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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3月1日由「熱血公民」等激
進派發動的「光復元朗」行動中，多
名示威者因違法衝擊被捕，3男1女分
別被控以襲警及阻差辦公罪，其中女
文員吳麗英被指控「以胸襲警」，經
審訊後4人全被裁定罪名成立。本
來，這只屬一宗普通的刑事案件，但

在審訊期間，有激進派竟然威嚇裁判官陳碧橋，有人
在法院門外高喊「狗官」，有人更在網上發表大量具
威嚇性的留言，這些行徑不但是對法官人身安全的威
脅，更是對香港法治社會的挑戰，對香港核心價值的
侵害，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

然而，一直將司法獨立喊得拆天的反對派政客，包
括一班公民黨的大狀、律師，卻是政治蓋過專業，屁
股決定腦袋，竟然對有法官被威嚇一事不置一辭，沒
有批評激進派惡行之餘，日前更糾眾到警察總部外示
威，反過來指責法官判決過重。有反對派政客可能出
於自身的特殊癖好，在大庭廣眾男兒身戴胸圍，以諷
刺「胸襲」事件云云，但卻是怪模怪樣，丟人現眼，
以為羞辱他人，實質自暴其醜。不過，他們雖然外表
「騎呢」，但其行為性質卻極為嚴重，等於是公然抹
黑法庭，已經觸犯了藐視法庭罪，警方應該將有關人
等拘捕，而一些法律工作者知法犯法更應除牌處罰，
不要讓這些害群之馬影響香港法律界名聲。

事實上，反對派是有意扭曲、炒作所謂「胸襲」
事件。從當日片段可見，吳麗英不但故意用胸撞向
警員，接着更高喊被「非禮」，目的顯然是要誣陷
警員，並且煽動激進者發動衝擊，意圖製造更大的
混亂場面，威脅社會治安以及在場人士安全，這才
是裁判官判她入罪的主要原因。而且，吳麗英早已
是慣犯，過去屢次參與違法抗爭，早有前科，當日
企圖製造「非禮」事件煽風點火，居心不良，判處
具阻嚇性刑罰，合情合理。反對派以「胸襲」來轉
移視線，不過是將焦點模糊，大打悲情牌，試問如
何令人信服？
司法獨立是香港法治社會的基石，法官判案絕對不

容威嚇。現在反對派政客及激進派不但攻擊警員和法
官，更在社會上發動連串的政治行動，目的就是向執
法和司法機構施壓，令警員動輒得咎，令法官不敢再

依法判決，甚至是息事寧人將違法者輕輕放過，這才
是反對派發動連串政治行動的真正目的。如果讓他們
得逞，香港的司法獨立必將蕩然無存，將來違法亂紀
者只要打出政治旗號，高喊「爭取真普選」，警方及
法庭都莫奈他們何，香港還有何司法獨立可言？市民
的人身安全還如何得到保障？
香港是世界排名前列的安全城市，當中主要歸功於

一隊專業的警隊，而法治更加是香港繁榮安定的基
石，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但現在反對派卻不斷
侵害香港的基石。在港大副校長事件中，公然向校委
會施壓，「霸王硬上弓」迫其接納一個不夠格的陳文
敏做副校長。現在他們又要攻擊依法判決的法官，抹
黑盡忠職守的警隊，為了政治目的不斷對香港珍而重
之的制度及價值潑污水、挖牆腳，蠶食香港的核心價
值，這才是香港社會的最大威脅。

炒作「胸襲」事件干預司法侵害核心價值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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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遵義撰文出於對學生的愛護
上周二暴力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中，校委劉麥嘉軒

被示威者包圍，不適送院被阻，其夫前中大校長劉遵
義昨日在報章發表文章，形容妻子被「暴徒」追截、
咒罵，希望他們不是大學生，並認為應對當晚參與暴
徒式行動的年輕人「小懲大誡」，如監禁一天，或做
100個小時社會服務令。他又指事件令人質疑納稅人的
錢「是否應該繼續被用在驕縱這些以自我為中心、對
其他人的自由和權利全無尊重和關切的『被寵壞的小
混蛋們』身上」。

劉遵義指早前衝擊港大校委會的年輕人是「被寵壞
的小混蛋」，並認為對他們可「小懲大誡」，是出於
對學生的愛護，猶如寵愛孩子的家長對被寵壞的孩子
昵稱為「小混蛋」一樣。劉遵義認為對暴力衝擊學生
「小懲大誡」，更加顯示對學生的護犢之情。

實際上，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任何人
因普通襲擊而被定罪，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訴程序審
訊的罪行，可處監禁1年，而襲擊他人導致其身體傷害
的刑罰比普通襲擊更高。非法禁錮即完全剝奪受害人

的自由，即使是很短時間，也有可能涉嫌犯罪，根據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最高可處監禁7年。暴力衝擊
的學生不讓校委離開，更導致有校委受傷，警方有責
任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絕不能因為涉嫌者是港大學生
就可姑息縱容。劉遵義只主張對當晚參與暴徒式行動
的年輕人「小懲大誡」，如監禁一天，或做100個小時
社會服務令，顯示對學生的護犢之情。

梁家傑進一步暴露公民黨縱容學生衝擊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出席電台節目時，質疑劉遵義批評

學生前，有否考慮過導致社會撕裂及學生憤怒的原因云
云。身兼港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出席同一電台節
目時表示：「唔同意見就可以用武力，我坐你（梁家
傑）隔籬都有啲驚……」他又說，大學生應守法守禮。

實際上，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是公民黨幕後有組
織、有策劃的行動，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及一眾骨幹成為
暴力事件幕後推手，而被公民黨欲強行推上港大副校長
之位的陳文敏亦是公民黨的重要成員。公民黨為了力撐
陳文敏上位，不惜採取鼓動學生衝擊港大校委會的卑鄙
暴力手段，並且露骨地企圖再掀「倒梁」歪風，撕裂香

港社會，擺出對抗中央的死硬立場。梁家傑無理質疑劉
遵義，進一步暴露公民黨縱容學生衝擊。

梁家傑污衊說，校委會「等埋首席副校長」決定，
是由校委會內一些懂得弄權人士「玩嘢」的僭建程
序。但港大作為法定機構，校委會有按照程序和規定
任命副校長的充分自主權。從程序上講，應先由首席
副校長提出重置該職位的建議，再由組成的物色委員
會推薦副校長人選，最後提交校委會討論決定。鑒於
首席副校長對於該職位選任的重要性，據此理由延後
等候下一任首席副校長到任，並徵詢其意見後，再由
校委會作出決定，是合乎程序的。

港大校委會程序符合國際規範
英國與美國大學校長的遴選從來都不屬於大學教授

或老師的事，免於校內動員、抗爭與紛擾才是關鍵。
英國與美國大學實施大學董事會制，校長任期屆滿前
或出缺後，由董事會成立「徵才委員會」，廣徵各路
英雄好漢，甚至主動覓才，在美國通常以募款能力為
第一優先考慮，當然具有募款能力的人都是國內外具
有崇高社會地位與評價的人。

英國與美國大學具有嚴格的校長、副校長遴選程序，
大學校長、副校長遴選由董事會負責，董事會成員主要
由校外人士組成。遴選的程序為：校董事會任命成立一
個遴選委員會，由校董事會成員、教師代表、職工代表
以及校友代表等組成；由遴選委員會制訂候選人的條
件；經層層篩選，由董事會以全員投票方式選出校長，
再選出首席副校長和其他副校長並公佈結果。

哈佛大學校長、副校長的標
準主要有兩條：一是管理經
驗，二是學術背景。首先，深
厚的學術背景會在很大程度上
影響、發展和昇華個人的教育
理念，在高等教育追求卓越的時代，學術造詣可以保
持大學校長對於教育的遠見和方向感。大學校長、副
校長擁有高超的領導能力和管理水準，不僅可以凝聚
大學的整體力量，提高大學的教育品質，促進學術研
究水準，還能協調大學內、外部的關係。

梁家傑污衊校委會程序正義
港大作為學術和教學地位崇高的香港最高學府，每

年又有特區政府提供數十億港元的公帑支持，理應按
照程序選擇委任一位客觀公正、備受各界認同、有學
術造詣和行政能力的人士來出任負責行政事務的副校
長，以便協助首席副校長推動校政，讓廣大教師和學
生專注教學、科研和學業，從而令港大這塊百年金字
招牌持續成功。

梁家傑污衊說，校委會「等埋首席副校長」決定，
是由校委會內一些懂得弄權人士「玩嘢」的僭建程
序，這是對校委會程序正義的污衊。公民黨堅持「先
聘學術及人事資源副校長，才聘用首席副校長」，違
反程序正義。公民黨急於為陳文敏抬轎而置程序正義
於不顧，正好說明他們干預港大校政，捧陳文敏「上
位」當副校長，不僅是次序顛倒的荒謬，而且是「看
得見的不正義」、「看得見的卑鄙」。

梁家傑無理質疑劉遵義 暴露縱容衝擊無視程序正義
前中大校長劉遵義在報章撰文，指早前衝擊港大校委會的年輕人是「被寵壞的小混蛋」。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出席電台節目回應時表示，劉遵義在批評學生前，應該反思事件前因云

云。梁家傑無理質疑劉遵義，暴露公民黨縱容港大學生暴力衝擊和無視程序正義。從程序上

講，鑒於首席副校長對於副校長職位選任的重要性，據此理由延後等候下一任首席副校長到

任，並徵詢其意見後，再由校委會作出決定，是合乎程序的。

■青年民建聯昨日與劉江華(右五)會面，就青年政策交換意見。

青民倡吸更多青年加入諮詢機構

「毛姨」涉濫用議津
疑申公帑買「佔」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青年民建聯昨日
與新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會面，就青年工作
交流意見，並表達青民對2016年施政報告的期
望。青民主席顏汶羽在會上建議，特區政府應強
化諮詢架構的功能，吸納更多青年人才加入諮詢
機構，並建議官員定期與青年交流互動。
青民昨日在特區政府總部與劉江華會面約1小

時，顏汶羽、青民總監周浩鼎等10多人出席。顏
汶羽在會上建議，當局應成立公共行政學院，有
系統地培訓政治人才，向社會各界青年，包括政
界、商界人士開放招生，讓有志從政的青年得到
政治訓練。
同時，政府應吸納更多年輕人加入諮詢機構，

強化諮詢架構的功能，並建議官員定期與青年交
流，特別是加強在網上平台與年輕人互動。

倡中史必修 培港青史識
在教育方面，青民建議當局推動中史為必修

科，培養香港青年對國家歷史和發展的認識，並
要求當局繼續強化目前政策，容許助學金與貸款
進入內地，協助北上發展的青年。青民又建議重
推公屋租置計劃，讓年輕家庭可透過此計劃置
業。
顏汶羽表示，面對社會向上流動機會減少，跨

代貧窮問題日趨嚴重，政府有需要制定具前瞻性
的青年政策，包括提供平台讓青年參與社會事
務，尊重及聆聽青年的意見，令他們感受到政府
有信心解決一些老大難的民生問題。
此外，青民下星期將與歌星狄易達舉行「青民

飯局」。青民facebook專頁昨日透露，原來劉江
華對狄易達十分欣賞，大讚他跳舞「好勁」，更
建議青民下次邀請近期因推出新歌《羅生門》而
爆紅的麥浚龍，獲青民大讚他「真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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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針對樓價高企問
題，特區政府穩供
應措施漸見成果。
特首梁振英（見
圖）昨日發表網
誌，肯定發展局過
去3年努力覓地促進房屋穩步供應，最
近數據顯示，未來三四年合共可提供8.3
個單位創新高。他強調，有土地才有房
屋，以短中長期解決住屋不足問題，並
質疑拉布阻撓土地供應工作者的意圖。
他呼籲香港市民，尤其是地區持份者理
解土地和房屋的關係，支持特區政府覓
地建屋的工作。
梁振英昨日在其題為《有土地才會有

房屋》的網誌中，首先感謝發展局同事
過去3年努力覓地，令房屋供應有穩步
提升的趨勢。他指出，根據特區政府最
新數據，未來三四年，連同貨尾、未售
樓花和隨時可動工的項目，共可提供8.3
萬個單位，再創新高。較去年同期數字
的7.3萬個單位多出1萬個。

有地才有屋 續努力覓地
他續說，截至今年6月底，已落成樓

宇但仍未售出的單位為5,000個（去年
同期為6,000個），建築中的單位為6.3
萬個（去年同期為6.2萬個），扣除已
預售單位9,000個（去年同期為6,000
個），再加上已批出土地並可隨時動工
的項目 2.4 萬個（去年同期為 1.1 萬
個），未來三四年間大約可提供8.3萬
個單位（去年同期為7.3萬個），較第

一季度的7.8萬個增加了5,000個。
梁振英強調：「有土地才會有房屋，有土地才能

在短中長期解決住屋不足的問題。」他期待特區政
府同事再接再厲，繼續努力覓地，亦希望市民尤其
是地區持份者明白，土地不增加，便不可能增加樓
宇供應，「樓宇供應不增加，又如何回應廣大渴望
置業的市民？那些還以各種手段拉布，阻撓土地供
應工作的人士，意圖為何？」

根據立法會有關指引，立法會議員每年可向立法會申
報232.7萬元，作為辦事處營運開支等費用，每屆

會期亦可申領不超過25萬元用作開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
和通訊設備開支等。
昨日有傳媒揭發，毛孟靜去年10月8日，即「佔領」
行動發起後10日，購買了一個價值1,350元的鋁合金帳
篷、圍布、帳篷等。10日後又購買一部價值5,500元的
環保發電機、1桶白電油等，各項物品連運費合共花費
7,972元。

毛孟靜死撐「佔」用「冇問題」
毛孟靜在表格上稱有關開支用於金鐘立法會辦事
處，物品用於舉辦街站，如旺角街頭論壇及其他街頭
活動之用。她回覆傳媒查詢時死撐稱，記憶中相關物
品「一定無用在『佔領區』」，她定期會在旺角舉辦
論壇及擺街站，發電機是為支援音響，在「佔領」期
間購買是「剛巧替換」。

她更聲稱申領物品即使用於「佔領」也「睇唔到有
乜問題」，因為反對派27名議員都參與「佔領」云
云。
葉國謙質疑，有關物品明顯用於違法「佔領」行動，
相信公眾可自行判斷；將「佔領」這個違法行為都作為
立法會本身的工作範圍，市民會有判斷。
他認為，對方雖未有違反規定，但「公帑唔係咁

用」，他指地區活動用上帳篷，一般都不會申領立法會
開支，「難令人認同是立法會做法。」
他又指，即使申領定義寬鬆，也要靠議員自律：「街
頭宣傳根本不需要用到發電機，（如果）你說要秘書處
去確立這樣可以買，那樣不能夠買，我相信秘書處亦未
必能夠有效判斷。」

反對派議助「佔」申全薪挨批
另一方面，根據申報情況，多名在「佔領」期間「示
威多過返工」的反對派議員助理，仍照樣向立法會秘書

處申領全數薪酬，涉嫌濫用議員津貼。工黨議員何秀蘭
在「佔領」前後4個月只申領其議員助理陳小萍一半的
薪酬，原因是陳小萍擔任金鐘「佔領」區的「大台」主
持，只有一半時間處理立法會工作。不過，其他反對派
議員就面不紅氣不喘，全數申領。
其中，社民連議員梁國雄聲稱，支持「佔領」都是議
員助理的工作，故他的多名議員助理，包括經常出現在
「佔領」前線的黃浩銘等都如常發薪。擔任「佔中」糾
察的民主黨議員胡志偉的助理柯耀林，以及社福界議員
張國柱的助理、民陣召集人陳倩瑩，在「佔領」期間都
如常領取全數薪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去年發動違法「佔領」行動，破壞法治核心價值，引

起社會各界強烈批評。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近日被揭發在去年「佔領」期間，曾向立法會

秘書處申領逾7,000元購買發電機、電油、帳篷等物品。毛孟靜死撐稱物品無用於「佔領」，

但立法會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主席、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質疑，毛孟靜當時有否濫用津貼

進行違法行動，市民自有判斷。此外，多名反對派議員仍以津貼全薪支予參與「佔領」的助

理，同樣涉濫用公帑發動違法行動。

■毛孟靜疑申領公帑用作「佔領」之用。圖為銅鑼灣
「佔領」區留守人士運走一些物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