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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再函港大促炒戴妖
若下周四前仍無書面回覆 或提覆核及辦聲討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發起網上聯署，

要求香港大學辭退鼓吹「違法達義」的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短短

一周內收到逾8萬個簽名，比預期多出一倍。何君堯昨日形容群情洶

湧，有足夠民意基礎支持他促港大辭退戴耀廷，將會再次去信港大校

務委員會，要求成立委員會調查戴耀廷，其間並暫停其工作，如果下

周四（14日）前仍未收到令其滿意的書面答覆，不排除提出司法覆

核，及舉辦聲討戴耀廷的公眾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短短一周
內，逾8萬人聯署要求香港大學辭退「佔中
三丑」之一的戴耀廷，反映市民對戴鼓吹所
謂「違法達義」的不滿。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昨日認為，香港大學
以公帑運作，絕不能漠視市民的聲音，校方
應凍結戴耀廷的教席，停薪停職，直到法院
就戴耀廷的控罪作出裁決後再跟進。
梁志祥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戴
耀廷的所作所為，完全違背了其法律教育工作

者的角色，借其職位，及獲大學的薪金「資
助」進行違法活動，包括鼓吹及參與違法「佔
中」，更通過課堂不斷向年輕人灌輸違法的理
論，校方不能視若無睹，更不能以「學術自
由」之名不了了之，否則將會令人覺得港大是
在縱容員工違法。
他續說，戴耀廷被控的「串謀作出公眾妨

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
人煽惑公眾妨擾」罪，法院稍後將開展聆訊，
為免出現利益衝突，校方現階段應凍結戴耀廷
的教席，停薪停職，直至法庭作出判決，再決
定是否開展解僱戴耀廷的程序。

自何君堯發起連
串要求港大辭退戴
耀廷的行動後，反

對派喉舌《蘋果日報》一直肆意攻
擊、批評。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蘋
果》記者連番向何君堯提出質疑，先
追問他提出司法覆核的理據，因港大
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和港大校長馬斐森
已作出回應。他聞言反駁道「我以為
我已經講得好清楚，你已經係第四個
再問」，重申希望自己去信同樣獲得
書信回覆，因未知校方會否口講一
套、書面回覆是另一套，「喺學校裡
面，唔係文盲嘅，寫一封信係好正常
嘅嘢啫，《蘋果》嘅朋友，係咪？」

戴妖禍社會 何以置若罔聞？
《蘋果》記者之後再問到，如果今次

成功令港大辭退戴耀廷，是否所有主張
「公民抗命」的教師都應被辭退。何君
堯強調，現時「公民抗命」的情況是有

法不依、挑戰法律，作為成年人就要為自己的
行為負責，並重申自己並非以言入罪，非在戴
耀廷於2013年撰文提出「公民抗命」後隨即口
誅筆伐，「過去4年幾已經睇到有乜嘢事發
生，難道《蘋果》你報道咁多，你無一個感覺
係我哋有暴動、我哋有『公民抗命』嘅命題
下，產生咗社會不安寧？佢嘅說話嘅荒謬性、
錯誤性同危害性，喺今時今日，你好似仲係置
若罔聞、感受唔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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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祥促將戴凍席停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

三丑」之一戴耀廷，在香港立法會選舉
期間搞所謂「雷動計劃」，近日更試圖
趁澳門舉行立法會選舉，將「雷動」
「移植」澳門，圖影響選舉結果。本身
為澳門永久居民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季霆剛認為，戴耀廷推動「雷動」涉嫌
違反澳門的立法會選舉法，他將於日內
致電澳門司法警察局舉報，要求徹查事
件。

誘迫投票 最高囚8年
根據澳門立法會選舉法第一百六十五

條，對任何選民使用暴力或威脅手段，又
或利用欺騙、欺詐手段、虛假消息或其他
不法手段，強迫或誘使該選民按某意向投
票或不投票，處以1年至8年徒刑。
季霆剛昨日在澳門報章以《戴耀廷雷

動計劃涉違法應查》為題撰文，指戴耀
廷近日借澳門受到「天鴿」蹂躪一事大

抽其水，聲稱此事反映澳門的「管治系
統」已經「崩潰」，並為澳門的反對派
「出謀獻策」，要當地反對派的支持者
進行「配票」，試圖影響澳門立法會的
選舉結果。
他指出，戴耀廷文中提到要澳門支持
反對派的選民應「策略性投票」，更號
召要「透過社交媒體及手機通訊程式的
群組，在澳門選民中傳開」，是涉嫌以
虛假消息，「吹捧」某些候選人是違反
澳門立法會選舉法，要求澳門司警徹查
是次涉嫌違法事件，並採取果斷行動。

何君堯於上月29日傍晚發起聯署，前
日傍晚結束，扣除3,338個惡意及不

合理簽署後，共收到80,623個有效簽署，
其中1,729個來自法律界，8,808個來自教
育界。他昨日舉行記者會交代詳情時，形
容結果「喜出望外、群情洶湧」，而簽署
數目大大超出預期的4萬個，代表有足夠
民意基礎支持他促港大辭退戴耀廷，不能
接受戴利用法律學院副教授的身份扭曲法
治，鼓吹學生衝擊社會秩序，抨擊法庭制
度及法官。
他表示，自己於上月26日去信港大校

委會，要求辭退戴耀廷，但至今仍未收
到回覆，他會再去信校委會，反映8萬人
有強烈意願，要求根據《香港大學條
例》成立委員會調查戴耀廷，其間並暫
停其教學工作以避嫌。如果下周四前仍
未收到令其滿意的書面答覆，他不排除
提出司法覆核，及舉辦聲討戴耀廷的公
眾大會，但強調司法覆核是言之尚早。

駁馬斐森無權干涉論
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早前說，校委會

沒有權力解僱教職員，要由校長馬斐森處
理，馬斐森就說大學無權力干預教師的校
外行為。何君堯認為，戴耀廷的言行影響
廣泛，衝擊香港法治及社會安寧，而教師
在校外的言行也會影響學生，馬斐森不能
容許下屬再荼毒學生，如果只顧自己「洗
乾淨對手」就不太妥當。
他又不接受李國章的口頭講法，希望校

委會以書面答覆他，加上馬斐森也是校委
會成員，故校委會無權解僱教職員是「天
方夜譚」。
被問及提出司法覆核的理據，何君堯指

校委會的做法涉及程序不公，從未有回應
其首封去信起已有足夠理據，加上現有8
萬人支持其建議，如不成立委員會調查戴
耀廷，就可構成未有根據法律賦予的責任
行事。

撤戴教席免誤人子弟

戴耀廷因策劃「佔領」行動，現有妨
擾案件在身。被問到何不在戴被判罪成
後才採取行動，何君堯強調行動是針對

戴的教席，有迫切性，「佢喺教室裡面
繼續教法律，我唔清楚佢教乜嘢法律，
如果我哋見到佢為人師表，繼續喺度誤
人子弟，你會唔會要等到佢定罪之後先
去做嘢？」

■何君堯形容，聯署群情洶湧，有足夠民意基礎支持港大辭退戴耀廷。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上接A2版）香港多間大學舉行開學
禮，「港獨」分子紛紛現形。其中，中文大
學不但出現宣「獨」的單張和橫額，更邀多
名「獨」人在學校舉行論壇。建制派立法會
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有人在
校園內以具規模、廣泛的形式鼓吹違法違憲
的「港獨」，已觸及可容忍的底線，校方不
能再視而不見，必須嚴肅處理，包括考慮要
求滋事學生休學等。

何俊賢：校方責無旁貸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直言，「港獨」既違反

基本法，更脫離現實。過去數年，被「佔中

三丑」之一的戴耀廷等借大學校園播
「獨」，令教學、研究及學業荒廢，院校的
國際排名亦不斷下跌，直接影響香港未來的
發展，事態嚴重。他強調，校方絕對責無旁
貸，必須盡速處理，而不應再以「言論自
由」為違規學生開脫，否則只會強化他們的
錯誤觀念，讓歪風繼續蔓延。

劉國勳：盡速跟進 嚴肅處理
身為中大校董會成員的民建聯議員劉國勳

則指，校方必須盡速與涉事學生會面，嚴肅
處理相關事件。

林健鋒：加強教育 培養法治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強調，香港是法治社
會，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律，無論學生或教師
都不能借學術及言論自由之名，將宣揚「港
獨」的行為合理化。
他認為校方必須嚴正處理，懲處涉事人

等，不能助長「港獨」歪風，更不能讓學生誤
以為校園是能夠任意妄為的法外之地，又建議
教育局應加強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教育，
從小培育學生尊重基本法和法治的觀念，讓莘
莘學子在健康的環境下學習及成長。

何啟明：事態嚴重 促懲搞手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強調，「港獨」違法

違憲，校方近日以容忍的態度應對，僅清
理了有關橫額，但引來更多的橫額及標
語，甚至蔓延到其他院校，事態嚴重，已
超越了言論自由的範圍，校方須嚴肅對待
違規者，嚴重者應要求休學。

陸頌雄：「獨」污校園 令人痛心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強調，大學是研習學術
的地方，現被「港獨」分子污染，令人痛
心，校方必須嚴肅處理，其他師生也應發
聲，拒絕「被代表」。

何君堯：煽「獨」踩界 衝擊法治

港大法學專業證書課程（PCLL）舊生、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指出，言論自由也有界
線，如果渲染及宣傳「港獨」的話，就會違
反香港基本法第一條，而如果任何人試圖衝
擊基本法及《公安條例》等，就要負上犯法
風險，呼籲學生不要作出煽動「港獨」這樣
的「踩界」行為。
他強調，校方有權清除任何不合適的標

語。

邵家輝：醉心滋事 不如離開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指，「港獨」已成為

「過街老鼠」，人見人憎。一眾「港獨」分
子假借「學術自由」、「言論自由」之名，
將校園變為「港獨」基地。大學是求學之
地，倘滋事的學生這麼醉心搞事，不如乾脆
離開，將機會留給其他真正有心求學的學
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獨」品侵校園 各界促嚴處

染指濠江挑「雷動」政界舉報促徹查

近日，本港多間大學出現「港獨」橫額，「港
獨」思潮又有在大學死灰復燃之勢，引起社會高度
關注。在大學校園散播「港獨」，其實只是個別激
進學生所為，大多數學生絕不認同、支持「港獨」
言行。少數被「港獨」洗腦的學生令學生會變質、
騎劫大學，破壞大學專注學術、培育人才的和諧氣
氛，損害學校聲譽。鼓吹「港獨」違憲違法，違反
校規，校方應立場鮮明、態度堅定，依法依規嚴正
處理，嚴肅處理犯規學生，防範大學校園淪為散播
「港獨」的法外之地。

新學年剛開始，中大、港大等多間大學接連出現
鼓吹「港獨」的標語和橫額，還有大學學生會在校
園邀請「港獨」分子舉行論壇，一時間「港獨」思
潮又現沉渣泛起之勢。仔細觀察下，此次校園又颳
「獨風」，但搞事者色厲內荏，對校園出現「港
獨」標語和橫額無人敢認是自己所為，「有膽做無
膽認」的虛怯路人皆見；本報記者在多間大學訪問
多名學生，大多數人均表示，支持「港獨」只是小
部分人的想法，相信絕大部分人均不會同意，因為
香港與國家無論在文化及歷史上，都是關係緊密。

毫無疑問，目前在大學校園執迷不悟鼓吹「港
獨」的，只是少數中「獨」太深的學生，他們冥頑
不靈，打着學生會的名義，以學生代表自居，繼續
替「港獨」張目，為黃之鋒、周永康等人喊冤，並
透過反對派喉舌竭力放大其散播「港獨」的聲音，
刻意製造「港獨」死而不僵、在大學校園捲土重來

的聲勢。但事實上，隨着違法「佔中」的「雙學三
丑」被判入獄，宣誓風波的梁游上訴終極失敗，
「港獨」勢力遭受重挫。更重要的是，經過全國人
大常委會釋法和一系列法庭判決，已經讓本港多數
大學生更清楚認識到，鼓吹煽動「港獨」，違反基
本法和香港法律，隨時要付出沉重代價，自毁大好
前途。多數關心社會及國家的大學生，在積極表達
自己意見的同時，自覺遵守憲制和法律，不認同顛
覆國家、撕裂香港的言行，不做「港獨」思潮的散
播者、同路人。在這種基本情勢下，個別鼓吹「港
獨」的學生，明顯是借學生會的名義騎劫校園，他
們根本無資格代表大多數學生。

大學校園播「獨」雖然只是少數人所為，受損的
卻是學校。按照大學的校規，學生會是大學架構的
一部分，獲大學授權代為管理學校的設施，但不是
無法無天的「獨立王國」，學生和學生會都必須遵
守大學的校規；大學尊重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但
不是「港獨」主張的「販賣場」，在大學校園公然
宣揚「港獨」，不僅違規，更加違法。對此，校方
絕不能視而不見，應徹查是何人在校內懸掛「港
獨」宣傳品，鼓吹「港獨」；校方更須義正辭嚴告
訴全體師生，騎劫公共空間的行為違反校規，散播
「港獨」更是衝擊「一國兩制」、挑戰本港法律的
違法行為，需要嚴懲犯規的學生，必要時更可報警
處理。唯有校方嚴正處理，方能有效遏止「港獨」
歪風。

騎劫學生會播「獨」 校方須嚴正處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進一步闡述首次置業上

車盤的政策方向。本港樓價與市民購買力嚴重脫
節，首置上車盤有利進一步完善置業階梯，落實
以置業為本的房屋政策，切中肯綮，可以回應港
人訴求。既然如此，有關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應
在保證公平合理的前提下，盡量簡化行政程序，
盡快推行；同時打破思維定式，積極考慮各種更
靈活多元、快捷高效的推行方式，包括公私營合
作等，以便充分調動社會資源，幫助更多無瓦遮
頭的市民解決居住問題。

隨着樓價屢屢升破歷史高位，本港私人住宅已
經越來越超出大部分市民的承受能力，一些較為
年輕的家庭，哪怕是收入不俗的專業人士，仍然
無法在私營市場置業，置業已經變得可望而不可
及；但這些處於貧富之間的家庭又不符合申請公
屋資格，只能捱貴租。為切實體現基本社會公
正，避免社會滋生怨氣，政府有必要增加置業階
梯的台階，推出更多適應不同收入和資產層級市
民的資助性房屋，紓緩夾心階層置業、改善居住
的壓力。

林鄭月娥在競選政綱中提出重建港人置業階
梯，其中港人首置上車盤正是重要舉措。港人首
置上車盤受到不同政黨和社會各界歡迎，但眾所
周知，覓地建屋沒有7至8年時間難以成事，加
上少不了涉及資格審查、抽籤等程序。因此，落
實港人首置上車盤政策，必須打破常規，既要確

保公平合理，亦要盡量簡化程序，加速推行。
另一方面，房屋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土地供應

問題。林鄭強調首置上車盤不會動用公營房屋計
劃的土地，而地從何來就需要進一步明確。如寄
望通過維港填海、新界棕地、郊野公園邊陲等開
拓新的土地來源，唯恐等待時間太長。其實，政
府不妨以創新思維，充分調動社會資源，以更為
靈活多元的方式來興建首置上車盤。林鄭過去就
曾提到跟地產發展商接觸，充分利用他們的土地
庫存。但如果遵循現時政府的規條和程序，地產
發展商的土地潛力不易釋放。因此當局打破框
框，與發展商以公私營合作的方式發展首置上車
盤，是加快落實有關政策的捷徑。

當然，公私營合作方式容易引起社會質疑，被
指當中存在利益輸送。但只要政府在合作過程注
重公平公正公開，秉公處理，就沒必要為了迴避
質疑而畏首畏尾。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來港視察
時指出，「為官避事平生恥」。房屋是重大民生
問題，亦是香港多年積存的深層次矛盾，特區政
府應以新思維、新風格，打破陳規掣肘，為市民
的福祉考慮，不能避事無為。

增加可供出售的資助性房屋，前提是增加土地
供應。日前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被寄予
厚望，希望社會各界大力支持加快覓地建屋，多
出謀獻計，助政府加快落實重建置業階梯計劃，
讓更多市民受惠。

首置上車盤切中肯綮 以靈活方式盡快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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