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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制止「兩獨」合流 為國為港反「港獨」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本 港 當 前 反 「 港 獨 」 面 臨 兩 項 挑 業是否後繼有人。「港獨」破壞國家統一，違反「一國 況下，如何遏制「台獨」勢力、維護兩
戰：一是有人恐嚇選舉主任；二是
「港獨」勢力將魔爪伸向校園。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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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決不容恐嚇，執法當局理應嚴肅
追究。青少年教育事關香港未來，不

容任何人在校園鼓吹「港獨」，荼毒中小學生，這是社會和學校必須堅守的底
線。反「港獨」不僅僅是香港人的事，也是全中國人民和海內外華人華僑的事。
最近，我與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到泰國出席全球促統大會，親身感受到
海內外華人華僑對反「港獨」的關注和支持。我們香港統促總會要與海內外華人
華僑進一步攜起手來，共同反「台獨」、反「港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作出貢獻！

兩制」。對學生灌輸「港獨」思想，無異於顛覆香港的
「一國兩制」。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世界各國的政府
和法律都不會允許學校、教師引導學生分裂國家、煽動
民族仇恨。《香港教育專業守則》訂明教師「應尊重法
律及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教師教導學生勿支持「港
獨」，培養學生的守法意識，是教師最起碼的專業操
守。不容任何人在校園鼓吹「港獨」，荼毒中小學生，
這是社會和學校必須堅守的底線。如果有學校或教師向
學生灌輸「港獨」思潮，引誘學生走上「港獨」邪路，
當局必須依法嚴正處理，斬斷伸向校園的「獨爪」，為
香港下一代的健康成長負責。社會各界必須揚清激濁，
譴責和抵制一切助長「港獨」在校內擴散的活動，保護
涉世未深的莘莘學子。

「兩獨」相連 反「台獨」必須反「港獨」

「港獨」與「台獨」關係密切。台灣新領導人蔡英文
「5·20」就職演講絕口不提承認「九二共識」及其「兩
岸同屬一中」的核心內涵，兩岸關係面臨重大轉折的嚴
峻形勢。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更要防止「港獨」與「台
獨」合流，堅決反對「港獨」。

依法遏制恐嚇 不容「港獨」荼毒學子
反「港獨」已是香港社會的主流。然而，「港獨」勢
力仍在負隅頑抗，其突出表現有兩點：一是恐嚇選舉主
任；二是「港獨」勢力將魔爪伸向校園。

特區政府及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立法會選舉參選人，
必須簽署確認書，聲明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
行政區。選舉主任無懼「港獨」分子的壓力，依法將多
名「港獨」分子摒除出參選門外，忠於職守、依法辦事
的表現理應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有人以「刀片信」、
網上的粗言穢語等方式去恐嚇選舉主任，有關行徑已經
逾越了言論自由的底線，香港人絕對不能接受，執法當
局理應嚴肅追究。
必須高度關注的是，「港獨」勢力企圖入侵校園，荼
毒學子。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事關「一國兩制」的事

「港獨」之亂，與「台獨」有關。香港主張「港獨」
或「自決」激進組織的核心成員大都與「台獨」勢力包
括「太陽花學運」領袖有密切聯繫。主張「台獨」的民
進黨贏得大選上台執政、「太陽花學運」的頭頭當選為
立委，對「港獨」勢力起到了「示範」帶動作用。「港
獨」勢力組織政黨參選立法會，與此直接有關。
當前，兩岸關係正處在重要節點。台灣新領導人蔡英
文「5·20」就職演講絕口不提承認「九二共識」及其
「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內涵，兩岸官方的交流已經陷
於停頓，兩岸關係面臨重大轉折的嚴峻形勢。在這種情

「港獨」
荼毒學生摧毀經濟

「港獨」必令繁榮穩定毁於一旦
經濟學者雷鼎鳴教授指出，「一旦『獨
立』，香港損失的資產，將會是以 10 萬億元作
單位計算，香港也會變成一隻棄船，不願蒙受
此種損失的資本家一早便會走資，有能力的人
才也會大量流失。走資嚴重的一個後果是港元
匯率不可能維持到，港元不再有公信力，香港
或許要改用美元。全球性的金融很可能都會受

『港獨』波及，出現金融危機，就算與中國不
是太友好的國家，為了自保，也可能支持中國
快點收回香港。雷曼的倒閉已可造成世界性的
金融海嘯，香港這個世上有數的金融中心若出
事，後果只會更不堪設想。」另一位經濟學者
曾淵滄博士也認為，「如果香港真有什麼『革
命』式的『獨立』運動，最終必變成流血的悲
劇，必然會使到香港經濟大衰退，大量香港人
會爭先恐後地離開、移民，香港股市崩潰、物
業價格大幅下跌，不要以為樓價下跌可以使買
不起樓的人變成買得起，而是根本沒有人想買
樓了。沒有人會投資於一個沒有前途的城市的
物業。『港獨』思潮會帶來香港前途何去何從
的恐慌，恐慌的結果自然是經濟衰退。」中央
領導、本港有識之士對「港獨」摧毀經濟已發
出警報，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對香港、對港
人的關心和負責，港人應對「港獨」提高警
惕，不能掉以輕心，任由其坐大擴散，為禍香
港。

保護學生 免受「獨」害
目前遏止「港獨」的重點，除了不讓「港
獨」參選立法會，把選舉當作鼓吹、推動「港
獨」的平台之外，更艱巨、更重要的工作是，
防止港獨的「魔爪」伸向中小學校園。社會上
有一些人，包括一些教師團體，雖然口頭上反
對「港獨」，卻打着「言論自由」、「尊重教

師專業」的名義，為「港
獨」思潮入侵校園大開方便
之門；缺乏是非判斷能力的
中小學生若受到「港獨」思
潮的誤導，很容易形成根深
蒂固的錯誤觀念，相信「港
獨」可行，迷信暴力抗爭，
沈家燊
這不僅毀了學生，也毀了香
港。
「港獨」違憲違法，是一場災難，香港主流
意見堅決反對「港獨」。中學校長會主席李雪
英在電台節目指出，學校、社會以至政府均有
責任，保護學校不受任何外來干預，無論是哪
一種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學校不會進行亦
不能容許任何形式的偏激行為、洗腦教育或
思想禁制。保護學生，免受「獨」害，不僅
是學校的責任，社會各界更應共同合作，立
場一致，抵制違法暴力的「港獨」思潮入侵校
園，並以適切方式引導學生認識「港獨」的危
害，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
絕大多數香港市民都反對「港獨」，明白
「港獨」死路一條，尤其是經過「佔中」、
「旺角暴亂」的衝擊，社會各界更加不會容忍
「港獨」胡作非為，一定會全力抵制「港獨」
入侵校園，誤導學生、搞亂香港，一定會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遏「獨」，捍衛「一國兩制」，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多談
「港獨」
無益無建設
李瑞美 香港成人及持續教育協會會長
有些事情不是不可以討論，只是談來無益無
建樹，為何去浪費時間精神呢？香港是中國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但建基於地緣關係，從歷
史角度和這個城市的發展來看，也是牢不可破
的。
先說地理位置吧。香港位處中國南部沿岸，
北靠廣東省、西背珠江口及澳門、南向南中國
海。香港北部與廣東省深圳市僅由一條深圳河
相隔，南部海域與珠海市萬山群島海域連接。
山脈河流土壤都是延續大陸的主體，可以切割
嗎？
香港歷史始於超過公元前3萬年的舊石器時代

居住於華南地區沿岸島嶼的原住民，其後在秦
朝納入中國版圖後，踏入信史的開端。在往後
的千多年間，香港就已經是中國南方的一個捕
魚及產鹽之處。鴉片戰爭後中英《南京條約》
簽訂，滿清政府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這就說
明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才有權將它割讓出
去。1997 年香港又恢復由中國行使主權。千辛
萬苦才等到回歸，又怎能再分割！
香港人口從二次大戰 1945 年後的大約 70 多
萬，躍增至現在的 700 多萬，翻了 10 倍。其中
絕大多數都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換言之很多香
港人的根都在中國大陸，可以切割嗎？況且香

港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歷來都十分依賴中國內
地。我們從內地輸入的不僅僅是勞動力，還有
人才資源物產等等。正因如此香港才有機會發
展到今天的國際大都會地位。在此讓我舉 2003
年「非典」一疫為例吧，若非祖國推出有利香
港的相關政策措施，協助香港迅速從疫區低谷
回彈，香港本身就不知要掙扎到何時才能擺脫
衰退啊！
凡此種種，香港可以從祖國分割出去嗎？真
是想也不應該想。談「港獨」就像叫人懷疑父
母是否親生，鼓勵他去驗DNA，無中生有，離
間親情，破壞和諧，損人不利己！

不容
「港獨」
入校荼毒青少年
桂 松
「港獨」猖獗，其魔爪從政界伸向學界，特
區政府和社會人士應密切注意事態的變化，及
時採取有力的措施加以遏制。
「港獨」就是要把香港特區從國家疆土分離
出來，這不僅是錯，而且是罪，不是一般的
罪，而是特別嚴重的罪。因此，必須依法懲
治，絕不手軟。
幾年前的一個國慶日，竟有人舉起寫上「港
獨」的牌子到中聯辦門前示威，已是十分離
譜，其後港大的《學苑》又發表多篇宣揚「港
獨」的文章，雖受到一些譴責，但只局限於小
範圍，力度又不大，未能引起整個社會的關
注。有些人認為宣揚「港獨」有言論自由的保
障，無須顧慮。他們企圖將這種非法的行徑合
法化，使人誤信香港有散播「港獨」的自由。
有鑑及此，政府應明確宣示：「港獨」是分裂
國土的嚴重罪行，絕不允許「港獨」的存在，
有「獨」必禁。
現在，不是有一個「民族黨」嗎？這個黨不但
公然打着「港獨」的旗號，而且還派黨員參選立
法會，並且四處活動，將勢力伸向學校。還有一

個「學生動源」的中學生組織，與「民族黨」聯
合行動，現已成立18個「本土組織」，安插在各
校扎根，揚言將要擴展到二百個，並在各校派發
「港獨」傳單，行徑之狂妄，氣焰之囂張，實屬
空前。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些「港獨」的搞手，不是不懂得香港自古
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不是不知道：基
本法第一條就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他們卻偏要搞
「港獨」，這是明知故犯，端的是什麼心腸？
是不是要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是不是要搞亂
香港社會？是不是要破壞校園的安寧？
我特別要問：當年那些瘋狂「反國教」的
「關注組」，視國教為「洗腦」。現在有人以
「港獨」向學生洗腦，使校園政治化，為什麼
不置一詞？由此可見，「反國教」與「港獨」
不無聯繫，前者為後者鋪路。我們反對「港
獨」，必須堅持國民教育。
「學生動源」的成員是中學生，他們年紀輕
輕，跟着老奸巨猾者搞「港獨」，是非不分，
的確糊塗。他們不妨看看黃之鋒，他亂衝亂

撞，犯了法，受審判，為社會所不齒，此路行
得通嗎？須知一個人輕易受蒙騙，誤入歧途，
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是可悲的。希望老師
和家長及時加以勸阻，曉以大義。他們若執意
蠻幹，罔顧法紀，必須懲罰。
「港獨」既然是非法的，鼓吹「港獨」的言
論就不應該有存在的空間。討論「港獨」問
題，不知有什麼意義？難道「港獨」是否合理
合法，應否存在，都需要辯論一番嗎？山埃有
劇毒，世人皆知，有誰提出過山埃是否有毒、
應否服食？「港獨」就是政治山埃，惡毒無
比，若要討論，必須納入正軌。學校實宜主動
引導學生認識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了解香港的
歷史。如有學生藉「討論」而大肆鼓吹「港
獨」，那是不容許的。中學生心智未成熟，若
「討論」脫離了基本法的範疇，容易受誤導而
思想混亂。滋事者得寸進尺，乘機擴大事端，
不足為奇。
筆者希望，各校能汲取年前出現的「佔中」
和罷課的經驗教訓，提高警覺性，正確引導學
生，阻止「港獨」入校。

馮丹藜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獨」衝擊法治，加劇政爭矛盾，必然會
對香港的經濟帶來難以承受的破壞，經濟學者
預警，「港獨」的後果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不保，經濟衰退無可避免。為了港人和香港
的整體利益着想，必須遏止「港獨」思潮入侵
校園，荼毒心智未成熟的眾多中小學生，確保
香港的下一代不要誤入歧途，不讓「港獨」氾
濫成災，才能保住繁榮穩定，香港才有希望、
有前途。
張德江委員長年中視察香港時重申，「香港
的地位是由經濟地位決定的」。他指出， 目前
經濟民生問題亟待解決，但香港有人把問題政
治化，特別是少數激進分子，製造區域暴亂，
給香港的安寧、穩定和最受珍視的法治環境都
帶來極大的破壞，也影響了香港的國際形象和
經濟發展。張德江委員長的話一針見血，擊中
要害。「港獨」就是要搞極端政治化，令香港
永無寧日。

「港獨」攻校園 陷港於混亂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天津市政協常委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促進祖國的和
平統一大業，是我們海內外中華兒女都
高度關注的問題。我們現在面對的現實
是，「港獨」勢力複製「台獨」套路，
企圖通過參選立法會，將立法會選舉變
成鼓吹及推動「港獨」的平台，並堂而
姚志勝
皇之地進入立法會，在建制內興風作
浪，進行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損害香港繁
榮穩定的活動。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更要防止「港獨」與「台獨」合
流，堅決反對「港獨」，支持選舉主任依法裁定「港
獨」分子提名無效，保證立法會選舉依法有序進行，維
護國家統一，維護香港的和諧穩定，決不容實行「一國
兩制」的香港重蹈台灣亂局。

海內外華人華僑既反「台獨」也反「港獨」
反「港獨」不僅僅是香港人的事，也是全中國人民
和海內外華人華僑的事。最近，我們中國和平統一促
進會香港總會一行到泰國出席全球促統大會，親身感
受到海內外華人華僑對反「港獨」的關注和支持。我們香
港統促總會的根本宗旨，就是維護國家統一。我們不僅
堅決反對「台獨」
，維護「一個中國」原則，而且要堅決反
對「港獨」
，維護香港的「一國兩制」
。我們要與海內外華
人華僑進一步攜起手來，共同反「台獨」
、反「港獨」
，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貢獻！

「港獨」入侵校園，向學生下手，形同
塔利班推兒童上戰場當炮灰。讓心智未熟
的青少年，受 「港獨」 意識侵蝕，香港未
來將深陷政經亂局，不得安寧。
「港獨」違憲違法，不得人心。但反對
派打着「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旗
號，縱容煽動鼓吹「港獨」的言行。更為
馮丹藜
險惡的是，「港獨」「魔爪」正在伸向中
小學，以討論社會問題為名，引誘天真無邪的中小學生，誤
信「港獨」可行，甚至是香港的必然出路，製造更多「港
獨」的信眾。
激進分子製造「佔中」、「旺角暴亂」，一再衝擊法治，破
壞香港繁榮穩定。「港獨」的危害比「佔中」、「旺角暴亂」
更深更大。「港獨」入侵中小學、荼毒學生的目的，就是圖謀
令「港獨」思潮正當化、主流化。如此，社會意識形態兩極化
將從兒童開始，香港未來一切政治掛帥，從而失去未來。
有研究國際政治的朋友向我表示，「港獨」思潮，與英國
「脫歐」、蘇格蘭獨立、激進勢力崛起、甚至今屆美國大選
特朗普跑出一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現的「反潮流」，是
未蒙全球化之利、反受全球化之害的一部分人抵制全球化。
我不認同這種分析。「港獨」與英國「脫歐」、蘇格蘭獨立
完全扯不上關係。
香港自古至今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從夏商周，
特別是秦始皇統一全國以來，各省都是中央政權下設的「行
省」。「行省」，是元朝「行中書省」簡稱，就是中央政府
「中書省」的派出機構，不是美國的 STATE。STATE 相當
於古漢語中的「邦」。中國不是由一個個「邦」加入而組成
的國家，而是中央政府決定劃分多少個「行省」。比如湖
南、湖北在明朝是「湖廣行省」，在清朝分成兩省，但軍政
大權還是一位「湖廣總督」統轄。
回歸以後，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根本
不存在「獨立」的可能。香港「獨立建國」完全是憑空臆造
的「春秋大夢」。不論你承認不承認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
的；不論你是「新移民」還是「老移民」，要鬧「獨立」，
就請離開此地。

鍾國斌建議公司票轉個人票不可行
劉正平
紡織及製衣界候選人鍾國斌日前提到，現時功能組別制度不公平，因部
分界別選民僅有百多人，但其他卻有逾萬人，因此有需要陸續開放個人
票。他個人不介意組成如當年「新九組」建議的從業員票，令該界別由約
2000 間公司票，轉而增至估計數萬個人票。擴大功能組別的選民人數並非
不可討論，但前提是有關變動不應改變功能組別設立的原意，具備可行性
及符合均衡參與原則。一刀切將公司票轉為個人票，在目前的情況下至少
有三個不可。
一是不可真正反映業界聲音和利益。功能組別的公司票及團體票制度，是
經過深思熟慮，根據香港實際情況而制定出來。一個不能否認的現實是，在
多個功能組別中，其主體是公司而不是個人，例如最能代表商界的一定是公
司老闆，而不是一般僱員。只有公司老闆才會清楚業界的需要，才最能代表
業界的聲音。如果將公司票變成個人票，所有僱員都可以投票，還可以真正
反映業界聲音嗎？恐怕不能，原因是功能組別的性質已經改變了。
二是不具備可行性。功能組別選民都需要有明確的界定，在公司票之下
其劃分是很清晰的，但變成個人票後究竟誰人具備投票資格就很費周章。
就以紡織及製衣界為例，究竟什麼人可以成為選民？是否受聘於製衣或設
計的公司僱員可以有一票。這樣，負責清潔、雜務的員工是否擁有投票資
格？筆者並沒有貶低他們之意，但從實際操作上說，如果他們可以成為選
民，但其工種與紡織及製衣界風馬牛不相及，是否能夠反映業界聲音？如
果他們不能成為選民，然則選民資格又如何劃清？要知道教育界、法律
界、醫學界等選民有資歷上的認證，劃分較容易，但其他界別的劃分就相
當困難，就是設計師也沒有具體的資歷認證，誰都可以自稱設計師，請問
如何具有可行性？反之更會引發更多的爭議。
三是不符合均衡參與原則。舉個簡單例子，如果將公司票變成個人票，
並且只要是公司僱員就可以投票，但公司有大有小，大的企業員工動輒以
千計，中小企則隨時只有幾票。這樣，一個極端的情況是，一小撮大型企
業就具備壟斷選舉的能力，相反中小企卻難有發聲機會，這顯然不符合公
平原則，也有違均衡參與。而現時的公司票安排，不論企業規模大小同得
一票，大企業難以壟斷，中小企也有發聲機會，明顯較為公平。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港英政府推行功能組別選舉，實際上是把原有委
任議員的權力，交回該組別的選民選舉代表，讓工商領袖和業界專才，透
過間接選舉進入立法局，反映業界的聲音和意見，以協助政府制定政策，
這正是當年設立功能組別的其中一個原意。功能組別不是一個過渡的安
排，而是根據香港實際情況而度身訂做的制度。當然，「法度者，所以論
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功能組別不是不能變，
但卻不能遺忘初心，將制度的精華部分丟掉，這對香港並沒有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