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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時」具分裂性質 首判護國安法尊嚴
香港國安法首宗案件日前在高等法院裁決，24 歲被告唐英傑被控煽動他人
分裂國家，以及恐怖活動兩項罪名成立，兩罪合併 9 年監禁刑期，雖然相對溫
和，但已經具有阻嚇作用。判決是以後處理類似案件的重要參照依據，維護
了國安法的尊嚴。

顧敏康 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執行會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插着「光時」旗的電單車在繁忙街道迅遊，當
日發生違法的反國安法示威、也是回歸慶祝日
及國安法實施首日（國安法於去年 6 月 30 日深
夜刊憲生效），故意違反警方指示衝向警方
等。法庭合理地相信被告展示的字句，能夠煽
動他人分裂國家，而唐英傑本身亦明白口號帶
有將香港分裂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思。因
此，認定其違反香港國安法第 21 條是非常合理
的。

本案的最大看點是法庭對「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口號做定性解讀，認為該口號具分裂國家
含義。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指出，該口號有視
國家為敵人及推翻政權之意，他考慮了梁天琦
於 2016 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競選演說、前年
7．21中聯辦外的示威，以及反修例其他示威的
情況，認為口號帶有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的
目的。筆者十分贊同劉教授的觀點。
在香港暴亂持續期間，暴徒們打着「光復香
港 時代革命」的口號肆意打砸燒，令香港蒙受
重創。筆者在那時就撰文指出這個口號是一個
特定的政治主張，具有獨特含義：「光復香
港」的目的就是「港獨」，「時代革命」就是
為「港獨」而實施的違法犯罪行為。
「光復」一詞通常是指恢復（已亡的國
家）、收回（失去的領土），用在香港顯然別
有用心。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
分，回歸後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光復香
港」是什麼意思呢？是要恢復到港英管治下的
香港嗎？這難道不就是否認中國政府的主權管
治，難道不就是「港獨」嗎？
本案中，僅就7月 1日當天而言，被告駕駛

恐怖活動嚴重危害社會
本案被告也同時構成恐怖活動罪。法庭認
為，被告在警方警告下，仍然繼續駕駛電單車
衝向警方，意圖對不特定的員警和其他道路使
用者構成危險。電單車可以被視為「致命武
器」，符合香港國安法第 24 條對恐怖活動罪的
規定，即為脅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或者國際組織或者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所
謂「光時」的政治主張，實施「針對人的嚴重
暴力」，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
怖活動。法庭也正確解讀了第 24 條關於「造成
或者意圖造成」的定義，即認為此罪的構成不

需要證明有關活動最終有無引致他人實際嚴重
受傷，只需要考慮行為的本質。法庭尤其指
出，「危害」一詞不限於身體傷害，被告無視
警員警告，沒有在警方防線前停下，最終撞向
警員和撞倒三名警員，公然挑戰負責維護社會
安全、象徵法律與秩序的警方，無疑會引起守
法市民的恐懼，由此可見被告已對社會造成嚴
重危害。
由於此案屬於香港國安法施行後的第一個定
罪案件，其意義也非常顯著。如果唐英傑不上
訴或上訴維持原判，則此案以後對下級法院處
理類似案件時具強說服力、主導性及適用性，
成為重要的參照依據。

不設陪審團做法正確
最後，筆者也關注到有些媒體還在糾纏唐英
傑案不設陪審團的做法。其實，一個案件是由
陪審團審理還是由法官審理，這本是一個法律
制度的選擇問題，兩者均有優缺點。僅就陪審
團審理而言，其所存在的缺點是明顯的，如不
專業、費用大與耗時等。法律界通常建議對一
些複雜的案件應該由法官審理，因為陪審團缺

基本法 23 條立法應借鏡外國嚴厲法典
以「惱羞成怒」來形容美國制裁七名中聯辦副主任之
舉，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美國政府投放大量資源在香港
建立間諜基地，大力招募反華特工，為他們提供培訓和資
源，寄望他們能夠在諸如 2019 年黑暴之類運動中奪取香
港的管治權，藉此打擊中央政府。幸好在他們正要拖垮香
港之際，中央政府當機立斷實施香港國安法，瓦解美國操
控的龐大反政府陣營，所以美國的一連串制裁行動暴露出
惱羞成怒醜態！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在國安法一周年
研討會上發表講話指：「香港特別行政區堅決履行維護國
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全力築起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銅牆
鐵壁』。」他所指的是，香港特區政府應盡快落實本地版
國安法，以履行基本法第23條列明的憲制責任。
最近發生的自殺式襲警案顯示有孤狼和恐怖組織潛伏本
港，伺機發動攻擊，當局更有必要起草更嚴厲的 23 條立
法。這些恐怖分子對公眾構成的威脅絕不能低估，立法和
執法機關必須慎重考量這點。
在立法方面，我們可以參考美國兩項國家安全法令。美國
發生 911 襲擊後，前總統小布什於 2001 年 9 月 23 日簽署
13224行政命令；據此，任何組織若為恐怖分子提供援助、
物資或金錢上的資助，又或者與他們有不法聯繫，美國當局
就有權充公該組織的財產。另一項是美國的「愛國者法
案」，該法規准許無限期拘留移民，授權執法機構在業主不
知情的情況下搜查其住所或公司，並允許聯邦調查局在未
獲得法院指令的情況下查閱電話、電子郵件和財務記錄。
澳洲有至少 13 項重要的國家安全法，涵蓋叛國、背叛
行為、顛覆活動、盜取國家機密、間諜活動、恐怖主義活
動、資助恐怖主義活動、劫持人質、干擾船舶或航空器、
外國干預澳洲內政和侵犯澳洲領土。香港擬定 23 條立法
時須涵蓋以上的範疇，而不應受限於 23 條中所列明的
「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
國家機密」。根據澳洲 2018 年通過的《反外國干預

法》，任何人為外國組織從事隱密或欺騙性活動，達至影
響澳洲政制發展、國民行使投票權或危害國家安全之目
的，則屬違法，最高可判 20 年監禁。這樣的條文最適合
打擊美國勢力對香港的干預。
我們還可以參考英國最近提出的《官方保密法》修正
案，把未經授權而披露政府機密的行為定性為罪行，記者
將不能以公眾利益作為觸犯此法的抗辯理由。
香港的 23 條立法可包含上述條文，並着手打擊反華極
端分子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煽動性言論，包括美化恐怖主義
的言論。
美國參議院最近撥出 3 億美元，鼓勵世界各地的記者
發表文章唱衰「一帶一路」倡議，顯然是鼓勵失德記者編
造負面新聞，抹黑中國推動的互利互惠基建方案。
事實上，美國在其香港代理人的協助下不斷干預香港事
務，企圖顛覆特區政權，我們早已身受其害。2019 年黑
暴肆虐期間香港媒體充斥着假新聞和歪曲評論，若果說香
港有學者和評論員一直在收受西方的秘密資助，為他們效
勞，真的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此，當局應該把那些收受
外國資金、從事妖魔化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記者和學者定
罪。同時，23 條立法需要明文規定教育界和媒體有義務
宣揚愛國主義和國家安全教育，也可以法定要求所有教師
和註冊媒體的記者宣誓效忠基本法。此外，英國議會審議
中的《警察、犯罪、量刑與法院法案》對示威活動有嚴格
限制，23條立法應仿照此法案收緊公眾示威的規例。
總而言之，23 條立法理應該有足夠威力有效地打擊所
有涉嫌顛覆香港的組織，如法輪功、香港大律師公會、香
港記者協會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等。
最後，作為回應西方國家制裁香港的一種手段，任何身
處香港的人或公司若履行外國制裁，香港國安法應視之為
犯法行為。 （註：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曾任副
廉政專員。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
評論版面，有刪節。）

黃均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教聯會會長

「愛國」「愛黨」不可迴避切割

郭文緯

吳承海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主席 佛山市政協委員

豫港同胞患難見真情

面，無非是炒作西方國家的緊張感和焦慮
感，使西方國家產生利益危機、權益危機，
從而達到彌補分歧、抱團取火的目的。然而
除英國、加拿大等個別國家仍死抱大腿、言聽計從外，德
國總理默克爾堅持「要和中國合作」，法國總統馬克龍則
堅持歐洲的對華政策應保持「獨立」。
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早前刊文指出，遏制不是與中
國打交道的可行選擇，因為美國的盟友或夥伴，很少願意
與美國結盟對付中國。這些都說明，北約、G7 等美國主
導的聯盟，已不是鐵板一塊，美國拉攏傳統盟友注定失
敗！ 而對於美國的很多潛在盟友而言，與中國的貿易顯
然是更重要的，要知道在 2020 年的時候，中國已經成功
取代了美國成為了東盟的最大貿易夥伴。
美方對中方採取的種種行為，中國早已經表明自己的態
度：堅決抵制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如果中美兩國合作共
贏的話，那麼對全世界都是好事。 世界當前正面臨着前
所未有的挑戰，而中美關係直接影響未來全球政治，經濟
格局的變化，中美對抗不利於中美自身，也不利於世界，
包括氣候變化、新冠疫情、核擴散、發展嚴重失衡、恐怖
主義等。
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憑藉一己之力解決這些問題。想要
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包括與中國這個世
界上人口最多國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展開合作，而不是
遏制打壓，希望拜登政府早點看清這個事實。

愛國主義教育在香港缺席了 180
年，令「愛國」變得理不直、氣不
壯，「愛黨」就更加是不能宣之於
口的禁忌。黨和國長期被污名化、
妖魔化，每逢到選舉就更加被炒作
至白熱化，不少參選人對「愛國」
「愛黨」這種話題，均可避則避，
可切割便切割。然而，今年卻出現
了神奇的變化。今年是中國共產黨
建黨一百周年，「共產黨」不但堂
而皇之出現於香港的官方場合，舉
行各式黨慶活動。此情此景，不但
是回歸以來首次，也是百年以來的
破天荒。
香港的官式活動很多，先說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親自率領超過 70 人
代表團赴京參加黨慶活動，又在中
央駐港機構舉辦的「中國共產黨與
『一國兩制』主題論壇」上發表演
辭，當中表達了對國家在中國共產
黨領導下，在各個領域上取得的輝
煌成就的驕傲，並感謝中央對香港
一直以來的關懷。
在特區政府層面，則與中聯辦合
辦了「百年偉業──慶祝中國共產
黨成立一百周年」大型主題展覽；
並於七一當日在全港 12 份中、英文
報章刊登廣告，慶祝中國共產黨成
立一百周年暨香港特區成立 24 周
年；香港郵政亦以建黨一百周年為
題，在七一當天發行紀念郵票，分
別以「開天闢地」、「新中國成
立」、「改革開放」、「走向復

興」、「開啟新征
程」為題，以茲慶
賀；康文署轄下的公
共圖書館亦收藏了香
港與中國共產黨相關
的史料，供市民借閱
或於館內閱覽；特首及多名官員也
出席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
年電影《1921》的首映禮。
在民間，「賀建黨百年 慶香港回
歸」的標語和廣告，理直氣壯地走
進香港市民的眼裏，甚至印在公共
汽車的車身上；不少人在自己的社
交媒體裏，上載了祝福和慶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已經說
明中國共產黨就是國家的執政黨，
國與黨的關係密不可分，不能切
割；根據基本法，香港雖然不實行
社會主義，但我們必須理解中國共
產黨在國家憲制秩序中的地位。香
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有責任在學
習憲法和基本法的過程中，認識中
國共產黨的歷史與貢獻。
香港回歸祖國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偉
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鐵一般
的事實。國家由中國共產黨執政，更
加是不可否認、不能迴避、不容切割
的事實。鄧小平提出「愛國者治港」
的構思，夏寶龍主任列出了具體的標
準，愛港就要愛國、不能割裂。對於
普通市民而言，縱使不愛，也必須尊
重，這是基本態度，對人、對事、對
黨、對國皆然。

張鵬 香港理工大學總裁協會理事 河南省政協委員

中美相處之道在於改變
「唯美獨尊」
中國新任駐美大使秦剛當地時間 28 日抵美履新，強調
中美作為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
兩個大國，正進入新一輪相互發現、認識和調適，尋求新
時代彼此相處之道。
較早前，美國副國務卿舍曼結束了訪華之行。國務委員
兼外交部長王毅、外交部副部長謝鋒分別會見了舍曼。
近年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越來越不理性，其背後是華
盛頓對於中美實力不斷接近的危機感。
從在涉台、涉疆、涉港問題上做文章到在新冠病毒溯源問
題上開倒車，從將一批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到拒絕給一些中
國學生發留學簽證……到最近，美方對在香港的美國企業發
出所謂運營風險警告，對從新疆的進口產品實施新的管制以
及討論將中國排除在外的數字貿易協議等。濫用國家力量、
泛化國家安全概念來打壓依法合規經營的中國企業，嚴重違
背美方一貫標榜的市場競爭原則和國際經貿規則，其所作所
為嚴重損害美國國家利益和自身形象。對中國留學生的無端
限制打壓更是毫無道理，與美方自我標榜的開放自由理念和
「歡迎中國學生」的表態完全不符。藉口涉港、涉疆、涉
台等問題，頻頻對中國發難，動輒「潑污水」甚至無端制
裁，將蠻橫、偏執和「唯美獨尊」之做派進行到底……
在對中國的強硬程度上，美國現政府甚至表現得超過前
政府，圖謀拉攏國際社會一起遏制中國。 例如，早前的
G7 峰會，美方拉攏歐洲盟友聯手對抗中國、「孤立」中
國，無非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把中國推向西方國家的對立

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去處理這些案件。
唐英傑本人也就不設陪審團的做法提出司法
覆核，但上訴庭表示，陪審團審訊並非絕對的
權利，亦不是達至公平審訊的唯一方式，故駁
回司法覆核上訴，確認案件交由高院 3 名指定
法官共同審理。這裏包含幾層意思。第一，在
香港，陪審團審理並非絕對權利，如果是，則
區域法院處理刑事案件也必然會實行陪審團審
理了。第二，國安罪不用陪審團審理是有特殊
原因的。香港國安法第 46 條規定：「律政司
長可基於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
者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發
出證書指示相關訴訟毋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
進行審理」。此次案件顯然是基於「人身安
全」的理由。筆者認為這是非常正確的做法。
唐英傑被裁定構成犯罪後，審理法官之一杜麗
冰的辦公室接獲電話恐嚇，威脅殺害三名法
官。法官都敢威脅，更何況陪審團成員？第
三，是陪審團審理或法官審理，還涉及到一個
對法官的信賴的問題。就香港情況來說，法官
整體上是專業的和值得信賴的，能夠確保公平
審理。

地處華北平原的河南鄭州日前遭
受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侵襲，引致
當地嚴重水浸，造成大量的人命及
財產損失。而繼上周連日遭遇破紀
錄的極端強降雨後，颱風「煙花」
又將為河南帶來新一輪強降雨，與
上一輪受災疊加，給抗洪搶險工作
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災情底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再次
得以發揮，習近平主席「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再次
得到堅強印證。水災爆發後，負責
統籌救災工作的國家應急管理部迅
速啟動救援人員跨區增援預案，人
民解放軍、武警戰士和民兵上演
「最美逆行」，前赴災區解危救
困。民間層面，鄭州地鐵站內，新
手醫生把握黃金時間救下十幾名乘
客，來自全國各地的志願者帶着裝
備和物資送往災區，有村民為臨近
受災村落的人提供臨時的飲食和住
所，網絡上更流傳了多段視頻，不
少人奮不顧身，捨命救人，保護了
不少老弱傷殘的同胞，展現了人性
光輝的一面，更是讓人深受感動。
天災無情，人間有愛，災情爆發

後，全國各地紛紛發
起了支援賑災工作的
募捐活動，香港亦於
短短一星期內籌得了
近億元捐款，大量企
業捐贈了大批物資援
助河南。中國人民在危難關頭再次
展現了團結的意志，深刻證明「一
方有難，八方支援」絕不只是一句
口號，14 億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
起來，足以克服一切艱難險阻！一
個團結的中華民族，始終是抗擊敵
人，克制災禍的最大保障！
每逢內地出現嚴重災害，港人都
發揚同舟共濟的精神，慷慨解囊，
幫助同胞度過災難。1991 年華東水
災，香港演藝界組織大匯演，募集
超過6億港元善款。2008年四川汶川
大地震，香港累計捐款逾200億元。
是次河南災情發生後，香港各界透
過各種渠道，向受災群眾捐款捐
物，為抗洪救災和保障群眾生活帶
來溫暖和協助，再次證明同胞終究
血濃於水。香港人始終是中華民族
大家庭的一分子，始終會和河南受
災民眾在一起，盡己所能為抗洪救
災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