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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近月
幾乎走遍各
區，拉攏各地

區人士加入到「風雲計劃」，並招
攬有意參選者參加其區選培訓班。
上月中，戴到黃埔出席「小麗民主
教室」的街頭論壇，當日嘉賓有劉
小麗、「民協」主席施德來、
「2047香港監察」成員錢志健、
「真普盟」成員翁洛興，圍觀人數
約30人，大部分都是劉小麗的支
持者。
戴耀廷當日獨自一人揸車到黃

埔，但未有停泊在論壇旁的黃埔廣
場，反而選擇離論壇10分鐘路程
的停車場。戴下車後先觀察四周，
似乎擔心被人跟蹤，確認無人跟蹤
後便步行到會場。

指導參選前刪「港獨」帖文
到達後，戴立即發言，並以當

時剛結束的馬來西亞大選作例

子，稱香港亦能跟隨馬來西亞步
伐，要組建「香港版希望聯
盟」，更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是
「造王者」，繼續硬銷自己的
「風雲計劃」。
戴耀廷為了能令旗下「港獨親

兵」順利參選，無所不用其極。他
其後在談到有關議員被DQ的問題
時，呼籲有意參選的地區人士，刪
除自己社交媒體上所有有關「港
獨」的帖文，以防2019年區選被

DQ，並稱選舉主任不可能現時把
所有人的社交媒體截圖，盡早刪除
便能瞞天過海。
戴在發言約半小時後就稱有事

要提早離開，但離開時現場幾乎沒
有市民與他握手，其人氣之低可見
一斑。有在場的市民直言不知道戴
在講什麼：「佢一路喺台上自言自
語，手舞足蹈，好似食咗興奮劑
咁！但係我哋都唔知佢講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自吹「造王者」 聽眾聽唔明
��

■戴耀廷（講者）5月12日出席劉小麗的街頭講座，宣傳「風雲計劃」。

戴耀廷曾戴耀廷曾
聲言有聲言有「「好好
多人多人」」都致都致

電他表示要參加電他表示要參加「「風雲計劃風雲計劃」」培培
訓班訓班，，更稱預定的四期培訓班都更稱預定的四期培訓班都
會會「「爆滿爆滿」。」。不過不過，，據了解據了解，，參參
加這次第二期培訓班的人數不到加這次第二期培訓班的人數不到
預定的預定的3030人人。。為了顯示前來上課為了顯示前來上課
的人數的人數「「足夠足夠」，」，他唯有臨時找他唯有臨時找
來一些友好人士來一些友好人士「「撐場撐場」。」。有知有知
情者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情者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第第
二期的上課人數很勉強才二期的上課人數很勉強才「「湊夠湊夠
數數」，「」，「未來預定仲有兩期未來預定仲有兩期，，點點
搵得夠人呀搵得夠人呀？」？」
根據戴耀廷的如意算盤根據戴耀廷的如意算盤，，參加參加

「「風雲風雲」」培訓班的培訓班的「「雜牌軍雜牌軍」」要有要有
120120人至人至130130人人。。由於早前完成的由於早前完成的
第一期培訓班人數超出預期的第一期培訓班人數超出預期的3030
人人，，因此他曾樂觀估計本月開班的因此他曾樂觀估計本月開班的
第二期也會第二期也會「「爆滿爆滿」。」。

張榮輝鼓如簧之舌張榮輝鼓如簧之舌
為加強為加強「「招生招生」，」，自上月開自上月開

始始，，戴耀廷頻頻外出活動戴耀廷頻頻外出活動，，希望借希望借
助各反對派組織及社團的號召力助各反對派組織及社團的號召力
「「拉人入會拉人入會」。」。
有知情者透露有知情者透露，，戴耀廷每次出戴耀廷每次出

席活動都積極推銷其席活動都積極推銷其「「風雲計風雲計
劃劃」，」，吹噓此計劃如何如何吹噓此計劃如何如何「「犀犀
利利」，」，更宣稱有好多人致電他想參更宣稱有好多人致電他想參
加培訓班加培訓班，，因此是因此是「「手快有手快有、、手慢手慢
無無」，「」，「佢得個吹字佢得個吹字，，邊有咁多人邊有咁多人
呀呀！！家嘅情況係你家嘅情況係你（（戴耀廷戴耀廷））求求
人人（（參加者參加者），），唔係人求你唔係人求你。」。」
戴耀廷推銷戴耀廷推銷「「風雲計劃風雲計劃」」的拍的拍

檔是民主黨前大埔區議員張榮檔是民主黨前大埔區議員張榮
輝輝。。戴聲稱張有戴聲稱張有「「多年地區工作多年地區工作
經驗經驗」，」，因此會負責整個培訓班因此會負責整個培訓班
的策劃及主持工作的策劃及主持工作，，但知情者透但知情者透
露露，，目前從事保險工作的張榮輝目前從事保險工作的張榮輝
離開區議會已離開區議會已1515年之久年之久，「，「佢邊佢邊
度仲有幾多地區人脈度仲有幾多地區人脈？？政治人政治人
脈脈？？佢所謂嘅地區經驗可以話都佢所謂嘅地區經驗可以話都
係係『『老黃曆老黃曆』，』，點打家嘅選戰點打家嘅選戰
啊啊！」！」而經常與戴一起出席社區而經常與戴一起出席社區
活動的張榮輝活動的張榮輝，，如一遇到感覺合如一遇到感覺合

適的人選適的人選，，特別是年輕人特別是年輕人，，都會都會
落足嘴力落足嘴力，，游說對方加入游說對方加入。。
有參加有參加「「風雲風雲」」區選培訓班的區選培訓班的

年輕人透露年輕人透露，，他在上月中旬參加他在上月中旬參加
一個活動時一個活動時，，戴耀廷和張榮輝都戴耀廷和張榮輝都
有出席有出席。。活動期間活動期間，，張榮輝突然張榮輝突然
走近游說他參加培訓班走近游說他參加培訓班。。
他開始時婉拒他開始時婉拒，，但張仍不願罷但張仍不願罷

休休，，利用其保險顧問的口才利用其保險顧問的口才，，希希
望他先去聽聽課再作考慮望他先去聽聽課再作考慮，，並稱並稱
如果最後對參選沒有興趣如果最後對參選沒有興趣，，亦可亦可
參加他們將會開辦的參加他們將會開辦的「「助選團培助選團培
訓班訓班」，「」，「我呢次只係有興趣聽我呢次只係有興趣聽
聽課聽課，，估計就算全部課程結束估計就算全部課程結束，，
我都唔會幫我都唔會幫『『風雲風雲』』參選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張得民

反應遜預期反應遜預期
拉客湊夠數拉客湊夠數

�&

■張榮輝是「風雲計劃」培訓班的
主持人。

錢寶芬（左二）「鳩嗚團」核心成員，長期在旺角西洋菜街
一帶叫囂。曾參加2015年區議會選舉但落敗；去年9月上
旬，在中大校園展示「港獨」標語及高呼「港獨」口號；去年
12月報名參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但被DQ；今年4月出席立法
會公聽會時因搗亂議會，被趕出會場。圖為她與何淑如（左
一）、胡健華（白衣者）參加完培訓班課程後離開。

羅國強（左） 曾任港大學
生會副會長，前學聯副秘書
長，民主黨創辦成員之一，是
戴的港大同學。今年3月下旬
與戴耀廷、游蕙禎等人一起到
台灣出席「五獨論壇」。

李永財「維多利亞社區
協會」維園社區主任。上月在
國歌法公聽會上叫囂反對國歌
法，並刻意用廣東話唱國歌以
示挑釁。

陳樂行（右）「港語學」召
集人，曾任楊雪盈（左）的議
員助理。今年1月，因組織及
參與「佔領」浸會大學語文中
心行動而遭校方停學處罰。

何芝君「香港新婦女協
會」創辦人之一，理工大學社
會科學系退休副教授。去年7
月，曾與戴耀廷等人一起赴日
本出席「五獨聚會」。

陸海天（前）前「熱血公民」成員。曾因
網上留言恐嚇裁判署法官被捕，近年多次參
與「港獨」活動。

早前到台灣參加早前到台灣參加「「五獨論壇五獨論壇」」的非法的非法「「佔佔

中中」」發起人戴耀廷發起人戴耀廷，，正在積極推銷目標是明正在積極推銷目標是明

年區議會選舉的年區議會選舉的「「風雲計劃風雲計劃」，」，而他為計劃搞的第二期而他為計劃搞的第二期「「區選培訓班區選培訓班」」本本

周三晚已開課周三晚已開課。。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戴耀廷雖宣稱其培訓班已戴耀廷雖宣稱其培訓班已「「人滿為人滿為

患患」，」，但實際上剛開班的第二期但實際上剛開班的第二期「「學員學員」」遠少於預期遠少於預期，，全班連導師在內也全班連導師在內也

不足不足3030人人，，有些參加者更是因與戴關係友好而有些參加者更是因與戴關係友好而「「臨時拉伕臨時拉伕」」而來而來；；而且培而且培

訓班內充斥大量訓班內充斥大量「「港獨港獨」」分子及激進分子分子及激進分子。。有參加者直言有參加者直言，，所謂培訓班根所謂培訓班根

本是本是「「龍蛇混雜龍蛇混雜」，」，好似一隊雜牌軍好似一隊雜牌軍，「，「點打仗呀點打仗呀（（參選參選）！」）！」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齊正之、、張得民張得民

「風雲」嘍囉藏「獨兵」
戴耀廷次期「培訓班」嚇怕參選者

今今年年44月至月至55月月，「，「風雲計劃風雲計劃」」首期首期
「「區選培訓班區選培訓班」」已完成四堂課已完成四堂課

程程；；第二期培訓班於本周三第二期培訓班於本周三（（66日日））晚晚
低調開班低調開班，，但該培訓班十分神秘但該培訓班十分神秘，，並沒並沒
有對外公佈有對外公佈，，地點則選擇在尖沙咀加連地點則選擇在尖沙咀加連
威老道某教會大樓威老道某教會大樓。。

范國威楊雪盈任講師范國威楊雪盈任講師
當晚當晚77時許時許，，戴耀廷快步走進大樓戴耀廷快步走進大樓，，

而參加培訓班的學員其後也陸續抵達而參加培訓班的學員其後也陸續抵達。。
學員進入課堂前需要先登記學員進入課堂前需要先登記，，並會貼上並會貼上
一個名牌一個名牌。。除了戴耀廷和主持人張榮輝除了戴耀廷和主持人張榮輝
外外，，還邀請了身為區議員的立法會議員還邀請了身為區議員的立法會議員
范國威以及灣仔區議員楊雪盈作為培訓范國威以及灣仔區議員楊雪盈作為培訓
班講師班講師。。
課堂於課堂於77時時3030分開始分開始，，內容與第一期內容與第一期

培訓班相若培訓班相若。。戴在課堂開始前先作簡單戴在課堂開始前先作簡單
發言和介紹發言和介紹，，之後便交由張榮輝之後便交由張榮輝、、范國范國
威威、、楊雪盈楊雪盈33人講解區選形勢分析人講解區選形勢分析、、地地
區工作等問題區工作等問題，，整堂課程大約整堂課程大約9090分分
鐘鐘。。課堂完結後課堂完結後，，部分學員與戴耀廷及部分學員與戴耀廷及
范國威繼續討論區選問題范國威繼續討論區選問題，，到到99時時3030分分
離去離去，，戴留到最後才離開戴留到最後才離開。。
今年今年33月下旬月下旬，，戴耀廷赴台灣參與戴耀廷赴台灣參與
「「五獨論壇五獨論壇」」時口出狂言時口出狂言，，宣稱宣稱「「港獨港獨
是一個選擇是一個選擇」，」，但被包括香港文匯報等但被包括香港文匯報等
多家媒體踢爆後多家媒體踢爆後，，又轉口否認自己支持又轉口否認自己支持
「「港獨港獨」，」，但實際上就不斷招攬但實際上就不斷招攬「「港港
獨獨」」分子加入分子加入「「風雲計劃風雲計劃」。」。

「「親兵親兵」」陸海天屢展陸海天屢展「「獨物獨物」」
有參加培訓班的學員透露有參加培訓班的學員透露，，在當晚的在當晚的

課堂上課堂上，，出現多名曾多次參與出現多名曾多次參與「「港獨港獨」」
集會的人員集會的人員，，包括曾因刑事恐嚇陳碧橋包括曾因刑事恐嚇陳碧橋
法官而被捕的陸海天法官而被捕的陸海天。。
外稱外稱「「Tim TimTim Tim」」的陸海天曾是的陸海天曾是
「「熱血公民熱血公民」」成員成員，，但由於與時任但由於與時任
「「統領統領」」的黃洋達的黃洋達「「反面反面」」而退出而退出。。
不過不過，，表面上並不屬於某個政治組織表面上並不屬於某個政治組織
的他的他，，近年多次參與近年多次參與「「港獨港獨」」組織活組織活
動動，，並經常展示並經常展示「「港獨港獨」」標語標語，，這次這次
他加入戴耀廷的他加入戴耀廷的「「風雲計劃風雲計劃」，」，極可極可
能會成為戴的能會成為戴的「「親兵親兵」，」，企圖參與明企圖參與明
年的區議會選舉年的區議會選舉。。
在培訓班上在培訓班上，，還有多位學員都是來還有多位學員都是來
自激進組織自激進組織「「旺角鳩嗚團旺角鳩嗚團」」成員成員，，包包
括長期在旺角西洋菜街大喊大叫的括長期在旺角西洋菜街大喊大叫的
「「鳩嗚團鳩嗚團」」骨幹成員錢寶芬骨幹成員錢寶芬。。資料顯資料顯
示示，，錢寶芬亦是錢寶芬亦是「「港獨港獨」」支持者支持者，，早早
在去年在去年99月上旬在中大校園發生月上旬在中大校園發生「「民民
主牆事件主牆事件」」時時，，與激進組織與激進組織「「人民力人民力
量量」」關係密切的錢寶芬關係密切的錢寶芬，，就與多名就與多名
「「鳩嗚團鳩嗚團」」成員高舉成員高舉「「港獨港獨」」標語和標語和
高呼高呼「「港獨港獨」」口號口號，，衝進中大校園衝進中大校園。。

陳樂行曾佔浸大語文中心陳樂行曾佔浸大語文中心
同時同時，，由由「「港獨港獨」」組織組織「「青年新政青年新政」」

創黨成員周世傑所成立的創黨成員周世傑所成立的「「維多利亞社維多利亞社
區協會區協會」」社區主任李永財社區主任李永財，，也出現在培也出現在培
訓班訓班，，李永財早前在立法會有關李永財早前在立法會有關「「國歌國歌
法法」」本地立法公聽會上本地立法公聽會上，，故意用粵語唱故意用粵語唱
國歌國歌，，目前他也在港島插旗目前他也在港島插旗，，明顯是為明顯是為
明年參選區議會做準備明年參選區議會做準備。。而在今年曾組而在今年曾組
織及參與織及參與「「佔領佔領」」浸會大學語文中心而浸會大學語文中心而
遭校方勒令一度停學的遭校方勒令一度停學的「「港語學港語學」」召集召集
人陳樂行也是培訓班的人陳樂行也是培訓班的「「學員學員」。」。
據了解據了解，，區選培訓班的第一期學員區選培訓班的第一期學員
接近接近4040人人，，但到了第二期只有但到了第二期只有2020餘餘
人人。。據稱據稱，，預定在下個月開課的第三預定在下個月開課的第三
期培訓班期培訓班，，報名的人數則更少報名的人數則更少，，為了為了
確保他口中的確保他口中的「「新軍新軍」」在參選人數上在參選人數上
達標達標，，戴耀廷近期不停地走訪多個反戴耀廷近期不停地走訪多個反
對派社團組織對派社團組織，，企圖拉攏更多反對派企圖拉攏更多反對派
加入加入。。
不過不過，，面對面對「「新軍培訓班新軍培訓班」」如此龍蛇如此龍蛇

混雜混雜，，大批大批「「港獨港獨」」分子充斥其中分子充斥其中，，有有
學員直言不想靠學員直言不想靠「「風雲計劃風雲計劃」」參選參選：：
「「靠呢班雜牌軍根本冇得打贏區選靠呢班雜牌軍根本冇得打贏區選，，而而
且且『『港獨港獨』』分子充斥分子充斥，，更加冇得玩更加冇得玩。」。」

偵 查 報 道

■■ 戴耀廷戴耀廷（（左一左一））與與「「風雲計劃風雲計劃」」培培
訓班主持人張榮輝訓班主持人張榮輝（（左二左二））等人等人，，周周
三晚在課程結束後一起離開三晚在課程結束後一起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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