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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分立從未在香港存在過

你是否還記得已故南非前總統孟德拉於上
世紀80年代在獄中去世？香港藝人鄭則仕已經
去世？圖坦卡蒙面具的頭頂上是一條蛇？日本
卡通人物比卡超的尾巴末端有一道黑色條紋？如果你有上述印象，說明
你也產生了 「孟德拉效應」 （Mandela Effect）。 「孟德拉效應」 是一
種都市傳說或陰謀論，指大眾的集體記憶
與史實不符。目前，主流科學界沒有科學
研究證明這一 「效應」 的真實性。而這一
種效應正在香港廣泛流行……

於 「三權分立」 這個字眼香港人不甚敏
感其實是基於 「一個誤會」 及 「一個疏
忽」 。 「誤會」 是指回歸後香港實行 「
一國兩制」 ，有自己的行政、立法、司
法機關，高度自治的香港在絕大部分情
況下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
司法權和終審權。這看上去與西方的
「三權分立」 很相似，但實質上是不
同的。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范逸豪

「三權分立」 是現代國家統治模式
的一種，其設計將各種國家公權力分散
，不使其集中在單一機關內，讓這些分
立機關產生互相制衡作用，分權的目的
在於避免權力過分集中。是否聽着還是
覺得香港的確是屬於 「三權分立」 的制
度？那你可能忽略了前面 「三權分立」
簡介中 「國家」 兩字。國家層面的管治
者，若沒有明確、獨立、實際上的分權
制約，那麼再往上便沒有任何可以制約
該管治者的手段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貫徹到底的權力分立是必須的。
但香港並非一個 「國家」 ，它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根據
香港基本法第二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

青年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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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對於 「孟德拉效應」 的成因
是有探索過的，但各界均有不同解釋，
有平行宇宙論、陰謀論、時空穿越論和
心理學角度的解釋。這當中筆者覺得從
心理學角度解釋較為科學、可信。心理
醫生約翰．保羅．加里森認為，許多關
於 「曼德拉效應」 的記憶是人們在閱讀
假消息時被捏造出來的。 「一旦（捏造
）存在，看上去好像這一記憶自始至終
便一直存在。」 這就猶如成語中 「三人
成虎」 的典故一般，消息半真半假的悄
悄散播，過一段時間，當大家看過之後
再次被提及，大多數看過的人潛意識都
會認為是確有其事。

最近社會上也恰好有一場集體的 「
孟德拉效應」 正在上演──關於香港 「
三權分立」 的爭論。香港很多人一直認
為從港英時期至回歸後，香港行政、立
法、司法權屬於所謂的 「三權分立」 制
度，甚至部分特區官員過往多年也一直
提及到 「三權分立」 的字眼。直至最近
有通識科教科書出版社，接受當局諮詢
計劃後，刪走書上有關香港實行 「三權
分立」 的內容。社會才開始對香港的 「
三權分立」 有了爭議。
筆者讀中學時候，提到這個問題雖
然也會提及 「三權分立」 的字眼，但會
加上 「行政主導」 的前綴。一直以來對

是「分置」而不是「分立」

▲香港雖然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但這不等於就是 「三權分立」
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種
權力分置體現在前者── 「依照基本法
實行高度自治」 ，而不是後面的權力分
立描述。後者是前者賦予權力的前提下
才能夠實現的。在後者權力之上是有力
量能夠制約、回收後者任何一方的權力
的，所以制約者不是在相互之間、而是
在上下之間。

至於 「疏忽」 則是指，香港社會一
直以來在這種形似權力分置的制度下運
行，沒有人太過在意這方面名義上和實
質上的區分。也很少香港市民有讀透、
了解過基本法這部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法
律。二十多年來一直糊裏糊塗的 「誤把
馮京作馬涼」 ，當有朝一日有人把關鍵
點及真相說破，才會導致這種集體的 「
孟德拉效應」 產生。

推抗疫基金3.0扶急救危

善用科技化危為機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文化交流總會常務副主席、香港菁英會副秘書長 鄭紀謙

菁英會執委、城市智庫香港與物流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黃鵬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香港的
各行各業亦大受影響，經濟亦由於疫
情進一步變差。雖然政府於早前分別
推出兩輪抗疫防疫基金，但仍有不少
受影響行業未能受惠而導致出現倒閉
潮及裁員，情況日趨嚴重。因此，多
個政黨先後約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和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建議盡快推行新一輪的抗
疫基金，進一步紓緩更多不同行業的
經濟壓力，真正達至 「同心抗疫，共
渡時艱」 。
新一輪抗疫基金應投放於不同層
面的行業及人士。現時大多都只將資
金投放給飲食業及零售業，但其實因
疫情而導致收入大減，甚至零收入人
士也需要關注，包括：失業人士、剛
畢業的學生、髮型師等自僱人士……

在之前兩輪抗疫基金中，這些行業在
現時都未有足夠的幫助，我認為除了
可以派發失業援助金外，亦可以安排
一些進修課程給有需要人士報讀，增
加他們在市場上的競爭力，這樣可以
提供金錢以外的幫助，也可以對長遠
經濟及本人有助益。

快推快批 不應再等
其次，香港的貨櫃吞吐量、國際
空運貨物吞吐量都位於世界前列，更
是香港經濟的支柱之一，但由於疫情
的關係，大部分國家的各行各業停擺
，沒有貨物貿易的情況下，運輸業因
此而大受影響，不少物流公司因此出
現經營危機，甚至倒閉。這樣不但會
影響到本港在全球貿易及物流業的競
爭力。另外，還會出現大量失業人士

和加劇影響到香港的旅遊業和服務業
，對香港經濟影響非常嚴重。
由此可見，運輸業亦是非常急切
需要援助的行業，而我建議政府可以
考慮從業主方面着手，可以推行一些
短期減或免租金的方案或者向銀行商
討增加或延長借貸的優惠及期限，讓
各界有足夠時間應付因經濟壓力而造
成的深遠影響。
第三波疫情令各行各業雪上加霜
，街上隨處可見到店舖因為資金等問
題而需要結束營業，連帶衍生很多不
同社會問題，疫症過後亦需要比較長
時間去回復。因此各界都希望政府可
以加快推行新一輪防疫基金，也不可
能再等到十月份才對新一輪防疫抗疫
基金進行審批，免得延誤了紓緩經濟
的時機，令往後的修復工作時間拉長。

放下政爭 民生放第一位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零售市道銷
售額已連續18個月下跌，本港採購經理指
數亦分別連續二個月（7月44.5及8月44
）下跌；另外，本港第三季度的經濟表現
，亦因第三波疫情導致大幅度收縮。早前
，金管局及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分別延
長企業還款措施，支持企業延遲償還本金
，此舉是特區政府以實質性的措施，幫助
中小企在資金周轉困難上的緩解，尤其對
受疫情及防疫限制措施衝擊較為嚴重的行
業而言，是比較大的幫助。這項政策同時
亦能減輕勞動市場的壓力，讓更多市民保
住飯碗。

普檢為復甦奠定基礎
特區政府先後推出兩輪抗疫防疫基金
，加上財政預算案的紓困計劃，前後投入
超過2800億港幣；面對嚴峻的經濟衰退
壓力，特區政府本財政年度亦錄得最高赤
字。現在必須首要解決的，是把本地新冠
肺炎的患者和隱形患者全找出來；早發現
、早隔離、早醫治，亦盡快將疫情控制和
穩定下來；只有這樣，才可能重啟經濟、
恢復通關、重建經濟，同時放寬各類限制

措施。
特區政府兩度延長 「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 ，計劃將於明天結束。為己為人，尚
未接受檢測的市民，應把握機會在今明兩
天前往全港逾五十個檢測中心參與計劃。
筆者早前已經到檢測中心採集樣本，我真
想不到有任何不參與的理由。市民自費到
私家醫院、化驗所檢測一次，動輒要花上
逾千元，現在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不用
掏一分錢，就享有相關服務，我再次呼籲
大家，為己為人參與檢測。
在抗疫期間，我們會留意到創新科技
和生物科技，為我們所帶來的改變。透過
APP訂外賣、購物和買菜，透過互聯網在
家辦公、學習、上課、看電影、打遊戲、
玩直播、發抖音，就算居家隔離，亦不會
覺得苦悶。在疫情常態化的情況下，亦是
值得思考，如何把線上線下事務連動起來
，這亦是對傳統行業，如零售轉型思考的
契機；因電子化和高科技化已是勢不可當
，亦是無法逆轉的趨勢。筆者最近亦關注
到香港的大學，先後在生物科技領域中創
出新的品類和研發出新的成果，令人振奮
，這是我們未來必要的發展道路。

香港菁菁英會副主席、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梁秉堅
2020年對香港而言注定是不平
凡的一年，受黑暴和疫情影響，社會
發展放緩、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
……市民都飽受不同程度的精神壓力
，令人疲憊不堪。然而，令人感到可
悲的是，反對派及黑衣暴徒沆瀣一氣
，不斷抹黑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
繼續鼓動形形色色的非法遊行示威，
成為社會復甦的一大障礙。
香港短期內需要處理數個重要的
議題，都關乎未來的發展。當中包括
來年立法會選舉安排問題、新一屆立
法會的開局問題、今後學生的上課安
排問題、企業裁員甚至是倒閉潮問題
、政府財政收入問題……這些都會對
香港未來發展造成深遠的影響。
因應疫情，特區政府部門帶頭 「
在家工作」 ，希望疫情能及早受控，
唯當疫情未有緩和的時候，這種公共
服務暫停則為社會帶來另一種 「被停
擺」 的感覺，若長期這樣對公共服務
不但沒有好處，更會阻礙正常民生事
務。

的、網速不足的、一家有多於一名孩
子但只有一部電腦的家庭只能暗自喊
苦。沒有自住物業的家庭，若遇到財
政收入銳減，供樓租樓的固定支出則
成為一大基本生活難題。
筆者從事社會福利服務，眼見居
住在劏房的居民沒有收入數個月，快
花光日常省吃儉用的儲蓄來租住一個
每月五千多元的一百多呎的劏房，面
對及後數個月的租金時，住戶經已十
分徬徨。再者，今天疫情下仍有部分
人唯恐天下不亂，仍在組織渲染林林

總總的所謂 「抗爭」 ，試問當人的生
命、生存都不再是首要考慮，那些政
治訴求還有何價值？
特區政府當今除了善用中央所提
供的支援來控制疫情外，更需要加倍
努力去處理民生事務。不能因為反對
派別有用心的散播種種謠言，而陷入
管治危機，上述各式各樣的事實和問
題都有千萬種理由去解釋，然而解釋
並不能改善根本問題，順應反對派的
意思也不會改善施政，那倒不如加倍
努力做好公共行政管理才是上策。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文詩詠
關注疫情對孩子帶來的影響，是每一
位教育工作者的責任，至於疫情對孩子的
成長造成什麼影響，則很大程度取決於我
們如何引導孩子去思考。正如我們從媒體
上看到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合作的重
要性，看到了國家對本港的關懷和支援，
看到了醫護人員無畏無懼的勇氣，看到了
人們守望相助的團結力量，看到了科技和
醫學研發的價值……凡此種種，我們都宜
向孩子們作正面講述。在很多大義大愛的
抗疫英雄畫面裏，筆者感受到信心的可貴
，這一點亦是筆者今次想傳遞給孩子們的
禮物── 「培養自信」 ，給孩子們面對逆
境的勇氣。

關懷不等於「過度愛護」

加倍努力處理民生事務
打工仔能繼續出糧或沒有被裁員
是幸運，失業後能否有新工作則只聽
天由命。學生在家不是每一個都能用
「ZOOM」 上視像課堂，沒有電腦

培養孩子面對逆境的勇氣

▲疫情嚴重衝擊民生經濟，各界要放下政爭，齊心為民謀福祉

要幫助孩子建立自信，筆者認為，家
長要先明白為孩子建立自信的目的不是要
孩子成為最優秀的人，而是讓孩子擁有歡
樂童年的同時，能夠堅強地面對壓力和挫
折。在此過程中，家長扮演的角色至關重
要，當中涉及引導者、教導者和情緒支持者
的角色。在孩子的成長歷程，自信的萌芽
源於父母的支持和愛護。孩子對父母能關

注和回應他們的需要極為在意，來自父母
的關懷是他們最重要的支持力量；父母適
時的讚賞，亦能讓他們感受到努力的價值。
但關懷不意味着 「過度愛護」 ，不以
孩子年紀小為由凡事阻止或處處限制，以
免孩子產生膽怯和依賴心理。對於孩子力
所能及的事情，要放手給他們嘗試的機會
，讓孩子體察自己的能力及父母對自己的
信任。同時，要允許孩子犯錯，和他們一
起分析失敗的原因，鼓勵孩子發表意見和
總結經驗，而非仔細地吩咐和指導他們每
一個步驟。
此外，豐富孩子的生活體驗，對培養
孩子的自信很有幫助，父母宜多帶孩子接
觸外界事物，多接觸不同類型的小朋友，
為孩子創造機會去嘗試不同的興趣和活動
。這種嘗試不是要求家長為孩子選擇眾多
的興趣班，興趣班可以少而精，但要幫助
孩子從中發掘個人潛能和鼓勵他們盡力發
揮，讓孩子獲取成功的經驗。孩子根據這
些經驗，日積月累，將逐漸建立自信，這
對孩子來說將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孩子擁
有一顆無懼挑戰的自信心，有助他們憑藉
勇氣去打拚和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