個月，案件引起社會

廣泛關注，近日有大批市民遊行示

威，為朱申冤，認為他盡責執勤卻受

懲處，實屬不公。市民期望警隊一如

既往，保持士氣，繼續盡忠職守，維

護法治，為市民服務。執法者受到重

罰，煽動違法者卻逍遙法外，社會難

以認同，公眾難以接受，當局必須從

速從嚴檢控戴耀廷等「佔中三丑」，

讓其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彰顯法律

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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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政治化絕非香港出路

立法會議事規則攻防戰告一段落，
轉眼間財會會議程序修改拉開序幕。
反對派過往幾個月指建制派修改規則，
是「粗暴無理」，是「得寸進尺」，
是「濫權陰謀」，是「閹割議會」。
不過，莫說佔少數的反對派一直以拉
布、非法「佔中」及旺角暴亂等手段，

在議會已做盡他們所拋出的上述四大形容詞，就單從
近月以來的種種行為，也可見反對派的行為趨於更加
激進，難以坐視不理。
特首林鄭上任半年，日前宣佈重開政總東翼前

地，可看出特首已向反對派伸出橄欖枝。不過，
反對派的行為卻讓正常人難以理解。眾所周知，
申請場地集會，就有如一般申請運動場地，預約
合情合理，反對派要求不需進行預約，做法無疑
強人所難，集會最終更演變成單方面衝擊政府製
造暴力的事件，這些做法實質上超越基本法賦予
市民集會、遊行及示威等自由的界線，變成以所
謂民主自由為幌子破壞法治的鬧劇。
除此之外，反對派對「一地兩檢」的立場，也讓

人大惑不解。「一地兩檢」明明盡得民意支持，
2011年，一眾反對派除了曾主動提出要「積極研究
增設『一地兩檢』關口」，現時高鐵的「一地兩
檢」方案更與涂謹申於2017年3月所提出的建議大
同小異。不過，經常帶團回內地甚至曾積極支持
「一地兩檢」的反對派，又竟然生出對內地人員來
港執法的不安，經常縱容違法的反對派甚至突然關
注「一地兩檢」是否合法。種種不協調顯然絕非偶

然。

反對派出位言行形成連鎖反應
不論重開政總東翼前地，還是高鐵「一地兩

檢」，說到底也是好事，其促成也離不開吸納反對
派的意見。不過最終受到反對派的強烈反對，問題
其實如出一轍，也離不開政治兩字。反對派人人希
望上位，部分政治明星的額頭有如鑿上「我要做議
員」一般，但要上位卻始終離不開出位。所以凡是
有機會讓反對派人士出頭，凡是容易製造政治議題
的事，便會提出看似符合邏輯實際欠缺可行性的意
見從而混淆視聽、譁眾取寵。
不過，只要一人為之，其他人不甘後人，最終形

成可怕的連鎖反應，導致反對派盲目跟風反對，這
種連鎖反應成為窒礙香港發展的枷鎖。成功爭取
的，卻只是香港的停滯不前。從議會政制的構成而
論，筆者從不質疑反對派的存在，不少國家的反對
派甚至是為民把關的重要力量，但反對派的底線必
然離不開愛國家、愛人民。觀乎香港的反對派，要
他提愛國他不敢，要他愛人民他卻以拉布對着幹，
情況顯然並不理想。
反對派至今仍理屈氣壯地指他們破壞香港的行為

得到民意授權，但並不能掩蓋他們破壞香港的事
實，他們的行為也絕對不可能是香港的真正出路。
只是，要反對派改過也如緣木求魚。故期望市民必
須深思，如此充滿破壞性的政治氛圍若持續下去，
對香港的影響為何？未來在選舉中必須謹慎選擇，
以免香港社會繼續在政治爭拗之中沉淪下去。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高鐵「一地兩檢」的決
議，大律師公會深表「震驚」，指為「人治」，是
「一國兩制」的「最大倒退」，「對基本法造成不能
彌補的侵害」，表示「極度憂慮及遺憾」云云。
司法不公，法治不彰，「佔中」主要搞手直到今
天仍沒有一位受法律制裁，法官曾在對被檢控的「佔
中」分子的判詞中，竟然出現高度讚揚而輕輕放下。
或者有人說，法官按法律條文判決，是沒有辦法的
事，但是要讓人信服，先要有一個標準。 現在讓人
看到的，卻是部分法官判案的法理有明顯的個人情
緒、感覺、立場，多次造成不公不義，這難道不是人
治的一種？
再請看看近日裁判官對朱經緯案的判詞，通篇指

責朱知法犯法，判決必須有阻嚇力，但對其「執行職
務」卻沒絲毫表示理解；再看看之前「雙學三丑」衝
擊政總案，法官卻盛讚他們「有理想」，「愛才」之
心躍然紙上。執法的前線警員動輒得咎，速告速判且
逢判必重，這是什麼公平正義，難道不是人治的一
種？

法律此時此刻變成某些法官說了算，香港的撕
裂，難道與司法不公沒有關連？
我與朋友的facebook，天天佈滿市民對司法制度不

公、法官人治的不滿。世界資訊發達，公眾無論從學
歷到專業水平都不斷提升，更注重是非對錯及公正公
義。可惜，回歸後香港的司法制度像進入「冰封
期」，拒絕與時並進，仍停留在回歸前的「小圈子遊
戲」，繼續保持英國已一步步取消的大律師制度。事
實多年來太多的案例包括包致金姪女案、「佔中」前
後一系列案件，都向市民傳達不公不義的信息。
有很多網民質疑，為什麼同一類型的案件如襲

擊，有人用豬雜擲「肥佬黎」被判入獄3個月，但有
人用雞蛋擲財爺則只判社會服務令？這是什麼標準？
全港任何政府官員和機構，連特首都要受到民意

的監察、監管，為何唯獨法官有不受監督的特權？這
何來平等？這難道不是人治方式？
大律師公會及反對派律師，多年來選擇性批評批

判，難道就不是人治，難道就沒有對基本法「造成不
能彌補的侵害」？

判案雙重標準 如何彰顯法治公義
高瑩樂

「一地兩檢」本地立法迎難而上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於12月27日通過廣深港高鐵西
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意味
着「一地兩檢」三步走已經行了兩步，餘下的是本港
的本地立法程序，預期特區政府將於2月向立法會遞
交本地立法草案，爭取於7月立法會暑假休會前三讀
通過，以便高鐵香港段可如期於第三季通車。
可是反對派就是不甘心，雖然在立法會修改議事

規則一役全面敗退，在議會內玩弄程序的空間大幅度
減少了，但他們又豈會罷休？近日，不少反對派媒
體、議員和法律界人士已不斷發表反對人大常委會決
定的言論，意圖發動輿論攻勢，協助反對派在立法會
拉倒方案。說實話，反對派的算盤是難以打響的，過
去多個民調已顯示民意支持「一地兩檢」，主流的想
法是怎樣玉成好事，即使反對派提出一大串質疑，卻
仍無法扭轉民意，反對派提出所謂「輸民意，不能輸
原則」的歪理。難道反映民意不是民主的基本原則？
到現在既失民意又失掉拉布的手段後，不排除反對派
會在「一地兩檢」本地立法後申請司法覆核，重施故伎
用司法覆核來拖延高鐵通車，屆時已十分接近第三季，

如因司法挑戰而導致高鐵未能如期通車，完全不符合香
港社會的利益。這種透過司法覆核手段，事後將責任推
卸予司法機關，還要倒打一耙的事情，近年已不斷發生。
甚至有人進一步說，如果因為司法覆核而引致人大釋法，
責任在特首林鄭月娥，若果這種說法都能成立，大家又
可否說反對派就是想人大釋法，才去搞司法覆核呢？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表示，如果有人就「一地
兩檢」的本地立法提出司法覆核，事件可涉及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若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法庭在未判決前，可
能因事涉中央和特區關係而提請人大釋法，但如果覆核
理據是本地立法違反基本法，則只涉香港事務，相信就
不會提請釋法；第二階段是當法庭判了「一地兩檢」合
作安排違反基本法，人大亦有權釋法。可見，如反對派
提出司法覆核，很可能會導致釋法，然後反對派必定又
會藉機炒作，這豈非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三步走」
已完成兩步，港人望穿秋水，高鐵香港段通車在即，
期望政府和各界能齊心合力，盡早作出反制措施，以
免高鐵通車又被政棍和訟棍拖延！

梁隼 香港群策匯思理事

台當局在兩岸關係上搞新花招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口沒遮攔的特朗普為所欲為的執政風格，引發國際
社會的強烈不滿，惹來美國政商界人士的抨擊。由於高
估實力、實施家族式經營，也讓共和黨政客忍無可忍。
特朗普內部幕僚的反擊，更讓欠缺「孫子」謀略的團隊
再次觸礁。不懂得尊重發展中國家，一切向錢看，導致
在聯合國大會上遭受羞辱和挫折。特朗普四面樹敵，完
全不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精髓，企圖
靠恐嚇來讓中小國家就範，甚至赤膊上陣直接對伊朗和
委內瑞拉反對派煽風點火，難怪被美國媒體稱之為「癲
子」。
因為《特朗普白宮內幕》披露了他的言行、細節、
為人，點燃了特朗普對昔日「首席軍師」班農的滿腔怒
火，近日更大罵班農是一個「喪心狂徒」。特朗普自欺
欺人地特別強調，自己入主白宮是因為比希拉里贏得更
多選舉人票，與班農沒有絲毫關係。事實上，班農在特
朗普贏得大選中起了關鍵作用，如今發炮否定，讓人看
到過河拆橋的惡劣形象。特朗普在「耶城歸屬」、朝鮮
半島軍演、赤膊上陣挑動伊朗動亂、無情切斷巴基斯坦
經援等言行，讓世界「刮目相看」，也證明其因為欠缺
「孫子」謀略、到處樹敵、施政艱難。

似野漢邊吃邊高談闊論
美國專欄作家沃爾夫的新書《特朗普白宮內幕》於近日
面世，節選由《紐約》雜誌曝光。沃爾夫稱，該書在超過
200場對包括特朗普的智囊班農和眾多白宮官員的採訪基
礎上寫成，內容可靠、結論真實。沃爾夫直言特朗普「不
成熟」、「不明白」美國總統一職的重要性；喜歡坐在床
上看電視，似野漢一樣邊吃芝士漢堡，邊高談闊論；喜歡
和會拍馬屁的老友記煲電話粥。新書披露，特朗普原來沒
想到會贏得選舉，參選是為了做一場「提高知名度」商業
廣告；當選時就像「見了鬼」一樣大喊大叫、完全處於失

控狀態。該書讓特朗普形象大為受損。
班農因看不慣特朗普上任後的言行，得罪了總統，
於是被炒了魷魚，也因此成為作家的座上賓。特朗普目
前仍然因為「通俄門」事件而倍感煩惱，而班農竟對沃
爾夫證實說「特朗普之子、女婿和特朗普競選團隊主管
在特朗普大廈與俄羅斯人會晤，是『叛國』和『不愛
國』行為」。班農的言論等同為情報機構和特別檢察官
提供了可靠人證。班農披露，特朗普團隊參與「洗錢」
罪行，家族對政策制定和運行方式「一竅不通」，仍然
停留在「做商業推銷生意」的低層次上面。

已成新書最佳「推銷員」
班農是美國老資格政客，有「美國諸葛亮」之稱。
特朗普為了贏得大選，於2016年8月僱用班農，讓其
全權執掌競選團隊，然後順理成章地成為高級顧問、
「特朗普大腦」。班農受僱後，不負眾望，屢出奇謀，
被美國媒體視為特朗普入主白宮的最主要功臣和「師
爺」。特朗普就任總統後，白宮的許多重大決策仍然可
見到班農的身影。2017年8月，弗吉尼亞州發生騷亂，
特朗普躲躲閃閃、進退失據，招致媒體的強烈譴責以及
班農的抨擊，班農於是和特朗普分道揚鑣。
班農和特朗普曾被認為是華盛頓「最親密」組合，
助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也是他執政後的強力支持者，
在白宮出台的諸多政策中充當重要推手。特朗普曾向記
者表示，他和班農是「老朋友」，讓他任首席戰略師乃
最恰當人選，強調兩人「關係很鐵」。但最終班農還是
被反覆無常的特朗普解僱，丟掉了工作。班農對特朗普
罵他為「喪心狂徒」解釋是因為特朗普受「身邊人」誤
導。特朗普的近期言論，已成為《特朗普白宮內幕》一
書最佳「推銷員」，難怪書作者幽默地「特別感謝」總
統先生。

特朗普欠缺「孫子」謀略再摔跟斗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佔中」是本港前所未見的大規
模違法事件，作為執法部門的警方
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在維護社會
秩序及穩定，維護市民人身及財產
安全中發揮關鍵作用。在「佔中」
期間，警方以最克制文明的執法，
和平妥善處理「佔中」，實在功不

可沒。警方執法所承受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從
七警案到朱經緯案的判決來看，法庭似乎並未充分
考慮，與民意落差相當大，判決難以服眾。案件的
判決對警隊的士氣、警方日後執法的影響不容忽視，
市民積極發聲，支持警方依法執法，反映了市民對
判決的高度重視。

警員執法屢遭重判令人質疑
本港警員執法的專業精神，得到各界一致稱

讚，警員盡職盡責，捍衛法治，保障公眾利益，
因一時之失而受重判，反觀「佔中」搞手如黃之
鋒、羅冠聰及周永康3人，2016年被裁定「煽惑
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和「參與非法集會罪」罪
成，同年8月，黃只被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羅
被判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周則被判監禁3星期，
緩刑1年。後來律政司申請刑期覆核，3人才被判
即時監禁，但其後又獲得保釋上訴；還有，戴耀
廷等「佔中三丑」至今更逍遙法外。違法者獲輕
判，執法者受重罰，這不得不讓人質疑法治何
在、公義何在。
七警案到朱經緯案，警員一再被重判，市民擔心

香港法治難免受衝擊，今後香港再出現類似「佔中」
的違法行動，前線警員會否繼續果斷堅決行使法律
賦予的權力，有效維護香港法治和秩序；面對違法
滋事分子的挑釁，在處理突發事件及混亂場面時，

警員會否因有後顧之憂而不敢大膽執法。警隊作為
維護法治的重要依靠，前線警員有效執行法律，應
該受到法律的保護。

懲罰「佔中」搞手彰顯法治公義
朱經緯的律師表示將上訴，得到社會各界的支

持。社會各界不僅僅是支持朱經緯那麼簡單，而
且是支持警方依法執法，為警隊鼓勁加油，不要
因為七警案、朱經緯案而影響士氣，要看到民
意、正義站在警隊的一邊，警員應不辱使命、再
接再厲，擔當起維護法治、保護市民的神聖職
責。
香港是法治社會，對違法者處置要一視同仁，

對於「佔中」的組織者、煽動者，其中不少人知
法犯法，法庭應一視同仁，必須給予應有的懲
處，彰顯法治公義，不要再令市民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