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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

「港獨」

縱暴

因違法「佔中」被裁定一項串謀作出公
眾妨擾罪及一項煽惑他人作出公眾

妨擾罪罪成的戴耀廷，在大嶼山石壁監獄
服刑4個月後，早前向上訴庭申請保釋外
出，昨日獲法庭批准以10萬港元現金保
釋，但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並居住於申
報地址。戴耀廷一步出法庭，隨即就為亂
港暴徒打氣，聲稱「香港人『無私守護』香
港核心價值，作出好大犧牲，自己很受感
動」。他更笑笑口說︰「我相信香港『真正的
黃金時代』就會來到，而且不是太遠。」
被問到如何看待過去兩個月的暴力事
件，他就以自己當時在坐監為擋箭牌，聲
稱要時間了解，又稱要先與家人相處，不
會參與周日的遊行，但同時聲言自己會
「堅持『公民抗命』的信念」，「未來會
與所有『爭取民主的人』同行，用『公民抗
命』精神參與。」

陳曼琪批戴涉煽「港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會會
長陳曼琪指出，這兩個多月，香港極端暴
力違法事件不斷升級，嚴重衝擊香港法

治、安寧、民生、警察嚴正執法權力，甚
至出現污損破壞國徽、國旗，衝擊中聯
辦，揮舞外國旗的亂象。戴耀廷稱這些
「離黃金時代不遠」的說法，令人合理推
斷相信他是指推翻國家政治體制、令香港
進入無政府狀態、奪取香港特區政府管治
權等，更有鼓吹「港獨」之嫌。
她續指，戴耀廷自2014年的違法「佔

領」已一直鼓吹用違法手段，損害社會公
共秩序安寧及香港經濟，更勾結外部勢
力，達到衝擊國家主權、「一國兩制」及
特區政府管治權的個人政治目的。現在他
繼續高舉「公民抗命」，更有鼓勵及推動
香港目前極端暴力行為的意思。

葛珮帆：「違法達義」誤導青年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坦言，面對中

美貿易戰的外憂和香港亂況的內患，香港
的前景令人憂慮，很多市民、小商戶都向
她表達過去兩個多月的生意一落千丈、收
入大減，但戴耀廷竟以「離黃金時代不
遠」來形容，令人質疑他認為「港獨」就
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完全是在癡心妄

想、癡人說夢。
她續指，戴耀廷在違法「佔中」時提出
「公民抗命」，鼓動市民違法，以歪理煽
動年輕人，散播仇恨種子，也令部分人以
為違法可以「達義」。她強調，今日社會
出現的「焦土政策」，暴徒以非法、不公
義、恐怖的暴力手段去「爭取公義」，絕
對是無法無天、不公不義的。

梁美芬：戴歪理害死港青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戴耀廷

的言論極不負責任，其動機就是搗亂香
港 ，害死國家，「就是他當年提出違法
『佔領』，導致這麼多的年輕人輕視法
治，覺得違法行動不算什麼，大大打擊香
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的底線。」
她續說，香港社會正處於非常危險的階

段，市面混亂，普通市民出街也感到不安
全，有人無故襲擊旅客及街上途人，都是
香港社會絕對不能容忍的，「他竟然說香
港『黃金時代』快到，這些人『精人出
口、笨人出手』，以歹毒的心腸及歪理害
死香港這一代年輕人。」她強調，任何一
個愛護香港的人都不應該再撥火，火上加
油，將年輕人推向深淵。

何啟明：戴打開「潘朵拉盒」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戴耀廷

以「黃金時代」形容，根本是想香港陷入亂
局，以達至其當年違法「佔領」的目的。戴
耀廷鼓吹「公民抗命」、「違法達義」，
打開了「潘朵拉盒子」，要為香港今日的
亂象負上一部分的責任。現在，戴耀廷甫
保釋外出，隨即和其他縱暴派口徑
一致、鼓吹亂象，香港市民應小心
提防，以免香港情況繼續混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葛婷）被判監16個月的非法「佔領」發起人戴耀廷，昨日獲法庭批准在上訴

期間保釋外出。他在步出法庭後談到香港過去兩個月的亂況時，竟笑笑口稱香港「真正的黃金時代就會來

到」，更聲言自己會用「公民抗命精神」參與「爭取民主」云云。多位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戴耀廷鼓吹所謂「違法達義」，以歪理煽動年輕人，散播仇恨種子，應該為香港目前的亂局負責。現

在，香港的前景令人憂慮，他竟聲稱「黃金時代就會來到」，令人質疑他是要繼續煽動違法抗爭甚至「港

獨」，令香港陷入混亂，置全港市民福祉不顧。

口講承擔罪責
事後百般卸責

違法「佔領」發起人戴耀廷當日
鼓吹「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為了吸引市民同情和支持，
曾聲言會承擔罪責，以「感召更多

市民同行」。其「承擔罪責」的表現，則具體體
現為「不抗辯、不求情、不上訴」，惟戴耀廷作
為始作俑者，罪行犯了不少，但既抗辯又求情
兼上訴，昨日更再高舉所謂「公民抗命的精
神」，似乎是之前的套路「食過返尋味」，企圖
繼續誘使他人參與近期的非法集會甚至暴力衝
擊。
當年，戴耀廷為了煽動溫和市民認同其違法

「佔領」，提出「公民抗命」理念，把參與者形容
成是要以違法手段反映社會「不義」的「高尚行
為」。據當日反對派的宣傳，參與者會自首、不
抗辯、不求情、不上訴，並會被捕以完成整個

「公民抗命」過程，「承擔道德法律責任」云云。
戴耀廷2014年的文章仍聲言會「自我犧

牲、承擔罪責」，並揚言「公民抗命者在行動
後願意接受法律制裁，可體現公民抗命的精
神」，並希望其「自我犧牲的行為會得到其他
人同情」，令更多人支持有關主張云云。
不過，戴耀廷等人不止沒有自首，既抗辯、

亦求情，昨日更保釋外出。換言之，戴耀廷有
犯法、有鼓動市民「佔領」，但就從來不肯承
擔罪責，可見其鼓吹的「公民抗命」、「違法
達義」，根本是用完即棄的口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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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陷入逾兩
個 月 的 示 威 衝

擊，暴徒的配備掉完又有，
口罩已是「低級嘢」，防毒面

罩才算高級，各人手持的武器物資，
源源不斷有人送上的頭盔等。示威衝
擊現場永遠提供大量食物，更有各式
各樣的現金券供暴徒選用，物資之多
令人咋舌，就和當年非法「佔中」一
樣，都令人質疑錢從何來？
包括戴耀廷在內的「佔中三丑」，

當年通過「籌款」以支持違法「佔

中」，更曾承諾在「佔中」結束後會
公開賬目，但在「佔中」落幕後社會
一再有聲音詢問賬目問題，有關人等
曾以正在核數作擋箭牌，遲遲未有交
出數簿。事隔近5年，有關賬目和捐
款細節至今仍不清楚。
在收支不清不楚的情況下，當年違

法「佔中」的配備相當豪華，除了有
大堆全新貴價帳篷，源源不絕的樽裝
水、口罩、被鋪等日用品物資，高級
音響器材作宣傳等，都非正常民間自
發活動所有的財力。當時已有團體估
計，「佔中」一個月所耗的物資已須
以億元計算，令人懷疑有外國勢力的
資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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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2014年
歷時79天、嚴重破壞香港法治的違法
「佔領」，事隔數年後「佔中九犯」才相繼
被定罪，惟部分人甚至不用坐牢，發起
人之一的戴耀廷亦只是判刑16個月，昨
日更獲保釋外出等候上訴。多名政界人
士認為，有關人等獲得輕判，令部分人
以為只要用「民主自由」的名義，就不用
付出沉重代價，縱容了以政治、暴力凌
駕法律的情況惡化，造成了今日社會騷
動的惡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會

會長陳曼琪強調，違法就須負上法律責
任，但如果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及
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都可獲輕判，便與
所犯的罪行嚴重程度不相稱，更對社會
發出極不正確的訊息，不能收到阻嚇作
用，對國家及香港的憲制秩序及社會安
寧亦有長遠不良影響，「自2014年違
法的破窗效應，便不能糾正過來，縱容
以政治凌駕法律、以暴力凌駕法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違法

「佔領」的人被輕判，部分人甚至不用坐牢，的
確令有些人以為只要用「民主自由」的名義，就
不用付出沉重代價，令他們越來越放肆、猖狂，
「到今日大家就看到暴亂情況是多嚴重，『違法達
義』真的害了很多人。」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
明認為，「佔中九犯」獲輕判，真是會助長暴
徒暴行，令他們感受不到阻嚇力，從而繼
續肆意違法。他希望法庭日後處理此類
案件，可以考慮到香港社會實
況，作出相應的調整，令香
港重歸法治，市民亦尊重法
庭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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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早前在機場公然禁錮、毆打內地
記者和旅客，其後有縱暴派議員替暴徒
辯解是「公民拘捕」。警方昨在記者會
上明言暴徒行為已違法。《刑事訴訟程
序條例》第101條訂明，市民有權進行拘
捕行動，即俗稱的「公民拘捕權」，但
行使該權力有嚴格限制，不能任意為
之。此次反修例暴力運動中，暴徒濫用
私刑傷害市民，無法無天，兇殘暴力，
根本不屬於「公民拘捕」，而是赤裸裸
的刑事罪行。

本港法例對「公民拘捕」有嚴格限
制，即適用於「可逮捕的罪行」需要是
可判刑一年或以上，市民以合理武力幫
助拘捕後，要及時停止武力、立即報
警，而且市民沒有搜查、盤問權利。簡
而言之，「公民拘捕」不能應用於街上
亂拋垃圾、隨地吐痰、衝紅燈上，只適
用於較嚴重的刑事罪行，例如非禮、襲
擊他人等。法例還規定「公民拘捕」要
使用「合理武力」，若市民協助捉犯人
時使用過分武力，如用武器傷害空手賊
人，或制服賊人後毆打對方，就可能觸
犯襲擊等罪行。作出「公民拘捕」者，
必須盡快把疑犯移交警方，否則可能構
成非法禁錮。

當日在機場，內地記者、旅客手無寸
鐵，也沒有任何犯罪行為，暴徒何來
「幫助拘捕」的理由？按法律規定，
「公民拘捕」不得搜身、盤問，要及時
停止武力、立即報警，但暴徒不僅對內
地旅客及記者搜身，還肆意進行羞辱虐

打；不僅沒有把「疑犯」移交警方，反
而暴力阻礙警方和醫護搶救受害人離
開，完全不符合「公民拘捕」的法律規
定，根本已觸犯非法禁錮、傷人的罪
行。昨天警方澄清時指出，當天機場的
示威者對內地遊客及記者作出搜查和
「盤問」，甚至是「折磨」，示威者實
際上已違法。

事實上，在持續兩個多月的暴力運動
中，暴徒多次以「公民拘捕」名義，進
行非法禁錮、襲擊傷人。而比暴徒借
「公民拘捕」濫用暴力更惡劣的是，縱
暴派不與暴力割席，反而繼續顛倒是
非，以「公民拘捕」為暴徒開脫罪責。
對暴徒在機場非法禁錮、毆打內地旅客
和記者一事，張超雄認為暴徒有「公民
拘捕權」，拘捕之後就可以交給警方或
機管局；如果認為對方（內地旅客和記
者）做錯了事，是可以行使「公民拘
捕」，這明顯是合理化暴徒行私刑的行
為。本身是大律師、法學教授的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批駁，部分反對派居然以
「公民逮捕」作為暴徒開脫的藉口，是
將年輕人或者對法律無知者推向深淵，
「示威者圍毆手無寸鐵的旅客，不是那
一回事。」

暴徒禁錮毆打市民、遊客和記者，超
越法治、道德和人性的底線，若還美其
名曰行使「公民拘捕」權，必導致暴力
愈演愈烈，縱暴派埋沒良知，罔顧法治
公義，包庇縱容暴力，正是最大
黑手。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宣佈推出總額191億元的
一系列利民紓困措施，社會各界反應積極正面。
受中美貿易戰及反修例暴力風波影響，本港經濟
衰退風險越來越大，民生困難也開始浮現，政府
迅速推出多項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惠民生
的措施，力度大、範圍廣，顯示政府準確研判形
勢，積極有為，迎難而上，有決心有擔當解決香
港當前的經濟困局，重建市民信心。社會各界、
全港市民同坐一條船，在此困難時刻，更應放下
政爭矛盾，支持政府止暴制亂，盡快恢復法治安
定的社會環境，讓社會共謀發展，重振經濟。

目前本港經濟面臨內憂外患，政府估計今年餘
下時間本港的經濟形勢相當嚴峻，今年全年實質
增長預測下調至0%至1%。有見及此，政府急民所
急，想民所想，在惠及民生方面，推出7項紓困措
施，包括提升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
稅務寬免百分比，以及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和
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多一個月
金額等。這些措施照顧不同階層市民的需要，有
利短期減輕基層和中產市民生活負擔，提高消費
信心。

至於在撐企業、保就業方面，政府的措施包括
豁免中小企 27 類政府收費 12 個月、優化及增設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信貸擔保產品、額外注
資「BUD 專項基金」及「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
金」等，協助中小企短期減輕營運負擔，加強競
爭力，從而保就業，提振香港整體經濟。而「中
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中的信貸擔保措施，中小企
普遍認為，在近期市況轉差、中美貿易摩擦升
級、反修例風波引發金融市場波動，企業營運資

金及周轉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政府推出
的信貸擔保新措施，可以發

揮「及時雨」的作用，協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的
燃眉之急。

此次政府推出的利民紓困措施，吸納此前不少
政黨、社會人士提出的建議，反映政府以「多聆
聽、多溝通、多改善自己」，虛心了解民意，充
分掌握民情，切實回應社會訴求，真正做到幫企
業、安民心、保就業，提振經濟。

回歸以來，香港經歷過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
2003年「沙士」蔓延，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等多場經濟危機的衝擊，在社會各界齊心協力應
對下，每次都能轉危為安，逢凶化吉。此次經濟
衰退與以往最大的不同，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
而是源於嚴重的政治干擾，導致社會撕裂、暴力
氾濫，法治安穩的營商環境被破壞，遊客不敢來
香港，已經有20多國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機
場連續多日被癱瘓，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多家公
司取消來港上市；暴力活動遍地開花，尖沙咀、
銅鑼灣等商業區屢變戰場，市民人心惶惶，消費
意慾銳減，零售業、飲食業市道一落千丈。政治
不穩，提振經濟無從談起。

目前政府推出的利民紓困措施只能治標，唯
有盡快停止一切暴力，讓香港重振法治，恢復
穩定，凝聚人心，共謀發展，才是經濟走出低
谷的根本之道。市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糾纏
政爭、沉溺暴力，搞「顏色革命」，絕對不能
解決任何問題，更不可能給香港帶來繁榮穩
定，只會令香港經濟衰退沉淪，受害的必然是
全體港人。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經貿中
心，市民得以安居樂業，是幾代人在獅子山下
共同打拚的成果，市民更應感恩和珍惜得來不
易的繁榮穩定，放下爭拗，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民生，努力創新創業創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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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公民拘捕」之名 行暴力亂港之實利民紓困措施及時有效 恢復法治才能重振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