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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動出擊，為港區國安法立法，得到了
香港社會各界的積極響應，「香港各界撐國安
立法聯合陣線」更於短短8日便收集到接近
300萬個簽名，反應可謂空前熱烈，對港區國
安法立法打下良好民意基礎。
的而且確，經過持續近一年的「修例風

波」，黑暴活動屢禁不止，以及一些鼓吹「港獨」的極端激進
組織近年愈來愈活躍，在在反映了香港的國家安全缺口愈來愈
大。不久前，甚至有攬炒派支持者在示威期間舉起「美軍來了
我帶路」的標語，公然賣國，赤裸裸挑釁國家的主權和安全，
粗暴踐踏國家尊嚴，損害民族感情，在情在理，亦無法容忍。

攬炒派及黑暴分子愈來愈囂張，歸根究底，源於香港現時在
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體制、機制及法制上存在嚴重缺失，對
極端激進的言行缺乏制約，助長了其氣焰，愈來愈無法無天。
為了加強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打擊香港現時的極端激進勢
力及恐怖主義活動，讓香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讓國家重拾對
香港的信心與信任，盡快完善香港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方面的
體制、機制及法制，可謂當務之急，刻不容緩！

然而，無庸諱言，經過去年的修例風波，以及今年年初的新
冠肺炎疫情打擊，特區政府的總體民望現仍處於歷史低位，實
在難以奢望港府有足夠的政治能量推動23條本地立法工作。
在政治現實下，由全國人大制訂港區國家安全法，可謂是一種
最合適的辦法。

事實上，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屬於中央事務，在香港未能
單靠自己的能量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時，中央出招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是負責任的表現。須知道，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國
家的主權和安全都是頭等大事，沒有任何一個中央政府能夠容
忍國家主權安全受到衝擊和踐踏，我們的國家又怎會例外？中
央領導的多次發言已充分展現全國人大制訂港區國安法的決
心，香港作為國家一部分，大多數港人作為中國公民的一分
子，我們應一同參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工作，讓國家更安
全，香港更安全，市民更安全，下一代更安全！

港區國安法不損人權自由 繁榮穩定更有保障
廣大市民清楚明白，港區國安法將令香港局勢重回穩定正

軌。暴亂停止，回歸法治，人權自由和其他合法權益才有保

障。香港免受黑暴的威脅，經濟才可持續發展，市民才可安居

樂業，「一國兩制」才可行穩致遠。

黃國恩 執業律師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國家安全影響的是整個國家的穩定，甚至是生死
存亡，不單單只限於影響香港特區，如果香港成為
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將影響整個國家的安全穩定
大局。維護國家安全是國家主權的體現，從來都是
中央政府的權力，絕非香港的自治範圍。

港區國安法挽救香港
基本法23條授權香港就國家安全從七個方面立法

（包括叛國、分裂國家、顛覆國家、煽動叛亂、竊
取國家機密等等），是特定時空、特定歷史條件下
的產物，是建基於中央對香港的信任和關愛。回歸
前有人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影響香港的人權自
由。因此，中央透過基本法給予香港自行立法維護
國家安全的權利，讓港人以自己熟悉的方式、經充
分諮詢後立法，讓港人感覺人權自由更有保障。

很可惜回歸23年，23條立法仍未實現，大家有

目共睹，反對派一直瘋狂抹黑、妖魔化23條立法，
不斷散播23條立法會大幅削弱香港的人權自由的謠
言，形容23條立法是「惡法」，引起市民恐慌，致
使23條立法到今天也未成功，香港出現了極大的維
護國家安全漏洞，在過去一年的黑暴活動中表露無
遺，更嚴重破壞香港法治，損害民生經濟，打破了
很多市民的飯碗。
這些事實說明，香港必須迅速堵塞維護國家安全

的漏洞，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不能再像23條，要等
「適當時機」才能立法，中央政府此時此刻出手就
港區國安法立法，正是為及時果斷堵塞維護國家安
全漏洞，制止黑暴，防止香港及國家被拖入更危險
的境地。
根據國家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

機關和立法機關，其權力至高無上，人大決定港區
國安法立法，有利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維

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港區國安法經人大立法
後，按基本法18條引入香港並馬上公布執行，完全
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不存在繞過香港立法會的問
題。
根據基本法23條，中央授權香港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並不限制或影響中央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的權力。國家安全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經濟安
全、網絡安全等等，23條立法只授權香港在七個方
面的國家安全事務立法。按基本法規定，香港是直
轄於中央的特別行政區，中央當然有責任和權力在
香港就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普通市民不用擔憂
換句話說，中央與香港特區政府同樣肩負維護國

家安全的責任，特區政府未能完成23條立法的憲制
責任，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存在日益明顯的漏洞，中

央當然不能聽之任之，當然不會任由外部勢力及
「港獨」分子胡作非為，中央出手堵塞國家安全漏
洞理所當然、天經地義，亦體現中央對香港的全面
管治權，這也是對香港廣大市民負責任，保障廣大
香港市民的合法權益不再受黑暴損害。
港區國安法立法只是針對極少數的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的人，害怕立法的是這些人士，普通市民絕對
不用擔憂。
從人大決定的內容來看，港區國安法建立健全在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與基本
法23條立法並沒有抵觸，也不是要取代23條立法。
即使港區國安法出台，香港仍需就23條盡快進行本
地立法，履行香港憲制責任。相關維護國家安全的
立法並不改變香港法律制度，包括司法獨立，基本
法及香港法律保障的人權自由，也絲毫沒有因此而
改變或減損。

全國人大高票通過決定，為港區國安法立
法。對此，本人表示充分理解和堅定支持，
深信全國人大常委會稍後制訂的港區國安
法，將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並切實有效防範和遏止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
香港回歸已經23年，仍未履行憲制責任，

就基本法23條自行立法，不僅令國家安全保
障存在缺口，而且導致香港社會深受其害，
更加危及全國14億人民的安全及福祉。每個
明白事理的正常人(reasonable man)都可以推
斷，隨着香港社會越來越政治化，國際形勢
越來越劍拔弩張，香港「自行立法」的機會
越來越渺茫。

執行機制盡量做到「港事港辦」
這次，中央以「霹靂手段」果斷立法，美國

近日揚言就香港維護國安立法採取所謂制裁，
恰恰證明他們是希望把香港作為遏制中國發展
的一顆棋子，這也更加說明用國安法制止外部
勢力干涉的迫切性。為做好港區國安法立法，
中央明確表示將通過多渠道的得力措施安排，

廣泛聽取香港民意。我深信人大常委會在立法
過程中，會着意於香港的法律傳統，做到保持
香港法律制度的連貫性。換言之，在隨後的
執行機制方面，會盡量做到「港事港辦」，
讓港人感受到中央「菩薩心腸」的胸襟，最
終創造一個較為切合港情的執法環境。
港區國安法立法消息一出，無疑對金融市

場短期產生震盪，多國亦趁火打劫，揚言會
推出一系列的制裁措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一再重申，香港不會實施外匯管制，基本
法保障資金自由進出香港和港幣自由兌換；
香港亦無意改變聯匯制度，政府有充足外匯
儲備支持聯匯制度有序實施。因此，任何單
方面改變香港現狀的措施，我們暫時靜觀其
變，沒有必要自亂陣腳。

國安立法是人心所向勢在必行
長遠而言，港區國安法的推出，不僅可以

令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更為全
面和完善，而且有助於掃清潛伏香港社會的
政治隱憂，讓香港社會秩序重回法治軌道，
令香港經濟不會繼續惡化，令民生得以保

障，有利香港700多萬市民安
居樂業。對此，本港工商界廣
泛贊同與支持，認為法案能夠穩定香港局勢，
為香港建構起更安定有序的投資、營商和社會
環境。另據香港總商會的一項關於法案在港實
施的調查顯示，多達六成一受訪企業預期，港
區國安法長遠將對其業務帶來正面影響。
民意勝於雄辯，本港愛國愛港人士日前發

起了「撐國安立法」簽名活動，僅僅只是8天
時間，就有292萬多人到街站簽名、到網上聯
署，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這充分彰
顯了香港社會的正能量，充分說明就香港維
護國家安全立法是人心所向、勢在必行。可
以預見，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在爭取700
萬港人民意的同時，也恰恰彰顯包括14億內
地同胞在內的廣泛民意。

總而言之，國家推動香港就國家安全立
法，是把「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完善得更
好的有效方法，以明確的法律制度遏止針對
國家的不當和暴力行為，對維持香港社會發
展、建構更安全穩定的營商環境以及保障市
民和企業的福祉，均發揮重要的作用。

國安立法護國利港民意勝雄辯
吳永嘉 立法會(工業界(第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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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 立法會議員 民建聯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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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早前出席

民建聯主辦的「關注犯罪年輕
化問題」圓桌會議，他在會議中表示，自去年
6月至今年4月，共有8,057人涉及修例風波相
關違法行為被捕，其中有一半是大專生、超過
四成是中學生，數字顯示時下學生守法意識
低，情況令人憂慮。對於學生一而再被香港反對派利用，成為
爭取「政治紅利」的「政治祭品」，社會大眾包括教育界同工
應予以強烈譴責。
近日，為了反對全國人大通過制訂港區國安法的決定，有人

發起學生反對國安立法的網上聯署，在網上成立所謂學校關注
組鼓動學生罷課，更有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進行罷課公投，將
政治議題帶入校園，意圖借學生身份將學校作為政治角力場
所，煽動學生參與更多非法活動。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網誌表
示，任何人不應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更不應煽
動學生(尤其是中小學生)在具爭議及正在發展的政治事件上表
態或參與有關行動。而政府發言人已強調，基本法和香港法律
體系並沒有「公投」制度，所謂「公投」完全沒有法律效力，
這明顯是利用學生達到政治目的。港區國安法對一般中小學生
根本沒有任何實質影響，亦不影響學校的正常運作，為何要將
學生捲入政治漩渦，令政治入侵校園呢？
眾所周知，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任何人不應利用學校

作為政治訴求的場地。未成年學生在成長過程中，一腔熱血很
容易受到社會事件所影響，因一時衝動做出違法的事，加上以
為年輕就算犯法也會得到法庭輕判及不會留下案底，導致現時
青少年不守法意識不斷加劇，青年犯罪愈趨年輕化。更有反對
派為了得到政治利益，極力將青年犯罪浪漫化、英雄化，例
如：留案底會令人生變得更精彩，令不少年輕人走上犯罪之
路。早前有關「關注犯罪年輕化問題」的調查顯示，有67%
的受訪者對犯罪年輕化的情況感到憂慮，有60.2%的受訪者認
為，現時法庭對年輕犯法者的判決無足夠阻嚇力，清楚反映出
社會普遍的擔憂。
5月尾開始，中小學生陸續復課，展開校園學習生活。原本

學生應有一個寧靜及不受干擾的校園環境安心學習，以準備下
學期的考試，但有團體鼓勵未成年學生採取罷課以表達政治訴
求，不僅嚴重干擾校園正常教學秩序，亦影響學生學習及升學
進度，甚至危害學生人身安全。對此，社會各界人士應攜手一
起阻止政治入侵校園，避免莘莘學子成為反對派爭取「政治紅
利」的「政治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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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

港區國安法立法啟動，這不僅對香港是一
件喜事，同時更對國家安全具有深遠的影
響。香港回歸祖國20多年，23條立法屢屢受
阻，這成為維護香港穩定與繁榮的最大制約
條件。因此中央政府檢視香港過去發展經
驗，尤其是針對近年來出現的種種暴力違法
示威，作出了及時的、必要的、關鍵性的決
定。港人需要清醒認識到，港區國安法對於
一般的市民來說不存在任何負面影響，只是
針對那些極少數的亂港分子所訂立的，是維
護香港整體利益、保障國家安全的一項不可
或缺的立法。
因此，特區各界沒有任何理由反對港區國

安法立法，只有那些別有用心、擔心自身無
法繼續打政治牌的激進分子才會反對港區國
安法立法，因為這表示他們恣意亂港的行為

在將來將難以得逞。早日落實港區國安法是
港人也是全國人民的共同任務。
可笑的是，除了香港的亂港分子不斷叫

嚷，也有英美政客跑出來大打輿論牌。但要
知道英美本身的法律中就有與國安法相關的
多部法律，而且其刑罰都非常嚴苛。筆者質
疑的是這些英美政客是真正為香港利益着
想？還是利用港區國安法立法企圖再度擾亂
香港、挑戰中國國家主權？香港市民要看清
看楚，分清真偽，不要被表象蒙蔽了。
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稱：中方「專制

式」的國安立法破壞了 「一國兩制」，與
中國的國際義務有直接衝突，如果中國干
預香港政治和自治基礎，將可能對香港的
經濟模式和繁榮構成長期威脅云云。英國
假借《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事務說三道

四，並非新鮮事。但要知
道，《中英聯合聲明》是當
初兩國對香港移交一事所作出的聯合聲
明。當前國安法立法完全屬於中國人的「家
務事」，是中央政府權責範圍之內的事，因
此英國一再試圖用聯合聲明干預中國內政，
更威脅稱其為中方的「國際義務」，卻不知
英國、美國等國家在鎮壓各國內部的示威，
是否也要考慮所謂的「國際義務」呢？
事實是港區國安法立法獲得香港各界的普

遍支持。早日立法才是確保香港長治久安的
良藥，是進一步鞏固「一國兩制」必要之
舉。中央政府在維護香港穩定與發展的決心
與信心不變，港人也要抓住機遇，積極配
合，推動港區國安法早日順利落實。

國安立法合情合理應早日通過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每年夏天本是有意留學海外
的同學最繁忙的日子。選學

校、辦理簽證手續、找住宿……還有一大堆
雜務；不只是同學忙，全家也為此忙得團團
轉。惟全球疫情仍反覆不定，加上緊張的中
美關係，香港經常成為西方政客作為與國家
談判的棋子，此時此刻，留港學習或到海外
留學，似乎難以決定。

先看看目前幾個港人留學目標國家的最新
形勢。這幾個不約而同均是英語系國家，以
人數而言頭三位是英、美、澳。這三個國家
新冠疫情仍未受控。執筆時，美國是全球確
診及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已超過200萬宗確
診個案，超過11萬人死亡；以死亡人數計，
英國緊貼其後，有4萬多人死亡，確診人數也
有28萬多。澳洲確診人數相對較輕，仍有
7,000多宗，死亡個案已逾100宗。

面對嚴峻疫情，三國紛紛取消大學面對面
的授課模式。眾多學生夢寐以求的英國劍橋
大學已宣布2020-2021學年大部分課堂均採
取遙距模式進行；英國頂尖大學聯盟—羅素
集團（Russell Group）、美國不少公私營大

學，如加州大學已宣布即將來臨的秋季課程
亦以網上授課為主。澳洲處於南半球，大學
開學一般在2月，6月結束第一學期。澳洲8
大（Group of Eight），包括港人熟悉的悉尼
大學、墨爾本大學等，已宣布第二學期（即7
月至12月）仍繼續網上授課。

海外留學費用不菲，一年學費、住宿費，英美
約港幣40萬至50萬元；澳洲稍便宜，也要港幣
30萬至40萬元。一年花數十萬換來的是網上授
課，學生、家長自然舉棋不定。再加上中西關係
發展令人擔憂，美國總統特朗普、英國首相約
翰遜均常不按章法出牌，他倆對中國政府處理
疫情、港區國安法立法、香港特區政府面對社
會運動的手法採取偏頗、近乎無理的指控；澳
洲與美國沆瀣一氣，緊貼美英圍堵中國政策。
這些本來與海外留學生沒有直接的關係，問題
在於特朗普之流的野心政客，有意識地把問題
與華人扯上關係，導引出排華的情緒。這問題
有多嚴重？現在言之尚早，但對華人的負面情
緒轉為排斥、歧視行為的傳媒報道已不少。凡
此種種，皆令有意負笈海外的學生及其家長擔
憂。如此看來，是否說在現階段不宜讓子女往

海外留學？這問題錯綜複雜，不
宜簡單說應該或不應該，要考慮的是本身家庭
的因素，包括財政、子女留學目的等。

財政因素暫且不表，要認真思考的是為什
麼要讓子女往海外留學。據聯合國經濟合作
組織（OECD）統計，1998年全球約有200
萬人離開自己國家往他國留學接受高等院校
課程，至2016年數字已上升至560萬了。海
外留學熱潮與全球化的列車速度成正比。全
球化下，人與人的接觸，無論是實體或虛擬
的都較以往歷史上任何一段時間來得頻繁。
不同國家人民說不同語言，所以需要中介
語。不同地球區域有不同的中介語。中東地
區中介語是阿拉伯語，前蘇聯陣營國，中介
語自然是俄語；南美則是西班牙語。但若論
現今全球共同語，則非英語莫屬，不少留學
生以學習英語為其一主要目標。接觸除語言
外，目標國家人民的文化背景，生活習慣亦
需了解，留學彼邦無異是一條最佳的進路。
所以，除非全球化的列車急速煞停，否則留
學海外，仍然有其優勢。至於何時去及去哪
裡則需按家庭因素從長計議。

重新思考海外留學
邱國光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行政總監 英國布斯托大學教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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