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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港澳中、

各民族及台灣自由
人權論壇」的參與

者，都有明顯鼓吹分裂國家的傾向。主辦
方「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就是一個全
力支持「台獨」的組織。該會宣稱要
「加強反共教育」、「揭發中共邪惡本
質」，其facebook專頁上還有不少「台
獨」帖文，還有該團理事長楊月清舉
「台灣獨立建國」旗幟的相片。協辦活
動的楊月清丈夫、「台灣維吾爾之友
會」理事長林保華亦舉着「台灣獨立」
的旗幟。兩夫婦原本居於香港，但在香
港回歸祖國前離開，並獲得美國居留權。

達賴在台代理人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

才仁，其實就是達賴集團在台灣的代理
人，與「藏獨」有密切聯繫。中國外交
部就曾明言︰「達賴是打着宗教的幌
子，在境外長期從事分裂中國的政治流
亡者，是從事『藏獨』活動政治集團的
總頭目。」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副主席、熱
比婭的特別代表Umit Hamit對外宣稱

新疆是「東土耳其斯坦」，不是中國一
部分，又稱中國經常「迫害」維吾爾人
云云。

恐怖分子代表
他所代表的熱比婭則曾因「向境外組

織非法提供國家情報」被判處入獄，是
「疆獨」頭目，涉及多宗暴力襲擊，被
國家定性為恐怖分子。

主張「蒙獨」的「南蒙古大呼拉爾
泰」秘書長代欽，其組織本來的目的，
就是要與維吾爾族、藏族、台灣、日
本、歐美「合作」，聲稱要在國際間
「揭露蒙古於中國殖民下衍生之問題」。

台灣的與會者，也是一眾「獨」分
子。其中，「中研院」副研究員吳叡人
曾發表所謂「香港民族主義之誕生」文
章。他聲言，「台獨」議題「被壓
抑」、「被污名化」，像他這樣少數不
停講「台獨」的人於是被當成箭靶云
云。台灣大學學生會會長林彥廷則曾
「聲援」對蔣介石的棺木潑紅漆的「台
獨」學生。

在「港獨」分子方面，「青症雙邪」
之一的游蕙禎前年曾在議會作出辱國辱

華的宣誓已是人所共知；港大學生會會
長黃政鍀曾聲言「『港獨』是其中一條
出路」、支持「中港區隔」；浸會大學
學生會會長劉子頎則是支持「港獨」、
早前闖該校語文中心辱罵教師的學生；
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周竪峰亦是「港
獨」分子，在「民主牆」風波中，他曾
經爆粗辱罵中大的內地生為「支那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鼓吹分裂「獨史」昭然

■楊月清（右）及其丈夫林保華（左）。

譚耀宗：問責官員宣誓擁護憲法合理

「五獨合流」禍港 市民必須警惕
政界：「戴妖」與會證「佔中」原是「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港獨」

分子在沉寂一陣子後再度活躍，圖和其餘

「四獨」 ：「台獨」、「藏獨」、「疆

獨」和「蒙獨」連成一氣，「五獨合

流」，圖分裂祖國。「台獨」組織「台灣

青年反共救國團」今日在台灣舉行論壇，

包括「港獨」分子、「青症雙邪」中的游

蕙禎及香港多間大學學生會代表，「佔

中」頭目戴耀廷，以至曾稱不支持「港

獨」的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論壇上談

「人權」云云。香港政界人士批評，「港

獨」勾結外「獨」挑戰國家主權，將破壞

香港長期的穩定，及破壞中央與香港的關

係，又認為戴耀廷與會，證明「佔中」的

原意就是「獨」，市民必須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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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個所謂「港澳中、各民族及台灣自由人
權論壇」由「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理

事長、前香港民主黨支部副主席楊月清，監事
長黃帝穎主辦。楊月清的丈夫、「台灣維吾爾
之友會」理事長林保華協辦，「二二八事件紀
念基金會」、「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協辦。
論壇今日上午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
行。明日還會舉行所謂「二二八人權影展：十
年（含映後座談）」，其間會播放香港電影
《十年》，出席論壇者會在電影播放後主講。
出席該個所謂「多民族論壇」的「獨派」
分子，包括「藏獨」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
會董事長達瓦才仁，「疆獨」「世界維吾爾代
表大會」副主席、熱比婭的特別代表Umit
Hamit，「蒙獨」的「南蒙古大呼拉爾泰」秘
書長代欽，和「台獨」的「中研院」副研究員
吳叡人，台灣大學學生會會長林彥廷及台灣成
功大學學生代表吳佳鴻。

曾稱反「港獨」劉慧卿做「貴賓」
不少「港獨」分子也參與是次論壇，包括
游蕙禎，及香港多間大學的學生會代表，包括
港大學生會會長黃政鍀、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
劉子頎，前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周竪峰等。
「佔中三丑」中的戴耀廷，及曾稱反對「港
獨」的劉慧卿也是論壇的「貴賓」，各人昨日
陸續抵達台灣（參與者名單見表）。
原受邀的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蘇嘉豪，則
稱因與澳門特區政府的訴訟仍在進行而未有到
台灣。
「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於10年前成立。
主辦論壇的楊月清在接受《自由時報》訪問時
聲稱，「中國」現在用過去「對付西藏、維吾
爾的毀滅式手段對付香港」，連粵語「都要消
滅」，透過主辦「多民族集會」，要藉着這兩
天的活動把「反對專制」的理念重新在大家心
目中「激活」，將所有「受中共迫害的人士團

結起來」，「追求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及
展現他們「守護台灣」的決心云云。

盧文端：看清「戴妖」真面目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中
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盧文端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游蕙禎圖入議會「播獨」不
果後，繼續勾結「台獨」等分裂主義組織。而
「佔中三丑」中的戴耀廷亦露出馬腳，公然參
加「台獨」組織的活動，可見其發動「佔中」
的原意及動機，市民應看清其本質。
他強調，香港自回歸祖國後，中央一直奉
行「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也列明：「香港
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鼓吹「港獨」觸碰了中央的底線，而有
關人等意圖分裂國家，將破壞中央與香港的關
係。

何啟明：分裂國家組織聚會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港獨」

分子行為猖獗，美其名是談「自由」及「人
權」，實際上是分裂國家組織的聚會，聯同其
他倡「獨」分子挑戰國家底線，衝擊香港行之
有效的制度。他直斥，戴耀廷及游蕙禎若希望
繼續在香港政治平台立足，應尊重國家，承認
「一國兩制」，放棄「搞歪香港」的信念。

邵家輝：游蕙禎淪過街老鼠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認為，游蕙禎在

香港鼓「獨」已被市民、甚至她的盟友所唾
棄，淪為過街老鼠，證明「港獨」不得人心，
現在就到台灣出席「五獨」論壇，繼續發表
「歪理」，鼓吹分裂國家。
他強調，中央一直支持香港，一同推動經
濟方面發展，何來「對付」香港之說？反之，
「港獨」將破壞香港長期的穩定，「港獨」分
子應當好好反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正
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長姜偉昨日在港表示，隨着區內國
家合作日趨緊密，商務爭議亦會隨之增
多。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建立國際仲裁中
心，用香港的法治威望來為區內糾紛仲
裁，及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姜偉應團結香港基金邀請，以「中國

特色的司法文明」為題，闡述國家推進
依法治國的理念與進程。他提到黨的十
八大以來，內地司法改革主要有三大重

點任務：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
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優化司法職權配
置、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
司法保障制度。
他又提到內地法院會切實履行國際條約

義務，加强國際司法合作，致力於滿足中
外市場主體更加多元的司法需求。在「一
國兩制」框架下，內地法院近年來與香港
司法交流更加頻繁、合作更為深入。
姜偉強調，內地尊重並維護香港的司

法獨立與司法終審權，兩地已簽署文書

送達、委託取證、仲裁裁决互認執行、
協議管轄案件判決互認執行、婚姻家事
判决互認執行等5項司法協助安排。內地
法院建立涉港澳案件集中管轄機制。最
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終審法院建立了
年度司法高層互訪機制，與香港律政司
建立了年度工作會商機制。

中央挺港建國際仲裁中心
在講座後，姜偉與前律政司司長、資

深大律師袁國強及通訊事務管理局主
席、資深大律師譚允芝參與座談會。會
上，袁國強問及國家「一帶一路」建設

與香港的關係。姜偉回應說，香港有優
良法治在亞洲地區享負盛名，且地理位
置優越，背靠祖國，面向世界。中央政
府支持香港建立國際仲裁中心。

勉港人認識尊重內地法律
譚允芝就問到，在粵港澳大灣區落實

後，要如何保障在區內工作的數十萬港
人的權益。姜偉首先讚揚港人有優良的
守法意識，不會挑戰法律，但他同時強
調要「入鄉隨俗」，港人要明白內地與
香港法治理念有別，並鼓勵港人要認識
內地法律，尊重法律。

姜偉：尊重維護港司法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憲法
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加入條文，但
反對派繼續以「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
試圖挑戰憲法權威。全國人大常委譚耀
宗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立法會是
建制的一部分，對議員的要求與一般市
民不同，必須宣誓擁護香港特區及基本
法，故鼓吹有關口號違憲，或會影響參
選資格。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志源建
議行政長官及主要政治任命官員的宣誓
加入擁護國家憲法，譚耀宗指出，問責
官員由中央任命，建議是合理的，但實
際執行方式要留待特區政府與中央溝
通。
譚耀宗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大篇幅

談及是次修憲的內容。他指出，是次修
憲將中國共產黨領導與社會主義結合，
並列明不可破壞中共領導下的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
針對反對派聲稱要「結束一黨專

政」，他認為這背後意思是覺得「沒
有民主」，故想「推翻政權」，「結
束即係叫你收檔啦」，所以認為有關
說法是違憲，而憲法是人人都需要遵
守的。
他強調，立法會是建制的一部分，身

為立法會議員亦有有別於一般市民的要
求，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及擁護基本法。至於是否會
影響參選資格，譚耀宗表示這要留給選
舉主任決定，但認為鼓吹者自己應作考

慮。
被問及譚志源建議行政長官及主要政

治任命官員，在宣誓時表明擁護國家憲
法，譚耀宗指出，問責官員由中央任
命，認為建議合理。
他續說，憲法是根本大法，在國家有

最高地位，而憲法及基本法猶如母子關
係，相信有關要求不會破壞「一國兩
制」，但實際執行方式要留待特區政府
與中央溝通。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

次會議閉幕講話時指出，要全面準確貫
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
事，譚耀宗認為，既然要嚴格按照憲法
和基本法辦事，就應該加強對憲法的了

解。

議員應宣誓擁護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多黨合作制已寫入國家憲法內，作為中
國一部分、實行基本法的香港特區也必
須遵守、尊重。他強調，身為中國人，
遵守及尊重國家憲法是天經地義的。立
法會作為香港的立法機關，對議員的要
求就應更嚴格，故有必要將擁護國家憲
法列為議員就職宣誓的要求。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出，基本

法明確了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而作
為香港特區建制架構的一部分，基本法
也明文規定了立法會職能及要求。擁護

基本法，是要擁護
基本法的全部條
文，不能選擇性地
或根據個人喜好
「斬件式」擁護及
遵守。任何違反國
家憲法或基本法
者，都必須付出代價。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強調，香港

是中國一部分，有「一國」才有「兩
制」，而基本法源自國家憲法，故要求
港人遵守及尊重憲法，只是在履行憲制
責任。就坊間有不同的聲音，他認為可
能是對國家憲法認識不深而有誤解，期
望特區政府加強憲法教育，讓香港市民
更清楚了解香港的憲制責任。

■姜偉（中）指，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建立國際仲裁中心。

論壇參與者
■劉慧卿（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

■戴耀廷（「佔中」代表、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桑普（香港律師、評論節目主持人）

■游蕙禎（被DQ的立法會議員）

■羅國強（前學聯副秘書長）

■黃政鍀（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

■梁晃維（香港大學學生會時事委員會署理主席）

■劉子頎（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

■周竪峰（前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滕彪（逃美的「維權律師」）

■達瓦才仁（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代欽（「南蒙古大呼拉爾泰」秘書長）

■Umit Hamit（熱比婭特別代表）

■吳叡人（台灣「中研院」副研究員）

■林彥廷（台灣大學學生會會長）

■吳佳鴻（台灣成功大學學生代表）

■戴耀廷昨日赴台，出席今日舉行的「五
獨論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眾「獨人」參加論壇圖「五獨合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