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齊正之）行政長
官梁振英昨日指社會應該關心「外部勢
力插手香港政治問題」後，工黨的立法
會議員李卓人就急不可待地稱是「抹
黑」。但事實勝於雄辯，李卓人這位
「收錢高手」，除在去年7月被揭發收
取黎智英150萬元「捐獻」而不申報
後，去年10月再有網民披露，李卓人任
秘書長的職工盟在過去20年來，一直接

受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簡稱
ACILS）資助，總數高達1,300萬元。

美組織資助職工盟20年
自稱受違法「佔中」嚴重影響生意的

一名旺角電腦商戶，去年10月初在網上
發布多份職工盟收受美國團結中心資金
的密件。密件顯示，職工盟成立於1990
年7月，早於1994年便接受團結中心資

助，以從事多種符合團結中心資助要求
的工會和公民活動，資助以每年計算，
金額由44萬元至86萬元不等，20年總
額約1,300萬元。
資料顯示，團結中心與美國國家民主
基金會（簡稱NED）有特殊關係，團結
中心以推動國際工人權益為名，介入多
個國家和地區的事務，為NED基金的
核心受讓方。

密件披露，職工盟就去年10月1日至
今年9月30日期間的活動，已向團結中
心提交最新一份資金申請，金額約118
萬元。職工盟在該年度申請背景中開宗
明義提到，「佔中」起因於普選爭議、
貧富懸殊和高通脹、高樓價等情況，並
特別強調職工盟具有推動香港民主的重
要角色，以迎合資助機構的要求。職工
盟亦指出，團結中心對職工盟2014年度
的支持，共計25項活動，包括在2015
年五一勞動節發動一場有 3,000人參
與、推動規管工時的遊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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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齊正之）回顧近
20年的歷史，國際上曾發生多次以美國
在幕後操縱的「顏色革命」。其手段基
本上是按照一本由美國中情局（CIA）
參與編寫的小冊子進行的。該書就是被
西方媒體捧為「茉莉花革命教父」的美
國政治及社會學者、「阿爾伯特．愛因
斯坦研究所」創辦人基恩．夏普（Gene
Sharp）編寫的《從獨裁到民主》。簡單
地說，美國搞「顏色革命」的方法，離
不開「三部曲及十二招」（見附表），
但令人震驚的是，這些步驟和招數基本
上在違法「佔中」活動中全數體現。

欲邀「宗師」來港講授
該小冊子其中詳細介紹了如何使用

「非暴力行動」推翻一國或地區的政
權，更總結了198種「非暴力抗爭顛覆
政權」方法。許多「佔中」搞手，都將
這本小冊子奉為「聖經」，使它成為港
版「顏色革命」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
南。而本報日前也報道，「佔中三丑」
的戴耀廷在2013年4月就曾主動發電郵
給夏普，欲邀請這位「宗師」來港親自
講授。
美國經過多年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策動

「顏色革命」的經驗，早已形成了一套
完備的策略和步驟，主要可歸納為「三
部曲及十二招」。留意「佔中」事件的
香港市民應該都可以看到，在持續79天
之久的違法「佔中」活動中，這些步驟
和招數竟一一出現和使用。譬如，「三

部曲」就是外國勢力想通過在香港的代
理人組織發動街頭運動，以爭奪香港的
管治權。

美刊定性「雨傘革命」
而「十二招」中，在「佔中」事件剛

發生時，西方媒體就立即為其「定
性」，扮演着推波助瀾的角色。其中，
美國《時代》雜誌封面就把示威者舉起
雨傘的照片，直接加上「The Umbrella
Revolution」（雨傘革命）的標題，意
指香港正發動一場「顏色革命」。而
「用金錢收買當地包括政客、學者、工
會等勢力」、「派出一些引發暴亂的
『演員』，以武力挑釁警方」等招數，
不也在「佔中」期間多番出現嗎？

美策動「顏色革命」三部曲十二招
三部曲
1. 發動街頭運動 2. 逼迫當地領導人下台 3. 奪取政權或掌握實際管治權
十二招
1. 派出中情局人員，以商人、留學生、旅客、義工等身份進入、滲透目標國家或地區
2. 以人道或推動當地民主為名設立非政府組織（NGO），招攬「崇尚理想和自由者」
3. 以賄賂或威迫等方法收買、控制一些政客、記者、學者、軍人等
4. 以金錢收買當地工會勢力
5. 為「革命」創作出一種象徵顏色和鮮明口號
6. 以不同的社會議題發動「革命」，不需找證據，只需找到發難藉口
7. 以英語寫上抗議標語，好讓美國及西方社會看得見，以便向其政府施加壓力
8. 將收買的宗教領袖、工會領袖、政客、知識分子發動起來，由他們號召對社會現狀不滿的人

加入「革命」
9. 與美歐主流媒體配合，反覆宣傳「革命」是反社會不公，冀獲更多民眾支持
10. 當世界注視的時候，就製造「偽旗行動」，大量拍攝甚至偽造「革命者」被打壓慘狀，以動

搖目標政府，令政府失去人民支持
11. 派出一些引發暴亂的「演員」，以武力挑釁警方，迫使警方武力鎮壓，破壞政府聲譽
12. 發動政客到美國、歐盟、聯合國陳情，令目標政府受到國際制裁

2012年4月 陳淑莊 50萬
2012年4月 毛孟靜 50萬
2012年4月 涂謹申 50萬
2012年4月 四個政黨 950萬
2012年10月 陳日君 300萬
2013年2月 李柱銘 30萬
2013年4月 朱耀明 20萬
2013年6月 陳方安生 30萬
2013年6月 鄭宇碩 30萬
2013年6月 梁家傑 30萬
2013年7月 陳方安生 20萬
2013年9月 香港民主發展網路 50萬
（「民網」主席為朱耀明，委員為陳健民）

2013年10月 李卓人 50萬
2013年10月 民主黨 500萬
2013年10月 梁國雄 50萬
2013年10月 公民黨 300萬
2013年11月 陳日君 300萬
2014年1月 陳方安生 300萬
2014年4月 朱耀明 20萬
2014年4月 李卓人 100萬
2014年6月 梁國雄 50萬
2014年6月 民主黨 500萬
2014年6月 公民黨 300萬
2014年7月 由 黎 智 英 助 手 Mark

Simon給黎的電郵顯示，
黎於6月份為「622 投票」
及全民投票popvote花費
約300萬至350萬元，主要
用於廣告及廣告牌

■來源：「壹傳媒股民」2014.7.22公布的檔案文件

外力插手「佔中」
肥佬黎與美淵源深 戴耀廷屢收匿名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齊正之）據包括本
報在內的許多傳媒收到的種種資料顯示：
香港去年發生的違法「佔中」行動，實質
上就是由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外部勢力策
劃，通過在港的代理人及反對派組織「四
條線」發起港版「顏色革命」。

「中情局分店」介入深
據外國地緣政治智庫Land Destroyer

研究員兼作家Tony Cartalucci 早前透
露，這場「顏色革命」的目的是「要離
間香港和北京（中央），並以香港作為
破 壞 中 國 穩 定 的 跳 板 。 」 Tony
Cartalucci更指出，美國一直利用其由
國會撥款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

（簡稱NED）及其附屬的「國際民主研
究院」（簡稱NDI）等財政、政治和媒
體網絡，在幕後策動和支援「佔中」。
美國著名政治家 William Engdal 指
出，NED可說是「中情局分店」，「以
往中情局礙於政府機關的身份而要秘密
進行的勾當，現在NED可明刀明槍地
去做了。」曾在里根時代任職美國國防
部、現轉任該部顧問的白邦瑞，早前接
受傳媒訪問中也證實，華府一直通過
NED提供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資金，資助
香港「民主」活動。
據了解，美國勢力主要是以學術交流

名義，向香港灌輸美式的思想價值體系
和從事物色代理人等多方面事務。

NED以及NDI為方便介入香港政改，
早年就介入了香港大學成立「比較法及
公法研究中心（CCPL）」，而「佔中
三丑」之一戴耀廷就長期任職此機構。
而美方勢力具體介入「佔中」，主要
是通過四條線進行：
第一條線是黎智英，負責提供金錢資

助和輿論宣傳；
第二條線是戴耀廷、陳健民等人，以

學者身份發起；
第三條線是「學民思潮」黃之鋒，利用

年輕、敢衝的形象，和學聯一起打頭陣；
第四條線是工黨主席李卓人，利用其

職工盟的網絡，提供義工、糾察等等。
由於「佔中」涉及龐大的資金，在這

方面，黎智英自是當仁不讓。
種種證據顯示，在2013年，與美英

關係密切「禍港四人幫」的民主黨創黨
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時任壹傳媒集團主席的黎智英等人就四
出串連，積極醞釀。去年4月，李柱銘
和陳方安生訪美，獲美國副總統拜登接
見，拜登稱美國將「全面支援」香港的
民主運動。同時，李陳又在華盛頓與
NED及NDI開會，由NED地區副主席
格雷夫親自主持，討論「佔中」問題。
至5月，黎智英在香港的遊艇上密會美
國前副國防部長沃爾維茲，商討形勢和
策略。可以說，在「佔中」前幾個月，
「劇本」已在美國的干預下寫好了。

美勢力「四線策動」港變色

「變天三部曲十二招」全套港上演

「黎水」美錢齊收 李卓人袋1450萬

根根據去年據去年77月月2222日日「「壹傳壹傳
媒股民媒股民」」披露的電腦檔披露的電腦檔

案資料顯示案資料顯示，，黎智英於黎智英於20122012
年年44月至月至20142014年年77月向反對派月向反對派
政黨及政治人物先後捐出政黨及政治人物先後捐出2323
筆款項筆款項，，合共逾四千萬元合共逾四千萬元，，
「「受惠者受惠者」」包括公民黨包括公民黨、、民民
主黨主黨、、工黨及社民連等四個工黨及社民連等四個
反對派政黨反對派政黨，，其中其中，，在戴在戴
耀廷於耀廷於20132013年年11月在報章月在報章
上首次提出上首次提出「「佔中概念佔中概念」」
後後，，黎的捐款明顯加快黎的捐款明顯加快
（（見表見表）），，令人懷疑黎令人懷疑黎
智英為何突然智英為何突然「「出手頻出手頻
密密」」的目的的目的。。這還不包這還不包

括黎的助手括黎的助手Mark SimonMark Simon去年去年77月給黎的月給黎的
電郵顯示電郵顯示，，黎於黎於66月份為月份為「「622622投票投票」」及及
「「全民投票全民投票popvotepopvote」」的約的約300300萬至萬至350350
萬元廣告費用萬元廣告費用。。

亂港反對派亂港反對派 同一同一「「大水喉大水喉」」
而在而在88月月44日日，，該該「「壹傳媒股民壹傳媒股民」」再再

次披露有關電郵資料次披露有關電郵資料，，當中記錄了去年當中記錄了去年
66月黎的部分月黎的部分「「開支開支」，」，包括一筆共包括一筆共

11,,275275 萬元的支出標以萬元的支出標以「「特別計劃特別計劃」」
（（June special projectJune special project）。）。其後黎詢問其後黎詢問
Mark SimonMark Simon這筆錢的用途這筆錢的用途，，後者回覆後者回覆
說當中說當中950950萬元是對民主黨及公民黨的萬元是對民主黨及公民黨的
捐款捐款，，約約350350萬元是用於萬元是用於「「佔中佔中」。」。
而在去年而在去年1010月底月底，，自稱自稱「「一個愛大學一個愛大學

的學者的學者」」在網上披露一批檔案在網上披露一批檔案，，其中指戴其中指戴
耀廷有一組耀廷有一組「「違規捐款違規捐款」」的文件和電郵的文件和電郵。。
電郵內容顯示電郵內容顯示，，指戴耀廷以指戴耀廷以「「中間人中間人」」名名
義義，，分別於分別於20132013年年55月及月及20142014年年22月向月向
港大捐出港大捐出44筆款項筆款項（（1515萬萬、、2020萬萬、、3030萬萬
及及8080萬元萬元，，合共合共145145萬元萬元），），當中當中33張合張合
共共130130萬的捐款萬的捐款，，相信是由同一人於相信是由同一人於20132013
年年55月月1010日於匯豐銀行觀塘分行購買的本日於匯豐銀行觀塘分行購買的本

票票，，且且33張本票是連號碼張本票是連號碼。。巧合的是巧合的是，，有有
關黎智英的關黎智英的「「黑金黑金」」捐款醜聞捐款醜聞，，多筆捐款多筆捐款
均由黎的左右手均由黎的左右手Mark SimonMark Simon於匯豐銀行於匯豐銀行
購買本票購買本票，，然後才捐款然後才捐款。。
當中最大筆的當中最大筆的8080萬元捐款萬元捐款，，戴耀廷要戴耀廷要

求匿名處理捐給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求匿名處理捐給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有有
關文件顯示關文件顯示，，其用途是用於跟其用途是用於跟「「佔中佔中」」
大有關連的大有關連的「「公投公投」。」。其中一份港大的其中一份港大的
文件列明文件列明，，文件的日期為文件的日期為20132013年年55月月2020
日日，，捐款人為捐款人為「「匿名者匿名者」」(Anonymous)(Anonymous)，，
其 指 定 用 途 是其 指 定 用 途 是 「「Civil ReferendumCivil Referendum
ProjectProject」，」，即港大民調舉行的所謂即港大民調舉行的所謂「「佔佔
中公投中公投」」的英文名稱的英文名稱。。由於整個捐款過由於整個捐款過
程程「「神秘神秘」，」，戴耀廷一直要求大學方面戴耀廷一直要求大學方面

以匿名方式處理捐款以匿名方式處理捐款，，在社會多在社會多
番追問下番追問下，，他先稱其中一筆捐款他先稱其中一筆捐款
「「用朱耀明的名字用朱耀明的名字」，」，之後他稱之後他稱

捐款者是捐款者是「「本地熱心市民本地熱心市民」。」。

各路粉墨登場各路粉墨登場 演演7979天鬧劇天鬧劇
由於戴是於同年由於戴是於同年11月提出月提出「「佔中概佔中概

念念」，」，並在反對派政黨催谷下正積極籌並在反對派政黨催谷下正積極籌
備落實有關備落實有關「「佔中佔中」」行動行動，，此時突然經此時突然經
他手轉交一批他手轉交一批「「捐款捐款」，」，令人懷疑捐款令人懷疑捐款
者及者及「「中間人中間人」」的真正目的的真正目的。。而特首梁而特首梁
振英前日點名批戴耀廷屢收振英前日點名批戴耀廷屢收「「不明款不明款
項項」，」，絕非是無的放矢絕非是無的放矢。。
回顧這場持續回顧這場持續7979天的佔領行動天的佔領行動。。香港反香港反
對派在外部勢力的策動下對派在外部勢力的策動下，，進行了總動進行了總動
員員，，各色人物均粉墨登場各色人物均粉墨登場。。先以先以「「佔中三佔中三
丑丑」」名義拋出名義拋出「「佔中佔中」」概念概念，，牽頭實施牽頭實施；；
接着是由接着是由「「雙學雙學」」策動學生打頭陣策動學生打頭陣，「，「提提
前實施前實施，，四處開花四處開花」；」；李柱銘李柱銘、、黎智英黎智英、、
李卓人李卓人、、梁家傑等政客及梁家傑等政客及「「金主金主」」等與美等與美
英等外部勢力關係密切的人英等外部勢力關係密切的人，，密謀策劃密謀策劃，，
提供保障提供保障，，推波助瀾推波助瀾；；再加上多個激進組再加上多個激進組
織暴力對抗織暴力對抗，，終於形成了這次反對派勢力終於形成了這次反對派勢力
總動員的違法總動員的違法「「大鬧劇大鬧劇」。」。

證據確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

再次呼籲港人應關心「外部勢力插手香港政治問題」，並明

確指「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過去被多次揭露接收多筆不明款

項。據本報翻查資料，戴耀廷被揭發於2013年5月及2014

年2月以「中間人」身份先後向港大轉交四筆共145萬元的

「匿名捐款」，其中逾半款項更是指定用於與「佔中」大有

關連的所謂「公投」。無獨有偶的是，被視為「佔中幕後金

主」、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前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近年向

反對派政黨和人物合共捐出逾四千萬元款項，其中絕大部分

都是在戴耀廷2013年初提出「佔中概念」以後才「捐獻」

的。這顯示，戴耀廷等反對派政黨及政治人物之所以能「勞

心」逾年策劃及組織「佔中」，與外部勢力

強力支援是分不開的。

黎智英黎智英「「佔中佔中」」前後向政黨前後向政黨
或政治人物捐款情況或政治人物捐款情況

■■香港文匯報本月香港文匯報本月99日日
以跨版揭露以跨版揭露「「佔中佔中」」搞搞
手勾結外部勢力證據手勾結外部勢力證據。。

黎智英黎智英 戴耀廷戴耀廷 陳健民陳健民朱耀明朱耀明

李卓人李卓人

周永康周永康黃之鋒黃之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