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梁家傑在某報發表「『民主300+』的下一步」的文章，聲稱未來三個月是一場運

動，一定要迫使特首候選人回應兩項訴求，重新啟動政改以實現特首普選和立法會普選，及

捍衛香港法治等核心價值。這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當年反對派否決普選方案，剝奪港人在

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現在又來鼓吹重啟政改，要改變人大「8．31」決定，

其目的不外是要推卸責任，挑起政治爭拗。目前香港社會急需解決的是大量的經濟民生問

題，梁家傑現在又來鼓吹重啟政改，不僅罔顧憲制，而且罔顧港人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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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是在港大教法律的，但他的法律觀實在
令人難以苟同。早在幾年前，戴耀廷就發起違法
的「佔中行動」，踐踏法治，敗壞綱紀，擾亂民
生，及後卻以較輕的法律責任為自己脫身；再看
近一點，他提出「雷動計劃」，以直接記錄大量
選民投票取向的方式來為反對派配票，卻不用算
進反對派政團的選舉經費之內，構成不公平的選

舉行為，並踐踏投票的保密原則。我們不禁要
問，難道法律學者的職責是千方百計鑽法律的空
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應該說，戴耀廷是懂得法律條文，更懂得如何

玩弄法律條文，難怪一早就有人說，心懷不軌的
知識分子比流氓還要可怕。近日，戴耀廷甚至提
出了以選委會委員的選票，換取新特首撤銷對部

分反對派議員資格的司法覆核。我認為戴耀廷是
走火入魔了。無疑，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政治交
換，是違法的，粗暴損害了司法公正和選舉廉
潔。試想一下，連司法訴訟也可用選票來交換，
還有什麼利益是不可交換呢？一旦開了這個先
例，其他選委會界別豈非可提出同樣過分的要
求？戴耀廷身為法律學者，近年更成為了政客，
卻輕易放棄法治原則，鼓吹不正當的政治交換，
無視法治基石和公眾利益，可見其價值觀和操守
既不符法律學者的身份，也不符政客的要求！港
大出了這樣的法律學者，香港出了這樣的政客，
實在令人憂心。

在維護法治的前提下，周浩鼎、張國鈞、梁
美芬、何君堯等多位法律界人士，日前已聯署
去信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要求律政司跟進事
件。筆者是完全認同的。近年，反對派多番踐
踏法治的底線，為達政治目的，不惜犧牲法
治，甚至予人一種政治乃法外之地，搞政治無
罪的印象，嚴重影響法治的尊嚴和權威性。故
此，新一屆立法會會期開展後，特區政府已向
多名涉嫌宣誓時違反《基本法》的議員提請司
法覆核，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這不是政治決
定，而是一個法治決定，目的是為了重建公眾
對法治的信心！

豈容「法律學者」帶頭踐踏法治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 陳志豪

梁家傑妄論「重啟政改」圖再掀爭拗

公民黨梁家傑的文章聲稱，「民主300+」的下一
步，是「發揮326 名民主派選委的影響力，使到下屆特
首回應兩項訴求，重新啟動政改程序以實現特首普選和
立法會普選，及捍衛香港法治等核心價值」。這是徹頭
徹尾的偽命題。

重啟政改是要掀起新一輪政爭
去年反對派議員綑綁否決特區政府依據人大「8．
31」決定提出的特首普選方案，令中央、特區政府和社
會各界為香港普選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付諸東流，反對
派成為扼殺香港普選的歷史罪人。梁家傑現在提出迫使
特首候選人重新啟動政改，實質是企圖推翻人大「8．
31」決定，意圖在香港掀起新一輪政爭，令香港永無寧
日。對此梁家傑承認，選委會選舉結果顯示，「民主

派」支持者盼以進取手法，在特首選舉中最大程度推動
民主運動，扭轉人大「8．31」決定。香港經歷兩年多
的討論、爭議甚至騷亂，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之後，已
提出合乎基本法和香港實際的最好普選方案，卻被反對
派否決。顯然，現在找不到任何重啟政改的理由。梁家
傑現在提出迫使特首候選人重啟政改，其實質是要拋開
基本法，拋開人大「8．31」決定，另搞一套。

梁家傑企圖挑撥中央和港人的矛盾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發言人在政改方案被否決當

日已明確指出，雖然特區政府此次依法提出的普選方
案未能在立法會獲得通過，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所
確定的普選制度的方向和各項法律原則，必須在推動
行政長官普選的進程中繼續貫徹執行，香港未來落實

行政長官普選仍然必須以此作為憲制依據，其法律效
力不容置疑。梁家傑現在提出迫使特首候選人重新啟
動政改，顯然是要進一步撕裂社會，挑撥中央和港人
的矛盾，將政制問題的爭議長期化，令香港陷於政制
爭拗不能自拔。
梁家傑聲稱，未來三個月如何操作，可以有無限的想

像空間，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包括倡議「公民推
薦」，要求特首參選人取得若干數量的公民簽名支持，
作為「民主派」選委提名其入閘的條件云云。「公民推
薦」不過是「佔中」期間反對派提出的「公民提名」的
借屍還魂，但無論是基本法還是人大決定，都絲毫找不
出「公民提名」、「公民推薦」的影子，二者漠視基本
法明文規定，誠不攻自破之說。
如果反對派真的有誠意重啟政改，也必須首先承認過

往的錯誤，在人大「8．31」決定的基礎上，協商可行
的方案，否則，就只能是搞亂香港社會的政治操作。

目前急需解決大量經濟民生問題
近年有關政制發展問題的爭拗一直沒有間斷，耗費了

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太多時間精力和社會資源，損害香
港的長遠經濟發展，導致香港與鄰近地區如新加坡的差
距越來越大。目前急需解決大量經濟民生問題，廣大市
民都期望社會能夠擺脫政爭的泥沼，聚焦於經濟民生之

上，重回發展正軌，重拾競爭力。
梁家傑現在又來鼓吹重啟政改，要
改變人大「8．31」決定，不僅罔
顧憲制，而且罔顧港人福祉。
過去幾年，香港因政制爭

拗，拖累了經濟民生發展，付
出了沉重代價。政制爭拗浪費
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現在是時
候聚焦經濟民生。廣大市民應大力支持特區政府排除
干擾，為市民辦實事、謀福祉，鞏固香港的競爭優
勢。

反對派恰恰是破壞法治的罪魁禍首
梁家傑想迫使特首候選人回應的另一訴求，是所謂

「捍衛香港法治等核心價值」，而反對派恰恰是破壞香
港法治等核心價值的罪魁禍首，卻反過來稱「捍衛」云
云，更是欲蓋彌彰。反對派2014年策動的違法「佔
中」，打着爭取「真普選」的幌子，要求撤回人大「8
．31」決定，煽動暴民政治，欺騙、煽惑市民和學生參
與大規模破壞法治的動亂，一開始就已走上大規模破壞
法治的道路，一度令香港淪為暴戾之都、動亂之都。梁
家傑現在又來假惺惺說捍衛香港法治等核心價值，這是
欲蓋彌彰，其目的不外是要推卸責任，挑起政治爭拗。

黎子珍

「 青 症 雙
邪 」 搞 「 眾
籌」打官司，
「 啟 發 」 了
「瀆誓四丑」

也來搞「眾籌」。所謂「多隻香
爐多隻鬼」，「青症」的所謂
「打下去的理由」文章停了幾
天，昨日終於肯出第三集。巴治
奧（梁頌恆）在其 facebook 聲
稱，高等法院上訴庭針對他們宣
誓案所作的判決，等於「以後若
再有市民挑戰政府的官司，政府
只要跪求人大一鎚定音，就可穩
操勝券了」。當然最重要的還是
附於文末的「眾籌」鏈接。有網
民揶揄，「打下去的理由，咪唔

還錢咯（囉），又可以借上訴為
名，不斷呃錢，一石二鳥，幾×
好呀！」

網民普遍對這種偽文青式的文
章，斷續「連載」的無病呻吟並
不賣賬。「李廣仙」留言狠批：
「收檔啦，小學雞，死都要打下
去的原因，有三個：1. 係拖。
拖延時間不想還錢。2. 係呃。呃
人捐錢打官司。3. 係破。破產之
後，就袋袋平安。香港無你想像
中咁多傻人，『青症』一出事，
兩隻小學雞，見哂（晒）底
啦。」「Ng Yiu Chung Nelson」
也揶揄道：「講到天花龍鳳一句
到尾就係唔想還錢，可以繼續
cap水！」 ■記者 羅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佔中三丑」
之一、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慫恿反對派選
委進行「魔鬼交易」，要求特首參選人承諾撤銷
對多名反對派議員宣誓的司法覆核，才會「賜」
予提名票，被質疑涉及選舉舞弊。全國港澳研究
會會員、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季霆剛昨日到
廉政公署舉報，批評身為選委之一的戴耀廷公然
提出條件，明顯有違法之實，要求當局即時調
查。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同意，戴耀廷的建議明顯
有可能觸犯《防止賄賂條例》，提出要求者及接
受要求者皆有可能被檢控。

批圖以選委票作「政治交易」
季霆剛昨日前往廉署總部，舉報戴耀廷涉嫌違
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指根據條
例規定，任何人索取或接受利益，作為令另一人
或試圖令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

候選人的誘因，即屬違法。
他批評，戴毫不掩飾地提出換取提名的條件，

而自己也是選委之一，明顯有違法之實，即使未
有實際行動，選管會也應即時調查，制止任何干
擾選舉的違法行為，現正等待廉署在日內回覆是
否立案調查。
湯家驊昨日也在網媒撰文，指在《防止賄賂條

例》下，任何人向行政長官提供任何利益，以作
出或不作出任何憑其行政長官身份所作之行為，
則屬犯罪，而「利益」的定義包括促使某些人獲
取某些職位、或某些人行使或不行使提名或投票
權，戴耀廷的建議明顯地有機會觸犯《防止賄賂
條例》，而提出要求及接受要求的所有人皆有機
會被檢控。

湯家驊：倡議亦屬嚴重刑罪
他又提到，在任何一宗訴訟中，若有人引誘、

唆擺、妨礙或阻
止任何一方提出
真實證據，藉以
影響、防止或誤
導法庭在該訴訟
中作出公正判
決，則有可能干
犯了妨礙司法公
正之刑事罪行，
或是在民事訴訟
中干犯了藐視法
庭之罪行。假若
有多於一人在互
相同意或協助
下，進行干犯以
上所提及的所有違法行為，亦有可能構成進行合
謀非法行為的刑事罪行。
他稱：「這些皆屬嚴重刑事罪行，倡議者及作

出此行為者，均須明白以身試法的嚴重法律後
果。」

季霆剛廉署舉報戴妖涉賄選 梁頌恆再發帖呃市民泵水
&1&1����

■季霆剛昨向廉署舉報戴耀
廷。 受訪者供圖

「瀆誓四丑」也眾籌
疑掩護「幕後金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被律政司入稟司法覆核其議員資格的「瀆誓四

丑」，實行「我搞事，你埋單」，於昨日突然宣佈邀「佔中三丑」中的陳健民

和朱耀明，及「民主動力」創會召集人鄭宇碩任信託人，通過教協的戶口眾籌

500萬元打官司。有政界人士質疑，反對派此前打官司從未喊窮，似有龐大資

源作為後盾，是次高調眾籌，令人懷疑有人借這個新興、法例監管未全面的捐

款模式，掩飾有「幕後金主」大開水喉的真相。

法
律
界
指「
佔
中
雙
丑
」或
涉
助
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佔
中三丑」中的陳健民、朱耀明等成立基
金，要通過眾籌為「瀆誓四丑」打官司。
有法律界中人指，基金負責人以眾籌方式
協助4人「打官司」，表面上可能已屬非
法助訟；而利用教協戶口收集捐款，有可
能違反了戶口用途的原意，銀行有責任展
開調查，一旦發展違例就應立即關閉該涉
事戶口。

黃國恩：偷步籌款有違法之嫌
執業律師黃國恩表示，助訟及「包攬訴
訟」在香港是刑事罪行，最高可判監7
年，其目的是要遏止不相關的第三者擅自
介入他人的訴訟，以免妨礙司法公正。其
中，助訟所針對的是肆意和擅自介入他人
的糾紛中，向他人提供協助，而助訟被告
人在糾紛中並不涉及任何利益。
他分析，陳健民等與是次司法覆核官司
沒有關係，也不涉及任何利益，表面上可
能已是非法助訟，而這個基金剛宣佈成
立，估計應該未完成所有成立的法律程
序，能否成立是未知之數，但已急不及待
借用教協戶口偷步籌款，已有違法之嫌。
黃國恩批評，「瀆誓四丑」每個月有近

10萬元薪金，劉小麗及姚松炎更擁有物
業，但就想盡辦法以籌款為自己的官司埋
單。為保障市民利益，執法當局應依法展
開調查，市民也應提高警覺，以免受到不
必要的損失。

馬恩國：銀行須查借戶口籌款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中華司法研
究會理事馬恩國大律師指出，用於籌款的
平台都應依法向有關部門申請，他質疑該
教協戶口是否已作出相關申請，又質疑教
協在申請開戶前，是否有向銀行說明是用
作籌募訴訟費用之用，不然，則不排除已
違反了銀行開戶條件，加上捐款來歷不
明，要杜絕可能有人「洗黑錢」，銀行有
必要監管、調查，倘發現違規應立即封閉
有關的戶口。

違法「佔領」一直被指有「幕後金主」支持，「疑
犯」包括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以至外國勢

力，而「佔中三丑」公開賬目的承諾至今仍未兌現，
側面反映「金主」之說並非空穴來風。
昨日，久未公開露面的「三丑」中的陳健民和朱耀
明，陪同「瀆誓四丑」羅冠聰、劉小麗、姚松炎及梁
國雄舉行記者會。
陳健民宣佈，他聯同朱耀明及鄭宇碩將任信託人，
負責成立「守護公義基金」，通過街站、網上眾籌及
向個別商界及專業人士募捐。首階段目標為500萬
元，以應付4人的司法覆核案，若有剩餘資金，「將
為其他基於政治原因面對『無理訴訟』的人士提供協
助。」

明言怕打輸覆核案要破產
他宣稱，司法覆核將令議員要承擔龐大的財政壓
力，更擔心先例一開，政府日後會借司法覆核來「打
壓異見聲音」。但又鬼拍後尾枕稱，4名議員一旦敗

訴，隨時因為要承擔龐大堂費而破產，市民必須站出
來「抗衡」這種「有違公義的不對等訴訟」。
鄭宇碩則稱，他們已初步接觸「民陣」及參與元旦

日遊行的反對派政黨，「民陣」稱要諮詢各成員團體
意見，但「樂意考慮」向基金捐款。民主黨已答應將
當日籌款所得，在扣除十分一繳付給主辦遊行的「民
陣」後，悉數捐給基金；工黨也有類似計劃；公民黨
則稱要交由下周舉行的執委會討論，但「反應相當肯
定」。

借教協戶口收錢死撐合適
基金是次會透過教協開設的捐款戶口負責收集款

項，陳健民稱，基金成立倉卒，難在短時間內開設銀
行戶口，而教協有「公信力」，而4名議員之中有兩
人為「大學教授」，一人是大學生，背景與教協相
近，由教協負責開設戶口是「合適」的，又稱在未獲
得捐款人同意前，基金不會公開捐款人身份。
另外，姚松炎日前去信立法會主席，稱自己和其他3

名議員，與主席一樣是已宣誓的立法會議員，既然立
法會秘書處此前支援了主席的訴訟費用，就應該一視
同仁地支付他們的訴訟費用云云。

被質疑走法律罅收「黑金」
「瀆誓四丑」目前仍乾領高薪，卻打支持者主意籌

錢，令不少市民不滿。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昨日在接
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大家對反對派的「黑金事件」仍
印象猶新，涉事者左閃右避、醜態百出，他懷疑是次
有人借目前法例對網上眾籌缺乏規管的漏洞，去掩護
「幕後金主」的身份，令「幕後金主」順理成章，可
以與有關人等進行「不可告人」的交易。
身為行管會成員的陳克勤補充，是次司法覆核爭議

點在於4人是否已依法宣誓，是其個人行為而非與其
立法會職務相關，立法會不應支付4人的訟費。
身為執業律師的民建聯議員張國鈞認為，身為公職
人員，為免被外界質疑涉及利益衝突，凡事均需要作
出申報，這一點反對派經常掛在口邊，以至經常捕風
捉影，但他們是次竟透過教協的戶口眾籌，令人懷疑
有關基金是用來掩護「幕後金主」的一個幌子，無私
顯見私。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批評，4人既然有「勇氣」去搞

事，就應有「勇氣」去承受責任，不應「我搞事，你
埋單」。他坦言，反對派一直以來都「唔知點解」有
龐大資源去應付法律訴訟，市民根本毋須擔心應付不
來，是次成立所謂「守護公義基金」，相信是一個假
象，用來掩護訟費的「真正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