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獨」以正視聽 特首有責表態
林鄭：「打壓論」轉移視線 會認真思考落實二十三條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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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在上月30日就戴耀廷的言論
發表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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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看過戴言論決定譴責
林鄭月娥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回應
社會各界對特區政府發表聲明一事引發
的爭論。她指出，身為行政長官，她必
須要表明無論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都有
責任維護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和國家發
展利益，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既是國家的政策，也是特區政府的政
策。
她強調，所有鼓吹「港獨」、「自
決」或聲稱香港未來可以決定採取「獨
立」或「聯邦制」方式的言論，都是完全
不可以接受的，違反了國家憲法和基本
法，同時對香港保持「一國兩制」、繁榮
穩定完全沒有好處。
「所以當特區政府在履行我們責任的
同時，見到……戴耀廷在台灣一個相當
政治性的活動裡作了這一番『港獨』言
論，我們必須以正視聽。」林鄭月娥透
露，自己已在YouTube上看過戴耀廷所
發表的言論，並同意由特區政府發出譴責

聲明，以正視聽。
針對反對派聲稱政府的譴責聲明是意

圖「箝制」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我覺
得有少許轉移視線。我們完全沒有所謂打
壓言論自由的目標，亦不牽涉甚麼學術自
由。」
林鄭月娥同時指，特區政府並無意借

是次事件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加
快」、「加辣」 ，「這些都是由同一位
人士（戴耀廷）不斷在這幾天向社會發放
的不正確信息。」
不過，她強調，保障國家安全，等於

保障香港安全，「是我們每一個人、每一
個香港人都應該支持的，所以何時能夠在
香港落實保障國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條
是要特區政府認真思考。」

政府依法辦事 教席大學定奪
被問及政府譴責戴耀廷，是否意味對

方已觸犯了現行法例，林鄭月娥說，「我
們沒有採取過法律的行動，但當然不是由
我決定他有否違反甚麼法律，更不是由我
決定他今日在香港大學的教席是否可以保
留。香港特區政府，我重申我們是依法辦
事。」
她坦言，大學撥款來自政府，但政府

尊重大學的自主，「我們並沒有做過任何
工作影響戴耀廷在他大學裡的教席，這個
一定是由香港大學當局自己處理的事
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

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台灣「五獨論壇」上鼓吹「建國」的言論，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主動表示，任何鼓吹「港獨」、「自決」都違反了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保持「一國兩制」、繁榮穩定都沒有好

處。她在親自看過其發言後，身為特首有責任表態，決定特區政府必

須發表聲明以正視聽，而所謂「打壓」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言論，

是「有少許轉移視線」。她並重申，保障國家安全等於保障香港安

全，特區政府會認真思考何時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在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公開批評其播「獨」
言論後，戴耀廷在fb以長文回應，聲
稱特區政府的聲明，已對他造成「聲譽
及心靈困擾」等「極大的傷害」，要求政
府明確指出他當日的發言「如何構成
『鼓吹港獨自決』」，何以「從沒
有」發聲明譴責其他直接及清楚地支
持「港獨」和「自決」者，又何以要
譴責他這個「普通市民」等。
戴耀廷在其千字文中稱，林鄭月娥

身為行政長官，「不可能不知道這譴
責聲明對受針對人士所造成的負面影
響」，又稱特區政府的譴責聲明已對
他造成「極大的傷害」，「包括聲譽
及心靈困擾，並威脅本人及其他香港
人的思想、言論及學術自由。」

他要求林鄭月娥回應其質疑，包括
「是否提出人們應思考或討論中國及
香港的未來可以有的各種可能性，就
已算是『鼓吹港獨自決』」，「為何
在發出譴責聲明前，沒有給予本人任
何申辯的機會」。
戴耀廷又聲稱，自己曾發表「相近

且更完整」的觀點，但特區政府「一
直沒有表示什麼意見」，現在「只是
根據我在論壇當天的簡短發言就發出
譴責聲明，那是否斷章取義」，並質
疑特區政府從來沒有向其他直接及清
楚地支持「港獨」和「自決」者發出
任何譴責聲明，「是否存在政治篩
選？」「為何特區政府竟會如此罕有
地向一名普通市民在『海外』發表的
言論發出如此嚴厲的譴責聲明？」

戴聲稱「心靈受傷了」
怨為何不罵其他「獨」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佳怡、陳
川）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近
日鼓吹「港獨」的言行，受到全城譴
責，為人師表的他知法犯法，亦被質
疑「洗腦」學生並種下「港獨」禍
根。
月前以荒謬理由排除異己、DQ

「非我族類」參選人的港大學生會，
在重開報名後終於等到「自己
友」——自稱理念貼近「本土派」的
內閣「星衍」參加補選，其候選會長
就直認曾受教於戴耀廷及前法律學院
院長陳文敏，更聲言對中國人「沒有
同胞感」云云。

選委與候選全部「獨」
由上屆港大學生會「獨」幹事把持

的選委會，今年初以英文字母大小
楷、及老屈參選者「逾時交表」等荒
謬理由，取消4名有意參選同學的參
選資格，暗中排除異己，寧願冒「斷
莊」風險也要「篩走」不同政治立場
的同學。
是次補選報名於上月重開，終於有

「自己友」內閣「星衍」參加，補選
投票將於本月16日至20日舉行，如
獲足夠支持，料最快可於4月下旬
「上莊」。

稱「建國論」係「研究」
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星衍」

候選會長、港大法學士二年級生黃程
鋒，近日在受訪時直言曾修讀戴耀廷
及陳文敏的課堂，受二人「啟蒙」。
對於「港獨」的態度，黃程鋒表面上
不置可否，只稱會「以港人優先」，
不希望以不同標籤來劃分學生的政治
立場；但他同時稱，對英國及「中
國」均沒有感情，更聲言「（對中國
人）不會有同胞感」云云，可見已被
「獨」害甚深。
就戴耀廷於台灣大放厥詞，鼓吹

「港獨」的言行，黃程鋒一如所料盲
撐，無視「港獨」違法違憲的本質，
又為戴耀廷背書將其於政治場合的倡
議偷換概念成「研究」，辯稱：「作
為一個憲法的教授及一個學者，有責

任研究及闡述他對於香港前途的了
解。」
戴耀廷早就被質疑以偏頗的立場教

學，律師翁靜晶2014年12月就曾以
「憲法科給了我頗失望的經驗」為題
在fb發帖，指戴耀廷是她當年的憲法
老師，「學期初，老師對學生們說：
『老師鼓勵不同角度，不同聲音，只
要有足夠論證和法律基礎支持，縱使
學生的政見與老師不同，亦不會影響
分數』……」

「戴式」評分：批英者C 罵中者A
她續說，在模擬考試中，她寫出

了自己當年對「人權法」的論點，
「力數了英國人的偽民主以及在英
國人撤出殖民地的種種『例行破
壞』（如對印度） ……模擬考試的
成績，我得了個『C』…… 當年，
我所有的學科均為A級，我究竟錯
在什麼地方，會獲評『丙級』？同
學Cynthia對我說：『你錯在與老師
的看法不同…… 識時務者為俊杰
（傑）』，正式考試，好自為
之。」
翁靜晶坦言，在正式考試時，「我

用上了跟模擬考試一模一樣的憲法論
證 和 基 礎 ， 卻 但 改 變 了 『 立
場』…… 變成讚美英國而狠批中
國……最後，我得到了A！ 成績公
佈，我乃是此科中獲評最高分的學
生，還為此收到了老師的『恭賀電
話』，他說：我為你驕傲，更為教出
這樣的學生而驕傲。然而，我至今仍
覺慚愧…… 」

「戴獨」貽害學子
教出「獨莊」不認同胞

戴耀廷在台灣
「販獨」，遭到全
城聲討之後，不

但死不悔改，還反咬一口，聲稱特區
政府發佈的聲明對他造成「極大傷
害」，更質疑政府為何譴責之前，沒
有給他「申辯」的機會。「戴妖」惡人
先告狀，令人側目。「戴妖」鼓吹

「港獨」，違憲違法，妖言惑眾，遺禍
香港，又有無問過港人先？

一向煽動違法抗爭的「戴妖」，如
今變本加厲鼓吹「港獨」，明明犯下
彌天之禍，罪不可恕，卻扮委屈，扮
可憐，博同情，真是好笑。「戴妖」
搞「港獨」、搞「佔中」之前，有無
問過市民答不答應？「佔中」前有大
批的市民簽名反「佔中」，結果他照
樣搞，搞到天怒人怨。「港獨」的禍
害比「佔中」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
必定給香港帶來毀滅性災難，絕大部
分港人肯定反對，「戴妖」有無考慮
市民的感受，為何要逆民意而行？

「戴妖」散播「中國崩潰論」，妄
言香港「獨立建國」，知法犯法，胡

說八道，特區政府、社會各界譴責為何不
可？「戴妖」這些年來興風作浪，搞到全港
不得安寧，香港和全體港人都受到極大傷
害，這筆賬又怎麼算？以「戴妖」之無恥，
真個「死豬不怕滾水燙」，一則聲明就能對他
造成傷害嗎？不要當市民是白痴。

「戴妖」自知這次煽「獨」證據確鑿，難
以抵賴，唯有使出一貫的伎倆──轉移視
線，污衊政府箝制言論和學術自由，並將之
與二十三條立法捆綁，試圖恐嚇一些不明真
相的港人。可惜這些伎倆用了無數次，市民
已經有免疫力，根本沒有人相信。「戴妖」
胡說八道，有破壞無建設，不斷挑戰法律和
社會可容忍的底線，還仰仗「學者」的外衣
有恃無恐。正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戴妖」多行不義，
好自為之。 ■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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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佳怡）香港高等教
育近年遭滋事分子騎劫，以所謂「言論自
由」作擋箭牌，將大學校園變成播「獨」溫
床。中大校長段崇智近日受訪時重申，希望

學生及教職員都尊重大學推動學術工作的原
則，並強調言論自由需要在和平理性、互相
尊重的情況下討論。上任至今約3個月的段崇
智指，他會堅守言論自由，但須建基在和平

理性、互相尊重的情況下討論事情。被問及
會否擔心學生把政治帶入校園，他坦言，很
難預測校園未來會發生的事，但校方的底線
很明顯：大學校園並非政治角力場所，「大
學校園是做學問，做學術的地方，希望所有
學生、教職員都尊重這個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大學法律
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五獨論壇」上狂言
「香港建國」，引起全城憤怒。
民間團體「政中香港人」昨日到立法會示
威，抗議戴耀廷假借學術自由之名推銷「港
獨」，要求立法會加強監察大學撥款及資源
運用。
接收請願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表示，
戴耀廷身為學者，非但沒有客觀持平教導學
生，更鼓吹分裂國家的主張，影響港大的名
譽和地位，港大應終止其教席。
「政中香港人」約30名成員昨日下午在立
法會示威區集會，他們手持印有「偽學術播
『獨』可耻，要求監察教育撥款」字眼的橫
額，高呼口號，抗議戴耀廷假借學術自由之
名推銷「港獨」。
「政中香港人」發言人林偉康表示，戴耀
廷身為受政府資助的高等學府教職員，應以
公帑來從事有價值的學術研究及真正的教育
工作，其推銷「港獨」的行徑顯然違背了香

港納稅人的期望。
他認為，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的預算高達222億，納稅人期望
這筆教育經費用於推動香港長遠發展，而非
錯配予鼓吹「港獨」者，而身為港大校董的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張國鈞、石禮謙以至
全體立法會議員，都有責任監察高等教育資
源，確保其得以善用，以免公帑變相資助宣
傳「港獨」，危害香港人的利益。

葉太：應終止戴教席
葉劉淑儀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何

俊賢、葛珮帆及工聯會議員陸頌雄在開會前
到示威區接收了請願信。
葉劉淑儀表示，她身為港大校友，十分關

心港大教學水平和公帑運用，並批評戴耀廷
身為學者，非但沒有客觀持平教導學生，更
到台灣與「台獨」分子一起鼓吹分裂國家的
主張，影響港大的名譽和地位，無論他是否
觸犯刑事條例，港大都應終止其教席。

周浩鼎：民意反感煽「獨」
周浩鼎強烈譴責戴耀廷的播「獨」行為，自

己聽到市民好大的聲音，認為港大教職員不
應煽動「港獨」。他坦言，若有人受戴耀廷煽動
而作出「獨立」的舉措，戴耀廷必須負上責任。

陸頌雄：「自由」不該危國安
陸頌雄強調，中國人有責任維護國家完
整，而戴耀廷在台灣參與的活動，是徹底的
「港獨集氣會」，不能以學術和言論自由包
裝和狡辯，而國際人權公約條文亦指出，言
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不得危害國家安全。
他批評，戴耀廷身為法律學者，在港大教
授法律，卻帶頭破壞法治，不尊重國家主權
和基本法，令人感到他十分可恥，「就好似不
信神的人教神學一樣，你說是不是好荒謬？」
同時，戴耀廷花大量時間「搞政治」，令人
質疑他能否分配時間教學，希望各大學的校
務委員會檢討如何處理有類似行為的學者。

「政中港人」促監察高教資源免公帑養「獨」

中大校長：言論自由建基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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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政中
香港人」昨午
在立法會示
威，抗議戴
耀廷假學術
自由之名推
銷「港獨」，
要求立法會
加強監察大
學撥款及資
源運用。多
名立法會議
員接信。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攝

■■林鄭月娥強調政府必須發表聲明排林鄭月娥強調政府必須發表聲明排「「獨獨」」以正視聽以正視聽。。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黃程鋒作
為戴的忠實
粉絲，梗係
幫佢兜到煽
「獨」搞事變
研究啦。

「星衍」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