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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還使用了「白馬非馬」的詭辯術，說自己雖
然和外國總領事接觸，但並不是從事非法行為。這樣
反而說明他的理虧心虛。很簡單，特區政府官員在公
務上，也有和外國政要接觸。但是，他們是光明磊落
的，無非是介紹特區政府的政策，這是他們工作的一
部分。所以，沒有人懷疑特區政府官員勾結外國勢
力。

戴耀廷裡通外國證據確鑿
但是，戴耀廷完全不同，他要搞什麼「研究」，

要緊密地會見英國和美國領事官員，大可以將內容
公布出來。但他不敢公布，反而極力掩飾。公眾社

會都非常清楚，英國和美國高調支持「佔中」，響
應戴耀廷的政治要求。及後就出現了港大「匿名捐
款」事件，有關捐款用在什麼地方？原來是有指定
用途，是用作法律學院和文學院的「佔中」會議和
討論會，還有是為「佔中」造勢所進行的民調，這
兩個項目明顯是為「佔中」非法行動服務，是犯罪
活動的一部分。為什麼戴耀廷要採用隱姓埋名方
法，不把捐款者名字公布出來？並且採取了迂迴曲
折的手法？
所有犯案的人，在犯案前期都會做許多準備工

作，有大量的金錢轉移。所有的犯罪者都會說，有
關金錢並非用作非法用途，或者說「我一概不知

情」，這種辯解在罪案中司空見慣，但最後都成為
證據。理由很簡單，「不知情」並非可任憑被告胡
說八道，就可以被法庭接納。因為有很多證據，證
明被告人有犯罪動機，也有犯罪行動，這些證據串
連起來，就會組合成一個過程，證明犯罪人的確有
罪。有一些貪污的人，收了很多錢，他詭辯說，我
不知道這些錢怎樣來的，只不過是他欠了我錢，所
以我就收錢了。但是，法律規定，任何人向官員送
錢，就是賄賂。在國際上，外國的官員，通過一定
渠道，隱姓埋名大量送錢給一個反對政府的人作為
活動經費，結果，有關非法及暴力行動發生了。很
明顯，這就是外國勢力通過「黑金」控制當地的政
治勢力，干預別國內政。這樣的金錢輸送，肯定是
非法的，說成是正常的國際研究交流，是不會有人
相信的。

甘願當美國的政治傀儡
戴耀廷煽動和指揮「佔中」，絕對不是「學術研

究」。戴耀廷想移花接木，根本就不可能，也不會有
人相信。而且，戴耀廷、陳健民等人，早就被揭發從
2013年初到正式發起「佔中」以來，一直和英國、德
國、加拿大、澳洲、日本等國的駐港領事人員會面，

討論香港政治情況及「佔中」進展。其中與英國和加
拿大領事人員會面尤其頻密，僅去年一年內就四度見
英領事，有兩次還是英領事緊急約見，戴更是馬上安
排「隨約隨見」。
儘管戴耀廷很少公開提及尋求英美政府支持「佔

中」，但在與英美官方人員的電郵來往中，數次明確
提及希望英美政府支持行動。例如，戴耀廷回應美國
國會研究服務（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分析
員Michael Martin有關美國國會在「佔中」行動有何角
色時表示：「我們不會要求國會做任何事情，但一個
支持香港民主的強烈聲明，可以對北京官方增加壓
力」。這難道不算明顯的勾結外國勢力，要求外國勢
力的支持，出賣國家主權？難道學者有這樣的研究
嗎？難道這些行為，可以和特區政府官員向外國宣傳
「一國兩制」的行為等同嗎？
戴耀廷的「正常不過」，只不過說明了出賣國家利

益的人，說出了「秦檜和番邦內外勾結，正常不過」
而已。戴耀廷的「爭取民主」，其實是爭取美國操縱
的民主，甘願當美國的政治傀儡而已。既然電郵已經
說明了，他和美國官員的來往絕對不是學術研究，而
是內外勾結，請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這就是賣
國的行為。

高天問

戴耀廷既然承認電郵真確 又豈能抵賴勾結外國勢力？
文匯報近日揭露了戴耀廷和外國勢力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及「佔中黑金」的來龍去脈。戴

耀廷立即上電台回應，指他的電腦被黑客入侵。他還說港大是國際級大學，學者因為研究而

與外國人往來，是非常正常的，不應該說為外國勢力服務。戴耀廷的回答，可說是欲蓋彌

彰，說明戴耀廷的確有為外國勢力服務，合謀策動「佔中」。戴耀廷並不否認文匯報有關他

會見外國總領事，電郵頻密來往的報道，反而倒打一耙，說這些證據曝光，是有黑客入侵了

他的電腦，他受到了「監視」。這是故意轉移視線。既然有關電郵是真的，他與外國勢力勾

結也證據確鑿，又豈能抵賴勾結外國勢力？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官方刊
物《學苑》出版的兩份書刊，以及「佔中」的學生領袖有錯誤主
張，不能不警惕。實際上，香港大學學生會轄下的刊物《學苑》，
繼2014年2月號以「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作主題和2014年9月號以
「香港民主獨立」為主題後，在10月更出版了《香港民族論》一
書，延續鼓吹「自決」、煽動「港獨」的不軌圖謀，出版時機更巧
合地配合「佔領」行動，明顯是要把學生刊物變成為「反中亂港」
的平台。
去年10月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將港大學生會2013年度《學苑》
的總編輯、副總編輯、專題編輯和數名學者評論員的文章輯錄成書，
其中部分文章卻是以所謂「本土意識」、「民族自決」為題材，探討
「建國」和「獨立」，醜化國內形象，挑動香港社會歧視內地民眾，
無中生有，論點主觀一廂情願，部分段落的字裡行間更暗示香港人為
「獨立」的「香港民族」，無視香港人是中國人，混淆身份事實，意
識大膽，荼毒讀者。
其中，該書的序言《序言二》中，更稱「港人亦理應擁有自己國家

的權力，與世界其他各國平起平坐，這是理所當然的」，這些謬論無
視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現實，煽動架空香港基本
法，挑釁國家主權並意圖顛覆政權，口出狂言要把香港分裂出去，謀
求搶奪香港管治權，打出「命運自主自決」旗號，與「港獨」論說同
出一轍。
書中有文章更模糊了民族的概念，提倡「分離主義」，以配合把

其「民族的自決權利」謬論合理化。書中也借香港文化的獨特特徵
和多元化，強化所謂「本土意識」，放大文化本質的不同，以增強
其「香港民族意識」歪理。《學苑》繼9月號的「香港民主獨立」刊
物中觸及「軍事」的敏感議題，大談「武裝獨立」的可行，此書部
分段落更探討「主權」和「外交」的禁區。在《香港是否應有民族
自決的權利？》一文，更妄想「香港成為主權國家」、「憲法可以
重新由香港人自行制訂」及「發展出一個完善的外交部」，並暗喻
中央為「其他國家」、「其他政府」，赤裸裸的主張香港脫離中央
管治。
《香港民族論》的文攻，再配合去年「佔領」行動中激進勢力的暴

力衝擊，這股歪風已經成為香港市民的「公敵」，各界實在不容忽視
「港獨」勢力的擴張。「港獨」激進分子時刻只想「拉倒」香港管治
團隊，把香港弄得越亂，他們越有條件渾水摸魚，口喊極端分裂的
「港獨」口號，是無視法律、不切實際的荒唐之舉。學生若不務正
業，勾結「港獨」分離勢力，助紂為虐，實在不應享受政府對大專院
校每年的巨額津貼。借高等學府鼓吹「港獨」的學生還是速速退學為
上策，不要再冠上「學生政客」的光環生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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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突然提出「辭職公投」這種自殘建議，在民主黨內，除了打算渾
水摸魚的少壯派外，大多數黨內大佬及骨幹成員都反對，原因一方面是
「辭職公投」難以得到民意支持，在區議會選舉前搞出一場「大龍鳳」，
勢是造到了，不過卻是令民主黨敗選之勢，未必有利選戰；另一方面，民
主黨目前正面臨嚴重財赤，一連串官司訴訟，加上因為參與「佔中」而令
到在商界籌款能力大減，民主黨要應付11月區議會選舉的多點開花已是極
為吃力，還有何餘力打一場毫無意義的「超級區議會」議席補選？何俊仁
自己想撈取政治光環，卻要民主黨「埋單」，這是劉慧卿等人最不滿的地
方。當然，如果黎智英肯「包底」，情況可能就不一樣。
民主黨下月將舉行籌款晚宴，這是政黨的一大「水喉」。但據稱不少商
界人士都拒絕參與。原因很簡單。過去民主黨能夠爭取到商界人士捐款，
主要由於其相對較理性、溫和的路線所致。然而，去年的「佔中」行動
中，民主黨卻大舉參與其中，導致香港社會怨聲載道、商界叫苦連天，反
映了民主黨愈走愈激的政治路線。這明顯與商界的利益相違，既然民主黨
已經變成社民連、「人民力量」一類的政黨，商界難道還要捐款給他們倒
香港米？
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是，大批民主黨人因為參與違法「佔中」而惹上官
非，相信在短期內就會陸續被拘捕。「佔中」雖然設立所謂法律支援小
組，但參與的多是「新手律師」，人手也嚴重不足，況且他們最多只會提
供折扣，不會免費為被捕人士提供法律支援。即是說大批民主黨人士的律
師費將要「貴客自理」，而初步估計有關費用高達數百萬元。民主黨既然
發動成員參與「佔中」，自然有責任為他們提供財政支援。如果有關訴訟
拖長下去，費用更隨時是天文數字。
民主黨一方面開源乏力，一方面因為錯誤政治路線而「流血不止」，財
政面臨極大壓力。然而，民主黨始終是反對派大黨，在區議會選舉上更一
直佔有優勢，絕不可能放棄區選戰場。同時，民主黨有大批第二梯隊準備
上位，都需要參選區議會作為從政踏腳石。因此，在區選上將會繼續派出
「大軍」參選。香港政黨都會為其黨員參選提供援助，基本上派人愈多成
本愈大。所以，公民黨眼見勝選不大，乾脆打出「精兵牌」，並且通過激
進網民以「公民黨B隊」的身份參選，正是無謂浪費資源也。「三軍未
動，糧草先行」，以津貼一個參選人2萬元計，100人參選就是200萬元，
民主黨的財政壓力可想而知。
但就在這個時候，「年齡與智力成反比」的何俊仁卻提出「辭職公投」

建議，並且授意其愛將尹兆堅接班。「超級區議會」議席是全港一選區，
就是如何節約使費，百多二百萬元是基本的，何俊仁會承擔嗎？接棒的人
會承擔嗎？都不可能，最終還是要民主黨出錢。在區議會選舉前平白進行
多一場全港性選戰，雖說可能有宣傳之效，但卻等於連打兩場大型選戰，
在議席上更得不到任何好處，因為何俊仁的議席本身就是民主黨的。民主
黨花多一倍人力物力財力，打的卻是一場沒有意義、沒有目標、沒有收穫
的選戰，有這樣愚蠢的建議嗎？何俊仁成為眾矢之的是應有此報。然而，
如果這個建議是黎智英提出，並由他提供財力，民主黨及其他反對派政黨
能夠反對嗎？他們夠膽對老闆說「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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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人心的違法「佔領」行動慘淡收場，
發動這場「雨傘革命」的暴徒如今正面臨應
有的法律懲治。本來，他們應該噤聲閉氣夾
着尾巴躲在陰溝裡瑟縮喘氣，但這批死不悔
改的反對派竟然囂張跋扈厚着臉皮叫嚷，聲
言要堅拒「政改五步曲」的進行。這種行
徑，明顯說明他們所爭取的並非市民福祉和
社會利益，而是立心搗亂，孤注一擲地要破
壞香港的民主進步和發展動力。
大量事例證明，此次「佔領」行動與國

際上屢次出現的「顏色革命」同出一脈。
以「佔中三丑」中的戴耀廷為例：文匯報1
月9日以數版篇幅報道了此丑與外部反華
勢力勾搭串聯的事實。79天動亂中，他們
使用暴力對抗執法人員，毀壞了無數公
物、政府建築，偷竊電力、建築材料等。
他們的口號毫不掩飾其內心要求：反港反
中，要打倒香港特首和主要官員，要推翻
全國人大決定，聲稱人大不代表他們，更
赤裸裸地提出要「命運自決」、要「公民
提名」、要「香港獨立」……
於是，黑雲壓城遍地鬼火。幸賴中央的

明確支持，港人終於捱過了這79天的厄
難。「佔中」原來提出要「佔領中環」癱

瘓香港政經中心、影響金融股市，從而打
擊香港的國際地位。但事實上點起多處火
頭的「佔領」暴民，影響的主要是老百姓
和普通商戶的生意，以致怨聲載道。暴民
被千夫所指恍如過街老鼠；除了少數被國
際反動勢力收買了的學棍和職業學生之
外，絕大部分青年學生只是被西方激進民
主自由思想煽動，盲目參加瞓街、衝擊、
「鳩嗚」；不法分子又乘機渾水摸魚趁火
打劫。搞事者散布各種歪理，網上竟然流
傳：「生於亂世，有種責任」這錯判和茫
然的誑語。智者如王卓褀教授已發文分析
所謂「亂世」，而香港市民生活着的本來
就是「盛世」。這批網民茫然不着邊際地
叫嚷「有種責任」，說明了許多激進青年
或其他追隨者根本就茫然不知所做是為何
目的，他們打着「我要真普選」的直幡，
實際上不知道何謂真普選，也不知道他們
反對的是什麼。這些盲頭烏蠅不知道這隱
晦的口號深藏着的是反政府、反中央、破
壞法治、扼殺2017普選的險惡用心，這就
是他們那不能訴之於口而只能暫時隱藏於
心的「責任」。
要說青年人和港人當前真正的責任，當

然是在平復了「佔領」的亂局後，收拾心
情全力投入「政改五步曲」的第三步，做
好諮詢工作，更實事求是具體地研究在基
本法和「8．31」決定框架下如何實現2017
年普選。
千分析、萬解構，大家心知肚明，民主

社會不可能一朝建成，民主政治不能一步
登天。今天，我們要爭取2017年全港500
多萬人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民主政制跨出
一大步。
其實，政改方案如果被立法會的反對派

議員否決，不僅違背了絕大部分民情民
意，也再一次清清楚楚地向廣大市民暴露
了他們的賊子狼心。反對派就是毫不講道
理，死硬反對，明知不可為而為，硬要中
央聽他們的叫嚷，舉起「我要真普選」的
直幡，企圖招回殖民者的鬼魂，妄圖在重
歸祖國懷抱的香港樹起龍獅旗搞「獨
立」——香港人當然絕不同意。
怡人景物遍中華，境界開懷遍地花，華

夏志圓千載夢，年年彩筆畫彤霞。值此新
春之際，讓我們全力推動「政改五步
曲」，克服萬難爭取達成普選，讓港人在
走向民主普選的道路上邁出一大步！

循序漸進建民主 邁步政改納眾心

申不平

煽「港獨」證據確鑿《學苑》回應欲蓋彌彰

《學苑》本來是一本學生刊物，內容主要是社會時事以及校
園資訊。但自從周永康早年當上《學苑》副總編輯後，大肆調
整該校園刊物的風格，將原來主要討論校園話題的內容，變為
主要探討社會議題，而且立場愈趨激進。
在去年2月號，《學苑》更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為題，

發表了多篇文章，提出香港應「公投」變成獨立政治實體；甚
至杜撰出所謂「香港民族論」，來為「港獨」製造所謂「學術
理據」；其後9月，《學苑》更以專題形式，發表「討論禁忌
話題－香港獨立」，文章的前言並赤裸裸地指出「現時政改並
非談判，而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更探討所謂「武裝獨立」的
可行性。2013年，《學苑》更編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
的書，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擺明車馬的煽
動「香港自立」，繼而尋求「港獨」。隨後，這一刊物在學生
首輪罷課期間派發，成為後來學生罷課，衝擊警方防線等一系
列違法行動的重要催化劑。這說明梁振英的批評是有理有據。
然而，《學苑》在聲明上卻指這是「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營造白色恐怖。」與《學苑》同氣連枝的港大學生
會亦指什麼「抗議侵凌編採自主 公義訴求無容置疑」。說明
《學苑》以及港大學生會直到現在還想誤導公眾，偽裝成一本
純粹的學生刊物。首先，《學苑》不但散播「自決」、「港
獨」歪風，更煽動學生參與違法抗爭，甚至是「武裝革命」，
這已經不是傳媒應有的所為，而是變成政治宣傳工具。這樣，
批評他們又何來打壓言論自由和編採自由呢？

妄圖以言論自由掩飾「港獨」勾當
而且，就算是言論自由也不是沒有邊界，例如不能宣傳違法

思想、不能鼓吹損害國家安全以至煽動「獨立」的言論，否則
執法當局可引用與國家安全法律有關的條例予以取締，包括
「民主典範」的美國、英國莫不如此。現在看看2014年《學
苑》專題編輯甄健華的文章，「港獨運動是一場分離主義革
命……必然出現流血衝突……獨立之法不外乎有三：武裝獨

立、境外勢力扶植獨立、以及政治協商獨立……所謂武裝獨
立，是指地區戰力通過與主權國進行武裝鬥爭，以達至獨立自
治……有關本土陸地部隊的組成方式，大可參照新加坡的軍民
比例。」這一篇文章放在哪一個國家，都肯定會觸犯國家安全
法，因為這已經是在赤裸裸的鼓吹「武裝革命」，要推翻現政
府實現「獨立」。難道對這些文章可以視而不見，當作是自說
自話？當然不可能。特首代表特區政府批評有關文章是合情、
合理、合法之舉，這是伸張正義，維護國家安全的應有之義，
與打壓言論自由沒有一點關係。
港大學生會和《學苑》主要負責人，早已是「並肩戰鬥」的

戰友，也是反對派內最激進的一群。在非法「佔中」行動中，
他們已經通力合作，你為我搭台，我為你唱戲，彼此沆瀣一
氣。現在他們的「港獨」勾當被揭發出來，就惱羞成怒發表
「文理不通」的所謂聲明，不過是欲蓋彌彰，妄圖利用「言論
自由」的外衣，掩蓋他們煽動「港獨」的不法行動。事實已經
很清楚，港大學生會和《學苑》任何砌詞狡辯，無謂的叫囂指
責只凸顯他們作賊心虛，欺騙不了公眾，反而自暴其醜。

特首梁振英昨日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時，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提出「自立自決」，

認為不能不警惕《學苑》和其他學生的錯誤主張。對梁振英的批評，《學苑》以及港大學生會隨即發表

聲明回應，指責政府「打壓言論自由」，聲言《學苑》是為公義發聲云云。《學苑》以及港大學生會的

聲明不但迴避問題焦點，更是欲蓋彌彰。《學苑》在其專題及刊物上公然打出「港獨」字眼，甚至提出

「武裝革命」的構想和建議，已經證據確鑿，根本不是甚麼學術討論，而是鼓吹「分離主義」，宣揚

「武裝獨立」。難道因為他們學生的身份，就可以任由他們發表各種違反憲法、違反國家安全的言論？

特首身為特區之首，有責任對這種「港獨」歪論直斥其非，這與編採自主無關、與言論自由無關。《學

苑》以及港大學生會沆瀣一氣煽動「港獨」，理所當然受到社會輿論譴責，發聲明不過凸顯心虛而已。

■責任編輯：王曦煜 2015年1月15日（星期四）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特首昨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圖
為香港大學學生會會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