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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糾察涉私刑 屈警「政治打壓」
警：過分武力須承責 律師：拘捕為發放勿施暴訊息

沙官發家長信：嚴守政治中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
前日在金鐘「佔領」區被人投擲懷疑動物內臟，3名疑犯被「佔領」區糾察粗暴
制服受傷，警方當日拘捕5人，包括2名「佔領區糾察」。反對派及2名糾察趁
機大做文章，聲稱警方拘捕他們是「政治打壓」。警方昨日強調，警方處理任何
案件必定不偏不倚，提醒市民協助拘捕疑犯時使用過分武力，須承擔法律責任。
有律師認為，2名糾察在事件中所用武力超出當時情況，形同施用私刑，警方拘
捕2人可向社會發放切勿濫用私刑的訊息。

林廣兆胡國贊籲撤二丑教職究刑責

李克強總理昨日在緬甸內比都出席第九屆東亞

峰會時，闡述了中方關於南海問題的原則立場，

明確了處理南海問題時有關具體爭議應由直接當

事國通過談判和協商解決、南海和平穩定由中國

和東盟國家共同加以維護的「雙軌思路」。「雙

軌思路」既強調由直接當事國通過協商談判解決

爭議，又重視東盟國家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作

用，有利於地區的穩定和發展。

中國在8月的「中國—東盟外長會議」上提出

了「雙軌思路」主張，將多年來中國處理南海問

題的實質內容明確表述。多年來的事實證明，只

要堅持「雙軌思路」，中國和東盟完全有能力、

也有智慧維護好南海的和平穩定。中國捍衛自身

主權和海洋權益的立場堅定不移，同時堅持通過

友好協商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有關爭議。

中國之所以宣導「雙軌思路」，一方面，由直

接當事國通過協商談判解決爭議是最為有效和可

行的方式，既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也是《南

海各方行為宣言》中最重要的規定之一；另一方

面，南海的和平穩定涉及包括中國和東盟各國在

內所有南海沿岸國的切身利益，中國和東盟國家

有責任也有義務共同加以維護。

東盟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10+1」更

是中國參與東亞合作的基礎。乘北京APEC會

議的東風，李克強赴緬甸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

列會議並對緬甸進行正式訪問，將對進一步深化

中國—東盟、中緬關係，推進東亞區域合作，維

護地區和平穩定，產生重要影响。

李克強表示，南海形勢總體是穩定的，航行

自由和安全是有保障的。事實上，迄今從未聽

說哪一艘船隻的航行自由受到影響，中國東盟

關係更是保持良好發展勢頭。菲律賓炒作所

謂南海局勢緊張，尋求南海國際仲裁，是別有

用心。美國攜菲律賓提出凍結「南海行為準

則」，提議另起爐灶，是企圖將東盟其他國家

甩在一邊，是架空東盟的做法。中國提出南海

問題「雙軌思路」是將東盟整體地位抬高，讓

東盟參與南海爭端解決，得到了廣大東盟國家

的積極呼應。中國始終是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

力量，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願與地區國

家一道，建設亞洲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

命運共同體。

在結束系列會議日程後，李克強將開始訪問緬

甸。相信通過這次訪問，將會進一步加深中緬胞

波情誼，提升兩國全面戰略合作水平到新的高

度。 （相關新聞刊A8版）

「雙軌思路」有利維護南海和平穩定
高等法院拒絕旺角禁制令的上訴許可，以

及暫緩執行禁制令的申請。反對禁制令的上

訴理由重複，目的只是為拖延時間，阻礙落

實禁制令。法庭拒絕上訴清楚表明，禁制令

必須得到執行，以盡快恢復法治秩序。任何

拖延或對抗執行禁制令的行為，將會受到法

律制裁。

法庭頒發禁令理據清楚，但「佔中」搞

手輸打贏要，不接受法庭的裁決，一再以

同樣的理據作為抗辯，而且不斷上訴，其

目的不過是要拖延禁制令落實，阻礙執達

吏、警方採取執法行動，好讓佔領行動繼

續下去。法庭已釐清阻礙禁制令干犯藐視

法庭罪，後果嚴重，可被判監禁。佔領者

應尊重法庭判決，盡快自行離開佔領區，

否則，警方將堅決清除路障，並對抗拒者

採取拘捕行動。

必須指出的是，此次要求撤銷禁制令的訴

訟中，申請者獲批法援，當中包括有「長洲

覆核王」之稱的打官司老手，以往申請法援

狙擊政府屢試不爽。霸道佔道本身已是違法

行為，參與者明知自己犯法，如果認為犯法

有理，就應該自己出錢請律師抗辯，而非利

用法援去做非法阻路害人的事。最荒謬的

是，法援署竟然會接納這些非法佔領者的申

請，以公帑援助損害社會利益的行為，這對

受「佔中」損害的納稅人極不公平。

有獲得法援的反禁制令申請人竟然大言不

慚地說，反對禁制令是為了捍衛基本法所賦

予的結社、集會、遊行的自由。佔領行動的

目的是為了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照基本法

對政改作出的決定，要求違反基本法的「公

民提名」，根本是在否定基本法。佔領行動

參與者從來就不尊重、不遵守基本法，卻聲

稱捍衛基本法，簡直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二

字。

事實上，以往港珠澳大橋、外傭居港權等

案濫用法援已備受詬病，官司無論贏輸，都

要由公帑付鈔，律師費用照收，受害的是納

稅人。法援被濫用，法援署難辭其咎。法援

署讓缺乏充分理據提出法律訴訟的人士得到

法律援助，不僅對納稅人不負責任，而且是

對公義的顛覆。此次佔領行動有人申請援助

反對禁制令，更反映法援濫用公帑、妨礙伸

張正義的弊端，此弊端一日不除，香港一日

不得安寧。

禁制令必須執行 濫用法援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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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鍾立）違法
「佔中」擾亂及撕裂社會，「佔中三丑」中的戴
耀廷來自香港大學，陳健民則來自中文大學。中
國華僑公益基金會副會長、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永
遠榮譽主席和永遠名譽主席林廣兆、胡國贊昨日
呼籲教育當局和有關大學，解除戴耀廷、陳健民
的大學教師職位，依法追究兩人的刑事責任。

批復教職對社會不責 校內禍害學生
林廣兆和胡國贊昨日表示，戴耀廷、陳健民策
劃組織違法「佔中」，給香港帶來亂象，破壞香
港法治，給各行各業和市民帶來巨大損失，「這
樣的始作俑者，怎麼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不被追
究法律責任？」讓他們恢復大學教職，是對社會
不負責任，他們將會在校園內繼續禍害學生。
他們批評，身為「傳道、授業、解惑」的大
學師者缺乏師德，為了私利不顧社會、不顧國
家、不惜破壞法制和公眾利益，這樣的人很容
易把不諳世事的學生帶入歧途。正人必先正
己，但戴耀廷作為一名大學法學教師反而教導
學生違法，陳健民這個大學社會學教師卻鼓動
學生禍亂社會，這樣不把法治尊嚴、師道準則
放在眼裡的人如果還在職，還有多少學生會毀

在他們的手上？

指不因政治背景違《教例》不處分
林廣兆和胡國贊指，《香港教育專業守則》
明確規定，教育工作者「應尊重法律及社會接
受的行為準則」，而香港的教師註冊是有條件
的，如犯「專業失當」或「刑事罪行」，會被
取消註冊。所以，不能因為兩人的政治背景，
就容忍他們違反《教育條例》而不受處分。戴
耀廷、陳健民敗壞了為人師表的形象，對社會
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教育當局和大學有理
由也有責任解除他們教席。
他們批評，戴耀廷曾說過應該由中年人打頭

陣，不希望學生站在最前線，但最後到了發起
「佔中」的時刻卻還是要學生罷課「衝鋒」，
顯然是明知故犯。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戴耀廷
竟然不准自己 3個已成年的孩子參加「佔
中」。對比一下，可以看清他的面目，慫恿、
鼓惑別人的子女，對自己的子女卻加以保護和
愛惜，香港的家長們，一定會看清。
林廣兆、胡國贊還表示，像香港大學、香港中
文大學這樣的高校，聘用教師是希望他們教書育
人，為社會培養人才。然而戴耀廷和陳健民卻教

唆學生參與非法集會，提出種種諸如要求特區首
長下台、意在推翻政權的非法、無理的要求，長
期堵塞交通要道、擾亂社會秩序、損害市民生
計、破壞香港法治。像這樣的教師，萬萬不可繼
續任用。希望相關高校負起責任、珍惜自己的聲
譽，約束並防止教職員做出違法亂港的行為。

港大：信師生為自己行為負責
港大發言人昨日稱，大學教職員有嚴格履行
其合約的職務責任，但其私人時間的活動則是
個人選擇。港大崇尚學術自由，並相信師生能
充分意識到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自由，包
括學術自由，與責任當是並存的。」
另外，針對戴耀廷涉將來歷不明的資金捐予

港大以籌劃更多相關活動，令該校被質疑放縱
師生缺課違法及未能合適處理捐款。港大發言
人指，港大一向有依從標準程序確定捐款來
源，而大學的資金必須用於恰當的教學、研究
和服務社會用途，校方也設有程序查核來源及
審視款項的用途，包括涉及戴耀廷的捐款項
目。校方確認近年的主要捐贈安排均遵循捐贈
指引行事，但會不時檢視實際情況及需要，研
究是否要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沙田官立中學
早前的中二級中文科測驗卷，於「成語運用」
填充部分引用了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非法集結
的示威者為情景，但被人批評行文用字偏頗，
學生必須要褒揚示威者及批評警方才能得分，
被各界質疑藉此「洗腦」，有違專業操守，更
引發不少家長和市民到校門外抗議，反對政治

入侵校園。校方昨向全校學生家長發信解釋事
件，稱擬題時並無其他動機，校方對所引起的
誤會致歉，又承諾指學校在教學時會嚴守政治
中立，日後擬備各項教學活動時會更嚴謹處
理。
沙官家長信解釋稱，是次「成語運用」考核
部分出自《五用成語手冊》一至四劃的內容，

標準答案與網上所流傳的不符，並重申擬題旨
在考核學生對於成語的認識和運用，沒有其他
動機，校方對事件引起誤會表示歉意。
家長信又指，學校教學團隊會透過協作和交

流，完善專業的教育素質，強調日後會擬備各
項教學活動時，會更嚴謹處理。而校方亦會嚴
守政治中立，保持客觀持平，容讓不同意見的
表達，並注重師生互動、多角度和批判性思
考，期望能與家長合作，培養德行兼修的學
生，回饋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佔中」亂局侵擾學界，本地龍頭院
校香港大學亦難以幸免。有自稱是港大學生的網民表示，有感該校法
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將學生推上暴力抗爭之路」，以及參與「佔領」
的同學忘記「明德格物」的校訓，認為港大已被「佔中」玷污，但校
方卻依然「沉默不作為」，故呼籲同學下學期罷交學費，並希望校方
及校長馬斐森可以有點作為，恢復該校名譽。

斥戴「枉為人師」盼校方採行動復聲譽
該名學生指，戴耀廷將學生「推上暴力抗爭之路，又做了縮頭烏
龜」，怒斥他「枉為人師」，建議他盡快辭去港大教席；參與「佔
領」的同學則漠視香港市民的聲音，忘記甚麼是真正的「愛與和
平」，認為港大因他們而變質。
該名學生表示，「作為一名普通的港大學生，我想珍惜得來不易的教

育機會，不想從港大畢業後，只留下『佔中』這個暴力標籤。」因此發
起「罷交學費運動」，希望校方採取行動，恢復港大聲譽。

網民讚學生夠熱誠明辨是非
該篇文章於網上討論區引起不少討論，有網民直言「支持罷交，港

大都應該為佢做出嘅行為負返責任！」有網民則批評港大作為大學，
卻縱容學生違法「佔中」、影響法治，根本沒有資格收學費。有網民
無奈表示，港大對「佔中」的表態令人好失望，沒有一點原則，希望
校方可出來給予一個交代。
有部分網民則表示，欣賞該名學生的熱誠及明辨是非，但不贊成他

們罷交學費，「因如果咁做，你們跟那班街霸有甚麼分別。但我覺
得，學生們應組織簽名出信給校長。」
港大發言人昨日回應表示，該校不時也收到不同意見，校方會了解

這些意見。

兩名被捕的「佔領區糾察」分別為工
黨的郭紹傑及民主黨的柯耀林，昨

日清晨獲准保釋後返回金鐘「佔領區」。
他們向傳媒聲稱，事發時只是協助制服懷
疑搞事人士，不滿警方反拘捕他們。兩人
代表律師、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聲
稱，根據法例市民可協助執法。

民陣非法遊行 無視「黃標」警告
民陣昨日也為此遊行，要求警方就事件道

歉，並要求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下台。遊行期
間，警方一度指是次遊行屬非法行為，並向
參與者舉起黃色警告標語，要求遊行者離
開，一度引起推撞，但有關人等並無理會。
警方昨日發出聲明，指市民若有需要

立即制止犯罪行為，甚至制服涉嫌人士，
務須衡量當時的實際情況及自身的能力，
更必須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警方強調，市民只可使用就當時環境

而言屬於合理及相稱的武力控制疑犯，但
沒有搜身的權力。市民拘捕疑犯後應立即
知會警方，將疑犯交予警務人員處理，並
提醒市民如在拘捕疑犯時使用過分武力，
可能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警方重申，警方有法定的權力拘捕涉嫌干

犯罪行的人，絕不容忍任何暴力事件，任何
人如有違法行為，不論任何背景，警方一定
會不偏不倚、公平公正處理，呼籲市民若目
擊任何人干犯罪行，應立即通知警方。

簡松年：「擲豬客」無再襲擊「郁手」不當
就2名被捕「佔領區糾察」聲稱警方拘捕

他們有「政治目的」，本身為律師的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當時3名投擲內臟疑犯，在投
擲穢物後只是指罵他人就離去，並無作出
進一步行動和襲擊行為，沒有需要以武力
再阻止其他罪行發生。然而，疑犯事後卻
明顯受「糾察」弄致受傷並被綑綁，使用
武力程度明顯不符當時情況，形同進行私
刑。
簡松年指出，在沒有身體接觸的情況

下，3名擲物疑犯一般只構成普通毆辱，
是最低度的襲擊罪，「糾察」卻對他人採
用過度武力，可能構成更嚴重的襲擊他人
導致他人身體受傷的罪行。他說，警方拘
捕2人說明社會不容許濫用私刑，制服疑
犯亦需堅守法治精神。

陳永良：索帶綁手腳或犯非法禁錮

律師陳永良亦認為，3名擲內臟疑犯
並無進一步傷害他人意圖，一般只涉普
通襲擊罪，罪行相對輕微，警方亦鮮有
綑綁手腳處理沒有暴力傾向的疑犯。然
而，2名「糾察」卻令對方明顯流血受
傷，更以索帶綁起對方手腳，不但涉嫌
觸犯襲擊導致他人身體受傷罪，更可能
干犯非法禁錮。
他強調，任何人目擊罪案發生，應第一
時間報警，「佔領」者無理投訴警方拘捕
他們，只會令公眾認為他們爭取所謂「民
主自由」就有特權，對警方絕不公平。

康文署：有需要開醫委會查病假
另外，任救生員的郭紹傑持續請病

假，卻「龍精虎猛」地當黎智英的「私人
保鑣」，被質疑在「呃假」，有網民要求
當局刑事調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發言人
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稱，為保障員工的私
隱，該署不會評論個別人員的個案，但強
調署方一向按照公務員相關規例、守則和
既定程序處理員工的工傷及病假個案。如
有需要，署方可以考慮根據相關程序召開
醫事委員會，或拒絕批准因本身行為不當
或故意疏忽而抱病的公務員放取病假。

■ 郭 紹 傑
（右）及柯
耀林涉濫用
私刑，反對
派卻大做文
章 ， 屈 警
「 政 治 打
壓」。

梁祖彝 攝

■有自稱是
港大生的網
民發起罷交
學費，不滿
發 動 「 佔
中」的師生
將 校 譽 玷
污，而校方
卻沉默不作
為。

網上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