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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嘉傑發起聯署，要求港大革走戴
耀廷。 facebook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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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台灣鼓吹香港「獨
立建國」，違反憲法和基本法。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
昨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戴耀廷違憲違法的立場及言
行，促請特區政府嚴正執法，絕對不能姑息。
聲明指出，根據憲法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
本制度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將其破壞。而根據憲法第五
十一條至第五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須負起維
護國家統一及全國各民族團結、遵守憲法和法律、維
護國家安全的義務。
香港中律協強調，憲法是制定基本法的法理依據，而
基本法第一條及第十二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因此，
根據憲法及基本法確立的「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及國家持續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全國各民族團

結最大公約數下的成果。

要求港大採取適當措施
該會批評，戴耀廷言論有營造、

鼓吹、煽動或推動危害國家主權及
安全的氛圍和空間，以達至分裂國
家及香港「獨立」的最終目的，破
壞「一國兩制」，嚴重違反國家憲
法及基本法，亦涉嫌干犯有關危害
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的香港現有法律。該會作為法律專業
團體，有責任捍衛國家和香港的憲政秩序及法治核心價
值，並強烈譴責戴耀廷違憲違法的立場及言行。
該會促請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嚴正執法，依法辦事，

捍衛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同時亦促請香港大學須採取
適當的措施，以免港大法律系被別有用心者利用作為
危害國家主權及安全的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佔中三丑」之一、港大法
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的「港獨」厥
詞令全城震怒。41名建制派立
法會議員昨日發表聯合聲明，強
烈譴責戴耀廷違反憲法和基本法
的言論，批評他過去鼓吹違法
「佔中」已為香港社會帶來極大
傷害，現在鼓吹「港獨」，更是
與香港市民利益背道而馳，令人
憤怒。

斥將港作政治把戲試驗場
聲明指出，「港獨」違反憲法

和基本法，鼓吹「港獨」 損害
港人福祉 ， 只會將社會推向災
難，批評戴耀廷過去鼓吹「佔
中」已為香港社會帶來極大傷
害，現在他更跑到境外參與分離
組織的活動，進一步鼓吹「港
獨」，其所作所為完全與香港市
民利益背道而馳，令人憤怒，
「為着香港市民的福祉，我們嚴
正指斥戴耀廷，不應再將香港作
為他的政治把戲試驗場！」
對於戴耀廷聲稱對他的批評是

要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造勢，聲
明強調其言行違背國家和香港的
利益，受到社會廣泛批評是理所
當然的，應該向公眾認錯，而不
是轉移視線，而推動二十三條立
法、保障國家安全是特區政府必
須履行的憲制責任，毋須借任何
人造勢。聲明呼籲不應讓任何人
利用法律漏洞，進行分裂國家及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阻止戴
耀廷繼續肆無忌憚播「獨」，曾申請司法
覆核要求取消劉小麗議員資格的城大專業
進修學院學生莫嘉傑，昨日在網上發起聯
署，促請特區政府和司法部門依法跟進和
從速處理事件，更要求香港大學革除戴耀
廷一切職務。大批網民支持聯署，認為戴
耀廷行為惡劣，港大校方必須開除其職
務，以免他禍害下一代。

人稱「正義哥」的莫嘉傑批評，戴耀廷
身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理應深懂法律及
守法，卻公然在台灣發表鼓吹香港「獨立
建國」的謬論，作出破壞國家領土完整的
行為，不但有失學者身份，更是誤人子
弟，絕不適宜繼續任教。
莫嘉傑要求港大革除戴耀廷一切職務，強調

香港市民對於其惡行莫不感到震驚及憤怒，而
言論自由雖是香港核心價值，但每個人都需要

為其言行負上責任，其言行不但破壞了香港社
會秩序，更扭曲了言論自由的意義。
大批網民支持聯署。「Wt Tong」強調為

下一代着想，必須革除戴耀廷的教席。
「Yan Wai Wong」就促請特區政府不應再
養虎為患。「Yuk Tai Wong」更直言：
「國土不會分割，國民有責任守護，戴妖
（戴耀廷）死了條心吧！有骨氣就不要回
港，國土不歡迎賣國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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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律協促港府嚴正執法

「正義哥」發起聯署促革職法辦

■陳曼琪任創會會
長的中小型律師行
協會強烈譴責戴耀
廷違憲違法的立場
及言行。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播
發該社記者的署名評論，強烈譴
責「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及
個別「港獨」分子在台灣發表的
「港獨」厥詞，並強調任何「港
獨」言行均違反「一國兩制」的
憲制秩序。
這篇題為《一場禍港亂國的醜陋

表演》的評論強調，任何「港獨」
言行的本質均是「分裂國家」，嚴
重違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及香
港特區的有關法律。基本法第一條
已清楚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第十二條也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

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
於中央人民政府」。
文章指出，中央政府曾多次堅定

和明確地表示對「港獨」零容忍的
態度，並要求特區政府依法打擊和
遏制「港獨」活動，惟身為港大法
律系副教授的戴耀廷，多次鼓吹港
人考慮用「民主自決」來決定應否
「獨立建國」，明顯是知法犯法，
刻意挑戰國家憲法、基本法及香港
法律，並企圖擾亂「一國兩制」的
憲制秩序。

指辯稱惹來更多唾棄
文章批評，戴耀廷昔日煽動違法

「佔中」，已嚴重損害香港法治和日

常秩序，他今次再赴台「播獨」，明
顯是在踐踏法治。戴耀廷在遭到各界
強烈譴責後，試圖利用社交媒體淡化
其「港獨」狂言，辯稱自己只是發表
「對未來的一些看法」，卻惹來更多
唾棄聲音。絕大多數港人都期望維護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
自治的方針，更有不少市民自發組織
聲討「港獨」行為，形成巨大的反
「獨」聲勢。
文章表示，將堅決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規管違法的「港獨」活動，保
障香港的法治精神。期待香港能擺
脫紛擾不斷的政治衝突，聚焦民
生，抓住發展機遇，積極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新華社評論：支持港府規管違法活動

譚耀宗質疑留任適當性
譚耀宗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質疑，戴耀
廷跑到台灣鼓吹「港獨」，有意圖將「台
獨」和「港獨」連在一起之嫌，又指出對
方是教學人員，如果進一步變本加厲搞
「港獨」，就會誤導年輕人，將他們推往
死路，「他是否合適繼續留在港大，希望
港大校方可以考慮一下。」
對於戴耀廷聲稱其言論沒有觸犯香港現
有刑事條例，外界的批評是「以言入
罪」，譚耀宗批評對方口口聲聲說「言論
自由」，但這與言論自由無關，「你（戴
耀廷）說這些危害國家、危害香港的說
話，如果大家不批評你，就是縱容你」，
又指對方言行說明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確有需要，希望特區政府早作準備。
李國章回覆傳媒查詢時指，戴耀廷當時
作出的是私人發言，並不代表港大，而校
委會也不能阻止人發表謬論。
他強調，戴耀廷的發言是支持「港
獨」，如果確定犯法，校委會會跟進。

黃永光譴責知法犯法
黃永光批評，戴耀廷身為港大教員，公
然發表「建國」狂言，令人震驚和憤怒，
對他予以強烈譴責。他強調，憲法和基本
法明確規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戴耀廷身為法律學者，對此應該十分清
楚，但他卻知法犯法，違反基本法，試圖
分裂國家，破壞香港的穩定，「香港是法
治社會，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法律之上，言
論自由並不是危害國家安全的擋箭牌，大
學更不能成為散播『港獨』的溫床。」
黃永光又指，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早前十三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特別提到，祖
國的每一寸領土絕對不能、也絕對不可能從
中國分割出去，再次強調捍衛領土完整、維
護國家安全的底線和紅線，呼籲香港社會堅
定守護「一國兩制」，堅決遏制「港獨」，
以維護香港社會長治久安。

教聯會促港大查則跟進
港大校友、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認為，戴耀

廷明顯是煽動他人支持「港獨」，強調不論
任何場合散播「港獨」言論均不恰當，特區
政府與港大均有責任跟進。他續指，不論這
最終是否犯法，戴耀廷身為港大學者發表
「港獨」言論，對港大校譽已構成極大影
響，建議校方應翻查守則作出跟進，「若
『港獨』言論犯法，法庭自會跟進；即使無
犯法，並不代表沒有觸犯大學規例，而這部
分正正該由大學作出跟進」。
戴耀廷曾有煽動違法「佔中」往例，一
度使社會引起極大混亂。被問到會否擔心
事件再次重演，黃均瑜則認為毋須過於擔
心，「始終社會大眾都清楚明白『港獨』
無將來、無前途」，事實上戴耀廷也只敢
在離開香港後才大放厥詞，回港已立刻諸
多推搪、矢口否認，形容他這番謬論不過
是「抽水」嘩眾取寵，呼籲年輕人應看清
事實，勿被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所利用。
另一港大校友、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

強調，國家的和平穩定得來不易，戴耀廷
的「港獨」言論不但違反基本法，於道德
上更是對一眾為國家盡心盡力的先賢們大

不敬，「戴耀廷必須為這般不當謬論，向
全港及全國人民鄭重道歉」。
他認為戴耀廷過往煽動違法「佔中」一
事，校方遲遲不作處理，導致他今日變本加
厲，強調校方今次應汲取教訓，盡早作出處
理，免得港大校譽再因戴耀廷一人而落入谷
底。他並提醒，香港大學校訓是「明德格
物」，戴耀廷言行明顯與「明德」相違，也
完全不符社會大眾對師德的期望，建議校方
宜就事件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徹查事
件，還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教界促港大徹查戴妖
李國章：倘犯法 校委會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姬文風姬文風、、鄭治祖鄭治祖））「「佔中三丑佔中三丑」」之一之一、、香港大學法香港大學法

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戴妖戴妖））在台灣的在台灣的「「五獨論壇五獨論壇」」上上鼓鼓吹吹「「港獨港獨」」，，社會社會

各界強烈譴責各界強烈譴責，，要求港大嚴肅跟進要求港大嚴肅跟進。。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表示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表示，，

港大應考慮戴耀廷是否適合繼續教學港大應考慮戴耀廷是否適合繼續教學。。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指出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指出，，

如果確定戴耀廷的言論犯法如果確定戴耀廷的言論犯法，，校委會會跟進校委會會跟進。。港大校委會成員黃永光港大校委會成員黃永光

批評批評，，戴身為法律學者戴身為法律學者，，卻作出違憲違法的言論卻作出違憲違法的言論，，強調港大不能成為強調港大不能成為

散播散播「「港獨港獨」」的的溫床溫床。。多名港大校友質疑多名港大校友質疑，，戴嚴重影響港大校譽戴嚴重影響港大校譽，，港大港大

也應檢視其言行是否符合教職員要求也應檢視其言行是否符合教職員要求，，避免放虎歸山避免放虎歸山。。

■戴耀廷（右）上月在台灣發表涉及「港
獨」言論。 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戴耀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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