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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律

系副教授戴耀廷（戴妖）近日接連

「巡迴」大專院校，向莘莘學子播

「獨」。不過，他昨日出席「浸大

社關」舉辦的論壇時，就遇上「珍

惜群組」成員到場示威，批評他是

「法律毒瘤」，必須嚴懲。「珍惜

群組」召集人李璧而表示，「違法

達義」竟是出自聲稱教法律的戴耀廷

口中，感到非常可悲，並指「港獨」

當然不能討論，慨嘆學生入世未深，

政治對於學生來說不是容易消化的事

情，故他們容易被人誤導。

「珍惜」力拒戴妖浸大播「獨」
成員到場示威 批戴「法律毒瘤」教唆學生犯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
斯（Benedict Rogers）原擬來港探
望「雙學三丑」黃之鋒、周永康、
羅冠聰等在囚「抗爭者」，但昨日
在香港機場被拒入境。
入境處昨日回覆指，不評論個別

個案，但強調當局在處理每宗入境
個案時，均會依據法律和既定入境
政策，並在綜合考慮訪客的實際情
況後，作出批准或拒絕入境的決
定。
羅哲斯原定訪港探望黃之鋒、周

永康、羅冠聰等在囚「抗爭者」，
及其他「政治人物」，但昨日在機
場被拒入境後，在一小時內被送上
往曼谷的班機。羅哲斯在接受《衛

報》訪問時聲稱，當他被押送離境
時，問到入境處職員「一國兩制」
是否已死時，對方「含淚拒評」。
羅哲斯早前在「雙學三丑」被判

囚後，曾聯同一班居英港人，往英
國外交部抗議「三丑」被判監、香
港法治及基本自由受破壞，以及英
方沉默處理事件；又曾以絕食聲援
「雙學三丑」。
「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

「民間人權陣線」等反對派中人及
團體隨即發表聲明，聲稱政府必須
解釋事件。陳方安生聲言對此感到
「非常震驚」，稱這是再一次嚴重
打擊「一國兩制」下「港人治港」
及高度自治的政策，又質疑有關決
定是否來自中央政府。

「民陣」也稱，羅哲斯「曾」在
本港居住，以正常途徑來港，不理
解入境處有何依據拒絕入境，令人
擔心未來政府會否借「反恐」為
名，阻撓國際社會關注香港人權狀
況，入境處必須解釋及追究責任。
入境處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

不評論個別個案，但強調在處理每
宗入境個案時，均會依據法律和既
定入境政策，在綜合考慮訪客的實
際情況後，作出批准或拒絕入境的
決定。
就有傳媒報道指羅哲斯曾向入境

處職員表達有關「一國兩制」的評
論，入境處指，當時的負責人員並
未聽聞該名人士曾作出該等言論，
又強調入境處人員一直秉持專業及
不偏不倚的態度並按既定程序執行
職務。

稱擬探「雙學三丑」羅哲斯被拒入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昨日向立法會
提交《2017 年區議會條例
（修訂附表3）令》，落實在
第六屆區議會於10個區議會
增設21個民選議席，其中以
元朗區增加共4個議席佔最
多。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
昨日表示，如立法會通過有
關命令，18區區議會的民選
議席數目將由第六屆區議會

任期起從 431 個增加至 452
個。
發言人解釋，該局是基於
2019年年中香港人口推算數
字，與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所得的2016年年中人口數字
兩者中較大者、繼續採用每
約17,000人設一個區議會民
選議席的標準人口基數和上
次檢討所用的方法，及由第
五屆區議會起取消委任議席
等各項因素而作出建議。

10區會落實增21民選議席 新增21議席分佈
各增1個

九龍城
油尖旺
荃灣

各增3個
觀塘
沙田

各增2個

深水埗
葵青
屯門
西貢

增加4個
元朗

維持不變

中西區
灣仔
東區
南區
黃大仙
北區
大埔
離島

仇中店員罵客 片段瘋傳
反對派鼓

吹 、 縱 容
「獨」害，

令香港醜出國際。網上近日瘋傳一
段短片，片中可見一位於機場的連
鎖快餐店的女職員，近乎失控地在
客人面前高叫自己是香港人，「永
遠不是中國人！」另一名男職員則
指罵攝下該片段者。不少網民狠批
兩人所為影衰香港，更在網上發起
投訴到該公司。
該片段首先在「獨」人經營的fb

專頁發放，片中只見一名肥胖的女
職員近乎失控地以英文高叫自己是
香港人，「永遠不是中國人！」其
後，片段跳到另一名以手指罵拍攝
者的男職員身上。該男職員見鏡頭
轉向自己，即時將手放下並稱任對
方拍攝，「買嘢呢邊」云云。
根據片段中的背景，該段影片懷

疑攝自機場、麥當勞旗下的Mc-
Café。據發放有關短片者聲稱，事
發是一名內地人在McCafé購買食
物時「阻礙其他人購買」，在被女
職員制止後就用英文問該女職員
「是否中國人不幫中國人」，故女
職員就話「我係香港人，永遠不會
是中國人」，又稱該內地人其後以
普通話「挑釁」另一位男職員云

云。
所謂「有片有真相」，冇片喎，

你講咩都得啦！事實係，成段片都
只見有關的男女職員鬧人。網民
「Bing Kwong」就說：「好醜
怪，咩快餐店？咁同啲客講嘢？炒
得啦！即使啲客有不是，亦不應這
樣回應。」「Wendy Chung」也
說：「咁嘅服務態度，真係影衰香
港，就算遊客唔岩（啱）咪好聲好
氣講囖（囉）！」
「Charles Lu」也指：「先不說
你的政治立場。作為服務行業的從
業人員，拿手指對顧客指指點點，
毫無禮貌可言。不僅體現教養低

下，而且給老板（闆）抹黑。窺一
斑而見全豹，香港要走下坡了。希
望他們不能代表全香港吧！」「蘇
菲紫柔」就質疑：「兩服務員擺明
仇中，怪不得顧客發火，應該是故
意得罪。」
有網民就批評有關女職員失控大

叫自己不是中國人。「孔潔玲」質
疑道：「咁你父母又係乜野（嘢）
人呢？」「Sam Ho」就揶揄：
「折墮，不認同中國人身份，可是
又沒其他國家收留，只能樣衰衰在
中國人的土地等死期到來。香港服
務業靠妳啦……真喺（係）×出國
際……」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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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新一屆立法年度展開，多個
委員會陸續選出正、副主席。財務
委員會轄下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由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無競爭下自
動當選主席，副主席則由公民黨黨
魁楊岳橋出任；工務小組主席則由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繼續出任，資訊
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在無競爭
下自動當選副主席。
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昨晨

選舉正、副主席，最終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在無競爭下自動當選主
席，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同樣在無人

競逐下自動當選副主席。整個過程
在3分鐘內完成，會議隨即結束。

盧偉國連任工務小組主席
立法會工務小組主席之爭，則由

上屆主席盧偉國，對上新界西立法
會議員朱凱廸。選舉前先進行候選
人答問環節，多名反對派均追問盧
偉國，稱不應按建制派班長廖長江
的建議修改財委會議事程序，令日
後工程撥款要在財委會分開表決的
話，須先獲工務小組過半數委員同
意。
建制派議員則批評，反對派議員

過去經常拉布，在小組會議中重複
提問，令會議時間冗長。
盧偉國回應指，上年度工務小組

舉行共73小時會議只通過20多項
目撥款，比正常情況花更多時間，
進度並不理想，作為主席要控制議
員重複和冗長發言的情況。
朱凱廸反駁稱，盧偉國經常以工

廠廠長的邏輯，以工作時間作為是
否合規格的標準，但作為議員要謹
慎和認真監察政府，不要將發問抹
黑為拉布。
最終，盧偉國獲32票支持，比朱

凱廸多16票，以大比數成功連任主
席。莫乃光則在沒有競爭下自動當
選，連任副主席。

葉太膺人事編制小組主席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組織「浸大社關」昨
日下午在校園內舉辦題為「威權統治

校園：如何捍衛自主校園」的論壇，邀請戴
耀廷，前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民陣」召
集人、「大專政改關注組」發言人葉志衍，
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客席副教授許寶強出
席。
在論壇開始前，「珍惜群組」一行約20

名成員帶同「九龍城寨復活？學生會＝黑社
會？」、「嚴懲毒瘤戴妖」、「學生會勾結
政棍做共犯」、「違法達義陷同學自肥」、
「要求校長制止政治入校園保護學生，嚴格
執行校規『港獨』殺無赦」等標語到場示
威，表示要捍衛校園，趕走「毒瘤」。
在論壇開始後，戴耀廷發言約5分鐘左

右，「珍惜群組」等隨即「噓爆」戴耀廷，
批評他不應把政治帶入校園，令論壇遭腰斬
約10分鐘。其後，許寶強邀請李璧而到台
上一同討論。

李璧而嘆學生易被誤導
李璧而發言表示，學生入世未深，就如一

張白紙，政治對於學生來說不是容易消化的
事情，容易被人誤導，「學生係入嚟讀書㗎
嘛、求知識，但家俾我哋睇到呢幾年，佢
哋（反對派政棍）只係去灌輸你哋，咩『極

權』，咩『威權』。我想問，回歸之後，香
港政府有咩威權啊？連警察都俾你哋搞到難
執法！」
她續指，「違法達義」竟是出自聲稱教法

律的戴耀廷口中，感到非常可悲，「你不是
應該維護法律嘅咩？你竟然為咗去滿足自己
嘅個人慾望。你作為一個教授就應該保持政
治中立、去教知識，但竟然用自己嘅法律知
識去教唆人哋違法？到人哋拉你嗰時，又話
政治打壓。」
李璧而強調，「港獨」當然不能討論，

「港咩『獨』呀？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應
該係去教大家點樣去愛國家、支持國家。我
哋國家由當初一窮二白，捱到家今時今日
繁榮富強。」

有學生疑講粗口人身攻擊
在論壇進行期間，在場學生屢次與「珍惜

群組」成員對罵，更以粗言穢語作出人身攻
擊，並稱「珍惜群組」成員以大聲公呼喊聲
量太高，騷擾同學上課；「珍惜群組」成員
則反擊指學生被人煽動，雙方須要由保安築

成人鏈分開。
至昨日下午約5時，李璧而表示自己沒有
辦法討論下去，並要求浸大校方到場接請願
信，最終校方有職員收信。
此時，香港浸會大學生會會長劉子頎現

身，多次重申自己支持「港獨」，又稱校長
錢大康曾表示學生能在校內討論「港獨」，
其間再次引起混亂。
約15分鐘後，「珍惜群組」離開，論壇
繼續進行，但岑敖暉後來卻因事而提早離
開。

■■約約2020名名「「珍惜群組珍惜群組」」成員到浸大示威成員到浸大示威，，聲言要捍聲言要捍
衛校園衛校園，，趕走趕走「「毒瘤毒瘤」。」。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戴耀廷（右一）前學聯副秘書長岑敖
暉（左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浸大學生會會長劉子頎（右一）在論壇期間突現身，一
度與李璧而（左一）對罵。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有網民發起向麥當勞總公司投訴。 fb圖片

■該名女職員以英文大叫自己不是中國人。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