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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揭陳健民催「佔」暴力化
外表斯文煽示威者推鐵馬 教「低度防護」武鬥博同情

武裝示威

衝擊立會

陳健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據報
道，「佔中」發起人之一的陳健民將

■陳健民與NED關係的電郵

於明天(周六)上午應約到灣仔警察總部
被拘捕，罪名將包括「參與、煽動、組織及協助未
經批准集會」。而據本報調查顯示，陳健民不僅涉
嫌煽動和組織違法「佔中」，而且在醞釀「佔中」
的過程中，煽動推鐵馬等暴力行為，應是後來發生
的系列暴力事件的罪魁之一。
健民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副教授，在「文質彬
陳彬」的外表掩蓋之下，則是另外一種樣子。2013
年1

■陳健民提及日本學生與防暴警察武鬥的電郵

月，他夥同戴耀廷、朱耀明等人，發起「佔中」前奏之後，他
一方面在校園以通識教師的名義，向學生灌輸所謂「公民抗
命」的理論，煽動和組織學生參與「佔中」；另方面四出活
動，向一些曾經發生過暴力對抗事件的國家及地區「取經」。

■陳健民不把推鐵馬視為暴力的電郵

撰文美化韓人擲汽油彈
2013 年 11 月，陳健民到韓國參加東亞社會運動研討會，對
韓國曾經發生過的學生暴力示威事件津津樂道。回港後，陳在
其 facebook 上撰文，形容「坐牢」及「擲汽油彈」是韓國「那
些年」的「集體回憶」。此言一出，當時就受到社會輿論的批
評，指陳這些「佔中」策劃者已是走火入魔，試圖將暴力抗爭
演繹為一種「浪漫主義」，實質上就是美化和煽動暴力。其
後，陳健民辯稱，自己只是想趁機告知港人，韓國人為了追求
民主所經歷的抗爭及犧牲，相比之下，「佔中」只需付出「好
低代價」，「如果香港以和平方式都無法成功爭取普選，擔心
新一代年輕人會以更激進手法抗爭」。

鼓吹倣效日韓激進暴力
據陳健民在「佔中」醞釀期間的電郵顯示，2014 年 3 月 28
日，陳健民在與其他「佔中」策劃者討論「非暴力抗爭理念」
時，明確提出「我們不把一些行為(如推鐵馬)視為暴力，只是
因應社會現狀要求參與者遵守『最嚴格的非暴力原則』」。
2014 年 4 月 8 日，陳健民在討論「佔中」參與者用於對抗警方
的個人裝備問題時，他提出：「有關裝備方面無需在此介紹，
免得對手有備而來破壞。」他還以一種「專家」的口吻說：
「個人裝備方面不要寫太詳細，日本左翼學生當年隨時與防暴
武警鬥戴上頭盔。非暴力抗爭強調自我犧性，暫時未見有如此
完整裝備。我個人意見認為防備愈少，道德感召力愈強。」從
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陳健民在聲稱「非暴力抗爭」，早就準
備策動參與者倣效韓國、日本等的激進示威者的做法而採取暴
力衝擊的行為。

考察「太陽花學運」取經
此外，陳健民對台灣發生的「太陽花學運」事件也是非常關
注，對學生衝擊台「行政院」和霸佔「立法院」的經驗也相當
重視。據本報收到的陳健民與時任學聯秘書長的陳樹暉之間的
電郵顯示，2014 年 4 月 9 日，陳樹暉發電郵給陳健民，告知他
將到台灣視察。陳健民當天就回覆電郵，要求陳樹暉「到台要
低調，不要接觸媒體，細緻掌握他們的技術層面的經驗和遇見
的各種問題」。這些電郵都反映出陳企圖從「台獨」勢力中
「取經」的圖謀。
在陳健民等「佔中」策劃者的這些理念指導下，「佔中」行
動過程中爆發了多次衝擊警方防線，甚至衝砸立法會大樓的嚴
重暴力事件。許多社會人士都紛紛指出，警方除了要追究他們
的「參與、煽動、組織及協助未經批准集會」罪行外，也要收
集他們煽動暴力衝擊的證據並將涉嫌犯罪者繩之以法，這樣才
能真正遏止激進反對派愈來愈猖獗的暴力行為。

「佔中」
暴力衝擊事件簿
9 月 26 日「雙學」在集會結束前，
「學民」召集人黃之鋒突然在台上宣
布「重奪公民廣場」，數十名參與者
爬上圍欄衝入「公民廣場」。
9月28日大批市民下午在金鐘海富中
心對開夏愨道聚集鼓噪，並衝向在場
戒備的警員，警方使用胡椒噴霧驅
趕，幾番推撞下，示威者衝出馬路，
警方發放 87 枚催淚彈驅逐不果，令
干諾道中及夏愨道交通癱瘓並淪為
「佔領區」。
10 月 3 日旺角及銅鑼灣大批「反佔
中」者與集會者發生衝突，情況混
亂，有人受傷流血。學聯晚上宣布擱
置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對話。
10月14日深夜至15日凌晨逾千名示
威者突然堵塞金鐘龍和道，警方派出
數百名防暴警察清場，拘捕 45 名涉
嫌非法集結、阻差辦公的示威者，多
名警員及示威者受傷。
10 月 17 日至 18 日警方 17 日清晨起
清除旺角「佔領區」路障及帳篷，並
驅散附近人群，彌敦道北行線一度重
開 。但晚上遭大批示威者重新「佔

領」多條街道，其間與警方發生激烈
衝突。
11 月 19 日數十名蒙臉示威者假借立
法會次日審議《版權（修訂）條例》
草案（俗稱「網絡廿三條」）為名，
多人在深夜突然衝擊立法會並撞毀玻
璃門，警方先後拘捕11人。
11 月 25 日執達主任在旺角亞皆老街
執行禁制令，在警方協助下，下午
重開亞皆老街部分路段。但有示威
者晚上轉移到砵蘭街再度聚集並與
警方推撞，警方多次施放催淚溶劑
驅散聚集者。
11 月 27 日旺角「佔領區」被清場
後，有網民發起「鳩嗚行動」，號召
市民到西洋菜南街一帶聚集，警方使
用警棍及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
11 月 30 日晚至 12 月 1 日凌晨「雙
學」在 30 日晚上 9 時在金鐘「佔領
區」宣布行動升級並圍堵政府總
部，大批示威者突破警方防線佔據
全條龍和道，警察使用催淚水劑及
施射水炮驅散，多名示威者及警員
受傷。

縱容暴力撕破「和平」假面具

■去年 9 月 28 日，大
批示威者在金鐘衝擊
警方防線。
警方防線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雖然「佔中三丑」辯稱所謂
「公民抗命」行動是「愛與和平」，但事實上，由於陳健民
等人實際上是在幕後「欣賞」甚至是縱容暴力，導致在前後
79 天的「佔領」期間，各「佔領區」大小暴力衝突事件頻
發，非法霸佔街道的示威者那些「無法無天」行徑，也令到
愈來愈多市民認清所謂「和平佔中」的真相。

衝擊警方致催淚彈事件

非法「佔中」期間暴力頻發，首先是 9 月 28 日，大批「佔
中」支持者湧入金鐘海富中心對開的干諾道及夏慤道，與防
暴警察發生嚴重衝突，警方需施放 87 枚催淚彈。雖然警方為
了避免出現更嚴重的衝擊事件，而暫時退離現場，但「佔
中」組織者卻洋洋自得，自以為「成功佔領」，而對暴力衝
擊採取縱容、放任的態度，為日後不斷出現的暴力事件埋下
伏筆。
例如，在10月14日晚，一批激進示威者自備頭盔盾牌，衝
擊龍和道，在被警方強行驅散後，示威者又在添馬公園一帶
與警方發生「混戰」，造成多人受傷，但「佔中」組織者沒
有吸取教訓，反而「賊喊捉賊」，指責警方。在 10 月 17 日，
當警方在日間完成對旺角「佔領區」的清障行動後，有不忿
被驅離現場的激進者在網上呼籲「反攻旺角」，再次強行霸
佔旺角彌敦道一段路面，其間還與警方發生多次嚴重衝突。

自製「網絡廿三條」借口

至11月19日晚上，滋事分子借題發揮，數十名戴口罩、眼
罩及頭盔者，假借立法會次日將審議「網絡廿三條」為名，
突然衝擊立法會，有人用鐵欄及石磈強行撞毀立法會玻璃
門，並一度衝進大樓。有暴徒更向趕來執法的警員施襲，並
用硬物從後重擊警員的頭部，暴行無法無天，令人髮指。現
場情況顯示，衝擊者是以極端激進組織「熱血公民」為核
心，而「熱血公民」成員、綽號「法國佬」的張珈衍更被傳
媒拍下他涉嫌帶領暴徒以鐵馬撞毀立法會大門的情況。他事
後遭警方拘捕。
而在 11月30日，當非法「佔領」接近全面失敗之際，「雙
學」竟在金鐘「大台」（指揮台）宣布將「抗爭升級」，呼
籲支持者堵塞龍和道及包圍政府總部，並與在場的警方人員
發生嚴重衝擊，造成警民雙方逾百人受傷。

逾八成市民促盡快清場

在一系列涉及「佔中」者的暴力衝擊事件後，廣大市民愈來
愈認清所謂「佔中」其實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暴力行動」。而
民調也顯示，反對「佔中」的民意也越來越強烈，在 12 月 11
日金鐘「佔領區」被清場前，民調顯示，有逾八成的被訪者要
求警方盡快清場，這清楚顯示出，香港廣大民意對違法「佔
中」及「佔中」組織者極度反感，所謂「和平佔中」的假面具
更被徹底撕開，露出其猙獰面目。

與「中情局分店」關係密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據本報翻查資料
及調查發現，陳健民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陳健民更和 NED
在亞洲的負責人有合作關係。
據了解，陳健民於 2013 年 7 月聲稱，為免「佔
中」立場令其擔任的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工作受阻，決定辭任中心主任一職，並會減少在
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工作。但多份被曝光的
郵 件 發 現 ， 早 在 2011 年 ， 陳 健 民 所 任 職 的 中 大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就存在密切的聯繫。

拉搶鐵馬

尋求 NED 資助
2011 年 12 月，一封陳健民寫給中大「中國研究
服務中心」助理主任高琦的郵件中提到，中心的
一個培訓項目除一般課程外，還需要進行事前研
究，要求高琦與 NED 方面提議，資助中心開展研
究。高琦其後回信稱，已將陳健民希望尋求資助
的建議向 NED 反映，並指正等待對方回覆。
據傳媒報道，2012 年 12 月，高琦的一封郵件中
透露，時任中心主任的陳健民將幫助 NED 在中國
內地舉辦一個培訓項目，又稱陳健民與負責亞洲

有關事務的 NED 副主席 Louisa Greve 建立起合作
關係。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英文縮寫 NED），成立
於 1983 年，總部設在華盛頓。它表面上是一個非
政府組織，本質上是一個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
在需要時發動「看不見戰爭」的「非政府機
構」，又被稱為「中情局分店」，NED 的高級行
政人員，差不多都是美國政界人士。NED 主要經
費據稱來自美國國會通過美國國務院進行的年度
撥款和美國大企業的捐款。其宗旨聲稱是「促進
及推動」全球的民主化，並向相關的非政府組織
及團體提供資助」。據稱，近年來多國發生的
「顏色革命」，背後都有 NED 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