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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域法院近日對「佔中」案作出裁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等九被告，
所涉「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等不同罪名，均有控罪成
立。區域法院的這一裁定，是首次在司法層面確定「佔中」禍首有罪，得到市民大
眾普遍認同，維護了社會正義，彰顯了法治精神，令人欣慰。「保普選、反佔中」
大聯盟稱之為「香港人勝利了，法治勝利了」。
黃錦良 教聯會主席

「佔中」屬違法行動，始作俑者
赤膊上陣，幾個禍首亦心知肚明。
正因為如此，當年曾有 180 多萬市
民簽名，支持「保普選、反佔
中」，展示了社會的正能量。「佔
中」禍首以「公民抗命」和「我要真普選」為由，
知法犯法，挑戰法治社會的底線。在法庭上，卻又
不肯認罪，仍以那些蠱惑人心的花言巧語為自己開
脫辯解。法官在長達 260 多頁的判詞中，作出詳盡
分析，闡述法律概念，逐一駁斥，有理有據，並在
此基礎上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定。

違法必受到法律制裁
俗話說，法院判決是社會價值觀判斷的風
向標。區域法院對「佔中」禍首作出有
罪裁定，再次強調若干不可違背的
法律原則，向社會傳遞了重要
訊息，大致包括：其一，
「公民抗命」不
構成刑事

罪行的抗辯理由；其二，任何人強調言行的自由，
不可以超越現行法律底線；其三，示威表達意見的
時候，必須顧及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此外，明
確清晰地顯示：在香港這個法治社會，無論如何粉
飾包裝，違法者都必定要受到法律制裁。
人們記憶猶新。發生在四年多前的違法「佔
中」，不僅毀掉了依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建立「一人一票」特首普選制度的機會，對香港
社會也造成巨大衝擊，帶來的傷害難以名狀。既有
有形的，也有無形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
直至今日，香港社會仍在逐步修復創傷。律政司
以「公眾妨擾」相關的罪名對其中九人加以起訴，
區域法院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有罪裁定，僅僅是從
一個方面揭示了這個違法行動的危害性，而不是全
部。清除違法「佔中」的遺害，維護社會正義，恢
復法治尊嚴，還有許多的事情要做，尤其是在加強
對青少年進行法制教育方面。

以「佔中」反面教材提醒學生

教育團體還公開號召罷教罷課，聲援「佔領」者。
往事歷歷在目。有罪的「佔中」案禍首，是社會生
活實例中的反面教材，區域法院在判詞中反覆強調
的若干法律原則，都對這些反面教材作出了最為清
晰的詮釋。對香港教育界而言，不能不是一個警
醒。
正如「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核心成員之一、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在記者會上所說：當年「違法達
義」等蠱惑人心的言論荼毒了不少校園內少不更事
的莘莘學子，甚至引發教育界罷課罷教，值得全港
社會反省和深思。希望青年學生要有明辨是非的能
力，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勿受「美麗詞語」蠱惑
而誤入歧途。
「篤行致知，明德崇法」。校園是教書育人
之所，需要落實全人發展的教育理念。今
次區域法院對「佔中」禍首有罪的裁
定，就好像在校園內敲響了警
鐘。香港教育界任重道
遠。

毋庸諱言，「佔中」期間，大學校園甚至一些中
學校園，成了那些有意製造「公眾妨擾」者蠱惑人
心的目標，淪為重災區。有

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的戴耀廷，精心設計「佔領中環」計劃，他以所謂
「愛與和平」、「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漂
亮政治口號等作為包裝，蠱惑市民和青年。2014
年歷時 79 天的動盪，攪亂了香港正常秩序，破壞
了香港法治，動搖了香港的核心價值，給香港的國
際形象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
「佔中」打開了違法暴力的潘朵拉盒子，之後香
港出現的諸如旺角暴動等暴力行為，「港獨」組織
出現，「港獨」思潮在大學蔓延，都與「佔中」的
關係密不可分。這是香港之殤。「佔中」令香港社
會撕裂，表達政治訴求暴力化的情況日益嚴重。此
次法庭裁決 9 人罪成，明確提出「公民抗命」在香
港並不是抗辯的理由，證明了戴耀廷等「佔中」始
作俑者們不是「英雄」，而是罪犯，法庭扒下了他
們的畫皮。
除了扮演「受難英雄」以外，「佔中」搞手最近
還通過某些媒體，把自己描繪成「溫馨父親」。戴
耀廷稱他的家人「普遍支持」他組織的「佔中」行

動，他女兒專門從國外回來「聽審」，女兒稱他是
「一輩子最崇拜的偶像」。陳健民也聲稱他與女兒
曾「預演拘捕」，並在「佔中」後將女兒送出國。
「佔中」搞手圖扮演「慈父」，目的恐怕着眼於法
庭的量刑，但他們裝扮「慈父」，實在令人感到很
諷刺。
根據香港警方數字，非法「佔中」期間共拘捕
955 人，有 48 人在其後被拘捕。截至去年 7 月 31
日，有 225 人已經或正在經司法程序處理，其中
145 人須承擔法律後果。在這些數字中，有不少是
年輕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的古訓，「為人之師」者不可能不懂。戴耀
廷、陳健民蠱惑其他年輕人「公民抗命」、「違法
達義」，為什麼不先號召自己的子女參加，為何要
送出國、免「佔中」之累？
不管「佔中」搞手如何裝扮，違法就是違法，違
法就需要承擔法律責任。法庭已經裁決始作俑者們
罪名成立，市民期待法庭為香港討回遲來的公義。

清算
「佔中」
危害 根除
「公民抗命」
遺毒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常務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佔中」九丑被判罪成，證明了香
港的司法機關還是尊重法治精神，不
容以「公民抗命」等政治理由凌駕法律之上。但
是，指控判決是「政治審判」、「政治報復」、
「製造寒蟬效應」等謬論甚囂塵上，「佔中」九丑
是「香港英雄」謊言不斷重複，這不僅貶損本港司
法機關判案的獨立公正，更是企圖讓「佔中」鼓
吹、煽動的「公民抗命」、「違法達義」歪理延續
下去，這才是「佔中」最大最深遠的危害。社會各
界必須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明辨是非，以正視
聽，根除「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遺毒，確
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繁榮穩定。
尊重法治精神、依法辦事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包
括商業活動和示威活動在內的一切活動，都必須以
法律為依據。不依法辦事，香港社會就會混亂，將
動搖香港的核心價值和賴以生存的法治精神，成為
極壞先例，使香港這個「法治之都」淪為「失序之
都」。
事實的確如此，由於「佔中」的出現，「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的歪理一發不可收拾，「佔

中」引發大規模長時間的街頭暴力抗爭，以及此後
發生令人震驚的旺角暴亂，「港獨」思潮荼毒年輕
人、入侵校園，甚至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的儀式
上作亂。
鐵一般事實一再證明，「佔中」不論如何掩飾，
「公民抗命」不論加諸再崇高的內含，其本質就是
「暴民抗命」，是用爭取民主自由人權來包裝的違
法抗爭，具有明顯的政治企圖，就是要搞亂香港，
乃至奪取香港的管治權，把香港當作顛覆內地的橋
頭堡。
如今「佔中」九丑罪成，不僅彰顯法治公義，顯
示違法就要付出代價、承擔法律的責任；更重要的
是，法庭還澄清，「公民抗命」不是抗辯理由，這
是對「公民抗命」鼓吹者、迷信者的當頭棒喝。
但是，一向把尊重法治、維護司法獨立掛在嘴邊
的反對派，立即認為判決是「以司法手段作政治報
復」，更形容「佔中」九丑是「政治犯、良心
犯」，認為判刑會製造寒蟬效應。「佔中」九丑的
刑期仍未宣佈，反對派的鋪天蓋地抹黑攻擊，分明
是對法庭施加壓力，破壞司法獨立，損害香港司法

制度的國際形象。反對派為「佔中」九丑塗脂抹
粉，替「公民抗命」搖旗吶喊，其背後更大的政治
目的，在於把黑的硬說成白，令「公民抗命」不僅
不會因為「佔中」九丑罪成而從此陷入低迷，甚至
銷聲匿跡，反而死灰復燃，揮之不去，給香港的穩
定安寧埋下難以清除的重大隱患。
2017年，高院法官在黃之鋒等3人衝擊政總案的
判詞中指出：「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風，有人
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或自由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
為藉口而肆意作出違法的行為。有人，包括一些有
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動他人犯
法……這些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
輕人造成影響，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
時隨意作出破壞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的行為。」
如今法庭再次肯定，「公民抗命」不能凌駕法律、
不能成為違法的保護傘，廣大市民必須清醒認識到，
「公民抗命」根本是自欺欺人的謊言，掀起「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歪風的「有識之士」，必須負起
不能推卸的最大責任，市民更要以強大民意，遏止
「公民抗命」的歪風在香港蔓延擴散。

黃之鋒謀求
「港獨」
不打自招
柳頤衡
黃之鋒臉書轉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前主席普伊格蒙
特聲援「佔中」九男女：「本周民主與言論自由再
次遭到了攻擊，踐踏。我在此對所有被重判的香港
雨傘革命活動人士們表達我對他們的全盤支持，並
且與他們團結與共。」黃之鋒謀求「港獨」不打自
招，「佔中」「公民抗命」騙人面具自我撕破。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2017年10月27日宣佈
從西班牙獨立，西班牙首相拉霍伊隨即解散加泰隆
尼亞議會，並開除加泰領袖普伊格蒙特及其班子。
拉霍伊更啟動憲法第 155 條款，暫時收回加泰隆尼
亞自治權、解散自治政府，以阻止獨立行動。普伊
格蒙特則逃往比利時。黃之鋒臉書轉加泰獨立頭目

撐「佔中」九丑貼文，暴露他與外國分裂勢力勾
結，引外國勢力聲援「佔中」、聲援「港獨」的企
圖。
黃之鋒任秘書長的「香港眾志」，並不是像黃之
鋒狡辯的那樣沒有主張「港獨」，而是跟「香港民
族黨」、「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線」等「港
獨」組織沆瀣一氣的分離主義組織。
2017 年 1 月 7 日，黃之鋒及數名「自決派」議員
赴台灣出席「台獨」組織「時代力量」的論壇，顯
示「港獨」、「台獨」勢力進一步合流，共謀隔海
呼應亂港亂台。2018年 6 月，黃之鋒加入由身在美
國的王丹籌備成立的智庫組織「對話中國」，並擔

任理事。這個智庫是一個配合外部勢力圍堵中國的
平台，其理事名單包括項小吉、王軍濤、蘇曉康、
吾爾開希，以及「台獨」分子、「太陽花學運」的
「搞手」林飛帆等，再加上「眾志」的黃之鋒，暴
露這個所謂的「智庫」徹頭徹尾是一個「反中煽
獨」組織，目的是利用香港、台灣作為其反華橋頭
堡。
黃之鋒勾結「藏台疆獨」和普伊格蒙特的行
為，已觸犯了《刑事罪行條例》涉及煽動、顛覆
等罪行，當局不能再姑息，應採取法律行動，將
鼓吹「港獨」、分裂國家的人士和組織繩之以
法。

採取措施防私隱外洩事故重演

法庭裁決扒下
「佔中」
禍首的畫皮
經過近半年審訊，在 2014 年發動
「佔中」的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
等 9 名始作俑者，日前經法庭裁決，9 名被告均至
少有一項罪名成立。這是遲來的正義，給香港一個
初步的交代。
但是，看這幾日的電視報道，心裡很不是滋味。
這 9 名被判有罪的人趾高氣揚，面對媒體，不僅毫
不認罪，不向港人道歉，相反依然以冠冕堂皇的語
言偽術為自己辯解，一如發動「佔中」時那樣聲稱
是為了「崇高的目的」，把自己打扮成「受難的英
雄」。
如果對香港傷害深遠的「佔中」不了解，不是直
接承受「佔中」的傷痛，還真容易再度被「佔中」
被告的言行迷惑。所以，如果不把「法」與「非
法」界限劃清，把違法者拉下自我建造的「神
壇」，如果不讓「佔中」搞手受到法律制裁， 將難
以對違法行為起到必要的震懾和警戒效果。
早在「佔中」發生的一年半以前，身為法律學者

曾偉雄肩擔大任 港人報效國家範例

「佔中」
案裁決警醒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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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79 天的違法「佔中」，動
搖了本港尊重法治的核心價
值，更令一批妄言是「被時代
選中的一代」的「燕雀之輩」冒起，有人為
貪一時之名而得意忘形，肆意暴力違法，最
終落得鋃鐺入獄，前途盡毀。
近日「佔中」九丑罪成，但其在判後繼續
妄語，把歪理當真理，既不認錯，更指無怨
無悔，絕口不提「佔中」對經濟、民生和社
會和諧造成的傷害，予人文過飾非的感覺，
亦暴露「小學雞」社運和政客，損人誤己害
社會。
「佔中」的啟示有正反兩面。身為反「佔
中」主將的前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最近
獲得中央委以新任務，擔任國家禁毒委員會
副主任，發揮專業所長服務國家，是港人直
接參與國家治理的又一例子，反映香港善用
「兩制」優勢，貢獻國家發展所需，協助國
家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應對國內外的新挑
戰，也將為香港帶來新機遇。
曾偉雄在平息違法「佔中」一役中，有勇
有謀有原則有承擔，表現出過硬的領導作風
和卓越的領導能力，曾被形容為「鷹派」人
士。曾偉雄在訪問時表示，「『鷹派』抑或
『鴿派』不是最重要，香港是法治社會，市
民是要求我們做事有法可依，依法辦事」。
曾偉雄堅定維護法治，迎難而上，敢作敢
為，贏得中央嘉許和港人信任。
曾偉雄的例子說明，香港作為「一國兩
制」下的國際城市，外部勢力介入不曾間
斷，特區政府的管治者，必須堅持依法辦事
的原則，忠誠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
在曾偉雄任內，本港罪案數字和濫藥個案
下降至回歸後的新低，維護香港作為全球最
安全城市的美譽；與時並進，推動改革，大
力推動構建針對跨境罪行的國際警務合作網
絡，促進改善警民關係，提升網絡安全。
曾偉雄在新職務肩擔大任，反映國家對港
人信任，也是港人報效國家的典範。

錢偉倫
國際私隱專業人士協會認可信息私隱專家（歐洲）
選舉事務處最近被傳媒揭發，遺失載有
8,000 名選民資料的選民登記冊。被傳媒揭
發後，事隔兩年半，處方才知會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及報警處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表示高度關注，對事件被隱瞞兩年多
表示不能接受，已責成選舉事務處核查事件
及提交報告，並指示處方向私隱專員公署備
案。
其實，類似事件早有前科，選舉事務處於
2017 年 3 月特首選舉期間，遺失載有 1,200
名特首選委及全港 378 萬名選民個人資料的
手提電腦，至今仍未破案。
根據香港現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下的保障資料第 4（1）項（資料保安）規
定，資料使用者（例如選舉事務處）應採取
切實可行的保安措施，確保其持有的個人資
料不會因意外或未獲准許下被查閱、處理、
刪除、喪失或使用。選民資料涉及敏感的個
人私隱，處方應採用「需要知道」和「需要
使用」的原則，只備存必須查閱或使用的個
人資料，尢其當涉及使用流動儲存裝置時，
例如手提電腦。
處方亦應採用最小權限的存取原則，例
如，只有獲授權的職員，才可存取、查閱有
關個人資料；嚴格評估下載或複製選民個人
資料的必要性，並訂立審批程序及準則；監
察載有選民個人資料的系統，有否被未獲授
權的下載或複製，若發現不尋常情況，例如
大量下載或刪改的，應立即匯報並追溯檢
討。使用便攜式儲存裝置儲存選民資料前，
應先進行風險評估。經評估後，若有此必
要，必須將資料加密，並因應採取更多有效
的保安措施，例如採取雙重認證方式來查閱
資料等。
處方應小心保管儲存資料的文件或裝置，
確保存放文件或裝置的地方有足夠的保安措
施。
處方必須有系統地制定、檢視及更新現有
的個人資料保安政策、程序及指引，將保安
政策程序及實務指引傳達給所有職員，並提
供必要培訓。
處方亦應制定審核機制，確保個人資料的
保安政策、程序及指引獲得遵從。
發生資料外洩事故的處理及通報機制，現
行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沒有特別規
定，屬自願性質。因此，儘管政府部門或私
人機構拖延公佈洩露事件，不符公眾期望，
但就不用負任何責任。
國泰航空曾被揭發，大約 940 萬名乘客的
資料被不當取覽，但拖延超過半年時間才對
外公佈。私隱專員知悉事件後，即時要求國
泰航空採取補救措施，但亦認為，雖然國泰
在道德上應第一時間通報事件，但延遲 7 個
月才公佈，亦難以指責國泰違規。
歐盟現行的《通用數據保障條例》規定，
機構或企業應在發生資料外洩事件後 72 小
時內通報監管機構，通報內容包括事故的性
質及可能的後果；洩露資料的類別及數量；
已採取或擬採取的補救措施。如有關事故可
能對受影響人士的權益造成嚴重損失，需通
知受影響人士。
隨着公眾對個人私隱日益重視，且資料外
洩事件屢見不鮮，香港私隱專員公署應參考
歐盟的《通用數據保障條例》，檢討香港現
行的私隱條例。
政府、企業制定及採取良好的處理資料外洩
事故措施，有助減少事故發生，顯示負責任的
態度，挽回公眾對本港私隱保障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