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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
童）包括「佔中三丑」戴耀廷
在內的「港獨」分子在「五
獨」論壇上大放厥詞，更聲稱
要建立「反專制」政治聯盟，
同時加強與外國的「聯繫」。
香港政界人士譴責這些「港
獨」分子否定「一國兩制」，
更勾結外部勢力，密謀破壞
「一國兩制」甚至分裂祖國，
特區政府必須密切留意事態發
展，並必須盡快將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納入議事日程，禁
止有關的分裂活動。

盧瑞安：警方應研執法遏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

長、香港中旅社榮譽董事長盧
瑞安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訪問時批評，「港獨」分子
死心不息，明知「港獨」不可
能，更在香港失去「地盤」，
遂向外造謠生事，更勾結外力
試圖破壞「一國兩制」，禍國
殃民，行為愚蠢。
他認為，不可以任由有關人

等到處播「獨」，警方應該留
意如何有效執法，阻止他們肆
無忌憚，鼓吹分裂國家的「假
希望」。

何俊賢：特區政府須早防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

示，過去一段時間發生的人大
釋法、DQ 後，香港的煽
「獨」組織都清楚知道，「港
獨」已觸碰了國家、特區政府
及社會的底線，而名正言順鼓
吹「港獨」已不可以參與本港
政治制度。
在這情況下，他懷疑這些

「獨人」圖利用新手法，聯繫
外國組織及其他分裂分子，如

參與是次「五獨合流」的活
動，一同密謀在港地下煽
「獨」。
何俊賢強調，有關人等過去

懶理「佔中」嚴重影響香港經
濟，又策動旺角暴亂等激進活
動，反映相關人等的行為沒有
底線，一旦再出「怪招」將會
打擊香港體制，故特區政府以
至中央政府應高度留意，早日
籌謀嚴防。

葛珮帆：分裂國家企圖明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

評，「港獨」分子明顯與境外
勢力勾結，壯大聲勢，意圖破
壞香港及國家的形象，及破壞
港人珍惜的「一國兩制」。
她強調，「一國兩制」是香

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但游蕙禎
等「獨」人永遠只重視「兩
制」，不談「一國」，根本不
承認「一國兩制」，分裂國家
的本質愈來愈明顯。有關人等
所作所為對香港有百害而無一
利，不排除是試圖爭取外部敵
對勢力的資源，繼續搞亂香
港。

王國興：二十三條盡快立法
「23萬監察」發言人、前立
法會議員王國興指出，劉慧
卿、戴耀廷及游蕙禎均為香港
的政治人物，赴台出席實為
「五獨」聚會的所謂「論
壇」，冒天下之大不韙，暴露
出他們「搞分裂、搞港獨」，
企圖分裂國土，破壞國家統一
的真面目。在強烈譴責的同
時，他促請特區政府必須盡快
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納入
議事日程，制止所有分裂活
動。

「五獨」聚集台北

由台灣「獨派」組織「台灣青年反共救國
團」策劃的「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

權論壇」昨日起一連兩天在台北舉行，香港
民主黨前主席、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佔
中三丑」之一戴耀廷(戴妖)；被DQ立法會議
員資格的「港獨」組織「青年新政」成員游
蕙禎，及一些學生組織代表等9人出席了昨
日論壇。
與會的還包括達賴反華集團在台灣代表達瓦
才仁、「蒙獨」組織「大呼拉爾台」秘書長代
欽、「疆獨」組織頭目熱比婭特別代表Umit
Hamit等多名海外「獨派」組織成員，是為
「五獨」論壇，並大講分裂國家的言論。

劉慧卿大肆貶低「一國兩制」
會上，多個香港發言者均哀嘆反對派在早前
的立法會補選中遭遇重大挫折，令「香港的民
主空間越來越窄」，更不約而同地聲稱要建立
廣泛的「政治聯盟」和「海外聯繫」。
劉慧卿在發言中大肆貶低「一國兩制」，聲
言香港的民主自由在這幾年受到「嚴重打
壓」，又稱「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現在很多
都變了」，「如果變得太多，就是沒有『一國
兩制』了，不要談普選了，『一國兩制』都沒
有了，自由都沒有了，法治都沒有了，那麼怎
麼辦呢。」因此，香港要爭取台灣及國際社會
的「支持」。

戴耀廷鼓吹「香港問題全球化」
身為「佔中」策劃者的戴耀廷宣稱，自
「佔中」，「中共」對香港的「干預」越來
越多，例如有人因曾發表「反中共言論」而
不能參選，「打擊很多香港人參與政治的熱
情」。
他聲言，香港的「民主運動」已不單是香港
本身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價值觀衝突」。
由於香港鄰近一個「強大的中國」，因此就成
為全球價值觀衝突的「焦點」。
戴耀廷續稱，在目前的「困難環境」下，在
香港「推動民主」要有新定位，就是要建立
一個更大的「反專制」政治聯盟。他更鼓吹
要發展「公民外交」，不僅與台灣有聯繫，
還要通過各反對派組織和個人加強與國際社
會的「聯繫」。

「台獨理論家」煽長期「作戰」
曾參與編著「港獨」著作《香港民族論》、
有「台獨理論家」之稱的台灣「中研院」副研
究員吳叡人，就長篇累牘地大放厥詞，反對
「一國兩制」，惡意挑撥香港與中央政府的關
係，聲稱「『中國政府』不可能給予香港有更
大的民主自由」，因此香港與「中國」的制度
已出現「結構性矛盾」。
他更煽動香港人要建立「香港意識、香港認
同」，聲言香港的「自決態勢」已不可逆轉，
因此香港人要以建立「準聯邦制」為目標，並
為此要有心理準備，「與中國政府展開長期的
『陣地戰』、『壕溝戰』以爭取民主。」同時
要「用社區包圍政府」，並持續建立與台灣及
國際的「政治聯繫」。

合謀禍國亂港
戴妖叫囂：建立全球「反中」聯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

張得民 台北報道）面對「港獨」、

「自決」在香港人人喊打及越來越沒

有市場之際，一批香港反對派及「港

獨」組織中人跨海到台灣乞求「五

獨」聯手。「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

廷在昨日台北舉行的「五獨」論壇上

繼續推銷其「民主」謬論，聲稱香港

的「民主運動」不單是香港自己的問

題，而是「全球性問題」，因此香港

的「民主運動」要建立一個吸納各反

對派勢力的「反專制」大聯盟，與台

灣及國際社會展開「全方位」的聯

繫。香港政界人士批評，「港獨」分

子與境外勢力勾結，鼓吹「分裂國

家」，特區政府應高度留意，不可任

由他們到處播「獨」（見另稿）。

在中大「民主牆風
波」中公然「粗口橫
飛」的前中大學生會主

席周竪峰，昨日竟然也成為這次「五獨」
論壇的座上客。可能是太過興奮的原因，
周竪峰在發言時大肆攻擊中央政府，指稱
「中國是殖民帝國」，是香港的「敵
人」。由於他廢話太多，連主持人也忍不
住地要叫停。有前來聽講座的在台港人私
下直言，周竪峰的粗口言論，根本是香港
年輕人的恥辱。

與會者指「粗口峰」香港之恥
是次來台參加論壇的共有 5 名「90

後」，包括3名大學的學生會組織頭目以及
被DQ的「青年新政」游蕙禎，但不知為何
早已卸任學生會職務的周竪峰也成為受邀
者。
當主持人還未宣佈他發言時，他已自行

走到台前。當他發言時，並沒有提出什麼論

據，一開口就大肆污辱國家，稱中國不是自
己的祖國，而是一個「殖民帝國」，因此
「一國兩制」不可信，並稱中國「絕對是香
港的敵人」。
一位在香港居住的女士這次是專程來聽

講座，在聽到這番言論時也不禁皺起眉頭。
她私下低聲說，喜不喜歡一個國家或政府是
很個人的事，但不喜歡並不表示自己可以公
然肆意詆毀它，「唔怪之佢叫粗口峰，真係
侮辱咗香港大學生同埋年輕人。」

游蕙禎重彈「自主自決」老調
因在立法會宣誓儀式公然辱華而被DQ的

「青年新政」成員游蕙禎，就被主持人吹捧
一番。游本人在講話時重申自己的「港獨」
主張，稱遊行抗議沒有用，港人一定要「自
主自決才有前途」。不過，雖然講得面紅耳
赤，但卻實在引不起台下聽眾的興趣，在發
言結束後，也只能換來幾次零星掌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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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竪峰妄稱「中國殖民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是次在
台北舉行的「五獨論壇」，除有「港台雙
獨」中人出席，還包括了多名「藏獨」、
「疆獨」、「蒙獨」組織成員參加，包括達
賴反華集團在台灣代表達瓦才仁、總部在日
本的「蒙獨」組織「南蒙古大呼拉爾台」秘
書長代欽、總部在德國的「疆獨」組織頭目
熱比婭特別代表Umit Hamit等。

海外反華組織圖藉港搞分裂
表面上，這些「獨人」好像與香港無

關，但其實，他們都曾與香港的「港獨」組
織頭目有密切聯繫。在2016年初，當「港
獨」激進組織「本土民主前線」頭目梁天琦

在涉及旺角暴動事件後，總部在印度的達賴
反華集團立即邀請梁赴印見達賴，據悉暗中
聯絡他們的就是達賴集團在台的辦事處。
2016年11月，「香港民族黨」頭目陳浩

天和周浩輝在東京出席「南蒙古大呼拉爾
台」成立大會，現在除有代欽外，還有「南
蒙古大呼拉爾台」主席席海明，而在日的
「藏獨」組織代表及「疆獨」組織代表都有
出席。
近日，陳浩天還與席海明暗中勾結，聲

稱將聯繫日本緬甸等政治組織頭目，成立一
個所謂的「自由印太聯盟」（FIPA）。可
見，這些苟延殘喘的海外反華組織都極想借
助香港搞反華分裂活動。

台藏疆蒙「諸獨」撐場

■■戴耀廷叫囂建立全戴耀廷叫囂建立全
球球「「反中反中」」聯盟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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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誣指「一國兩制」已經「失
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游蕙禎繼續唱衰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周竪峰妄稱「一國兩制」不可
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台北昨日舉行「獨派」論壇。香港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被DQ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游蕙禎，及
本港一些學生組織代表等9人出席。與會的還包括達賴反華集團在台灣代表達瓦才仁、「蒙獨」組織「大呼拉爾台」秘書長
代欽、「疆獨」組織頭目熱比婭特別代表Umit Hamit等多名海外「獨派」組織成員，合謀「禍國亂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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