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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組織「台灣青年反
共救國團」3月25日至

26日在台北舉行所謂「港澳中台
及多民族自由人權論壇」，獲邀
出席者包括「港獨」分子、「青
症雙邪」中的游蕙禎及香港多間
大學學生會代表，「佔中」頭目
戴耀廷，以至曾稱不支持「港
獨」的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

「五獨」聚台謀禍國亂港
「藏獨」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
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疆
獨」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副主席、熱比婭的特別代表
Umit Hamit，「蒙獨」的「南蒙
古大呼拉爾台」秘書長代欽，和
「台獨」的「中研院」副研究員
吳叡人等也參與了論壇。
在這個「五獨」論壇上，戴耀

廷首日已大肆污衊中央政府，聲
稱自「佔中」，「中共」對香港
的「干預」越來越多，又稱香港
的「民主運動」已不單是香港本
身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價值
觀衝突」。在這環境下，在香港
「推動民主」要有新定位，就是
要建立一個更大的「反專制」政
治聯盟。他更鼓吹要發展「公民
外交」，不僅與台灣有聯繫，還
要通過各反對派組織和個人加強
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建立更
大的「政治聯盟」。
戴耀廷在第二日會議結束前再發

表「感言」，聲言「中國會分
裂」，故「反共反專制活動一定會
成功」，又聲稱「中國有不同的
『族群』，也包括香港」，因此香
港要考慮「未來以一種什麼關係和
這些『族群』連在一起」。

戴耀廷煽港「自決」前途
他更搬出「國際人權公約」，

稱「民主社會不單是指一人一票
的選舉，還包括『人民自決』的
權利」，又聲言︰「我們可以考
慮成立『獨立』的國家；可以考
慮成為『聯邦』的一部分；也可
以考慮歐盟那種『邦聯』的一部
分。這就是『民主自決』。」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就戴耀廷

在台灣發表有關香港「可以考慮
成立獨立國家」的言論回應傳媒
查詢時重申，任何有關「港獨」
的主張，均不符合「一國兩
制」、基本法以及香港社會的整
體和長遠利益：「特區政府對有
大學教員發表有關香港可以考慮
成立獨立國家的言論感到震驚，
並予以強烈譴責。」

「佔中三丑」中的
戴耀廷在「佔中」後，
聯同「港獨」分子到外

地大講所謂的「中國崩潰論」已非首次。他
多次在公開論壇以至在報章撰文聲言，香港
在「中國崩潰」後就「可以獨立」。

鼓吹「想方法」博國際關注
2016年3月22日，戴耀廷在反對派報章

《蘋果日報》撰文，聲稱在「中國陷入政治
混亂」時，「連中國本身的主權也分不清
時，香港主權誰屬就更不清了，那香港才有
走向獨立的機會。」因此，香港要擁有「自
行管治」的能力，即使被賦予了「獨立主權

國」的地位，都不會因管理不好而出現社會
混亂。

他更稱，港人應想方法爭取國際社會的注
意，這樣才有資格去爭取國際社會認同香港
能成為一個「獨立主權國」。

2016年5月3日，戴耀廷再在《蘋果日
報》撰文，文中借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
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的著作，聲稱若
「中共崩潰」，中國主權「陷入混亂」，如
得到國際社會支持，香港「走向獨立」這出
口就變得「有可能」，「封閉獨立出口的路
障」就有可能被衝破。
2016年6月13日，戴耀廷在台北「華人

民主書院」主辦的書店講座中聲稱，「獨

立」應該是港人「前途自決」的「公投」選
項之一。他聲言，中國或會崩潰、混亂、進
入軍閥割據，更稱中國「分裂成眾多個國家
沒有什麼問題」，「中國可以有很多的聯
邦」，他主張港人要先建立自己的「身份認
同」，在大家有一個「共同身份」時，就可
以成立「聯邦」。
2017年7月23日至26日，日本反華組織

「民主中國陣線」在神奈川三浦市舉行所謂
「2017年中港台政局演變與日本的中國政策
研討會」，邀請來自香港、台灣、日本及加
拿大等地的激進派及反華組織頭目參加，香
港代表就包括戴耀廷、「青症雙邪」梁頌
恆、游蕙禎等，還包括達賴集團在台灣的代
理人、台灣「達賴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
仁，及達賴集團日本代理人、「日本亞洲自
由民主連帶協議會」理事白瑪杰坡。

透過抗爭建立「主體意識」
在23日首日大會上，戴耀廷就發表「主

題演講」，聲言在2047年前，中國極大可
能「崩潰」，「一國兩制」自然也不復存
在。中國「成為碎片」，國家主權出現問
題，香港就能「獨立」。「戴妖」還妄言香
港「獨立」後，也可以加入成為「聯邦中
國」一員，「眼下香港社會應該不斷透過抗
爭，教育大眾建立『自主』意識。」

2017年10月7日，戴耀廷出席在城市大
學舉行的「香港大專聯校編輯委員會」論壇
上，再提到「中國崩潰」論，稱屆時會出現
部分省市各自「獨立」的情況，故香港要強
化「主體意識」，繼續抗爭，同時爭取國際
社會認同，從而達到「自治」、「自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在特區政府發出譴責聲明
後，戴耀廷在fb發帖回應稱，他
對特區政府在「尚未了解事實」
就發表聲明「表示極度失望」，
更試圖轉移視線稱，特區政府或
是為了在未來進行二十三條立法
造勢，及「打擊港人的言論自
由」云云。

辯稱發言非「新觀點」
戴耀廷聲言，他在該「五獨論
壇」上的發言，此前在香港的報
章上已發表過，「並沒有什麼新

的觀點。」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
他在報章及多個場合的公開發
言，他的觀點是「中國終會崩
潰」，而當中國屆時「被軍閥
割據」、「碎片化」時，就是
香港「獨立」或與其他「中國分
裂出來的國家」結成「聯邦」的
機會。
不過，他在昨日的回應中就試

圖淡化自己此前的言論，稱自己
在「五獨論壇」中的「發言重
點」，是「中國必會成為一個民
主的國家」；「到了那一天，香
港人也能實現民主普選，並且可

以實現『人民自決』」；「那時
候，港人可考慮是否成立『獨立
國家』，或與『中國其他地
區』的『族群』組成『聯邦』
或『邦聯』。」

反咬打壓「言論自由」
戴耀廷更試圖轉移視線稱，特

區政府「高調」發表針對他的聲
明，「令人懷疑特區政府是否為
了在未來進行二十三條立法造
勢，及打擊港人的言論自由，連
討論及想像『中國與香港』的未
來也會受到『壓制』」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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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譴責戴耀廷的
「港獨」言論，網上一片批評聲音。
有網民認為，政府在譴責的同時，執
法部門應嚴肅處理，有人則認為事件
反映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重要。
有網民更擔心，戴耀廷仍在香港大學
教授法律，不斷以歪理洗學生腦，要
求港大正視。

港府強烈譴責
建國狂言

對大學教員噴「獨」感震驚 斥違「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文匯報此前報道，「佔中三丑」之一、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戴妖)在台北出席「五獨論壇」時，聲言港人要考

慮用「民主自決」來決定應否「獨立建國」。香港特區政府昨日發表聲明，強

調任何有關「港獨」的主張，均不符合「一國兩制」、基本法及香港社會的整

體和長遠利益，並對「有大學教員」發表有關香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家」

的言論感到震驚，並予以強烈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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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籲「法辦」
促港大「除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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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Pang：請問港大校董會
知不知道，近年港大在國際排名
每況愈下，原因又是什麼？「佔
中」戴給港大的校譽是增或減？
或者是港大校董會默許「佔中」
戴的「港獨」言論？

Cheung Kwok Kwong：港大唔
可以再聘用一個會利用港大課室
作宣揚「港獨」平台，如港大繼
續（畀）戴任教，即表示默認戴
的「港獨」思想，這樣政府就要
正視港大政策是否有違基本法。

Allie Chung：戴生成日以言論自
由來擋，言論自由是有界限的如
試下去銀行話打劫，又如試下向
人自稱三合會，是否無罪？戴生
是法律教授，相信不會不知言論
自由的界限，根本是法棍如此學
識仍可做教授，簡直不知所謂！

Sok Han Leong： 這 人 是 痴
（黐）線兼上腦，發緊他自己的
春秋大夢，香港憑什麼「獨立」
成國，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William Ng：此君已走上不歸路，
隨時着草的人，看來那（「佔
中」）官司未打完已走人！香港大
（太）多這類嗡（噏）得越多越
激，走得越快的人。

Eddy Ng：香港政府要立刻取消
他的特區政府護照，使他不能反
（返）港留在台灣做人球！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妄想「中國崩潰」得逞「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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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在台北「五獨論壇」上大放「妖
言」，煽動「港獨」。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
強烈譴責「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
耀廷的「港獨」厥詞，重申「港獨」主張不符合「一國
兩制」、基本法及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香港政界均批
評，戴耀廷的言論明顯不符合憲法和基本法，呼籲特區
政府對此嚴正執法，而受公帑資助的港大更應調查他是
否言行失當。

蔡毅：「建國」言論危害穩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戴耀廷的「建國」言
論明顯不符合憲法和基本法，企圖破壞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衝擊香港憲制地位及法治。特區政府除了發聲明譴
責外，香港社會也要積極向「港獨」說「不」。

陳曼琪：不能任其逍遙法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

陳曼琪認為，特區政府有憲制及法律責任捍衛國家安
全、憲法和基本法，除了對戴耀廷宣傳及推動分裂祖國
的言行強烈譴責外，更應嚴正執法、依法辦事，以免香
港被利用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平台。
她續說，特區政府有關部門須立即調查是否有人干犯

有關危害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的香港現有法例，以免在
香港釀成「破窗效應」，令人以為可凌駕憲法和基本
法，作出危害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的言行，而毋須負任
何法律責任。

柯創盛：分裂國家不容鼓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對戴耀廷的言論感到憤怒。

他強調香港是國家一部分，不容有任何人鼓吹從國家分
裂出去、提出「獨立」，希望對方不要再癡人說夢，而
是讓香港繼續在「一國兩制」的正軌上向前走。

陸頌雄：違法言行損害校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出，戴耀廷作為受公帑資

助的大學教授，言行應有基本底線，不應破壞憲法、基
本法及一些基本法治精神，「跑到其他地方公開鼓吹
『港獨』這些違憲、違法的主張，港大應該調查他是否
言行失當，有失作為教授的身份，否則有損港大聲譽。」

■本月27日，
本報頭版報道
戴耀廷在台北
「五獨論壇」
上叫囂「香港
建國」。

■■特區政府昨日發聲特區政府昨日發聲
明明，，強烈譴責戴耀廷強烈譴責戴耀廷
「「香港建國香港建國」」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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