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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蒙面法》日前生效，亦首
次有人被檢控。當前暴徒以反對

《禁蒙面法》為由，不斷上街暴動，其為破壞
香港社會安寧藉口多多，動作不斷。可以看到
的是，自六月以來，激進人士以反修例為藉口
發動連串暴亂，等到政府宣佈暫緩修例時，激
進人士便要求「正式撤回」，後又提出「五大
訴求、缺一不可」等無理訴求，藉口政府忽視
民意為名，鼓動更多人上街，破壞社會安寧，
嚴重損害法治，侵害本港的根本利益。可見暴
徒當前為暴而暴，不過是利用各種藉口，要無
止盡地將暴力行動延續下去。因此各界各派應
支持港府實施《禁蒙面法》，才能將香港從失
控的危機中拯救出來。
日前兩人被暫控一項「非法集結」及各一項

「違反《禁蒙面法》」罪，分別獲准以現金
300元及1000元保釋，其間不得離港、並要
遵守宵禁令，逢星期六需到觀塘警署報到，這
是警方實施條例的第一宗案件，應繼續堅持執
行。自《禁蒙面法》生效以來，有「黑衣人」
不斷蒙面上街暴亂，他們聲稱畏懼政府立法但
罔顧法律，不斷破壞各區設施，又破壞癱瘓港
鐵及交通要道，縱火及擲燃燒彈，破壞店舖和
攻擊路人，種種行為罪大惡極。因此依據《禁
蒙面法》依法檢控，是當前平定香港亂局的第
一步。當前港人應看清看楚，真正維護香港安
定的是哪一方，同時堅定立場，維護政府依法
止暴。
事實上《禁蒙面法》早就應在違法「佔中」

過後就立法，2014年的「佔中」運動中就出
現了由激進示威者戴面具組成的「V煞團」。
當時社會就存在意見，認為訂立《禁蒙面法》
是防止有關行為惡化的最好的舉措，但後來
「佔中」止息，有關意見不了了之，拖至今
日。而在過去幾個月的暴力示威中，港人可以
見到的是，幾乎所有示威者都佩戴口罩、防毒
面具等等。其目的是掩飾身份，就算被鏡頭拍
到也難以確認真實身份。這同時為暴徒為所欲
為提供了方便，示威者最終變得有恃無恐。另
一方面為警方在搜證及提出檢控時增加了難
度，設置了障礙。

在非常之時要採用非常手段，當前蒙面暴
徒的暴力行為，一次又一次地將香港推向危機
邊緣。因此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訂立《禁
蒙面法》，是果斷英明之舉，顯示了在特首帶
領下平定暴亂，維護香港利益的決心以及擔
當。《禁蒙面法》也為警方更有效地制裁暴徒
提供了實實在在的法律條文，回應了久經暴亂
的香港社會各界各派的急切訴求，回應了維護
香港法治與推動發展的呼喚。全體港人必將站
在支持特區的堅定立場上，支持《禁蒙面法》
的落實，維護社會治安，保護市民人身及財產
安全，幫助香港重回理性發展正軌。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
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每當香港特別行政區出現政治事件或轉折，
被稱「末代港督」的過氣政客彭定康就不甘寂
寞亂叫。近日，特區政府為止暴制亂實施《禁
止蒙面規例》，他又跳出來誣衊特區政府「瘋
狂」，明目張膽干預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事
務，為反對派政客和反中亂港暴徒撑腰、打
氣。內地報刊狠批彭定康是「絕對瘋狂」，是
「置法理、公義、人道於不顧，為暴徒張目，
並將自己鎖定為無理、虛偽、偏執、冷血、無
恥的代名詞。」真是字字中的、句句穿透了彭
定康這匹老狼的野心！
說彭定康無理，是他仍妄想非非，作夢也想

再對主權、治權已回歸中國的香港說三道四。
22年前的7月1日凌晨，彭定康眼看鮮紅的中
國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區區旗冉冉升起，他神情
落寞、神色哀傷地捧着摺疊了的藍色英殖民旗
子，一步一沉重地和他的主子查理斯王子步落
船去，香港從此結束150多年英殖民統治，回
歸中華民族的懷抱，搭上新中國迅速崛起的快
車。彭定康無視《中英聯合聲明》的法理和國
際倫理，屢教不改地干預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
事務，不是毫無道理麼？

說彭定康虛偽，是他對「禁止蒙面」持雙重
標準。英國早在1723年就制定《反蒙面法》禁
止示威遊行人士蒙面；2011年英國政府就引用
此法應對示威和騷亂。若香港特區今日實行禁
止蒙面是「瘋狂」，那彭定康的英國早就瘋狂
了296年，是瘋狂的鼻祖。在美國，早就為禁
止、取締「三K黨」蒙面搞種族歧視立法；在
法國，2018年的「黃背心」示威者蒙面，處1
年監禁、罰款1.5萬歐元（相當於13萬港
元）；在俄、加、德、奧、西班牙、丹麥、瑞
士……都禁止民眾示威蒙面，彭定康莫非瞎了
眼睛，或政治痙攣，視而不見？真虛偽透頂。
彭定康偏執，是他政治痙攣病入膏肓。

2014年，彭定康在英國《金融時報》胡言亂
語，誣衊中國人大常委會有關2017年普選行
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選擧的重大决定是香
港最新的「政治痙攣」；同年3月，他披着一
張「牛津大學校監」的皮，藉出席香港「明代
海圖及外銷瓷」這與政治毫不相關的展覽大談
政治，說什麼「香港情況頗佳但不完美，過去
數年民主發展受到壓迫」；2013年11月，彭
定康在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也政治痙攣
病發，奢談香港要擁有「民主的特質」，就必
須要有「自己的政府」，暗示支持「港獨」；
一次又一次政治痙攣發作跳出來說三道四。
彭定康冷血，是他視香港蒙面暴徒毆打平民、

火燒警察、砸毁地鐵、搶劫商店、危害民生、扭
曲民主為無物，支持暴行，十分無恥展示了他置
法治、公義、人道於不顧，反對香港實施《禁蒙
面法》，是名副其實的可耻瘋狂政客。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會長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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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蒙面法》是平息暴亂重要舉措
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禁蒙面法》），並已生效。以筆者

之見，特區政府早在2016年旺角暴亂後，就應該推動《禁蒙面法》立法，筆者早在2016

年2月17日就在報章撰文建議，雖然現在立法有些遲，但至少是平息暴亂的重要舉措之

一，值得支持。

顧敏康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出台《禁蒙面法》的必要性
自回歸以來，香港法律保障和平

集會和遊行，這是鐵的事實，不存
在因為怕被政府追究而必須蒙面的
情況。令人痛心的是，自非法「佔

中」以來，暴力示威逐漸氾濫成災，暴徒公然犯
罪，卻因蒙面而肆無忌憚，並能逃避法律責任。

蒙面做違法之事者，通常有兩類人，或是「偷
雞摸狗」之徒，或為「打家劫舍」之徒。蒙面人士
因為怕被人認出身份和被捕法辦，不敢以真面目示
人，根本不是以參與和平集會遊行為目的。不管是
何種情況，不敢真面目示人本身，足以說明其心
虛，否則就不會蒙面人所到之處，必先破壞CCTV
或用雨傘遮擋。

西方國家紛紛出台《禁蒙面法》，是基於兩方
面的深思熟慮：一方面，集會和遊行一直被認為不
是絕對權利，不可以毫無節制地行使；另一方面，
雖然在理論上說，使用暴力或參加騷亂的人士均會
受到法律懲處，但因為其蒙面，刻意隱藏身份，對
社會和他人造成傷害，警方難以識別身份，不能及
時將其繩之以法。故從公共安全和利益角度考慮，
必須對蒙面加以法律的約束。

出台《禁蒙面法》具緊迫性合法性
香港暴亂持續4個月，蒙面暴徒突

破道德底線、法律底線，肆意破
壞公私產物、肆意縱火和

打砸搶，製造恐怖氣
氛和破壞社

會安

寧。如果再不出台《禁蒙面法》，就無法有效遏制
暴力的囂張氣焰。因此，《禁蒙面法》可以確認暴
徒蒙面違法在先，再加上其他規例，警方可以提前
執法，抓獲任何蒙面者（豁免除外），對「法不責
眾」也是有效反制。這也是法院不對實施發出《禁
蒙面法》臨時禁制令的主要原因。
特區政府宣佈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

法》，屬於授權立法，採用先訂立、後由立法會審
議的立法方式，是嚴格按照立法程式進行。立法會
可以審議此附屬立法，有監督機制，就不存在反對
派議員所說的剝奪立法會立法權和違反基本法的問
題。
況且，立法會被暴徒破壞而至今無法運作，這

與反對派議員的縱暴分不開；反對派議員拿納稅人
的錢，不積極作為，現在故意誤導，必須受譴責。
毫無疑問，《禁蒙面法》屬於行政立法，引發司法
覆核在所難免，且已經發生。

但是，筆者相信法院會審時度勢，作出謹慎的
決定。筆者更希望政府據理力爭，因為此法符合國
際做法，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
規定，沒有剝奪香港市民和平集會、遊行的權利，
豁免的情況也十分合情合理。

《禁蒙面法》僅是有效平暴措施之一
出台《禁蒙面法》是止暴制亂的必要手段之

一，必將鼓舞警隊士氣，有利於警隊加強執法力
度，平息暴亂。

有人說，訂立《禁蒙面法》會導致更激烈的抗
爭，效果適得其反；有人更舉出烏克蘭的例子，指
稱《禁蒙面法》不僅無效，而且可能「令香港變成
烏克蘭」。的確，《禁蒙面法》生效後，連日來發

生嚴重的騷亂，蒙面暴徒瘋狂破壞港鐵、中

資銀行、店舖，以及反對暴力的商業機構。但是，
這是暴徒最後掙扎的表現。
有祖國作為香港堅強後盾，不可能出現烏克蘭

的情況。借烏克蘭的個案指稱《禁蒙面法》會失
敗，不僅荒謬，也罔顧事實。筆者反而相信，在中
央政府的強力支持下，特區政府一定能夠粉碎反修
例暴亂的「顏色革命」企圖，將暴徒及幕後黑手繩
之以法。
為此，特區政府還可以針對目前比較嚴重亂港

惡行，例如煽動暴力、「連儂牆」、欺凌恐嚇、假
記者等情況，考慮根據《緊急法》發佈以下規例，
如「防止煽動性言論」條例、「防止煽動性標語」
條例、「防止恐嚇」條例、「記者有效證件佩戴」
條例等。
特區政府尤其要考慮，因應當前動盪局勢，應

推遲本屆的區議會選舉。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38條規定：（1）如在一般選舉舉行前，行政長官
認為該項選舉相當可能受騷亂、公開暴力或任何危
害公安的事故妨礙、干擾、破壞或嚴重影響，則行
政長官可藉命令指示將該項選舉押後；（2）如在
就一般選舉進行投票或點票期間，行政長官認為投
票或點票相當可能受騷亂、公開暴力或任何危害公
安的事故妨礙、干擾、破壞或嚴重影響，或正受騷
亂、公開暴力或任何危害公安的事故妨礙干
擾、破壞或嚴重影響，則行政長官可藉命令
指示將該項投票或點票押後。
道理很簡單，選舉不能在暴亂和

暴徒的威嚇下進行，因為這
不可能是公平的競
選。

特區政府在10月4日宣佈根據《緊急情況規例
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簡稱《禁蒙面
法》），並在5日凌晨正式實施。面對蒙面暴徒越
加激進並且破壞性極強的暴力行為，特區政府堅決
果斷地制訂《禁蒙面法》，我認為這是非常必要
的，因為可讓蒙面施暴者無所遁形，相信有助制止
連月來急促蔓延的升級暴力，避免香港繼續在暴力
中沉淪，為社會平息暴亂、回復秩序注入一支強心
劑。
香港市民對持續4個月的無休止的升級暴力已感

到非常痛恨和厭倦，對特區政府盡早制定《禁蒙面
法》的呼聲此起彼伏。今次特區政府終於順應廣大
民意訂立《禁蒙面法》，是令社會盡快回復平靜的
正確做法。
眾所皆見，整整4個月，一些暴徒以蒙面為保護

罩，不斷瘋狂地升級暴力行為，多次公然侮辱和焚
燒國旗，大規模堵塞馬路、毀壞港鐵等公用設施，

每每在不同地點非法集結，打、砸、燒，肆無忌憚
地縱火及投擲大量汽油彈，作出破壞和攻擊，嚴重
挑戰法治，危害公共安全和秩序；同時攻擊警察、
放火傷人，蓄意製造流血事件，威脅香港警員及廣
大市民的生命安全。
這些蒙面暴徒為了暴力而暴力，為社會帶來了前

所未有又極之嚴重的破壞。無休止的暴力和撕裂令
到香港百業凋零，市民人心惶惶，普羅大眾苦不堪
言。當前香港社會安定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我
堅決支持政府採取任何可行的方法平息暴亂。
多月來的暴力事件之所以無法平息下來，正是

因為暴徒可以靠着蒙面來隱藏身份，以逃避警方的
偵查，所以更放心地鋌而走險，從事違法犯罪，令
香港處於極之嚴峻的情況。在目前迫切的情況下，
特區政府實施《禁蒙面法》具有合理性、合法性，
相信法例有助撕下暴徒隱藏身份的面具，使之無所
遁形，令警方作出識別，讓暴徒為自己的暴力行為

負上責任，在陽光下接受法律的公正審判。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香港法例重視對人權的

保障，市民也享有參與集會及發表言論的自由，但
是目前一些蒙面暴徒公然無視法紀，參與非法集會
和破壞公共設施，嚴重侵害其他市民的權益，在這
種情況下，香港市民也有免受暴力恐懼的自由，因
此政府也有責任維護社會大眾的利益，絕不能任由
暴力升級持續下去。
在特區政府宣佈訂立《禁蒙面法》後，煽暴

派、縱暴派即時提出司法覆核，但是遭到高等法院
拒絕批出他們申請的臨時禁制令，法官也在判詞中
強調香港正處於嚴峻情況，法例是以結束暴力為目
的。
因此，我希望香港市民認清蒙面暴徒對社會和

市民帶來的嚴重危害，一起譴責暴力並與暴力割
席，以及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員依法執法，
採取一切必要旳措施，維護香港的社會穩定。

《禁蒙面法》讓蒙面施暴者無所遁形
佘德聰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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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機翱翔，戰車浩蕩，虎賁雲
集。70周年國慶閱兵大典，展現新

式武器、軍隊的戰鬥意志和戰鬥力，藉以振奮民族
精神、震嚇地緣戰略對手和敵人、強化內部治理，
達到將國際戰略形勢轉向有利態勢的效應，並且展
現在大國崛起後的自信和領導民族偉大復興的強烈
使命；更聚焦於震懾台灣地區與美國，實現祖國完
全統一。
中國改革開放40年，尤其近20年不斷向前，突

飛猛進。台灣地區則在最近30年來，迷失在自以
為是的選舉遊戲，在為了選舉製造的仇恨中不斷內
耗。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國慶閱兵大典上致辭，他

在「一國兩制」章節中，將台灣部分列於港澳之
後，強調「推動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團結全體
中華兒女，繼續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鬥」。而
習近平早前在慶祝70周年國慶晚宴上強調，「要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深化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造福兩岸
同胞。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大勢所趨、大義所
在、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
的。」
習近平的兩篇講話和大閱兵儀式，明確表明中

國會「走自己的路」，不會隨西方起舞。針對台灣
部分，有島內評論指其釋放出兩個選擇，一是兩岸
繼續和平發展、完成國家統一，對彼此都有利；第
二個選項是兩岸繼續搞對抗搞「台獨」，但這將不
利於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甚至嚴重到兵戎相見，無
異於以卵擊石。
除了展示實力和對台方針之外，這次國慶大會

具有眾多涉台的亮眼節點：第一，群眾遊行隊伍中
首設「『一國兩制』方陣」，而「一國兩制」最先
是針對解決台灣問題提出的，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最
好方式；至於「台灣」花車的一輪紅日造型，其實

是一個大熒幕，反覆播放「兩岸一家人」、「推
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標語。
第二，大閱兵展示了多項自製的高科技武器，

象徵軍事科技再創高峰，由此傳達出一個重要訊
息：即若決定武力統一的話，台灣在軍事上會被擊
敗，而美國的「協防」也是徒勞無功。
第三，閱兵徒步方隊中新增維和部隊方隊，這

是「軍事力量走出去」的必然結果，表達了中國履
行大國義務、維護境內外利益安全、為世界和平貢
獻力量的態度，藉此突顯對台灣事務的關注和重
視。
第四，深掘自己的強項和特色，強調傳承和創

新，自力更生，更和國際接軌，堅持國家統一、民
族團結，這是十一國慶慶典要向國際傳達的訊息。
同時，進入新時代後，國家發展和軍隊建設取得輝
煌成就，發出實現「民族復興」的最強音，台灣當
局和台灣民眾應知所進退。

國慶閱兵對台發出的訊息
陳建強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副會長

看到臉書上有一則帖子，讓人心生厭惡，不吐
不快。內容是講立法會議員、大律師陳淑莊在臉書
上貼了一張圖，內容是前幾天一名香港警員在清場
行動中，被暴徒從天橋往下扔的一架單車砸中而倒
地，陳淑莊以嘲諷的口氣寫道，「慘啦，唔知架單
車傷唔傷呢」。這句如此涼薄的話，出於一位平時
滿嘴仁義道德的民選議員之口，讓我們不禁對立法
會議員的道德觀，感到十分失望。
香港的暴亂已經持續四個月了，一些暴徒打砸

搶燒、私刑普通市民，甚至縱火衝擊銀行和商舖，

香港市民的恐懼和抑鬱已經到了極限，經濟民生備
受衝擊，大家都希望香港能夠早日止暴制亂。但是
在香港當前最困難的時候，我們沒有看到作為民意
代表的反對派議員，慰問一下被暴徒打得血流披面
的市民，看望一下無辜被砸得慘不忍睹的商舖。相
反，她們選擇的是站在一旁冷嘲熱諷，選擇了與警
員為敵的站位。所謂的「泛民主派」墮落為「泛暴
亂派」。
在陳淑莊的帖子跟貼中，有人問她的良心何

在？其實大家要想明白一個定律，那就是跟香港的

「黃絲帶」的大律師不要講良心，因為職業訓練了
她（或他）即使面對殺人放火犯，也要作無罪推
論。如果講良心，她（或他）就沒生意了。這就是
他們的職業道德。曾經，立法會被暴徒砸得震驚世
人時，「泛暴亂派」的議員卻說那是「死物」不足
惜；現在一輛單車扔下天橋，卻發帖悲哀「單車傷
唔傷」，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議員的雙重標
準是如此的滑稽和無恥。「泛暴亂派」以為可以摧
毀香港警隊，從而實現奪取香港管治權的圖謀，我
想這一定是想多了！

涼薄的議員必失民意
周春玲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