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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判決無損與港青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
華）「保衛香港運動」約 20 人
昨晨由香港大學東閘遊行至港
大法律學院教學樓，向大學教
職員代表遞交抗議信，抗議
「佔中」搞手戴耀廷利用學生
破壞香港，並要求律政司盡快
檢控「佔中三妖」戴耀廷、陳
健民、朱耀明及反中亂港的
「黑金黎」黎智英等數十名
「佔中」搞手。「保港運動」
主席傅振中指出，違法「佔
中」已過去 3 年，不明為何 48
名「佔中」搞手中，有 39 人仍
能「逍遙法外」，他們將於近
期發起街頭簽名運動，要求律
政司盡快跟進、處理，還社會
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雙
學三丑」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涉
2014 年衝擊「公民廣場」，日前上訴
庭由社會服務令改判監禁，反對派即
輸打贏要，攻擊法院。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昨日強調，香港的司法「完全獨
立」，也是法治社會的基石，又引述
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發表的聲明，強
調法庭決定完全沒有受其他因素影
響，「香港的法治是獨立的，香港是
有言論、集會自由的地方，但需遵守
社會秩序，一定在法律下行使有關權
利。」他相信事件不會影響特區政府
與青年的溝通。
建宗（右圖）在接受
電台訪問時指，他不
評論社運人士被改判入獄一
案，認為屬法庭的決定，但
強調香港司法「完全獨
立」，是法治社會的基石，
又引述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
發表的聯合聲明，澄清法庭決定完全沒有受
其他因素影響，「香港的法治是獨立的，香
港是有言論、集會自由的地方，但需遵守社
會秩序，一定在法律下行使有關權利。」

「煽學生落火坑 戴妖最賤格」

張

批部分外媒看法偏頗
就近日有外媒撰文建議諾貝爾和平獎評審
委員會應考慮接納黃之鋒、周永康及羅冠聰
三人角逐下屆諾貝爾和平獎。張建宗表示，
不評論個別建議，但批評外媒評論法院對三
人的裁決受中央影響的說法，反映有部分外

陳健波：「犯法不犯罪」害青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上訴庭日前改判
3 年前衝擊政總東翼前地
的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
康即時入獄。曾與羅冠聰
共事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主席陳健波昨日批評，有
人向年輕人灌輸「犯法不
犯罪」的觀念，為求達到
目的「乜都可以做」，此
舉會破壞法治基石。

指羅冠聰被「洗腦」

陳健波在電台訪問中
指，羅冠聰擔任議員時有
禮貌，發問前有做功課，
即使與他爭辯時發現他有
道理時，也會立即講一聲
「對唔住」，不像部分議
會新丁無禮「以挑戰主席
為樂，一味喺度嘈」，並
相信羅冠聰是被人灌輸錯
誤想法，自以為所做的事
情很偉大，怎樣都不應受
到刑罰。
他批評有人向年輕人灌
輸「犯法不犯罪」的觀
念，「甚至為咗達到一啲理想、理
念，咩方法都可以做，總之初心係
為香港市民好，就唔使坐監，或者
刑罰好低」，此舉會破壞法治基
石。他又強調應尊重法庭判決，不
應隨便批評，亦不應因判決對己方
不利就批評，這樣並不公道。

■「保衛香港運動」促律政司盡快檢控「佔中三妖」及「黑金黎」。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媒的看法偏頗。
今屆特區政府表明會加強與年輕人的溝
通，張建宗相信，過去一星期發生的事不會
影響特區政府與青年的溝通，現屆政府持開
放態度，接觸不同政治光譜及理念年輕人的
看法不會改變，「我們不要把一、兩件事定
性將來的青年發展會否受掣肘。」他稱，尊
重個別青年的理想，但香港需向前走，政治
發展需配合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發展，重要的
是提供平台讓青年向上流動。

中策組改組 多納青年意見
他續說，政府會與不同政治光譜及有不同
理念的年輕人接觸，多吸納青年意見。他舉

例指，中策組改組後將有 20 個至 30 個空缺，
政府將以合約的形式聘用年輕人，詳情將在
10 月的施政報告中公佈。他強調，年輕人是
政府重要的對象，其聲音一個也不能少，政
府希望多培養年輕人及給予他們空間發展。

邱騰華：港法庭受世界尊重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在接受另一
電台訪問時，被問到法院對有關人等的判決
會否影響本港的國際形象時表示，法治是香
港最重要的基石，獲基本法及普通法保障，
而香港法庭受世界尊重，本港的司法制度在
國際評級排行第三，無論公眾對判決有何看
法，都應該尊重法庭。

謝連忠質疑法官 任建峰籲勿無理指控

昨晨10時30分，約20人的遊
行隊伍高喊口號：「煽學生落火
坑 戴耀廷最賤格」、「無恥戴
妖快認罪」、「講就違法達義
做就逃之夭夭」、「佔中群魔亂
舞 黑金黎未落鑊」等，由香港
大學東閘一路遊行至港大法律學
院教學樓，要求律政司加大檢控
力度，還社會安寧。

批「黑金黎」亂港仍逍遙法外

傅振中表示，日前「雙學三
丑」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
被高等法院上訴庭改判入獄 6
個月至 8 個月，雖然懲罰較
輕，但亦有助挽回市民對司法
界的信心。不過，「佔中三
妖」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

一直宣傳違法「佔中」，煽動
學生知法犯法，以暴力破壞香
港秩序，「黑金黎」黎智英則
勾結外國勢力，反中亂港，但
有關人等至今仍然逍遙法外，
社會期待律政司能加大力度檢
控這班「妖魔鬼怪」，彰顯公
義，還社會公道。
他批評，戴耀廷以法律系講師
身份主導違法「佔中」，除在港
大大發謬論，還到社會與中學向
青少年煽動仇視國家、藐視人大
決定的思想，再配合反華勢力，
煽動學生攻擊政府，搞「港獨」
分離主義，企圖破壞「一國兩
制」，故要求律政司盡快檢控各
「佔中」搞手，以無負社會大眾
對律政司的期望。
退休陳女士表示原本應該享受
飲茶、悠閒的退休生活，卻一大
早走出來遊行，因對社會現狀感
到擔心。她指，見到近年年輕人
動輒衝擊、咒罵、使用暴力，社
會不再安寧，其中更有學生因此
觸犯法律，留下案底。她希望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不要利用
學生擾亂香港，希望律政司加強
檢控，避免下一代有樣學樣，墮
入違法陷阱。
徐先生則反對戴耀廷、黎智
英等人，更懷疑其「收受黑
金」搞亂社會。他認為，香港
的事應該香港人自己解決，不
應該亦不需要外國勢力插手，
香港人自己完全有能力、有智
慧解決自己的問題，呼籲政府
調查「收黑金」事件，杜絕有
人用「黑金組織」搞亂香港。

詩人批戴妖拿港大人工搞政治
東北案的

反對派遇

& 1 到 法 院 的 判
決 「 啱 心
&
水」就話「司法獨立」，唔啱心水

 & 13 名 被 告 ，
和「雙學三

丑」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在

就即刻質疑法官有政治考慮，充分
反映其輸打贏要的盲目心態。 葉謝
鄧律師行創辦人謝連忠近日就在 fb
聲稱，話「雙學三丑」被判監，
「相信會做（造）成法官們的分
裂」，「即是說，香港法官會否
『楊振權（判案的上庭副庭長）
化』和香港法院判詞會否『大公報
化』」喎，更質疑香港律師會及香
港大律師公會就案件發表的聯合聲
明，是「維穩立場」云云。
謝連忠在fb聲稱，「今次雙學三子
被判入獄，形勢上已燒到香港的司法
機關內部，相信會做（造）成法官們
的分裂，『同一個事實，不同的判
斷』，並不是『法律觀點』，亦不是
原審裁判官與上訴三官兩者之間在觀
念和判決上的個人分野，而是全體人
員，最終更加涉及中國政府的看法和
立場，即是說，香港法官會否『楊振
權化』和香港法院判詞會否『大公報
化』。」

覆核刑期後均被判囚，包括幾名
「主角」在內的反對派中人均稱
這是「政治迫害」，有人更直接
提出釋放三人這種蔑視法治的口
號。基督徒詩人胡燕青近日在 fb
發文（見圖）質疑道：「既然你
已經用了暴力，就該直接面對，
而不是說別人迫害你，濫用司法制度等。……這樣的你沒有公民
抗命的胸襟！」她更不點名批評「佔中三丑」：「請問拿港大人
工和工作時間搞政治的老師戴教授等幾位在哪兒？」

話楊振權「實升職」
網民「Ken Cheung」就留言道：
「呢個楊振權有無機會升終審庭？」
謝連忠就回應稱：「一定有和會。」

■任建峰的帖子。
網上截圖

■謝連忠的帖子。
網上截圖
佢咁講，似乎有所暗示噃。
謝連忠又以「兩個會的『維穩立
場』」，來形容兩個律師會回應
「雙學三丑案」發表的、指是次判
決「未見有任何跡象顯示是建基於
法律以外因素」的聲明，更留言
稱：「佢哋攞住個會啲名，就當正
自己係有point，係權威。」
同屬法律界，同樣撐反對派，
「法政匯思」前召集人任建峰就
「理智啲」。他在 fb 發帖道：「個
人來說，我支持大律師公會和律師
會的聯合回應。我對於近日裁決有
不少異議，但有異議是正常的，否
則就不會有案件被上訴、不會有法

前廉政專員：判決撥亂反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等法院上
訴庭日前改判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即時
入獄，前副廉政專員郭文緯（見圖）接受網
媒訪問時表示，上訴法庭的判決真正令整個
社會風氣撥亂反正，又不點名批評周永康父
親向記者稱自己對兒子所做的事「引以
自豪」，反問倘其中一名保安人員是其
兒子，卻因為所謂「抗暴」而受傷甚至
癱瘓，他是否仍會對被告的行為為榮。
郭文緯在訪問中嚴厲譴責某些政黨中
人，特別是梁家傑及戴耀廷在判決後仍
以「違法達義」為借口，稱甘地其他案
例，指用武力去傷害別人以達到目的是
可以的，是在誤導市民，因為甘地是不
會傷害人的，又批評身為大律師的楊岳
橋在講風涼話，聲稱坐監令人生「更加
精彩」，是在離譜地誤導年輕人。
郭文緯言論獲得網民點讚及留言支持。

「保港」促控「佔中三妖」
「黑金黎」

強調港司法
「完全獨立」不受其他因素影響

「Chi Chung Wong」讚郭用事實說話，不
似政棍只是呼叫空洞的囗號。「Man Chun
Sin」指為理想而犯法不是光榮，指如果社
會主流價值真的這樣荒謬的話，相信會有很
多人為了守衛國家民族的尊嚴，而選擇使用
私刑懲治這幫漢奸了，慶幸社會上大多數人
是理性的。「Patrick Chan」直指年輕人都
要守法，雖然要有人監察政府，使政府不斷
改善，但請用合法的方式表達意見。

律學術研究。但大家千萬不應對司
法制度作出無理、無證據的指
控。」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
驊則認為兩個律師會有必要發聲
明，因為法治非常脆弱，特別是在
社會上有「影響力」者公開指控法
庭違反法律基本原則，是十分嚴重
的指控，即使指控不屬實，但帶來
的傷害或需很長時間彌補。社會上
有政治爭拗，但不希望延伸到破壞
法治。他希望兩個律師會主要代
表，未來數天多向市民解釋法治對
香港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反對派將上
訴庭副庭長楊
疑 振權前年出席
了香港中小型
者 律師行協會聖
誕酒會上與時
眾 任特首梁振
英及多名民建
聯成員合照一事借題
發揮。民建聯東區支
部發帖，上載了張達
明、李卓人和袁國強
舉杯等照片，揶揄
道：「如果企埋一齊
影張相就話有嫌
疑 …… 其 實 隨 手
google一吓?，原來
好多人都好有嫌疑
呀！」
網上截圖

嫌

明知犯法「求仁得仁」何怨
胡燕青在帖文中事先說明，要「誠意邀請各位來unfriend和unfollow 我，……因為我要對基督耶穌和我自己真誠。」她在文中
指，「你即使不相信律政司，也相信那些法官吧？我相信、認同
他們的看法。即是說，假如我是他們，按照法律，我同樣會如是
判。年輕人本來就知道這一點，才開始衝擊的。理性地看，那是
『求仁得仁』，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公民抗命。」
她續道：「何謂公民抗命？那就是先有犧牲的預備，到了真正
要付出代價的時候，接受一個事實：你所經歷的情況不等同被壓
迫，而是甘心伏法去喚醒更多的人。……換句話說，暴力不是公
民抗命的標誌，深度才是。何況，既然你已經用了暴力，就該直
接面對，而不是說別人迫害你，濫用司法制度等。年輕人，這樣
的你使我失望！這樣的你沒有公民抗命的胸襟！這樣的你太自
義，太膚淺！」
胡燕青坦言：「我誠實地說，我並不欣賞這種夾雜著（着）英
雄主義和有意識的暴力的所謂抗命，如果當中更有『自我感覺良
好』（判詞）的元素，就實在太令人難堪了。苟真如此，我為你
感到羞愧。……不要誇大你的烈士身份。你只是一個為自己的理
想付出的人。而在香港，這樣為理想默默耕耘的年輕人很多。」

「大人躲起來 孩子們坐牢」
她更不點名批評「佔中三丑」：「這幾天，請問拿港大人工和工
作時間搞政治的老師戴（耀廷）教授等幾位在哪兒？假如我曾經傷
心，我是因為這些策動一切的大人都躲起來，繼續做教授（戴耀廷
和陳健民）、繼續作牧師（朱耀明）……而孩子們坐牢了！」
反對派口講尊重他人的言論自由，但只是口頭說說，胡燕青此文
自然受到反對派支持者的攻擊，有人更即時unfriend了她。知名作
家陸離就為胡燕青抱不平，留言道：「這是怎麽回事？當時（『佔
中』） "Unfriend 潮" 今天即將重演？……這是怎麽回事？追求民
主，民主，却半點 『斯文、温潤、誠懇』的意見或感想都容不下？」
她嘆道：「專制獨裁國家，容不下『異見者』，若『可能的unfriend
潮』可能即將重演『佔中期』的撕裂，這樣半點容不下『枝葉異見
者』， ……這不是頗相像於 『專制獨裁國家』了嗎？」
不少網友也深有同感。「Sara Sara」道：「我也親身體會過口
講追求民主嘅人係到（喺度）打壓異己嘅聲音，根本沒有條件也
談不上建設民主社會，因為某些口講追求民主嘅人原來容不下多
元聲音。」「連瑞庭」也說：「部分極端口喊民主之士，言論與
他們不一致的，便被視為敵人，不容有異聲，民主為何物，只有
己，沒有他。」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