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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勾結台日組「反共聯盟」
劉子禮協調港方各派 擬明春在東瀛成立

「港獨」組織頭目一年來赴台日「播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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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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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參加在東京舉行的「第十二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
營」，該「研習營」是由「藏獨」組織資助

秘密赴台，與當地多個「獨派」組織頭目見面

在日本三浦市參加「中港台政局演變與日本的中國政
策」研討會，該研討會是由「美國民主基金」資助

秘密赴台，在當地與多個「台獨」組織頭目見面

赴台出席「台獨」組織舉辦的「少數族裔如何促進
亞太合作安全論壇」

赴台灣出席「第一屆圖博／西藏、香港、台灣圓桌會
議」，會後發「聯合聲明」聲稱「共同對抗中國」

赴台出席「亞洲人權迫害與自決」國際記者會，參
加「港獨」、「台獨」、「疆獨」及「蒙獨」分子
舉辦的「世界人權日」嘉年華

到東京出席「南蒙古大呼拉爾台」成立大會，並發
表講話，借「蒙獨」煽動「港獨」

秘密赴台，與「台獨」政黨「基進黨」、「台聯」
發表聲明反對人大釋法

在台北舉行的「國際大都會香港的本土運動」講座及
「港獨青年的覺醒與未來」發言，宣揚「港獨」、「台獨」

應台灣「基進黨」邀請，赴台進行兩周的訪問

出席「獨立世代-當青年『港獨』遇上『台獨』世
代」記者會

在本港市民與社會輿論的

強烈譴責下，「港獨」活動近期似

乎轉趨低調。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調查

發現，多個「港獨」組織頭目正加強與海外

「獨派」組織及反華分子的聯繫，其中「本民

前」黃台仰、「香港民族黨」陳浩天、「青

政」梁游等人，早前與日本右翼政客在香港密

會，積極謀組「反共聯盟」，並計劃明年首季

在日本舉行成立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獨家
報道

陳奕齊多次接待「港獨」頭目

根據消息透露，多名日本右翼政客及學者在今年10
月，借旅遊考察之名來香港，實質是掩護來港與

「獨派」頭目開會，商議成立「反共聯盟」之目的。主
持會商的是日本右翼反華分子、大阪府吹田市前議員神
谷宗幣，日本右翼作家京本和也，以及與台灣民進黨關
係友好的「台灣講談社」前總經理藤重太。
據悉，由於參與各人深明其身份敏感，為避外界關

注，特別選擇包括在中文大學校園內等秘密場所見面。
校園內的見面地點人流不多，與會者包括外地及本地學
者，即使被撞破，旁人亦以為只是學術聚會。

「台獨」分子陳奕齊媒合港日
消息透露，該次會面的牽線人，其實是「台獨」政

黨「台灣基進黨」主席陳奕齊，他與黃台仰、陳浩
天、梁頌恆、游蕙禎一直有密切聯繫，並介紹及幕後
安排神谷宗幣等人在港期間與他們見面的活動。
據了解，神谷宗幣等人在香港逗留期間，除了在中

文大學校園開會，亦分別在其他私人場所會見了「本
土新聞」社長劉子禮、「本民前」黃台仰、「香港民
族黨」陳浩天、「青政」梁頌恆及游蕙禎，了解「港
獨」組織及活動的情況。
在密會中，神谷宗幣並提出，計劃在屬於「第一島

鏈」的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成立一個「反共聯
盟」，並稱短期內會在日本成立「反共黨」（Anti
Communist Party），以此組織「煽動日本人的反華情
緒，警惕中共威脅」，並聯合台灣、香港等「反共力
量對抗中共政權，動搖當地政府管治」云云。
知情人士透露，台灣方面已敲定由陳奕齊負責統籌，
香港方面則需要各個「獨派」組織協調領導，謀求一有
定案，即盡早表態加入「反共聯盟」。據悉，以「本民
前」、「香港民族黨」、「青政」為主的「港獨」組織
及人物正頻繁會面商討，當中涉及資金運用、人手分配
等仍未取得共識。部分「獨派」組織人物涉及官非，對
是否高調公開參與仍有顧慮。

日方負責赴會代表行程開支
現階段「獨派」在「反共聯盟」的執行細節上仍有待

商討。不過各方頭目都研判，由於現時社會上「港獨」
空間收縮，加上特區政府的堅決打擊，「港獨」組織加
強與境外反華反共勢力聯合未嘗不是一條出路。
在此形勢下，「獨派」向神谷宗幣表示願意配合，務
求在明年初達成共識，以參加明年3月在日本召開的
「Anti Communist」（反共）大會。
據悉，「本土新聞」社長劉子禮作為香港主要協調
人，會負責選派5個香港「獨派」代表出席「反共聯盟」
成立大會。會見中，日方甚至主動提出，「港獨」活動如
果資金不足，日方願意盡力提供協助，其中，日方會負責
明年「港獨」代表赴日出席活動的全部行程開支。
除了「獨派」頭目，參與商討加入「反共聯盟」的還

包括劉子禮及部分學者，但僅得身為公開大學講師的劉
子禮不介意將來公開參與「反共聯盟」，其他學者則有
所顧忌，只願意私下支持及「出謀獻策」。

台灣「基進黨」主
席陳奕齊在過去兩年
曾多番安排黃台仰、

陳浩天、梁頌恆等「港獨」頭目赴台取
「獨」經，這次再次「撮合」日本、台
灣、香港等地的反華「獨派」籌組「反共
聯盟」。翻查資料，陳奕齊早於1998年在
港從事「人權研究」時，已經鼓吹「香港
獨立」，他多年來亦與主張「台獨」的民
進黨有密切關係，因此在向蔡英文獻計時
不時談及「港獨」問題。
陳奕齊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在香港已在網
絡上使用「強國支那人」字眼辱華，對於
梁游二丑去年在立法會宣誓時叫囂「支
那」時，陳奕齊宣稱「並無不妥」。陳奕
齊身為台灣人，但對香港事務非常「熱
心」，十多年來在台灣透過各種渠道持續
發表文章，鼓吹「港獨」思想，他並利用
在電視台任時政節目主持人的身份，多次
邀請黃台仰在節目上鼓吹「港獨」。

表明樂意分享「台獨」經驗
陳奕齊在台灣曾任「台獨」組織「台灣

南社」秘書長，推銷「台獨」之餘大談
「港獨」。在2012年，他成立激進「台
獨」組織「基進黨」，而「基進黨」與姊
妹組織「基進側翼」在過去兩年來多次接
待「港獨」頭目赴台取經。

早在「基進黨」成立之初，陳奕齊就向
民進黨蔡英文獻言要關注「港獨」。至
2016年蔡英文上台，陳奕齊覺得政治氣候
成熟，於是積極以民間「交流」之名，與
黃台仰等頻繁來往。陳奕齊坦言，只要香
港朋友提出要求，樂意分享「台獨」經
驗。黃台仰在赴台時表示欲拜會「台獨大
老」史明，「基進黨」都積極聯絡安排。
據悉，陳奕齊心知肚明難獲香港入境簽

證，要協助及推動「港獨」，只能安排黃
台仰、陳浩天、梁游等人定期分批往台灣
「交流學習」。這些「港獨」頭目返港
後，即可照搬「台獨」的一套策略帶領旗
下的成員播「獨」。是次日本右翼分子直
接介入圖建「反共聯盟」，在海外宣傳及
資金來源方面帶給「港獨」組織無限憧
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過去兩年來，台
灣及日本是「港
獨」頭目最多參與

政治活動的地區。為何台日會成為
「港獨」分子的最熱衷的活動地？有
分析認為，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去
年在台灣「重新執政」後，「獨派」
活動更為猖獗，因此自然成為同屬
「一丘之貉」的「港獨」活動溫床。
而日本則是因為自安倍上台以來，反
華右翼勢力更為囂張，他們為了達到
「反華反共」的目的，也極力拉攏
「港獨」為其增加影響力。
據公開的資料顯示，自2016年以

來，「港獨」分子頻繁到台灣活動，而僅
在去年10月至今約一年時間裡，「港獨」
頭目就不下15次到台灣參與公開政治活
動，這其中，以「本土民主前線」黃台
仰、「香港民族黨」陳浩天、「青年新
政」梁頌恆和游蕙禎最為密集。而他們所
會見的「台獨」政黨及政治組織包括「基
進黨」、「台灣團結聯盟」（台聯）、
「台灣南社」、台灣教授協會等，也有民
進黨「立委」私下與他們見面。而在「港
獨」頭目參加的一些以「人權」為名的活

動中，也常可見到屬於台灣官方的「台灣
民主基金」以「贊助人」的身份參與。據
了解，「台獨」政黨及組織之所以熱衷與
「港獨」分子合作，是想更欺騙台灣社
會，以壯大其「台獨」勢力。

三方抱團取暖壯膽
至於日本，自從屬於自民黨右翼的安倍上
台後，日本社會上的反華及鼓吹軍國主義的
活動日趨囂張，另外，一些海外的「疆獨」、
「藏獨」、「蒙獨」組織也將日本視為接近

中國內地以及培養「獨立」的溫床，紛紛在
日本設立分支機構，這兩年，包括陳浩天、
梁頌恆等人多次到日本參加「反華」活動時，
都可以見到有「獨派」頭目出現。譬如，去
年12月陳浩天到東京參加所謂「南蒙古大呼
拉爾台」成立大會，和本月中旬梁頌恆在東
京參加「第十二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時，
無一不是「五『獨』俱全」（「台獨」、「疆
獨」、「藏獨」、「蒙獨」、「港獨」分子
都有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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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名與「港獨」頭目見面的日本
人中，最主要的搞手是前大阪府吹田
市議會議員神谷宗幣。資料顯示，今

年40歲的神谷宗幣是大阪人，早年畢業於關西大學文史地
理系（後改稱「綜合人文學系」），之後再先後獲得關西
大學法學院碩士及博士。他於2007年起曾當選兩屆吹田市
議會議員（並曾任副議長），但在新一屆議會改選中他連
任落敗。

極右政客連任失敗
神谷宗幣是自民黨成員，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右翼

立場，包括反對「村山談話」（承認日本藉由殖民統治和
侵略，對包括中國等許多國家的人民造成重大傷害與痛
苦）及「河野談話」（對二戰期間日軍強徵外國女性作軍
妓表示衷心反省和道歉），以及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
史。神谷並支持修改日本「和平憲法」，贊同提升日本自
衛隊規格及允許其行使「集體自衛權」。他在幾年前更出
版《大和魂》一書，極力宣揚日本軍國主義。

據悉，屬於極右翼的神谷宗幣曾在日本多次參與反華活
動，並與「台獨」政黨早有聯繫，幾年前，他到台灣時認
識到陳奕齊，兩人的「獨思」令他們一見如故。據了解，
目前在大學任教的神谷宗幣感覺「港獨」勢力能壯大其在
日本的反華組織影響力，今年8月通過陳奕齊與「港獨」
頭目聯絡，而「港獨」頭目以為找到了一條「救命稻
草」，雙方很快在港秘密見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齊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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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奕齊（中）與神
谷宗幣（左二）認識
多年。圖為今年8月
16日，陳奕齊在其fb
上貼出與神谷宗幣、
京本和也（左一）、
藤重太（右一）等人
在台灣見面的相片。

網上圖片

■今年7月3日，陳奕齊（右）邀請黃台
仰在其主持的電視節目中接受訪問。

■去年12月9日，「香港民族黨」頭目陳浩天和周
浩輝在台北出席一個包括「台獨」、「疆獨」、「藏
獨」、「蒙獨」分子一起舉行的記者會。 資料圖片

■■陳浩天陳浩天（（紅圈者紅圈者））昨日與一批鼓吹昨日與一批鼓吹
「「港獨港獨」」者在中環舉行所謂者在中環舉行所謂「「反國歌反國歌
法法」」遊行遊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攝攝

■本月上旬，陳浩天（右）再次秘密赴台，與當地的「獨
派」組織頭目見面。 網上圖片

■2017年10月中旬，日本右翼政客神谷宗幣（中）和京本
和也（左）、藤重太（右）在中環留影。 網上圖片

■今年7月下旬，梁頌恆和游蕙禎（紅
圈者）到日本三浦市參加一個由「美國民
主基金」資助的反華會議。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