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新界青年聯會10多名青

年領袖昨日到律政中心大樓請

願，抗議戴耀廷上月於台灣公

然鼓吹「港獨」，違反國家憲

法、基本法及香港《刑事罪行

條例》中的煽動罪，促請律政

司檢控戴耀廷。聯會會長、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

律政司迄今未有追究戴耀廷

「港獨」言論的刑事責任，給

社會帶來錯誤信息，以為「港

獨」不違法，可能如「佔中」

般再令戴耀廷的一班追隨者因

實施違法「港獨」而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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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煽「獨」違法
新青聯促律政司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律
系副教授戴耀廷早前煽動「港
獨」，師德之低令人側目。立法會
議員何君堯再度去信港大，要求校
方立即調查戴耀廷，如證實其行為
不當就立即辭退。
繼去年兩度去信港大校務委員會

主席李國章，要求革走戴耀廷後，
何君堯前日再去信李國章，指對方
當時將其信件轉交時任港大校長馬
斐森處理，但馬斐森並無就會否辭
退戴耀廷作出任何確實的回應。
何君堯指出，戴耀廷在台灣的言

論表面上是「民主對抗專制」，但
實際上是要推翻中央政府的煽動性
言論，既非學術亦非言論自由範
圍，更有違反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之嫌，而事件亦引起特
區政府的關注，特首林鄭月娥也已就戴耀廷的行為作出強烈譴責。
他強調，由於事態嚴重，所以再次要求港大校委會立刻啟動對戴

耀廷的調查程序，以及作出「停職留薪」安排，直至校委會完成調
查為止。
如調查結果證實戴耀廷行為不當，港大應當果斷行動，辭退其在

港大的職位，阻止繼續以港大教員身份在社會上散播煽動性言論。
何君堯昨日在facebook分享信件時留言道：「且看港大點講！」

何君堯再函港大促查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日前向公民黨議員郭家
麒發警告信，批評他不理秘書處勸喻，
在日前於立法會大樓示威區舉行的聲援
「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集會上，搭建
超過准許高度的舞台，構成危險。郭家
麒昨日聲言，身兼行管會主席的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是「小事化大」、「借題發
揮」。建制派強調，高度限制是確保在
場人士安全，批評身為醫生的郭家麒罔
顧規定是草菅人命。

違高度限制還反鬧主席
郭家麒昨日聲稱，自己仍未收到警告
信，倘收到會「承擔責任」，但聲言事
前並不知道在示威區搭建舞台有高度限

制，集會當日得悉舞台高度超出高度限
制時，距離活動開始已不足40分鐘，不
想承建商在極短的時間內改搭。
他續稱，該舞台僅較0.5米的規定高出

0.2米，而梁君彥「並無工程背景」，不
能「斷定」舞台物料和承載量，更聲言
行管會的決定是在「收窄市民發言權
利」云云。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批評郭家麒「惡人

先告狀」。他強調，制訂高度限制是為
了參加集會者的人身安全，「今次幸好
沒有意外發生，但難保日後會否出事。
一旦發生不愉快事件，是誰人負責？」
他續說，即使郭家麒願意承擔，但有

些損失例如永久傷殘甚至搞出人命，都
不是一句「承擔責任」就可以補償得到

的。身為醫生，郭家麒完全忽視公眾的
人身安全，其專業資格實在「從何說
起」。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表示，行管會訂出

示威指引，都是為參與者的人身安全着
想，郭家麒作為專業人士，更應該明白
到規則的重要性，「已經違反了（規
定），竟然還諉過於人，這是什麼道
理？」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

謝偉銓指出，任何搭建物均需要符合規
定，而有關規定除了搭建物的同時，還
要考慮到四周環境、場地規管、參與者
的安全等，不能肆意妄為，「根據郭家
麒的邏輯，那是否會議室沒有會議舉
行，他們就可以在裡面搭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班市民昨
日自發到海港中心請願，要求選管會徹查剛過
去的立法會補選中，是否有人為借條例漏洞，
或疏於職守，令「港獨」分子「入閘」參選，
包括曾公然焚燒香港基本法的區諾軒，及被
DQ的姚松炎，擔心下次補選再有不效忠國家

的人成功「入閘」。
一批市民代表昨日向選管會主席馮驊遞交

請願信，強調選管會批核參選人的「入閘」資
格，對香港的民生福祉直接及間接地起着關鍵
性作用，而區諾軒及姚松炎均是不合資格參選
議員。
他們質疑選管會把關不力，要求徹查事
件，清楚向社會大眾解釋交代，並檢視條例是
否過時或有不足之處，馬上提出合時合適的法
例。
市民並擔心，已被DQ立法會議員資格者再

獲批准「入閘」的先例一開，下一次補選中一
些鼓吹「港獨」、不效忠國家、侮辱國家及特
區政府的不良分子，例如「青年新政」的梁頌
恆、游蕙禎，「香港眾志」的羅冠聰，「自決
派」的劉小麗及社民連的梁國雄等人，將抓住
選舉制度的漏洞再參選。

搭舞台漠視安全 郭家麒罔顧人命 市民批選管會失職 放「獨」軒「入閘」

新界青年聯會成員包括陳恒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西

貢區議員李家良與溫啟明，沙田區
議員董健莉、元朗區議員黃煒鈴等
參與了昨日的抗議行動。

陳恒鑌批遠超「學術討論」
陳恒鑌指出，戴耀廷公然推動分
裂國家的言論，令聯會感到很憤
怒，「他在該論壇中鼓吹推翻現有
政權並『建國』，更主張各個族群
『自決』及提供3個政治聯繫方式的
選擇予『各族群』，包括各自『獨
立』。不但包括香港，還將矛頭指
向整個國家，這種鼓吹『香港獨立
建國』的煽動性行徑已遠超學術討
論範圍，已引起公憤。」

他批評，戴耀廷推動「港獨」、
分裂國家的企圖昭然若揭，嚴重踐
踏基本法列明的「一國」方針，更
嚴重違反國家憲法，損害國家主權
和安全，是對「一國兩制」底線的
嚴重挑戰。
陳恒鑌強調，任何國家或政體，

即使是戴耀廷所推崇的西方國家或
政體，也絕不會允許國民慫恿他人
進行不法行為、推動地方獨立及國
家分裂，均明確將有關行為定為刑
事罪行。
根據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九

條「煽動意圖」罪明確規定指出，
「引起憎恨或藐視中央政府，或特
區政府，或中國其他地區的政府，
或激起對其離叛；或激起中國人民

或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
改變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
項；或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
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或引起中國人
民間或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
或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
的惡感及敵意；或煽惑他人使用暴
力；或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
法命令」，均屬違法。
陳恒鑌認為，戴耀廷推動「佔

中」、「港獨」、意圖分裂國家等
行徑，是對上述法律的嚴重踐踏，
「這種知法犯法的不法之徒，一日
不將之繩之以法，都是對法治的
藐視，是對『一國兩制』的破
壞。」
他表示，新界青年聯會強烈譴責

戴耀廷發動「佔中」及企圖推動
「港獨」、分裂國家的行徑，強烈
要求律政司立即放棄姑息態度，採
取果斷行動，對戴耀廷在「佔中」
的行為及推動「港獨」、分裂國家
的行徑提出檢控。

劉國勳：絕不能姑息養奸
劉國勳則表示：「我們強烈譴責

任何鼓吹『港獨』的言行。『港
獨』違法，沒任何灰色地帶，不能
以『學術討論』來作掩護，學者身
份也不能成為『保護傘』。任由
『港獨』橫行，會將全港市民推
向危險懸崖，因此絕對不能姑息
養奸。」
律政司代表其後接收了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違法
「佔中」發起人、港大法律系副教
授戴耀廷赴台播「獨」，稱港人可
考慮「獨立建國」，遭社會各界人
士怒斥。其後死口否認贊成「港
獨」的他，昨日獲「港獨」頭目、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開腔
力撐，聲言「佢主張『香港獨立』
都無問題」，更口出狂言稱：「你
（特區政府）咪拉我囉，又唔
拉。」政界人士批評，現時「獨」
人如此囂張，特區政府應盡快將他
們繩之以法，若現有法律上有漏
洞，則應透過二十三條立法彌補，
不可容許挑釁國家主權的行為。
理工大學學生會昨日舉行所謂「當
言論遇上打壓，當自由遇上專制」論
壇，出席者包括陳浩天、中大學生會
前會長張秀賢及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
梁國雄。眾人在論壇中聲言，港人的
言論自由全面「收窄」、討論「港
獨」「理所當然」、戴耀廷不應被追
究云云。現場所見，參加論壇的學生
極少，普遍學生對於論壇的興趣不
大，未有駐足聆聽。
陳浩天在發言時稱，他「絕對支
持」戴耀廷及其在台灣發表的言
論：「佢只係『討論』，講咋嘛，

甚至佢主張『香港獨立』都無問
題。」

陳浩天寸政府：拉我囉
他更語帶輕佻地稱，若主張「港
獨」有問題，特區政府應執法，而
非「批鬥」：「如果在香港講『香
港獨立』你話佢犯法咪拉佢囉。就
好似我咁，你咪拉我囉，又唔
拉！」
陳浩天更公然在校園播「獨」，稱
大學是香港最後一個「據點」，作為
大學生應該有「氣魄」，不應「畏首
畏尾」，一定要與大學校方「撐到
行」，並稱「我們要爭取100%的言
論自由，講『香港獨立』有咩問題
呢？希望大家衝破思想框框及所有禁
忌。當我們連思想都唔自由，如果
（何）做一個自由的人呢？」
他更聲言，現時最大的「問

題」，在於中國是一個「帝國」，
「殖民」其他地方，香港應該與台
灣、西藏，甚至印度、美國、日本
及韓國形成「包圍網」，圍堵、瓜
分並瓦解「帝國」，周邊的地方才
有「出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

長陳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不論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均
明確規定「一個中國」，推動或宣
揚「港獨」是違法違憲，不少法律
界的前輩亦已指出，現時香港刑事
罪行條例有相關法律，可以懲治該
類言行。

陳勇：絕難坐視促堵漏
他認為，陳浩天現在如此囂張，

並公然挑戰法律，特區政府絕不能
坐視不理，律政司及檢控人員理應
盡快研究，如何按照法律將他繩之
以法。若現階段相關法律未足以阻
止相關言行，特區政府亦有憲制責
任彌補相關漏洞，阻止「港獨」歪
風蔓延，回應市民的期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則強

調，陳浩天及戴耀廷都是推動或煽
動「港獨」，戴耀廷更曾有實際的
行動，煽動違法「佔中」，嚴重破
壞社會安寧。
因此，她認為「港獨」分子現時
肆無忌憚的言行，是由於二十三條
仍未立法，特區政府應防患於未
然，避免政治的不穩定影響經濟及
社會發展，損害市民福祉。

葛珮帆：應研煽動罪檢控
她表示，律政司可考慮以煽動罪
進行檢控，但由於相關法例回歸後
一直未有修改，或會不合時宜，故
她支持二十三條盡快立法「講清講
楚」，不能再容許煽動或挑釁國家
主權的行為。

「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律系
副教授戴耀廷在「五獨論壇」上公然鼓
吹「香港建國」，聲稱這是「學術討

論」，在備受社會各界批評時就轉移視線稱，他受到批評
是因為推動明年區議會選舉的所謂「風雲計劃」，做「政
治紅娘」，故建制派「要把我孤立」，令「民主派的朋
友」不敢與他走得太近。不少網民批評他轉移視線，更借
用學者身份做「政治紅娘」，操控選舉，是為了搞亂香
港。
戴耀廷近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自稱為了有更多「民主

派」中人參選明年的區議會選舉，他會扮演「政治紅
娘」，協助「公民聯合行動」籌辦有意參選者「培訓
班」，及聯繫各反對派政黨派出來在各區參選者，和政治
素人在選舉時組成「地區聯盟」，產生協同效應並刺激投
票率，以取得超過一半議席，「令中共再沒那麼容易操控
2022年的特首選舉」云云。

網民質疑想「造王」
唔少人都批評佢只係想做「太上皇」。「Mandy

Wong」質疑道：「其實『雷動』和『初選』也是一個小
圈子選舉，也不合理，只推自己友上位？做（造）皇
（王）者？對其他『民主派』或非建制（者）有不公平？
表面可以增加當選（機會），但其實沒有，建制派支持者
不會因為你的行動以（而）改變選擇，這此方式只會影響
『民生派』選民的選擇人選？」
「Yk Yuen」也批評佢只會「害死自己人」：「 上次

『雷動』死李卓人，范國威，但係『泛民』嘅成功參選人
數有無多到？而『雷動』另一樣希望，想多啲人參與投

票，有無效果？」
「Chi Sing Lee」則揶揄埋其他反對派：「雷死李范二人都叫有

効（效）果，咁ｅ（𠵱 ）十（家）立法會議席你地（哋）多定建制
多？其實無乜所謂，到關鍵時刻投票你地（哋）Ｄ（啲）『飯糰』
議員最叻缺席，唔係就投棄權。」
「John Chong」也道：「除左（咗）選舉佢地（哋）仲識做乜？

『關鍵一席』入到去咪又成日缺席唔開會、投棄權票，『泛民』自
己都無志氣，真係唔會再玩你地（哋）D（啲）投票遊戲。」
「Lily Szeto」就批評戴耀廷再頂着「學者」的身份策動實際行
動，「（『風雲』）又是學術討論？一直樂於扮演『政治紅娘』
者，學者身份在那（哪）兒？在於穩領學者工資， 借用學者地
位，幹着『政治紅娘』工作？」
「Lam Fong Fong」更向戴的支持者叫陣：「你點睇『佔領中
環』變左（咗）『佔領金鐘』，知唔知佢籌左（咗）咁多錢，點洗
（使）？佢『雷動』誤導選民你贊成？佢諗住『雷動』特首選舉黎
（嚟）交換檢控，呢Ｄ（啲）破壞法治你又贊成？」
「Lee Cheung」就嘆道：「把口就話追求民主，但係就想一手

操控選舉結果，如果俾你呢啲人得到權力，任何地方都一定會大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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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挑釁 政界促推二十三條嚴懲

■戴耀廷在fb上狡辯。 戴耀廷fb截圖

■新界青年聯會陳恒鑌、劉國勳等十多位青年議員及青年領袖往律政中心集會示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何君堯再度去信港大，要求
校方調查戴耀廷的「港獨」言
行。 何君堯fb圖片

■現場所見，
參加論壇的學
生極少，普遍
學生對於論壇
的興趣不大，
未有駐足聆
聽。
香港文匯報
記者范童 攝

■一班市民昨日自發到海港中心請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