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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七) 香港普選特首之路 

社會運動與生活 

利益矛盾與社會運動1 

   

講述香港社會運動的課題之前﹐有幾個基本的概念希望同學們能夠搞清楚。這幾個概念可以幫

助我們去理解社會運動的過程。 

 

1. 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 ﹕按照社會學大師 Anthony Giddens 的講法是指一些人群走在一

起﹐他/她們可以也可以不是追求共同的利益。 

2. 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根據 Anthony Giddens 的講法﹐是指社會上的人在建制以外透

過集體行動去爭取一些共同的利益(common interest)和保障一些共同的目標。 

3. 革命(revolution) ﹕不是每一個社會運動都可以算是革命﹐革命是指那些涉及政治變革的群

眾運動﹐這些運動往往是準備運用武力去奪取政權﹑進行改革。 

4. 政治價值(political value) ﹕自由﹑民主﹑平等﹑平權等都是一些政治價值﹐這些價值對運動

來講往往很重要﹐因為它指導著整個運動的進行和方向。 

5. 組織( organization) ﹕社會運動通常是有組織的運動﹐這組織可以是自然地形成﹐亦可以是

有個人或組織有計劃地次策動。 

6. 動員(mobilization) ﹕指透過不同方法集結資源去策動集體行動的過程 

 

香港曾發生的大型民眾活動 

 六七暴動 

 帶有反殖以及國家民族主義色彩 (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六四運動) 

 民眾運動的內容主要是圍繞切身的生計問題，例如有：反加租，反搬遷，反加價，以及反

資本剝削等運動 (如 2013 年碼頭罷工潮) 

 

                                                      
1
 http://www.socialwork.com.hk/artical/sociology/top11.htm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q_arHE9LEYlfKM&tbnid=8LMRtnUGyDFdMM:&ved=0CAgQjRwwAA&url=http://big5.ifeng.com/gate/big5/finance.ifeng.com/hk/dt/20130411/7890556.shtml&ei=fySsUcaUII6aiQeVqoDgDQ&psig=AFQjCNEaTIiNfD5Hgu6OQYe8z9GAfQJBMg&ust=137032243156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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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的利與弊 

 

社會運動是指政黨或市民就某一議題發起遊行，示威，罷工等，藉此引起社會關注及改善現狀

的行為。香港近年政治氣氛熾熱，頻密地出現不少引起國際關注的社會運動，包括反國民教育

事件、反高鐵事件、光復上水站，甚至近日貨櫃碼頭罷工也有濃厚的社會運動氣味。現時香港

各界對社會運動評價不一，究竟社會運動為香港帶來甚麼影響呢？以下嘗試作出分析 

 

1.社會運動對香港有甚麼利處？  

 

‧爭取/反對實行某些措施，保障市民利益：香港社會運動以針對政府措施為主，例如反國民教

育，社會運動能有效向政府施壓，迫使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達到保障學生接受「誠實」教育

的權利；另外部份社會運動也針對社會不公現象，例如不滿碼頭工人待遇差、不滿政府外判制

度等，希望藉社會運動向政府及該企業施壓，改善勞工待遇。 

 

‧有效監察政府運作長遠改善政府施政：由於政府擔心遇上社會反對即改變政策，長遠會削弱

管治威信及令施政更為困難，因此甚少在社會運動中作出妥協（例如皇后碼頭事件/反高鐵事件）。

但是頻密的社會運動令政府明白到迎合民意的重要性，令沒有民意授權（制衡）的特區政府往

後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更考慮市民利益，改善政府施政。 

 

‧增加香港市民社會歸屬感，增政治社會參與：社會運動能吸引電子和文字媒體大篇幅報道，

有效引起市民對這些社會議題的瞭解及關注，直接鼓勵更多市民積極參與遊行示威表達意見及

改善社會狀況，不但增加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社會運動也增加市民公民意識。 

 

‧為香港社會培養政治領袖人才，改善政治生態：通過社會運動有助提高青少年的政治意識和

領袖才能，社運領袖能在運動中訓練到組織運動能力、政治角力能力、談判妥協技巧、公關溝

通技巧等，長遠為香港培養政治社會人才。（工黨主席李卓人的政治生涯正是從支援六四運動開

始，反國教運動也令一批年輕社運領袖如黃之鋒冒起）。 

 

‧扮演社會安全網，讓市民宣洩對現狀的不滿：無論在任何社會制度，都會有市民對社會現象

存在不滿。而社會運動正正給予市民發表意見，宣洩不滿的機會。同時讓市民能通過合法管道

表達不滿，減低人民無法宣洩而最後訴諸暴力的情況（北非茉莉花革命正是因為人民不滿無法

正常宣洩/無法通過合法途徑向政府表達不滿而爆發）。 

2.社會運動對香港有甚麼弊處﹖  

‧向社會傳遞激進資訊，不利青少年成長：有意見認為近年香港社會運動有轉趨暴力化𤂌象（實

際極為輕微），例如在反高鐵、反政改事件中，曾經出現示威者衝擊諮詢會場，霸佔公路阻塞交

通等情況。在不同媒體大肆報道下，激烈抗爭手法向其他青少年傳遞激進思想，令青少年以暴

力而非理性方法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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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政府有效施政，削弱政府管治威信：近年香港被批評過於政治化，不少社會民生議題都

被升級為政治議題，訴諸社會運動及對抗。即使只是少數市民如對政府政策不滿，動輒衝擊諮

詢論壇，圍堵立法會，以激烈行動將反對聲音放大，迫使政府讓步，這嚴重阻礙政府政策的推

行，不利香港政府有效管治。 

 

‧導致香港社會嚴重分化，不利社會和諧：社會運動在媒體報道下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具爭議

性的行為容易挑起社會對立，例如在反國教事件中，令香港社會明顯分裂為支持國教及反國教

兩個陣營，兩陣營不斷在議會、媒體、網絡，甚至茶餘飯後的激辯，容易造成社會分化，不利

建構和諧社會。 

 

‧增加中央政府憂慮，不利爭取民主：香港的民主發展權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頻

密的社會運動增加中央對香港社會的疑慮。中央政府會更擔心在香港充斥反對聲音、充斥對特

區政府及中央政府不信任的情況下，實行民主將會令香港更難以控制，反而不利香港爭取民主。 

 

‧阻礙經濟正常運作，削外來投資吸引力：經濟自由及社會穩定是香港得以在過去數十年吸引

外來投資及發展經濟的關鍵因素，有意見則擔心近年香港社會運動頻密，不但社會不穩程度增

加，社運也令政府施政朝令夕改（例如居屋政策/港人港地），政策的不確定性令外來投資者卻

步，削弱香港經濟發展動力。 

 

 

3.總結  

  香港近年的社會運動主要針對政府不當政策，那麼為甚麼香港政府的施政總是未能回應民

意而激起社運呢？根本原因是香港行政長官並非由市民授權的民主程序所產生，特區政府因此

沒有「市民才是老闆」的概念，因此往往施政脫離民意。可以預見，在市民還不能以選票表達

意見之前（民主普選），社會運動仍會是市民向當權者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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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工運事件 為工友為碼頭實事求是 聚焦合理加幅人性管理 (明報 2013-04-29 ) 

    貨櫃碼頭工潮已經持續超過一個月，如果勞資雙方繼續僵持，形勢對較容易被替代的半技術工人最

不利，對外判商和碼頭營運者的社會形象和經濟收益都有害無益，最終工人外判商碼頭營運者和香港，

都會變成輸家。所以，勞資雙方應該實事求是，勿各走極端，應該盡快重回談判桌。 

 

    工潮爆發之初，勞資雙方甚至連誰是資方、誰是外判商、誰向工人支薪等問題都未能釐清，後來工

會、工人、外判商與香港國際資櫃碼頭公司（HIT）以不同身分坐到談判桌，本應是解決問題的正途，可

惜談不攏。工潮亦開始變質，罷工舞台由葵涌貨櫃碼頭轉到中環，原初只是爭取改善僱傭條件，後來轉

變為針對李嘉誠父子，這種發展到人身攻擊的趨勢令人懷疑是有利還是有礙解決工潮？ 

 

    我們建議勞資雙方再度聚焦「合理加薪幅度及改善工作條件」兩方面，盡快坐下來商討解決方案。 

    

也涉及多家外判商，部分工種技術成分較高，不容易被替代，談判籌碼較多；但部分工種技術成分較低，

工人被替代的風險較高，這是現實問題。 

 

    至於資方，同樣也要認真考量現實問題（包括社會形象、公司在業內的競爭力）。工潮發展至今，

已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工人持續抗爭並觸發社會行動，已對碼頭營運者及其母公司的商譽構成影響，生

意也受損。所以，罷工持續下去，工人、外判商、碼頭營運者及香港都會變成輸家。 

 

    今次工潮，工人的工作環境是值得檢討和謀求改善的，但勞方要求加薪 23%，會被視為開天索價，

較難爭取社會的普遍支持。至於勞方將半技術工人和技術工人綑綁一起來與外判商談判，也是令人費解，

例如有大約 250 名半技術工人參加罷工的外判商永豐，已表明聘請了 50 名新人，工潮愈拖得長，對這

些半技術工人的影響愈大；不過，工會領袖李卓人認為相關工種薪酬較低，較少年輕人願意入行。這樣

的綑綁角力對半技術工人是否有利？值得再思。尤其是外判商永豐表明願意談判，若勞方真的願意分開

處理不同工種的問題，應該較易解決半技術工人的問題。 

 

    資方同樣應該拿出對話誠意。其中一家外判商已經宣布結業，過去 HIT 曾經願意以列席身分出席談

判，今後能否扮演較積極角色？雖然外判商是工人的直接僱主，但 HIT 很難完全置身事外，在未來的談

判中，HIT 若能扮演較積極角色，應有助促成外判商與工人開展更有意義的對話。 

    工潮發展至昨天，工會及外判商都稍見鬆動，願意放寬底線，李卓人表明接受雙位數的加薪，外判

商則說加薪超過 10%才有困難，雙方距離略見收窄。若外判商也能在工作環境等問題許下具體承諾，就

有機會促成良性循環，政府再從中穿針引線，為雙方安排下台階，今次工潮就有解決的曙光。 

 

    勞資雙方若能共生共榮，才能共贏；若抱零和心態，要經常鬥個你死我活，必無寧日，公司的利潤

或工人的福利也難久享。香港最低工資的談判過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勞方開價 33 元，資方還價

20 元，一個看似無法達成的協議，最終在雙方坐下來談，按工資增幅對社會的影響作出理性客觀的考量

之後，不可能的任務最終完成了。勞資糾紛透過對話解決的代價往往低過對抗的代價，工潮曠日持久，

對誰有利？對誰有害？值得三思。放下情緒，回歸理性，重返談判桌，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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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普選的出路？佔領中環 

 
 

「佔領中環」行動的終極目標是甚麼？ 

    我必須很清楚說明此建議並不是要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主權

地位，也不是要去挑戰「一國兩制」，更不是要去搞港獨。我亦沒有意願用此行動去促使梁振

英下台。這更不可說是革命，因「佔領中環」行動不是要去推翻現有的制度。「佔領中環」行

動的目標是單一的，沒有其他相連的目標。 

  這目標就是希望北京政府履行在《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相關決定中作出了讓香港

特區的 行政長官 及 全體立法會議員 由普選產生的承諾。［思考：為何普選？］ 

   「普選」的理解應是符合國際社會對「普及和平等」的選舉的理解，而不是帶有中國特色的

「普選」。這包括了所有合資 選民享有相同的票數、相等的票值，和參選不受不合理的限制。 

(資料來源~佔中網站 http://oclp.hk) 

「佔領中環」何時進行 ?  

按過去經驗，文件可能只會有一大堆問題而未必會有具體方案。諮詢期可能會有三個月，整理

意見後才會提出正式建議。那會是差不多一四年五、六月間。立 法會可能會在暑假前對建議進

行辯論和決議。若這建議符合真普選要求，那也毋須「佔領中環」，但若是不符，那麼「佔領中

環」最好的時機應是一四年七月初。(資料來源~佔中網站 http://oclp.hk)  

 

佔中運動面對的難題-中央政府不易妥協 

    佔中支持者認為如果市民以公民抗命，違法方式佔領中環，癱瘓香港經濟將能迫使中央政

府作出妥協，並給予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權力。但這觀點未必成立：爭取普選民主權利只是運動

發起人和支持者的良好願望，事實上中央政府未必會向反對派或異見人士作出妥協，諾貝爾和

平獎得主劉曉波因簽署零八憲章、爭取中國實行民主制度最終被判監禁 11年就是最好的證明例

子。 

    中國政府不會向內地民主人士妥協，相同道理也不會向香港民主人士妥協，以免開了先例，

以後出現更多大型群眾運動威脅香港及中央政府的穩定管治。 

 

 

 

http://oclp.hk/
http://oclp.hk/
http://www.oclp.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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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違背香港主流民意  文滙報  2013 年 6 月 17 日 

張興來 香港工商總會主席  ［從商界角度看］  

    民意調查顯示，76%受訪者認為「佔中」行動會影響和嚴重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認為會損

害和嚴重損害香港金融中心運作 [主題句] 的比例更高達 82.7%，商界人士對「佔中」行動可能

造成巨大殺傷力的擔憂由此可見一斑。  試想，如果有一天，中環「被佔領」，導致交通癱瘓，

銀行不能營業，公司不能交易，市民不能提款，香港會變成怎樣的社會？一旦經濟民生受到衝

擊，市民又如何安居樂業？求和諧、求穩定、求發展始終是社會主流民意，也是投資者及商界

的普遍願望；而法治是百年香港發展的成功基石之一，如果「佔中」行動以違法暴力表達訴求，

便背離了法治精神，破壞了社會穩定，不僅商界人士不會認同，相信廣大市民也無法接受。 

(注意：通識考試有別社評，不可用設問、反問技巧，也不可用假設作為論據。) 

 

   近日，「佔領中環」行動正緊鑼密鼓加緊籌劃，所謂第一波「商討日」已於 6 月 9 日鳴鑼開

場。在外圍經濟仍不明朗，香港社會民生亟待改善之際，「佔中」暴雨一旦來襲，勢必波及香江

百業，令商界受損、民生受害，嚴重影響港人的福祉。 

「佔中」損及香江百業 

   在商言商，作為商界一員，首先關心的是「佔中」行動對營商環境和商界利益帶來的衝擊

和影響。眾所周知，金融是香港經濟命脈，中環是香港金融心臟，「佔中」行動若果出現激烈抗

爭，甚至暴力衝突，必然損害香港營商環境，不僅銀行證券業首當其衝，連帶跨國企業、中小

企業和小商戶也將受到波及，香港國際都市聲譽亦可能受損。 

   有民意調查為證，76%受訪者認為「佔中」行動會影響和嚴重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認為會

損害和嚴重損害香港金融中心運作的比例更高達 82.7%，商界人士對「佔中」行動可能造成巨大

殺傷力的擔憂由此可見一斑。 

 

   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除了因為有完善的法治制度、通訊自由及行政高效外，

穩定的營商環境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試想，如果有一天，中環「被佔領」，導致交通癱瘓，

銀行不能營業，公司不能交易，市民不能提款，香港會變成怎樣的社會？一旦經濟民生受到衝

擊，市民又如何安居樂業？ 

   說到底，反對派選擇金融中樞為抗爭據點，目的就是要癱瘓中環、癱瘓香港。「佔領中環」

名義上是以爭取普選為目標，實際上卻以政治訴求綁架社會民生，以重創經濟，犧牲港人利益

作賭注，令香港付出難以承受之代價。其後果之嚴重，居心之險惡，可謂彰彰明甚。 

社會和諧穩定 才能發展經濟 

   求和諧、求穩定、求發展始終是社會主流民意，也是投資者及商界的普遍願望，只有社會

和諧穩定，才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佔領中環」顯然與香港的主流價值觀背道而馳。 

   法治是百年香港發展的成功基石之一，港人一向崇尚和平、法治和理性，願意循正途爭取

各項權益，爭取普選同樣要合情合法，如果「佔中」行動以違法暴力表達訴求，便背離了法治

精神，破壞了社會穩定，不僅商界人士不會認同，相信廣大市民也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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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現時情況： 

 立法會議席共 70 席，分「直選議席」、「功能組別」兩個組別，各佔 35 席。 

 議員提出的動議(如立法、修訂法律)，必須在議會兩個組別過半數通過；相反，政府提出的

動議只需過整體議席半數，不用分組點票。 

 現時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如工商界、漁農界較傾向親政府，政府較易預計動議結果。 

 現進行政改諮詢，期望立法會將 2016 年由全民普選產生。 

思考：政府很多時不用理會議員的意見，因此激進民主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為吸引大眾關

注，逼使政府接納議員意見，便用較不同手法（如議會上擲蕉、拉布）去爭取更多的談判力量。 

 

行政長官（特首）選舉情況： 

 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選舉委員會委員共八百人，由下列各界人士組成：工商、金融界二百人、專業界二百人勞

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二百人、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二百人。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 

 參選人需要不少於八分之一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100 票），每名委員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 

 特首候選名單完成後，只有提名委員會委員才能投票。 

 梁振英先生以 689 票當選特首。 

 

不同人士的看法： 

 現時提名委員會中，大部份委員由政府委任或為具中方背景，因此有人質疑提名委員會的

代表性。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仍進行諮詢，但中央、香港政府與泛民人士最大的分歧在於「提

名委員會」的組成和「公民提名」。 

 公民提名即有意參選行政長官人士，只要取得若干巿民簽名支持(一般建議為 8 至 10 萬人)，

即可自動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 

 中央認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理據是基本法第 45 條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

「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公民提名」企圖就是廢除提名委

員會武功，讓不愛國、不愛國，對抗中央的人入閘。 

 真普選聯盟、泛民主派則認為「公民提名」為不少民主國家已推行，加上提名委員會具有

審視參選人資格，變相進行一次篩選，而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欠透明，被質疑是中央操控選

舉，這將不算是真正普選。他們的理據是普選除了一人一票的「投票權」，同時亦有「參選

權」，而提名委員會有變相篩選的權力，便不是真正的普選。因此，有佔領中環的構思，假

設香港政府不接受公民提名的方式選舉，他們便會發起佔領中央，以圖用公民抗命的方式

向政府施加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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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提出的普選方案 

1.  真普選聯盟方案 

a.  提名辦法 

任何參選人可循以下任何一個途徑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 

公民提名  

參選人獲得 1% 登記選民

具名聯署提名，提名委員

會須予以確認 

政黨提名 

於最近一次的立法會直接選舉

中，獲得全港總有效票數 5% 

或以上的政黨或政治團體，可

以單獨或聯合提名一名參選

人，提名委員會須予以確認 

提名委員會提名 

由提名委員會成員直接提名參選

人，委員會的組成稱「越民主愈

好」 

 

以上三個方案，都須提名委員會作出確認。公民或政黨提名候選人均要經過提名委員會確認，

但方案要求提名委員會只能按法律明文規定原因拒絕確認（如未滿法定年齡），不能設有候選人

是否「愛國」、「愛港」等政治審查。 

真普聯認為，不論由選民直接提名候選人還是由有一定得票率的政黨提名候選人，都合乎「民

主程序」的做法，希望特區政府不再考慮機構提名、限制候選人數目等篩選的辦法。同時，真

普聯的方案沒有為候選人數設上限。 

b.  選舉辦法 

採用兩輪決選法，若首輪投票，未有人取得過半數的選票，就進行第二輪投票，由最高票的兩

名候選人進行第二輪選舉，得票較多者當選。 

2.  學民思潮方案 

2016 年立法會選舉 

1. 廢除分組點票 

2. 地區直選比例提升至

約六成 

3. 將超級區議會議席撥

入地區直選議席 

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 

1. 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普選產

生 

2. 全港選民（約 350 萬人）組

成提名委員會 

3. 提名門檻為10萬名選民（即

取得 10 萬名選民提名，便

可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行

政長官可有政黨背景 

2020 年立法會選舉 

普選立法會 

1. 廢除功能組別 

2. 立法會增加至 80 席（包括 40

席分區比例代表制，以及 40

席不分區比例代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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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基本法》第 45 條（節錄）： ＜─ 重要！！！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

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

關普選問題的決定》（節錄）：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45 條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

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

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全

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爭議點： 

香港政府、親中政黨：堅守《基本法》，不可削「提名委員會」的功能 

理據：香港政改必須在合乎基本法的情況下討論，方案也得中央政府支持，「公民提名」不符

合基本法第 45 條列明的由機構提明(即提名委員會)的程序。 

 

真普選聯盟、泛民、學民思潮： 

公民提名（即取得一定數目的選民，如 10 萬人支持，便可成為特首候選人。） 

理據：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欠透明度，大部選民均無法選出提名委員會代表，即使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候選人，政府能預期結果，將不合意的參選人排除在選舉

名單，即是「有篩選的選舉」，一少撮的提名委員會享有特權，不乎合普世價值觀（平等的投

票權與被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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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的意義及重要性 

不同人士 對普選的解釋 

中央官員 

 中央官員認為普選行政長官應由提名委員會根據「愛國愛港」及「不

能與中央對抗」的標準，以機構提名(即提名委員會)的方式提名某特

首參選人； 

 然後再由香港選民決定是否投票支持被提名的候選人； 

 最後中央政府判斷是否任命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    

佔中發起人 

佔中發起人認為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符合國際社會對普及和平等的選舉

的要求，以保證選民的「意志的自由表達」。                 

普及而平等的選舉至少要符合以下三點要求，包括： 

（一）每一名選民享有的選票數目必須相等； 

（二）選民所享有的每一選票的票值必須相等，以及 

（三）公民參選的資格不受不合理的限制。                                 

因此，他們認為普選應具備公民提名的元素，以及不應設篩選機制。                

 

 

小知識：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涵義是守法的公民發現某一條或某部分法律、行政指令是不合

理時，所處的態度和行動。 

表達的方法，大致可分為三種： 

(1) 通過法定程序去進行上訴，通過法院、議會或政府部門去爭取權利和修改錯誤（合法）  

(2) 行使法律上的公民權利，進行示威或遊行等等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合法）  

(3) 違抗此不合理法律，並付出懲罰代價（如：坐牢），以喚起其他公民和輿論的關注意和壓力

（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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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 A 

 

 

 資料 B 

戴耀廷不鼓勵學生參與佔中 

「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昨日到中學出席講座時強調，公民抗命的目的是

爭取公義而非求取私利，亦不涉及暴力，因此不能與打劫金舖相提並論。但

他表示，「佔中」始終涉及違法行為，故不鼓勵未成年人士參與。學民思潮認

為戴耀廷的言論不尊重年輕人的自主權，並指出學生也是公民，理應有權通

過社會行動影響政府施政。 

（2013 年 7 月 9 日剪報） 

 

 

 

 

 

請大家踴躍發表

意見，一同實現

行政長官普選！ 

當然，最重要的

還是中央的意



2014 通識科議題筆記                                               通識教育分享平台  www.hkdsels.net 

13 
 

(a) 試詮釋資料 A 的作者對政改諮詢和「佔領中環」運動的取態。（4 分） 

 

 從資料A右邊政府官員的說話和「心底話」可見，作者認為政改諮詢是一場「假諮詢」——

雖然官員口裏說大家可發表意見，但心中卻認為中央的意見才是最重要的。 

 從漫畫可見，作者認為上述「假諮詢」並不能帶來真普選。但只要越來越多市民投入

「佔領中環」運動（往指示牌的方向走），便可威脅政府的管治（政府官員可能倒下）。

由此可見，作者相信「佔中」是爭取真普選的有效方法。 

 

(b) 資料 A 反映了一項有關行政長官普選的爭議。試說明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人士在這項議題上的

分歧。（6 分） 

 

 資料 A 所反映的爭議是行政長官普選應否設有篩選機制。 

 建制派人士一般認同行政長官普選應該設有不同形式的篩選機制。例如，他們認為《基

本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負責，因此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愛

國愛港」。 

 相反，泛民主派人士相信真正的普選必須確保選民有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

和提名權，不能設立任何篩選機制。他們亦認為中央政府一直強調的準則（例如「愛

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難有客觀的法律定義，容易成為中央政府操控選舉的工具。 

 

(c) 你認為年輕人應該參與「佔領中環」運動嗎？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論證你的看法。

 （8 分） 

 

年輕人應該參與「佔領中環」運動： 

 「佔領中環」是一場公民抗命運動，參與者故意違抗《公安條例》，長期佔領中環要道，

並願意接受法律制裁，藉此爭取中央政府在香港落實符合國際標準的雙普選。 

 年輕人應當參與「佔領中環」運動，因為爭取普選已來到最關鍵的階段。不民主的政

治制度令社會矛盾加劇，管治問題日深。雖然中央政府承諾於 2017 年落實行政長官普

選，但中央官員已多次明言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不可與中央對抗」，並須由提

名委員會根據這些標準先作判斷。由此可見，香港市民必須採取較為激烈的行動向中

央政府表態，否則 2017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將會是一場「假普選」。 

 再者，除「佔領中環」外，香港市民根本難以通過其他方式迫使中央政府落實真普選。

事實上，泛民政黨和公民社會過去曾通過不同方式爭取普選，包括舉辦大型遊行、發

起變相公投、絕食等，但成效不彰。 



2014 通識科議題筆記                                               通識教育分享平台  www.hkdsels.net 

14 
 

 在個人層面，參與「佔領中環」運動不但有助年輕人肯定自我價值和確立自己的身份，

更有助他們建立對香港的歸屬感。 

 有人認為「佔領中環」是違法行為，不應鼓動年輕人參與。然而，「佔領中環」的參與

者只是違抗特定的、不義的法律（即《公安條例》），目的是爭取公義，而且他們的行

動是公開和非暴力的，他們也願意接受法律制裁。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佔領中

環」和一般的違法行為劃上等號。 

 此外，亦有人認為年輕人心智尚未成熟，未必能了解公民抗命的意義，以及可能帶來

的後果。然而，年齡與心智的成熟程度不一定成正比。例如，雖然學民思潮的成員主

要是中學生，但他們所展現出對社會政治事務的關注和熟悉，比很多成年人還要高。

因此，年齡不應是判斷應否參與「佔領中環」運動的標準。 

  

或： 

 

年輕人不應該參與「佔領中環」運動： 

 「佔領中環」是一場所謂「公民抗命」運動，參與者通過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試圖

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他們提出的普選方案。 

 年輕人不應以「佔領中環」的方式爭取普選，原因是這場運動會在政治、法律和經濟

層面為香港帶來沉重代價。在政治層面，「佔領中環」將破壞香港和中央政府之間的互

信。事實上，中央政府相當擔心年輕人參與「佔領中環」會壯大「反對派」的勢力，

甚至令「港獨」意識抬頭，因此不斷對「佔領中環」運動加以打壓。香港和北京之間

缺乏互信，對香港的政制改革，以至社會的長遠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在法律層面，「佔領中環」是違法行為，根本不應鼓吹，否則將損害法治精神。不難想

像，假如所有人都以公民抗命的方式挑戰自己不喜歡的法律，爭取各自的利益，香港

的法紀便將蕩然無存，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也會受到嚴重損害。 

 在經濟層面，「佔領中環」會威脅社會穩定，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中環是香港經濟運

作的中心，很多大型企業（尤其金融機構）的總部都設於中環。「佔領中環」將癱瘓香

港的經濟運作，使投資者失去信心，影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此外，參與「佔領中環」運動可能對年輕人的學業以至個人成長造成不良影響。由於

年輕人心智尚未成熟，他們未必了解公民抗命的意義，以及他們可能要承擔的後果（例

如入獄、留有案底、前途受影響等）。假如「佔領中環」運動演變成暴力衝突，年輕人

的人身安全更可能受到威脅。 

 有人認為，港人過去已通過不同方式爭取普選，但成效有限，採取公民抗命是迫不得

已的做法。然而，民主發展往往是漫長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再者，不同人對政制

改革有不同看法，年輕人應通過理性、和平、合法的方式表達訴求，不應以違法行為

迫使政府和其他人接受自己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