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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不斷鼓吹的 「商討日」 ，不僅剽竊了國際上廣受認可的 「商討日」 的名稱與概念，更移花接木
嚴重歪曲 「協商民主」 的根本目的。以戴耀廷 「學者」 的身份尚且做出如此欺世盜名的行為， 「佔領中環
」 的虛偽性已是昭然若揭。

佔領中環背後的美英角色

今天是五月二十日，馬英九五年前的今天重啟
了國民黨在台灣地區的執政歷史。五年來他在兩岸
和平發展方面的表現應給予正面的肯定。但由於國
際環境不穩定，加上民進黨的干擾，使他處處受掣
肘，經濟不景、民望降到最低。未來尚有三年執政
時間，馬英九將如何面對，值得探討。

把 「台灣夢」 融入中國夢
今年是大陸習近平、李克強執政體系的開局年

，國台辦、海協會新人事陸續登場。致力推動民族
復興的中國夢正在神州大地深耕運作，給兩岸和平
發展創造出更美好的前景。兩岸的良性互動正在密
集的開展，兩會在簽署十八項協議後已緊鑼密鼓地
開始籌設兩會辦事處的準備，這是馬英九上任伊始
首先提出而現在正在付諸實現。馬英九表明，在 「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不推動兩國論、不推動一邊
一國、不推動台獨」，兩會互設辦事處不設政治前
提、不掛旗的安排，顯示出兩岸的互信已經打下了
深層次的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兩岸關係應該共同尋找連結點
。馬英九承認他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是中國人。馬
英九自稱他有 「沉默的魄力」，我們相信，他在這
次菲律賓槍殺台灣漁民的事件中的確表現出了 「沉
默的魄力」，終於強硬起來了。所以，馬英九對於
我們來說並不是遙不可及的馬英九了。

民進黨蘇貞昌提出 「台灣夢」，實則就是 「台
獨夢」，因為 「台獨」分子已把 「中華民國」拋去
垃圾箱了， 「去中國化」到極點。台灣有百分之九
十以上的人承認是中華民族，但卻有百分之四十的
人不承認是中國人，只承認是台灣人。為什麼？這
就是 「台獨」把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概念弄得破碎不
堪、模糊難分。所以如果馬英九有 「台灣夢」，應
該不要再固守 「中華民國」這個旗號，而要在 「九
二共識」的一個中國的框架上探討兩岸尚未統一的
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在主權、領土獨立完整的基礎
上，只有把 「台灣夢」融入中國夢，兩岸共築復興
中華民族的中國夢，台灣才有出路。

馬英九乃父馬鶴凌不是也在自己墓碑上立下二
十個字的遺囑嗎？即 「化獨漸統，全面振興中國；
協強扶弱，一起邁向大同」，復興中華，統一中國
是中華兒女的中國夢。馬英九必須在這條大道上進
一步發揮正能量。

聯手海上維權建互信
台灣的戰略地位使美國把它看成是圍堵中國的一枚重要棋

子，所以美國最怕兩岸聯手合作，更怕兩岸統一，希望兩岸最
好能維持現狀，讓台灣在美國 「重返亞洲」的戰略中繼續發揮
作用。在這次菲律賓槍殺台灣同胞的事件中，美更表明台菲都
是它的 「盟友」、 「歡迎」雙方克制。美國當然不希望在太平
洋上的兩個島嶼間發生磨擦，如果發生戰火，美國整個戰略將
會受到干擾。所以，美國因素是牽制馬英九執政的絆腳石。

馬英九對於菲律賓的野蠻行徑表示 「絕不善罷甘休」，既
然如此，馬英九應該有自己的政治長城和執政膽識。要有勇氣
以中華民族大義為先，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聯手，合
作維護海洋權益，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

馬英九在自詡自己的魄力時有三種，他列舉了一系列他在
任台北市長時的事例說明自己有 「硬魄力、軟魄力、大魄力」
，彰顯他在市長執政期的英姿。然而他上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後
，為什麼魄力反而清減。比如迫於美國的壓力，在釣魚島事件
上不敢與大陸聯合護漁，而且還提出 「東海和平倡議」。現在
的大勢已十分清楚，菲律賓根本不買馬英九 「十一項制裁」，
而且還發出 「最壞打算」的叫囂。那麼，馬英九唯有一條路就
是不要再看美國臉色，大膽與大陸聯手，東西兩翼給予菲軍事
威懾，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協商建立政治、軍事互信，早日簽署
兩岸和平協議。這是一條兩岸和平發展的康莊大道，也是兩岸
人民的共同願望。馬英九在未來三年中，要沿着這條路走下去
，對國民黨三年後延續在台執政奠定基礎。

應以黨主席身份訪京
二○○八年以來，兩岸互動已建立制度化協商機制，特別

是兩會即將互設辦事處，更為兩岸關係發展推向前。而國共兩
黨也建立了制度化平台，應該說是一種特殊的另類 「國是會議
」，每年一次，越來越深入。今年初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率團
訪京，雖然是以民間名義進行，但連戰的 「一國中國、兩岸和
平、互利融和、振興中華」的十六字箴言已經深得兩岸民心。
當時 「總統府」發言人李佳霏也緊接着說：馬 「總統」認為擴
大與深化兩岸的交流是未來三年政府的重點工作。未來三年正
是馬英九面對的嚴肅課題。如果馬英九有執政膽識，不怕 「台
獨」分子扣紅帽子，中國有句古話： 「勇士不畏喪其元」，元
，是頭的意思，即勇士不怕掉腦袋，更何況扣紅帽子。馬英九
應盡速以國民黨主席身份訪大陸，中共也應該以血脈情緣效當
年蔣介石三次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風範，邀請馬英九主席
到北京開展國共另一次更深入的談判，為兩岸政治談判展開新
的一頁。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戴耀廷商討日欺世盜名
─「佔中」系列評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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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香港廠商競爭力滑落

「佔領中環」到底是一場和平、理性的運動
，還是一場騎劫民意的偽民主行為？在反對派呼
天蓋地的輿論宣傳下， 「佔中」被描繪成達至終
極民主的最佳捷徑，一些學者及政黨人士更將此
形容為香港 「自治」的歷史一仗。但事實果真如
此嗎？這場由戴耀廷鼓吹的政治運動，不論方式
、手段還是目的，恰恰與民主真義背道而馳。其
不斷鼓吹的 「商討日」，不僅剽竊了國際上廣受
認可的 「商討日」的名稱與概念，更移花接木嚴
重歪曲 「協商民主」的根本目的。以戴耀廷 「學
者」的身份尚且做出如此欺世盜名的行為， 「佔
領中環」的虛偽性已是昭然若揭。

按戴耀廷的主張， 「佔中」將經歷四個過程
，分別是醞釀期、裝備期、對話期、行動期。而
裝備期將由今年六月九日也即第一個 「商討日」
（Deliberation Day）開始。 「商討日」將由數百
名支持 「佔中」的市民參加，以決定各項重要議
題並定下 「佔中」方向，最終達至推出普選方案
、正式佔領中環的目的。顯而易見，在戴耀廷的
主張裡， 「商討日」是一場由反對派支持者為基
礎、以內部討論為形式，目標是要另立一套政改
模式的對抗性政治行動。但這種方式與目的，與
真正的 「商討日」相去十萬八千里。

移花接木 混淆視聽
國際上認同的 「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

），概念與模式源於美國兩位學者費希肯（
Fishkin）與艾克曼（Ackerman）於二零零四年撰
寫的同名著作，兩岸三地有不同譯法，內地稱為
「協商民主」，台灣地區稱為 「審議日」。其具

體運作模式是：由政府成立一個特別部門來舉辦

，邀請市民挑選兩個最重要的議題作為辯論的主
題，後再交由全國隨機選出的五百名市民進行小
組討論以形成問題，後經小組幾輪的再分組討論
。但最後的小組討論，卻並非以形成共識或投票
表決等結論產生為目的，而是分享彼此不同政見
。真正廣受國際認可的 「商討日」須具備以下特
徵：

首先， 「商討日」 是一種公民參與決策的形
式。每個參與者通過公開討論、自由表達、傾聽
和考慮相反的觀點之後做出的決策，這種民主體
制就是協商的。其次， 「商討日」 是一種組織形
式。它是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討論提供基本空間
的民主政府，或者是某種事務受其成員的公共協
商所支配的團體。最後， 「商討日」 是一種民主
治理形式。它能有效回應文化間對話和多元文化
社會認知的某些核心問題，並極力倡導那種能夠
有效維護公共利益、增進政治話語的相互理解、
辨別相關的政治意願、重視所有人需求與利益的
政策。簡而言之， 「商討日」就是在公共理性價
值理念指引下，通過廣泛參與、公開對話形成共
識或決議的一種政治形式。

從無授權何來協商
但戴耀廷盜用 「商討日」名稱與概念後，移

花接木落實到 「佔領中環」運動上，徒有虛名，
實際所行使的卻是一套不倫不類的偽民主運動。

第一，戴氏 「商討日」 缺乏基本的民意授權
。真正的 「商討日」應當邀請廣泛的、持不同意
見的市民參加，以確立基本的討論題目。但根據
戴氏的想法，不論是六月九日的第一個商討日，
還是今年九月的第二個，都只允許支持 「佔領中
環」的市民參加，人數也是數百至一千人。顯而
易見，這是一次封閉式的、只代表小部分市民意
見的所謂的 「內部研討」。試問，一場由不足千
人舉行的研討會，最後要被冠以 「代表香港民意

」，進而決定一項影響全社會發展的 「普選方案
」，這還能稱得上是 「民主」？這還不是一場天
大的政治笑話？一個連基本的民意都缺乏的政治
行動，卻要以 「代表全民」自居，其行為與非洲
的極權政權的做法有何區別？

虛偽自私 騎劫民意
第二，戴氏 「商討日」 是極端與對抗，與 「

協商」 背道而馳。國際廣受認可的 「商討日」，
其本意是希望以一場投票以外的方式，通過協商
去促進民主、消除分歧，以造福民眾。但戴氏的
「商討日」恰恰相反，它的目的並非為了促進消

除城市內部的矛盾與分歧，而是要通過向支持者
灌輸政治理念，從而獲得到具影響力的 「對抗能
量」。用戴氏自己的話說是要獲得 「核擴散力量
」，去迫使香港社會另一部分市民接受其主張。
其所有出發點與目的，都離不開 「對抗」二字。
儘管他將佔領中環冠以 「和平」名義、強調理性
非暴力，但這種以 「少數人之惡」的脅迫手段，
還是一場 「政治協商」？它應該稱為 「政治脅迫
」才對。

顯而易見，戴氏口中的 「商討日」 與國際政
治學概念中的 「商討日」 有天淵之別：前者是政
治脅迫，後者則是理性協商；前者是反對派的內
部議定，後者則是全社會的政治參與；前者是以
製造對立為目的，後者則是以消除社會分歧為宗
旨。戴氏儘管剽竊了 「商討日」 之名，但所作所
為卻與 「商討」 二字相去十萬八千里。它實際上
是一隻 「披着羊皮的狼」 ，打着民主協商的旗號
，行騎劫民意製造對抗之實。

戴耀廷根本不是一名政治學者，不過是一個
法律碩士的法律系副教授，推出如此一個剽竊而
來的政治學概念強套在一場市民根本不認同的政
治運動身上，所反映出的，正正是反對派這種虛
偽、自私的本質。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提出 「佔領中環」計劃，呼籲
宗教領袖、退休高官、專業人
士、學者，還有所謂 「你和我
」，一同參與製造 「這枚核彈
」，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屈服

、讓步、就範，接受反對派的普選方案。

外來勢力已做好干預部署
在 「佔領中環」計劃中，戴耀廷有相當明確的

構想，首先由發起者及支持者佔領中環，若警方有
所行動，再由另一萬人擠塞警署，第二批一萬人往
尖沙咀集結，這些人遭驅散時，第三批一萬人又可
往沙田堵路。雖然，提出 「佔領中環」的人聲稱這
是非暴力對抗運動，但任何人都可以預料到它的可
怕後果，所謂 「非暴力反抗」行動，其實正是以軟
性暴力挑戰法律，挾民意以令中央，奪取香港的管

治權。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 「顏色革命」，是要將
香港推向無底深淵的不歸路。

將 「佔領中環」視為顏色革命的開始絕非危言
聳聽，因為從戴廷耀提出 「佔領中環」的口號開始
，反對派已經裡呼外應，開始製造輿論，煽動人心
。最近，一向為反對派喉舌的香港電台就以 「拘捕
陳玉峰有政治動機」為題，邀請了 「佔領中環」發
起人之一的朱耀明為節目嘉賓。炒作 「陳玉峰事件
」，將香港電台變成鼓吹 「佔中」的舞台。

港台在節目安排與選角上顯然是經過安排的。
在節目前一晚陳玉峰高調發表聲明炒作自己被政治
打壓，矛頭指向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一眾 「佔中」
人士當晚又到警署 「集體自首」意圖癱瘓報案室。

在這風風雨雨之際，一向對香港事務極為關注
的世界第一強國美國也沒有袖手旁觀，特意調派了
有軍政背景的夏千福（Clifford Hart）取代即將離
任的駐港總領事楊甦棣。夏千福現任朝鮮半島問題
六方會談美國特使，曾任駐北京大使館的政治部主
管，國務卿政治事務的特別助理，以及行動中心危
機管理中心副主任，並曾負責過台灣事務，是名副
其實的 「中國通」。

美國將這樣一個重量級人物抽調到香港來，含

義極不簡單：一是說明在美國心目中，香港事務較
朝核危機更加重要。二是夏千福曾是海軍參謀總長
的重要智囊，來港履職與美國 「重返亞太」戰略明
顯是密不可分。而最重要的是，目前本港正開始就
普選特首展開討論，這是外國反華勢力視為奪取香
港管治權的千載良機，為此，多年來隱藏在香港的
「戰略潛伏者」及網絡紛紛傾巢而出。除了調動夏

千福來港坐鎮大局外，港英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兼軍情六處間諜顧汝德已先一步來港策應；大批港
英餘孽也紛紛浮上台面。陳方安生的 「香港2020」
正式掛牌作中路調派； 「真普選聯盟」集結大批反
共文人發動 「文攻」， 「佔領中環」小組鼓動群眾
負責 「武嚇」，目標都是迫使中央政府接納一個反
對派的方案，讓余若薇或其他反對派人士成功入閘
，借普選為手段奪取香港管治權。

反對派製造引狼入室藉口
山雨欲來風滿樓，事實告訴我們， 「佔領中環

」其實是不折不扣的 「顏色革命」。外國勢力已經
部署完成，集結號已經吹響，如果在普選特首的前
提上不站穩立場，對於 「佔中」不全力遏止，就等

如將香港的管治權向外國勢力拱手相讓。
「佔領中環」，其實也就是癱瘓香港的經濟繁

榮，癱瘓香港的法治和治安。但最終的目的是要製
造藉口引來外國的干涉，讓 「佔領中環」發展成為
類似當年 「天安門動亂」的政治事件。雖然，事件
已過去了二十多年，但仍然是很多人的顧忌，但我
們不能因投鼠忌器而迴避問題，不敢坦然面對，因
為，那是中國人民永久的傷痛，為國家在政治上和
經濟上帶來難以計算的損失。雖然，中國政府吸取
了教訓，採取各種措施維持社會穩定，在這十多年
來取得巨大的發展成就，然而，面對種種困難和外
國反華勢力的圍攻，仍然得步步為營，如履薄冰。
中國禁不起折騰，香港更禁不起折騰，面對香港反
對派陰謀策劃的隱性顏色革命，我們絕不能掉以輕
心。否則，這場大火會燒毀香港百年經營所建立起
來的家當，更有可能蔓延至整個中國，影響改革開
放的信心，摧毀中華兒女以熱血澆灌而成的大好河
山，其影響之深遠，後果之嚴重，是每一個對國家
民族有感情有責任感的人不能不重視的。

事到如今，我們已不能裝作若無其事，強裝笑
容粉飾太平，也無須苦口婆心的和反對派解釋說理
，因為，我們面臨的是決定香港命運的政治角力，
一場足以禍延七百萬人的風暴已形成， 「顏色革命
」的集結號已吹響。特區政府和關心香港命運的人
，惟一可以做的事就是阻止反對派的瘋狂行為，
保證香港的治權掌握在愛國者手上，將反對派和
外國反華勢力聯手奪權的 「顏色革命」消滅於萌
芽之中。

作者為資深傳媒人，香江智匯副會長

孟加拉短期發生了兩次共死
傷數千人的震驚世界的工業意外
，才知道原來該國已一躍而成世
界上主要的製衣中心。30年前，
中國改革開放，吸引了世界各地
的廠商前往投資，使到中國一躍
而成為世界工廠，主要是依靠廉
價勞工。當年，這些廠由美歐撤
出搬到中國，今日再由中國搬到

孟加拉。
香港廠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居功至偉

。其他新興大國如印度、俄羅斯經濟增速遠不
如中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缺少一個
香港。

與新興國爭食優勢盡失
但是，全球一體化，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以

更低的工資來吸引外資，香港廠商開始面對壓力
，應該繼續留在中國？撤出中國？若留在中國，
原本低技術，靠低工資維持競爭力的廠無以為繼
了。當然，香港人是靈活的，香港廠商之所以會
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已說明香港廠商的靈
活應變能力。但是，香港廠商有個根深蒂固的觀
念，那就是 「High tech害嘢，Low tech撈嘢」。
意思就是千萬不好碰高科技的投資，越是高科技

越是不易賺錢。過去香港有家上市公司 「長江科
技」，借李嘉誠的盛名上市成功集資，所籌之資
投入一些高科技的藥物研究，結果股價一跌再跌
，後來，為挽救股價的跌勢，不得不變陣，既為
代理生產低科技但有市場的維他命、補藥……近
來，更進軍海外的採鹽業，與科技無關了。

香港廠商在過去累積了不少的錢，面對中國
工資成本的上漲，紛紛尋找出路，有人將賺到的
錢投入股市，有人將賺到的錢投入房地產，更有
人將自己的廠房拆掉，改建住宅，當起房地產商
，當然，也有人將廠房撤出中國，搬到孟加拉、
越南……

過去十多年，新加坡政府很努力地發展生命
醫療科技，開始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投入都是新
加坡政府本身，新加坡政府成立研究所，高薪聘
用來自全世界的科學家進行研究，研究經費來自
國家，研究的成果能不能市場化是未知數，經過
了十多年的努力，今日總算有了成績。但是，政
府在背後投入的金錢是驚人的。今日的中國，也
在努力地搞高科技研究，與新加坡一樣，全部由
國家投入，民間外來資金沒興趣，也沒耐性參與。

今年三月，習近平在當選國家主席之後，發
表了 「中國夢」的談話，習近平的 「夢」來展示
他的願景，何以稱之為 「夢」？這說明了要達到
這個願景是不容易的，是有如 「夢想」，改革開
放30年，中國經濟以極高的速度向前增長，每年
經濟增長率往往超過10%。朱鎔基當總理的時期
，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當時朱鎔基喊出一個 「保
八」的口號，即表示要保住至少8%的經濟增長。

今年，國務院的經濟增長預測是7.5%的增長，中
國也知道，已經沒有生產成本的優勢。工資上漲
，生產成本也不得不上漲，中國一定得轉型才能
保住經濟的增長，城鎮化及推動內銷市場是經濟
轉型的方向，高科技也是經濟轉型，中國夢的一
部分。城鎮化帶來房地產開發的商機，香港廠商
是聰明、靈活的，也紛紛加入，搶佔商機，不少
廠商搖身一變而成為地產商。是的，當年香港的
發財夢也是如此開始，今日香港首富李嘉誠也是
廠商，搞塑膠花工業出身，賺到第一桶金，賣掉
塑膠花廠而投入房地產生意，今日，許多香港廠
商也在中國內地複製李嘉誠當年的發達路線。

內銷市場不敵內地民企
今日，歐美、日本都在狂印鈔票，大量熱錢

於世界各地炒作，不少流入中國炒人民幣，造成
中國的金融市場貨幣供應過多，於是，房地產市
場成了屢壓不下的投資投機場所，香港廠商當然
不會錯失這個機會。今日，香港廠商，特別是他
們的第二代，已經對開廠這門生意意興闌珊。

香港廠商儘管在很多年前已進軍中國內地，
但是，長期搞OEM生意，對內銷市場反而遠遠比
不上中國內地的民間企業家，中國內地民間企業
家從零開始，起步的基礎還比不上香港廠商，但
是，所建立的內地品牌遠多於香港廠商。高科技
的投資更不必說，很少香港廠商參與。會不會有
一天香港廠商從內地消失？值得大家警覺。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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