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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風波令香港法治安定受重
創，暴力衝擊無日無之，如今更有向
學校蔓延的危機，禍延下一代。有中

學生組織鼓吹新學期在校內罷課，要求政府回應五
大訴求。學校是傳道授業解惑之地，不能淪為鼓吹
政爭對抗、散播仇恨的溫床。對於心智未熟的中學
生，極之容易受當前激進歪理誤導，政府、辦學團
體、校方必須態度鮮明反對罷課，嚴肅處理煽動罷
課的學生、教師，同時施以更大的愛心和耐心引導
學生正確認識反修例風波，引導學生遵紀守法、珍
惜學業，切勿走上違法暴力、自毀前程的邪路。
學校的本職是教書育人，不是政治爭拗平台。學校

應建立穩定和安全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有正常健康的
校園生活，體現和平、理性、尊重、包容、互信和溝
通，在聆聽而不對抗的學習態度下開放、兼聽對話。
本港有人利用修例問題大做文章，掀起沒完沒了的政
爭撕裂、乃至令人震驚的暴力衝突，各行各業大受影
響，經濟正陷入衰退危機，令廣大市民苦不堪言。

罷課得逞學校永無寧日
如果學生就修例問題在全港多間學校罷課，等同

將反修例的政爭、暴力歪風擴散至校園，騎劫同學
作為政爭工具，校園高度政治化，甚至成為宣揚對
抗政府、培植反政府生力軍的平台，後果不堪設
想。如果此次罷課得逞，難保未來因為各種議題、
訴求再出現形形式式的罷課，學校將永無寧日，學
生不能專心學業，香港未來堪虞。
2014年違法「佔中」期間，曾經有學校包括官

校的學生發動罷課，校方採取寬鬆的態度應對，讓
學生自由選擇是否罷課，甚至安排老師解釋、分享
「佔中」的感受，更沒有對參與罷課作出任何處
分。此次反修例罷課帶有強烈的反政府、煽動對抗
政治意味，造成的影響肯定比「佔中」更惡劣，令
社會進一步撕裂。如果繼續以聽之任之的態度處理
罷課，等同縱容罷課，這是害了學生，也破壞香港
的法治、理性的社會價值觀。

嚴肅處理罷課學生教師
因此，政府、辦學團體、校方都必須高度重視、

妥善處理，首先要表明校方尊重學生表達意見的權
利和自由，但罷課不是合適的表達訴求方式，校方
不僅不鼓勵、不支持，而且要堅決反對，確保校園
安寧；積極疏導並鼓勵學生放棄罷課，把握時間裝
備自己，以情以理輔導他們勿輕言罷課，並呼籲、
要求教師嚴格遵照專業道德和操守緊守崗位，正當
指導和照顧學生需要。對於屢勸不聽、帶頭罷課的
學生，校方必須依據校規給予曠課甚至更嚴厲的處
分；至於個別違反專業操守、罔顧師德而煽動、教
唆罷課的教師，教育局、校方更應按照指引和校本
條例嚴肅處理，令相關學生和教師清楚和承擔罷課
的後果，讓其他學生和教師引以為戒。
此次反修例風波引發連場暴力衝擊，不少中學生

亦被捲入其中，有報道指有被捕者年齡只得12
歲，這令人痛心惋惜，也令人憂心忡忡。學生因被
人「洗腦」，參與違法暴力行動，個人履歷留下難
以清除的污點，人生未來之路難行；更可怕的是，
學生形成反政府、反社會的觀念，崇尚以違法暴力
手段推翻政制，香港未來還怎麼搞建設，把香港搞
亂了，年輕人更無出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為避
免激化政爭，讓香港早日重回正軌，亦為自己將來
想，學生應該放棄罷課，是時候停下爭議，不要
讓愈演愈烈的政爭對抗、違法暴力毀了香港，毀了
年輕人的前途。

王惠貞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今日的香港，經濟上對中國而言重
要性已經下降。深圳走先行先試示範
區的道路不是為了取代香港。但是，

肯定會是香港的有力競爭者。今日香港是國際金融
中心，深圳沒有理由不能成為另一個國際金融中
心。香港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深圳當然也有條件
做同樣的事。但是，不少香港人仍然沒有看到香港
正在走下坡。多年前，香港是世界第一大海港，今
日呢？相信很快地連十大海港的稱號也可能保不
住。當有一天，深圳真的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深圳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香港人才會驚覺自己的
重要性再向下降了一格。
香港人曾經自豪地認為內地任何城市永遠追不上

香港。多年前，美國人也一樣想不到中國會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許多香港人認為香港最大的
惡夢就是香港有一日成為像深圳、上海那樣的普通
中國城市，像深圳、上海那樣落後於香港。多年
前，香港的經濟生產總值是新加坡的兩倍，今日人
口比香港少的新加坡生產總值已經超越香港。這是
香港經濟往下沉的另一個明顯例子。香港的競爭力
已在下跌而香港人不自知。
曾經，香港是中國唯一的對外窗口。今日，大量

外資早已直接到中國投資，中國內地每一個大城市
都是直接對外的窗口。香港人以為內地法治比香港
落後，不可能吸引海外資金到中國投資，卻無視中
國法治正在日益改善，一天比一天好，並取得海外
投資者的信任。香港法治的優勢也同樣地正面對內
地的挑戰。正如香港人一向以來也認為新加坡沒有
遊行就沒有法治，但是，新加坡的法治卻得到世界
各國投資者的公認，法治水平的國際排名更在香港
之上。

是的，香港的優勢正在減弱而香港人仍然完全不
知道，沒有感覺。今日不少香港人仍然以為中國依
賴香港而不知道香港更依賴中國內地。今日香港社
會動亂，內地旅客減少來香港，香港人才驚覺內地
旅客對香港的重要性。今日香港的旅客，絕大部分
都是來自內地，2003年開始的自由行，改變了香
港的經濟結構，香港一躍而成為內地人最喜歡前來
的購物天堂，旅遊業成為香港的主要經濟支柱。因
此，近兩個月香港社會動亂，迅速地使到香港的經
濟出了問題，經濟衰退了，現在，部分香港人才知
道旅遊業對香港的重要。相信隨着時間的過去，越
來越多人因旅遊業的萎縮而失業時，暴動也就越來
越失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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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罷課 杜絕欺凌 守護孩子
近日，接連有縱暴派人士將香港的下一代作為政治籌碼，罔顧學生福祉，鼓吹、

煽動學生於開學後罷課，藉以要挾政府答應他們所謂的「五大訴求」，又威脅欺凌

警員子女。就此，筆者所屬政黨一連兩天，在全港各區以「守護孩子，不要罷課」

為題設街站，呼籲社會正視罷課帶來的負面影響，守護學生應有的學習環境及權

利。同時，社會各界也應齊聲反對任何形式的校園欺凌，守護孩子成長的環境。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反修例運動下，亂港禍中分子一
直以來挑唆青年學生衝在最前線，
處心積慮地煽動學生作為暴力衝擊
的主力軍、「炮灰」，做盡違法事
情，公然將青年學生置於反修例風

波的泥淖之中。現在又大力慫恿學生罷課，甚至
揚言「無限期罷課」，這絕非為了表達訴求，而
是通過綁架學生群體，公然將校園變成政爭的新
角力場，顯然是為挑動、策劃更大的暴亂鋪路。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罷課不僅嚴重影響學校
的正常運作及學生的學習環境，破壞校園

原有的和諧，更會導致不少家長出現壓
力，衍生負面情緒，更有家長告訴

筆者因為擔心子女着校服回校
途中會受欺凌，打算下星

期請假陪伴子女上
學。本港

中學校長會、新界校長會及多個辦學團體均明確
表明不應組織學校罷課，校園並非政治辯論和表
態之地，應努力將「政治」拒於校門外。

學生暴力令人痛心
警方拘捕的違法分子中，不乏入世未深、未成

年的學生，迄今已有五名未滿16歲的學生被
捕。最近，一名僅有12歲的男童被捕時甚至
「全副武裝」，隨身攜帶長鐵條和噴漆，穿戴頭
盔及防毒面罩等，可見該名學生深受不良媒體和
別有用心之人影響，一個剛小學六年級畢業、準
備升中一的年輕人，明明可以有大好前途，卻被
唆擺成為「暴力前鋒」，聯群結隊地走上街頭蓄
意進行暴力破壞，情況令人震驚和心痛。
縱暴派一直無所不用其極地向心智未成熟的學

生，灌輸「違法達義」等歪理邪說，更冠冕堂皇
地拋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煽動年
輕人擔當暴力衝擊的「爛頭卒」，企圖利用年輕

人作政治棋子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

的目的，不惜以「攬炒」及「玉石俱焚」等毒
計，將原本和諧穩定的香港，變成如今滿目瘡
痍、百業蕭條、人心惶惶的暴力之城，難道這就
是他們一直所爭取的「更好的香港」嗎？有一些
教職員甚至公然威脅欺凌警員子女，更是挑戰人
倫底線。
筆者再次呼籲學生拒絕罷課、一定要認清騙

局、不要誤入歧途、及時懸崖勒馬，老師更應堅
守崗位和遵守教育專業守則，及時勸導阻止學生
參與罷課，社會各界和身邊親朋好友亦要守護孩
子，防止孩子被人利用，因被捕而抱憾終
身。各辦學團體、教育團體、學校及校長
會更應堅定立場、明辨是非，傳播和
教導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共同
「拒絕罷課」，保護莘莘
學子在學校可以正
常學習。

新學年開學了，今年有激進學生
組織籌劃中學生罷課，網上更傳言

多間中學均有學生自發成立罷課籌備平台。就網
上傳聞的校園反修例罷課浪潮，家長的確憂慮子
女就讀的學校出現罷課情況，影響學生正常學
習。更有不少家長擔心子女的學習進度和情緒受
影響，而且那些不願意參與罷課的學生亦可能在
校內遭受歧視甚至欺凌。

學校是學生學習的地方，激進組織利用學校作
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會破壞和諧和安全的學

習環境，令學生無辜被捲入政治漩渦。筆者認為
人長大了就開始要明白責任會一直隨歲月而增
加。無論是亂世抑或是盛世，筆者相信年輕人的
責任不止一種，對自己的將來有責任、對家庭有
責任、對社會亦有責任。同時，學生要表達意見
都有很多種方式，無必要選擇一種影響自己、影
響家庭的方式，其實，勇敢承擔起身上的種種責
任，方可走更遠的路。
民建聯向教育局提交了多項應對罷課的具體建議，

包括設立求助、輔導及投訴的電話熱線，並建議於

校內設立「情緒支援小組」等等。此外，我們建議
教育局研究為受調查期間的教師引入「停職」安排，
並研究引入「有時限性暫停教師註冊」機制，藉此
嚴肅處理教職員在校內涉及歧視、欺凌、發表激進
或嚴重政治偏見言行等個案。
與此同時，筆者認為主動與學生對話是政府的

責任。學校本身就是一個溝通平台，政府或許可
以在開學的時間，走入校園與學生對話，亦可以
顯示政府的誠意同態度，大家願意為社會行前一
步嗎？

對話總比對抗好！
顏汶羽 民建聯副秘書長

由反修例運動延燒而來的「黑色暴動」，給我
們一個近距離觀察顏色革命變種、升級的機會。
如果對照「顏色革命理論大師」 吉恩·夏普
（Gene Sharp）所提出的198種非暴力行動方
法，在過去12周內，香港反對陣營似乎都玩了
個遍，而且還依託網絡科技和社交媒體在動員、
組織、決策層面嘗試了一些新手法。從實戰角度
看，它無疑提供了一個窗口，有助內地的相關國
家安全機構準確研判網絡時代下新型「顏色革
命」的路徑和特徵，尋找破解之道。

從研究的角色看，這次「黑衣暴動」也給研究
者提供了一次機會來研究社會運動全球化的傳播
路徑，特別是「非暴力抗爭」、「不合作運動」
等如何從歐美傳入香港。

8月23日的「香港之路」人鏈活動，策動者聲
稱其靈感來自波羅的海三國30年前的「波羅的
海之路」。這段話本想掩人耳目，卻不小心露出
「顏色革命」馬腳。夏普去年1月28日去世後，
王丹作為他的衣缽傳人之一，專門在綠營媒體
《自由時報》撰文以示懷念。在這篇題為《吉恩
．夏普與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文章中，王丹透
露，「在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
立陶宛）脫離蘇聯的運動中，他的理論發揮了至
關重要的作用，以至於當時立陶宛的國防部長布
特克維休斯聲稱，吉恩·夏普的書『對我們來說
比核武器還重要』」。
早在香港分裂勢力「學者」到東歐取經之前，

「台獨」元老林哲夫即與民進黨新潮流系「十八
飛鷹」之一的簡錫堦於1997年專程訪問波羅的
海三國，兩年後更把那位布特克維休斯請到台灣

來演講，分享「非暴力抗爭」經驗。2004年陳
水扁爭取連任，當年的2月28日民進黨發起「百
萬人牽手護台灣」運動，其創意其實正來自林哲
夫向立陶宛偷師。香港反對陣營表面看來似乎是
學習「波羅的海之路」，其實不過是玩了一把陳
水扁玩過的把戲。

背後有台灣分裂勢力身影
林哲夫是把「非暴力抗爭」從北美帶入台灣的

關鍵人物，而他對「台獨」運動的最大貢獻是從
1982年開始在加拿大與「城鄉宣教會」(Urban
Rural Mission，簡稱URM)合作培訓「台獨」分
子，據說連國民黨情治單位當年都深知URM訓
練的威力。林哲夫通過組織「非暴力抗爭訓練
營」，實質推動了1980年代島內風起雲湧的
「台獨」運動以及各種爭取權益的社會運動，這
個訓練營某種程度上成為「台獨」分子的黃埔軍
校。林哲夫大約在1990年前後與夏普相識，隨
即加入夏普所成立的「群眾性防禦協會」（Ci-
vilian Based Defense Association，簡稱 CB-
DA），成為理事，彼此越來越熟絡。1994年12
月，在林的邀請下，夏普赴台訪問兩周，在「立
法院」舉辦了兩場公聽會，進行了10場演講，
「從台灣頭走到台灣尾」。
在林哲夫的「非暴力抗爭訓練營」中，簡錫堦

是重要成員，他同樣受夏普理論影響甚深。他撰
有《弱者的力量》一書，被吹噓為「迄今台灣對
『非暴力抗爭』最完整而全面的論述」，他在
「非暴力抗爭」概念的基礎上力推「非武裝國
防」等概念，正是夏普「非暴力公民防衛」、

「群眾性防禦」理論的嬗變。比林哲夫年輕15
歲的簡錫堦，不僅重視立言，更注重立功，喜歡
在第一線實踐「非暴力抗爭」。他在1991年參
與台灣「100行動聯盟」，「受命企劃、訓練和
指揮非暴力抗爭。將加拿大受訓所學的知識和技
巧，融合社運實戰經驗，首次完美演出台灣版非
暴力抗爭」，成功迫使國民黨讓步，刪除了第
100條「意圖叛亂罪」相關文字。2006年9月島
內爆發「反貪倒扁紅衫軍」運動，一百萬人秩序
井然地參與「天下圍攻」，形成「915圍城」的
震撼場面，簡錫堦即是操刀人。以「非暴力抗
爭」為信念，簡錫堦過去先後在島內組織策劃超
過50次社運。
2013年，戴耀廷在香港策動「佔領中環」，

在籌備階段，簡錫堦在反對陣營的邀請下屢屢在
港開班授徒。《弱者的力量》一書的介紹毫不掩
飾地寫道，「2014年的台灣太陽花運動及香港
的佔中行動，他也都直入決策核心，給青年領袖
們最即時、有力的指導」。在2014年席捲台港
兩地的「非暴力抗爭」運動，簡錫堦顯然是一個
不容忽視的主要搞手。
「香港之路」的背後，不僅僅有「波羅的海之

路」的影子，還有台灣分裂勢力身影。「非暴力
抗爭」理念、經驗、技巧從美歐經過台灣的消
化、實踐，再傳入香港，這是其全球化路徑，而
這種「非暴力抗爭」正在香港加快本土化過程，
嘗試生根發芽。我們不僅要警惕台灣分裂勢力在
反對陣營背後下指導棋、給予各種資源支持，更
需要警惕台港那批「非暴力抗爭」社運搞手更為
深遠的圖謀。

昨日台灣 今日香江
陳少波 正思香港總裁

任何一個善良人士，即使開再大的腦洞也不會
想到，由反對派策劃發起的反修例示威活動，後
來竟從遊行集會逐漸演變為——肆意堵路、放
火、擲汽油彈、破壞公共設施，衝擊政總、警
總、立法會，在機場圍毆、拘禁遊客及內地記
者，在街頭圍攻警察、拳打腳踢持異議市民，甚
至喪心病狂地圍攻中聯辦、污損侮辱國徽和國
旗——這樣一場空前的暴亂。持續近三個月的暴
亂，已經嚴重摧殘香港。最直接的衝擊是香港的
餐飲、零售、旅遊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行業，而
新近發表的各項經濟指數，則全面出現斷崖式下
跌。長時間的暴力示威活動令普通民眾不僅感到
厭煩，而且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而亂港分子的
「8．31行動」更是進一步表明，暴亂已經毫無
底線、毫無約束！顯而易見，這種情況再蔓延一
天都嫌多，廣大市民不但要呼籲特區政府和警方

盡快止暴制亂，而且應勇敢地站出來，與政府和
警方一起制止一切禍港殃民的暴力行為。
在這場暴亂中，已淪為「縱暴派」的反對派、

「港獨」分裂勢力和西方敵對勢力已經緊密勾連
在一起。美、英等西方敵對勢力近些年來一直伺
機通過香港干涉中國內政，而香港的縱暴派和
「港獨」分裂分子與他們裡應外合，不斷製造謊
言，煽動民眾情緒，不斷製造暴行，挑戰法治底
線。無數事實已經證明，眼前的這場暴亂，無論
找什麼由頭、打什麼旗號，其本質都是外部政治
勢力操控之下的一場亂港奪權的政治陰謀，已經
與所謂的民主自由沒有絲毫關係！
「亂港四人幫」之一的黎智英，日前聲稱「中

美貿易戰是民主和威權兩種價值之間爭持的新冷
戰」、「香港反修例運動是在敵人陣地中，為了與
美國共同相信的價值跟中國戰鬥」，甚至叫囂要推

翻國家的政權——這已然明確無誤地說明了他們反
修例的真正意圖！廣大香港市民應該清醒地看到，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再亂再蕭條也不會讓美國感到
半點心痛，只有國家才真心真意為香港同胞的利益
福祉着想，為香港的沉淪痛惜。
幾年前反對派發起的「佔中」以失敗收場，已經

顯示出絕大多數香港市民不歡迎禍港擾民的所謂「抗
爭」和不合作運動，也證明香港普通民眾具有很強
的法治意識。今天，面對比「佔中」時瘋狂得多的
暴力活動，香港市民怎麼可能曠日持久地忍受下去！
因此，現在我們有理由相信，理智的香港民眾今時
今日依然能夠和特區政府、警方站在一起，向一切
意圖破壞市民根本利益的人大聲說不，與一切暴力
行為劃清界線，堅決支持政府和警方盡快止暴制亂。
只有擁有安定的社會土壤，香港才能開出繁榮昌盛
之花，結出穩步發展之果。

市民當與政府警方合力止暴制亂
王立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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