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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批夏博義為暴力洗地公然挑戰法治
奉勸大律師公會勿被外國政客把持走上不歸路

香港文匯報訊 就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十名攬炒派在

非法集會案被判罪成，曾揚言修改香港國安法的大律師公會

主席夏博義（Paul Harris）日前接受黃媒專訪時大放厥詞，

稱香港法院對「和平」的未經批准集結判處監禁，「若令民

怨無法宣洩，最終或會轉向具破壞力的途徑」云云。各界人

士包括多名法律界人士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已經逐一

駁斥夏博義謬論，斥其歪曲事實、混淆視聽。昨日，香港中

聯辦發言人指出，夏博義日前借香港法院就有關案件的判決

散布歪曲言論，公然為違法者張目，為暴力者開脫，對執法

者抹黑，對司法者施壓。發言人奉勸那些亂港禍港者看清大

勢，香港現在已經不是黑白不分、法治不彰的時候了！大律

師公會如繼續被夏博義這種喪失職業操守的外國政客把持，

只會作繭自縛，走上一條不歸路。

據中聯辦網訊，4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發言人指出，夏博義日前借香港法院就有關案件的判決散布歪曲言

論，公然為違法者張目，為暴力者開脫，對執法者抹黑，對司法者施壓。其
顛倒是非的惡劣言辭，已經引發香港社會各界尤其是法律界人士的公憤，並
被有力駁斥。奉勸那些亂港禍港者看清大勢，香港現在已經不是黑白不分、
法治不彰的時候了！大律師公會如繼續被夏博義這種喪失職業操守的外國政
客把持，只會作繭自縛，走上一條不歸路。

用「和平示威」粉飾非法本質
發言人指出，所有自由都有邊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黎智英等人組織或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其行為明顯是挑戰警權、法律和秩序，犯罪事實清楚、
證據確鑿，法院的判決得到社會各界認同，多名案犯亦當庭認罪。我們想請
問夏博義，冤從何來？夏博義作為資深法律人士，無視修例風波期間大規模
遊行示威後屢屢發生暴力事件的事實，反而用所謂「和平示威」竭力掩蓋和
粉飾其非法本質，公然為違法者開脫，無理指責法院判決，抹黑攻擊特區政
府和香港警方依法維護社會安寧的正義行為。更有甚者，他還偷換概念大談
英國「冤假錯案」，刻意誤導公眾、煽動民怨。其所作所為徹底喪失專業操
守和職業良知，背離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夏博義既然將英國司法制度奉為
圭臬，英國政府近期推動修改法案以加強警方管制示威的權力，其中破壞雕
像等紀念物的示威者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為何不見他批評英國剝奪人民
「和平示威」的權利？
發言人表示，夏博義當選大律師公會主席以來，接二連三地狂言要修改香

港國安法，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權威，對抗香港法治和憲制秩序。香港社會
各界有識之士指出，作為英國自由民主黨的黨員，夏博義服務的是英國政黨
的利益；他創辦的「香港人權監察」，就有媒體揭露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
會（NED）的捐款；參選大律師公會主席時，他還涉嫌隱瞞自己英國牛津市
議會議員的身份。大律師公會不僅是一個專業團體，還承擔着多項法定職
責，其主席當然應遵循「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夏博義這種與外國有着緊密
聯繫的反華政客，怎麼可能履行大律師公會此前聲明中所宣稱的「維護特區
法治、基本法，支持『一國兩制』」？縱容夏博義繼續擔任主席，無異是對
大律師公會的最大諷刺！

勿在政治化道路上越走越遠
發言人強調，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讓人們看清，只有堅定維護憲法和基

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切實落實香港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原則，才能更好
地捍衛香港的法治精神、維護社會整體利益。一切破壞法治公義、損害香港繁
榮穩定的行徑，都會受到有力反擊。我們也奉勸大律師公會，不要在政治化道
路上越走越遠，否則只會被一步步拖入無法自拔的深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
譚耀宗昨日啟程前往北
京出席常委會會議，他
在香港機場向傳媒表
示，是次會議主要審議
內地法律，暫時未收到
有任何涉及香港事務的
議程。對於有立法會議
員在審議《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
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時提出，將來參選
人應申報國籍及持有的
旅行證件，譚耀宗回應
表示，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未有提及有關部分，
將留待特區政府處理。
譚耀宗表示，現時立

法會的組成規定是非中
國籍或擁有外國居留權
的議員比例不能超過兩
成，甚至特首參選人亦
設有國籍的要求，但選
委會並沒有相關限制。
他認為，當處理有關課
題時，需要考慮參選人
的資格和相關法例的要
求。
他還表示，未接到邀

請獲委任加入候選人資格
審查委員會，但相信作為
資審會的人士會熟悉基本
法、國家憲法和香港國安
法，而且具有一定的公信
力。

自封「傳道人」的陳凱興於
2014年創辦異端教會「好鄰舍北
區教會」，2019年黑暴期間積極
組織多個支持暴徒的活動，包括
組識長者築人鏈阻警執法、組識
所謂「守護隊」進入理大支援理

大暴動、誤導公眾以宗教理由來違反禁蒙面法等，
藉此提高知名度，以慈善團體之名巧立多個名目眾
籌募捐，並在去年12月被揭發隱瞞捐款達1,800萬
元，涉嫌嚴重的欺詐及洗黑錢罪行被警方通緝，惟
陳凱興夫婦去年10月已出走英國。
陳凱興並無神學院背景，「好鄰舍北區教會」以

慈善團體登記成立後，並沒有獲任何傳統教會認
可，成立後卻不斷以反政府、支援黑暴等名目募
捐。網上討論區「連登」曾有一名好鄰舍推手「崔
桓」在網上大肆宣傳「捐教會有得退稅！攞政府錢
嚟幫『手足』」；好鄰舍則在其網上專頁列明捐款
超過100元可申請退稅。
《大公報》記者2019年到訪位於上水石湖墟的

「好鄰舍北區教會」會址時，發現單位猶如「暴徒

倉庫」，生理鹽水、退熱貼、豬嘴等暴動用品堆積
如山，辦公桌上更放了兩疊八達通卡。當記者佯稱
要捐款予黑暴「手足」時，職員卻教記者以捐款給
「醫肚計劃」的收據用作退稅。
警方去年經調查發現，陳凱興的「好鄰舍北區

教會」自2019年6月開始以「守護孩子」、「青
少年醫肚」、「青少年招聘幹事」、「無家者短
期住宿」等至少6個名目發起眾籌，並要求捐款
者寫明該捐助款項的名目，但所有捐款卻存入同
一個銀行戶口，難以區分各類捐款的數額及用
途。
警方亦發現該會去年8月對外宣稱籌得890萬元

的同時，實質已籌得2,700萬元捐款，相信是有人
處心積慮地故意隱瞞和欺騙捐款，涉及嚴重的欺詐
及洗黑錢罪行。
對於陳凱興夫婦涉嫌夾帶私逃，該會20名員工

去年12月發聲明總辭，並中一位總辭聲明發起人
表示「現在已經不會選擇相信陳凱興」，另一位前
幹事則批評陳凱興「只諗點樣籌款，實在令人氣
憤」。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喺黑暴期間
庇暴、被揭涉
嫌欺詐同洗黑
錢俾警方通緝
嘅「好鄰舍北
區教會」創辦

人陳凱興，早前着草到英國創辦
「英倫好鄰舍教會」，仲繼續厚
顏呼籲教友課金。據網媒《立場
新聞》報道，陳凱興得當地教會
免費借出場地，呢個月17號已開
始喺當地以廣東話主持實體崇
拜。對於佢着草英國後又再重操
舊業，唔少網民都擔心佢又再想
借教會呃人。
陳凱興除咗創辦所謂「好鄰舍

北區教會」後自封「傳道人」
外，佢亦喺2019年黑暴期間發起
「守護孩子」阻警執法，包庇四
處破壞嘅暴徒逃離法網。「好鄰
舍北區教會」舊年12月被揭發，
喺2019年以「教會」、眾籌、支
持青年人為名，籌到2,700萬元捐
款，但卻公布只收到890萬元，
涉嫌隱瞞1,800萬元。不過，原來
陳凱興夫婦早於舊年10月已着草
英國，被鬧爆夾帶私逃。
據報道指，陳凱興今年2月喺

英國與其教友創辦「英倫好鄰舍
教會」，並喺教會嘅Instagram附
上陳凱興嘅Patreon網上眾籌戶口
連結，呼籲「請支持 Roy 傳道

Patreon」。對於「好鄰舍北區教
會」20名員工早前發表聲明批評
陳凱興「只諗點樣籌款，實在令
人氣憤」，陳凱興就稱「都好難
回應」，仲話自己經已辭任「好
鄰舍北區教會」秘書同傳道堂主
任職位，現正忙於為「英倫好鄰
舍教會」喺英國註冊為慈善團
體。

「手足」批誠信破產支持唔落
唔少「手足」就話誠信破產嘅人

支持唔落。「熱狗」鄭錦滿話：
「騙子集中地，英國真係人才濟
濟。」「Encoh Km」就話佢：
「進化到『千王之王』。」「Jack
Simoun」都話佢：「當教會成為
一門生意。」「熱狗」陳到就話：
「真係食髓知味。」
有網民就指欺騙係冇好下場。

「Kaka Chan」話：「去到英國仲想
呃，乜唔係放安息假咩，點解唔返嚟
交待（代）？香港跟你班人真慘，唔
緊要，你呃自己呃人，呃唔到神，睇
好戲。」「Glory Chan」就話：「×
街，食人血曼（饅）頭，人地（哋）
捐錢出於善心，睇反（返）盤數被××
出來扮做野（嘢），自己隱藏大分
（份）扮無野（嘢）。善意提你正正
搵返份工，安道（渡）餘生，唔好再
呃人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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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瞞捐款1800萬 涉欺詐洗黑錢

●警方去年憑搜
查令，先後到
「好鄰舍北區教
會」位於觀塘的
聚會點以及粉嶺
教會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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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中聯辦發言人強烈譴責
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並奉勸大律師公會切勿
走上不歸路，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
昨日在網媒《點新聞》撰文指，他的第一感覺
是：這是肩負監察香港特區之責的中聯辦對夏
博義和公會的最後警告了！若夏博義仍然不肯
辭去公會主席，而公會又繼續對夏博義聽之任
之，等同為夏博義「背書」；最後只會是公會
為夏博義「陪葬」，兩者一起「攬炒」罷了。

指中聯辦發言人揭夏5宗罪
馮煒光認為，中聯辦發言人揭示了夏博義5

宗罪：一是公然為違法者張目，為暴力者開
脫，對執法者抹黑，對司法者施壓；二是用所

謂「和平示威」竭力掩蓋和粉飾其非法本質；
三是大談英國「冤假錯案」，刻意誤導公眾、
煽動民怨；四是以一個英國政黨人士、前議員
身份出任公會主席，有違「愛國者治港」原
則；五是劣跡斑斑。
馮煒光說：「作為英國自由民主黨的黨員，

夏博義服務的是英國政黨的利益；他創辦的
『香港人權監察』，就有媒體揭露接受美國國
家民主基金會（NED）的捐款；參選大律師公
會主席時，他還涉嫌隱瞞自己英國牛津市議會
議員的身份。」以夏博義這樣的往跡，誰會相
信他是真心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
區？若果不是，那憑什麼要讓夏博義這位公會
主席享有由基本法賦予的公權力？

至於大律師公會，馮煒光批評，由今年1月
份夏博義出任主席以來，對其攻擊香港國安法
的言論，從來不肯劃清界線，還要配合夏博義
搞什麼研究小組，在攻擊國安法的邪路上越走
越遠。誠如中聯辦明確提醒：「奉勸大律師公
會，不要在政治化道路上越走越遠，否則只會
被一步步拖入無法自拔的深淵。」「大律師公
會如繼續被夏博義這種喪失職業操守的外國政
客把持，只會作繭自縛，走上一條不歸路。」
馮煒光說：香港一眾「黃上腦」的大狀可

能無法理解什麼是「無法自拔」，什麼是
「不歸路」？也可能無法理解這幾句話的嚴
重性。「筆者在此敬告公會，這是最後警告
了！」

馮煒光：這是對夏博義和公會最後警告

●●團體團體「「大律師公會市民關注組大律師公會市民關注組」」
早前敦促夏博義盡快引咎辭職早前敦促夏博義盡快引咎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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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夏博義回覆媒體查詢稱
他「絕非反華政客」，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昨晚在fb發帖，質問夏博義：「你對西藏問題
的立場算不算反華？」對於夏博義「強調會為
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社群竭盡所能」，梁振
英質問夏博義：「你『竭盡所能』為香港做什
麼？為在被判刑後的黎智英和李柱銘張目？」
對於夏博義說「他對於中聯辦的誤會感抱

歉，希望有機會可面對面澄清」，梁振英請夏
博義學點中文，看看網民對他的痛罵，中聯辦

沒有誤會他，網民也沒有誤會他，大家對他的
認識不是一朝一夕的。
梁振英批評夏博義打着「人權律師」的幌子

到處招搖，問題已經夠嚴重，成為大律師公會
主席之後，再頂着主席的銜頭對香港社會指手
畫腳，用英國政客的身份「君臨香港」，這種
夜郎自大，令人憤慨。

吳秋北：衛國武器怎可交給敵人？
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昨晚也在

fb發帖，指法治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武
器，夏博義帶着明顯的政治使命，擔當大律
師公會主席是對香港國安法的公然挑釁。
「試問可以將保家衛國的矛和盾交到敵人手
上嗎？！」夏博義上任以來屢出狂言，力挺
黑暴，為國安嫌犯撐腰。請大律師公會及夏
博義公開交代與黑暴關係，不要躲在「人權
黑幕」背後鬼鬼祟祟。司法要獨立更不可違
背「愛國者治港」原則，大律師公會不例
外，夏博義更不是例外。

梁振英質問夏：「竭盡所能」為黎智英李柱銘張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