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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作為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中文期刊，主
要內容本應是探討各項校園及社會議題。但自從現任
學聯秘書長兼「港獨」分子周永康擔任其副總編輯
後，整份刊物的立場和風格隨即大變。關注校政、關
注社會政策的內容少了，取而代之的卻是連篇累牘的
政治宣傳，為反對派的政治行動發聲鼓吹，甚至大力
提倡暴力抗爭，儼然成為了反對派最激進一翼的輿論
喉舌。

自認爭取「香港獨立」
最新一期9月號的《學苑》更加離譜，竟然開宗明義

地鼓吹「香港民主獨立」，直指「由八月三十一日人
大落閘談起，宣告民主回歸論死亡、『和平佔中』無
以為繼，『香港民主獨立』方為當下出路，並鼓勵港

人勿棄我城，一直抗爭。」內裡的專題不但大肆宣傳
「港獨」歪論，更鼓吹港人要以激烈抗爭手段達到目
的。《學苑》亦承認文章是「主張一併爭取香港民主
和獨立，提醒讀者當下政改並非談判，實乃鬥爭，也
分析討論『港獨』的意義。」

翻開有關專題的第一頁，迎面而來就是一面偌大的
台灣「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內文的多個專題更從
所謂資源、軍政上討論「港獨」的可行性。後面更有
一篇表示現在「大戰即臨」，意思是之後的罷課、
「佔中」等行動都關係到「港獨」的前景，必須全力
參與。這一系統荒謬絕倫的文章，是「港獨」分子的
夢囈。不要說香港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條件「獨
立」，就是廣大市民都不會認同「獨立」，「港獨」
在香港並沒有市場。然而，對於這樣一個荒誕的主

題，由港大學生會營運的《學苑》竟然連續多期大力
宣揚，說明《學苑》已經被一小撮激進「港獨」分子
所控制，儼然成為了「港獨」分子如周永康之流的宣
傳平台。《學苑》也者，完全是名不符實。

值得指出的是，自去年「佔中」行動提出之後，
《學苑》也亦步亦趨配合。去年5月《學苑》就製作了
「佔領中環，香港革命」的專題，內文中提到「『佔
領中環』的行動，必須達到癱瘓中環的效果。香港島
北部臨海市區是一條狹長的平地，東西交通有幾條主
要道路接通。只要選擇在最狹窄的路面上建立街壘，
整個香港島可被癱瘓……佔領者可用多個貨櫃打橫攔
在路中心，構築路障，確保自身安全和阻止清場行
動。」這說明了「佔中」的暴力本質，撕破了戴耀廷
「愛與和平」的謊言，也揭示了「佔中」真正目的，
不只是要癱瘓中環，更是要在香港發動革命，推翻政
府實現改朝換代。

到了今年2月號，《學苑》更以「香港民族命運自
決」為題，發表了多篇鼓吹「香港自決」的文章，其
中一篇名為《香港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文
章，更認為香港人有權進行「公投」，自行決定要獨
立還是要維持「一國兩制」；該文結尾甚至呼籲，港
人爭取民族自決「刻不容緩」，指出香港建立一個獨
立國家。另一篇名為《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
路》的文章亦指出，「香港獨立與否，答案可能因人
而異，姑且勿論可行性有多渺茫，至少我們必定要誓
死維護鼓吹港獨的自由。」其赤裸裸的「港獨」言
論，令反對派喉舌也「自愧不如」。其中，學聯秘書
長周永康也在多個公開場合發表所謂「港人自決」

論。他以為換個名稱就可以掩飾其「港獨」面目，不
過是自欺欺人。

學生須慎防成為「港獨」棋子
現在正值學聯即將策動大專生罷課之時，《學苑》

就製造了「香港民主獨立」的主題，這明顯不是巧
合，而是故意為下周的罷課作準備。這一批《學苑》
將會大量派送到各大學，提供予罷課學生閱讀，目的
是「灌輸」他們「港獨」思想，向他們描繪「港獨」
的「願景」，煽動他們參與「佔中」，以激進手段爭
取所謂香港自決，這樣他們將成為「香港獨立的英
雄」云云。這些其實都為了將學生綁上「佔中」的戰
車上，成為違法「佔中」的炮灰。

《學苑》表示現時「大戰即臨」，其實正反映了
「港獨」分子的圖謀。外部勢力近年大力在香港培育
一班「港獨」分子，建立「港獨」勢力，目的就是為
配合 2017 年特首普選，為奪取香港管治權作準備。
「佔中」與「港獨」勢力表面上是風馬牛不相及，但
其實一直都有一條紅線操縱。直到人大決定一錘定
音，粉碎了外部勢力代言人奪權的圖謀。面對中央的
堅決立場，「佔中」與「港獨」再也不能再猶抱琵琶
半遮面，必須進行全面的整合。於是，在上周日的黑
布遊行中，就見到不少「港獨」分子高舉「龍獅旗」
參與其中。現在《學苑》更公然鼓吹「港獨」，更表
明這兩股勢力已經結合，預備在「佔中」時大幹一
場，垂死一搏，更不惜犧牲無辜學生。社會各界應看
清罷課及「佔中」背後的真正圖謀，以免成為「港
獨」勢力的棋子。

卓 偉

《學苑》鼓吹「香港民主獨立」傳達「佔中」「港獨」合流危險信號
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在剛出版的9月號，竟然以「香港民主獨立」作主題，封面

以一粗一幼兩隻手正在角力，以此表示港人必須與中央放手一博，以激烈對抗來爭取「香港

自決」云云。過去，就是香港的反對派喉舌都不敢如此明目張膽地鼓吹「暴力港獨」，這種

情況發生在《學苑》上，說明《學苑》已經被一小撮激進「港獨」分子所控制。由去年戴耀

廷提出「佔中」開始，《學苑》已經鼓吹「佔領中環，香港革命 」，及後更進一步提出

「香港命運，民族自決」。現在正值學聯策動之時，《學苑》更加揭出了「香港民主獨立」

的底牌，這不但暴露了「佔中」的本質就是通過革命去爭取「自決」，最後達致「港獨」，

更傳達了「佔中」與「港獨」合流的危險信號。學生如果被煽動參與罷課以至「佔中」，隨

時成為「港獨」分子火中取栗的棋子。

邵家臻鼓動社工界在下周三集體請假，以示支
援參與罷課的學生。邵家臻是「佔中死士」之
一，煽動社工罷工，為學生罷課撐腰，說到底還
是為了替不得人心的「佔中」造勢，把社工也捲
入對抗人大決定的政爭之中。但是，社工罷工、
「佔中」與社工的理念和使命背道而馳，對社工
和社會都有害無益，暴露出邵家臻的自私和別有
用心，把社工當作抗爭的政治棋子。
「佔中」違法亂港，氣勢日漸低落，戴耀廷等
頭面人物知道「佔中」不受歡迎，如今已退居幕

後，把學生推到前台扯大旗、當炮灰，充當「佔
中」的主力，以罷課拉開「佔中」的遮羞布。罷
課誤導學生，尤其把心智未熟的中學生當作政爭
棋子，影響學生前途，罷課亦引起社會的強烈反
對。但是，「佔中」搞手們當然不會善罷甘休，
鼓動社工界集體請假，不過是變相罷工，也是他
們罷課、罷工、罷市的對抗策劃之一，藉以擴大
抗爭的戰線，企圖製造更大群眾的壓力，向中央
和特區政府施壓。
此次社工集體請假的搞手邵家臻，既是社工、

大學講師，更是對抗建制的活躍分子。2012年9月
的「反國教」運動中，他就擔任佔領政府總部集
會的主持多日及參與多場討論會；2013年4月，他
與一眾反對派人士宣佈在「佔領中環」結束後，
會主動自首並在法庭上不作抗辯，被傳媒形容是
「佔中十死士」。而且，邵家臻還是「佔中」的
「死忠」分子，他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獲邀參
與「佔中」時，未有細想便答應投身「死士」行
列；如今「佔中十死士」已分崩離析，有人幾近
銷聲匿跡，只有邵家臻仍頑固地表示要對抗到
底，「如果要走，我會係最後一個。」
社工助人自助，最大責任是幫助弱勢人士，推

動個人和社會的和諧一致，促進社會的穩定與發

展，社工的使命是協助人們去預防和解決社會問
題，而非製造摩擦，激化社會矛盾。邵家臻煽動
社工罷工，能不影響社工服務嗎？能不損害弱勢
社群的利益嗎？更惡劣的是，罷工把社工捲入無
謂政爭之中，撕裂社會和諧，這不是違背了社工
的基本理念和使命嗎？如果有社工參與罷工後，
在邵家臻之流的「佔中死士」誘導下，進一步滑
向政爭泥淖，參與違法「佔中」而被捕、被檢
控，一旦罪成，將可能失去社工的資格。邵家臻
聲稱，「罷工不罷救急」只是謊言，是為了欺騙
善良的社工參與罷工、「佔中」。罷工、「佔
中」對社工、對社會後患無窮，社工們應該保持
清醒，切勿上當受騙。

邵家臻搞罷工 騙社工當棋子 楊正剛

崔世安將於9月21日啟程赴京，下周一（22
日）在北京接受國務院頒發任命澳門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的國務院令。

95.96%得票率高票當選
澳門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於8月31日上午
10時在澳門東亞運會議中心舉行，有396名選舉委

員會委員參與投票。唯一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現
任澳門特首崔世安，在以380票、95.96%的得票
率，高票當選為澳門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候任人。
崔世安在當選後，感謝澳門居民對選舉的關注、

對他本人的厚愛及提點，自己定當加倍努力、不負
重托、不辱使命，肩負起這一重大的責任。

承諾不再博彩業獨大

崔世安承諾他和施政團隊將全力以赴推進「一國兩
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偉大實踐，堅定不
移地貫徹落實澳門基本法，以改革創新的精神，落實
參選宣言，包括加快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大力增
進民生福祉，維持經濟社會、生態文明的均衡發展，
創造更好的社會環境，幫助居民提高自信心和競爭力。
他又特別提到，博彩業一業獨大，不利於澳門整
體經濟的均衡、健康發展，也不利於人才的成長，
有需要更加重視推進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的規定，澳門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選出並公布後，
還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澳門第四任行政長官
的任期自今年12月20日至2019年12月19日。

接受澳特首任命
崔世安下周上京

CY晤李顯龍 交流基建房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晚在禮

賓府與訪港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會面，雙方就兩地在房屋、土地規
劃及基建發展方面所面對的挑戰交換意見。
梁振英昨日表示，香港與新加坡經貿關係密切，在教育、文化和

旅遊等方面，亦有緊密的交流和合作，並期望新加坡能夠繼續支持
早日完成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就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共同
推動區域經貿合作進一步發展。
出席會面的特區政府官員包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張炳良，以及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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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近年來，隨
着「稜鏡門」事件、「心臟出血」(Heartbleed)漏洞的曝
光，網絡安全已經成為各國政府越來越關注的焦點。香
港科技園董事會成員、北京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于常海昨日指出，美國「稜鏡門」事件存在道德越界，
希望香港與內地盡早建立網絡認證與安全的相關法律制
度。

于常海：認證合作有意義
于常海表示，對於網絡，人們不陌生，其實很陌生，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該重視以及保護自己的網絡隱私。他
表示，現實生活中，人們十分警惕自己個人信息的傳
播。而在網絡上，通過支付寶等網絡交易平台，人們需
要提供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等個人信息，一旦這些交
易平台出現問題，其後果不可低估。因此，香港與內地
的網絡安全認證合作將非常有意義。
自從美國「稜鏡門」事件曝光後，很多網民對於網絡

安全信任力度已經大打折扣。于常海回應說，美國作為
一個宣傳民主與人權的國家，其科學技術水平領先全
球，而各種「偷聽門」、「艷照門」令網民不齒。其所
作所為，存在道德越界。
于常海指出，從互聯網出現到現在，美國只是把互聯

網視為一種工具，事實上，網絡世界也是個虛擬世界，
除了必要的法治監管之外，這個世界應該有其相應的道
德觀念。
談到兩地網絡認證服務的合作時間，于常海表示，希

望時間越快越好，網絡發展迅速，就像伊波拉病毒、沙
士病毒等在人群中快速傳播一樣，網絡上不規範內容的
快速傳播，影響也十分惡劣。他表示，兩地應該聯合起
來，早日建立網絡認證與網絡安全方面相關的法律制
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簽署中華人民共和

國第六五五號國務院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

定，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人選，任命崔世安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於2014年12月20日就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
報道）為增強內地和香港兩地信息安
全，「中港CA攜手，共築資訊安全
長城」研討會昨日在北京舉行。來自
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業組織、
兩地政府公共電子核證機構的代表齊
聚一堂，共同探討兩地政府公共電子
核證機關如何協同合作解決內地企業
邁向國際遇到的資訊安全問題。香港
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表示，香港擬
與內地電子簽名證書跨境互認，以保
證兩地網絡信息安全。據悉，香港電
子支票將於明年年底上市，支票還將
專門配套有相應的電子發票，以促進
跨境交易。

目前，內地和香港都已建立起以政
府公共電子核證機關為基礎的公匙基
建安全信任體系，只是與香港政府公
共電子核證機關根證書不同，內地政
府部門的公共電子核證機關根證書尚
未獲得國際主流瀏覽器及應用的確
認。由此，內地機構走向國際時不得
不向西方商用電子核證機關購買電子
證書來提供資訊系統的認證，並進行
通訊過程的加密。而這一過程，將進
一步增加了網絡信息傳輸的不安全
性。

與立會議員探討立法
葉劉淑儀昨日表示，香港和內地兩

地政府公共電子核證機構的合作，對
於香港與內地的跨境服務，和香港與
東盟的電子商場貿易，都有極大的好
處，尤其香港的無紙CA認證系統已
經得到美國部分大型軟件公司的認
可，在國際上有一定地位。她希望通
過香港在國際的關係，建立公共的系
統，為國家的信息安全提供更多保
障。她將與其他立法會議員磋商，討
論相關合作與立法事宜。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

此前曾提到，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
家安全。目前，兩地政府公共電子核
證機構的合作時機已日漸成熟。中國
電子認證服務產業聯盟秘書長劉權昨
日指出，近年來，內地和香港的網上
貿易非常多，電子認證服務技術，將
為貿易提供了十分必要的安全保障。
另一方面，經過多年發展，內地的網
絡認證技術已十分成熟，相應的電子
認證產業的服務技術支撐體系也都具
備。

研內地認證獲港認可
他提到，內地已經有30多家機構

取得過國家工信部CA認證，下一步
將考慮這些機構的舉證服務如何為香
港所承認。對此，香港科技園董事會
成員、北京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副所
長于常海表示，只有通過政府認證的
機構更容易被承認，而一些企業自己
認證的機構，由於其法人代表的不確
定性，可能存在難以規避的風險，難
以被香港CA系統認證通過。

港電子支票模式領先
此外，作為能有效促進兩地跨境交

易的網絡支付方式，香港電子支票將
於明年年底出台。香港郵政電子核證
服務之營運商翹晉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行政CEO陳婉華表示，香港電子支
票最特別的地方在於，用戶在網絡上
簽名後，銀行會二次簽名，確認支票
交易安全性，這是全球首次提出的方
案。
此外，與網上普通的電子支票不

同，這種支票還專門配套有相應的電
子發票，使得大額交易用戶除去銀行
等待支票的煩惱，為網絡交易安全增
加了多道保障和簡易性。

■梁振英昨於林鄭月娥等官員陪同下與李顯龍會面，就雙方關注的
議題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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