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經煽動發起違法「佔中」的戴耀廷，最近搖身
一變，成為傳播及煽動「港獨」的「港獨文人」。
他昨日在《蘋果日報》發表文章，拋出要讓中國先
陷入政治危機、政治混亂中，「港獨」就有希望實
現的謬論。這種把實現「港獨」寄託在「中國崩潰
論」上的論調，極之荒謬，毫無事實根據，不過是
和海外反華勢力遙相呼應；更罔顧億萬炎黃子孫的
生存福祉，寄望中國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用心極
之不良。對這種既無道理又昧良知的「港獨」論
調，香港人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並予以堅決抵
制。

戴耀廷昨天在《蘋果日報》發表題為《香港有獨
立的條件嗎？》的文章，聲稱當中國內地出現極大
的政治危機時，正是「港獨」實現的必要條件和關
鍵因素，他因此教唆香港的一小撮「港獨青年」，
一方面要關心內地的政治發展，但目的不是「愛中
國」，而是要留意其變化，看「港獨」的條件是否
成熟；另方面是要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到了「關
鍵時刻」，就要讓國際社會承認香港成為一個「獨
立主權國」。

戴耀廷這些論調，首先暴露出他是在秉承海外
反華勢力的圖謀，用所謂「中國崩潰論」來搞亂
人心和實現「港獨」，破壞內地的現代化建設，
阻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最終實現「港
獨」。事實上，從中國推行改革開放至今，海外
一些不甘心中國崛起的反華勢力，就一再拋出
「中國崩潰論」，戴耀廷也在文中拾其牙慧，聲
稱「不少中國問題專家(其實就是那些海外反華勢

力的代言人)也提出中共崩潰已經開始」。戴甚至
信誓旦旦地稱：「可以肯定說，在 2047 年前，中
共及中國大陸必會面臨一次極大的政治危機。」
「 因 中 國 越 亂 …… 那 香 港 才 有 走 向 獨 立 的 機
會」。觀點之荒謬，不僅在於其完全按照海外反
華勢力的意願，不顧事實地極力詆毀內地，而且
還把「港獨」與「中國崩潰論」聯繫起來，企圖
通過搞亂國家來實現「港獨」圖謀。

戴耀廷提出這些荒謬觀點之後，還意猶未盡地挑
撥兩地民眾之間的關係，聲稱香港市民「要具備作
為一個獨特人類群體的主觀自覺意識」，要和內地
民眾區分開來，這樣「香港才有資格獲國際社會承
認為獨立主權國」云云。顯然，戴耀廷不僅是在為
海外反華勢力張目，而且極力為「港獨」分子教
路，為其實現「港獨」提供理論依據和具體行動指
南，其做法嚴重危害國家領土完整和統一，破壞香
港「一國兩制」，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海外反
華勢力所拋出的「中國崩潰論」，已經被中國不斷
發展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如今中國已經成
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在繼續努力實現「兩個一
百年」的宏偉目標，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步伐，
更是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那些把「港獨」希望
寄託在「中國崩潰論」的說法，更只是極少數人的
一廂情願和痴人說夢而已。戴耀廷前年煽動的非法
「佔中」行動，已經遭到可恥的失敗，他現在又去
傳播和煽動「港獨」，作為「港獨文人」同樣也將
擺脫不了失敗的下場。

戴耀廷煽「獨」論調荒謬用心不良
特首梁振英昨日回應「假難民」問題，

形容「假難民」對香港造成極大困擾，亦
對相關部門帶來很大行政負擔，政府希望
尋求「短期見效」辦法解決問題。「假難
民」對香港治安、穩定、民生造成嚴重滋
擾，甚或潛藏危及公共安全的重大隱患，
解決「假難民」問題刻不容緩，特區政府
有必要多管齊下，收緊對「蛇頭」的罰
則，加強與內地乃至相關國家合作堵截
「假難民」的源頭，社會各界更應支持政
府依法遏止「假難民」問題惡化，維護香
港的法治和社會安寧。

「假難民」持續湧港，不僅帶來黑工、盜
竊、打劫等問題，更令人憂慮的是，越來越
多「假難民」利用「酷刑聲請」留港，很可
能給香港的公共安全埋下「定時炸彈」。昨
日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發生恐怖襲擊，導致
30多人死亡。儘管目前比利時恐襲仍未確定
是否與難民有直接關聯，但是，法國巴黎恐
襲已證實有襲擊者是以敘利亞難民身份進入
歐洲，恐怖分子化身難民的風險已經得到驗
證。大量「假難民」進入香港，很難保證沒
有恐怖分子混跡其中。法國、比利時恐襲接
二連三，香港豈能再對「假難民」掉以輕
心？

為防範「假難民」氾濫，社會各界紛紛出
謀獻策，有建議在本港外島乃至深圳找地方
設封閉營，將滯港的難民集中管理，但這涉

及修例、覓地、建營等一系列問題，遠水救
不了近火，「假難民」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需要更迅速有效的措施。「假難民」湧港，
安排偷渡、牟取暴利的人蛇集團、「蛇頭」
是最大的直接責任者，應該是特區政府打擊
的重點。根據《入境條例》第37D條，任何
人安排未獲授權進境者來港，最高罰款500
萬元及監禁14年。有消息指，當局正研究修
例，提高偷運人蛇的刑罰。面對「假難民」
禍港無日無之，社會各界尤其是立法會議
員，應積極支持修例，加強對偷運人蛇的罰
則，以起阻嚇之效。

目前「假難民」來港的主要途徑，是通過
「蛇頭」安排，經內地中轉循水路或陸路潛
入香港，兩地執法部門聯手打擊偷渡更是必
要之舉。日前兩地警方合作瓦解了一個活躍
於兩地的偷渡集團。但在厚利驅使下，「蛇
頭」集團仍會鋌而走險，兩地有關部門絕不
能鬆懈，須在情報蒐集、打擊「蛇頭」和阻
截偷渡等方面進一步加強聯手，從源頭截斷
偷渡潮。

還有建議指，部分「假難民」先以旅客身
份循正常途徑來香港，當局應加強對部分國
家人士來港的簽證審查，即使是免簽證地區
的旅客，亦不能例外；有意見認為，中央及
特區政府應該向「假難民」來源國加強宣
傳，「假難民」來港不能當黑工，以正視
聽，打消有關國家國民來港滯留的念頭。

多管齊下遏「假難民」問題惡化

戴耀廷借「崩潰論」銷「港獨」
網民批妄想內地陷大亂失理智 無異痴人說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
港社會秩序自「佔領」行動開始亂
象趨增，但「佔中」發起人之一、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仍
未肯罷休，煽完「佔中」煽「港
獨」。戴耀廷昨日在報章撰文，大
談「港獨」的條件，認為若「中國
先陷入政治危機、政治混亂中」，
香港就有機會可以「獨立」，又着
想「港獨」的年輕人要去「理會」
內地的政治發展、爭取國際社會注
意。有網民指他為了香港可以「獨
立」，竟希望內地陷於大亂，是讓
仇恨和失意，令自己變成一個可怕
和失去理智的人，「港獨」不過是
痴人說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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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稱水電食物有錢就「買到」
戴耀廷昨日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題為《香港有獨
立的條件嗎？》的文章，雖然他在文章開首表示自己
「未必同意香港必然要走上獨立之路」，但又大談「港
獨」需要什麼條件。他先指水、電、食物的問題，並假
定這些東西有錢就「買得到」，連內地亦會因為「有利
可圖」而「繼續向香港賣」。
他又稱，短時間內確實看不到「獨立」的條件，但他

斷定「在2047年之前，中共及中國大陸必會面臨一次極
大的政治危機」，又稱「只有當中國大陸陷入政治混
亂，香港才有條件『獨立』，因中國越亂，連中國本身
的主權也分不清時，香港主權誰屬就更不清了，那香港
才有走向『獨立』的機會。」
戴耀廷一方面說主觀上不希望中國出現大亂，但另一

方面又稱「中國會如何變化，是超越人的主觀意願
的」，又認為大家不應「盲目」相信只有「中國機遇」
而無「中國危機」，又着希望「港獨」的年輕人要去
「理會」內地的政治發展，並「爭取國際社會注意」，
並稱︰「到了關鍵時刻，香港人民才有資格去爭取國際
社會認同香港能成為一個『獨立主權國』。」

「歪理副教授」被斥「廢話連篇」
不少網民看到戴耀廷的文章都加以批評，更有人揶揄

他是「歪理副教授」，直斥他「廢話連篇」。網民
「Francis Shing」就批評戴耀廷，為了令香港可以「獨
立」，竟希望內地陷於大亂，「變成另一個伊拉克、敍
利亞？即使成功了，香港處於亂局之中，大量難民人湧
入，對香港又有什麼好處……請不要讓仇恨和失意，令
你變成一個可怕和失去理智的人。」
另一名網民「Pk Chan」反駁戴耀廷的「中國陷入混
亂論」表示︰「到時中國都比（畀）人瓜分了，香港
『獨』條毛？」網民「Benny Leung」亦表示︰「中國出
現危機大亂，發生內戰，香港絕對不能獨善其身，一定
被某方軍事佔據，更遑論乘機獨立。結論是『香港沒有
獨立條件』，把『港獨』意識向青年人灌輸，是極不可
取的。」
網民「肥貓」則在其網誌表示︰「現今的『港獨』

『狗熊』衹（只）能瑟縮在『一國兩制』下的特區搖旗
吶喊，連羅湖橋也不敢踏過半步去示威，去攪（搞）香
港『獨立』，以爭取國際社會的注意，戴耀廷要求這等
『港獨』分子『理會』中國發生甚（什）麼事，還不是
廢話嗎？這等『港獨』『狗熊』在特區打打咀（嘴）炮
還可以，要推動香港『獨立』，還不是痴人說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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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大
學學生會會長孫曉嵐上任之初就發表
「港獨可行論」，引起不少學生的強烈
反感。繼早前本報報道有學生發起拒交
學生會會費的行動後，昨日再有港大哲
學系學生向外國媒體中文網投稿，總結
有關事件，指出有內地生慨嘆學生會中
所謂的「民主制度」不完善，也有內地
生認為學生會應避免政治表達激進化。
該名哲學系學生又表示，自己曾就此事
以學生會成員身份發郵件給孫曉嵐、內
務副會長劉智恆及學生會官方郵箱，均
不獲回應。
上月有港大生在 facebook 設立專頁

「Resist Compulsory HKUSU Member-
ship Fee（抵制強制性港大學生會會
費）」，並教大家如何拒交會費，以抵
制學生被迫入會和交會費的不合理規
定，並讓認為在學生會內無法表達立場
的學生，以退會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感受
和立場，截至昨晚已經有近480人讚
好。

內地生籲政治表達勿激進
事隔不足一個月，昨日再有港大哲學

系學生李贊在BBC中文網發表文章，並
以《港大內地生拒交學生會會費事件小
記》為題，講述內地生對此事的看法。
她表示，港大學生會今年在「無競爭選
舉下當選」，以及所有本科生都因「必
然會員制」而自動成為會員，並指出因
為孫曉嵐的「港獨」言論，而令內地生
圈中泛起退會的討論。她引述，有內地
生認為學生會不能代表全體港大學生，
而且亦反映出「排外態度」，相關的文
章亦在內地生圈子中廣泛流傳。
李贊表示，有內地生坦言，學生會雖

有全民投票和內民大會的民主制度，但並沒起到
作用，證明制度並不完善，又指出學生會對講英
語的學生也缺乏照顧。另外，也有學生認為應要
有自願退會制度，而非「強行不交會費才能退
會」，並建議學生會避免政治表達激進化，希望
學生會可理性討論及淡化對內地生的標籤。
李贊又說，曾邀請學生會成員評論此事，「惜

未得實質回應」，僅得孫曉嵐回覆稱「對此問題
無可透露」。她又指，自己曾以學生會成員身份
發郵件給孫曉嵐、劉智恆及學生會官方郵箱，均
不獲回應。

網民惡搞名人 本報誤中副車
網絡世界無限自由，魚龍混

雜，網民惡搞成風，尤其鍾意
針對名人，搞出唔少大頭佛。
本報稍一走漏眼，竟然亦誤中
副車。

話說本報22日A4版寫咗隻鬧「港獨」嘅故仔，
其中引用咗網民「李澤楷」在網上一句支持「港
獨」嘅言論。雖然係引用網民意見，網名加咗引
號，但亦引起誤會，搞到城中名人李生慘遭影射。

查實李澤楷先生一路愛國愛港，支持國家立場
好堅定，點會支持「港獨」？之但係記者、編輯
走漏眼，百密一疏，真係要對李生say sorry呀！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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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斥煽動 籲當局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法律學

院副教授戴耀廷，昨日在「佔中四人幫」壹傳媒集
團前主席黎智英的「喉舌」報章上撰文，用大套歪
理為「港獨」思潮張目。多名政界及法律界人士批
評戴耀廷「虎狼之心」，為達「港獨」的目的不擇
手段，而有關言論已屬「煽動」，認為當局應該立
即跟進，不能再「姑息」，並直斥他肆意扭曲事
實，愧對港人、愧對前人的努力。

「亂港心」趨激 「明刀明槍」更露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
從策劃「佔中」至今，戴耀廷「反中亂港」的
立場，一直沒有絲毫的改變。而79天的「佔領」
行動，及今屆區議會選舉，有多名「傘兵」當
選，更令戴耀廷「亂港之心」愈趨激進。
該篇文章正好反映出戴耀廷目前的心態，其

「亂港」態度，已從桌底偷偷進行，轉為「明刀
明槍」放在桌面了。整篇文章明目張膽地煽動
「港獨」思潮，明顯觸犯了法例，戴耀廷再不能
抵賴為「以言入罪」，特區政府應該立即展開調
查，不能再姑息，否則只會縱容戴耀廷做出更激
進及露骨的「港獨」行為。

大肆歪曲吹噓 用心狠毒
立法會旅遊界功能組別議員姚思榮：
戴耀廷用心狠毒之外，作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

教授身份，對國家發展毫不知情。現時國家發展
「一日千里」，當然尚有很多改善空間，但戴耀廷
就不斷拿數十年前的國情，大肆歪曲吹噓，作為煽
動港人情緒的材料，以達到推動「港獨」的目的。
可惜廿三條未能成功立法，使戴耀廷之流及「港
獨」分子，肆無忌憚地鼓吹「港獨」。
中小企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
從歷史、法律及民族大義等範疇，香港屬國家的

一部分，沒有任何異義。戴耀廷拿出什麼水、電、
經濟等理由，硬套上「香港可以『獨立』」的論
述，完全凸顯出戴耀廷「詞窮理屈」，把似是而非
的謊言說成事實，期望欺騙到他人。
就算從法理上說，文章提出的論述，全把國家憲
法、香港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等重要法律文
件，一手塞進垃圾桶內，絕非一名「法律學者」所
為。再從民族大義方向看，當年八國聯軍侵華，中國
人民誓死保護家園，極力維繫中華民族的土地，現戴
耀廷說出「港獨」言論，簡直愧對前人的努力。

■戴耀廷(小圖)認為國家陷入混亂，香港就有機會可以「獨立」，這種想法被批失去理智。圖為「港獨」
分子上街舞動「龍獅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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