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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

WEN WEI EDITORIAL

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對選民施用武力或脅迫手
段的舞弊行為」。
黑衣魔針對建制派議員辦事處、地區辦事處的暴
力襲擊，是一種十分明顯的政治恐嚇，因為建制派不
認同黑衣魔的「港獨」分離主義，反對暴力，崇尚法
治，因此黑衣魔要以暴力攻擊來恐嚇建制派，以令其
噤聲、不敢參選；或者直接、間接影響選民，令他們
不敢支持建制派。目前黑衣魔的這些暴力攻擊並沒有
止息的跡象，極可能在接下來的區議會提名及競選期
間，以暴力攻擊恐嚇建制派參選人、候選人，並發展
到恐嚇支持建制派的選民。
暴力不停息，這種恐嚇將給區議會提名及選舉工
作帶來巨大的陰影，並極可能造成實質影響，致使正
常的選舉活動都無法展開。為維護選舉公平，20 多
名新界建制派區議員昨日下午分別到選舉管理委員會
和政府總部外請願，指多個區議員辦事處被滋擾、破
壞及縱火，令到部分有意參選的人因為擔心人身安全
而退選，認為今屆區選在提名期已有不公平的情況。
這些陸續有來的情形，正正反映了社會對暴力衝擊干
擾區議會選舉能否公平進行的憂慮。
因此，對未來一個多月區議會提名與競選期內，
黑衣魔的暴力衝擊會不會給選舉帶來實質性的影響，
政府要進行充分的評估並且全力作為。一方面，特區
政府要加大止暴制亂的力度，通過執法和司法手段，
嚴懲暴徒，營造保障選舉公平進行的社會氣氛和社會
環境。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也應作出各種情況下的處
置預案，包括在暴力活動嚴重干擾下，參選人無法進
行正常競選活動的時候，押後區議會選舉。如果特區
政府不能確保參選人及選民不受任何武力或脅迫地參
選或投票，將是對參選人的不公平，對選民的不尊
重，而且選舉結果極有可能受到法律挑戰。政府在這
方面，不能有任何的盲目樂觀。

政治暴力入侵校園變本加厲，令人觸
目驚心。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
講師陳偉強日前接受採訪時認為應該以
暴動罪嚴懲違法暴徒，結果前日在校園
授課時，遭數十名學生非法禁錮 5 小
時，並一度將他推倒在地，昨日校方稱
考慮安全問題讓陳偉強暫停教學。黑衣
魔暴力禍港 4 個月仍未止息，重要的原
因是很多手握正當權力的人都對暴力隱
忍，官員不像官員，校長不像校長，令
到違法違規的黑衣魔可以目空一切。學
生成為黑衣暴力的主力，校園內是非不
分、正不壓邪，教育當局和校方長期隱
忍縱容要負上很大責任。
陳偉強早前在報章表達個人觀點，認
為社會上違法暴力猖獗，應該以暴動罪
嚴懲，並促請法庭重判，加強阻嚇性。
這是表達自己正當的社會觀點，而且是
基於當前社會現實，切中時弊，維護法
治和公義，完全是行使言論自由權利。
但陳偉強日前卻遭近百名蠻橫無理的學
生困在一間教室內，非法禁錮，期間以
激光筆照射及粗口指罵。更離譜的是，
陳偉強一度報警要求警方護送離開，但
校方拒絕警察進入。校方辯稱是保安判
斷局勢可控所以拒絕警方進入。
這是何等的是非不分，嚴重侵犯人
權，亦無尊師重道可言，更涉嫌犯罪。
首先，陳偉強接受媒體訪問發表個人政
見，並非在課堂上講授，絕對是個人言
論自由，如果這樣都要被「算賬」，豈
非縱容「黑衣暴力」對持不同政見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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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舉提名期 10 月 4 日展開。目前，暴力運動
毫無止息跡象，社會各界對這場選舉會不會受到暴力
衝擊，選舉公平能不能得到保障，存在深重疑慮。4
個多月來，伴隨着暴力衝擊不斷升級，針對建制派地
區辦事處的打砸破壞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越來越
嚴重，建制派地區工作難以開展，更擔心接下來的區
議會選舉競選，受到暴力衝擊更大影響。特區政府對
此要高度重視，研判本屆區議會選舉能不能在公平情
況下進行，並作出各種情況下的預案，包括在選舉受
到暴力嚴重干擾下押後選舉。毫無疑問，只有有效地
止暴制亂，公平選舉才會實現。
過去數月，民建聯有多達數十個地區及議員辦事
處被黑衣魔毀壞，先後發生逾 80 宗事件，包括被人
在門口塗鴉、打爛玻璃窗、損毀大門、淋黑油，或進
入辦事處搗亂、打砸，甚至縱火、灌水，區議會擬參
選人員擺設街站亦遭到不同程度滋擾。工聯會有超過
20 個議員辦事處被黑衣魔惡意破壞，外牆被噴漆、
鐵閘被爆破、玻璃被打碎、設施被射水。工聯會不少
現任議員及社區幹事在地區擺設的街站，亦遭到滋擾
及圍堵，令他們不能正常地與街坊接觸、提供服務。
新民黨仁興街社區辦事處今年 7 月剛啟用，日前亦遭
到黑衣魔毀壞，黑衣魔闖入辦事處過程中，更用棒球
棍打傷一名職員。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任何參
選人及選民，均應在不受到任何的壓力和威脅下，參
選或投下神聖的一票，這是公平選舉的核心要義。目
前黑衣魔的所作所為如果持續，不僅威脅到參選人、
候選人，也影響到選民投票。有關破壞和威嚇，或觸
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8 條「對候選
人或準候選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對候選人
或準候選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的舞弊行
為」，及第 13 條「對選民施

校園暴力變本加厲 隱忍縱容正是禍源
所欲為？校方未能保護教職員的人身安
全，本身就是失職失責。其次，校園不
是法外之地，陳偉強感到自身安全受威
脅，選擇報警，校方憑什麼不准警員進
入執法？難道法律不適用於校園？如果
陳不幸被襲擊，校方能負責嗎？校方是
否選擇做黑衣魔的幫兇？如此是非不
分、黑白顛倒之事，竟然發生在香港的
大學校園，實在荒誕至極。
在這場黑衣暴力運動中，大中學生衝
在最前線，成為主力。這與本港教育界
一些人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其身不正有很
大關係。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學生
曾志健襲警中槍，這名暴徒對落單警員
襲擊追打，棍棒交加，甚至看到持槍警
員仍掄起鐵棒襲警，但校方竟然聲稱不
會開除涉事學生，公然包庇黑衣魔。教
協發出的聲明，閉口不談學生的暴力襲
警行為，而是口口聲聲譴責「警方開槍
令嚴峻的局勢更火上加油」。教協掛名
是「以教育專業的態度處理問題」，實
質卻是罔顧事實，縱暴煽暴。
正是因為香港教育界中為數不少的煽
風點火之徒，蠱惑心智未成熟的年輕
人，向他們傳達錯誤的價值觀念，讓其
中不少人成為不辨是非、蔑視法紀的
「勇武」分子。如今香港陷入紛亂不堪
的局面，這些教育界中的害群之馬仍然
不問是非，不見專業、只見偏見；不求
恢復平靜，而是助紂為虐。學校是傳道
授業之所，絕對要為今天的社
會亂象負上責任。

忍痛提前解約 外傭返鄉避暴
皇后像廣場「小東南亞」褪色 見暴徒打砸燒觸目驚心

持續 4 個月的修例風波，暴力愈趨無底
線，嚇怕來港打工的外傭。有外傭中介透
露，不少原訂近月履新的外傭押後來港行
程，也有在港的外傭接受本報訪問時透露，
每次見到暴徒打砸燒的畫面也觸目驚心，
「連在家鄉的家人每天看到香港新聞，也非
常擔心我的安危。」有外傭因此決定提前與
僱主解約回鄉避風頭。有外傭關注組織於接
受本報查詢時透露，有關國家的領事館因擔
心國民安全，曾考慮暫停簽發新的外傭來港
▲Nancy（右）及 Anna 因為擔心暴力事件持
續，影響自身安全，決定提早解約回鄉避險。

簽證，最後經香港中介及僱主團體多番游說
後才改變初衷，不過，若局勢持續並傷及外

◀曾是外傭聚腳熱點的中環，因近月經常發生
暴力衝擊，上周日到此聚集的外傭大減。

傭，不排除領事館會叫停輸出外傭到港，勢
必令近 40 萬外傭僱主相當頭痕。
■文／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昔日的周日，中環皇后像廣場一帶猶如「小東南
亞」，到處坐滿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外傭，趁一星

期僅一天的假期聚首一堂抒發鄉情，有的載歌載舞，有
的綵排「時裝秀」表演，熱鬧非常。不過，這些歡欣氛
圍都被暴徒的「黑色恐怖」徹底劃破。
在剛過去的周日，本報記者到愛丁堡廣場及郵政總局
附近，只見寥寥數名外傭聚集。每當有黑衣暴徒路過，
外傭如臨大敵，立刻起身撿起紙皮搬到別處；當有大批
黑衣人湧至，她們更會雞飛狗走，氣氛相當緊張。
在郵政總局旁經營報攤的報販向記者說：「她們以前
會逗留至夜晚，現在下午兩點左右就走得七七八八。」

「家人看新聞也擔心我的安全」
有兩名外傭坐在一個角落喝着飲料發呆，悶悶不樂，
記者遂上前訪問。她們分別是來自菲律賓的 Nancy 和
Anna，分別在港打工 4 年至 6 年，但最近都不約而同提
早解約回鄉。
Nancy 說：「原本十分熱愛這裡，不忍心看到香港變
成現在的樣子。」她表示，暴力衝擊最初只影響她們每
周一次在中環的聚會，她們為避黑衣人要「走鬼式」移
師到不同地方聚集，但沒想到暴力一再升級，她們開始
擔心日常生活的治安，家人也催促她們回鄉。
Nancy 續說：「我和香港的同鄉其實擔驚受怕，在菲
律賓的家人每天看新聞也很擔心我的安全。」
在家人壓力下，加上事件仍未見平息跡象，Nancy 和
Anna 已與僱主協商提前解約，計劃返回菲律賓避風
頭，待香港回復安寧才考慮返港工作。
言語間，Nancy 情緒略顯低落說：「回鄉後也不知道
做什麼工作，之後應該還是會來香港，就當給自己放一
個長假吧！」
記者臨走前，她們還不忘為香港祈禱，「願香港平
安！」可見她們對這個城市的熱愛。

中介：部分女傭
「縮沙」
不來港
有來港的女傭擔心安全，依依不捨暫別香港，部分未
到港的女傭也打「退堂鼓」。得成僱傭中心董事總經理
廖翠蘭表示，有部分原本計劃近期來港上班的外傭，為
安全考慮已推遲到港日期。

部分保險不包暴亂
菲或叫停女傭輸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
濟）暴力事件影響深遠，據悉
印尼及菲律賓等國家擔心國民
安全，曾萌生收緊外傭來港簽
證的政策。香港家庭傭工僱主
協會主席容馬珊兒向記者透
露，菲律賓政府曾考慮暫停批
核新來港的女傭工作簽證，雖
然最終擱置該念頭，但若局勢
持續，甚至如有外傭因暴力事
件受傷，不排除叫停向香港輸
出菲傭。
暴亂傷及外傭，也可能要僱
主自掏腰包醫治，因為部分外
傭保險不包括暴亂。目前法律
規定僱主必須為外傭購買勞工
保險，及負責外傭受僱期間的
所有醫療費用。保險業人士指

出，勞保涵蓋大部分工傷，不
過部分保單明確列明暴動不受
保，舉例外傭外出買餸期間遇
上暴動被撞傷，雖然屬因工受
傷，也不獲賠償，僱主便要一
力承擔外傭的醫藥費；但也有
一些保單沒有明確規定，保險
公司可酌情處理。
容馬珊兒補充，「保險公司
對於因社會事件受傷的屬性定
義仍有待商議，是否賠償亦將
視乎具體情況而定，不能一概
而言。」
她認為，香港局勢若持續，
保險公司可能會考慮清晰化相
關條款，如將「因社會事件受
傷」納入保障範圍，但勢必增
加保費。

匯款店：客都不敢來，哪有生意？
現時全港有近 40 萬名外傭，
她們除了協助港人僱主打理家
務照顧小孩，讓僱主安心打拚
事業外，外傭產業也相當龐
大。其中在港的外傭需要經常匯錢，或郵寄
物資回鄉，造就外匯及郵寄行業蓬勃發展，
這些商舖集中在中環環球商場，每逢周六
日，商場也擠滿外傭，水洩不通。
在剛過去的周日下午，本報記者到環球商
場實地了解，與過往摩肩接踵的墟冚情景相
比，商場現在相當冷清，人流疏落，一眼望
去少了超過一半的人流。記者走遍商場 3
層，竟發現不少商戶門可羅雀，過往熙熙攘
攘的盛況不復再。
一間以外傭為主要客源的匯款店，店員
「拍烏蠅」坐在門口吃薯片打發時間，記者
遂上前詢問生意情況。該店員表示，店內生
意大受社會事件打擊，「外傭都唔敢到中環
聚集，哪有生意？」他隨即帶記者入內向經
理Bella查詢詳細情況。

&

■昔日人聲鼎沸的環球商場，如今門可羅
雀。
Bella 受訪時表示，中環是暴力示威的高發
區，外傭不敢久留，一到下午兩點開始就陸
續離開，該商場的人流大不如前，她對此感
到十分難過和無奈：「店內生意因此損失近
一半，舖租依然維持不變，但我們也不能關
門，不知可以捱多幾耐。」
她一邊說着一邊又在祈禱：「真心希望香
港早日恢復平靜，我們菲律賓人是很愛這裡
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上月內地客入境團勁跌逾九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力衝
擊拖垮本港的旅遊業，多個國際性大型
活動因安全考慮而取消香港的行程，最
近更有旅行社在暴力示威中被針對，也
有旅行社因示威活動而提早關閉門市，
經營環境雪上加霜。香港旅遊業議會昨
日表示，上月內地入境團旅客人數，和
內地入境團登記數字均較去年同期大跌
逾九成。該會呼籲香港特區政府早日恢
復社會秩序，使旅遊業得以盡早復元。

根據旅遊業議會昨日發佈的外遊市
場、入境遊市場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
內地入境團旅客人數 2019 年 1 月至 9 月
為 140.2646 萬人，相比 2018 年同期的
超過 133 萬人增長 5.4%；如單看 9 月，
2019 年內地入境團旅客人數僅為 10,660
人 ， 較 去 年 9 月 的 137,736 人 下 降 了
92.3%。而 9 月的內地入境團登記數字
則由 2018 年的 4,947 個下降至今年的
424個，降幅高達91.4%。

旅遊業議會呼籲特區政府盡快恢復社
會秩序，使旅遊業得以復元。

旅議會：大型活動取消感惋惜
旅議會表示，暴力示威浪潮持續 4 個
月，多個大型活動因安全考慮而取消，
包括原本於今年第四季舉行的香港單車
節、香港美酒佳餚巡禮，以及明年第一
季國際汽車聯合會舉行的電動方程式賽
車香港站賽事。這些大型活動遭取消，

嚴重影響香港旅遊業聲譽及國際形象，
業界對此大為惋惜。
就有旅行社於近日示威活動中被針
對，有旅行社更因示威活動而提早關閉
門市，令經營雪上加霜。
旅議會深信旅行社會致力維護出入境
旅客和員工的安全，希望正常商業活動
不會受妨礙，同時對近日暴力示威急劇
升級，令旅遊業首當其衝、深受打擊表
示極度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