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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前日在《蘋果日報》發表題目為「真正的損

失　真正的成因　真正的希望」的文章，造謠惑眾，

公然說「普選的制度改革，其實在《基本法》內早有

規定，亦是港人期望在特區成立後的十年就可以實行

得到。但這莊嚴的承諾，中央政府卻兩度在二零零七

年及二零一二年違背了」。戴耀廷在「中央政府違背

《基本法》」謠言的基礎上，說這就是反對派要發動

「佔領中環」的真正原因。

作為一個香港大學法律系的副教授，應該有一點法律

常識。戴耀廷這種論據，是完全違反憲法，違反法律

的，這只能說明他是一個招搖撞騙的無賴。他討論問

題，完全可以不顧《基本法》的存在，不顧當年制訂

《基本法》的原意，也不顧立法會對於發展民主憲制的

權力，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他這種說法證明他是

一個踐踏民意的獨裁者。

戴耀廷罔顧《基本法》無法無天

戴耀廷隻手遮天，絕口不提《基本法》附件一的條

文：「二零零七年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

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

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2005年

本來香港可以逐步邁向行政長官普選的目標，但是反對

派在立法會否決了政改方案，造成了香港政治制度的原

地踏步，出現這種局面，完全是反對派以少數反對多數

所造成的。他們瞄準了「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通過」的關鍵憲制性步驟，捆綁了三分之一的少數票，

阻撓普選行政長官的決議通過。他們是按照《基本法》

推行普選的破壞者和攔路石。

《基本法》並沒有規定什麼時間實現行政長官普選，

只是提出了2007年以後如果要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

就要根據《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要立法會三分之二多

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能

否成事，關鍵要獲得民意授權的立法會議員通力合作，

取得共識。各派別要取得共識，就要互諒互讓，包容並

蓄，取得一個最大的公約數，這就需要民主協商的精

神，顧全大局，逐步推進民主的具體策略。

反對派堅決不讓步，立法會沒有達成三分之二的多數

支持，結果他們一手窒息了普選行政長官的進程。他們

獨行獨斷，違反了廣大香港市民推進民主的願望，受到

了各界嚴厲批評。他們在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遭到

了選民的懲罰而慘敗。這一段歷史，七百萬香港市民都

記得。戴耀廷居然說成「中央政府卻兩度在2007年及

2012年違背了普選的承諾」。這是顛倒是非，歪曲事

實。扼殺了民主進程，阻撓了行政長官普選的，正是反

對派和違反憲法的戴耀廷之流，他們居然厚顏不肯認

賬，反而栽贓嫁禍，這種手法是相當無賴的。

現在香港面臨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黃金機會。戴

耀廷之流，又再提出了違反《基本法》的選舉辦法，違

反了提名委員會機制，另外拋出了《基本法》完全沒有

的所謂「全民提名」模式，這根本是拆《基本法》的

台。古今中外，有哪一個國家和地區是不按照憲法文件

實現普選的？完全沒有。戴耀廷能夠提出這樣的具體例

子嗎？在沒有法理依據的基礎下，他們再也不講《基本

法》了，乾脆就承認自己無法無天，要採用萬人「佔領

中環」手段，廢除憲法，廢除中央政府的主權，廢除七

百萬香港市民按照《基本法》行使民主選舉的權利，要

講民主講法制的大多數人，服從講「暴力和威脅」的政

治流氓，這有什麼公理，有什麼平等？

選舉委員會的制度，早在《基本法》制定的時候，

就規定了未來的行政長官一定要得到四部分界別(工

商、專業、勞工基層、政界代表)的支持，保證行政長

官的政綱不能夠只代表某一個階層。這是保障香港繁

榮穩定和居民安居樂業的重要憲制措施。按照人大決

定的有關規定，提名委員會也應遵循這個安排。而所

謂「全民提名」，實際上就是幾萬個選民就可以提名，

以利提出反對中央政府，在香港和內地之間製造分裂

的人物參選，這一種方式其實是架空了提名委員會，

違反了「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機制，也違

背了《基本法》「均衡參與」的原則。反對派也知道沒

有法理依據的方案，得不到人大常委會批准。他們就

想出了要癱瘓香港經濟，扼殺七百萬港人生計的暴戾

方法，脅迫中央就範，這種行動完全是非法的，也是

毫不民主的。

香港經不起「佔領中環」折騰

戴耀廷說「佔領中環」，原因是「我們希望香港能跳

出管治的困局，讓香港避免更大的危機來臨」，「化解

危機於無形」。這是偷天換日轉移視線的手法，也是彌

天大謊。現在行政長官的困難局面，並不是因為《基

本法》所造成的。從香港回歸的第一天，反對派就進

行了遊行示威，以後年年7月1日都進行反政府活動。

原因是什麼？在於香港有一種勢力，和外國勢力互相

呼應，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不

承認特區政府的合法性，不斷對抗和破壞所造成的。

他們從回歸的第一日開始，就製造了對立和分化，撕

裂了社會。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董建華、曾蔭

權、梁振英擔任行政長官，他們都要反對，他們都要

拉行政長官下台，有一些反對派極端分子，覺得中央

政府任命的行政長官就是「港共政權」，非反不可。難

道這些人上了台就會天下太平，不會繼續配合外國勢

力破壞「一國兩制」，危害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以及七百萬人的生計？

香港經不起折騰，只要發生一次大亂，資金就跑掉了，金融中心的位置就被競爭對手搶去

了。按照戴耀廷的路向走下去，危機就不是幾天的問題，而是幾年的問題。所以，戴耀廷所謂

的「真正的損失　真正的成因　真正的希望」，都是欺人之談，實質上是「真正的謊言 真正的

違憲 真正的獨裁」。

「佔中」乃真正的謊言 真正的違憲 真正的獨裁
徐 庶

《蘋果日報》昨日在頭版位置刊登

了馬丁路德金後人支持「佔領中環」

的報道，還刊登了天主教香港教區退

休主教陳日君表明「會參與『佔中』」

的煽動性新聞。陳日君說「更樂意冒

上被捕的風險，形容『佔中』是『絕

望下的最後手段』，唯一擔心是親中

人士可能會派人混入『佔中』參加者

中，煽動暴力，令當局有藉口加以鎮壓」

云云。馬丁路德金後人和陳日君都撒了

一個彌天大謊，馬丁路德金從來沒有呼

籲群眾反對美國的憲法和選舉制度，恰

恰相反，馬丁路德金鬥爭的焦點是要落

實美國憲法，反對種族歧視，要實現人

人平等。這是鐵的事實，鐵的歷史，絕

對不能以謊言代替事實，欺世盜名。

陳日君「佔中」是「絕望下的最後手

段」的說法，更加是歪曲事實，無中生

有。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香港所有合

資格選民，都可以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

官。所有人投票的權利，都是平等的。

這是香港民主發展的大躍進，是民主制

度的實現。只要香港人不要被人分化，

不要相信政治騙子所說的北京「跳票」

的謊言，大家一起開誠布公，尋求共

識，一定可以2017年實現普選。

陳日君說「不認為北京會遵守承

諾，容許香港在2017年推行全面民

主」。這完全是一種沒有根據的誣衊北

京的謠言。通過謊言，敵視自己的國

家，絕對不是正人君子的所為，更不

應該是天主教主教的所為。但是，陳

日君為了煽動港人參加「佔領中環」，

卻說成了「絕望下的行動」。為什麼會

「絕望」？因為陳日君和戴耀廷提出的

方案，是《基本法》所沒有的。古今

中外，世界各個國家都沒有發生過違

反憲法的選舉模式。所以，陳日君說

「絕望了」。

聖經裡面的十誡，告訴教徒不要違反

法治。因為，只有遵守法治，才有穩定

的社會秩序，所有人的人身自由和權利

才可以實現，上帝賜福於子民才可以得

到見證。善惡分明，講求公理和道德，

是天主教的教義。陳日君既鼓勵群眾講

粗口，也鼓勵群眾違反憲法，參加暴力

損害香港的行動，完全違反天主教的教

義。「佔領中環」是製造動亂，癱瘓香

港經濟，違反香港法律，威脅別人自

由，禁錮別人行為，和盜賊沒有分別。

所以陳日君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主

教，他的邪惡行動，損害了教義。

陳日君插贓嫁禍，居然發偽證，說

「唯一擔心是親中人士可能會派人混入

『佔中』參加者中，煽動暴力，令當局

有藉口加以鎮壓」。說話一定要有證據，不可以誹謗

和誣衊別人。明明是陳日君煽動別人「佔領中環」，

警察按照法律執法，是天經地義的，怎麼能夠說成

是「令當局有藉口加以鎮壓」？這叫做強詞奪理，

生安白造，諉過卸罪。聖經第九誡：不可作假見

證。這個戒律是要求神職人員和教徒不能說謊，禁

止在法庭的審判過程中作假證，誣陷別人，把無罪

的人說成有罪。一個踐踏真誠原則的主教，所倡導

的不是基於真理和公義，而是蓄意讓生命和自由的

基礎遭到戕害。

為什麼在西方法庭審判的時候，作證儀式是按

聖經宣誓？這是確保見證是真實的，不允許臆測

性、胡說八道的虛假證詞，因為這樣就會傷天害

理，踐踏人類的人權和自由。陳日君昨日的謠詞，

說明了他是一個邪惡的魔鬼，褻瀆了上帝的福音，

褻瀆了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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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學民各說各話 真普聯另有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日

前在會見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Hart)時強調，政
制發展問題是香港內部事務，外國政府和官員不應干
涉。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發言人羅森(Scott Robinson)昨日
發表聲明，指該國支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自
治，並希望香港「依據《基本法》、人大常委會以及香港
人民的願望」，繼續向2017年特首、2020年立法會普選前
進。

夏千福早前在與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會面時，聲稱希
望在2017年特首普選中，反對派中人可以「入閘」參
選。宋哲日前在會見夏千福時強調，政制發展問題是香
港內部事務，外國政府和官員不應干涉，希望美方駐港
機構和人員尊重「一國兩制」，遵守《維也納領事關係公
約》和《中美領事條約》，不以任何借口從事與身份不符
的活動，不做任何有損香港繁榮穩定和中美關係大局的
事。

回應宋哲 稱會各界屬「標準做法」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昨日發出聲明。美國駐港澳總領事
館發言人羅森稱，「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很高興有機
會在8月27日會見了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夏千
福到任之後，會見了「包括政府官員、企業界、政治
界、學術界、文化及公民社會等等範圍的領導人」，又形
容這些會面是世界各國外交代表到任時的「標準做法」，
並且對建立友誼、交換看法以及打開聯絡的通路「是非
常重要的」。

羅森在聲明中說，「美國長期以來的香港政策並未改
變，美國支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並希望
香港繼續向2017年特首、2020年立法會舉行普選前進，
但是「是依據《基本法》、人大常委會及香港人民的願
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學民思潮」
提出《全民提名聯署約章》，試圖搶在各老
牌反對派前佔據政改的話語權，更批評拒絕

「落搭」的民主黨、工黨及民協。昨晚，
「學民思潮」與由民主黨主導的「真普選聯
盟」會面，會上大家各說各話，「真普聯」
更表明，他們的最終方案或未必與「學民」
的方案吻合。

「學民」召集人黃之鋒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指自己對民主黨、工黨和民協拒簽

「約章」感到失望，又主動回應有報章指
「學民」分裂反對派的說法，指他們只是
「盡量收窄反對派內對普選的分歧」，「反對
派唔應該會被『學民思潮』分裂到」。

區諾軒：大家口水戰發空炮

民主黨「乳鴿」中常委區諾軒在同一節目
則稱，希望該黨「即使不是第一，也是率先
提出一個具體普選方案的政黨」，但就諷刺
目前根本沒有人可以提出完整普選方案，

「各個政黨都說我要全民提名，我要最多的
真民主，但大家都沒出一個真的方案，這等
於大家口水戰，發空炮」。

他續稱，「全民提名」很重要，但「約章」
提出的方法有操作困難，擔心倘中央給了一
個可以全民提名的方案，但每名候選人需要

20萬人提名，屆時就很難提名到一個候選
人。不過，他個人認同反對派現在需要團結
一致，故民主黨應該簽署「約章」。

黃碧雲：不應簡化成「逼簽」

不過，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昨日在與
傳媒茶敘時，就質疑「約章」的「全民提
名」，將「有不必要地暴露大批市民政治立
場之慮」，令政府可能掌握大批市民政治立
場，有違「政治私隱」，又稱不應將問題簡
化成「你逼我簽，我逼你簽」，或病態成

「不支持一樣 就有問題」。
「真普聯」昨晚舉行了會議，黃之鋒等

「學民」亦有參與討論。黃之鋒稱，會上他
們與各個組織及政黨各自表達了立場。「真

普選聯」召集人鄭宇碩會後也說，他們只簡
介了「真普聯」的立場和工作進度，及回答
查詢。他說，有組織考慮到「真普聯」會有
最終方案，未必與「學民」的方案吻合，而
大聯盟內各自有看法是「正常」，惟他相信
最終的方案與「學民」的建議將「差別不
大」。

鄭宇碩又透露，「真普聯」未來4個月會
主力宣傳「無篩選」及「公民聯署」兩點，
以及於今年底才會訂出最終的普選建議方
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日前與10多位社會及學界人士組成「關注通

識教育聯席會議」，質疑通識科的必答部分側重在政治議題上，要求取消必答題，並要求在該

科的6個單元平均出題。梁美芬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自己於2009年接獲第一宗有通

識老師用粗言穢語教通識的投訴個案，在提供協助期間開始注意到通識科的課程設計和投訴

機制都有很大問題，對學生造成很大的壓力，並希望通識科可以不被「政治、政團、政黨」

利用，應回到適合中學生學習的正軌。

在昨日電台節目上，反國教的「學民思潮」召集
人黃之鋒聲言，通識科是「目前唯一讓中學生

有機會去認識國家的必修科」，不應變成選修科，並
稱在通識科6個單元中，只佔其中1個單元的三分一，
聯席因此而要求該科「去政治化」，是「為反而反」，
又質疑「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的成立，與「反國
教風波」有關。

批黃之鋒不應隨便「講大話」

梁美芬昨日在接受商台烽煙節目訪問時批評黃之
鋒， 對方不應隨便「講大話」，又澄清成立該聯席
會議，與國教風波完全無關。自己是因為在2009年接
獲有家長投訴，指九龍西一間學校的通識老師用粗言
穢語教通識，她一直協助家長和學生到教育署，並開
始注意到通識科的課程設計和投訴機制都有很大問

題。
她解釋，目前的通識科與當初的設計設想差很遠，

內容「太貪心」，歷史、政治、經濟都在其中，對學
生形成很大的壓力，自己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每年都提出要討論有關問題，並指出通識科不應作為
高考必考科，但可以是必修科，即是只有合格和不合
格，「不要讀到好似傳統學科一樣，有雞精(精讀)，
對小朋友造成很大壓力」。

通教教聯：不應「被政治化」

另外，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昨日發表聲明，認同
通識科不應「被政治化」，但認為「聯席會議」就通
識科在課程、教學、考評上作出的批評，和相應作出
改變的要求有商榷之處。梁美芬昨晚指出，聯席會議
所提出的建議，正是希望通識科可以不被「政治、政

團、政黨」利用，而應回到適合中學生學習的正軌。
「我希望教師聯會能以更開放的思維，聆聽各界意
見，與我們一齊救救孩子，改善通識科，真正令通識
科不要被政治騎劫。」

■梁美芬認為，通識科已經對學生造成很大的壓力，

所以希望該科可以不被「政治、政團、政黨」利用，

應回到適合中學生學習的正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