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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台仰稱離港「講人權」保金加碼
旺暴案下月轉介高院 梁天琦涉3項控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今年初旺角發生暴亂，被加控煽動暴動等罪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

人黃台仰及梁天琦，連同「美國隊長」容偉業等共10人，昨原定在東區裁判法院進行移交高等法院審

訊程序，但控方表示需要更多時間處理文件，獲裁判官批准，案件押後至下月23日才正式處理轉介程

序。各人繼續以原有條件擔保外出，但黃台仰的保釋金則由20萬加至25萬元。

旺暴3被告控罪
姓名 身份 原控罪名 新控罪名

黃台仰 「本土民主前線」 1項參與暴動罪 1項煽動非法集結罪
發言人 1項煽動參與暴動罪

梁天琦 「本土民主前線」 1項參與暴動罪 1項參與暴動罪
發言人 1項煽動參與暴動罪

容偉業 「美國隊長」 1項參與暴動罪 2項參與暴動罪
1項非法集結罪
1項煽動非法集結罪
1項襲警罪

註：3名被告將轉介高院審理。

資料來源：法庭 製表：杜法祖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
昨日稱已獲牛津大學取錄，修讀兩年
制哲學證書課程，將在10月入學，
隨後他向媒體確認有關課程為該校的

高等教育證書（Undergraduate Certificate of Higher
Education）。有撐「獨」者聲言這反映他們不是「廢
青」。不過，根據牛津大學網頁資料，有關課程是由該
校持續教育部門提供。由於主要供成人持續進修，除英
文水平外不設任何學歷或成績要求，完成課程後可取得
英國FHEQ 4級資歷，較當地的高級文憑（FHEQ 5
級）及學士學位（FHEQ 6級）低1級至2級。換句話
說，該課程資歷水平較香港的副學位更低。

不少撐「獨」的網媒力銷黃台仰「修讀牛津課程」，
試圖以此為「獨」派增光。雖然學歷並不代表一切，但
事實還是要歸事實，不容有人故意誤導。根據牛津持續
教育部門（Department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網頁
資料，黃台仰所修讀的高等教育證書，是兩年到4年的
兼讀課程，學生可從包括考古學、藝術史、建築史、歷
史、文學、創意寫作及哲學等7個主修範圍選擇其中一
個作為主科，主科需修畢至少60個學分。

讀完程度大一 低過高級文憑
有關課程以網上授課為主，但學生要至少修讀一個面

授課程，上課模式包括每周課堂、短期網上課程、日校

課程或參與由牛津大學暑期成人學校（OUSSA）所提
供的課程。
該課程並不設學歷或成績條件，報讀者只需要表現出

對其修讀學科的熱誠，並通過Skype面試，非英語母語
的申請人，則需要證明其英語能力，例如 IELTS、
TOFEL等；非本地生每年基本學費為1,680英鎊（約
1.7萬港元），兩年制需要至少3.4萬港元，另外亦要視
乎所修讀的單元再繳費。
在資歷方面，該證書課程與大學學位相去甚遠，修畢
課程全部120個學分後，只約等同完成英國全日制大學
的一年級，資歷為當地FHEQ 4級。而根據英國政府網
頁，當地大學學士學位FHEQ 6級，高級文憑則為

FHEQ 5級，換句話說，該高等教育證書的資歷，比起
香港屬於副學位（Sub degree）的高級文憑要低。
同時，有關課程網頁未有提及任何能銜接牛津大學學

位的資料，只強調牛津持續進修部門不提供學士學位，
學生可以藉學分轉移申請當地的公開大學（Open Uni-
versity）。

冇得直升學位 難當「牛津」學生
海外升學專家夏里巴指，上述證書課程程度雖約等於

完成大學一年級，惟畢業生不能直升高年級課程，故難
以視作牛津大學學生。他又指，一般學生若要升讀英國
大學學位，都需視乎其公開考試如IB國際文憑或英國高
考的成績。HKIES國際教育服務中心總監鄧志榮表
示，以他所知，類似的證書課程一般較多年長生申請，
他們多是對某些學科範圍有興趣，並想得到一定學歷，
才會申請報讀。 ■記者 溫仲綺

黃台仰「讀牛津」？ 資歷差過副學位
�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年
初爆發的旺角暴亂事件中，10名被告包
括「本土民主前線」黃台仰、梁天琦及
「美國隊長」容偉業等，昨晨在東區法
院進行交付程序提訊，民間團體「保衛
香港運動」到場呼籲「嚴懲本土暴
民」。發起人傅振中期望，司法界對參
與旺角暴亂而被定罪的激進「本土派」
分子施予具阻嚇性的刑罰，令年輕人明
白到觸犯暴力罪行需要付上沉重代價。
「保衛香港運動」一行30人昨晨到東

區法院外示威，高呼「磚頭襲警，暴民
賤格，嚴懲暴徒，入獄找數」等口號。
傅振中指出，79日違法「佔領」明顯有
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他們開始為香港一
群入世未深、被反中亂港「政棍」及
「學棍」所洗腦的年輕人提供財政上、
政治上的資源，讓他們逐漸成為政壇上
的一股力量。

他認為，旺角暴亂實質就是「雨傘騷
亂」的延續，形式就由非暴力佔領演變
為流血磚頭暴動，以激進的「本土主
義」，大力地在港發動流血的「顏色革
命」。主角則由好勇鬥狠的年輕人代替
「過氣老餅」的「政棍」。他們期望司
法界對參與旺角暴亂並被定罪的激進
「本土派」分子施予具阻嚇性的刑罰。
傅振中以「佔領」期間發生的衝擊立

法會案件為例，指高等法院法官在宣判
時指出，3名被告當時的行為性質屬於
暴亂，必須判監以收阻嚇之用。他們最
終被判入獄3個半月。
他強調，量刑是刑法中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對法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量刑過輕則會失去懲罰和阻嚇力
量，以後就沒有人再會去守法，屆時任
何械鬥槍擊、縱火爆炸將會無日無之，
法治將會完全崩潰，決非香港之福。

「保港運動」促嚴懲旺暴狂徒
■「保衛香港運動」一行30人昨晨到東區法院外示威呼籲「嚴懲本土暴民」，冀
司法界對參與旺角暴亂而被定罪的激進「本土派」分子施予具阻嚇性的刑罰。

■「本土民主前線」梁天
琦昨早到庭應訊。

■黃台仰昨到庭應訊，獲准
候審期間離港。

即將轉介高院審理的10名被告分別為黃台仰（22歲）、梁天琦
（24歲）、容偉業（32歲）、李諾文（20歲）、盧建民（29

歲）、袁智駒（25歲）、林傲軒（21歲）、黃家駒（25歲）、李東
昇（24歲）及林倫慶（24歲）。
控方早前將10名被告的控罪合併成一宗新案，並修訂他們的控
罪。經修訂後黃台仰被控參與暴動、煽動參與暴動及煽動非法集結
共3項罪名。梁天琦則被控2項參與暴動及1項煽動參與暴動合共3
項罪名。容偉業被控6項罪名，包括3項參與暴動、1項非法集結
罪、1項煽動非法集結罪及1項襲警罪名。其他7名被告分別被控參
與暴動、非法集結、襲警等罪名。

黃離港需知會警方行程
裁判官溫紹明昨批准黃台仰下月初離港，但黃台仰需在離港48小
時前將行程知會警方，回港48小時內須將旅遊證件交還。他獲准分
別以現金15萬元及人事10萬元合共25萬元保釋外出候審，比原來
的20萬加多了5萬元，其他保釋條件維持不變。
黃台仰在庭外表示，他在今年9月將與梁天琦到比利時布魯塞爾
出席一個「西藏人權會議」，然後到英國牛津大學參觀及考察，因
為牛津大學已取錄他修讀兩年制的哲學文憑證書課程，今年10月開
學，又稱牛津曾問及他有沒有案底，他答稱沒有，但有向校方表明
自己是「本土」組織的發言人，相信校方會留意新聞，更擔心自己

可能因本案而不能畢業。
根據法例，參與暴動罪一經定罪，可判處監禁10年；煽動參與暴
動罪成可判處監禁7年；煽動非法集結罪一經定罪，可判監禁5年；
非法集結罪罪成，可判監禁5年；襲警罪一旦罪成，可判監禁6個月
及判處罰款5,000元。

■黃梁二人涉煽動及參與旺角暴動。圖為旺暴當晚暴徒四處縱火並
掟磚襲警。 資料圖片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選舉主任不讓
個別提倡「港獨」的人參選立法會，背後有特區及中
央政府作後盾，主要是要傳達鮮明訊息，推動「港
獨」的人將無法進入管治架構。選舉主任決定部分主
張「港獨」者提名無效，令立法會選舉在符合基本法
和相關選舉法律下公開、誠實、公平地進行，特區及
中央政府對選舉主任依法作出的相關決定當然是支持
的。因為相關決定不僅確保了立法會選舉的合憲合
法，而且守護了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政策的政治和法律底線。

選管會作為獨立的法定組織，有法定權力和責任就
立法會的選舉制定規例、指引和安排，選舉主任按法
例授權裁定候選人資格。立法會依據基本法作為香港
的立法機關，其職能由基本法第66至79條所規管。
這意味着，立法會的設立及職權均源於基本法。基本
法第10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
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條例》
亦規定，獲提名的候選人必須簽署擁護基本法的聲
明。此外，基本法第1條更開宗明義指出，香港特別
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港獨」
分子的主張違反上述規定，不具備出任立法會議員的
基本條件，因此不應該成為特區管治架構的成員。選
舉主任裁定「港獨」分子提名無效，具有無可爭辯的
法理依據，防範「港獨」分子把立法會選舉變成鼓
吹、推動「港獨」的平台，排除「港獨」分子堂而皇
之進入立法會的機會。

特區政府有責任確保「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得到不
折不扣落實，確保選舉依法進行，不受「港獨」干

擾。特區政府強調，任何鼓吹「港獨」的言行，均不
符合香港的憲制秩序、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不
符合香港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因此，特區政府曾
發表聲明表示，支持選舉主任依法就候選人提名是否
有效作出決定。選舉主任根據相關選舉法律有責任和
權力作出有關決定。立法會選舉是一項莊嚴神聖的政
治活動，「港獨」違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憲制
規定，容許「港獨」分子參選立法會，極可能給香港
造成難以承受的後果，特區政府支持選舉主任的決
定，肯定選舉主任決定的必要性，更要向全港市民表
明，「港獨」違憲違法，對港危害深遠，不讓「港
獨」分子參選，與所謂的政治審查、限制言論自由或
剝奪參選權無關，市民不要被似是而非的謬論誤導。

「港獨」問題涉及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中
央堅定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當然會全力遏止「港
獨」。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提到「港獨」分子參選
的問題時，清晰表明中央的原則底線，強調不允許
「港獨」分子參選並進入立法會的立場。張曉明強
調，「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
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統一
起來，把維護中央的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
度自治權有機統一起來，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機統一起來，大家
都必須遵守一些政治底線和法律底線。」不容「港
獨」參選立法會，關係香港發展的大方向，關乎「一
國兩制」的持續成功落實，中央一定會支持選舉主任
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堅守底線，確保「一國兩制」落實
不變形、不走樣。

政府支持選舉主任依法守選舉底線
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今日開幕。奧運的

焦點在於通過體育競技，促進各國交流合
作、宣揚和平。運動員需要克服各種困
難，全力以赴，賽出水準，賽出風格；各
國民眾則藉此增加對主辦國的了解，享受
體育運動的樂趣。港人一定會支持、祝福
香港隊和國家隊，同聲和唱、同聲喝彩，
同享奧運盛事。

「一個新世界」，是里約奧運會和殘奧
會的口號。現代奧運會有史以來首次在南
美大陸舉行夏季奧運，來自五大洲的體育
健兒將共享榮耀與歡樂，人類將見證「新
世界」的理念將如何在本屆奧運會上得到
演繹。雖然巴西當前遭遇經濟衰退和政局
不穩的雙重危機，還要面對奧運場館建設、
安全保障等諸多挑戰，但東道主全力以赴，
用巴西人從不缺乏的熱情克服困難、消除
疑慮，為賽事的成功舉辦注入力量。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成為世界的焦點，因
為奧林匹克精神強調相互理解和公平競
爭，象徵世界的和平、友誼和團結，這
更應該被視為國際責任的承擔。通過體育
這一全球通行的語言，人們增進寬容，感
受友誼，期待我們共同的家園多一份和
諧，少一些紛爭。

隨各國的運動健兒陸續抵達里約奧運
村，我們也切實的感受到奧運已經到來的
氣息。回想起 2008 年的北京奧運會，可

謂是一場全民的奧運會。香港觀眾支持香
港隊、關心國家隊的熱情，同聲和唱、同聲
喝彩，至今仍讓人難以忘懷！

正如中國體育代表團團長劉鵬所說，中
國代表團參加里約奧運有四大目標。首先
是弘揚團結、友誼、進步的奧林匹克精
神，加強學習和交往，展示中國形象，把
友誼傳向全世界；第二要弘揚頑強拚搏、
為國爭光的中華體育精神，在任何情況下
都要奮勇拚搏，絕不言棄，爭取更好成
績；第三要體現精神文明素養，中國代表
團展示中國青年，甚至是中國人的形
象；第四個目標是要帶動更多人投身體育
鍛煉，為健康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全民健身
做出貢獻，推動體育產業發展，為籌備
2022年冬奧會、建設體育強國做出應有的
貢獻。

對大多數運動員來說，在奧運會上贏
得獎牌是最大的夢想，不管最終成績如
何，運動員們在賽場上展現激情、拚
搏、鬥志，展示競技的樂趣和真正的體
育精神，就是最寶貴的財富，也將激勵
更多年輕人奮勇向前。希望國家隊、香
港隊的奧運選手盡全力克服一切不利因
素的影響，專心作賽，祝願他們以更快
更高更強的奧運精神全力拚搏，力爭佳
績，為國為港爭光。

（相關新聞刊A18、A19版）

祝願香港隊國家隊奧運創佳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