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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宣 誓 欠 莊
嚴，正被特區政
府入稟挑戰議席

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宣佈競逐行政長官選
舉，可是卻被泛民冷待，只有少數屬「本土
派」的議員站台，場面冷清。梁國雄要在所
謂的「民間全民投票」取得3萬餘票支持提
名，是天方夜譚。

梁國雄是把暴力政治引入立法會議事廳的
始祖，此子以投擲物品和高舉棺材作樂，使
立法會淪為他的表演樂園，完全沒有羞愧之
心，令人側目。近日，多項大型基建工程的
撥款因立法會議程「拉布」而延誤審批，梁
國雄亦是其中一名作俑者，試問一名屢次衝
擊規則和制度的政客，憑什麼說服他人支持
他出選一個舉足輕重的公職？更何況，在去

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梁國雄在新界東僅勝
奪最後一席，是該選區票數最低的當選者，
可見長毛的激進沒有市場，其號召力今非昔
比，是強弩之末。
長毛原本已屆風燭殘年之齡，在去年立法

會選舉最後階段策略成功，僥倖險勝當選立法
會議員，卻在宣誓就職時「玩火」，惹來其議
員資格被覆核，是咎由自取。他和另外三人雖

享受巨額議員薪酬和津貼，卻以應付訟費籌募
「守護公義基金」，是次又下巴輕輕戲言將出
選行政長官，真令人質疑其籌款的真正目的，
是否會變質被用作其選舉經費。
網上流傳一張相片，圖中的梁國雄坐在地

鐵列車座位，卻把腳掌伸到鄰座乘客，更似
陶醉於無人之境把手伸到腳部「騷癢」，害
得其他乘客掩鼻，這種影響他人的行為令人
討厭，枉梁國雄還常把古巴英雄「哲古華
拉」掛在口中，簡直是侮蔑該古巴民族偶
像，更似是以人家之名來撈好處。梁國雄的
品格怎樣，自行判斷，但穿龍袍也不似太子
的長毛，要演「特首候選人」卻是有難度，

但若演「長毛賊」可能更游刃有餘。
早前，梁國雄曾捲入政治黑金醜聞，令人

認清他的真面目。昔日梁國雄抗拒並杯葛透過
間接選舉選出行政長官，今天的我卻打倒昨日
的我，出爾反爾，公開參選行政長官，可見政
客的誠信，長毛的承諾更是不能盡信。
梁國雄競選行政長官，是把其遊樂場從議

會延伸至選舉制度，是建設還是破壞有目共
睹。梁國雄明知不能代表泛民，卻跑出來獻
醜，明知徒勞無功卻借競選平台曝光，試圖
延續政治生命，是不負責任的投機。梁國雄
口中說民主派若提名某建制派候選人是背棄
原則，那他自己更是無原則可言。

長毛參選是典型的投機
朱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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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某不懲 港難未已

戴耀廷頻頻煽動違法亂港
「佔中」發起人之一、港大法律學院

副教授戴耀廷（戴某）提出「魔鬼交
易」，慫恿反對派選委利用手上的提名
票，換取特首參選人承諾撤銷對反對派
議員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
的宣誓司法覆核案。多名有法律背景的
立法會議員及法律界人士，聯署致信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要求律政司跟進戴耀
廷涉嫌選舉舞弊、妨礙司法公正、藐視
法庭及串謀罪，依法懲處其所犯罪行，
以維護香港的法治精神以及公平、公正
的選舉環境。
戴耀廷近年煽動違法亂港的惡行一樁
又一樁，但至今沒有承擔任何法律責
任，導致他不斷為反對派亂港出謀獻
計，唯恐天下不亂。戴耀廷是香港近年
法治不彰、亂象叢生的台前急先鋒之
一，可以說，「戴某不懲，港難未

已」。對戴耀廷披着學者的外衣，肆無
忌憚策動亂港行動，當局不能再姑息縱
容，必須追究其違法責任，否則後患無
窮。

「佔中」罪魁禍首至今逍遙法外
戴耀廷近年利用法律學者的特殊身份

和便利，破壞法治，變本加厲。戴耀廷
是整場非法「佔中」的策劃者、教唆
者、組織者，他在2014年5月發表的
《「和平佔中」所犯何法？》一文中已
經承認，「佔中」違反的法律至少包
括：(1)阻斷道路違法(《簡易程序治罪
條例》第4A條)；(2)未經批准集結(《公
安條例》第7條及17A(2)條)；(3)非法集
結罪(《公安條例》第18條)等。而他身
為發起人、策劃者，不但觸犯了組織非
法集會罪，更涉嫌串謀、煽動、教唆促
致犯罪；刑事毀壞、意圖藉此危害或罔
顧他人生命；威脅摧毀及損壞財產，甚

至是最嚴重的煽動暴亂罪。多個「佔
領」區爆發的暴力衝突，大批警員及示
威者因此受傷，「佔中」對各行各業造
成巨大經濟損失。
但是，戴耀廷因煽動違法「佔中」而

去自首的案件，至今還沒有作出處理，
導致其逍遙法外並繼續遺害社會。

「雷動計劃」明目張膽大規模配票
去年的立法會選舉，戴耀廷又力推

「雷動計劃」。戴耀廷既不是候選人，
也不是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人，呼籲
市民策略性投票，已有違反《選舉（舞
弊及非法行為）條例》重大嫌疑，更重
要的是，9月4日選舉日凌晨，「雷動
計劃」發給「策略選民」的「棄保」建
議，教導選民如何棄保，導致選舉出現
大量不正常的現象，包括多名選前民調
一直低迷的激進「本土派」、「港獨
派」候選人，在「雷動計劃」棄保之下

高票當選，有人甚至成為「票王」、
「票后」。而且「雷動計劃」動員4萬
人參加，以及開發「雷動聲吶」，發動
「雷霆救兵」，均牽涉龐大的人力物
力，背後有何政治黑金背景，戴耀廷至
今未交代真相。立法會的宣誓風波，
「雷動計劃」種下的惡果也難脫關係。
事實證明，「雷動計劃」根本是一場

明目張膽大規模的配票行動，明顯觸犯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立
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日前舉行會議，討
論擴大規管選舉調查的範圍。建制派議
員批評，「雷動」涉嫌違法，廉署及選
管會必須嚴肅跟進，當局應加強規管在
投票日進行的調查。

「魔鬼交易」涉觸犯「四宗罪」
最近，戴耀廷變本加厲，又公然策動

反對派選委用選票與特首參選人做政治
交易，以換取他們一旦就任下屆特首就
撤銷對4名涉嫌不依法宣誓議員的司法
覆核，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多名有法律
背景的立法會議員及法律界人士指出，
戴耀廷的建議損害法治，破壞選舉廉潔
及公正，更涉嫌觸犯「四宗罪」：選舉
舞弊、妨礙司法公正、藐視法庭及串謀

罪，呼籲律政司主動採取法律行動跟
進。律政司表示，會在收到相關資料後
或有需要時提供法律意見，並在適當時
候決定是否檢控。
戴耀廷赤裸裸地教唆在司法過程中使

用欺騙性的手段，影響政府執法、干擾
法庭判決，使公義不能彰顯，其妨礙司
法公正、藐視法庭行為的言行有白紙黑
字記錄，無可狡辯。因香港選舉一向非
常重視廉潔，港人一直嚴格遵守與選舉
有關的法例，是次戴某明目張膽提出政
治交易，令香港社會尤其法律界擔心。
戴耀廷妨礙司法公正、藐視法庭行為的
言行，無可狡辯。他身為選委和法律學
者，一再知法犯法，不斷煽動挑戰法
治，干擾公正選舉的行為，是香港近年
法治不彰、亂象叢生的禍首之一。當局
必須依法對其作出嚴正處置，不能再任
由其逍遙法外，禍港殃民。
戴耀廷至今仍逍遙法外，沒有受到應

有的懲罰和制裁。法治不彰，判決不
公，失去阻嚇作用，令戴耀廷肆無忌
憚，明目張膽教唆特首候選人和選委搞
不法「政治買賣」，並且威脅要策動
「二次佔中」，本港司法機構應堅決將
戴耀廷此等知法犯法者繩之以法。

古語說：「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在香港，也可以說是「戴某不懲，港難未已」。戴耀廷這樣

的禍港學者，一日不依法懲處，只會變本加厲妖言惑眾，禍害香港。香港有這樣一個知法犯法者長

期凌駕於法律之上，是一個法治社會極不正常的現象。本港司法機構應堅決將戴耀廷繩之以法，這

是捍衛香港法治核心價值的必要行動。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網選特首」又洩私隱
用戶登入憑證高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特
首選舉，這邊廂「民主300＋」內部就如何
提名嚴重分裂，那邊廂又有「佔中三丑」
之一的戴耀廷發起「公民提名」，另外還
有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宣佈

參選，要求反對派選委支持，反對派今鋪
真係可謂「七國咁亂」。不過，民主黨主
席胡志偉昨日與其中一名參選人、前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會面後揚言，該黨傾向支持
曾俊華及胡國興，並將會早於「公民提

名」結果出爐、在本周四的民主黨中委會
就討論有關提名意向，擺明在長毛及戴耀
廷的面上打了一巴掌。
曾俊華昨日下午與民主黨30名選委及中委

會成員會面，會後曾俊華稱，會面過程良
好，又形容民主黨是反對派第一個黨與他會
面，而民主黨亦在他任內支持財政預算案，
希望能得到民主黨提名。

胡志偉就稱，曾俊華在會面中說，會
先完成普選後，再推行基本法廿三條的
立法工作。對於曾俊華改口說不會有任
何前設開展政改工作，胡志偉認為，下
任特首必須明白任何「翻叮8·31」的方
案均會遭反對，認為曾俊華的講法有助
「突破現時政治困局」，亦掃除黨員的
擔心云云。

鴿黨撐薯片胡官 摑長毛戴丑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發起
「民間公投」，實在不是什麼新鮮
事，其「公投」系統漏洞連連、私隱

外洩機會極高，亦非今日才有，但為何反對派中人紛紛到
今日才質疑？
不難發現，是次反對派陣營對特首提名一事上嚴重分裂，

有人意欲「造王」，提名建制人選與另一勁敵競爭，有人則
堅持反對派不能支持建制派，並主張提名有意參選的社民連
梁國雄（長毛）作為代表，入閘與建制打對台。
「民間公投」系統，向來有助反對派大張「吸納民意」
的旗幟，反對派一直以來都歡迎。不過，是次的系統數據
顯示，以程咬金姿態希望殺入選舉的長毛，其民望竟較可
成為「造王」對象的退休法官胡國興為高，若不能就此漠
視民意，攻擊系統有大量安全漏洞、不可信，可以是其中
一個繼續合理化「造王」舉動的說法。
說到底，不論是系統在科技上的技術性問題，還是反對派

如何有效操控特首選舉的技術性問題，在反對派當年否決政
改後都與普通市民無關。

政治私利行先 市民權益懶理
不過，在「民間公投」系統充滿漏洞這件事上，反對派
一時對用戶資料外洩視而不見，一時又忽然關心市民的網
絡安全問題，這種雙重標準，切實反映了市民的私隱權
益，在他們眼中亦不及自己的政治利益重要。

■記者 甘瑜

私隱早已洩 反對派遲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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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戴耀廷牽頭組成的「公民聯合
行動」，於上周二起在網絡啟

動「特首選舉民間全民投票」提名
階段，市民可透過Telegram程式參
與提名。可是該「PopVote」系統甫
開始運作，即被反對派組織「前線
科技人員」踢爆，投票者需提供
Telegram戶口密碼，惟此舉既侵犯
投票者私隱，更可能讓其個人資料
外洩。

被外人登入 無戶口「被開戶」
之後更陸續有苦主反映，投票後其
Telegram賬戶不知被何人登入，更有
原本沒有Telegram戶口人士離奇
「被開戶」。惟「公民聯合行動」拒
絕認錯，仍聲稱系統「冇問題」。
事件未解決，系統再被揭發有問

題。facebook 專頁「前線科技人
員 」 昨 日 發 帖 指 ， 再 發 現
「PopVote」系統存在其他保安和設
計漏洞，而該漏洞將增加資料外洩
的機會和影響投票可信性。
帖文解釋，「PopVote」把用戶

的 Telegram 登入憑證（Session Au-
thentication Key）存放在瀏覽器的
本地儲存（localStorage）內，即使
關閉瀏覽器或重新啓動電腦，該登
入憑證不會被清除而且繼續有效。
該瀏覽器的任何使用者，例如公共
圖書館或學校的公用電腦之其他用
戶，可以取得這個憑證，登入該用
戶的Telegram戶口，存取其所有通
話記錄及收發新訊息。
帖文續指，該系統在上周三的更

新中，修正了投票程序完成後未有
登出Telegram的問題，但卻未有妥
善處理用戶未完成投票程序時的情
況，即如果用戶沒有完成投票程
序，就算關閉瀏覽器，重開後仍然
保持登入。故此，用戶仍可因此被
竊取Telegram戶口。

海外電話可投票 零可信性
此外，由於現時PopVote系統以

Telegram登入，取消了只限本地網
絡的規定。雖然系統要求用戶填寫
本地電話號碼登入Telegram，可是

PopVote卻存在明顯設計漏洞，令
「前線科技人員」利用此漏洞，成
功在海外以外國電話投票，減低投
票結果的可信性。
由於系統出現嚴重保安漏洞仍未修

正，「前線科技人員」籲市民立即停
用，認為任何曾使用該系統市民，應
了解通訊紀錄外洩風險，並採取適當
措施保護自己的資訊安全。

莫乃光馮家強「專政」轉貼
帖文引發不少迴響，竟連不少

「自己友」均表示認同，立法會資
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教協總幹事
馮家強，以及反對派的「專業議
政」，均即時轉貼此帖文，其中馮
家強坦言上述漏洞屬fatal risk （致
命風險），並已向戴耀廷反映。
另外，一個名為「大地上的資訊

保安」專頁，亦對此表示失望，直
指公民數據發言人是「避重就輕咁
試圖將問題講成所有系統都有嘅常
見問題」，表明絕不認同系統有能
力提供足夠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報早前率先報道，揭發「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發起的

「特首選舉民間全民投票（PopVote）」有嚴重保安問題和資料外洩風險後，有關系統昨日

再被「前線科技人員」揭有新問題，就是登入憑證外洩風險。「前線科技人員」指，

「PopVote」會把用戶的Telegram登入憑證儲存在瀏覽器的本地儲存內，即使重新開電腦亦

不會被清除，故如果有人在公用電腦上使用「PopVote」，其他用戶亦可取得有關憑證，登

入其Telegram賬戶，存取其通話記錄和收發新訊息。此外，由於系統亦可讓人用其他國家和

地區的電話登入投票，方便種票，影響投票的公正性。由於系統問題多多，「前線科技人

員」facebook專頁再度呼籲市民，立即停用該投票系統。

本屆政府只餘
下4個半月任期，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明，政府將爭分奪
秒，全力推動今年施政報告的一系列前瞻
性措施。他又特別提到，立法會議員是香
港團隊的一分子，希望他們以香港的長遠
發展和市民福祉為依歸，求同存異，推動
香港發展。

張建宗談體育到優質生活
張建宗昨日以「從體育精神到優質生

活」為題發表的網誌指出，他昨日主持的
香港馬拉松，已由本地賽事發展成國際盛
事，為關愛社區注入正能量。
他形容，自己也是「波牛」，年輕時常
常觀看球賽亦參與比賽，了解香港人熱愛
各式運動，而行政長官在今年施政報告宣
佈，在未來5年開展41個涵蓋全港體育設
施項目，為15個體育及康樂設施項目進行
可行性研究，加強培訓精英運動員，興建
佔地28公頃的啟德體育園等，均可推動體
育的發展，將香港提升為國際體壇盛事之
都。
他指，體育對身心健康大有裨益，而優
質的城市環境亦可讓公眾享受健康宜人生
活，因此施政報告也提出將推出一系列環
保新措施，包括制訂新減排目標，將香港
2030年的碳強度從2005年的水平減低
65%至70%，並預留兩億元為政府建築物
等裝置可再生能源設施等。
他承認，要推動這些新措施及持續完善

現有措施並不容易，但今屆政府在行政長
官的領導下，無論遇到多大困難，多嚴峻
的考驗，問責團隊和公務員均從不迴避挑
戰，一直努力不懈，堅定不移推行各項利
民、惠民措施。而立法會議員亦是香港團
隊的一分子，他期待議員們以香港的長遠
發展、市民福祉為依歸，求同存異，和衷
共濟，攜手推動香港向前發展。

■記者高俊威

推施政爭分奪秒
盼議員求同存異

■「前線科技人
員」fb專頁指投
票系統又有新問
題，原來用海外
電話亦可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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