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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新獨招
煽公投港代表
港代表
妄言組百萬人「民間議會」推人選到國際發聲

偵查報道

「佔中三丑」之一、曾公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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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港人可考慮是否獨立成國」

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仍不知收斂，反而繼續推銷其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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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是邏輯上的必然方向」，更聳人聽聞地提出

星期二

2018 年 7 月

「港獨新猷」。前晚他在港大舉行的一個論壇上宣稱

多雲驟雨 幾陣雷暴

戊戌年五月二十 廿四小暑 氣溫 27-31℃ 濕度 75-95%
港字第 24945 今日出紙 3 疊 9 張半 港售 8 元

「港人應建立民間議會，以公投方式選出香港代表到國際
上發聲」。他更藉此吹捧「風雲計劃」就能「協調各反對
派建立民間體制」。不過，戴耀廷這套所謂的「港獨方
案」，就連出席同場論壇的「本土派」講者也認為戴的主
張「根本不可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尚有相關新聞刊 A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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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晚，6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在港大聯合舉辦「七一論壇」。邀
請的講者除戴耀廷外、還包括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青年新

政」召集人梁頌恆、「本土派」評論員盧斯達、鄭立等。這些人的政治立
場明顯是支持「港獨」或者是親「本土」派。可以說，這次所謂「論
壇」，其實是一場「本土」加「港獨」的宣洩會。

稱「港獨」是邏輯必然方向
可能是「欲蓋彌彰」，論壇一開始，戴耀廷就多番聲稱自己「不支
持港獨」，但整場論壇的話題卻一直圍繞着「港獨」進行。講着講
着，戴耀廷就露出了「馬腳」：「『香港獨立』係邏輯上嘅必然方
向，從整個中國發展方向來睇，咁係對嘅。」之後他並進一步宣稱，
亦可考慮「聯邦」或「邦聯」制度。
戴耀廷稱，在國際層面上，中美現時進入「新冷戰」時期，而香港
正是「新冷戰」主戰場，所以香港要借此機會，推舉一個有公信力的
人去代表香港，指要先建立民間機制，才能產生一個代表。當有其他
講者表示要「借助外國勢力介入香港問題」時，戴耀廷隨即表示認
同，「要用『利益』去引誘外國勢力介入，道德並不重要。」至於何
謂「利益」，何謂「道德」，戴耀廷並沒有解釋。

論壇開始時，各講者先各自發
言，表達對香港未來及「港獨」
的看法。戴耀廷繼續宣揚自己
「暗獨」理念，亦想趁機推銷自
己的「風雲計劃」，但鄭立及盧
斯達等人多番質疑不應靠選舉去
爭取，亦不認同戴耀廷對香港未
來的看法。鄭立更多次打斷戴耀
廷發言，戴耀廷難以招架，被氣
得面紅耳赤。

戴耀廷多次想繼續自己的發言
都被鄭立打斷，此時，貴為大學
副教授的他亦開始按捺不住心
情，言語開始混亂，並多次就鄭
立的質疑反駁，其間歪理盡出，
就香港代表的問題上，鄭立稱要
找黑社會代表香港與國際社會談
判，台下即議論紛紛，現場情況
如同潑婦罵街，難以想像是港大
的論壇。

論壇也亂場「風雲」得個「講」
其後戴耀廷為緩和尷尬氣氛，
多次表明同意鄭立等人說法，但
鄭立似乎並不理會戴的「善
意」，仍然多次打斷其發言，而

一直持咪但無法發言的戴耀廷，
一度向桌子上掟咪以示不滿。到
問答環節時，有台下觀眾問及有
關基本法的問題，鄭立舉手示意
想先回答，但回答的問題並不是
該觀眾的提問，而是繼續對戴耀
廷窮追猛打，此時，台下觀眾也
發出不同的噓聲，主持人雖極力
想控制場面，但亦未成功，怒氣
滿面的戴耀廷此時亦不再講話。
有台下聽眾稱，戴耀廷搞「風
雲計劃」聲稱可協調所有反對
派，「但而家連出席小小嘅論壇
都要狼狽敗走，實在令人懷疑佢
嘅計劃係唔係得個『講』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賤賣住宅租鄰座 反常套現惹疑雲

鼓吹「違法達義」的「非法佔中」發
起人戴耀廷，其被控的「公眾妨擾罪」
案件將於今年 11 月在法庭開審。香港
文匯報記者獲悉，今年 4 月下旬，戴耀
廷突然以低於市價的水平放售了馬鞍山
帝琴灣已居住了 20 年的自置物業，套
現逾 1,400 萬元。由於帝琴灣樓價與香
港各區一樣都是呈上升趨勢，但戴耀廷
不僅「折價」賣樓，在出售物業後還以
每月逾 3 萬元的租金，租住帝琴灣另一
座的單位，其反常的舉動令人疑惑。

蝕讓200多萬同區最低價
根據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戴耀廷
與家人於 2005 年 4 月以逾 750 萬元購入
帝琴灣一個建築面積超過 1,600 呎（實
用面積逾 1,300 呎）的低座單位。不
過，該單位已於今年 4 月下旬出售，成
交價為 1,485 萬元。記者翻查同區近期
樓價成交記錄，發現同屋苑、同面
積、同方向的另一個低座單位，成交
價卻達 1,700 萬元，兩者成交日期相差
不到一個月，價格差距卻達 200 多萬
元，戴宅的售價亦是近月同屋苑成交
呎價最低。

寧月花3萬租同屋苑單位
不過，戴耀廷套現後，並未有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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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夫婦離開新居
戴耀廷夫婦離開新居。
。

其他物業，而是選擇租住同是帝琴灣
的另一座大廈單位，新單位的建築面
積 為 1,260 呎 ， 比 之 前 的 小 了 約 400
呎。記者到帝琴灣附近地產舖了解，
戴 租 住 的 單 位 連 車 位 租 金 約 31,000
元。戴選擇在樓價上升的情況下出售
物業，卻再租住同邨單位，明顯是為
了套現。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戴於
上月底與家人搬入距原先所住的大廈
只有約 200 米，搬遷過程低調。當日只
有戴耀廷與妻子在新屋打點。

官司年內開審或有打算
戴耀廷因非法佔中的涉案官司審訊預
計本年底開始，預計整個審訊期會長
達半年以上，牽涉費用難以估計。戴
耀廷與其餘 8 人透過「泛民」的「守護

公義基金」募捐，
但至今年 5 月底
止，基金只有約
500 多萬，所以在
「七一遊行」時，戴耀廷等人也趁機進
行募捐。
今年 3 月下旬，戴耀廷到台灣出席
「五獨」論壇，並大肆發表「獨」論，
引起全港社會強烈抨擊，多名立法會議
員及團體要求港大革除其教職。至於戴
耀廷被控的「公眾妨擾罪」，最高可監
禁 7 年。由於官司最快可以今年內開
審，戴耀廷此時突然「低價」急急套
現，似乎對未來已有進一步打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齊正之、
張得民

■土地註冊處記錄顯示，戴耀廷於 2005 年以 753 萬
港元購入帝琴灣單位(上圖)，於 2018 年 4 月以 1,485
萬售出該單位(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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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被質疑 面紅耳赤難招架

世界盃有咩睇

■戴耀廷(右一)日前出席大專學界論壇宣揚新「獨」招。

尼馬破僵局傳射奠勝

戴耀廷以中美貿易戰為例，稱現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貿易戰上不會
考慮香港問題，但若香港能建立一個民間體制，再尋求國際社會幫
助，情況便會不同。「我希望建立一個平台，透過民間機制、民間憲
章等方式，建立一個由 100 萬至 200 萬人產生的「民間議會」，透過
公投選出「香港代表」，透過國際層面施壓。「港人應跳出局限的時
間觀，想像更廣闊的未來，為將來可能出現的各種可能性作好準
備。」講到這裡，戴耀廷隨即硬銷自己搞的「風雲計劃」，聲稱「風
雲計劃」就是要吸納所有反對派，協調各反對派的「第一步」。
在問答環節時，有觀眾質疑戴耀廷鼓吹的「民間議會」，另一位講
者鄭立直指戴的講法等同成立一個新政府，「無論在中國政府或其他
國家的眼中，等於都係搞『港獨』，根本唔可行。」戴耀廷則回應
說，「（『港獨』）可以做，但唔可以講」。
在論壇中，戴耀廷雖被多番質疑其為明年選舉策劃的「風雲計
劃」，但他顯然對這套計劃自以為是，宣稱「風雲計劃」和「雷動計
劃」一樣能影響選舉，「透過選舉增強整個公民社會力」，他並稱，
自己的立場和思路和其他幾位支持「港獨」的講者相同，「只是重點
不一樣。」

這場「大
專學界七一

論壇」邀請
的多名講者雖然都是支持 「港
獨」或「本土」，但對所謂「港
獨方向」卻有很大分歧，戴耀廷
聲稱自己鼓吹的「民間議會」及
「風雲計劃」是未來的「發展方
向」，卻多次被其他幾個講者質
疑及反駁 ，現場一度充滿火藥
味。而一向扮「斯文」的戴耀廷
更露出真面目，在被他人斥責得
啞口無言時 ，唯有「掟咪」洩
憤。

巴西順利入 強

自吹「風雲」可協調反對派

論壇被狙擊
掟咪露猙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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