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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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副教授戴耀廷日前在台灣鼓吹
「港獨」，激發全城義憤。逾20
名新界社團聯會代表昨日在特區政
府總部外請願，批評戴耀廷作為法
律學者，卻知法犯法，向年輕一代
灌輸錯誤的國土觀念，企圖危害國
家及香港的安全，促請教育局盡快
革除戴耀廷的教職。

斥利用公帑播「獨」
新社聯副會長陳平批評，戴耀廷
「食君之祿卻無擔君之憂」，更利
用公帑播「獨」，嚴重危害國家及

香港的安全。戴耀廷昔日利用言論
自由作保護傘來發佈違法「佔中」
的方案，其後再將其言論付諸行
動，成功策動破壞香港法治和秩序
的違法「佔中」。
他續說，戴耀廷今次欲重施故
伎，企圖以言論自由包裝「獨」
論，實質是在部署更大的「港
獨」鬧劇，「戴耀廷已經製造咗
一系列嘅行動綱領，因此佢嘅
『港獨』言論並非在言論自由之
列！」
新社聯總監李家良說，戴耀廷雖

聲稱自己任教法律，卻在台灣發表
有關香港可考慮成立「獨立國家」

的謬論，其播「獨」行為除了公然
侮辱基本法，更是對「一國兩制」
的嚴重挑釁。
他強調，社會各界均清楚明白
「港獨」是違反國家憲法及基本
法，一切鼓吹「港獨」的行為只會
為香港帶來破壞和內耗，惟戴耀廷
仍赤裸裸地宣揚其「港獨」主張，
並企圖尋求境外勢力支持，其分裂
國家的野心昭然若揭。

喪「為人師表」資格
李家良續說，國家憲法清楚列

明要維護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
但戴耀廷揚言要分裂國家及推翻

共產黨領導，同時煽動內地其他
城市的人民考慮成立「獨立國
家」，是十足的「民族敗類」，
加上戴耀廷「為人師表」，卻鼓
吹青年「違法達義」，使不少年
輕人被判監並喪失前途。新社聯
促請港大順應民意，開除這位破
壞法律的副教授。
民建聯社區幹事黃國偉表示，
戴耀廷的「港獨」主張已經超越
言論自由的界線，相信不論學生
或家長都不能接受一個教師作出
知法犯法、企圖分裂國家的行
為，故戴耀廷已無資格擔任港大
副教授一職。

新社聯請願促革除戴教職

激進反對派昨日聯署為「獨梟」戴耀廷撐
腰，部分出席者口出狂言，聲言批評他的香港
文匯報等是在「砌戴耀廷生豬肉」，卻未有提

出任何證據。多名立法會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傳媒
按照專業態度報道相關新聞，但反對派中人是非不分，以貶低、
抹黑的方式打壓媒體，是在顛倒是非、轉移視線。

反對派誣指文匯「砌生豬肉」
有份參與反對派聯署的「2047香港監察」錢志健，昨日在記者
會上發言時更點名稱香港文匯報等報道戴耀廷出席「五獨論壇」
是「砌戴耀廷生豬肉」。有份到台灣出席「五獨論壇」的評論員
桑普更稱，戴耀廷到機場準備赴台灣時即被報道，反映香港文匯
報「有心做佢」云云。

吳永嘉：戴在台言論非秘密
事實上，在「五獨論壇」舉行前，主辦單位已公佈了戴耀廷等
「受邀香港貴賓」的名單，而他在會上發言亦有錄影片段為證。
立法會工業界議員吳永嘉表示，傳媒一直都有派人手駐守機場，
負責發掘新聞，而戴耀廷屬於「半公眾人物」，被傳媒認出並非
特別的事情。同時，戴耀廷在台灣的言論並非秘密，傳媒不過是
按照一般的採訪方式進行報道。

陸頌雄：意圖打壓新聞自由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形容，反對派所言，是試圖打壓新聞
自由。這是反對派的慣伎，在所有事上都諉過於人，以歪理或質
疑別人來掩飾自己的錯處。

葛珮帆：抹黑報章是非不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則批評，戴耀廷的「建國」言論已涉
嫌煽動他人憎恨或藐視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所謂「學術假
設」只是在砌詞狡辯，而反對派為包庇戴耀廷，不惜上綱上線，
是非不分，以貶低、抹黑的方式抨擊政府、報章媒體，令人感到
失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各界力挺文匯報道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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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
廷公然參加「五獨論壇」，更
鼓吹要為「香港建國」做好準
備，但他在備受批評後就聲
言，這是「學術討論」。多名
香港法律界人士指出，戴耀廷
參加的「五獨論壇」並非學術
會議，組織及參與者分屬「台
獨」、「蒙獨」、「疆獨」、
「藏獨」及「港獨」等分裂甚
至是暴力恐怖組織，不排除其
間涉及分裂國家的行為，特區
政府應研究以《刑事罪行條
例》第九條和第十條的「煽動
罪」檢控戴耀廷。

可引用「刑罪條例」起訴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

主席馬恩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出，在不可動搖的憲
制基礎下，戴耀廷在台灣有關
「政權一旦解體，香港就可以
考慮『獨立』」等的言論，表
面上已觸犯了《刑事罪行條
例》第九條1（g），煽動意圖
罪中的「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
服從合法命令」，特區政府應
研究引用有關條例起訴戴耀
廷。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

學博士黃國恩也批評，戴耀廷
有關言論已超越了言論自由的
界線，特區政府應考慮以《刑

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和第十條
「煽動罪」檢控戴耀廷。

「五獨論壇」非學術會議
他解釋，戴耀廷參加的「五

獨論壇」並非學術會議，組織
者和參與者來自「台獨」、
「蒙獨」、「疆獨」、「藏
獨」及「港獨」等分裂甚至是
暴力恐怖組織，而討論的是串
連建立「政治聯盟」，意圖推
翻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政
府。

涉實際行動已超越討論
黃國恩指出，這已非單純的

言論，而是涉及實際行動，是
「煽動罪」檢控原則的一個重
要元素。特區政府應立案深入
調查，一旦有充分證據就應予
以檢控，以彰法治，遏制「港
獨」歪風，保障國家安全，倘
有法不用，就是失職。
他坦言，香港的反對派當年

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聲稱香港現
行法例已足以保障國家安全，
一旦案件提交法院審理，最終
判決《刑事罪行條例》無法入
罪，即顯示現行法例在保障國
家安全問題上有很大的漏洞，
屆時就證明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刻不容緩，特區政府絕不
能再拖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繆
健詩）「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
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港獨」謬
論引起公憤，各界人士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繼續予以強烈譴
責，批評戴耀廷明知故犯，身為大
學教授卻發表如此言論將對學生有
不良影響，全社會應一同予以譴
責，抵制其「港獨」言行。

譚錦球：嚴重違憲違法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義工聯盟主

席譚錦球批評戴耀廷的言論是挑戰
「一國兩制」的底線，公然意圖煽
動及顛覆國家，是嚴重違反國家憲
法、香港基本法和現行法律。「以
言論自由、學術研究來掩蓋違法言
行是『港獨』分子的慣用伎倆，此
次戴耀廷再次試圖以言論自由偷換
概念、顛倒是非，引起社會各界強
烈譴責，表明香港絕大多數市民對
『港獨』分子弄虛作假、妖言惑眾
煽動『港獨』言行，不予買賬。」
他還指出，戴耀廷身為法律教

授，自詡為法律界專業人士，知法
犯法，而且面對各界對其言論強烈
譴責，不但毫無悔意，反而轉移視
線誣衊特區政府為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造勢。特區政府理應追究責
任，絕不能縱容「港獨」分子的違
法行為。

施榮懷：防荼毒下一代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

副主任、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
會會長施榮懷表示，戴耀廷的
「港獨」言行，可謂大逆不道，
社會各界決不能容忍。何況戴還
是大學教師，如此言論荼毒下一
代。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強調
愛國，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任何
違反法律，觸及愛國愛港底線
的，都不能接受。戴耀廷播
「獨」事實不容狡辯，不能以所
謂「言論自由」、「學術研究」
作幌子，企圖推卸自己的法律責
任。

蔡毅：立法遏「獨」蔓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理事長蔡毅表示，播「獨」
是違法行為，戴耀廷的言論違背基
本法，在香港會產生負面影響，對
年輕人的發展產生不良效應，社會
應予以強烈譴責。蔡毅認為特區政
府譴責戴耀廷是必要的，更指特區
政府應考慮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從而阻止「港獨」思潮蔓延。

簡松年：「獨」行須制裁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

會創會主席簡松年認為，戴耀廷不
只在香港播「獨」，還去台灣串連
其他分裂分子，香港社會各界對此
零容忍。特區政府及香港大學除了
嚴厲譴責戴耀廷之外，亦要採取一
切可行的法律行動去制裁他的「港
獨」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三丑」之

一戴耀廷公然在「五獨論壇」上叫囂「香港建

國」，備受香港各界批評。多個反對派政黨及以

「本土」為名的「暗獨」組織，昨日高調舉行記者

會，稱戴耀廷只是「行使學術自由及言論自由」，

是被「斷章取義」，更鬼拍後尾枕稱，針對戴耀廷

的批評是為了「削弱」他在未來區議會以至立法會

選舉中的影響力。政界中人反駁，鼓吹分裂祖國已

超越言論自由的界線，而其他反對派中人挺戴耀

廷，除了暴露了他們的「獨」相外，更是為了自身

的政治利益，利用戴耀廷繼續操控選舉，特區政府

必須跟進。

社團領袖齊斥「港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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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聯昨日在特區政府總部外請願，要求教育局革除戴耀廷在港大的教職。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新社聯總監
李家良痛斥戴
耀廷鼓吹青年
「 違 法 達
義」。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新社聯副會
長陳平譴責戴
耀廷利用公帑
播「獨」。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民建聯社區
幹事黃國偉批
評戴耀廷已無
資格擔任港大
副教授一職。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本土」的毛孟靜、范國威，工黨的李卓人、公民黨的
郭家麒，和「民間人權陣線」、「法政匯思」、職工盟

等45個組織和個人發起聯署，稱戴耀廷在「五獨論壇」上的言
論，是「以學術假設出發」，「探討未來社會的變化及發展」，
理應受《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基本法第二
十七條及三十四條所保障。

妄稱「打壓」意在削弱「雷動」
他們稱，不滿特區政府、國務院港澳辦、中聯辦、建制派團體
通過輿論「打壓」戴耀廷，「侵犯」其言論自由，要求特區政府
及有關的建制團體撤回抨擊戴耀廷的聲明及道歉。
毛孟靜在記者會上聲言，建制團體批評戴耀廷，是留意到戴耀廷
對未來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想法」，故要「削弱」戴耀廷在
「民主運動」的影響力，是一個「大陰謀」。范國威更直指，戴耀
廷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策動的「雷動」，和計劃在明年區議會選
舉時推出的「風雲計劃」，將發揮政治影響力，而「打壓」他的團
體是希望將其影響力減到最小，從而「令建制派得益」云云。

林健鋒：依法追究不可姑息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批評，戴耀廷鼓吹違法「佔中」，挑動社會矛盾和對立，企圖破
壞中央與香港的互信，已為社會帶來深遠傷害，是次再鼓吹「港
獨」，已超越了言論自由的界線，是在挑戰「一國兩制」的底
線，企圖分裂國家和煽動內地與香港對立，已違反了基本法，必
須嚴厲譴責，特區政府亦應依法追究。絕不能縱容姑息。

王敏剛：吸「獨」必得反效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指出，所有國家都不會容許煽動分裂
國家的行為，而其他反對派中人死撐戴耀廷，一來他們也是聽命
西方國家指令，充當各種分裂國家活動的棋子，二來是企圖繼續
利用他操控區議會以至立法會選舉，但「港獨」已受到香港市民
的唾棄，這些人吸「獨」只會造成反效果。

陳鑑林：護戴意在搞亂選舉
原全國政協委員陳鑑林批評，戴耀廷策動的違法「佔領」，是
一場試圖搞亂香港社會秩序的「實際行動」，其近期的言論更反
映他是鼓吹「港獨」的分離分子。毛孟靜之流是次站出來為他
「護航」，有如「大老倌做完大戲，由卒仔負責打完場。」
他批評，反對派在過往的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中，出盡旁門左
道，試圖操控選舉，以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嚴重破壞香港公
平、公正的選舉制度。這班反對派中人出來為戴耀廷辯護，既反
映他們支持搞「獨」，而妄以「言論自由」之名為對方開脫，同
時由戴耀廷搞混了水，他們就可以在選舉時渾水摸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