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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原因令年輕人走上街頭？ （上篇）

到底是什麼原因令現在的年輕人
從遊行到佔領街道，再圍堵政總警署堵塞交通呢？
年輕一代已經無法看到未來，
已經無法這樣生活下去，不如改變現狀。
為何會有這種想法與行動呢？
不正正是因為香港政府的無能嗎？
一切問題還從社會問題說起。

無法安居又如何安心？

社會安寧基於百姓安居樂業，衣食住行。香港人對於衣食行皆有選擇，然而在於居住的問題，卻無法
解決，問題一直拖延。
一直說香港地少人多，其實也全非可一言帶過。
新加坡地方比香港更細，為何也能解決這個首要問題呢？ 
重點在於資源分配，控制權在政府，不允許炒樓。
香港政府則相反，任由發展商玩弄地皮，任由他人炒樓，從中抽取稅款。
一直說要發展明日大嶼，又說發展郊區，解決房屋問題。等到你完成之前，那一批香港人要住到天橋
下面等待嗎？

房屋政策荒謬

不利用現有的資源，卻要等待未來興建，令問題一再加深。香港的樓已成為全球最貴的臭名，有人還
以此為樂。基於政府的房屋政策問題。
一，過了若干年的公屋居屋 可以買賣。
為何不優先租於解決基層沒有地方住的問題上呢？那些無法買得起樓的巿民呢？
二，賣地皮於發展商發展商業用途。
那麽民生居住問題呢？比起商業用途來更重要嗎？
三，其他私樓任由富者控制買賣。
許許多多無法負責買樓的巿民，在沒有像樣的地方居住，那些富者依然可以利用買賣樓層獲巨大利潤
。貧富的差距怎會不嚴重？
四，將郊區發展成住宅用地。
荒唐之極，不利用可用，現在的樓，卻想用巨款把山堆平再發展，投入巨大資金又要一再等幾十年。
五，申請公居入息問題
一個正常的年輕人，畢業後工作月薪
1萬5左右很正常，卻超出申請的要求。荒謬之極。現在香港的物價各方面都漲高，人工已無法追上
通過漲，基本的薪金卻被拒絕申請公居。租住劏房卻動不動6,7千，還要基本生活開支，試問如何生
活？
六，輪候公居不合理
一個輪候公屋十多年的香港巿民，在旁邊的排到公屋的內地人士只是來港兩年。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香港巿民年年還要交稅，卻是等候了十多年，由內地申請的只是用了兩年，是專才還是夫妻團聚可以
如此優先呢？有不少人也知道好幾個屋邨大部份都是內地人，原來內地申請的比本地更優先。不可笑
嗎？



如此的房屋政策當然不能解決香港的房屋居住需求，年輕人連最基本的居住問題也無法解決，政府卻
漠視問題，不努正視問題，只是害怕得罪了富商發展商。怎麼叫人如何不失望呢？

政府高官的能力

有高官要親民，去搭鐵時卻發現不會入站。感覺此人不在香港居住，應該住在天上吧。
有高官卻不知八達通為何物。應該住上天上不用現金或八達通吧，抑或是只有支付寶吧。
又有高官要求每個居民出示住址證明。無家可歸的那些就不是香港居民嗎？
又有高官在會議上打蓋睡。
又有高官被議員提問時 問非所答。
如此比比皆是。

這些年薪過百萬的高官，含金鎖匙出世的人又如何了解人間疾苦，又如何為基層巿民安居樂業呢？
這幾年的政績巿民有目共睹，到底都在做些什麼呢？
香港政府是問責制，從來有過失就要下台為自己的無能或過失而負任。讓有能力者居之，做不了實事
卻一直佔據那個位置，領取由納稅人提供的薪酬。實在厚顏無恥。

逃犯引渡條例

引發一切風波的開端，只是一個導火線。
事情
由一對香港情侶到台灣旅遊說起，
男方殺害女友埋了屍之後，逃回香港其後因偷取其女友信用卡被捕。
但殺人罪是在台灣犯下，而香港和台灣並沒有逃犯引渡的協議。
這件被引起關注後，開始修訂逃犯引渡條例。
但這個修訂先與內地作修訂，政府以「極逼切修例」為由縮短諮詢期至只有20日。
2019年4月3日，該草案於香港立法會完成首讀。

具爭議的內容

其中草案有香港政府亦可協助中國大陸等司法區凍結沒收在港財產。
令人憂慮中共利用法例涵蓋範圍羅織罪名任意拘捕及引渡任何身在香港的人士到內地，令被引渡人士
面對無理的長期覊押、刑求、不公平審判及酷刑，使逃犯條例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
詳細內容請另行查閱。

銅鑼灣書店店主已成港人所害怕活生生的例子，如此一來中央可以更加名正言順。
說好的50年不變的司法管轄區享有的獨立司法權呢？還到期就要急不迫待削奪了嗎？
有人就這麽想向中央邀功，儘早把香港自治權交出來嗎？

引發的風波

5月20日，特區政府要求立法會繞過法案委員會。
在6月12日直上大會審議條例。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事件一出，引起各方強烈反對。以遊行發聲表達不滿。



6月9日 約100萬人上街遊行，由維園出發。要求政府撤回此法。
但政府漠視民意，宣布要如期在6月12日恢復二讀並提前三讀。
12日
有示威者佔據夏慤道，之後警方使用催淚彈以及橡膠子彈清場。有示威者傷，以及有警員辱罵記者和
示威者，經網絡傳播令巿民大為憤怒。
如此一來，觸發了更大的回響。
6月16 增加至約200多萬人上街遊行，狀況由銅鑼灣一直延伸至金鐘政總。堅決要求撤回。
此時，政府表示暫緩以待再資詢。
事件得不圓滿解決，民眾要求撤回而非暫緩，部分激進分子更一度衝入立法會進行破壞，令立法會無
法運作。做法是效法台灣青年衝入立法院一事。

死要面子與玩弄文字

行政長官表示逃犯條例的修訂已經「壽終正寢」。
依然不表明撒回。
然而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64款，法案提交立法會首讀後，只有押後或撤回法案。
「壽終正寢」被指不尊重立法機制，只是玩弄文字遊戲。

開端

事件引發之後的每個星期，巿民都用遊行表達訴求。
更開始出現了「死士」，他們用自殺表達訴求和不滿。更多巿民深感婉惜，然後而網上出現許多流言
訛稱他們為情自殺的種種說法。
玩弄死者的意願，這種做法是沒有良心的。
他們號召穿著黑色衣服進行集會及活動。
並提出五大訴求：
1.完全撤回惡法；
2.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濫用武力警員；
3.撤回暴動定性；
4.不拘捕、不檢控示威者；
5.林鄭月娥下台 / 真普選（之後修改）。

由學生組織發起，
要求政府在那一日五點前回應訴求，
否則將行動升級。
然而政府並沒有嚴正處理問題，只希望用拖延。以為學生也做不了什麼，最後也沒回應。
事情發展出現了變故，令情況進一步惡化。
下一節再說。



警隊形象與公信力

如果說97前的警隊是貪腐，那麽現在的警隊是濫暴。

警隊形象

60-70年代的警隊是貪腐，與黑社會無異，這是眾所周知的事。70年代 麥理浩上任，開始用ICAC
令警隊得以重整，建立正面與有公信力的形象。
自此之後香港的警隊，
罪案率與破案率也是相當令人滿意，而警訊的作用也功不沒，令大家都認同香港是個自由而安全的城
巿，香港警察是香港所依賴的重要角色。
這個形象一直維持到反修例風波，警隊的形象徹底破滅。
原因在於警隊的質素與高層的處理方法不當。

警隊良莠不齊

我相信總有好的警員，但都被大多質素較差的鋒芒所掩蓋。
經過練訓的警員，不論在EQ, IQ
或者是行動上，表現都令人？異，唯一肯定的是力量上的使用，看來這方面的訓練相當不錯。
看看警員如何辱罵記者以及示威者顯示其EQ, 這是經過專業訓練的結果？沒錯；
看看其每次記者會為警員的不當行為費盡心意去解釋和合理化顯示其IQ, 也會有人相信？是的；
看看每次追捕示威者時自己糾倒，呃，相信只是不小心，一定是；
看看警員如何把示威者痛摳一頓，拳打踢腿的訓練還是不錯的。

警隊的公信力

警隊的公信力源於執法公正，不偏私，不徇私。
然而，每當有警員行為失當時，警方發言人就會出現去解畫，為警員護航。將失當合理化，用一個又
一個謊言去自圓其說。尤其現今社會有大量影片及記者，有片為證的情況之下，還要睜著眼說其恰當
，是把巿民當成傻瓜嗎？
這樣令一直辛苦建立的警隊形象，一下子就蕩然無存，為了不良的隊員而作出謊言確實不智。
令年輕人無法再信任警方所說的話，一旦執法者的公信力消失，社會將會出私下解決，社會更加動盪
。
警隊必須坦誠面對過錯，然後整頓風氣，才能重建公信力。



政府處事過失與態度

一個沒有擔帶，漠視民意，做錯又不認承的政府，又如何令人相信呢？

香港政府處事過失

基本法賦予香港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
這是當時提出來的宣傳口號。
從小就聽到大，這是中央對香港的承諾。
想出這個方法的人非常利害，當時穩左了局面。

由最初一心想領功而引伸出來的逃犯草案，引起社會強烈迴響。
香港50年不變很快就到，根本不需要做這些多餘的舉動。到時名正言順，何必要提早自己破壞一國
兩制，把問題深化呢，確實不智。
然而，行政長官在第一次社區對話中，卻失言說自治是不可能，觸及基本法低線。這與最初提出的基
本法背道而馳，這是有心給民的信息嗎？還是對基本法的認知太低？

由一百多萬人到二百多萬人的遊行示威，政府依然無漠訴求。令到民眾得不到回應該，得到的只是暴
力的回答。
這個時候展開對話是解決的方法，但政府一直沉默。每次發言就是一味譴責示威者，強調政府會盡力
，呼籲停止暴力。說話空洞，沒有說服力，沒有承諾，更加沒有方案可言。
方式與警方發言一樣，先是譴責示威者，然後合理化同袍的行為，一樣令人哭笑皆非。

政府沒有決心處理政治問題，把政治問題留待警隊處理。然而警隊只是執行法者，無法解決政治問題
。同時警隊愈揭愈黑暗，為了掩飾用一個謊言掩蓋另一個謊言。
官官相衛，這是自古至今百姓痛恨的事。
歷史還是不斷循環。

緊急法與反蒙面法

等待三個月才展開所謂的社區對話，回應卻是官腔，一如以往沒有變化，沒有承諾，沒有誠意。
三個月過去，要做的是實事，要行動而不是還是了解民意。因為一早已表達了，而且表達了三個多月
，難道特首與高官是聾的嗎？

就在這個情況下，卻用緊急法去訂定反蒙面法，又是另一個反智的舉動。
原來特首和幾個行會成員就可以用緊急法立法，而跳過立法會這個程序，這不就是先破壞香港的法治
的根本嗎？
緊急法是緊急狀態之下使用的，未有頒布緊急狀態卻可以先使緊急法，實在荒謬。
在這個時候的這種舉動無疑是火上加油，深化年輕人對政府的不信任，政府沒有決心去處理問題的根
本。

事件不但令人質疑特首濫用緊急法，更激發更多香港人的不滿。在頒布反蒙面法的那晚，憤怒的民眾



徹底破壞了一晚。
到底特首如此一著是有心安排令示威者更加激進，然後用強硬手法處理，同時為日後動用緊急法鋪路
嗎？



示威者也非全對

抗爭有理，為不公發聲
燒國旗只為發洩，對事件沒有幫助
香港獨立更是荒謬
但政府必須改革，警隊必須重組
堵路可以，破壞港鐵 商店不需要
蒙面合理，立法無理
自衞可以，過分暴力與警員濫暴無異
五大訴求，最後有四項能達到已不錯



如何走出困局

如何走出困局

作為執法者
用武力去對付巿民
想令其屈服
想用死亡與恐懼嚇退民眾
回望歷史
又一再重覆悲傷
這樣的做法
不但無法平息民怨
由示威者死亡開始
只會添加仇恨
警民對立的裂痕
將無法填補
社會必定出現流血的抗爭

現階段問題

武力是不能解決政治問，只是政治把延伸，既然如此又何必用警隊使用武力去解決政治問題呢？
警隊有裝備使用暴力輕易，但同時引申問題嚴重。另一方長期捱打，受到壓迫，因此會提升裝備，也
就是升級行動。也就是說，警隊愈是使用暴力，另一方也會提升至相同或更高。問題只會深化，使用
大量燃燒彈，槍械，以及大批流血械鬥只是朝早問題。
如果只是用以鎮壓，分裂和憎恨的種子遲早也會發芽。
二千多名年輕人抗爭有理，若以暴動入罪，仇恨之芽也會萌生。非常時期應該例外處理，不能用以暴
動罪。
難度還要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都捉起來嗎？
無盡謊言只是陷入更大危機，停止用插贓嫁禍的手段，民眾不是沒判斷力的，這樣加深問題並不理想
。
動不動就非法集結，襲警，暴動罪去恐嚇巿民。
用暴力去發洩毆打示威者，辱罵記者，槍傷記者示威者，還要合理化，這就是警員應有的責任嗎？
為何這麽多巿民都不滿意警察，經常要與警察對抗呢，原因就在於此。

從問題根本入手，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用謊言，暴力和恐嚇。

理想解決紛爭有四步

小朋友做錯況且認錯，知錯能改
但作為高學歷富二代出生的高官
卻因面子問題，死不認錯
而且用謊言去掩蓋
作為社會不良的榜樣
只是幾個人為作代表



令政府陷入信譽破產
必須承認錯失
並為此引咎辭職
此乃第一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為721 及831事件給予公眾一個真相，還真相於天下，以彰顯公義。
此乃第二

警隊內部問題嚴重，必須重組，令警隊重新廉潔起來，提升公信力。社會才不會再發生私鬥及暴力升
級問題。
此乃第三

因政府問題引致一連串的事件發生，
法理應乎合人情，因事件而被捕的人士
不能用以暴動罪，可以判社會服務令就可以
加入修補社區一項就可以
此乃第四

如此民怨可以平息，問題可以迎解
做錯並不可恥
可恥的是連承認錯誤的勇氣都沒有
連改錯修補的決心也沒有
然而，當權者有這樣的勇氣與決心嗎？



小總結

資源分配不公，社會貧富懸殊
政府政策不公，社會問題嚴重
執法處事不公，社會爭鬥不斷
法官判決不公，社會法律崩壞
公義無法伸張，社會怨氣累增
血腥暴力打壓，民怨仇恨爆發

社會就處於動盪不安的景況
局勢就難以補救



11.24 區選

泛民 200
建制 24

大快人心
這就是民意
香港人
加油
爭取公義

身體開始
支持不住了

也許要睡一睡



香港。自由。已死

香港。自由。已死。

自由，有一段時間是香港的標誌。
如今，沒有什麼比香港更荒謬了。

曾幾何時，香港是屈辱的象徵，是割地求和的犧牲品。
曾幾何時，香港被勞役，在戰火與壓榨之下生活。
那時候，是誰捍衛了香港？

英國將香港作為殖民地本意並非為改善香港，只為將清政府的金銀絲綢茶等等物資進貢本國。
然而福禍相依，在英國人的殖民之下，卻引入最重要的司法體制與自由民主的概念。
當然，由最初壓榨華人到放寬華人，在潮流的催使之下，英國人不得不這樣做。要管治華人社區必須
用華人，而當時社會愈來愈多知識分子的華人，他們的英語水平也足夠彼此溝通。
漸漸地，由英印中等組成的香港這片土地上，發展出獨特的一代人。經過80,90年代的紙醉金迷與自
由民主的時代。

曾經，遍地黃金與民主自由是香港的象徵。
是誰一步步扼殺香港的自由？
是誰一步步斷送香港的未來呢？

自古至今，都是官迫民反，倘若百姓安居樂業，又點會有動盪之事呢？

如今，香港社會不但不能安居，也不能樂業，
還充斥滿謊言與暴力，用荒謬二字來形容最貼切不過。

由雨傘運動，再到反送中運動直到今日的國安法。有思考能力的人都能夠了解到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是誰在大眾面前滿口謊言？
是誰偏私執法私合理化暴力？
是誰包庇下屬？
又是誰想欲蓋彌彰？
又是誰亂加罪名擾民？
又是誰偏私定案？

由政府班底，執法人員，議員，法官，律師到大型機構，公司
竟然滿口謊言，官官相衛，連法律也視為無物，將司法，將兩制踐踏。
香港的未來就被掌控這些不知人間疾苦的官富二代的人手上，又怎樣有未來呢？

如今，連對社會棟樑的年輕人也要用諸於暴力與打壓，試問這樣的政府如何安穩人心呢？
當初說好的五十年不變呢？
再過多廿多年，到時名正言順，別人也無可厚非。如今，只是過了一半就迫不急待地打自己的嘴巴，
出爾反爾，並顯露在世界全人類面前，係何等低劣。

自古是泱泱大國的中國，從前的漢唐令四海周邊國家都仰慕中國的文化與強盛，靠的難道是玻璃心，



小家鬥嘴，思想鉗制，嚴刑峻法與恫嚇自己的子民嗎？

最後，
連一個諷刺的節目也容納不了；
連一間報道真相的報章也消失；
連一個掛有飾品的員工也容不了；
連一篇文章，一句反對聲音都容納不了。

作為無權無勢的平民，
要麽就被思想改造，
要麽被判入獄悔過，
要麽被消失，
要麽默默無言，
要麽及早離開。

這世上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



淺談香港現況。謊言？鱷法？

淺談香港現況。謊言？鱷法？

現在的政府領導班底子 失言，失德，失策，失民心。
現在的執法人員 失信義，失紀律，失形象，失民心。

建基於謊言與打壓之下的一個國家，可以強大起來嗎？
北韓不就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
當知道北韓訛稱自己第一個升空的國家，第一個發明什麼什麼的時候，大家都不禁大笑。
如此欺騙自己的人民，卻無法欺騙世界，如同掩耳盜鈴，其實是一個笑話。
想起 指鹿為馬 的故事，當年趙高指著一頭鹿，對著秦二世說是馬，沒有官員敢說不是。
這種荒唐的事古代有，想不到在有cam 有記者有網絡既現代也會有，真係匪夷所思。
縱觀現時的中國，香港又何嘗不是一樣呢？
政府用謊言去掩飾警暴，掩飾政府的過失，只是令明眼人更加失望與心寒。

建基於嚴刑峻法之下，就可以控制人民，令社會安穩嗎？
秦朝的嚴刑與峻法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數一數二的，但結果呢？
民心所向，乃社會安穩之指標，秦朝就是個好的反面教材。

當然，不同的在香港這片土地成長的人種，向來都如羔羊般溫順，與中國、日本、俄羅斯、東南亞、
中東、法國等等不同的人種比較之下時就不難發現，香港人是多麽的善良，溫順和慷慨。那意味著，
香港不會像敍利亞或者中東某國那般雙方使用迫擊砲，自動步槍什麼的。香港甚至連煙花也沒有，其
實相對穩定。始終大家都很珍惜香港這個地方，誰會願意想看到香港像廢虛呢？只是想表達訴求而已
。暴力些就是打下架，堵下路，齊聲大叫口號，用汽油在地上燒一燒雜物。所謂的『新式恐怖主義』
大概是指這種溫和的反抗吧。

現在，民眾連遊行，貼紙，說話都開始被限制，會觸犯顛覆國家法，就算報道真相也會犯國安法，這
種白色恐怖壓抑長期以來，到底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呢？um....這個就不用說了吧...
.......應該是搬走廠店，變賣樓房，徹資吧。（笑）現代都傾向這種玩法，夠文明了吧。

這有夠淺了吧，太深入的恐怕又會犯鱷（鱷魚般的利害）法了。（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