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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僕發起聯署拒被代表
批顏武周政治騎劫 工會警告集會危險性高

顏武周不代表公務員 集會製造撕裂假象

繼暴徒多次衝擊警方及所謂「不合作運動」之
後，個別公務員竟然出來添煩添亂，任職二級助
理勞工事務主任的顏武周，申請本周五發起「公
務員集會」，聲請「與市民站在一起」，要修補
政府與市民的關係云云。一位退休公務員老友很
不滿：「顏武周有什麼資格代表公務員，他根本
騎劫公務員團隊，極不民主、不文明，更違反
《公務員守則》，集會只是想造成公務員分裂的

假象，實在居心叵測。」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都

強 調 有

誠意繼續與社會各界溝通，顏武周搞的集會，是
真心溝通，還是別有用心？退休公務員老友認
為：「顏武周自己都識講，脫下制服、放下職員
證，只是一個普通市民，你個人身份參與集會，
只要不違法，無人阻你，但把集會說成是公務員
集會，明顯是誤導公眾。顏武周得到全體公務員
職系工會代表的授權嗎？可以代表整個公務員團
隊嗎？如果不是，就不要扮代表。」
老友認為，集會究竟是與民溝通，還是向政府施
壓，顏武周已經露出馬腳，「顏武周的集會宣言，
不過拾人牙慧，又是批評警方濫用暴力，要求政府
回應五大訴求，但對暴徒衝擊警方、破壞法治秩
序，就無片言隻語譴責，明顯是縱暴派的套路。」
事實上，縱暴派正在無所不用其極令政府分

裂，包括散播AO、EO聯署信、要求政府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的傳言。老友繼續話：「香港現在
還不夠亂？每個周六、周日都有暴力衝擊，要警
方清場才能平息。當務之急是各方都要冷靜下
來，盡快讓社會回復平靜，而不是趁機出來搞搞
震，火上加油。」
老友還提及顏武周的背景，自明聽後茅塞頓開，

「顏武周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2012年已經同民
陣前召集人楊政賢和當時還是中學生的黃之鋒合作，
煽動學生罷課『反國教』，他同縱暴派的關係千絲萬
縷，根本就是反對派、縱暴派的『自己友』。」
老友講得好明白，顏武周的行為已經違反公務

員政治中立守則：「《公務員守則》第3.7節訂
明，『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公務員必須對
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並須竭盡所能
地履行職務。』《公務員事務規例》第五百二

十三條又訂明，『公務員不得召開或參與公眾集
會以討論政府的任何措施，或派發政治性刊物，
或簽署或邀人簽署與政府措施或方案有關的民眾
請願書。』政治中立不是講講就算，而是特區政
府良好管治的重要原則。」老友最後指出：「好
似顏武周這種
害群之馬，不
將其清除出公
務員團隊，特
區政府管治只
會越來越難，
香港要想安
生，只怕遙遙
無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工聯
會理事長黃國昨日強調，近期連串的示
威行動和「不合作運動」，已經嚴重影
響打工仔的飯碗，呼籲公務人員和公共
事業從業員應堅守崗位，秉持專業精
神，肩負社會責任和全香港市民的福
祉，大家「停一停」、「想一想」，用
和平理性的討論解決紛爭、讓社會重回
正軌。
他直斥，大肆煽動罷工者挑戰了文明社

會的道德底線，企圖借修例風波威嚇特區
政府、癱瘓香港社會正常運作，挾民利以
迫使政府就範，極為不道德。最近在各個
地區連串發生的示威活動已經對香港的經
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旅遊、零售、飲食
業首當其衝，不少從業人員都表示，近期
的衝擊行為已經讓生意額減少、員工收入
下降。
黃國指出，這段時間，有些別有用心的
人號召港鐵員工罷工、巴士司機阻塞道
路，甚至鼓吹8月5日「全民罷工」；又
有公務人員聯署反政府、發起靜坐抗議。
而香港公務員團隊，一直以高效專業、廉
潔公正備受稱讚，聯署反對政府，是破壞
公務員職業道德、不遵守公務員守則的表
現。

籲公僕保持政治中立
他直言，公務人員可以有個人政治立

場，但執行公務不應與政府施政相悖。他
呼籲公務員應認清身份，保持政治中立，
繼續秉持專業精神，盡忠職守，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為廣大市民服務。
而公共事業從業人員的工作關係到廣大

市民的基本生活，黃國亦呼籲他們肩負起
社會責任，不應挾公衆權益為個人爭利。

斥無理宣洩累打工仔
黃國說，無理的宣洩、肆意的破壞絕不
能為社會解結，只會嚴重影響廣大市民的
生活和生計，造成更大的社會危機。昨日
的「不合作運動」，已經讓許多工友和市
民的正常生活受阻，「全港大塞車」令打
工仔返工遲到、被扣人工。
他呼籲大家保持理性克制、三思而行，

「暴力衝擊」不是香港未來的選擇，各階
層、行業應一起探討香港未來的發展方
向、解決紛爭。

黃國籲堅守崗位 批煽罷罔顧民生

計劃於本周五發起
公務員集會的顏武周聲
稱，希望透過集會提供
一個平台，讓公務員作
為一道橋樑，從而修補

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關係云云。但如翻查
顏武周的背景，便可清楚原來又是反對
派一貫以「和理非」作掩飾的伎倆。其
實畢業於「中大政政系」的顏武周，早
於2012年出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
期間，已夥同民陣前召集人楊政賢及當
時仍是中學生的黃之鋒，煽動學界參與
「反國教」罷課集會。他畢業後加入政
府轉趨低調，但實則仍是與反對派沆瀣
一氣、裡應外合，只為搞亂香港。
利用所謂年輕「素人」號召「和平」集

會，繼而挑起政治風波，已是反對派常用
伎倆。顏武周表面上是一名關心社會、不
願看見矛盾與撕裂的年輕「素人」，現時
任職二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顏武周日前
聲稱，發起今次集會非為「搞對抗」或
「兵變」，更強調集會將以溫和、理性為
原則，不希望見到有任何衝突場面。不
過，他任職的勞工主任職系卻是近日「委
任證匿名聯署」歪風的職系之一，與反對
派口徑如出一轍。
以為他只是一名關心社會的勞工處前

線員工？其實顏武周早於學生時代已有
組織群眾集會的經驗。2012年9月，國
民教育引發爭論，在反對派推波助瀾
下，有中學及大學生發動包圍政府總
部，當時年僅15歲的黃之鋒一躍成為
反對派的「明日之星」，顏武周當時亦
積極參與罷課，曾接受英國BBC中文
網訪問，代表學生批評港府「假讓步」
云云。

與反對派關係千絲萬縷
顏武周與反對派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

關係也是千絲萬縷，他入讀中大新亞書
院政治與行政學系後，二年級加入中大
學生會出任外務副會長，同屆幹事會的
會長是曾擔任民陣召集人的楊政賢，他
的學生會「下莊」則是違法「佔中」學
生頭目之一的岑敖暉。沆瀣一氣，搞亂
香港者一個都嫌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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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機場繼
上周五有示威者靜坐抗議《逃犯條例》修訂
後，昨日再有市民發起留守機場行動。機管
局表示，根據附例，任何人不得妨礙機場正
常營運，機管局會保持機場運作暢順。工聯
會轄下香港民航系統工會內7個工會形容，
這些示威行動以機場作為賭注，要挾政府，
嚴重損害香港經濟和工人生計，實在損人不
利己，故堅決反對此種為求達到政治目的而
影響機場運作的行動。
有市民昨日在網上發起留守機場行動，

以向政府施壓接納他們提出的各項訴求。
發起人強調，行動並非集會遊行，只是自
發到機場留守。

機管局重申不得妨礙運作
機管局回應，留意到網上有人發起在機

場進行可能妨礙機場運作的活動；而根據
機管局附例，任何人不得妨礙機場的正常
營運，機管局會與業務夥伴及各政府部
門，保持機場運作暢順。

香港民航系統工會內7個工會昨日發聲明
指出，香港近日被一群激進分子肆意破
壞，動輒以暴力襲擊執法人員，又大肆破
壞公共設施，更經常以不合作為名，妨礙
公共交通運輸運作，嚴重影響港人日常生
活，近日更在機場靜坐抗議以要挾政府。
他們對此高度關注，並堅決反對。
他們解釋，過去多次事件已證明，這些抗
議活動最後都以發生暴力事件告終，實在令
人憂心忡忡，而機場是香港的經濟命脈，即
使為了表達不同意見，也不應以影響機場運
作以作要挾，是損人不利己的做法。

民航工會促依法執法
他們表明，堅決反對任何為求達到政治目

的而影響機場運作的行動，並呼籲會員、工
友及市民不要參與其中，應旗幟鮮明地反對
和抵制暴力。他們亦強烈要求政府、機管局
及警方，以市民的公眾利益為依歸，依法行
使應有職權和落實各項執法行動，全力使整
體社會及機場盡快恢復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與反對派關係千絲萬縷（見另稿）的

公務員顏武周計劃於本周五發起公務員集會。另一班公務員昨日以

「一群拒絕被代表的公務員」名義，批評顏武周以個人公務員身份騎

劫整個公務員團隊，意圖讓外界認為公務員政治偏頗、管治面臨崩

潰、內部分裂或士氣低落，嚴重影響公務員形象，行為卑劣，居心叵

測。他們更發起聯署拒絕「被代表」，香港政府人員協會已表明支持

聯署。另外，網上流傳有人鼓動他人假扮公務員參與周五集會，重點

是製造政府部門譴責林鄭月娥的聲音。有公務員團體認為周五集會危

險性高，已去信提醒所有會員小心衡量風險，再決定是否參與。

網民又煽「坐」機場 工會批損人不利己

「一群拒絕被代表的公務員」指
出，顏武周作為一名市民，有

權以自己名義去參與或發起任何合法的
遊行集會，亦有權合法表達個人意見，
「但請不要代表我們這一班秉持專業精
神、緊守崗位，致力維持社會繁榮安定
的公務員！」他們反問顏武周是否徵詢
了所有公務員職系工會代表？是否得到
所有工會代表同意？若然沒有，憑什麼
以公務員名義發起這個集會？憑什麼代
表整個公務員團隊發聲？

「憑什麼代表整個團隊發聲？」
他們於網上發起的聯署亦指出，每人

也可有自己立場，但總不能將自己立場
強加於別人身上，以個人或少數公務員
身份去騎劫整個公務員團隊，意圖令外
界認為公務員政治不中立、嚴重影響公
務員形象。聯署表明，市民有權利去參
與或發起任何合法的遊行集會，表達個
人意見，但公務員有別於一般市民，即
使有人報稱以私人身份去舉行或參加政

治集會，仍然是非常不恰當。

網傳煽扮公務員撐集會
另外，網上流傳有人指由於昨日港鐵

罷工並無車長參與，本周五的集會「可
能不夠公務員參與」，鼓動他人假扮公
務員參加。該訊息更呼籲參加者盡量要
扮公務員「去搵友台記者」受訪，同時
可報上「自己的職位」，重點是代表
「自己部門」去譴責林鄭月娥，立即回
應五點訴求。

工會引例重申公僕守則
香港政府人員協會表明支持聯署，同時

列出基本法及《公務員守則》多項條文，
指出公務人員必須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負責、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
府完全忠誠，同時須確保以私人身份參與
政黨活動，不會令政府尷尬，或損害或可
能令人有理由認為有損其在公職上處事不
偏不倚和政治中立的形象。《公務員事務
規例》第五百二十三條亦列明「公務員不
得召開或參與公眾集會以討論政府的任何
措施，或派發政治性刊物……」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只要不影響工
作時的中立性，大部分公務員於下班後
有權以個人身份表達意見，但他認為周
五的集會危險性高，因為參與集會者未
必是公務員，擔心同事在活動中會被其
他人挑釁，「若雙方發生肢體衝突，同
事除了要面對刑事責任外，亦要面對內
部聆訊，嚴重的更可能會被革職。」他
指該會已去信提醒所有會員小心衡量集
會的風險，再決定是否參與。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僱員總工會副

主席江明中亦指出，理解每人均有個
人立場，支持以和平的遊行集會表達
意見，但指政府公務員的身份敏感，
應保持政治中立，認為同事不應該以
「公務員」作牌頭舉行集會，以免影
響日常工作。他續說，近日的示威活
動最終均演變成暴力衝突，擔心公務
員集會最終亦會被非公務員的激進分
子騎劫，「誰會知道哪些人是公務
員，一旦活動最終被騎劫，社會可能
會誤以為公務員亦搞破壞，結果會對
政府運作及管治構成很嚴重影響。」

 &

■網上流傳有人呼籲他人周五假扮公務員參與集會。 網上圖片■一群堅拒被代表的公務員聯署。

■黃國譴責暴力行為打爛飯碗。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