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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大學學生會法律學會昨日舉行為「政壇

的分與合」論壇，結果成為播「獨」平

台。「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及「香

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在論壇中不但

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更聲言要以「與文

明對立」的方式爭取「港獨」，港要

「武裝自衛」對抗「威權」云云。不少

市民對兩人的言論極為不滿，批評他們

無視祖國的發展、一味「唱衰」內地。

政界人士則強調，對這種無視香港整體

利益、撕裂社會的言論必須予以嚴正反

駁和強烈譴責。

港大論壇播「獨」狂言「暴力抗政」
梁頌恆稱採「與文明對立」方式 陳浩天唱衰「一國兩制」

所 謂 「 叫 人
衝，自己鬆」，
「冇成本玩嘢點解

唔做？」學聯前常委梁麗幗近日高調接受
傳媒訪問，讚衝擊港大校務委員會而被判
罪的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又自爆她
原來是衝擊的「幕後黑手」，說自己事發
前同馮敬恩「討論過」有關行動，但又戴
頭盔稱自己「忘了」當日給予對方什麼具
體的建議。參與違法「佔中」但在警方清
場當日明言怕留案底所以「失蹤」的她，
口稱自己感到「自責」，但就即時為自己
開脫，稱她「根本改變不了他們（『佔
領』參與者）會被起訴的結果」。
唔知係咪立法會補選將至，潛水已久、

正半工讀攻讀法學專業證書（PCLL）的梁
麗幗近日突然蒲頭。她在接受網媒《眾新
聞》訪問時自爆，在前年7月，港大校委
會決定「等埋首席副校長」而延後處理副
校長任命時，身為「上莊」的她就第一次
圍堵校委會的事宜「概括地提醒過」馮敬
恩，「是時候要做一些事，現在不做就太
遲了，類似這些，就推了他（去做）。」
其後，在洩露校委會會議內容及沙宣道

圍堵，她事前都有和馮敬恩討論過，但就
稱「具體的建議，我現在都忘了」，又稱
他們在校委會未有接納3人專責小組的改
革建議後，「即使同學中未必真的有想法
去衝，好像我們少數人看到迫切性，然後
便去做了，就算他（馮敬恩）未有足夠時
間想清楚就去做。當晚其實沒有仔細談，
所以才有混亂的情況。」

讚馮敬恩「勇敢」「走數」莫再提
梁麗幗稱自己為此而「自責」，又大讚
馮敬恩話對方比她勇敢。而在「佔領」時
高舉「公民抗命」但又「走數」的她，又

稱自己對「佔領」示威者被判囚感到「難以釋
懷」，「有少許可能來自我未有付過concrete的代
價，身邊有很多人卻已經付出了代價。」
不過，她隨即將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Logically speaking，我根本改變不了他們會被起
訴的結果。」
「走數」其實唔難，等人哋坐晒監出用把口講兩

句歉疚，希望其他人都係金魚記憶，就可以繼續戴
光環，明嘅！可憐其他信佢嘅，現在不知身在何處
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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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
三丑」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被控3罪，法院正開始聆訊有關案件。
為求脫身，他近日不斷肆意抹黑香港的
司法制度。他在facebook貼文聲稱，中
央與特區政府已將香港的法律變成「宗
教」，而高舉法律「其實就是高舉用法
律去施行統治的威權政府」云云。法律
界及政界人士均批評，戴耀廷醜化、更
肆無忌憚地抹黑法治制度，是圖為日後
接受刑責埋下伏筆，將自己的罪行粉飾
為「被政治迫害者」，對香港新生代將
造成極壞的影響。
戴耀廷在帖文中稱，「專制政權」為
了更有效地施行「威權統治」，遂高度
推崇「依法管治」，建立起「法律宗
教」，促使他們不問情由、盲目地高舉
及相信法律，讓「專制政權」享有更強
的正當性，更有效率地去操控整個社
會。
他續稱，中央政府有了基本法的解釋
權，加上擁有立法會的大多數控制權在

手，「那麼高舉法律，其實就是高舉用
法律去施行統治的威權政府」云云，更
聲言「某些法律精英」本應看到所帶來
的「禍害」，但就「放棄了批判及監察
公權力的角色」云云。

馬恩國：粉飾罪行 扮被「迫害」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大

律師馬恩國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批評，戴耀廷肆意抹黑香港的法治制
度，是試圖刻意「打沉」有關制度，為
日後接受刑責埋下伏筆，將自己的罪行
粉飾為「被政治迫害者」，「戴身為法
律學者，倘有任何冤屈就應寫一萬篇法
律文章反駁，而不是顧左右而言他，借
一些與法治制度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來無
限發揮。」

陳曼琪：灌輸學生錯誤法治觀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

琪批評，戴耀廷在文中竟將法治與宗教
掛鈎，將奉公守法、尊重法治精神演繹

成「迷信」，身為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給人的感覺非但不專業，更令人
擔憂他會將錯誤的法治觀念灌輸給他的
學生。
她強調，香港有今日的成績，完善的
法治制度實居功不少，惟無論是戴耀廷
及其他反對派中人，就以各種手段抹黑
整個制度甚至個別法官，令人有理由相
信他們背後牽涉為達到某些政治利益。

何俊賢：戴才是始作俑者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揶揄，戴耀

廷「說得對極」，但恰恰相反的是，戴
耀廷才是「法律宗教」的始作俑者：他
鼓吹歪曲了的「公民抗爭」，更不容任
何人質疑，在損害社會後就用各種理論
去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他直言，部分人確可能對法庭判決有
不認同之處，但香港的法治制度是經過
百年沉澱的機制，絕對比戴耀廷不斷信
口胡謅來得有說服力，特別是他經常出
爾反爾的「輝煌戰績」，其文不必過於
深究，否則連香港最缺乏的時間也會更
見緊絀。

戴妖「法律宗教論」蔑視法治

■陳曼琪 資料圖片 ■何俊賢 資料圖片■馬恩國 資料圖片

網民鬧爆梁麗幗
■ 李永堅：衝動、魯莽、目無法治，請不要

侮辱「勇敢」二字！

■ 陳龍飛：留案底？咪玩啦，我（梁麗幗）
仲有大把前途，準備做律師，衝擊犯法當
然係煽動D（啲）傻仔大學生去做喇，多謝
馮敬恩！

■ Wai Kwong Chan：過左（咗）海（就係）
神仙，成名左（咗）出左（咗）名，仲唔走
等拉呀！只有得蠢材才接手做勇者。

■ Cham Lim：牠（她）是佔中雙學中最聰明
的一個，個利益福利收足，犯法極力逃避
刑責，究（咁）縮骨果然是袋巾傑（公民
黨主席梁家傑）高足！

■ Joseph Li：人地（哋）係非常有勇氣地真
心龜縮呀，你估龜縮就唔使勇氣呀？坐監
好慘㗎。

■ Fun Si Chan：根本不知所謂，勇武抗争，
以為自己在公民抗命，但真正提倡的戴妖
卻在搬龍門，企圖御（卸）責，你們這一
班炮灰還不醒覺？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港台「獨人」勾結玩絕食 EQ批損港害市民

是次論壇邀請了民主黨前主席劉慧
卿、「香港本土」立法會議員毛孟

靜、「新民主同盟」范國威、梁頌恆及
陳浩天擔任講者。陳浩天一開口就否認
自己是中國人，聲稱香港正遭受中國的
「殖民統治」，要對抗「殖民政府」，
香港市民不能再追求和平、理性、非暴
力，而是要全民「武裝自衛」來達至
「暴力抗政」。
梁頌恆附和稱，「一國兩制」已經
「失敗」，「泛民」追求的、在「一國
兩制」框架下爭取民主普選的理想只是
「癡人說夢」，更聲言要以「與文明對
立」的方式爭取「港獨」，又拒絕今屆
特區政府修補社會撕裂的誠意，聲稱
「完全看不到有和解的可能」。

劉慧卿告誡梁陳正視現實

兩人在大庭廣眾之下暴力言論，連劉
慧卿都睇唔過眼。她稱，自己為香港
「爭取民主」30多年，但一直都有一個
原則和底線，就是在「一國兩制」框架
下、「非暴力」地爭取民主，並告誡梁
陳兩人要正視香港處於「一國兩制」框
架下的現實，「你們今日的生活以及能
在此大膽發表言論就是『一國兩制』賦
予的。」

「獨人」迫范國威拒表態
不過，陳浩天「不依不撓」，繼續

「唱衰」「一國兩制」，聲言全力爭取
「港獨」。一直高舉所謂「反赤化」、
不斷抹黑內地的范國威，竟也要求陳浩
天認清「一國兩制」的現實。然而，當
對方反詰「支不支持香港進行『獨立公
投』」時，范國威迴避問題，只稱表態

不等於問題得到解決，自己反對「表態
政治」等等。
陳浩天繼續迫范表態，范最終無奈

稱，雙方意見分歧很正常，但希望對方
能通過對話和討論「以理服人」，而不
是迫人「政治表態」，對持反對意見的
人窮追猛打，「這種現象多年來一直在
我們身邊發生。」
反對派在論壇上醜態畢露，有市民強

烈不滿。他表示，香港是從中國「母
體」中孕育出來的，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如同「母子」，「港獨」如同「子弒
母」，是大逆不道的所為。
有內地旅客非常不滿他們無視祖國的

發展、一味「唱衰」內地的言論和行
為。他指出，反對派要爭取回內地多走
走、多看看，了解真正的國情，不要只
看網上對內地的偏頗失實報道，然後以

此作為對內地的認知，這樣只會對內地
產生更多偏見，內地與香港人民的心理
距離就會變得更遠。

柯創盛批言論唯恐天下不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反對派的煽動性言
論完全違背香港基本法和整體利益，唯
恐天下不亂，也違背社會大多數人期望
恢復和諧穩定的意願，只會引致社會更
加撕裂，必須予以嚴正反駁和譴責。
他強調，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國
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實踐獲得舉世公
認的成功，多個國際評級機構均把香港
評為世界最繁華和人權保障最好的地方
之一，所以大家都應當堅決維護「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而非為求一己政治目
的而加以抹黑和踐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獨」中
人勾結「台獨」分子大搞串連，圖分裂國
家。自稱「不低頭運動」發起人的呂智恆，
在「台獨」分子陪同下，於本周二（3日）至
下周三（10日）在台灣「立法院」絕食，聲
稱要提醒台灣人不要聽信「一國兩制」和平
統一的「虛假謊言」，以免步上香港「失去
人權、法治、自由」的後塵。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葛珮帆（EQ）批評，有關人等是試圖對
抗中央政府、製造社會撕裂。
呂智恆其「絕食聲明」中聲稱，港台兩地
「備受『中共』壓迫」，又抹黑廣深港高鐵
「一地兩檢」安排是「『中共』強行在香港
設立『內地口岸』，公然違反『一國兩
制』」，勢必令更多香港人「被認罪」，又
稱中央透過「大白象工程」來「挖空」香港

庫房，希望台灣政府與香港「公民社會」聯
手「反抗『中共』的壓迫」云云。

圖片洩底牌：冇人理佢
「台獨」的fb專頁「我是台灣人．台灣是

咱的國家」分享了有關帖文，「時代力量」
的陳惠敏就留言支持，「台獨」分子王奕
凱，及台北市廉政委員王小玉更到現場聲援
呂智恆。不過，普遍台灣人似乎對此不屑一
顧，fb內的有關圖片想搵多個人圍觀都冇。
台灣網民「王中龍」就留言揶揄：「只聽
過窮到餓死的，還沒聽過哪個絕食絕到餓死
的，從以前到現（在），大概寥寥可數。終
究是花招而已，沒有意義。」「吳彥賓」更
說道：「台灣本身都是金權是真，議題都是
假的，都只是換人上去幫利益團體服務
的。」
葛珮帆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反駁，呂

智恆此前司法覆核「一地兩檢」已被高等法
院駁回，是次就到台灣將高鐵和「一地兩
檢」妖魔化，無視高鐵及「一地兩檢」實際
上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性，是將香港的民
生事務政治化。
她直指，是次所謂絕食行動表面是抗議
「一地兩檢」等，實質是試圖要台灣政府聯
合「港獨」分子對抗中央政府，製造社會撕
裂，為反而反，最終只會影響香港的未來發
展，受害的是香港全體市民。

■反對派舉辦的論壇播「獨」挨批。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張國鈞KO郭榮鏗：
覆核成功證律政司有理

■葛珮帆 資料圖片

■港台「獨人」勾結玩
絕食，冇人圍觀，極之
冷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世
界經濟論壇日前公佈最新年度全球競
爭力報告，香港在司法獨立項目排名
較去年跌5級，反對派隨即以律政司
覆核「雙學三丑」等人判刑、人大釋
法等上綱上線。公民黨法律界立法會
議員郭榮鏗聲稱，在政治敏感的案件
中，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提出覆核與否
的決定令人「無信心」。行政會議成
員、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反駁，如果
覆核無道理，法庭就不會裁決覆核成
功，又批評郭榮鏗將其他案件的被告
「拉埋落水」。
張國鈞及郭榮鏗日前出席港台電視節

目。對於袁國強回應報告時強調，不應
單靠主觀觀感看香港的司法獨立，郭榮
鏗聲稱法治的觀感十分重要，即使觀感
受損也對香港形象構成重大打擊，然後
隨即將矛頭指向律政司就「雙學三丑」
等人判刑提出覆核。
他聲言，律政司作出檢控及覆核決

定不應偏頗有政治考慮，「見到佢
（袁國強）過往嘅決定，完全唔能夠
令人對佢有信心」，更稱如果自己在
節目中講「殺無赦」，離開錄影廠不
出5分鐘就會被律政司及警方嚴正執

法，「呢啲咪偏頗囉。」

批戴「政治有色眼鏡」睇嘢
張國鈞不認為香港司法不再獨立，

更反駁指郭榮鏗焦點「歪咗」，「你
話覆核，如果無道理嘅時間，法官又
點解會（裁決）覆核成功，點解會刑
期改變？」
郭榮鏗插嘴道：「如果佢唔覆核，

法官點呀？」又稱袁國強是政治任命
官員。張國鈞認為，郭榮鏗有強烈政
治理念並不出奇，「但係當你睇司法
制度嘅時候，唔該你放低政治有色眼
鏡。」
郭還聲稱律政司在有些政治敏感案

件沒有提出覆核，張「秒殺」道：
「你墮入咗個誤區，就係『呢個人偷
嘢俾人告，點解你唔告另一個』……
你拉埋佢落水之嘛！」
當主持提到法庭是否仍然獨立判案

時，郭榮鏗稱雖然不同意上訴庭就
「雙學三丑」等人的判詞，但仍然相
信香港司法獨立。不過，他之後卻稱
「點解要信袁國強話香港無事」，張
國鈞反駁道：「你（剛才）又話客觀
上無事，你𠵱 家又話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