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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紀元 12月 8日訊】

香港政府推出基本法第 23條

有關叛國及顛覆等罪行的立

法公眾咨詢將於 12 月 24 日

結束。据悉，香港政府最遲於

明年初公布一個更具體的方

案，送交立法會討論並立法。

圖為香港市民簽名抗議惡

法。(大紀元記者香港傳真) 

 9 月 24 日香港政府公布

進行 23條立法咨詢，旋即引

來國際社會強烈反彈和香港

社會廣泛震動。美國、英國等

近日公開表態，密切關注香

港政府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

可能對香港“一國兩制”體

制帶來的改變。國際媒體紛

紛發表文章，懮慮香港推行

有關顛覆罪，會給香港新聞

自由帶來沖擊。 

 香港社會對實施23條

立法引起廣泛爭議，新聞記

者，學者，宗教團體都加入

了這場爭論。香港議員、東

亞銀行主席李國寶代表銀

行界，公開發表對 23 條的

懮慮：外資銀行可能會裁

撤他們在香港的規模。法律

和人權團體擔心香港政府

限制個人自由和資訊流通。

台灣「陸委會」擔心 23 條影

響台港交流。 

 12 月 15 日（星期日），

香港市民會舉行規模龐大

的反對《基本法》第 23 條立

法大游行。 多個國家華人

團體表示會進行聲援。前一

天，12 月 14 日美國大華府

DC，林肯紀念堂前也有“維

護香港人權暨反對 23 條立

法”大會。  

 基本法第23條有關叛國

及顛覆等罪行的立法是在何

背景下產生？為何在香港政

權交接五年之後才進行此項

立法？  

 八九年中國「六．四」期

間，香港百万市民走上街頭

支持民運，令北京非常緊張。

為了防止香港再出現類似的

大規模抗議活動，中方在當

時的香港基本法(即香港憲

法)草案中加進一條規定，港

府在必要時可以立法反顛覆

(即第 23 條)。當時就有一些

法律界人士提出异議，認為

23 條法律與香港民主自由精

神不相符合。 

 九零年四月頒布最後定

稿的香港基本法第 23條原文

如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

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

府及竊取國家机密的行為，

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

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

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

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

系。” 

 九七年前夕。中

英聯合聯絡小組就政

權交接談判期間，北京

試圖就 23 條叛國罪和

顛覆罪進行立法，遭到

香港各界和英國強烈

反對，為保證政權順利

交接，北京公開表示，

暫擱置基本法 23 條立

法。五年來，香港各界

和很多立法局議員，為

保證香港“一國兩

制”，多次呼吁取消 23

條，但沒有成功。 

 香港皇家大律師

李柱銘和香港眾多團

體表示，在香港現有法律中，

已有足夠多的條文應付可能

出現的叛亂和顛覆的跡象。

港府今年 9 月匆匆提出要求

根据 23條立法，而且沒有公

布具體法律條文，只是 23 條

的一個框架，並且只有短短

的三個月咨詢期，而澳門甚

至沒有咨詢期，直接立法。 

 香港天主教團體、民主

党、律師工會、記者協會、法

輪功團體、銀行公會等等普

遍懮慮 23 條叛國罪、顛覆罪

的定義抽象，容易形成法律

真空，形成執法混亂，給香港

社會和香港在海外的永久居

民帶來恐懼。比如：  

 1﹐ 條文規定在中國大

陸內任何以國家安全為由被

取締的團體，其分組織在香

港隨時可以被取締，港府無

須任何獨立調查。換言之，大

陸怎么做，香港就跟著做。 

 2， 條文中還有意偷換

概念，混淆國家與政府的概

念。在民主自由的國家，公民

有監視、彈劾政府的權利，而

在 23條立法中規定反對政府

就是反對國家。  

 3， 23 條立法中授予警

方的權利過大：如警方不需

要有法庭手令可隨時進入民

宅搜索、拘捕，無需證据，警

方的怀疑就构成證据。  

 4， 任何港府認為是煽

動性的言論都可入罪，無論

此言論是口頭的，書面的，還

是電子形式的；發表此言論

的人有罪，听到的人有罪，知

請不報者還有罪。  

 5， 如是香港永久居民，

不管身在何方，都受此法律

限制，如違反 23 條可被引渡

回港；在香港的人，無論國

籍如何(包括過境者和來訪

者)，都受 23條立法的限制。

輕者一般入獄 7年，重者終生

監禁。 

 篇幅有限，以上只是舉

了几個例子。23 條將使香港

人權與法制面臨巨大沖擊，

香港六百万市民擔心香港將

成為“一國一制”，人民從此

生活在恐懼之中。  

 香港“九七”年政權交

接前夕，美國、加拿大、法國

等多個國家公開表示，未來

仍對香港社會承擔道義責

任，並有責任監督中國在香

港落實“一國兩制”。中英聯

合聲明更明文規定，英國政

府有監督香港根据基本法落

實“一國兩制”的責任。 

 希望海外華人行動起

來，譴責中國政府違背對香

港“一國兩制“的承諾，改

變香港人現有的生活方式。

使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繼

續放射光彩。 

 

(轉自大紀元 http://

www.epochtimes.com) 

時事評論 

 江某人此次訪

美﹐中國為此用公款

召集了龐大的“歡迎

團”分散在芝加哥、休

斯頓和布什農場。四

天下來﹐除了在芝加

哥機場內約80名華人

(主要是使館官員和

外派商務人員)見了

江一面之外﹐幾乎所

有參加歡迎團的華人

都沒見到江的蹤影。

江的外出路線恰恰和

歡迎團的所在地點相

反﹐此事在美國華僑

界引起極大震動﹐很

多華僑抱怨被人愚

弄。  

江訪問芝加哥、休斯

頓四天間﹐所到之處

天氣異常寒冷﹐颳雨

交加。參加歡迎團的

華人﹐連續四日﹐在

風雨中輾轉﹐但江車

隊的路線基本上都是

繞開歡迎團的。 

 很多人為此顯得

很傷心。一位三十多歲

的小伙子說：“如果

這 是 事先 給安 排好

的﹐我就有一種被愚

弄的感覺。我們早上四

點 起 來﹐ 都沒 有吃

飯。”達拉斯一位姓王

的餐廳老板說：“四

天連面都見不到﹐這

事我會記一輩子。”10

月 25 日是江澤民訪美

的最後一天﹐歡迎團

怨聲四起﹐現場很混

亂﹐迎江旗散落地下

無人理會。 

 為了躲避和平抗

議﹐江澤民甚至置大

國尊嚴於不顧﹐不惜

從芝加哥理茲大酒店

的垃圾門溜走﹐江到

底 做 了多 大的 虧心

事 ﹐ 從他 的百 般躲

藏﹐人們不難看出個

大概。   
◇美國/戴錚 

 這是對自己很有影響的兩件事。 

 一件是在“6.4”事件中。在一所著

名的高校門口貼出一張大字報﹐號召學

生黨員退党。讓要退黨的人在上面簽名。

很快就有三十來個名字簽上了。可是鎮

壓後一查﹐發現只有一個人的名字是真

名﹐其餘都是假名。 

 而這位學生是位研究生﹐當時是所

謂的預備黨員。他的誠實在同學中是有

口皆碑的。可是這位學生還是被撤消了

預備黨員的資格。畢業以後﹐被分配到

第一線工作﹐想讀博士學位也不讓考。

其實﹐這位學生﹐一無野心﹐二無惡

意。真正出於真誠。至少在這 30 來人

中﹐他是最真誠的。但在欺騙與謊言者

眼裏﹐多一份真誠﹐就多一份威脅﹐所

以必定要把真誠打壓下去。 

 另一件是原杭州法輪功輔導站站長

的事例。1999 年 7月瘋狂的日子裏﹐以

江氏為首的一夥﹐利用專制新聞媒體﹐

對法輪功及創始人﹐栽臟陷害。其中一

條是法輪功斂財。任何一位認真讀過法

輪功著作的人都知道﹐對錢財的看淡是

法輪功修煉人必須做到的。這位站長﹐

把自己當站長時為杭州地區的法輪功弟

子購買法輪功書籍和磁帶的賬一筆筆列

出。在其間﹐他不但一分錢沒賺﹐反而

自己貼進運費上萬元。他上有 70多歲的

老人﹐下有三歲的兒子。他知道說真話

會給他帶來牢獄之苦。他還是把真相告

訴給了人們﹐希望讓人們了解真相﹐不

要為謊言所愚弄﹐使有緣人錯失機緣﹐

使無辜的人們造業。 

 這位站長不光有那位學生的真誠﹐

更有為眾人著想的修煉人特有的大慈大

悲。不過最後這位站長被判了三年勞教。 

 “6.4”以後﹐我害怕了﹐我告誡自

己﹐人心太險惡﹐共產黨太殘酷﹐以後

不要關心任何政治﹐老實做學問就是

了。而現在我告誡自己﹐不要涉及政

治﹐但我必須捍衛真理﹐必須站出來為

“真善忍”說話﹐因為杭州的這位站長

使我明白﹐我這樣作是為了讓人們了解

真相﹐不是為自己。其實站出來的大法

弟子﹐都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天下人

所著想。所以他們也就沒有什麼可害怕

的﹐可以說無私而無畏吧。               

◇文/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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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條使香港六百萬市民面臨恐懼

圖: 6 萬港人大遊行反對 23 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