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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學疑被滲「獨」教局表關注
「學生動源」煽設關注組 當局重申不容校園煽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子優）鼓吹

「港獨」的組織「學生動源」近日將

「港獨」魔爪伸向學生。該組織企圖

動員思想仍未成熟的中學生在校內

組成所謂的「本土關注組」，透過在

校園派傳單、辦講座等「播毒」，煽

動學生認同甚至參與違法行為。據

其facebook專頁顯示，截至昨晚9

時有7所學校疑似中招，「被成立」

「關注組」。教育局昨日表示關注

事件，並強調「港獨」不符合香港特

別行政區在香港基本法下的憲制及

法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港的基本

方針政策相抵觸，重申任何「港

獨」主張或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文森）
今屆立法會選戰充斥着「本土」及
「港獨」主義，惹來絕大部分港人不
滿，並堅決向「港獨」說不。「全民
護港反港獨」珍惜群組及「同心護
港」等團體一行數十人，昨日先後到
金鐘高等法院外及選管會外示威，促
請律政司採取執法行動，及要求選管
會取消黃洋達、鄭錦滿、鄭松泰等人
的參選資格。
「珍惜群組」及「同心護港」共約
20名成員，昨日先到金鐘高等法院外
示威，他們帶同國旗及印有標語的橫
幅，高呼「保民生，反港獨」及「港
獨犯法違法，無法無天」等口號，指
「港獨」屬犯法行為，要求律政司執
法以收阻嚇作用，並將寫給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的請願信轉交政府代表。
他們其後再到選管會請願，並出示

黃洋達、鄭錦滿、鄭松泰等人出席
「七一」升起「港獨」旗活動的相
片，並指陳云根是公開的「港獨教
父」，這些人明顯違反基本法無資格
參選，要求選管會取消這些鼓吹「港

獨」者的參選資格。選管會代表接收
了請願信。

批「港獨」者違基本法害市民
「同心護港」召集人曹達明表示，

這些「港獨」候選人愈來愈無法無
天，公然參加各種「港獨」活動，散
佈「港獨」言行，且其支持者更屢屢
以暴力行為攻擊不同政見者，令守法
市民和支持建設香港的從政者敢怒不
敢言。他又嚴厲譴責「港獨」政團於
日前衝擊立法會選舉簡介會會場、圍
攻及侮辱建制派候選人的暴行，聲援
何君堯律師追究暴徒們的責任。
他指出，主張「港獨」的激進者根

本不具參選資格，萬一當選立法會議
員必然會破壞香港安寧，損害市民利
益。「這些候選人公然出席『七一』
升起『港獨』旗的活動，證據確鑿顯
示他們違反基本法；選管會必須維護
市民利益，應依法守好立法會選舉最
後一道『安全閘』，取消這些鼓吹
『港獨』者的參選資格。」
「珍惜群組」召集人李璧而指出，

「一國兩制」是香港穩定和安全的基
石，鼓吹「港獨」者公然破壞「一國
兩制」，破壞香港安全，有何資格參
選立法會？她更指明臭名遠播的「港
獨教父」陳云根，若一旦進入立法

會，必然令香港再無寧日，行政立法
關係更為惡劣。
她呼籲所有關心香港安寧的市民齊

齊發聲，切勿令這些危害香港安全的
人進入立法會。

「珍惜」「護港」請願逐播「獨」候選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期「港獨」思潮持續升
溫，更有激進「本土」派欲借立法會選舉作為「港獨」的宣
傳平台。特首梁振英在接受《都市日報》訪問時強調，絕大
多數香港人在法理上、感情上、實際行動上，都不支持「港
獨」，認為鼓吹「港獨」的人士均應思考在香港推動「港
獨」的代價，「是否少數人主張『港獨』，便要絕大多數香
港人代其承擔後果？」
梁振英在訪問中指，落實「一國兩制」是一個動態進程，
今天雖已不再是當年的起草香港基本法年代，但「一國兩
制」並沒有受到損害，「不再是1988年、1990年起草香港
基本法年代，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方針，已被落實在香港基本法的一百六十多條的條文內，如
果有人認為『一國兩制」被損害，請具體講，體現在香港基
本法內的哪一條。」
就政改問題，他坦言，特區政府願意推動政改，但最關鍵
的前提是需要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或以上的議員支持通過，
取得這項共識並不容易，「如果我仍是行政長官，如果係重
提去年提出的政改方案，我會同意。」

特首：「獨」不得民心 豈由港人買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昨日強調，宣傳「港獨」在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
看來，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是與「一國兩
制」的原則及香港基本法完全矛盾的政治行為，因
此必須要嚴肅處理。他並相信選舉主任經過詳細考
慮，也公佈了詳盡說明，而非「三言兩語就做出決
定」。他表示，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已提出令人信服
的理由，指選舉主任的做法是合法的。
曾鈺成在一公開活動後回應記者提問時指出，特

區政府及香港各方面人士都不想見到立法會選舉成
為宣傳「港獨」的舞台，這是根本所在。「相信絕
大多數香港人是講道理的，絕大多數香港人亦都不
會贊同一些破壞性的行為。」
他強調，香港講「法制」，現在部分人被裁定立
法會選舉提名無效有否足夠法制依據，要留意特區
政府、律政司司長及香港資深法律界人士的意見，
也有不少法律界人士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指選舉
主任的做法是合法。

不應曲解「排獨」為「政治審查」
針對梁天琦聲稱自己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終

身」，他強調，「港獨」是梁的個人意見，只有他
自己能改變該種意見，又指不能說因為他一次的行
為就被「剝奪終身政治權利」。
他並點出，不應抽象理解今次事件，或將其擴大
或普遍化，認為當局是在「政治審查」候選人：候
選人當然會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張，但現在討論的是
一個「好特殊」亦是一個「好嚴肅」的問題，即在
立法會選舉論壇中宣傳「港獨」主張。
曾鈺成強調，「港獨」是否能在立法會成為一個

選舉議題甚至競選政綱，是一個需要好嚴肅去處理
的問題。「港獨」確屬政治議題，但政治議題亦必須
依據法律，不能因「港獨」屬「政治議題」就不能被處
理，「只要觸犯法律，無論何種政治主張，都應依
法處理。」

無論在法律上存在多少爭議，他都希望各界尤其是堅持
「港獨」者，能夠明白「港獨」在「一國兩制」之下，一定
不能被容許，「如果要繼續在『港獨』方面做文章，對香
港、對『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只會帶來損害，希望各方
都能明智處理該問題。」
針對有人在網絡煽動攻擊選舉主任，曾鈺成指執法部門已

關注事件，相信香港是法制之都，任何違法的事都不能容
忍，「公務員同樣受到法律的保障。」

曾
鈺
成
：
法
界
有
理
據
「
排
獨
」依
據
足

「港獨」分子因言行違背香港基本法，
被拒於立法會選舉門外。法律界選委發表
聯合聲明，稱對「政治篩選」「深感遺
憾」，而官員「濫權」是對香港法治「最

嚴重的破壞」。不過，聲明透過公民黨立法會議員、競逐連
任的法律界候選人郭榮鏗發放予傳媒，而多名聯署者更有反
對派背景，聲明的動機不免令人感覺「有鬼怪」。
全體30名法律界選委前日發表聯合聲明，稱對特區政府

「政治篩選」參選人「深感遺憾」。聲明稱，《立法會條例》第四
十條僅要求參選人提交擁護香港基本法的聲明，並無賦權選
舉主任去查詢某參選人的聲明是否「真誠」，及「不循任何
正當程序就作出一個主觀和政治決定去取消其參選資格」。

郭榮鏗放料 訟黨AB隊為主
聲明續稱，做法最終會「破壞香港人對立法會和選舉過程
的信心，亦會對香港長遠的穩定帶來負面影響」，「政府官
員在沒有遵從任何正當程序的情況下，任意和不合法地行使
權力，是對香港法治最嚴重的破壞。」
細看聯署名單，不少人都有反對派政黨背景，包括公民黨
的郭榮鏗、楊岳橋、查錫我及黃瑞紅，民主黨的黃國桐及何
俊麒，民協的廖成利及林健文。被指為「公民黨B隊」的
「法政匯思」，有文浩正、譚俊傑及石書銘聯署，而聲明更
是透過郭榮鏗發予傳媒的。
另外，多個反對派外圍組織包括「法政匯思」、「杏林覺

醒」及「進步教師同盟」，昨日在報章刊登廣告，聲言「政
治篩選，無法無天」。
立法會法律界候選人還有文理明。 ■記者 鄭治祖

「法律界」反「篩選」「有鬼怪」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選舉管理委員會於
本周二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簡介會上，被激進政團圍
攻辱罵的受害人之一、新界西候選人何君堯昨日到
選管會遞交投訴信，要求懲處參與暴行的候選人。
何君堯表示，一生人從未遭受如此的污辱與攻擊，
且被非法禁錮危及人身安全，感覺十分憤怒。他質
問香港作為法治之都為何會淪為九反之地？他今日
約見警務處處長及報案，誓言對違法暴徒追究到
底，絕不姑息養奸。

黃洋達鄭錦滿涉擋升降機門助長圍攻
簡介會當日，一些激進政團齊齊聚集衝擊會場及

圍攻場內建制派候選人。在激進政團強衝會場及衝
上主席台作出肢體攻擊下，簡介會被迫腰斬草草收
場，何君堯是被圍攻及辱罵的候選人之一。他於當
晚約9時10分離場時，被數十名激進政團成員圍困
於電梯內攻擊及辱罵近20分鐘，兩名激進政團候選
人黃洋達與鄭錦滿涉嫌刻意阻止電梯門關閉。攻擊
者齊聲大喊粗口「何君堯，×你老母」等，且貼近
其身體指罵及錄影，斥罵他趕快退選，否則見一次
圍攻一次，罵足一個月。
何君堯寡不敵眾，僅能保持微笑不予回應。有參

選者邊大聲斥罵邊笑問同伴：「呢條友邊個？點
解×佢……唔理啦，×咗先算，過下癮先！」
另一候選人高達斌離場時，激進人士才轉移攻擊

目標，高達斌屢遭辱罵及推撞，更被一名戴口罩男
子掌摑，最後要警方保護才能安全離開，行兇者混
入人群中逃之夭夭。
何君堯表示，選管會有權對涉嫌違法違規的候選

人採取警告及取消參選資格等處罰，涉及刑責的可

轉交警方處理。

致函選管會投訴擾亂會場秩序
何君堯致選管會投訴信分為兩部分，第一是投訴

該批干擾會場秩序、涉嫌違法違規的候選人及其支
持者，其行為剝奪其他候選人正常參選與獲取選舉
資料的權益；第二是投訴會後涉嫌暴力攻擊他本人
者，而激進政團兩名候選人則刻意阻撓他離去，涉
嫌構成非法禁錮，危及他的人身安全。
他投訴首先拉起橫額叫囂干擾的是單仲偕等人，

簡介會第一部分結束時羅冠聰等衝上主席台搶咪，
然後黃浩銘、吳文遠等衝上台搶咪大叫，令會議腰
斬。第四批是梁國雄、林卓廷和許智峯等人，趁機
在台下叫囂令會場秩序進一步被破壞。
何君堯呼籲依規懲處相關人士，在場其餘參選人

的權益不能被損害，香港不能被這批不守法規的人
挾持，香港不能向惡勢力低頭。
第二部分投訴離開會場時被數十名滋事人士圍

攻、用粗言穢語惡意攻擊、無保安人員維持秩序，
包括兩名激進政團候選人在內多名滋事者把持電
梯，令他不能離開，只能任由被肆意中傷和侮辱。
何君堯怒斥這種無法無天攻擊他人威脅市民人身

安全的事，居然發生在法制之都的香港，實在是荒
誕：「任何理由都不能構成犯法的理由，請問這些
人有否考慮其他人的利益與安全？所有市民都必須
奉公守法，違法必懲。」
他表示，毫不畏懼這種暴行，誓言要扭轉這種不

良風氣。他呼籲沉默大多數切勿任由這些人破壞法
制、損害市民利益，對違法行為絕對不能再姑息下
去。

激進派襲候選人 何君堯促懲暴

鼓吹「港獨」的組織「學生動源」早前在facebook
發帖，揚言未來日子會不斷增加宣揚「港獨」的

街站，更會將「理念」帶入中學校園，令更多學生支
持「港獨」。該組織成員計劃在新學年滲透到各自所
屬學校的學生會，聲稱要「將『港獨』打入校園每一
個角落」，更妄言：「愈要我收聲，我就愈大聲！」

學生反應冷淡 僅數十「讚好」
據「動源」的facebook專頁顯示，現有7所學校不

幸中招，「被成立」所謂的「本土關注組」，包括
「沐恩本土關注組」、「湯中本土關注組」、「沙培

本土關注組」、「九華本土關注組」、「兆基本土關
注組」、「港華本土關注組」以及「曾肇添本土學
社」。學生對各個所謂的「本土關注組」反應冷淡，
僅數十個讚好。

教局：夥教界校方防獨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關注近日有「港獨」組織聲稱
在學校宣傳其政治立場和招攬學生加入。發言人指
出，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律，全港
市民必須遵守。基本法第一條聲明「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十二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
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發言人強調「港獨」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在香港基

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
政策相牴觸，任何「港獨」主張或活動不應在校園出
現。
發言人又提醒，學校必須以學生的教育為大前提，

確保學生可在安全、有秩序及專業教學的環境下學
習，而校長、老師和家長等應支援學生免受誤導而不
自覺地參與鼓吹違反香港基本法或其他法律的活動。
局方會與教育界及學校保持緊密聯繫。

■何君堯向選管會遞交投訴信。 殷翔 攝

■簡介會當晚何君堯被圍困電梯內辱罵。 殷翔 攝

■珍惜香港群組往選管會請願。 殷翔 攝

■宣揚「港獨」的組織「學生
動源」，聲稱有7所學校成
立「本土關注組」及「學
社」。 fb圖片

■沐恩及湯中
「本土關注
組」。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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