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制橫額屢遭塗污 亂局下選舉怎公平？

麥美娟：暴青摑婆婆圖滅聲
譴責以暴力干預選舉公平 工聯候選人無懼續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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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流傳一段「虐老」短片，一名婆
婆疑似進入麥美娟位於屯門安定邨

辦事處時，疑似被一名青年阻止及掌
摑，之後該男子又繼續指罵老人。
麥美娟表示，影片有影無聲，未知男
子所罵內容，現階段不對他的動機作過
多揣測，辦事處已將案件轉交警方跟進
調查。她強調，無論任何原因，都不應
以暴力欺凌長者。
麥美娟指出，區選展開後，工聯會多
個議員辦事處被惡意破壞，不少候選人
在地區擺設街站的時候亦多次遭到滋擾
及圍堵，用於選舉宣傳的橫額和海報屢
次被毀，這些暴行令他們未能正常地與
街坊接觸、提供服務，更不能公平地拉
票。她批評暴徒的目的是企圖對政見不
同的候選人「滅聲」。

憂宣傳品被毀或致超支
她續說，地區辦事處日常業務包括幫
街坊申請綜援、津貼福利，為長者提供
政府最新信息等，工聯會還有醫療所、
進修中心等設施，提供各類便民服務，
「暴徒們打砸行為的真正受害者是社區
居民。」
據工聯會統計，至少已有超過20個工
聯會服務點遭毀壞，有些更重複被毀壞
四五次。
麥美娟批評，政府及選舉管理委員會

未能對這類明顯違法行為採取行動，擔
心建制派候選人未能在公平、公正和人
身安全受保障的情況下進行選舉宣傳，
或會進一步影響選舉結果。「每位候選
人的選舉經費都設有上限，暴徒多次撕
毀海報，導致宣傳成本上升，可能會出
現超支。」她呼籲選管會針對此類事件
公佈指引，靈活處理超支的問題。

「網紅」煽剪身份證阻長者投票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指出，近日有所謂

的「網紅」在網上教唆他人在投票日
前，收起或剪毀家中長者的身份證，阻
止長者投票，這顯然是以違法手段干預
選舉，強調妨礙或阻止他人在選舉中投
票屬於違法。
吳秋北批評政府在止暴制亂方面力度

不足，對於上述違法行為亦執法不力。
吳秋北說：「暴徒對於選舉的干預行

為，不僅不尊重候選人，也是不信任選
民的智慧和抉擇。」
他指出，讓選民在免於恐懼及公平的
環境下做出決定，才能維護選舉公平，
而現時暴徒縱火、群毆異見者的做法已
造成「寒蟬效應」，或令選民不敢在選
舉日走出來投票。
他又質疑，多次出現建制派候選人的

海報嚴重被毀，附近的反對派候選人海
報卻完好無損，懷疑反對派是暴徒的幕

後黑手。

吳秋北促廉署及早介入
吳秋北認為政府應該正視上述問題，

選管會對此責無旁貸，有些暴徒已涉嫌

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廉署應及早介入，同時警方亦要
制止一切有關選舉的暴力惡行。
麥美娟是葵青區偉盈選區參選人，該

區其他參選人還包括公民黨冼豪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區議會選舉在即，縱暴派逐漸將魔掌

伸延至選舉制度，不斷針對建制派議員的服務點、街站和海報等，進

行塗鴉、灌水、縱火等滋擾，還對選民施毒手。今屆區議會選舉候選

人、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位於安定邨的辦事處，閉路電視拍攝到

一名婆婆欲進入辦事處期間，疑被一名青年阻擋及掌摑欺凌。工聯會

強烈譴責此等企圖以暴力干預選舉公平、恐嚇不同政見候選人和市民

的行為，達至「滅聲」目的，但麥美娟表示工聯會候選人無懼對手製

造「寒蟬效應」，會繼續勇敢參選。

今次發生有服務使用
者疑被阻接觸議員的屯門
安定邨辦事處，過去屢次
被暴徒滋擾，本月4日曾
遭黑衣暴徒縱火及破壞，

在該辦事處工作的安定選區候選人馮沛
賢曾目擊辦事處兩度被破壞，他譴責暴
徒針對建制派的暴力行為可恥，「辦事
處樓上就是民居，一起火濃煙就攻上樓
上，暴徒的行為是罔顧居民的生死。」

該辦事處為民建聯屯門區議員葉文斌
及麥美娟的聯合辦事處，本月4日被毀
當日馮沛賢曾在現場。他憶述，夜晚時
分見到一群黑衣人聚集在辦事處門口叫
囂，有人打爛門口玻璃，還有人向該處
投擲汽油彈，辦事處的鐵閘亦被暴徒用
工具撬開。其後有街坊幫忙報警及滅
火，隨後消防人員趕到處理。

當晚他檢視「災情」時發現，辦事處
的冷氣機被嚴重毀壞，桌椅等辦公設施
遭焚燒，辦事處外設有書架，部分圖書

及街坊捐贈的公仔丟失或被亂丟在地上，牆外展
板的海報等都被撕毀。馮沛賢批評，暴徒行為可
恥，而且辦事處樓上就是民居，縱火是置街坊的
安全於不顧。

他指出，其後辦事處外加裝了圍板，但不久又
有暴徒打爛圍板，試圖再次破壞。馮沛賢希望暴
徒得到嚴懲，並盼望社會秩序盡快重回正軌。

屯門安定選區另一名參選人為民協的江鳳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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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現時正是區議會
選舉的宣傳期，不過，暴徒繼續針對建制派參選
人作出滋擾，連選舉橫額亦不放過，昨日又再發
現最少兩名建制派參選人的選舉橫額被塗污。
競逐連任沙田鞍泰選區議席的民建聯招文

亮，昨日在facebook發帖，並附上相片，顯示其
兩張選舉橫額被塗污。
他呼籲大家尊重選舉公平，「無懼打壓，繼
續努力為市民服務，用心拚搏，建設美好社
區！」
不少網民留言為招文亮打氣。「Mui Mui」

說︰「雖然banner（橫額）被毁，但選民更清

晰選邊位，加油！」「Man Fai Leung」認為︰
「有『曱甴（暴徒）』破壞，即係你得民心，佢
哋自卑心態只能做呢啲破壞行為。不用擔心。」
「Lai Kin Cheung」表示︰「努力，有目共睹
以往為我們居民服務，我全力支持！」
另外，fb專頁「咩議員」昨日亦貼出一張相
片，內裡載有黃大仙池彩選區兩名參選人的競選
橫額，其中工聯會蘇嘉樂的橫額被塗至面目全
非，難以辨認，但毗連的民主黨胡志健的競選橫
額卻絲毫無損。
「Virgo Yuan」推斷︰「明顯係『泛民』做，
咁嘅選舉邊度公平？」「Jcy LI」批評︰「言論
自由喎，一人一票喎。」「Emily Fong」直言︰
「亂局下的選舉點會有公平同公正？」
鞍泰選區參選人還有報稱為「獨立民主派」
的鄭仲恒和湯子霈。

◀青年疑似
在議辦外掌
摑婆婆。
網上視頻

截圖

▲工聯會譴
責針對建制
派候選人的
暴力及恐嚇
行為，質疑
選 舉 不 公
平。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屯門安定邨區議員辦事處10月初被
縱火及毀壞。 馮沛賢fb圖片

■招文亮的
選舉橫額被
塗污。

招文亮
fb圖片 ■工聯會參選人蘇嘉樂的選舉橫額亦遭塗污。 網上圖片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日前被選舉
主任第三次發信查問政治主張，他在社交
網站公開回信，一方面聲稱自己並非主張
「港獨」，但另一方面又指在「公投 」
下，「香港獨立可作為民主自決的一個選
項 」。黃之鋒面對選舉主任的查詢，為了
過關入閘，說詞前後矛盾，出盡語言偽
術，完全不可信納。對黃之鋒不僅要聽其
言，更要觀其行，黃之鋒一再勾結外部勢
力 干 預 香 港 事 務 ， 或 明 或 暗 推 動 「 港
獨」，挑戰中央在香港的憲制地位，是不
折不扣的「港獨」分子。政府有關方面和
選舉主任，不能信納黃之鋒為入閘的權宜
之計的表態，必須嚴格把好入閘關，對黃
之鋒這類「港獨」分子，絕不能有絲毫的
心慈手軟。

黃之鋒在社交網站回答選舉主任查問時，
一方面聲稱自己和「眾志」「不提倡和支持
香港獨立作為民主自決的一個選項」，但另
一方面又指在「公投」等「一個不具實際約
束力的民意表態的方式下」，「香港獨立可
作為民主自決的一個選項」。這番言辭完全
前後矛盾，一方面企圖矇騙選舉主任，另一
方面又不開罪自己的「港獨」支持者，是徹
頭徹尾的語言偽術。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公投」本質上與
任何民意調查完全不同，香港憲制中並沒
創製「公投」的概念。高等法院今年裁定
周庭的選舉呈請勝訴案中，法官在判詞重
申，任何鼓吹以「公投」形式決定香港未
來的人，均不能稱為真誠擁護基本法，因

為「公投」的結果有潛在可能導致「香港
獨立」，有違基本法中「香港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黃之鋒為入閘
突然表態不主張「港獨」，但又想「左右
逢源」，安撫其「港獨」支持者，因此拋
出「公投」概念，更不打自招露出了「港
獨」本性。

至於黃之鋒說「任何香港未來前途的決
定，應在『一國兩制』的憲政框架內進
行」，更是明顯矇騙選舉主任的權宜說
法，根本沒有可信納之處。對黃之鋒，要
聽其言，更要觀其行。過去幾年，黃之鋒
一直推動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與「港獨」藝人何韻詩到美國國
會作證，無中生有，混淆視聽，要求干預
香港事務，早前更表示已向美國國會交了
18區選舉主任名單，助擬定制裁名單；近
日在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簡介會上，更率領
「港獨」分子暴力踩場，高喊「港獨」口
號。黃之鋒與西方勢力勾結干擾香港事
務，挑戰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憲制權力，顯
示其並非真誠擁護「一國兩制」憲制框
架，是典型的「港獨」分子。

區議會是特區的一級管治架構，真誠擁
護「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是作為建制架
構成員的最基本條件，決不能讓反對憲制
的人有機會蒙混進入。黃之鋒為入閘玩盡
語言偽術，但沒有人會相信他是真誠擁護
香港基本憲制秩序。對此，有關方面和選
舉主任必須嚴格把好關，絕不能讓「港
獨」分子黃之鋒入閘。

不能信納黃之鋒擁護憲制不搞「港獨」
高等法院日前頒佈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

非法公開或使用警員及家人的個人資料。本港
現時大部分法例未能涵蓋網絡犯罪，對網上
「起底」、欺凌行為的法律約束力明顯嚴重不
足，禁制令是短時間內彌補相關法律空白的適
當行動。當前的關鍵是要執法部門加強執法力
度、加快執法速度，尤其是特區政府要增加資
源，各相關的政府部門都應主動參與制止這一
股歪風，才能讓禁制令發揮止暴制亂的效用。

在過去幾個月的違法暴力運動中，大批警員
及其家屬被人在網上「起底」、恐嚇、騷擾和
威脅。私隱專員公署指，目前收到2370多宗有
關「起底」的投訴，當中694宗是涉及警員的投
訴。警員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遭到不法分子惡
意披露，不法行為嚴重影響警員及家人的正常
生活，亦對公眾構成滋擾，對警方執法構成壓
力。即使禁制令生效後，Telegram 上的「老豆
搵仔」群組，仍然鋪天蓋地上載多名警員的相
片及個人資料，其管理員甚至口出狂言地稱：
「禁制令真係驚條鐵」，公然藐視法庭。

一直以來，本港對網絡犯罪的法律規管極其
微弱，大部分實施多年的法律，都未有考慮互
聯網發展所帶來的變化，作出針對性規管。當
局過去多以「不誠實取用電腦」罪懲處網絡犯
罪，但終審法院今年4月在協和小學教師洩露試
題案中，裁定「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名不涵蓋
犯案者使用自己電腦和智能手機作案的情況，
令執法當局懲處網絡犯罪難度更大。同時，雖
然社會上一直有呼聲要求訂立辱警罪去規管相

關行為，但現實情況不容許等待冗長
的立法進程。今次高院禁制

令不只禁止披露警員及其家屬資料，亦列明不
得作出恐嚇及騷擾，從事相關行為或協助、教
唆進行受禁止的行為，都可能觸犯藐視法庭
罪，相當於以禁制令的方式短時間內彌補相關
的法律空白，無疑是為遏制針對警員及其家屬
的不法行為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武器，做法合情
合理。

今次申請禁制令是基於守護公眾利益，原告
是律政司司長及警務處處長，前者守護公眾利
益，而後者代表警隊，因此禁制令絕不是針對
普羅市民。至於有聲音認為，禁制令涵蓋範圍
過大，令社會瀰漫「白色恐怖」。相關說法完
全無視近月黑色暴力猖獗，甚至是顛倒黑白、
混淆視聽。事實上禁制令對市民合法正常使用
網絡沒有任何影響，律政司亦強調禁制令並非
針對傳媒工作，傳媒工作者可一如以往報道。

高院頒佈禁制令後，關鍵在於迅速嚴謹執
法。私隱專員黃繼兒指出，現時「起底」趨勢
越趨嚴重，已經「武器化」，確實有必要用盡
所有合法合理的途徑去遏止「起底」風氣，才
能幫助私隱專員公署的工作。但要看到，單靠
私隱專員公署畢竟資源能力有限，要處理數以
千計的投訴恐曠日持久。面對黑衣暴徒猖獗的
網絡犯罪行為，特區政府必須投入更多資源處
理，各有關的政府部門都應一起協作，例如通
訊事務局等部門，應積極行動起來排查涉嫌違
法的行為，絕不能以很多網絡伺服器不在香港
為由而放軟手腳拖延執法。即使伺服器不在港
難以作出拘捕行動，但政府部門起碼可以嚴正
要求網絡服務供應商禁止相關信息繼續傳播，
有效保護警員和市民的私隱和人身安全。

禁制「起底」彌補法律空白 關鍵要加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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