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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勾結「台獨」將「台獨」亂象引港
勾結「台獨」的「佔中」搞手，將「台獨」禍水引入

香港，嚴重危害港人福祉。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期間，

「台獨」成為台灣社會的亂源，「台獨」製造社會紛

爭，令台灣社會撕裂，政局動盪，經濟沉淪、民生凋

敝。「台獨」惡化台灣政治和社會氛圍，令台灣政治充

滿抹黑、栽贓陷害、惡意中傷，折射出「台獨」對台灣

政治的禍害。「台獨」瓦解台灣求生存和求發展的綜合

實力，令台灣社會陷入無休無止的內耗與惡鬥。「台獨」

造成兩岸關係緊張惡化，令台灣錯失祖國大陸的巨大商

機和經濟發展助力。勾結「台獨」的「佔中」搞手將

「台獨」禍水引港，必然把「台獨」禍害台灣的種種亂

象引入香港，損害港人的根本福祉。

近年來確有股「港獨」勢力在抬頭

況且，正如國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去年就指

出，近年來，確有股「港獨」勢力在抬頭，像病毒一樣

蔓延得很快，這是毋庸遮遮掩掩的事實，值得提高警

惕，嚴正應對。在反對派策動「去中國化」搞「港獨」

的許多行動中，反對派政客揮舞港英旗幟，叫囂「反共

反赤」、「擋住香港赤化」、「反中殖」、「中國人滾回

中國去」、「香港要獨立」、「香港感謝英國」、「南京

條約萬歲」等「港獨」口號。反對派策動「去中國化」

搞「港獨」，發展到誣衊、攻擊和反對中央「挺港」政

策與兩地交往合作，凡是有關中央「挺港」與兩地合作

的政策、措施和發展項目，都可能被反對派以「去中國

化」的「緊箍咒」進行破壞、叫停或推翻，這對香港的

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對解決香港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

和問題，都形成了嚴重的束縛和阻遏。

反對派與「台獨」勾結有跡可循

實際上，反對派與「台獨」勾結有跡可循。2002年下

半年，在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諮詢時期，香港反

對派、美英反華勢力、台灣「台獨」勢力等，藉機掀起

一股反23條立法、「去中國化」的惡浪。當時，以李登

輝為首的「台獨」組織「群策會」抓住時機，舉辦「一

國兩制下的香港」研討會，首次明確提出「香港應當爭

取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中國與香港是兩個不同的獨立主

權國家」等「港獨」言論。劉慧卿、涂謹申、鍾庭耀等

反對派政客和學者，成為研討會座上客。公民黨與社民

連2010年策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實際上是「公

投綁補選」，與當年陳水扁藉「公投綁大選」搞「台

獨」，屬同一個模式，走的也是同一條路，背後的意圖

是謀求「港獨」。

「漸進式港獨」已發展到「激進式港獨」

反對派一直堅持隔離兩地的「港獨」思維，從陳方安

生提出「小心邊界模糊」，到公民黨誣衊「灣區計劃」、

「十二五」規劃是「香港『被規劃』」；從反對派造謠指

高鐵是「中共希望藉高鐵來統戰香港」和「加速香港內

地化」，到「港獨」分子誣衊「自由行」是「中國加快

對香港殖民統治」，都顯示反對派的「港獨」傾向。這

種「港獨」傾向，或打 「反被規劃」、「反被吞併」

幌子，狙擊港珠澳大橋和高鐵；或打 「本土意識」、

「集體回憶」、「保衛家園」的幌子，發起「反菜園村清

拆」、「反竹園村清拆」，乃至發起前幾年的「保衛皇后

碼頭」、「本土行動」。而去年的「反國教」、「阻止立

法會被染紅」、「反新界東北規劃」、「反割地賣港」及

「香港自治運動」，顯示反對派的「漸進式港獨」已發展

到「激進式港獨」。

自由行被反對派誣衊為「逼爆香港」、「染紅香港」、

「使香港淪為中國殖民地」。在「光復上水」、「光復香

港」的「港獨」行動中，反對派揮舞殖民時期「米字

旗」，高舉「中國人滾回中國去」標語，言下之意否認

香港是中國國土，否認香港人屬中國人，這是嚴重的政

治事件，是不折不扣的「港獨」所為。

「佔中」搞手與
「台獨」勢力關

係密切

最近，「佔中」發

起人戴耀廷曾發表文

章，稱有「台灣的朋友」說，香港民主運動「流過血的

太少」，揚言「要流血，要犧牲」、「不怕坐牢」，合謀

分批堵塞交通等行動，煽動暴民政治，企圖令香港走上

暴力對抗的歪路、邪路，破壞香港和諧穩定，損害香港

的營商環境。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毛孟靜及一眾「港獨」

組織核心成員在港台兩地報章刊登「倒梁」廣告，當中

更包括「台獨」色彩濃厚的《自由時報》，廣告意圖在

台灣抹黑「一國兩制」，為「台獨」勢力張目。施明德

公開表示，從年初開始，「已有好幾批香港人」找他，

又透露了「佔中」具體行動和策略，包括從明年初香港

踏入回歸17周年開始，每月都會派17人「佔中」，「並

做好被捕的準備」。

顯然，「佔中」搞手與「台獨」勢力關係密切，「兩

獨合流」從有傾向發展到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形

成結盟之勢。施明德和林濁水都是鼓吹「台獨」的推

手，在台灣多次發動「台獨」活動，觸發暴力抗爭事

件。林濁水在理工大學的演講也鼓吹香港「本土化」。

「兩獨合流」不僅將「台獨」禍水引入香港，而且會催

促「港獨」急劇膨脹，對香港的危害性更大。勾結「台

獨」的「佔中」搞手必須向港人交代，他們與「台獨」

勢力是什麼關係？

在反對派策動的「佔中」行動醞釀之際，工黨主席李卓人、「佔中」發起人朱耀明及「真普

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公然到台灣與「台獨」分子施明德會面尋求「支援」，反對派更邀請

「『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來港宣傳其「台獨」理論。「佔中」搞手將「台獨」禍水引入香

港，將促使「台獨港獨兩獨合流」，對香港的禍害更大。「佔中」搞手必須向港人交代，為什

麼將「台獨」禍水引入香港？「台獨港獨兩獨合流」是什麼關係？

「佔中」勾結「台獨」「兩獨合流」禍害香港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已退休的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昨日

表示，政府成立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最

快於年底發表政改諮詢文件，希望是

真正諮詢，那麼便不需要「佔領中

環」，他還指「經常有事發生使得我們

不安樂，真的很危險」，「一個政府假

如事事受到衝擊，只會浪費時間，毫

無進步」。陳日君的說法是貓哭老鼠，也違反了十誡中

的第八誡：正直與誠實。明明是陳日君之流在策動

「佔中」唯恐天下不亂，甚至不惜策應「佔中」綁「台

獨」將香港推向動盪邊緣，現在卻指不希望見到政府

事事受衝擊，令社會沒有進步，這不是賊喊捉賊是什

麼？

陳日君假惺惺的說，希望政府成立政改諮詢專責小

組是真正的諮詢，言下之意是指政府的諮詢是「假諮

詢」，這是陷政府於不義。過去兩次政改諮詢，當局都

是嚴格依法辦事，在《基本法》框架內凝聚共識，這

次也不例外。但反對派卻不斷提出違反《基本法》的

政改建議，策動挑戰法治的「佔中」，令政改討論和諮

詢走入邪路。真正做假諮詢的，其實正正是陳日君等

反對派人士。

陳日君又說自己不希望「佔中」出現。但他卻不斷

利用榮休主教的身份與教區唱對台，無所不用其極的

在教會鼓動「佔中」，將「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

的原則丟棄一邊，為了豐厚的政治獻金，將教徒推向

暴力違法的深淵，這是一個牧者應有的操守嗎？他說

不想見到社會衝擊，但做的卻是挑動社會內耗的勾

當。對於鄭宇碩、李卓人等人公然向「台獨」勢力

「求援」，把「佔中」引向「港獨」方向，陳日君反為

他們辯護，認為有關見面合理，施明德、林濁水有關

「佔中」的言論無問題；與李柱銘指台灣「關心」香港

民主「理所當然」的言論一唱一和，以自己的教區身

份策應「佔中港獨化」，請問究竟誰人在社會製造動

亂？虧他還可理直氣壯的賊喊捉賊。

教宗方濟說過，「虛偽是墮落人的言語，耶穌向我

們說：『你們的話該當懷 兒童的心：是就說是，非

就說非！』」但身為天主教榮休主教的陳日君，一邊大

力鼓動「佔中」，一邊卻虛偽的說「佔中」是「絕望下

的最後手段」：明明是他呼應「佔中港獨化」，為香港

帶來動盪，卻反過來將責任推到政府身上，這些正正

就是教宗所說的「墮落人的言語」。在上帝與財神之

間，陳日君早已作出了選擇。

陳日君策應「佔中」綁「台獨」還賊喊捉賊 卓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早前有
傳媒報道稱，前特首曾蔭權涉嫌向意大利
一名前參議員提出，以會見時任教宗本篤
十六世，作為香港不向意國提交其前總理
貝盧斯科尼「罪證」的「交換」條件，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在立法會
大會回應議員質詢時，批評有關指控不符
事實。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昨日在立法會

大會上引述傳媒報道稱，意大利法院早前
在審理貝盧斯科尼涉貪案時，身為被告之
一的前參議員Gregorio在作證時稱，本身為
天主教徒的曾蔭權曾於2008年透過時任香
港駐布魯塞爾歐洲共同體特派代表的 志
高引線，要求該參議員安排曾蔭權獲時任
教宗本篤十六世私人會面，他答應作出安
排，但要求以香港政府拒絕向意大利檢控
當局移交貝盧斯科尼舞弊及洗黑錢案的證
據作為交換條件，而 志高在書面回覆他
時表示，已與當時的律政司司長商討該事
宜，並正跟進前參議員的要求。
湯家驊聲言，外國有參議員在該國司法

體系內明確提出與曾蔭權有關的「交換事
件」，並質疑特區政府曾否針對有關證供展
開調查。

意議員提出安排 遭曾婉拒

蘇錦樑在回應時指出，根據記錄，曾蔭
權於2008年末曾出訪歐洲，更沒有會見教
宗，而時任意大利參議員的Gregorio確常與
志高有公務聯繫，而對方在知悉曾蔭權

可能於2008年到訪歐洲時，主動向 志高
提出可安排曾蔭權會見教宗。不過，曾蔭
權已委派 志高婉拒邀請，並表示會私人
與梵蒂岡代表直接聯繫，故曾蔭權並無牽
涉其中。
他續說，Gregorio在曾與 志高接觸

時，確查詢過意大利當局就當地進行的
一宗刑事程序及偵查發出的司法請求書
在香港執行的情況，包括要求交出銀行
記錄及在搜查指定的商用和住宅地點後
檢取的文件等證據。 志高指已向
Gregorio強調事件已於法庭提訊，政府不
可能發表評論。

處理貝老案無考慮其他因素

蘇錦樑指出， 志高亦就他應如何應對
Gregorio的查詢，曾於2007年10月9日及10
日與律政司以電郵聯絡要求提供意見，這
也是 志高與律政司就上述有關司法請求
書的唯一聯絡，當中並沒有提及任何關於
約見教宗的要求。律政司在處理意大利有
關請求書時，亦從無考慮其他與該案件無
關的因素，包括安排與教宗會面。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稱，一些口頭交易一

般不會有文字記錄，單靠翻查記錄不會有
結果。蘇錦樑強調，曾蔭權原定於2008年
計劃出訪歐洲，但其中不涉及和教宗會
面，行程後來也因其他公務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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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四舉行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陳偉業「慷
慨陳詞」，稱梁振英早前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

間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會面時所受到的不對等安
排，「無能無恥、令香港尊嚴掃地」，更辱罵梁振英
「狗樣」。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工聯會議
員黃國健及王國興等均批評陳偉業的言論，要求發表
侮辱性言論者收回言論，維護香港市民、香港人和香
港立法會的尊嚴。梁國雄其後則大聲叫囂並走出座
位，試圖將道具「黑箱」擲向梁振英，被立法會保安
攔阻，並被曾鈺成逐出議事廳。

抨大口舊粗鄙 責長毛不檢點

林鄭月娥去信曾鈺成，對有議員在上星期四行政長
官答問會出言侮辱梁振英表示深切關注。她指出，幾
名議員，尤其是陳偉業向梁振英高喊粗鄙和侮辱性言
詞，梁國雄更離開座位，手持兩件龐大物件衝向梁振
英，試圖向對方投擲示威物品，幸被保安人員即時制
止，但有關行為極不檢點，干擾答問會進行，也損害

立法會尊嚴，應該受到譴責。她促請立法會參照其他
立法機關的慣例和規則，檢討目前的議事規則能否有
效阻止類似的行為再次發生。
同時，曾鈺成在上周四答問會後即時去信全體議

員，提醒議員根據《議事規則》，在會議中對其他議員
或官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詞，即屬不合乎規程，
一些不適宜在議會使用的言詞，亦不可使用，並籲請
議員維護立法會的尊嚴，並尊重所有出席會議的人
士。不過，前「人力」議員黃毓民早前去信曾鈺成，
聲稱行政長官「並非公職人員」，不受議事規則保障公
職人員的條文規範，故議員對行政長官使用冒犯性和
侮辱性言詞，只要不是「非議會語言」，都應該獲准。

曾鈺成：濫用言論自由研修例

曾鈺成昨日在書面回覆黃毓民時指出，行政長官是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向立法會發言，就政府工作答覆
議員質詢，故議員對行政長官使用冒犯性和侮辱性言
詞並不適當，陳偉業和梁國雄等的行為極不檢點，是

在濫用議員言論自由和有關法律程序的豁免權，有損
立法會尊嚴，故議事規則委員會將會研究阻止議員不
檢點行為。

兩丑答問會辱特首
林鄭批不檢促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早前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期間，「人民力量」立法會議

員陳偉業（大口舊）侮辱出席會議的特首梁振英是「狗樣」，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也在

答問會期間試圖向梁振英投擲示威物品，所作所為備受批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去信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指有關行為極不檢點，干擾答問會進行，更有損立法會尊嚴，應該受到譴

責，又促請立法會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和規則，檢討目前議事規則能否有效阻止類似行

為再次發生。曾鈺成亦指，陳偉業及梁國雄等行為極不檢點，是濫用議員言論自由和有關的

豁免權，有損立法會尊嚴，議事規則委員會將會研究阻止議員不檢點行為。

■陳偉業當日在答問會上辱罵梁振英。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議員在立法
會以拉布或集體離席等手段阻礙議會運作，窒礙施
政，令特區政府須增加公務員在立會內的人數協助游
說議員，但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在昨日大會上就
「惡人先告狀」，反稱當局派人「監視」議員投票，是
在浪費公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昨日在回應時
強調，為確保政府良好施政，公務員有需要駐守立法
會，支援司局長在立法會的政策推行工作，有實際需
要。

梁耀忠屈「監視」議員

梁耀忠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質詢稱，近年每當立法

會議員辯論和表決重要的議案或法案時，政府往往派
遣公職人員在立法會大樓的各主要通道及出入口駐
守，這是「監視」議員有否投票，不尊重議員，又質
疑有關安排並無實際需要，政府此舉是浪費公帑。

需支援司局長聯絡游說

鄧國威回應指，各司局長不時會親身到立法會，向
議員介紹及解釋政府的政策、參與政府議案及法律草
案的討論，及處理各項與立法會有關的事務，需要公
務員支援，具體工作包括協助他們與相關議員取得聯
絡、了解議員的意見、關注其投票取向、在需要時向
議員作出詳盡的解釋及提供進一步資料，及掌握立法

會會議進行的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包括相關討論的內
容、議員整體出席及投票進行的情況等，並向有關司
局長匯報。
他續說，公務員支援司局長在立法會推行政策是重

要議會工作，有實際需要，也是政府公職人員職責一
部分，而安排公務員在立法會支援司局長也是公務員
訓練的一部分，包括可讓公務員觀察議會辯論情況。
事實上，政府在20多年前已有相關安排，外界不應單
純概括這些工作為「監察」議員投票。

僅現有人手不涉額外開支

鄧國威說，由於立法會事務性質和程序各有不同，
政府會因應個別情況調配不同公務員人手到立法會支
援，而有關工作只涉及各政策局或部門的現有人手及
資源，不涉額外開支。

鄧國威：公僕駐立會有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