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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 緣 未 圓 ｜ 1514 ｜ 導 讀

導讀　雨傘的因緣
○◎● 蔡寶瓊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系

○◎● 胡露茜
神學教育工作者

○◎● 阮美賢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緣起」是佛家一個重要的概念。事物的出現總有它的因（主要條

件），也有它的緣（配合成就的次要條件）——凡事緣聚則生，緣散則

滅。再說，因緣的配合是很微妙的，就如多條絲線交織的網，因此，事

物的出現不能只歸因於單一的原因。例如說2014年香港發生的佔領運動
由「外部勢力」做成，這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同樣，說反佔中的人都是

被親中勢力收買，也同樣是不科學，不尊重因緣法則的說法。

二十七個人拼湊的繽紛

本書集合了二十七位不同程度參與雨傘運動人士的故事，先由訪

問員深入訪談當事人，後將訪問錄音書寫成逐字稿，再經整理而成。訪

談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因為它給當事人提供一個心靈的空間，讓他們

細細思考和重新感受參與運動的歷程，並以語言表達出來。細閱二十一

個故事，我們發覺主人翁都不是因為一時情感衝動，或因某念頭瞬間

萌生而走進運動的。相反，驅使他們走出來的因由，是早已深植於他們

過往的生活體驗和成長經歷之中，包括家庭狀況、宗教信念和修養、近

幾年的香港社會變化所帶來的沖擊等等。例如中六學生Giselle生於中產

家庭，素來與「很父權」的父親意見不合時，不會直接反抗，但心裡卻

不接受。父親說過，她若踏足佔領區就不要回家，結果整個佔領期間她

都瞞著父母在金鐘「學生自修室」溫習，因為她認為只有這樣才找到做

學生和公民的意義。印度裔的阿米爾和卡普、尼泊爾裔的沙吉他和巴基

斯坦裔的法蒂瑪，即使不是生於斯，亦是長於斯，卻因為膚色關係以致

十分在意自己的邊緣身分。9月28日（又稱9‧28）的催淚彈和香港政

府對罷課學生的冷對待使他們鼓起勇氣走出來，結果得到前所未有的接

納，也因此鞏固了他們的「香港人」身分。十一歲從內地移民來港的麥

子，小時候一次參加家庭教會聚會時，公安突然拍門調查。這次驚恐的

經歷，使她來港後特別珍惜信仰和言論自由；也因為有弱智的家庭成

員，除了對社會歧視有切膚之痛，更因此特別熱衷於爭取民主和公義制

度。因緣際會，也自然而然地進入了雨傘運動。還有，身處基層的香港

厘米從不關心政治，但幾年來見到他住的深水埗區，露宿者數目不斷增

加，而且當中不乏年輕力壯，甚至是一家大小的，使他覺得社會民生的

危機極大，以至不能不站出來。最意想不到的是，有一份安穩工作和收

入，醉心「動漫」「電玩」的遙，說她參與雨傘運動的一個重要動力是

來自動漫愛好者的一顆赤子之心，以及對理想和正義的堅持。她說：

「如果在今天的狀況下選擇逃避的話，怎對得起《機動戰士高達》和

《海賊王》這些作品？」 

情、淚

這二十一個故事是深情的，其中有在職人士和年長者很直接的一份

愛護學生，保護年輕人的情感。9月26日晚學民思潮和學聯成員衝進築

起圍欄不久的「公民廣場」，被警察重重包圍，任職記者的洛琳整晚至

27日凌晨在家對著電視直播畫面「狂喊（哭）」；結果一早跑出去，為

的是要跟學生一起面對未知的暴力。同一天晚上，從來不懂政治的瑜珈

導師崔奇也是一夜無眠，早上乘坐首班開出的港鐵去金鐘，為的是陪伴

在她眼中只是「小朋友」的學生。自覺膽小怕死的牛姨姨，自2012年

「反國教」運動開始關心政治，9月26日知道有學生在公民廣場被捕，

就出去通宵留守，開始了她幾個月在佔領區陪伴年輕學子、用繪本跟小

孩子講故事的「社運生活」。她形容她的角色只是去陪伴一群感到害

怕，有時也很生氣的人，有需要時給他們「遞上一杯涼水」。前面說過

關心民生不是關心政治的香港厘米說學生很年輕，有很多未來，他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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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 緣 未 圓 ｜ 1716 ｜ 導 讀

以做很多東西使香港更美好；自己是成年人，可以保護他們，為他們承

擔風險，減少他們的「麻煩」。

跟成年人一樣，參與雨傘運動的學生也是出於一份深厚的情，最

清晰而又與成年人共通的就是對香港這個地方的承擔和愛護。經常在佔

領區留守，總是又累又怕又徬徨的音樂系學生樂弦能夠堅持下去，就是

憑著一個期盼——能夠看見更美好的香港。三位中四的少年阿楓、阿彬

和阿寶沒有（也不能）長時間參與，但整個過程他們都很認真地思考自

己和香港的未來，以及甚麼是民主等這些課題。他們從開始留意政治、

時事到參與運動，都是出於懼怕「香港會變成內地」——失去民主和自

由。他們目睹成年人怕失去生計而向不合理的現實屈服，希望自己長大

後仍能保持今天渴求民主的「本心」。

本書的故事主人翁——不論年齡——不少都提及佔領運動裡面的港

人群體，以至後來佔領區內皆存有一份情，主要是平日少見的互助互

享，關心友愛等質素，使他們覺得溫暖窩心之餘，更進一步鞏固他們對

香港的歸屬感；也堅定了他們爭取合理社會政治制度的決心。美蘭在

9‧28當天把年幼的兒女交給媽媽照顧，然後跟爸爸一起經灣仔走向金

鐘，見到警方施放第一輪催淚彈。當時人群不但沒有散去，而且還自發

和很有秩序地向前方傳遞清水和雨傘，那一刻她就向爸爸說：「我不會

離開香港了！」大學生德仔在佔領區目睹每天有人送飯，丟了錢包也能

找回，想起以前社會學老師的話：「不是光看現實，也要想what ought 

to be（社會應該怎樣）」，覺得香港無論如何曾經出現過一個較理想的

形態，雖然不知以後能否維持，但總算還有個希望。

整個雨傘運動中，情感表達最直接的是眼淚：痛心的、感動的、無

助的都有。德仔在9‧28晚上到凌晨在家不停地看金鐘現場新聞直播，看

到一個男孩子跪在警察面前求他們不要追打學生，警察不理會，更走前要

用警棍打他，旁人又請求警察不要打他。德仔一下子情感缺堤，大哭不

止，驚醒了在房間睡覺的弟弟。年輕的教師行仔，在銅鑼灣「無警時分」

目睹黑道人物衝擊示威者，後者就像屠場中被屠宰的動物一樣無助。行仔

素有佛家禪坐內觀的修習，這個時刻他聽見受攻擊者驚恐的呼喊，也感受

著香港社會在承受的痛苦，登時大哭不止，見到身旁也有三、四人在哭。

中年教師安sir與太太下班後去金鐘守護雨傘廣場和參與建造它的藝術面

貌。佔領區被清拆破壞了，他在家中看「2014年度叱咤樂壇頒獎典禮」

電視直播，聽到《撐起雨傘》作曲者領獎的話，他和太太都哭了：「世界

上最美好的東西是無法看見或觸碰的⋯⋯只能用心感受」。

理

雨傘下的人固然有深情和眼淚，但深情和眼淚卻不排拒理性思考。

前面說過的三位中四學生很認真思考社會問題，其他受訪者也很自覺

地要理性思考和行動。大學生德仔從一開始進入運動就時刻提醒自己要

冷靜思考，而且在適當時候也要讓自己和同行者的情緒沉澱，因為他知

道惟有如此才能避免把運動推向錯誤的方向。牛姨姨說自己很怕死，也

知道自己在運動中會情緒波動，所以每次出去佔領區前都會問自己可以

承受多少，先在行動上劃一條界線，提醒自己不要越過，以免自己承受

不了。而且，她相信對事物的理性認識愈多，感性的認同才愈深，所以

她知道兩方面都要裝備自己。美蘭目睹金鐘的群眾面對催淚彈的冷靜和

團結很受感動，但她從來不敢輕視理性思考。她對旺角佔領區的「死

也不退下」的男性英雄主義心態——「要落過旺角才是男人，就這樣走

不是很沒面子嗎？」——很不以為然。她覺得這是情緒發洩多於理性分

析，認為「當你要用人命去作一個賭注時，我真的不會做這樣衝動的決

定」。那邊廂，香港厘米知道自己情緒容易失控，所以刻意避開可能有

直接肢體衝突的場面，以免自己忍不住打人。相反，行仔得力於他的佛

家修習，尤其是在心靈溝通方面的訓練，先是在家中把情緒激動的藍絲

帶父親平靜下來，日後也在佔領區幫一些不斷升溫的爭論降溫，或疏導

一些被人誤解的參與者的情緒。他說除了他之外，也見到其他年輕人做

同樣的工作。

身分

人是有內省能力的動物，這種能力讓我們可以為身處的事物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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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 緣 未 圓 ｜ 1918 ｜ 導 讀

與我們交往的人，以至自己及自己所作的事賦予意義，因此我們除了活

在物理世界外，同時也活在具符號意義的世界。我們的思考和行動往往

也是為了回應這個符號意義世界的，而不單是要存活在這個物理世界而

已。在這種前提下，「身分」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它是某情景下個

人給予自己的定義，而這定義也會影響甚至決定個人的行動。

我們讀著本書的故事，不期然見到「身分」在整個雨傘運動所起

的重大作用，其中最突出的，當然是「香港人」的身分。這身分與「內

地人」相對，指的不只是生活習慣、行為和素養，更是政治制度和文化

價值。他們憧憬香港成為文明、民主、公義、自由的社會，對內地代表

的專權、貪污腐敗、不公義等感到懼怕，拒抗。對本書記錄的參與者來

說，這兩地對立的背後還有一種急切性，彷彿若今天我不走出來，日後

香港變得更差，那我就不能，也沒有機會抱怨了。

雨傘運動某程度上亦突顯了年青一代與較年長一代對「香港人—中

國人」身分認同觀念的差異。天恩認為她所屬的中年一代會接受回歸祖

國，因為她們那一代仍然有愛國的情懷，覺得跟中國有聯繫，所以她自

己決心回內地服務。但現在香港的青年人所見的，都是那些所謂「有錢

沒品的」中國人。新聞上全都是「黑」的事件：黑奶粉、黑米等，對中

國自然愈來愈反感，甚至抗拒，又怎會對國家產生好的印象和歸屬呢？

除了「香港人」身分之外，在雨傘運動中還有不同的身分在產生

推動作用，包括要出來為年輕學子承擔多一些的成年人；有忠於動漫

作品精神的動漫愛好者；在金鐘學生自修室專心溫習，以期建立好學生

和好公民榜樣的中學生；還有只是作陪伴者（「為他們遞一杯涼水」）

的人。在眾多受訪者中，對「身分」思考得最深的也許是記者洛琳，她

由始至終都在認真思考及處理「運動參與者」與「專業記者」兩個身分

之間的矛盾與拉扯。當然，本書最突出的，是不少參與者都自覺地從一

個信仰追隨者的身分出發去參與雨傘運動，當中有基督教徒、天主教徒

和學佛者。對他們來說，信仰並非掛在嘴邊的，而是具體的社會生活實

踐。

信仰．靈性

每個人都有靈性的一面，從字義上，靈性 (spirituality) 包括心、靈

魂、精神、活力等意思。廣義的靈性指個人在各種相處關係中達到平衡

的最佳狀態，讓人整合本身即個體，與自然環境、神和他人的關係。一

些人的靈性追求表達在宗教信仰上，它能給予人存在的意義和人生價值

觀。在雨傘運動中，我們看到有參與者以信仰方式表達對民主公義的追

求，亦看到參與者廣義上的靈性洗禮和轉化。

在雨傘廣場或佔領區，不同信仰的活動同時存在，旺角街頭可以有

聖堂，同時又有關公，彼此和平共處，出現「這邊耶穌和聖母，那邊關

公」的有趣路牌，反映了不同信仰的信徒之間的包容態度，亦彰顯宗教

之間的共融。參與雨傘運動的少數族裔當中，有穆斯林、佛教徒和基督

徒，他們都肯定不同宗教都是導人向善，宣揚和平公義，鼓勵人投入社

群，守望相助。本身是穆斯林的法蒂瑪說，她不喜歡以宗教區分人，她

認為所有宗教都教導正面的事情，而不是教導人以暴力待人。

事實上，經歷了雨傘運動，一些信徒對信仰的理解擴寬了。基督徒

大學生樂弦雖然有參加教會，但從沒想過會有人將信仰帶進運動中，去

激勵人團結起來。從前不活躍參與社會運動的神學生Martin，即使在教

會團契中有反思信仰與社會的關係，但少有具體實踐，今次運動可說是

個人轉化的經驗，從個人靈性跨越至社會參與。

信仰對信徒來說不只是個人靈性修行，更是對其他人的憐憫和對社

會的關懷，是生活見證。學佛的行仔以修習的心得去觀察、感受和回應

雨傘運動現場和他家中發生的事，不但成功令自己的反佔領爸爸冷靜，

更在佔領區分開吵架的人。本身是基督徒又是學生組織幹事的德仔，在

參與抗爭運動的過程中一直關注內心的省察和心靈的需要，提醒自己和

周圍的同學不要做過激行動，要溝通和體諒。

信奉天主教的康仔和基督教的Martin同是大學生，他們不約而同指

出參與雨傘運動主要是信仰的影響，他們欲效法耶穌基督與弱小者同

行，關心社會上不公義的事情。面對人大「八‧三一」對政改一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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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義的決定，他們認為不可坐視不理，所以他們都組織身邊的基督徒

同學，支持學聯同學發起的罷課和其後的雨傘運動，並在佔領區舉行祈

禱會，提供一個心靈綠洲的空間和靜思的時間。這不但是表達對運動的

支持，亦是在面對暴力衝突時提供一個讓人平伏心情的緩衝區，叫人信

靠上主，克勝內心的恐懼和憤恨的情緒。安sir作為宗教倫理科的天主教

徒老師，自覺要將仁愛、和平、正義、真理等價值帶給學生，更明白要

將這些價值觀實踐出來，故他呼籲其他老師和校長們拿出勇氣，做一個

言行合一的老師。基督徒天恩更直指，「去掉了公民身分的教會，所傳

的福音會變得自私，與我們所傳和所見証的耶穌相差太遠了。」對於這

些基督徒，雨傘運動的靈性考驗是挑戰他們是否願意學效耶穌的捨己樣

式，將追求上主的國和義放在個人利益之上。

此外，書中不少基督徒對建制教會感到失望，包括印度裔的阿米

爾、自少在內地已信主的麥子、天主教學生領袖康仔，和反對獨善其身

的基督徒天恩等。他們都認為教會在這運動上不是顯得太中立，就是太

退縮，有些甚至支持建制力量。即使當警察採用武力對付示威者，或對

暴力事件袖手旁觀也不加譴責，未能發揮宗教的道德力量，這令他們覺

得教會與他們的距離愈來愈遠。

其實，不單只信徒，大部分留守在佔領區的參與者和支持者都在某

程度上經驗了烏托邦的境界，生活在佔領區仿似生活在一個愛與團結的

國度中，好像經歷了一次靈性的洗禮。用基督宗教的語言，就是更接近

天國。在本書中分享經驗的參加者，無論是中學生、大學生、支持學生

的老師和其他身分的人士，都被雨傘運動中那份互相扶持、無私分享、

同舟共濟和願意付出的精神所感動，使佔領區成為一個分享共同理想、

可自由交流意見、富藝術氣息，而且清潔和有秩序的另類社區。他們同

是施予者和接受施予者，在習慣了充滿競爭和人際關係疏離的香港社會

中，體會不一樣的生活形態。

在這些故事中，我們亦看到雨傘運動參與者那份堅持和盼望，既追

求爭取民主公義的目標，亦不被局限在即時的成果，承認人的有限性。

現時雨傘運動似是告一段落，但其實是踏入爭取民主的另一階段。如美

蘭所言，民主運動的力量和成果是需要透過歷史的經驗累積得來的。即

使現階段沒有爭取到具體成果，但雨傘運動已喚醒了一代人的覺醒，特

別是年輕一代，所以長遠而言，香港仍充滿希望。這亦是不少學生所堅

信的：「我們不是見到希望才爭取，而是我們爭取才會有希望。」 

這些故事提醒我們只有返回愛的根源，我們才有能力超越自我，與

生命的大愛連結。這種愛的力量與行動是需要透過個人或小團體的持久

內省與靈性修煉。盼望我們可以互相守望，不讓無奈和恐懼變成生活的

常態，以忍耐和堅定的心志守護我們所愛的香港，作長期抗爭的委身。

未圓的緣

正如世間萬事萬物一樣，雨傘運動正在不斷演化。今天很多人都以

「2014的雨傘運動」來形容它，好像這場運動已過去，但其實它只是在

變化中，而新的形態還未清晰顯現而已。如果要問這場好像沒有甚麼成

果的運動有甚麼的話，我們最好看看最後一個故事。小陽是2014年秋季

才來港唸書的內地學生，她沒有真正參與雨傘運動，卻對它很感興趣，

而且在整個過程中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箇中原因就道出了運動的意

義：小陽很想到佔領區親身體驗一下，但因為她知道國安的監視嚴密，

怕畢業回內地後，工作機會會受影響。那她為甚麼如此留意運動呢？因

為香港讓她看到尊重、包容和自由討論政事的可能。這個「可能」的幅

度能否擴展，抑或會在種種壓力下縮小，無人能作出準確的預測。唯一

清楚的，是我們可以參與創造事物的因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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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Q答應「閒事莫理」才肯收手。Miss Q笑說母親好像不理閒事 ，其

實她挺照顧親朋戚友。

Miss Q像母親，忠義。

又一個催淚彈的見證者

Miss Q一直有留意佔中的進展，也認同佔中的理念。當佔中三子呼

籲市民出席「佔中日」準備集體被捕，她有想過參與，但有很多顧慮，

主要是因為孩子還小，「萬一我被捕，他們怎辦？」但去到9月26日和

27日，在電視畫面見到警察拖行一個十來歲的女孩，那女孩一直嚎哭

尖叫，Miss Q感到很難受。9月28日凌晨，戴耀廷教授宣佈佔中馬上開

始，她很激動，淚流滿面，已經覺得不可以再留在家中乾著急。接著看

見電視畫面上有個女孩呼籲大家不要單做「鍵盤戰士」，她就決定走到

街上支持學生 。

「她的話讓我很扎心，因為我就是其中一個只在Fa c eb o o k和
WhatsApp『作戰』的戰士！同時也因為我幾個好姊妹，於是我們相約
了28日出金鐘，當時的心態是，去看一看現場，看有甚麼可以參與。」

9月28日是星期日，當天Miss Q的丈夫要上班，她則如常早上到教
會崇拜，打算之後再出金鐘。家翁和家姑極盡所能嘗試說服她打消主

意，他們說：「你還是不要去吧，孩子還小呀，真的要去嗎？」至於母

親反而沒阻止，因為她知道Miss Q是說一不二的人，小時候她要去教
會，母親鬧她打她也阻不了。今次母親只是說：「萬事小心，盡量少去

啦！」

按計劃去到金鐘，見到有需要幫手傳送物資、收集濕紙巾和雨傘等

用品， Miss Q就走去參與；另一邊廂有義工在召募醫生和有急救知識的

市民，高效率地成立了個臨時急救站。不久就見到一批接一批沾了胡椒

噴霧的傷者被送來急救，而在場的學生，亦不怕邋遢，徒手拾起急救用

後的濕紙巾。

震撼的一刻在半個小時後出現了。 

教育是身教言教——教學生追求 
民主的Miss Q

訪問日期：2014年11月22日

受訪者：Miss Q

訪問者：邵倩文

撰文：麥明儀

負責訪問Miss Q的倩文是在Facebook一個叫「爸媽守護學生罷課天

使行動」（下稱「爸媽組」）認識她的。

Miss Q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有丈夫和兩個孩子。夫妻二人都是基督

徒。大學時讀社工和輔導，現在任職中學教師。她形容自己很樂意幫

人，朋友也很喜歡找她分享分憂。。

她給筆者和倩文的印象是爽朗、健談、正直。

Miss Q 成長在比較傳統的家庭，有五兄弟姊妹，爸爸媽媽都沒有

讀很多書。爸爸經歷了抗日戰爭，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

當時仍是小孩的爸爸跟父親在戰亂中失散了，要靠自己掙扎求存，所

以 Miss Q自少就常聽爸爸說：「最緊要有吃的，其他都不重要，不要多

事。」所以父親在世時候，非常勤力工作，不喜歡放假休息。母親呢，

雖然讀書不多，但很能幹，對兒女的管教很嚴，而且在Miss Q眼中，母

親很有義氣。有個片段很深刻，也很重要的，話說有一次母親告訴Miss 

Q見到有人打人，Miss Q隨口回應一句：「你有報警嗎？」就這樣，母

親打了她一頓。 母親說：「你不要逞強，見到有人打架，應該立刻走

開，而不是報警。不要強出頭，顧好自己就夠了。」最後母親要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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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竟接通了，找到了，那憂心的眼淚頃刻間轉為興奮的哭嚎。

「我們幾個，忍不住陪她一起哭了。」

謹守教育崗位

因為身分是教師，9月28日之後，Miss Q只是偶爾進出佔領區；所

以她說自己不是走得很前，因為教書不容易請假呢。不過沒有甚麼可以

阻擋她支持雨傘運動的決心，既然是教師，就以教育學生認識雨傘運動

作為主要的參與方式。

「我回到我的工作崗位第一件事就是要做教育工作。因為學校安排

學生在校內參與罷課，我趁機會跟學生分享我9.28的經歷 。當我分享到
政府以催淚彈對付和平表達訴求的民眾時，我激動的流淚，有同學跟我

一起哭起來。最感動的，有個平日上課欠積極 ，容易發脾氣的男學生，
散會後來跟我說：『老師，你們年年講1989年六四事件，我都直覺認為
是學生做了錯事，所以中國政府才會開坦克車對付學生。不過聽完你分

享，我相信學生根本沒做了甚麼但政府仍然用坦克車。』這男生想送物

資去金鐘，他跟我說：

『老師，我想買些物資送去金鐘，但我今天帶不夠錢，你可以給我

一點錢嗎？』

『為甚麼不去到金鐘才買？』

『那裡的物價都比這裡貴，在學校買便宜很多，我可以搬過去呀，

沒問題！』

我再三詢問他是否已徵得家長同意到金鐘佔領區，亦要求他找一個

已得家長同意的同伴一同前往，畢竟我也很擔心他們的安全。他做到了

我的要求，我便給了他一點買物資的錢。他找來一個願意幫忙的同學一

起搬了很多支裝水去金鐘，而且他還列了張清單給我，清楚說明支出的

細節；又向我報告行蹤。直到晚上，因為家人叫他們回去才離開金鐘。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轉化。」

「突然在遠處見到在人群的頭頂上舉起了一塊黑底白字的東西，

因為距離有點遠看不清楚，隱約見到『催淚』兩個字，還未看到最後

的『煙』字，就已經聽見『砰！砰！』的聲響，感覺好像是要打仗了！

『發生甚麼事呀？！是瘋了吧？！』那一刻我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

朵。轉瞬間開始看見有人跌倒，我的身體裡好像突然響起了警號，我撕

破喉嚨地喊叫：『冷靜呀！盡快散去！不要人踩人啊！』因為當時情況

很混亂，群眾到處亂竄，我和朋友幾經辛苦爬過欄杆離開了現場。」

「雖然是『脫險』了，但情緒仍然十分激動，好憤怒，我不停地

大聲叫：『這個政府瘋了！我們做了甚麼？為甚麼這樣待我們？！為

甚麼！』雖然我們走得快，但其實也中了催淚彈，感覺很辛苦，像有道

氣由喉嚨一直衝去胃部，不住嗆咳，呼吸困難。眼睛刺痛，差不多睜不

開，皮膚像被火灼傷的感覺；好想倒下， 好想不再堅持。當然我沒有，
只是倚著欄杆喘氣。」

在艱難中見到愛

Miss Q稱讚香港人真是很有愛心，有位先生見到她們，立刻問她們

有沒有水，然後老遠跑去捧幾支水來給她們沖洗眼睛，害這幾位女性百

感交集，一方面很憤怒，但又很感動。走了出來的人判斷形勢，覺得要

離開，但意想不到的是大家休息了一會，又爬過欄杆湧進去！「好頑強

的香港人！可能大家覺得已『吃』過一次催淚彈，還有甚麼可怕？！」

Miss Q嘗試分析大家的行動背後的感覺。

傍晚時分收到丈夫電話，他叫Miss Q去香港堂（香港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香港堂），說那裡有個聚會，他在那裡跟Miss Q會合。於是她們姊

妹數人拉隊去香港堂，途中有段小插曲，足證那八十七枚催淚彈如何傷

透市民的心。

話說她們在去香港堂途中走進了附近的咖啡室，想竭一竭，安定一

下神緒。咖啡室坐滿「吞」了催淚彈而十分不適的同行者。有個女孩主

動告訴Miss Q，飲牛奶可以舒緩不適，閒聊中她繼續說找不到妹妹，打

了很多次電話都沒法聯絡上。女孩很擔心，一時情急還哭了起來；誰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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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介紹雨傘運動。對兒子也是一次教育，帶他出去看過，回來他便自

己上網跟同學分享，也閱讀很多資訊；與父母即我和丈夫也多了溝通，

而且懂事了，會主動幫手做家務呢！」

「話說回來，那天下午不停地下雨，有好些人離開了。有個外籍人

士對我們說：『your movement is dying』。他是說我們的雨傘運動沒希
望了，『不會的，放工之後，大家便會再湧來這裡聚集。』我充滿信心

地回應他。」

「果然黃昏時分，佔領區又陸陸續續塞滿了人。那天晚上旺角那邊

發生了最大宗的暴力事件，愛港力量，黑社會等等都走出來打擊雨傘運

動，但是，原來愈打壓，就愈多人走出來反抗。」

愈打壓卻愈反抗，說明了一個十分顯淺的物理現象：壓力愈大，反

彈愈大；玩過橡膠做的小圓球，都能明白。香港政府和警察，怎麼會如

此天真？

試過一次，Miss Q向警察「訓話」呢！

「發生黑警在暗角打人事件之後，我跟大隊去警署聲援，排隊報

案，其間我以市民、老師和母親三重身分跟警察分享：『你們以為自

己是執行職務，但可有一刻想過在場的市民之中，可能有你們的子侄朋

友？如果你們故意不去想及，其實你是否稱得上有帶腦袋去工作呢？執

行指令沒有錯，但是否可以有人性一點呢？是否可以有智慧地處理交付

你的任務呢？即使指令是要用警棍阻止示威者，但你自己可以決定力度

的呀，有需要如此重手，朝市民的頭和身體狠狠地打下去嗎？！』當時

我真的希望能夠喚醒在場警察的良心。」

Miss Q的想法是，每一天把握機會向接觸到的人分享雨傘運動的點

滴，就是將爭取普選，自由民主的種子，或者是叫人得平安和希望的福

音放進人的心裡，在那裡生根散葉開花。她說自己一向都很健談，但不

至於像現在那麼活躍積極，因為她真的希望自己所盡的一分力能帶香港

離開那專制不公義和貪腐的生活環境！

聖經有很多教育的名言，例如這句：「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二十二章6節）Miss Q以身教言

教，讓她的學生認識追求公義、真民主真自由的重要性，那是生命的核

心價值，是當行的道。看來，那位佻皮同學的生命再不一樣了！

學生之外，Miss Q 還活躍於「爸媽組」。顧名思義，這是爸媽彼此

守望，團結起來支援學生在雨傘運動中參與的行列。

「我們喜歡叫『爸媽組』，是一位神學教授開設的，我在其中幫忙

收集及分享資訊。如果在佔領區，便拍照放在群組，讓大家知道佔領區

的情況，呼籲大家送來需要的物資等等。」

嗯，收集和分享資訊也是教育啊。Miss Q 說目前為止「爸媽組」有

兩個小小的貢獻。

「有個晚上警方出動警棍對付市民，不分好歹，猛力向人的頭部

扑下去，令很多人受傷。當時我在家批改學生的作業，知道這件事後很

氣憤，我認為警方太過分，很容易會搞出人命。我立刻上網搜查有關資

料，想要證明警方的行徑是否違例。結果給我找到資料，於是我在群組

分享警察如此使用警棍是違反了警隊的守則。其他人又陸續找到相關資

料，很快社會上通報『警察違規使用警棍』。我覺得『爸媽組』發揮了

監察執法者和保護示威市民的作用。」

同時，「爸媽組」出了很多聯署和聲明呢。 

「9月28日之後，全港第一份反暴力的聯署聲明是我們發起的，
《反暴力治港譴責聲明》是2014年10月11日發出的。另外我們發起了
『撐良心教師』行動以支持幼稚園阿秦老師，即是那位在金鐘海富中

心用選舉森林之王的故事比喻特首選舉，向小朋友講解民主選舉的老

師。」

教育的對象也不分語言國籍，Miss Q 真是不放過任何可領人認識佔

領運動的機會。

「我們在佔領區見到很多外國人，所以我同兒子說好要爭取機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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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內地一樣，我不想香港變成內地！」

「不過向內地看齊的事情其實已陸續發生了。學聯學民的同學去

內地被拒入境，這是打壓人權；香港電視 (HKTV) 不獲發牌照開台，
報社總編遭調職辭退，這是打壓言論自由；還有監控新聞，蒙騙沒有出

過佔領區的市民等等。我有不少朋友真的會說：『去佔中的人是收了錢

的！』『你怎麼知道？』『報紙傳媒都這樣說。』『你有出去金鐘了解

一下嗎？』『我沒有想過要出去！』你看，他們是憑空想像，完全受傳

媒誤導。」 

「我相信如果我們這一代人都不肯堅持捍衛民主自由，往後一定會

更多『被自殺』事件。人命對中央政府是不值錢的，但賤視生命是違背

聖經的。」

Miss Q關心的，是如何捍衛香港得來不易但有跡象褪色的公義和民

主自由，相信這是不少港人的心聲；這其中不牽涉甚麼「不愛國」、

「鼓吹港獨」、「本土」，對有基督信仰的人來說，這是踐行聖經的教

導而已。

「聖經說：『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立

比書二章4節）所以基督徒不能自私自利，只顧自求多福。還有耶穌趕
出聖殿裡做買賣的人，推倒做買賣的枱椅。他是看到社會上有不公義的

事情，因為那些生意人看準朝聖者要獻祭而抬高價錢以謀取暴利，所以

為公義發聲。我們作信徒的，也不能獨善其身。雖然不少教會說應該政

教分離，但我覺得一切都有關係，是不可能完全分割的。基督的信仰告

訴我，要追求真理，做應該做的事。」

信仰成為Miss Q 不忘初衷，堅持到底的原委，信仰更是在人無助的

時候仍可以有盼望的因由。

「這段時間很多時候只能做的是祈禱，例如放催淚彈那個夜晚，後

來又聽說會開槍。我不斷祈禱，求神保守在場的人，希望不會真開槍，

不會有人流血。很感恩的是，神保守了整件事，堵住了槍口。」

初衷不曾動搖

支持雨傘運動，像多了份兼職，少了時間給孩子，人更加疲倦，這

五十多天，生活模式改變了不少。但Miss Q說，除了身體疲累，及要應

付繁忙的工作量及進度外，沒有甚麼可以動搖她參與雨傘運動的初衷。

「沒有動搖過，只是太疲倦了，所以影響了出去佔領區支援的次

數。我形容自己身兼三份工，日間教學，黃昏回家陪伴孩子，待他們睡

了，就去佔領區。第二天又依舊六時起床上班，怎會不疲倦？還要改學

生的功課呢，好大工作量！但老師不可以因今晚睡眠不足，明早請假休

息，所以仍要帶著疲乏的身軀上學去。而且也影響了家庭生活，少了時

間陪家人，覺得對他們有虧欠。」

政府硬不給香港真普選，卻游說市民先接受8月31日出爐的政改方

案，你不失望不氣餒嗎？但Miss Q說：

「連我那讀初中的兒子都看穿：『其實你都猜想到他們會說甚麼

啦，媽。』對呀，政府說的若不是謊話便是帶你『遊花園』；不希奇

啦。」

對於學聯和學民思潮，此起彼落的聲音說：「你們不代表我！」你

不覺得這些年青人做錯了很多決定，例如喪失了多次行動升級的機會，

他們辜負了佔領者的期望嗎？但Miss Q 說：

「我覺得他們是一群既愛國，又熱血的青少年，他們的人生經驗不

足，說話行為難免有錯；但是他們那份勇氣，很值得我們欣賞。在爭取

民主過程中有錯，絕對可以原諒，所以也不會動搖到我的參與。」

對Miss Q來說，參與雨傘運動的初衷是堅持爭取真正的民主自由，

不要香港內地化。

「現在中央政府只給港人有限度的自由，亦違背了一國兩制的原

則。中國內地亦一團糟，維權人士坐牢、李旺陽『被自殺』、毒奶粉、

豆腐渣工程，還有貪污，連籌款都要貪污！現在香港政府竟然為虎作

倀，用謊言合理化錯誤，公然侮辱港人智慧。如果我們沉默，總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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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堅持教育以延續雨傘運動精神

無論如何，我們港人又一次「福大命大」。不敢說永遠不會發生，

不過既然今次大難不死，對的事，仍然要繼續堅持。Miss Q 當然繼續身

教言教，把握機會分享雨傘運動的點滴，就是將爭取普選，自由民主的

種子，種在人的心裡。

最後這個小故事，一定要記下來，關於Miss Q的公民抗命行動——

公民抗命可是對掌權者的教育呢！

「我寫了封信給稅局，劈頭一句是『我要延期交稅』，主因是家

庭收入減少了，稅局應該重新評估我的稅額。其他原因包括『我不同意

我納的稅用在發射催淚彈，理應扣回款項』；『我吃了催淚彈，身體受

損，看了好幾次醫生，所以應發回部分稅款』。丈夫說我這樣做沒有多

大效用，其實我亦知道作用不大 ，但我就是要向政府表達我的不滿與立
場。」

「我跟朋友說，我們不要做順民，在適當的時候要不聽話。不要以

為自己力量小，可以看自己的身分和角色有甚麼可貢獻。」

古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路漫漫而崎嶇。但不以自

己力量小而卻步，總可以分享成果，培育出有良知、有堅持、求真的

「人」。Miss Q，有我們撐！

是的，感謝上主。

是時候退場了

前膽雨傘運動，樂觀嗎？

「對現在的局勢覺得有點『灰』。我最希望政府在警隊做錯的事上

能認真承認過失，『四點鐘阿sir』（雨傘運動以來每日四點鐘的「警方
消防處聯合記招」，其中一位主持人許sir）不要再出來替警隊講大話。
這是最基本的一步，很失望政府做不到。分明是以暴力對待群眾，卻說

警方克制；催淚彈又說成是催淚煙，全部都不肯承認錯誤，又怎可能有

改變？」

「學生，是時候要退場了，已經五十多天，政府好像完全沒有反

應；所以可能要想其他策略。這幾十天大家都累壞了，有不少學生病

倒，跟家人的關係變得惡劣。接下來天氣會愈來愈冷，還有一個月便是

聖誕節，倒不如大家退下來休息充電，與家人朋友修復關係，然後再想

下一步。 最近讀到新聞，有個青年衣服被扯破了，有幾處傷口在流血，
他坐在那裡哭。我說學生要退場，正是因為不想他們流血。」

爸媽的情懷，總是為下一代著想，希望他們健康快樂，生活在求

真有愛有美善的環境中。然而也是因為孩子，爸媽又總是充滿矛盾和愧

疚。

「一直以為自己可以好勇敢，雨傘運動的經驗讓我知道原來我都

會膽怯怕死。因為兩個仍未長大成人的孩子，我不能為了追尋自己的理

想，而犧牲他們。如果我有甚麼不測，或者真的死了，他們怎麼辦？」

因為參與社會運動，遊行也好，好像今次在佔領區行行坐坐也好，

卻會恐怕因而有不測，或是傷了或是死了，相信這是活在二十一世紀的

香港的一個嶄新經驗。Miss Q 絕不是杞人憂天，因為放催淚彈那個晚

上，灣仔金鐘的街道上真是出現了手拿槍械的警察；大家也聽過傳言：

若不是某某下禁令，早就開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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