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耀廷狂言「建國」
赴台北「五獨」論壇叫囂：港人「自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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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至26日，由多個海外反華及
「獨派」組織代表參加的所謂「港

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權論壇」，一連兩天
在台北舉行，與會的戴耀廷在會議結束前發
表「感言」時，宣稱現在進行的「反共反專
制活動一定會成功」，而且「不用太久」，
而在「成功後」，中國「就會建立民主的國
家和社會」。
他宣稱「現在中國有不同的族群，也包括
香港」，因此香港要考慮「未來以一種什麼
關係和這些族群連在一起」。

暗示中國將「分裂」港早準備
戴耀廷並搬出「國際人權公約」來辯稱，
「民主社會不單是指一人一票的選舉，還包
括『人民自決』的權利」。他又聲言︰「我
們可以考慮成立獨立的國家；可以考慮成為
『聯邦』的一部分；也可以考慮歐盟那種
『邦聯』的一部分。這就是『民主自
決』。」
在首日的論壇上，戴耀廷已大肆污衊中央
政府一貫以來的對港政策，聲稱「反專制」
應是未來香港民主運動的「新定位」，並要
建立更大的「政治聯盟」。在前日的講話
中，他更進一步指揮大家要思考「香港未
來」。他還暗示「中國會分裂」，稱「應透
過這些『族群』用平等的權力去決定他們的
前途」。然後話鋒一轉，進一步闡述其「港
獨自決」論調，指「由於這涉及到香港的未
來，所以我們要想多一些，香港未來會怎
樣？如果我們『成功後』才想我們以後應該
怎樣做，這可能就來不及了，因此現在就要
去想」。

與會「獨青」亢奮應和「妖言」
戴耀廷這番「建國獨論」似乎立即刺激到
一些與會年輕人的情緒，紛紛發表「反華抗
中」言論。香港中文大學「辱華事件」的主
角、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周竪峰宣稱要抵抗「大
漢族民族主義」和「中華帝國擴張」，因此要
聯合台灣、新疆、西藏、內蒙古以及外國反華
勢力來「保護」「香港民族」的身份。
曾帶領學生「佔領」學校語文中心、一度
被罰停學的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劉子頎
則宣稱要「反對中國政權，不能後退」，並
指「要有當家作主的準備」。
至於兩名香港大學學生會頭目黃政鍀和梁
晃維更是用口號式發言，聲稱「不能一輩子
當反對派」，「終有一天要奪回人權自
由」，並「建立國家」云云。

聽眾紛離場「獨壇」草草收檔
看到這些發言者這種毫無內容的言論，
不少出席論壇的聽眾感到無趣而紛紛離
場，當周日上午的會議進行還不到一小
時，台下的聽眾已走了一大片，令到主持
人也不得不趕緊叫停他們的講話，草草宣
佈這次荒謬的「五獨論壇」收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 台北
報道）在25日的論壇上，3名屬於海外
反華分裂組織的代表也發表演講，他
們在講話中無視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
少數民族地區的關懷，閉口不談少數
民族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獲得極大提高
的事實，反而大肆詆譭中國政府的少
數民族政策，污衊說是要對少數民族
進行「同化」（漢化）和「文化滅
絕」。他們更信口雌黃，指香港也遭
受中國大陸的「文化侵略」，因此要
「共同抵抗」云云。

「藏獨」污衊「文化滅絕」
60多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以

來，西藏自治區無論在經濟發展、人民
生活水平、文化教育普及等方面都有極
大的提高，而達賴反華集團駐台灣代表
達瓦才仁在「五獨」論壇上也承認，西
藏全境已沒有失學兒童，但他不但不予

感謝，反而污衊說此舉是「中國政府要
消滅藏族文化」的陰謀，他並將中央政
府目前在全國展開的「掃黑除惡」行
動，說成是要控制西藏的宗教文化。聽
到達瓦才仁這番胡言亂語，曾有去過西
藏的台下聽眾也不禁搖頭，一些聽眾並
紛紛離場。

「蒙獨」誣指「草原全毀」
總部在日本、自稱是「南蒙古大呼
拉爾台」（蒙語「世界南蒙古人會
議」）的海外「蒙獨」組織秘書長代
欽的講話內容更是匪夷所思，這名在
20年前才離開中國的內蒙古中學教
師，竟然胡說國家在當地的採礦工程
已將「內蒙古的廣闊草原完全破壞
掉」。他的言論也自相矛盾，一方面
說中國政府要消滅蒙語及蒙古文化，
但又自稱他在內蒙古時一直是用蒙語
教學，有台下的聽眾聽罷不禁懷疑：

他自己在內蒙古時就從事蒙語教學工
作，難道這是中國政府在「消滅蒙
語」？

「疆獨」鼓吹「東突復國」
至於自稱是海外「疆獨」組織「世

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頭目熱比婭「特
別代表」的Umit Hamit 更即場展示
「疆獨」旗幟，他在發言時為2009年
發生在烏魯木齊的「7．5打砸搶燒嚴
重暴力犯罪事件」塗脂抹粉，稱是一
場「反抗運動」，又聲言「新疆的今
天就是香港的明天」，「無論用任何
方式，都要從漢人手中奪回屬於『東
突厥斯坦』（新疆）的土地。」
聽到Umit Hamit 這番殺氣騰騰的

話，連同台的其他講者也是面面相
覷，不知應該「鼓掌」還是「反對」
才好，或許也在怪自己與「疆獨」恐
怖組織分子「同流合污」了！

■「南蒙古大呼拉爾台」秘書長代欽。■達賴反華集團駐台灣代表達瓦才仁。 ■「疆獨」組織頭目Umit Hamit。

「佔中三丑」之一的港大法律系副

教授戴耀廷(戴妖)繼續在台北發表「港

獨」言論。他前日在一個「獨派」組

織於台北舉辦的「五獨」論壇上，肆

無忌憚地發表分裂中國的言論，宣稱

「反共反專制活動很快就會成功」，

因此香港人現在就要考慮用「民主自

決」來決定應否「獨立建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台北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各股
「獨」勢力近日又在台灣搞合流，千方百
計希望搞亂香港、分裂國家，「佔中三
丑」之一的戴耀廷更在論壇上鼓吹「港
獨」言論。多名政界人士批評，戴耀廷公
然鼓吹分裂國家、顛覆等行為，特區政府
應該立即採取行動之餘，香港大學校方亦
須取消「戴妖」的教席，避免莘莘學子遭
其荼毒。

陳勇：如「毒梟」聚會豈能坐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陳勇認為，今次的「五獨」論壇如「毒
梟」聚會，均是不能坐視不理。陳勇提

到，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有一套維護自身領
土完整的法例，而且相當嚴厲。因此，特
區政府也不能姑息這班「港獨」、「分
離」分子，如目前法律有漏洞的話，便應
立即進行補漏措施，否則他們只會「變本
加厲」，把香港變成分裂國家的基地，此
對香港社會沒有任何好處。

顏寶鈴：在港碰壁赴台乞外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出，從「3．
11」立法會補選，與「自決派」朱凱廸一伙
的姚松炎再次被市民「DQ」，可見在過去
一段時間，市民對這些「真港獨、偽本土」
的言行已深感厭惡，於是利用手上一票將他

們踢出特區政府的政治架構，但這班人毫無
悔改之意，竟跑到台灣，與其他「獨友」搞
串連，做出一些「令人討厭及滋擾」的行
為。顏太更指出，不止「港獨」不受歡迎，
就算是「台獨」也不獲台灣人的支持，「台
獨」分子搞亂當地的經濟、民生，與「港
獨」沒有任何分別，均不能姑息。

盧瑞安：港大須撤「戴妖」教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戴耀

廷等人簡直是癡人說夢話，幸好他非參
選立法會議員，否則將被「DQ」收
場。他怒斥戴耀廷作為法律學者，其言
行卻知法犯法，根本不配擔任香港大學
法律系副教授，奉勸校方盡快開除其教
職，以免荼毒下代，誤以為犯法是理所
當然的事情。

梁志祥：「獨人」不斷踐踏底線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表示，國家體制已列明，國家的憲
制安排就是「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
制，無論是國家正、副主席、全國人大常
委等，均代表人民的意願，具很大的認受
性，而戴耀廷卻高呼推翻共產黨領導、
挑撥人民的感情、離間及抹黑國家和領
導人。
梁志祥又批評，這些「獨」分子濫用

自由，除公然在港播「獨」之外，還大
搖大擺跑到其他地方與「獨友」唱衰及
抹黑國家，居心叵測。他擔心，若該批
「港獨」分子不斷踐踏國家底線，做出
各種挑釁行為，港人或會被拖累，一起同
受苦果。

政界促政府「排獨」港大「除妖」

偵 查 報 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已成為「過街老鼠」、香
港市民聞之反感的「港獨」分
子，眼見在香港沒有市場，便
跑到台灣與多個地方的「分
離」、「獨派」分子碰面，甚
至乞求外國勢力支持。對於
「港獨」分子、「佔領」幕後
黑手，及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
等人公然參與「五獨」論壇，
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卻採取
「敷衍了事」的態度，將他們
企圖勾結外國勢力，進行分裂
國家的嚴重罪行，輕描淡寫成
是「出席活動」，又以「不了
解」論壇內容迴避問題。
是次特意赴台參與「五獨」

論壇的人，包括民主黨前主
席、立法會前議員劉慧卿，
「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及被
DQ的「青症雙邪」之一的游蕙
禎，與部分學生組織代表等。
連日以來，有關人等在論壇

上鼓吹「反對共產黨」、「自
決」等言論。對於這批人的言
行，香港的反對派卻罕有地
「冷淡」，被香港文匯報記者
追了兩天才肯回應。

胡志偉：不限制黨員行動
其中，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就

稱，出席今次「五獨」論壇的
劉慧卿現只是一名「普通黨
員」，該黨不會限制或規管
「普通黨員」的行動，亦容許
「普通黨員」做他們要做的事
情。他稱，民主黨對「港獨」
的立場相當清楚，就是反對任
何「港獨」行為，堅決維護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
則。不過，他卻未有批評劉慧
卿的行為。

楊岳橋：人有出入境自由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則轉移視線聲稱，按照基

本法，任何人均有出入境自由。至於有關論
壇，他則聲言自己「不了解論壇內容」，故不
能作出任何評論。

莫乃光：不了解論壇性質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也稱，自己不了

解台灣組織及今次論壇的性質，更對「出席者」
不太熟悉，不想作出任何評論云云。
「自決派」朱凱廸稱，每人有講話的自由，

不作評論。
「專業議政」邵家臻認為，今次他們只在台

灣講，是已經顧及到香港的「特殊情況」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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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三丑」之一的
戴耀廷，日前赴台北出
席「五獨」論壇，更向

年輕人鼓吹「港獨」，席間更似乎有年輕人
受其影響，再次令人擔心他們荼毒學生的問
題。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前日批評，戴耀廷知
法犯法，身為港大副教授仍公然「分裂國
家」，故他將致函要求港大正視事件，將戴
耀廷革職。

何君堯：將函港大正視事件
何君堯前日在 facebook發帖，引述香港

文匯報的報道，直斥戴耀廷罔顧基本法要求
和自己的身份，前往台北與「五獨」分子勾
結，更打正旗號倡議成立「反中央大聯
盟」，是煽動和顛覆國家的明顯舉措。何君
堯強調，將致函港大要求正視此事，並要求
革走戴耀廷。
何君堯去年曾發起「反港獨、反冷血、反偽

學—革走戴耀廷吶喊大會」，逾4,000名反
對違法「佔中」和「港獨」的人士出席支持，
不少人都要求港大將戴耀廷革職，以免他向學
生渲染「港獨」的違法言論。
戴耀廷去年亦曾「巡迴」大專院校，向莘莘

學子播「獨」，但被多個團體直斥他是「法律毒
瘤」，企圖誤導學生。戴耀廷在出席浸大校園論
壇時，「珍惜群組」到場抗議，批評聲稱教法律
的戴耀廷主動教唆學生「違法達義」，並提倡
「港獨」，企圖誤導入世未深的學生，要求港大
正視事件並將戴耀廷革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革走戴耀廷
全城呼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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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海外「「三獨三獨」」煽港共同煽港共同「「抗中抗中」」

▶▶▶ ■■在會議期間在會議期間，，戴耀廷和劉慧卿特別與戴耀廷和劉慧卿特別與
主辦論壇的台灣主辦論壇的台灣「「獨獨」」派組織負責人離派組織負責人離
場到附近餐廳密斟場到附近餐廳密斟。。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攝

■■「「五獨論壇五獨論壇」」會場人丁稀少會場人丁稀少，，座位大半空置座位大半空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