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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撰文施壓詆譭法官
戴耀廷圖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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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
因 為 2014 年 時 的 違 法 「 佔
領」，現時正在司法審訊當中。
戴耀廷日前撰文「批評」法官，
聲言法官為着本身仕途，向當權
者「獻身」云云。多名立法會議
戴耀廷作為大學法律學者，竟說
出一些詆譭法律和法官的說話，
損害香港聲譽，令人驚訝。有人
更質疑，正有案件在身的戴耀廷
不斷批評法官，是否想向法官施
壓，企圖干預判決。

戴耀廷在報章以「守護法治：靠法
院不如靠自己」為題，藉「雙學

三丑」在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案上訴
得直一事，稱法官可以有「非常不同的
分析及判斷」，對法治的理解及重視程
度不一，質疑「誰能保證法官永遠站在
公義的一方」，又稱法院也會先考慮司
法權威，「若維護司法權威與保障公民
權利有衝突，尤其是面對人大常委會，
法院也很難企得穩。」
他更稱，法官也是人，為了自己仕
途，「總會有一些會主動獻身去取悅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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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珮帆

權者，在裁決中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為強
權背書。」
他又聲言，能以「超越的視野」去審
視「現有體制的不公義」的法官是「鳳
毛麟角」云云。

姚思榮：抹黑手段圖干預判決
對於戴耀廷再次抹黑香港的司法制
度，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出，香
港司法制度獨立於行政及立法機關，現
時戴耀廷正就違法「佔領」被當局起訴
中，但他卻不斷撰文批評法官，令人質
疑他是否向法官施壓，企圖干預法官的
判決。
姚思榮認為，法律界相當努力，為涉
及違法「佔領」的案件，作最公平的審
判，而戴的抹黑手段，將會引起法律界
不滿及反感。

葛珮帆：披學者外衣策動亂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戴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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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家輝

廷的言論可視作為其 2013 年發表《公民
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的延續，藉終
院的判決散播歪理，企圖挑起港人對本
港司法制度的不信任和不滿，煽動人們
仇視，甚至對抗中央，明顯是罔顧香港
安寧和市民福祉。葛珮帆更批評戴耀廷
披着學者外衣，卻策動多次亂港行動，
實是近年亂象叢生的罪魁之一。
她又提到，終院今次對「雙學三丑」
的判決兩面不討好，令人質疑這破壞了
本港上訴機制糾正判決錯誤的功能，有
姑息違法行為之嫌。另一方面，反對派
又藉是次判決抹黑香港法治，故期望法
庭能汲取今次教訓，確保日後判刑恰如
其分，勿再被反對派抽水。

邵家輝：反對派以己意看判決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批評，戴耀廷的
言論令人質疑他是否合資格去做法律學
者教育學生。他表示，反對派亦不能期
望「每宗案件」均合其心意，若凡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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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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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學三丑」被終院放生，逃過
一劫，但法院判決同時清晰指出：
下不為例。戴耀廷（「戴妖」）作
為「佔中」的罪魁禍首，想要逃避
法律制裁，恐怕就不是那麼容易，
於是他「出口術」向法庭施壓，企
圖逍遙法外。日前「戴妖」以《守
護法治：靠法院不如靠自己》為題
在網絡發文，抹黑港人引以為傲的
法治，竟然聲稱「誰能保證法官永
遠站在公義的一方？」「戴妖」作
為法律學者，一再詆譭法律，批評
維護法律公平公正的司法人員，除
了教壞學生，不尊重法治，還有什
麼後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姚思榮

「戴妖」在劫難逃 「遲早要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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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自己心水判決，才算法律公正，否
則就大肆抹黑，這就並非真正的法治，
而是人治行為。他並說，若凡事都以反
對派意願判決，到時香港就真是「不得
了」。

陳振英：依法辦事無「跪低」
就戴耀廷一再抹黑法庭面對全國人大
常委會就「企不穩」，立法會金融界議
員陳振英認為，回歸後香港奉行基本
法，而基本法是源於國家憲法，而解釋
憲法的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人大常委
會。因此，法官按照人大常委會的解釋
作出判決完全是依法辦事，不存在「跪
低」的問題。
陳振英強調，香港在國際社會上擁有
良好的名聲，主要為香港的法律體制健
全，若不斷被抹黑或誣衊的話，香港的
聲譽將會受損，最後受苦的也是廣大市
民，希望這種「言論」不要被無限炒
作。

滿嘴仁義道德
暗收肥黎「黑金」

「戴妖」批評法官，揚言法官為
自身仕途，向當權者獻身云。不
過，他自己呢？他滿嘴仁義道德，
聲稱自己是為「公義」，但明眼人
都知道他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私利，
滿足自己做反對派「造王者」的個
人虛榮心。他拿了多少肥佬黎的
「黑金」，誰才是獻媚之人，不言
而喻。
「戴妖」砌詞狡辯，本質上還是
散播「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歪
理，挑起港人對本港司法制度的不
信任和不滿，煽動市民仇視、對抗
中央，罔顧香港安寧和市民福祉。
他抹黑法治更是向法庭施壓，令司
法機構投鼠忌器：拉他就是「打壓
公民權利」，放生他才是「維護司
法權威」。
「戴妖」這種披着學者外衣的人，不斷向學
生、向社會灌輸歪理，才會教出「雙學三丑」
這種無法無天之徒。正所謂「出得嚟行，遲早
要還」，曾經聲稱會自首的「戴妖」，無論選
擇繼續抵賴，還是「履行承諾」，都注定在劫
難逃。
■趙興偉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幫賤根反挨罵 「藍鳳凰」心灰想刪 fb
早兩日「城邦派
國師」賤根（陳云
根）因為俾人踢爆
賣淘寶貨，失威到一班「熱青城」人玻璃
心碎晒，「熱青城」中人「藍鳳凰」日前
喺 facebook 出文話「熱狗」成日陰自己
人，明明賤根只係「篩選隻碗、掛畫俾
（畀）你賣」，但「宣傳圖隻字就話係人
哋出品」，搞到炒晒車。好鬧唔鬧鬧埋賤
根金主「熱狗」嗰邊，賤根即刻劃清界
線，鬧爆自己友，話唔好「為了一個用
詞、一幅圖、一句話來攻擊其他同道」
喎，「藍鳳凰」等人心灰意冷到想刪 fb，
但「熱狗」前頭目狗達（黃洋達）就開心
畀like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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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根被踢爆賣淘寶貨，嬲到攞大埔車
禍嚟冷血抽水，以顯示自己嘅「威
力」，「藍鳳凰」亦嘗試為賤根挽回聲
勢，點知就中招。「藍鳳凰」日前喺 fb
出文，質疑「熱時」個管理員變咗對家
嘅人，成日陰自己人，令賤根被人笑用
淘寶貨當做自己出品，「陳雲用字一直
謹慎，反而呢啲錯誤『熱時』常見到不
得了。亦唔洗（使）賴忙中有錯，年宵
個個都忙，偏偏其他人冇炒車，得你炒
呢啲車？……俾（畀）子彈對家攻擊，
呢啲真係唔知咩玩法。」

賤根：畜牲才會忘記戰友情
不過，「熱時」話晒係狗達轄下嘅嘢，

你鬧「熱時」咪即係鬧賤根金主？賤根突
然又傻唔晒，噚日就出文劃清界線，話
「曾經一起參與社運的朋友，好好反省一
下」，又話大家出生入死，又呢樣又嗰樣
咁，「現在，有些所謂同道，為了一個用
詞、一幅圖、一句話來攻擊其他同道，不
鬥死不甘心，這是什麼道理？忘記了七年
來的合作嗎？不會吧。我們曾經在街頭並
肩作戰，曾經同檯食飯，是畜牲，才會忘
記這些戰友的感情吧？那些為了點小錢或
意氣，倒戈相向的，是畜牲，不是人類
吧？」
咁樣一出，原本幫緊賤根嘅人都心灰意
冷，「藍鳳凰」就出文話︰「唔好問我點
解今次有人掟屎，我會走咗去食花生，反

正人哋唔介意俾人掟到周身屎。」之後仲
一 度 刪 埋 fb， 其 後 又 話 「 暫 時 復 活 1
日」，吹雞呼籲大家「永久退出社運輿論
戰場，停止指出任何問題」，真係要幾晦
氣有幾晦氣。
除咗「藍鳳凰」，賤根亦都去有份罵戰
嘅「劉禪」fb 度留言，話自己冇呢班朋
友，「你們走吧，自動自覺 unfriend（fb
上解除好友）我。」「劉禪」就出文話︰
「即使退出網戰，無論幾冤枉幾屈辱都
好，日後做人處世都不可以因為意氣用事
而放棄大義，這是蜀國的原則。」
其實你哋本身都咁圍爐，家彼此清算
埋，以後仲可以有咩玩法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浸大設小組跟進畢業生普通話水平
■嶺大學生會
原定昨午舉辦
示威行動，因
參與人數不足
而取消，其後
改為於當晚盆
菜宴上「同
步」進行。
嶺大學生會
fb圖片

嶺大學生會創意篤數
借盆菜宴湊示威人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搞示威無
人參加點算好？除了可以學反對派次次亂來
「報大數」外，原來更可以「移船就磡」，
將之與盆菜宴「同步舉行」，令活動即時變
得「人山人海」！如此具創意手法，出自一
直受博雅教育薰陶的嶺南大學學生會。該會
原定昨午舉辦不滿校長鄭國漢續任的示威，
最終因人數不足取消。學生會會長李翰林承
認事件，並稱會將示威順延至昨晚的學生盆
菜宴活動「同步舉行」，令人懷疑是要借此
「湊數」充撐場面。

「狙擊」行動多次「雷大雨小」
嶺大學生會近日多次稱不滿校長鄭國漢
續任，意圖發起「狙擊」行動向校方施

壓，惟每次均是「雷聲大，雨點小」，其
中昨日原呼籲同學在下午 3 時校董會會議
開始前抗議，惟因無人問津被迫取消收
場。香港文匯報記者就事件向李翰林查
詢，他坦言示威行動已取消，承認原因是
人數少，又稱校方「佈防嚴密，擔心有學
生受傷」，遂決定將示威行動改至晚上
「紅們夜宴」期間進行。據悉，「紅們夜
宴」為嶺大一年一度的團聚晚宴，設盆菜
宴及表演活動。
被問示威乏人問津，是否代表「不滿鄭
國漢續任校長」並非嶺大生主流意見。李
翰林即「賴地硬」指，是因校方過往對學
生請願視若無睹，令同學「心灰意冷」所
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浸會大學昨日舉行教務會議，討論
包括普通話畢業要求等安排。校方
發言人會後表示，教務會議決定成
立兩個工作小組，分別檢討對畢業
生的溝通能力要求，及跟進畢業生
普通話水平事宜，與會的學生會會
長劉子頎透露小組預計 6 月將向教
務會議提交報告。劉聲稱是次安排
讓他「終於可在制度內傾到普通話
畢業要求」，將盡最大努力爭取取
消，又揚言若檢討結果不符期望，
「抗爭將不設底線」云云。
浸大發言人昨晚發出有關消息，
強調大學會按照學生的最佳利益為
依歸。劉子頎則在會後表示，校方
原設檢討大學語言政策專責小組處
理相關事宜，該小組昨已向教務會
議提交文件，同意「學生應具備基
本普通話能力」並獲通過。不過他
指，該小組並無權力討論普通話畢
業要求廢存問題，校方遂再設立 2 個
工作小組，「其中一個將假設在沒
有普通話畢業要求下，浸大可如何
測試學生普通話能力；另一個則檢
討學校兩文三語政策，浸大學生是
否需要有基本普通話能力」。

兩文三語政策組今開會
劉子頎又說，兩個工作小組會同
步進行，又稱「假如」負責檢討兩
文三語政策的小組，認為浸大學生
毋須具備基本普通話能力，另一工
作小組便不會就「測試學生普通話
能力」進行討論，結果會向教務會

■劉子頎聲
稱檢討若不
似預期，
「抗爭將不
設底線」。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議報告。有關兩文三語政策的工作
小組今日將首次開會，另一小組則
定於下星期四（22 日）開會，預計
最遲 6 月會有結果，若畢業要求因此
有所變動，或最快於新學年實施。
劉子頎聲言，是次安排是其「佔
領（語文中心）」的成果，批評校
方一直採取「拖字訣」，而作為小
組學生代表的他，將盡最大努力爭
取取消普通話畢業要求，指不會接
受下調「豁免試」難度等中間方
案。
上月中「出盡風頭」帶頭粗言辱
罵及威嚇老師的劉子頎，正面臨浸
大的紀律聆訊，更一度遭暫時停
學，但轉過頭後他卻突然低調道
歉，換取校方撤銷暫時停學令。至
昨日他再揚言「浸大學生會不會為
抗爭設下底線」，稱「會先在制度
內作出結論，但假如都是取消不了
（普通話畢業要求），不會排除任
何行動」云云。

■王桂壎會見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漏報擁通訊類股票
通訊局主席辭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上任僅
半年多的通訊局主席、大律師王桂壎突
然宣佈辭職。原來他上周四出售名下一
批股票時，突然發現其中有一隻通訊類
股票「中移動」，上任前沒有申報，因
此立即通知相關政府部門，並於上周五
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請辭，要求立即生
效。他強調：「我的疏忽雖然對我的工
作沒產生任何影響，但我決定立即辭職
已承擔責任，並維護通訊局的公信力。
這是我的私人決定，與任何其他人或事
無關。」
王桂壎昨晚突然短暫會見記者，指出
任通訊局主席之前兩年開始，一直持有
一批股票，當中包括中移動。由於個人
疏忽，上任時未按規定向通訊局披露持
有該股票。直至上周四沽售整批股票
後，才發現漏報該股票。可惜股票已經
出售，沒其他方法補救，於是立即通知
通訊事務局辦公室，並於第二天向行政
長官正式辭職。

為維護公眾對局方信心
他強調，這次疏忽對在自己任內處理
通訊局事務，完全沒有影響，或者引致
任何利益衝突。但是「規矩終歸是規
矩，我有責任嚴格遵守，個人的疏忽不
是理由。」他指出，為維護通訊局的獨
立性，及維護公眾對通訊局的持續信
任，認為自己應該承受後果。而最恰當
及負責任的做法，就是立即辭去通訊局
主席一職。

不影響通訊局運作
他續說：「由於我個人這次漏報，我
謹在此向公眾致以深切的歉意。」被問
及如此倉促辭職，會否影響通訊局運
作，王桂壎表示不會，因為有非常能幹
的副主席和優秀的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