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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間諜機構為「佔中」搞手換手機 暴露其指揮者面目
徐 庶
網上爆料文件又再揭露，9 月 23 日，香港中文大學美國中心向「佔中」核心成員每人提供
一部 iPhone 6 手機，有 16 個人被指定配備，並須使用該手機進行聯絡和發送資訊。獲贈手
機人員包括：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盧偉明、葉寶琳、周永康、岑敖暉、羅卓堯、梁麗
幗、方志信、羅冠聰、陳玨軒、賴偉健、黃之鋒、黎汶洛、周庭。9 月 22 日，學聯發起所謂
「罷課」，第二天美國中心立即安排「佔中」核心使用新的手機，當中有何玄機？這說明美
國是「雨傘革命」的總後台，是「佔中」的指揮者。美國掌握了指揮系統，利用手機的互聯
網加上保密軟件進行秘密通訊，這正是美國搞「顏色革命」的鮮明特徵。
的指揮系統非常現代化和軍事化：9月28 日，就成功調
動各路人馬，人數達三萬多人，分別佔據不同位置，
對警察的防線進行了切割和包圍。五分鐘之內，突然
佔領了夏愨道和金鐘道，一小時之後，組織了多個梯
隊衝擊政府總部的警察防線。「雨傘革命」的前衛隊
不斷拉動鐵馬，並且用雨傘攻擊警察，用腳猛踢警察
的上下五吋。衝擊者人多勢眾，而且輪流換班。警察
孤立無援，體力消耗極大，半小時就會筋疲力竭。如
果失守，衝擊者就可以佔領政府總部，「雨傘革命」
立即大功告成。警察為了力保政府總部不失，唯有施
放催淚彈，令衝擊者不能再靠近警察防線。結果，美
國的所有電視台和報紙，翌日大做文章，頭條報道香
港發生了「雨傘革命」，並且指責香港警隊使用了過
度武力。事實上美國警隊處理「佔領華爾街」的騷
動，發射的催淚彈達到了幾百枚，還動用了對付恐怖

事實上，美國中心是一個美國間諜組織，是這一次
「雨傘革命」的指揮核心。更換「佔中」核心手機的
目的：第一，出於保密需要。手機的所有通訊，加上
了保密軟件。外部的人，即使勾了線，如果沒有解密
軟件，也不知道通訊內容，即使知道了他們犯罪，也
不能以手機通訊內容作為證據起訴他們。美國人是
「顏色革命」老手，在十多個國家發動革命，奪取政
權，能夠把當地的合法政府蒙在鼓裡，每次都得手，
就是依靠這種有保密功能的手機和軟件。

美國間諜組織是「雨傘革命」指揮核心
第二，讓美國的間諜掌握「佔中」每一個細節。老
牌特工 Dan Garrett 就在中環現場指揮，如臂使指，
Dan Garrett 26 到 29 日在政府總部附近的示威者中間徘
徊活動，已經被網友拍攝下來，無所遁形。美國間諜

分子的暈眩閃光彈，又出動了馬隊衝擊。美國警察使
用的暴力，是香港警察的十倍。
第三，參與了「港版顏色革命」的反對派頭頭，一
共五十人，他們怎樣聯絡，怎樣指揮群眾，怎樣收集
現場情況，怎樣作出決策，都使用 iPhone 6 的保密軟
件。這樣一來，美國的間諜可以通過iPhone 6的後門裝
置掌握每一個人的動向，對於「雨傘革命」的每一個
進展了如指掌，不必通過匯報。如果中間有一個人是
二五仔，洩露了機密，美國間諜會立即發覺。所以
iPhone 6 也是一個監察系統。即使 iPhone 6 沒有進入通
話狀態，美國間諜也可以竊聽和偷窺iPhone 6周圍的情
況，24小時進行監察。
香港中文大學美國中心長期以來，通過派遣特務、
發放津貼，牢牢地控制了學聯和各大學的學生會。美
國中心表面上以「教育機構」示人，實質是向香港反
對派提供抗爭培訓、支援「佔中」行動等反中的基
地，其中心主任Morton Holbrook （侯儒楷）是美國情
報部門老將，卻從未有任何學術界資歷。

美國人究竟要在香港幹什麼？
日前有網友稱：「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夏千福盯緊
『佔中』」，網友並用手機拍下照片，指 10 月 15 日早
上夏千福在旺角「佔領區」附近的麥當勞出現並與人
接頭，討論撤還是不撤？其實學聯話不了事。真正的
話事者是夏千福。他反映了美國的意向。美國人認

為，不能讓「雨傘革命」無疾而終，不應該這個時候
撤退。不僅要繼續「佔中」，更加要在旺角擴大佔
領。學生的人數不夠，美國認為要出動人民力量、社
民連、「熱血公民」的力量。夏千福出現在旺角之
後，學聯的頭頭、黎智英、黃毓民、黃洋達，立即出
動到了旺角，作出了部署，並向佔領者打氣。17 日，
學聯和學民思潮發出戰鬥號令：「據點一個都不能
少，不能撤退，重新佔領彌敦道。」互聯網上，立即
出現了密集的「動員通知」。各路人馬一共九千人聚
集到了彌敦道，包圍警察，竟夜進行了騷動。
10 月 15 日早上夏千福出現在旺角「佔領區」的同
時，夏千福的上司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也向香港警隊
施壓：「必須迅速地、高透明度地公布警察毆打香港
示威者的事件」，美國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要瓦解
香港警察的士氣，不敢使用武力，讓違法者之後肆無
忌憚佔領彌敦道，包圍和衝擊警察的防線。華盛頓和
香港的美國官員同時出手，這說明了美國是「雨傘革
命」的總後台，是「佔中」的指揮者。美國掌握了指
揮系統，利用手機的互聯網加上保密軟件進行秘密通
訊，這正是美國搞「顏色革命」的鮮明特徵。
美國人究竟想幹什麼？是否企圖在亞太經合會議上
向中國勒索什麼好處？如果是這樣，美國將不會讓佔
領行動停下來，更加會指揮升級。所謂佔領者，不外
是美國人的反華棋子。美國人究竟要在香港幹什麼？
值得香港人繼續密切觀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日前有網民大爆工黨立法會議員

李卓人家族及其操作組織，於過去二十年間，一直收受美國機構
巨額資助，數額高達 1,300 萬元，引起社會各界不滿，質疑有否勾
結外國勢力。「愛護香港力量」十多名成員昨午到北角廉署總部
請願，要求李卓人站出來向市民及選民交代清楚，為何多年來收
取鉅款卻未有申報；同時促請廉政公署徹查李卓人被指收受美國
巨額資助事件。

李卓人早前承認曾收取壹傳媒黎智
英捐助共 150 萬，卻未有向立法

會申報，事件已交由廉政公署進行調
查。但令人震驚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日前有網民大爆李卓人家族及其操
作組織，於過去二十年間，一直收受美
國機構巨額資助，數額高達 1,300 萬
元。李卓人收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旗
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大筆捐贈，
當中更指名捐款是用作支援違法「佔
中」行動，及去年由職工盟一手包辦的
國際貨櫃碼頭工潮。

毀工人飯碗「李卓人滾蛋」
「愛護香港力量」十多名成員昨午到
北角廉署總部請願，他們手持標語，高
叫「李卓人滾蛋」的口號，並讀出請願

信的內容。召集人李家家指出，從「違
法佔中」及國際貨櫃碼頭工潮來看，只
能見到破壞社會法治、打爛工人飯碗的
事實。她質疑李卓人究竟真的是為香港
爭取民主、為工人爭取權益，還是「收
錢替美國政治組織『辦事』」。

收鉅款瞞報 須出來交代
李家家指出，李卓人多年來收取鉅款
隱瞞不報，若非被網民爆出款項交收單
據副本，香港市民就會一直被蒙在鼓
裡。她質疑，「尊敬的『民主鬥士兼工
人權益鬥士』李卓人，在香港爭取民主
或工人權益，是否有需要收取美國政治
組織的大量資金？再者，李氏所收的鉅
款，到底有多少是用在『爭取民主及工
人權利』之上，又有多少是李卓人家族

■「愛護香港力量」到北角廉署總部請願，要求李卓人站出來向市民及選民交代
清楚，為何多年來收取鉅款卻未有申報；同時促請廉署徹查事件。
『袋袋平安』呢？」
李家家又質疑，身為立法會議員的李
卓人，若涉嫌長時間收受美國政治捐
助，當中會否涉及賄賂、政治黑金、發
動「佔中」、出賣港人、逃稅、造假賬
等胡作非為、破壞香港行為。「愛護香
港力量」認為，李卓人必須站出來向市
民及選民交代清楚，為何多年來收取鉅
款但卻未有申報；同時亦促請廉政公署
公平公正地行使權力，徹查李卓人收受
利益事件，給香港市民一個清楚交代。

批用公帑助「佔中」者濫用立會
另外，「愛護香港力量」又批評指，
於「違法佔中」爆發前後，李卓人公器
私用，任由議員助理明目張膽地違反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讓一
眾示威者濫用立法會大樓各種設施，及
後更把個人辦事處化作臨時指揮中心及
「佔中物資庫」，認為此等行為是以公
帑資助「違法佔中」，是愧對市民選
民、愧對學生家長。

「事實婚姻」立法 恐掀勞資訴訟
平等機會委員會自今年7
月起，展開為期 3 個月的
公眾諮詢，檢討和研究如
何改進所有歧視法例，以期更有效地在香港防止歧
視，促進人人平等。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一直關注本港家庭事務，就
今次諮詢文件中涉及「事實婚姻」、「同性事實婚
姻」和「前度事實關係」等爭議性議題，較早前與平
機會主席周一嶽進行了交流和討論。
我們認為，婚姻應該是一男一女的莊嚴承諾，受法
律的保障下建立家庭，生兒育女，互相扶持。家庭價
值建基於婚姻、血緣及關愛之情，這是毋庸置疑的。
我們理解平機會致力維護每一個人擁有平等機會的立
場，但對把家庭的定義擴展至包括「事實婚姻關係」

有所保留。
「事實婚姻關係」既未獲社會普遍認同，亦未有確
實的定義，難以判斷一對伴侶有否「事實婚姻關
係」，日後若出現涉及「事實婚姻關係」的爭拗，將
會令情況變得更為複雜，無助解決問題。
本地企業需為員工的「事實婚姻關係」伴侶提供福
利，將會增加企業經營成本，對中小企的影響尤為明
顯。然而，企業難以核實員工的「事實婚姻關係」是
否真實，勞資雙方可能因對「事實婚姻關係」的定義
有差異而爭拗甚至是訴訟，容易影響勞資關係。

變相鼓勵不承擔義務享福利
把家庭的定義擴展至包括「事實婚姻關係」，實際
上是把「事實婚姻關係」伴侶的地位提升至等同於合

法夫妻，變相鼓勵男女不需要承擔義務，卻能夠同時
享有因婚姻而帶來的權利及福利，此對願意真誠按照
法律締結，並願意互相承擔義務及責任的夫婦而言，
並不公平。
「事實婚姻」一旦立法，不僅對傳統思想帶來衝
擊，其他法例及政策例如房屋、醫療及福利等亦必須
作出相應的變動，影響深遠。
由於「事實婚姻」沒有法例的嚴格定義，容易誘騙
人們為享有婚姻帶來的權利及福利而建立虛假的「事
實婚姻」關係，對婚姻制度帶來嚴重影響。
此外，老一輩市民不接受同性伴侶及同居關係，他
們對「歧視條例檢討」諮詢亦不知情，也不知道有何
途徑表達意見或訴求，希望平機會顧及和提供平台讓
長者表達意見。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教署督學竟煽動非法抗爭 真是豈有此理！ 卓 偉
「佔中」是一場禍港殃民的政治
動亂，但同時也是一面照妖鏡，將
一些平時不容易察覺，潛藏在社會
內的塵埃污垢、魑魅魍魎都照射出
來，無所遁形。其中，一些香港教
育系統內的「害群之馬」，在「佔
中」期間發表大量偏頗，甚至是鼓
吹違法的言行，更令人怵目驚心。戴耀廷曾經寫過一
本名為 《佔領中環 和平抗爭心戰室》的書，大談
「佔中」的「心戰」部署，但其實「佔中」的「心

戰」早早已經在教育界內打響。
近日，facebook 上流傳一個教育署督學林威廉的帖
子，內容大力煽動所謂野貓式抗爭，他更將警察寫
成「警賊」，大言不慚地教路，「現在，中環、灣
仔打緊快閃『佔中』，警賊快啲去捉，你捉到，人
太少，你可以告人哋非法集會？定告佢不小心使用
路 面 ， 定 遊 蕩 ？ 」 這 番 說 話 出 自 激 進 憤 青、 梁 國
雄、曾健超之流的口不足為奇，但林威廉不僅是教
署職員，更是一名督學，即負責監管教學質素的
人。這樣的人竟然公開煽動示威者「快閃佔中」，

參與野貓式非法抗爭，等於是公然教唆犯法。這種
言論怎可能出自教育工作者以至公職人員之口？如
此肆無忌憚真是豈有此理！
而且，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到，林威廉是一個政治極
為偏激的人，將維護法紀的警員稱為「警賊」，將警
員視為敵人，兵賊不分，這樣顛倒是非黑白的人試問
如何向學生傳道授業解惑？更不要說，他為了「對
付」警員，竟然鼓吹市民不斷在街上投訴違例泊車，
如果警員遲了處理就立即投訴他們云云。現在「佔
中」搞得狼煙四起，警員疲於應付，有時候未必能即
時處理違例泊車也是情有可原。但林威廉竟然「獻
計」要市民加重警員工作量，甚至以此作為打擊警員
的武器。這樣的人，除了說他讀壞書、燒壞腦之外，
還如何形容其言行？

鄭李錦芬：不希望「佔中」影響安定

「愛港力」廉總請願
促查阿人袋「美金」

作為商界精
英，在複雜的
社會打滾數十
載，從她身
上，不難看到
一股「話一就
一，話二就
二」的勁兒，
開場的一句就
是「適當的時
候，就要明確
地表態，不應
■鄭李錦芬
資料圖片
該怕，也不應
該閃縮」。前美國安利（Amway）機構執行
副總裁鄭李錦芬女士日前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強
調，自己低調不等於沒有想法，當港人在抱擁
民主、自由、法治的同時，自己亦不希望看到
「佔中」這些影響社會安定繁榮的違法活動繼
續在社會出現。

退休 3 載首度開金口

以「沉默大多數」來形容鄭李錦芬，是最合
適不過。在搜尋器中，首數頁可找到的，都是
她獲委任或辭去上市公司獨立非執董的新聞，
或是她擔任《與 CEO 對話》的嘉賓，但卻沒
有她的訪問，也沒有她對社會事務的評論。鄭
李錦芬自己亦說：「我已經退休 3 年啦，今次
是我首次接受傳媒訪問。」
這次肯「出山」表達意見，是因為「佔中」
對她的震撼太大。「看到『佔中』，實在令我
太傷心。因為這的確會影響到社會的安定繁
榮，也影響市民的正常生活。」

「一國」下「兩制」不能單考慮香港

「對於『佔中』，我會這樣看，主觀上，我
是堅定地抱擁民主、自由和法治，我也喜歡多
元的社會。不過，自由和法治是必須同時出
現，民主就是制度的建立。客觀上，大家也要
明白，香港是『一國』之下的『兩制』，國家
的決定不只能單單考慮香港。然而，目前社會
有部分人的想法，只以香港這個城市作為出發
點，沒有宏觀地看問題。」
這位見證了港英時代及香港回歸、帶領美資
跨國企業到中國內地大展掌腳的 CEO，鄭李
錦芬相信港人不僅在生活上要華洋共處，在政制改革上
亦然：「我認為中國目前的發展方向是融合外國優秀的
價值和中國傳統智慧的新道路，是一個法、理兼備的，
包含民主、自由和法治，也結合中華文化的包容、持
平、和諧團結。這條路是需要時間來發展，我作為美資
公司高層，在內地處事也要適應。不過，花點時間溝通
之後，最終都能與內地有關部門達成共識，而且效果是
很好的。」

爭民主不能「一步到位」
鄭李錦芬期望，目前在香港街頭爭取民主的人士，要
明白所有事情都不能「一步到位」，政制改革到了下一
個階段，亦可以繼續溝通，繼續優化。「你要求『公民
提名』這個不符合規則的方式，若北京真的接受，你隨
時又會說他們沒有規則可言。」她最後寄
語年輕人：「激情過後，冷靜下來，大家
都要務實地、理性地去解決問題，尋找出
2
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關據鈞



不是說公務員、教育工作者不能有政治立場，但前
提是不能因為政治而影響工作，更不可利用自身的身
份或權力去做政治勾當。林威廉是一名督學，也是一
名公務員，必須遵守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守則，怎可能
肆無忌憚地宣揚違法抗爭、鼓吹「仇警」？其立場完
全偏向「佔中」一方，這樣的人怎能令人相信他能不
偏不倚地履行職責？一個殘酷的真相是，香港的教育
界確實存在不少這樣的「害群之馬」，而「佔中」發
起人戴耀廷、陳健民也是其中之一。難怪在香港連推
動國民教育都如此困難，通識科竟然變成一些別有用
心者的「洗腦」工具，根源正在於教育系統本身，不
是充斥教協一班政治教師，就是林威廉之流的偏頗
督學。社會對於教育界的亂象，看來不能再坐視不理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