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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來自商界、學界及專業界的人士發起組

織「幫幫香港出聲行動」，爭取沉默大多數挺身

反對「佔中」。在這些發起人當中，特別引人注

目的是有許多港人熟悉的學者和專業人士。事

實上，「佔領中環」令香港陷入撕裂紛亂，損

害社會整體利益，但因發起人是法律學者，具

有強烈的誤導性。如今一批學者和專業人士幫

香港出聲，有利消除「佔中」誤導性，讓廣大

市民看清「佔中」的危害性。學者幫香港出

聲，實際上代表了沉默大多數的呼聲，值得社

會各界重視。

「佔中」打 爭取普選的旗號，卻以令「香港

癱瘓」作為要脅手段，若果一旦成事，後果必

然是香港社會秩序盪然無存，法治根基受到嚴

重衝擊。如今，即使「佔中」尚在討論中，但

本港社會氣氛也因「佔中」議題的引入變得激

化，市民備受滋擾。但是，由於「佔中」行動

是由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並有學者附

和，又以「愛與和平」、「為民主、為公義」等

冠冕堂皇的口號來包裝，使得「佔中」有很強

的迷惑性，對市民尤其是年輕學生更具誤導

性。

本港不少學者和專業人士憑他們理性客觀的

判斷，清醒地看到「佔中」必將掀起大亂，本

港的經濟及民生將受到最大傷害，後果卻要全

體港人來承擔，因此站出來制止「佔中」發酵

和成為現實。本港的學者和專業人士，一向專

注於自己的學術、專業，不願意也不喜歡捲入

政治紛爭。社會各界應該高度重視這些反「佔

中」學者和專業人士的提醒，共同維護香港社

會的和諧穩定，切勿讓「佔中」令香港出現無

法無天、不能管治的亂局。

事實上，本港社會主流民意反對「佔領中

環」的信息十分清晰，多次民意調查均反映

「佔中」不獲市民認同，說明「佔中」不得人

心，不僅建制派不支持「佔中」，在反對派的

支持者中，對「佔中」採取否定、懷疑態度

也大有人在。「佔中」激化爭議，撕裂社

會，引致暴力令香港大亂，絕非香港人之

福。「沉默的大多數」一定不希望看到香港

陷入如此的亂局。爭取普選必須按照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規定，以理性務實

的態度推動落實，而透過「佔中」違法行

動，以犧牲香港整體利益為代價，肯定背離

民意，最終只會適得其反。

(相關新聞刊A1版)

正在退休前休假的警司劉達強日前因參與

「支持警方嚴正執法」集會，被反對派人士指

違反了《警察通例》。警務處昨日正式發表聲

明，強調有關集會並非是受《警察通例》規

管的「政治活動」，而在退休前休假的警務人

員的言行也不會影響警方公正執行職務。特

首梁振英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完全贊

同和支持警方發出的聲明。事實上，警隊是

本港法治和社會安寧的守護神。如果任由極

端分子肆意衝擊警權，警察的基本權利都不

能得到保護，一般市民的安全和自由還如何

得到保障？警務處的聲明和特首、政務司長

的表態，都是對前線警員的極大支持。為了

香港好，也為了自身的利益，廣大市民應該

支持警方維護法治。

小學女教師林慧思早前用粗口辱罵前線警

員，受到社會廣泛批評，但反對派卻標榜林慧

思為「香港榜樣」，引發了眾怒。劉達強一再強

調自己作為已退休的人不想參與爭議，但只因

是次事件有人「護短」，才參與集會表達意見。

警務處的聲明，強調警隊管理層完全明白前線

警務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受到粗言謾罵而感到的

屈辱，相信不少巿民也會有所體會。事實上，

近年來，前線警員經常受到一些激進團體和人

士的謾罵侮辱和挑釁襲擊，但前線警員都忍辱

負重，仍然堅持公正、持平、中立和不偏不倚

執行職務。林慧思用粗口辱罵前線警員受到社

會批評，既體現了市民為忍辱負重盡忠職守的

警員抱不平，也體現了各界對警員的尊重、對

警方嚴正執法的支持，對法治這一香港核心價

值的維護。

香港法治舉世稱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

之一，這離不開警隊的功勞。警務處的聲明希

望前線警務人員執法時獲得市民的尊重和支

持，同時表明故意阻撓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屬於

違法行為，警方會採取有效措施果斷執法。法

治不僅是香港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基石，也是香

港市民普遍認同的主流價值。如果沒有法治核

心價值，香港不會再是大家熟悉的那個自由開

放、公平有序、充滿活力、和諧仁愛的香港。

歷史清楚表明，法治在香港經濟騰飛、走向世

界、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歷程中，具有重要

意義。現在，香港法治受到一些激進團體和人

士挑戰，廣大市民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也是在

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

(相關新聞刊A2版)

學界幫港出聲抵制「佔中」誤導 支持警方執法 就是維護港人利益

麥齊光曾景文租津案判緩刑
官指當年制度不全 兩人貢獻卓越免即入獄

被告麥齊光（63歲）及曾景文（58
歲），涉嫌於1985年6月至1990年12月

期間，互租單位詐騙政府租金津貼案，廉
署於去年7月中拘捕兩人，早前經審訊後被
裁定串謀詐騙等6項罪名成立。

詐騙罪成 囚8月緩刑2年

區域法院昨日宣判兩人被控一項串謀詐
騙罪名成立，判監8個月，緩刑2年。另
外，麥齊光兩項以代理人意圖使用文件，
欺騙其主事人罪，判監6個月，緩刑2年。
至於曾景文兩項相同的罪名，亦同樣判監6
個月，緩刑2年。所有判刑同期執行。曾景

文被定罪後亦被停職。

曾被停職 兩人將上訴

據悉，麥齊光及曾景文將會提出上訴，要
求推翻定罪，兩人將於指定的28天期限內，
透過代表律師向上訴庭呈交上訴通知書。
主審法官陳仲衡昨在判案時稱，麥、曾兩

人都為社會服務近40年，在政府身居要職及
受人尊重，兩人所犯的騙租金案件發生於28
年前，由於上世紀80年代推出的「私人租屋
津貼」計劃存在很多漏洞，誘使公務員利用
此租津計劃而作出詐騙獲取私利。
陳官強調，私人租津計劃是容許公務員

互相對租單位而申領租金津貼，但麥、曾
卻以欺騙手段，表面對租，實質租住個人
名下的物業單位，藉此領取租津來協助供
樓，此屬違法行為。陳官更引用上訴庭法
官所指身為政府高官必然擁有超卓的品格
及對社會有一定的貢獻，但卻純粹為了個
人的貪念，不但破壞誠信，更損害公眾對
高官的期望，所以政府官員觸犯此類欺詐
罪行時，應予以即時監禁。

無權揀津 非騙額外得益

陳官認為，上訴庭評論亦適用於麥、曾二
人案件中，但考慮麥、曾面對的罪行發生於

上世紀80年代，亦同意公眾對高官的操守期
望比上世紀80年代的標準更高。而事實上，
當年兩人無權在租津或房屋津貼作出選擇，
兩人亦非騙取額外的得益，港府為免被濫
用，亦於早年放棄此項私人租屋津貼計劃。
陳官指出，量刑已考慮私人租屋津貼本

身存有漏洞、兩人已分別將騙款連同20多
年的利息，分別為708,646.67元，以及
1,118,833.01元歸還政府。另外，麥、曾呈
交的大批求情信，尤其是麥齊光4名表弟妹
撰寫的求情信，內容令人十分感動，亦顯
示兩人過往對社會有所貢獻，是稱職的公
務員，故作出是次判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麥齊光及
曾景文昨在區域法院判刑前共呈上約40封
由其親屬、朋友及多名政界名人的求情
信。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前政務司司長唐
英年及林瑞麟等人為麥齊光求情，指他的
品格良好、熱心工作，在退休時仍備受尊
重；曾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的廖秀冬
等人，則為曾景文求情，「誠心懇求寬大
處理判刑」。而曾與麥齊光共事的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並沒被邀請撰寫求情信，但
她表示，只要麥齊光提出，她會義不容
辭。

財爺唐英年林瑞麟等挺麥

在判刑前，代表麥齊光的資深大律師郭棟
明指，事件發生於28年前，而麥齊光多年服
務政府，有良好聲譽及超卓表現，且受人尊
敬，參考過往的案例應該判處緩刑或社會服
務令。他又呈交30多封求情信，包括兩名前
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和唐英年、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及港大校長徐立之等，指麥齊光品格良
好、熱心工作、表現超卓，對社會有貢獻，
在退休時仍備受尊重，希望法官輕判。
郭棟明又指，之前的案例，公務員都是可

以選擇租津計劃或公務員自置居所計劃，但
此案例政府並無推出自置居所計劃，根本沒
有選擇。再者當年的租津制度不完善，錯的
是制度，麥齊光是無辜受害，認為法庭不應
以今日的眼光，看待過去的過失。

林太否認政府選人有誤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公開活動
時表示，不認為政府在選人入政府團隊
時，眼光有問題。雖然未獲麥齊光邀請寫
求情信，但只要麥齊光提出，她會義不容
辭，「麥齊光不論個人品格及對社會的貢

獻，都值得我繼續支持，我深信他日後會
以不同身份及崗位服務市民」。

清洪質疑有政治動機

而代表曾景文的資深大律師清洪求情時
則表示，曾景文加入政府33年，工作與工
餘服務社會都表現出色，是優秀的公務
員。曾景文受到檢控是由於麥齊光出任政
府高官，有人到廉署舉報，質疑是有政治
動機，才受牽連。他重申，曾景文符合申
領租津資格，只是用了不正確方法，已向
政府歸還租津及利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今次案件審
結，麥齊光與曾景文除要付上數以百萬元
計的官司費用，更留下刑事案底，而曾景
文還可能喪失近400萬元長俸。公務員事
務局回應，在騙租津案中被定罪的曾景
文，去年10月被停止路政署助理署長職
務，而局方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曾景文的
個案，包括諮詢公務員敘用委員會的獨立
意見。
發言人表示，在決定懲罰的輕重，包括

有關人士會否留任或褫奪其退休金時，當
局會以有關刑事罪行的性質，和嚴重程度
作為首要的考慮因素。發言人又說，其他
相關的考慮因素包括對同類刑事罪行慣常
作出的懲罰、任何從寬處理的因素、有關
公務員的職級、服務及紀律記錄等。

公僕團體批翻舊賬不公平

有公務員團體認為，當年公務員互租單
位的情況的確存在，但相信違規個案不

多。團體又認為，當年公務員申領租屋津
貼，相關部門有責任查核才批准，數十年
後才揭發問題存在，對公務員不公平。

麥料花訟費逾300萬

據悉，麥齊光早於2012年退休後已領取
一筆過長俸，去年7月1日就任發展局局
長，12日主動請辭，翌日即被廉署拘捕。
麥齊光今次獲資深大律師郭棟明低於一貫
的收費價錢打官司，估計連同律師許天
福，所花的訟費逾300萬元。據知麥在受查
至提堂期間的過去1年，於港大任教。

清洪友情價替曾打官司

曾景文則獲有「金牙大狀」稱號的資深
大律師清洪以「友情價」200萬元為其出
戰。清洪昨在庭上求情時透露，曾景文因
今次定罪，將喪失400萬元長俸，更指曾
今次完全因為麥齊光被「政治檢控」而被
牽連。

麥齊光求情信名單
共32人，下列為部分名人：

1.前同事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前政務司司長林瑞麟

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前工務局局長詹伯樂

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

前九廣鐵路公司署理行政總裁黎文熹

前路政署署長梁國新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梁廣灝

兩名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

2.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教授

香港大學副校長周肇平教授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系主任黃仕進教授

香港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部總監徐詠璇

3.中學同學、親戚及鄰居

英華女學校校長李石玉如

4.港大校友

港區政協委員王 鳴

資深傳媒人程翔

5.政府部門同事

發展局支援四川重建小組

發展局工務科

路政署鐵路拓展處

水務署

渠務署

規劃署

建築署

政府土木工程師協會

資料來源：法庭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曾景文求情信摘要
1. 曾妻鮑惠明：

「我們一直是盡責守規的螺絲釘，在自
己的崗位上盡本份，從沒有想過為私利而
處心積慮地干犯刑法，破壞秩序。」「事件
發生在28年前，當時實在未意識到此事可
能違法，否則常人一定不願意為此付出代
價吧。」

2. 曾的兩名兒子：

「父親是一個誠實和節儉的人，從不重
視物質生活，在我們家中從沒有名牌服飾
和物品，他的手機是中國製造。」

3. 運輸署前署理署長葉麗清：

「我很榮幸有機會與曾先生一起工作，
他是一個值得尊敬、有誠信的人。」

4.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譚國煥

5. 9名運輸署首長級人員（包括2名副署
長、7名助理署長）

6. 157名路政署同事

7. 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

「作為他多年的同事和上司，我誠心懇
求寬大處理判刑，讓景文繼續服務香港社
會。」

8. 117名渠務署同事

資料來源：法庭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曾景文或失400萬長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區域法院

對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及路政署助理署長
曾景文，互租單位騙取租金津貼案判刑
後，兩人隨即離開法院。麥齊光表示，對
於令曾景文受牽連感到「非常之唔安樂」，
指若然自己沒有出任發展局局長，整個事
件便不會出現，強調與曾景文是「一世的
好朋友」。惟曾景文被問及會否繼續當麥齊
光朋友時，卻只多次重複「多謝屋企人、
朋友、親戚的支持」，拒絕回應任何提問。

無悔任局長 為港心不變

麥齊光昨聽取判刑後離開法庭，向傳媒
表示對牽連曾景文感到「非常之唔安樂」，
指若然自己去年沒有出任發展局局長，整
個事件就不會出現，並對曾景文的妻子與
家人感到抱歉。麥齊光又感謝曾景文一直
以來的諒解和合作，強調和曾景文會繼續
是朋友，並且是「一世的好朋友」。被問及
會否後悔出任發展局局長，麥齊光表示

「唔會為每一件事後悔」，並指自己盡心盡
力為香港、為政府和社會服務的心不變。
但對於是否認為這次是政治檢控，及會否
繼續在香港大學任教，麥只回應：「請大
家給我一些時間休息一下。」
麥齊光又向其親友、同事、港大校長及鄰

居道謝，「他們的信任和支持，給予我力量
去經過這一年的過程」。他另特別感謝公務
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在審訊期間從歷
史、制度和道德層面，對租津作詳盡的介
紹，可惜種種觀點皆不獲法官接納，又感謝
律師，將租津事件的本末根由清楚解釋。

曾景文謝親朋同事支持

相反，曾景文反應截然不同。被記者多
次問及「同麥齊光仲有冇朋友做」、「係咪
鬆一口氣」、「驚唔驚冇晒 退休金」，他
卻表情呆滯，沉默近一分鐘，其後只多番
重覆「很多謝家人、親戚、朋友同事的支
持」及「我無話說」，然後離去。

麥齊光：牽連好友「唔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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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發展局前局長

麥齊光及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因於28年前

串謀詐騙租津合共56萬多元，昨在區域法院同

判入獄8個月，緩刑2年。主審法官陳仲衡接納

麥、曾兩人假稱互相對租單位，以騙取租津來

協助個人供樓，在同類罪行性質中屬最輕微，

並考慮當年租津制度有缺陷、兩人過往對社會

的卓越貢獻，及全部騙款連同利息近200萬元

已歸還給政府，乃准以入獄緩刑執行。據悉，

兩人考慮提出上訴，要求推翻定罪。 ■麥齊光對事件牽連曾景文感到「非常唔安樂」。 中通社 ■曾景文感謝家人、親戚、朋友同事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