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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闖駐軍總部罪加一等
鼓吹「港獨」的反對派組織「香港人優先」，成員

招顯聰聯同多名成員非法強闖添馬艦解放軍駐港部隊
總部，並手持港英旗高呼「解放軍撤出香港」、
「Hong Kong is my country（香港是我的國家）」等
極具「港獨」色彩的口號。一身黑色裝扮、儼如恐怖
分子的「香港人優先」頭目招顯聰事表明是「搞港
獨」，今次「突襲」則是為元旦「大搞作」之「熱
身」，他又語無倫次地稱，「突襲」目的在於「幫助
香港人克服恐懼心魔」，氣焰囂張地稱明知是犯法也
要「拚命」，日後會繼續舉行游擊快閃行動。
必須指出的是，擅闖私人地方尚且要負上民事和刑

事責任，強闖駐軍總部更屬罪加一等。中環軍營是香
港法律規定的軍事禁區，「港獨」組織成員公然非法
強闖入中環軍營，駐軍已報案，將案件交香港警方處
理。根據《駐軍法》第十二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應當協助香港駐軍維護軍事禁區的安全。香港駐

軍以外的人員、車輛、船舶和飛行器未經香港駐軍最
高指揮官或者其授權的軍官批准，不得進入軍事禁
區。軍事禁區的警衛人員有權依法制止擅自進入軍事
禁區和破壞、危害軍事設施的行為。特區政府亦應協
助駐軍維護軍事禁區安全。

「香港人優先」是不折不扣的「港獨」組織
國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2012年12月24日指

出，近年有股「港獨」勢力抬頭，「像病毒一樣蔓延
得很快」，值得提高警惕和嚴正應對。「香港人優
先」就是「港獨」勢力之一。「香港人優先」前身是
近年冒起的「港獨」組織「我係香港人，唔係中國
人」，通常稱呼作「香港系」成員。「我係香港人」
因內訌而一分為三，分出「港人自決 藍色起義」
（HKBRR）及「香港人優先」。「香港人優先」曾經
組織過「光復上水」運動，高聲呼叫「中國人滾回
去」的口號。這個組織更加糾集人馬，在尖沙咀公開
辱罵內地遊客，喝斥內地遊客「中國人是垃圾」，現

場記者曾經問招顯聰：難道你不是中國人嗎？招顯聰
自稱是「香港人」而非「中國人」。今年7月1日，
「香港人優先」到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門前挑釁，公
然稱解放軍是「匪軍」。其種種行為實屬分裂國家、
不折不扣的「港獨」行徑。

「港獨」勢力囂張行動有計劃有預謀
招顯聰和早先粗口辱警的林慧思是社民連成員，一
直追隨「台獨」和「港獨」雙料分子黃毓民。早前黃
毓民、陳偉業因非法組織遊行及衝擊警方防線，被裁
定非法集結罪成，於是玩弄「撒豆成兵」的詭計，成
立了「香港獨立運動」、「香港本土」、「香港人優
先」、「調理農務蘭花系」等「港獨」組織，讓他們
充當搞「港獨」分裂國家的急先鋒。林慧思支持有邪
教背景的法輪功時大爆粗口辱警，其他「港獨」成員
就為她從不同角度拍攝新聞片放到網上。學生家長在
旺角和平集會，招顯聰就帶領暴力分子衝擊和平集
會，被警察拘捕，林慧思、韓連山、毛孟靜、范國威
等人立即聲援招顯聰。今次招顯聰等人非法強闖軍
營，《蘋果日報》密切配合全程採訪，讓招顯聰大發
謬論，並且將強闖解放軍總部的片段放上動新聞和you-
tube。這些都顯示，近年來「港獨」勢力的囂張行動，
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

「掟汽油彈」事件與強闖軍營應併案調查
值得警惕的是，去年2月，有「港獨」分子在「香港
人網」發表貼文，表示以「中國茉莉花革命」名義發
動「反共植（殖）民起義」，恐嚇說要向解放軍軍
營、中聯辦及駐港特派員公署投擲汽油彈，又教導網
民以啤酒樽製造汽油彈。另有「港獨」分子稱：「老

細，夜襲解放軍，五
六式小口徑步槍有效
射程為四百公尺，擲
出汽油彈，你有三秒
在射程內，大概中十
五槍左右。」警方對
此大為緊張，派出反
恐特勤隊巡邏中央駐港設施，又將案件交由港島總區
重案組調查。
眾所周知，「香港人網」與黃毓民關係密切，「香

港人網」集中了一些支持黃毓民的網民。黃毓民早先
恐嚇要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掟汽油彈」，與「香
港人網」上的「港獨」分子宣稱要向解放軍軍營、中
聯辦及駐港特派員公署投擲汽油彈，其間有何關係？
警方應結合這次「香港人優先」成員公然非法強闖入
軍營，併案調查。

非法強闖軍營公然踩「一國兩制」底線
非法強闖軍營的「港獨」分子明顯是在挑戰法律，

對抗基本法和駐軍法，對抗國家主權，在香港這樣一
個法治社會絕不能允許這種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的行
為存在。「一國兩制」是有底線的，既要維護香港的
繁榮穩定，也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在香港駐軍既是維護主權的必要，也是維護包括香港
在內的國家安全的需要。非法強闖軍營，是公然踩
「一國兩制」底線的非法行徑，必須依法嚴懲。由於
「香港人優先」聲稱這是元旦佔中行動的熱身和將
「陸續進行游擊快閃行動」，所以執法部門對這次強
闖解放軍總部的危險行徑，決不能容忍和姑息，必須
強烈譴責，依法嚴懲，以儆效尤。

高敬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譴責強闖軍營 依法嚴懲暴徒
「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成員12月26日公然非法強闖入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叫囂

「解放軍撤出香港」、「支那人滾」等「港獨」口號，這是香港1997年回歸以來首次有

「港獨」組織非法強闖駐港部隊總部，性質非常嚴重。中環軍營是軍事禁區，「港獨」組織

成員不顧營門哨兵警告，強行闖入軍營，違反駐軍法、公安條例及受保護地方（保安）條例

等。連日來，社會各界強烈譴責強闖軍營的非法和危險行徑，要求執法部門依法嚴懲暴徒。

「港獨」組織成員非法強闖軍營，是對國家安全和主權的猖狂挑釁和危害，是對香港繁榮穩

定的嚴重破壞。非法強闖軍營公然踩「一國兩制」底線，對這種危險行徑，決不能容忍和姑

息，必須強烈譴責，依法嚴懲，以儆效尤。

■高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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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回顧一下回歸後忽然興起
的「司法覆核」熱潮，香港不論經
濟民生福利基建及人口等政策最終
皆要訴諸法庭由「法官話事」，對
本港的經濟民生造成了沉重的衝
擊。
1999 年 1 月 29 日的「吳嘉玲

案」，引發了可能釀成160多萬內
地人移居香港的嚴重危機，當時代
表吳嘉玲的一方，就是其後籌組公
民黨的資深大律師張健利及大律師
吳靄儀。

多宗司法覆核對香港影響極大
1999年12月的「劉港榕案」，法
院判決入境處針對聲稱擁有居港權
者的驅逐令的法理基礎不成立，更
簽發了人身保護令狀，當時代表劉
港榕的大狀，正是後來成為公民黨
核心成員、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
李志喜和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大
批聲稱擁有居港權的內地人逾期居
港，並頻頻發起示威遊行，衝擊政
府部門和執法警員，更釀成火燒入
境大樓，導致一名入境主任殉職和
一名爭取居港權人士燒死以及數十
人燒傷的慘劇。
1999年特區政府提請人大釋法，
解決了超過160萬名港人內地子女可
能湧港的危機。但在2001年，終院
在「莊豐源案」中裁定父母皆非港人
但在香港出生者都可享有居港權，當
時代表莊豐源的大律師同樣為李志
喜。「莊豐源案」令大量內地孕婦湧
港產子，由2001年至2011年，已獲
居港權的「雙非」嬰兒超過17萬
人，對香港醫院的婦產科、兒科、母
嬰健康院以至未來的人口政策和社會
福利造成嚴重影響。
2010年12月，公民黨李志喜「再
出招」協助3名外傭入稟高院申請司
法覆核，為外傭居港爭議 掀起序
幕，倘外傭一方勝訴並成為案例，

多達40萬的外傭及其家人有可能取得居港權，將對
香港福利、勞工、教育、醫療、公屋和人口政策帶
來巨大衝擊。

公民黨是禍港官司罪魁禍首
除了以上這幾個人口炸彈的司法事件，公民黨更

主導多宗司法覆核，包括「港珠澳大橋環評司法覆
核」，代表入稟人的資深大律師張健利，公民黨黃
鶴鳴協助綜援老婦朱綺華申請司法覆核，官司導致
工程延誤，建築成本大增，更影響沙中線等配套工
程！
72歲男子霍兆榮不滿醫管局收取港人內地配偶產
子費用，代兒子及媳婦提出司法覆核，他先後在原
訟庭及上訴庭敗訴，但不服，並申請上訴至終審法
院的許可，再被上訴庭拒絕，他直接向終審法院提
出申請，最終獲批准。
石鼓洲焚化爐覆核獲批法援，長洲居民兼離島旅
遊協會主席梁翰偉今年七月被判敗訴後，隨即申請
法援準備提出上訴，至近日其法援申請獲批，並獲
李志喜在內的四名律師供他選擇，梁點名要李志喜
負責，而李於兩日內回覆會接手。

「大狀黨」將變本加厲攻擊基本法
綜合以上所有司法覆核案，其旨皆在挑戰基本
法。有鐵一般的事實證明，我們相信香港那一小撮
「人權鬥士」會夥同「大狀黨」，往後會變本加厲
不斷鑽研如何提呈司法覆核攻擊基本法，衝擊香港
經濟民生福利基建及人口等政策，最後達至其不可
告人卻又呼之欲出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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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不顧北京和韓國等反對參拜
靖國神社，受到包括美國、俄羅
斯、歐盟、澳大利亞等國政府和主

流國際媒體的猛烈抨擊，顯示世界正高度警惕日本成為
新的「戰爭禍源」。
安倍上台後，推出系列旨在復活軍國主義的措施，不
僅引起中國、韓國和東南亞國家的擔憂，一直為日本
「保駕護航」的華盛頓也倍感擔憂。美國原來期望，東
京永遠像條狗，在白宮的指揮下遏制北京，讓美國坐享
漁利。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日本的野心大得很，既
想「和北京幹一仗當亞洲的領袖」，也叫囂要報「兩顆
原子彈之仇」。隨中日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華盛頓的擔憂也日益加深，因為中日如果發生戰爭，美
國會不得不被捲入其中；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華盛頓無
疑是一個重要攻擊目標。
據日本媒體最新調查結果顯示，超過50%日本民眾為

越走越右的安倍政府憂心忡忡，擔心步二戰覆轍，最終
毀滅日本。安倍上台後，並不將精力放在振興日本疲弱
經濟、與鄰國打好關係方面，而是頻頻推出「瘋狂外
交」，耗費了巨大的財政資源。日本天皇在80歲生日
語重心長地告誡日本民眾，「不要忘記二次世界大戰，
不要忘記過早死去的年輕生命」。二戰時日本推出「大
東亞共榮圈」，安倍今天頻頻散佈「中國威脅」、推出

「東亞民主繁榮」，正好一脈相承。包括美國、日本和
東亞國家都在高度關注日本可能再成為「戰禍根源」。

為「復國」瘋狂外交及修法
安倍第二次上台一年，包括「白宮一日遊」，已經訪

問了俄羅斯、歐洲、東南亞、中東、非洲、東盟等29
個國家。發瘋一樣的出訪，目的是為了「成為正常國
家」。日本媒體也因此給安倍戴上了「超級推銷員」的
高帽子。安倍除了瘋狂推銷「日本國」，並在國會頻頻
推出《特定秘密保護法》等系列旨在復活軍國主義的法
律。安倍還揚言，要恢復在民主黨執政時受損的日美關
係，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希望「綁架美國」上
自己的戰車。安倍無視沖繩民眾的抗議還舉辦了「主權
恢復日」活動，並引誘天皇出席。
東京已經專門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為制定允許

和行使集體自衛權提供方便。在安倍的教唆、鼓吹和慫恿
下，日本右翼已經從一小撮變成了一大撮。一大撮右翼分
子在估計形勢時，總習慣性地高估自己，使出爐的策略具
有強烈的冒險性。二戰時期，日本在實力不如美國、在中
國戰場進退兩難的困局下，仍然膽敢冒大風險偷襲珍珠港，
說明世人必須對企圖復活軍國主義的安倍保持高度警惕。
日本右翼近期一直自我吹噓，「海上力量僅僅次於美國排
行世界第二」，意指有能力重現「甲午海戰雄光」。

亞太因為日本變不平靜
上世紀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瘋狂修法、宣傳，目

標就是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圈」。東京先
後修訂《帝國國防方針》、《帝國軍隊用兵綱領》、
《軍隊充實計劃大綱》和《軍事保密法案》，大幅增加
軍費，終於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31年5月，日本
關東軍的新兵訓詞說：「環顧帝國情勢，國難內外交
逼，國家前途令人憂慮。為扭轉局面，唯有通過武力解
決周邊」。日本雖然戰敗了70年，始終拒絕執行、甚
至否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文件。日
本右翼總認為是美國人、俄羅斯打敗了他們，從不認為
中國能夠打贏他。
安倍是典型的日本右翼總代表，他公開聲稱「自己的
政治基因主要來自他的外祖父、甲級戰犯岸信介」；公
開否定東京審判，說什麼「東京審判是同盟國的審判，
不是日本的審判」；甚至揚言「日本殖民侵略的定義尚
無定論」；叫囂「要在亞洲為世界『作貢獻』」。在致
力擺脫憲法約束，謀求對外戰爭權的同時，野蠻地聲稱
「日本修憲無須向鄰國解釋」；「如果有人認為這是復
活軍國主義，那就『請便吧』」。戰爭狂人從來不講理
性，東亞的今天已經相當不平靜，原因就是日本正再次
可能成為亞太地區的「戰禍根源」。

世界高度警惕東京再成「戰禍源」

文平理 港輿論：落實普選須完整理解基本法

《星島日報》社評指出，「如何普選行政長官，
不同政見的人士有不同的主張，要達成共識，並非
易事，若各方堅持己見，不願妥協，政制原地踏
步，勢將牽連到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亦難以普選
產生。政改的步伐，不進則退，相信大部分香港人
都希望各方能夠務實理性，謀求共識，同心協力，
在政改尋求出路。其實，各政治力量一輪博弈之
後，已經露出一綫曙光，部分『泛民』人士不再堅
持以『公民提名』取代基本法定出的提名機制，並
轉向爭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法。」

依法辦事才能落實普選
《成報》社評則認為，「有人說，不要把中央官

員的說話當聖旨。這話不錯，中央官員的說話本非
聖旨，亦毋須當聖旨辦；但是，若官員所說的是按
照基本法、人大常委會決定，這話就須聽從。不在
乎誰說了話，關鍵在於是否按照基本法、是否符合
人大常委會決定。所以，不妨把基本法、人大常委
會決定當作『聖旨』，並以此為準則展開政改諮
詢，才有利形成共識。有人提出，中央官員的講
話，給香港政改設置了框框。應該澄清的是，『按
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推動政改，這並非設置框
框。有規矩，始能定方圓；有法則，方能治家國。
做任何事都要有規矩，不能將規矩說成框框，因為
無了規矩，亂哄哄便難以成事。」

《明報》署名文章則指要完整理解基本法，「在
法理層面：中央領導人多次強調，香港的政制發展
必須要按基本法以及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規定進
行。……基本法第45 條以及人大常委會相關規定列
明：行政長官候選人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而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
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及組成。全國人
大常委會專責法律事務的官員喬曉陽及李飛，都先
後針對有關條文作出解釋，指出提名委員會提名行
政長官候選人，是一種機構提名，正因為是機構提
名，才有『民主程序』的問題。」

反對派開天殺價無助討論
《星島日報》署名文章指出，「若要把『公民提
名』程序硬寫進法律，或由全民組成提委會，做法
等同架空提名委員會的權力，令提委會變成橡皮圖
章，將難以符合法理基礎，亦無助落實普選。正如
林鄭月娥指出，提出建議的人士有責任解釋方案如
何符合基本法規定，以貫徹理性務實的方針，讓社
會可以共同在現存的法律框架下進行實際的討論，
才是最有利的做法。」
《am730》署名文章則提到，「『泛民』開天殺

價，堅持多月的『公民提名』，遭到李飛等漠視、
輕視，『泛民』心知形勢不妙，於是落地還錢，再
提『公民推薦』方案，原先由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

弘毅在今年中提出，其後沒有跟進。近日『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拾人牙慧，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亦
附和一番，以為可以瞞天過海，其實是金玉其外，
敗絮其中。幸好，政改三人小組的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明確反駁『公民推薦』的謬誤。」
對於反對派人士又拋出所謂「政黨提名」的說

法，《信報》署名文章從法理上斥駁，「附件一的
選委也好、提委也好，都是由四大界別產生特首或
特首候選人。這個過程全無政黨參與的角色，即使
四大界別中有立法會議員，但他們不是以黨的名義
加入。由此作出的解釋，認為政黨沒角色參與選特
首，應是合理說法。否則，像『政黨』這麼吃重的
參政組織，怎可能不寫進基本法，不寫，表明是有
意排除；如果再用起草基本法過程的討論記錄看，
政黨參與提名，與參與選舉特首的建議曾有提出來
考慮，但最後沒有納入基本法條文中。若如此，政
黨在基本法中沒有參選特首的任何角色，不是無意
之失，而是有意的排除。」

「長毛做特首」論挑戰中央底綫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在一電台節目中聲言，

社民連主席梁國雄也可以通過普選做特首，受到輿
論批評。《星島日報》署名文章認為，「市民在談
論政改時，必須認清兩個政治和法律底綫，第一，
特首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不能夠與中央對
抗；第二，任何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
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否則任何討論都是不現實
和不務實。近日有『泛民』人士拋出『長毛可當特
首論』的謬論，公然挑戰中央底綫，這對推動政改
毫無幫助。……市民期待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已久，
各方應努力凝聚共識，勿胡亂開出一些不切實際和
違犯《基本法》的條件，企圖混淆視聽。要知道若
政改一再原地踏步，香港將捲入無日無之的政治爭
拗之中。」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指出，基本法第45條規定的是

由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

人，然後普選產生特首，我們不可以只是要普選的一部分，不要提名委員會。輿論認

為，譚惠珠的講話提醒人們，落實特首普選須完整理解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有關規

定，非常必要。輿論並指出，基本法第45條關於特首普選的規定，既包括提名委員

會，也包括普選，兩者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能偏廢。所謂「公民提名」就是只

要普選，不要提名委員會。這種違反基本法的要求當然是行不通的。

西方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