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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黨」三大死罪

警方：禁制建議已衡量比例原則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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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
港獨」
」的「香港民族黨
香港民族黨」
」運作
運作，
，在香港社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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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六月初八 十一大暑 氣溫 27-31℃ 濕度 75-95%
港字第 24962 今日出紙 3 疊 12 張半 港售 8 元

多數人都認為對分裂國家的違法行為採取行動是
依法施政時，
依法施政時
，反對派中人就不斷為
反對派中人就不斷為「
「港獨
港獨」
」分子

撐腰，
撐腰
，提出各種質疑
提出各種質疑，
，更聲稱言論
更聲稱言論、
、結社自由被打壓云云
結社自由被打壓云云。
。
反對派的質疑炒作，
反對派的質疑炒作
，在警方和保安局向
在警方和保安局向「
「民族黨
民族黨」
」發出的文件面前
發出的文件面前，
，根本
不值一駁。
不值一駁
。文件指出
文件指出，
，在考慮根據
在考慮根據《
《社團條例
社團條例》
》作出建議時
作出建議時，
，已經衡量過做
法是否合乎比例，
法是否合乎比例
，並指出本地及國際法例都列明
並指出本地及國際法例都列明，
，為保障國家安全
為保障國家安全，
，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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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由作出一定限制。
對自由作出一定限制
。
警方更用了約 880 頁文件去解釋並列舉
頁文件去解釋並列舉「
「民族黨
民族黨」
」的違法行徑
的違法行徑，
，包括他們
危害國家安全、
危害國家安全
、 破壞公共秩序及影響他人自由和權利的問題
破壞公共秩序及影響他人自由和權利的問題，
， 指出
指出「
「 民族
黨」的「港獨
港獨」
」主張已是實質行動
主張已是實質行動，
，而他們鼓吹武力
而他們鼓吹武力、
、散播仇恨的言論
散播仇恨的言論，
，令
警方有強烈理據相信，「
警方有強烈理據相信
，「民族黨
民族黨」
」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甘瑜、
、陳庭佳

保安局局長考慮根據《社團條例》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
是「民族黨」危害國家安全。警方在文件指
出，條例規定，「國家安全」是指「保衛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惟「民
族黨」卻鼓吹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明顯有
違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警方並
提出了 50 項事實去詳述「民族黨」過去兩年
間的分裂國家言行。
警方在文件中指出，「民族黨」自其成立
開始，就在鼓吹「港獨」上有一系列實質行
動。在「民族黨」於 2016 年 3 月 28 日成立並
召開記者會時，該黨召集人陳浩天已聲言有六
大綱領去鼓吹「港獨」，包括要建立「香港共
和國」、廢除基本法並「自行制憲」、建立支
持「港獨」的勢力等。
其後，陳浩天在接受訪問時，亦對自己的
主張違反基本法第一條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直認不諱，
更聲言不排除會用上武力，及會滲透國家云
云。

政府部門，並深入警隊以獲取資訊。
除了持續在 facebook 上播「獨」，「民族
黨」亦開始染指校園，包括推出所謂「中學政
治啟蒙計劃」，並於約一個月後聲言已獲得逾
80 所中學的學生參與其中，亦有籲支持「港
獨」的大學生要參與學生會等。
警方還在文件中指出「民族黨」不止在香
港推動「港獨」，並四出與其他「獨」勢力合
流的情況。
例如陳浩天及其黨友周浩輝曾到日本出席
所謂「南蒙古大議會」，聲言要擴大「港獨」
勢力；參與「亞洲人權迫害與自決」國際人權
記者會，明言「民族黨」希望得到台灣支持他
們的「港獨」主張，並希望「藏獨」、「疆
獨」等可以和「港獨」合力「對抗中國」。
警方認為，綜合各項事例，有強烈理據相
信「民族黨」的運作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切實的
威脅。

叫囂褫奪雙非兒童「公民權」
在 2016 年 3 月「民族黨」成立記者會上，
陳浩天就聲稱中央利用單程證和雙非居留權去
「殖民」香港，新來港人士也在「濫用」香港
資源。
陳浩天於 2016 年 7 月宣佈參選立法會時，
更提出「港獨」政綱，在「香港共和國」成
立、「民族黨」成為執政黨後，一定會褫奪
1997 年後出世的雙非兒童公民權、停止輸入

鼓吹香港脫離國家
■「我哋
『香港民族黨』
明確主張，只有
『香港獨立』
，
先至係我哋香港人唯一嘅生路。」
■「我哋就要明目張膽，明刀明槍搞
『香港獨立』
就係
要分離，就係要離開中國。」
■「我哋已經好厭惡中國，我哋唔會再返轉頭，唔
會再認自己係中國人，我哋一定要殺出自己一條
血路。」

■「即係對個政權呢，就應該要，即係用啲武力㗎
嘞。啱呀，差佬抵打啊咁樣㗎嘛。」
■「若果要真係流血先至能夠得到自由嘅話，或者令到
香港繼續保存落去嘅話，咁無辦法就要流血。」

■ 2017 年 8 月，陳浩天向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人員告洋狀，遞交請願信。
資料圖片

仇恨歧視在港內地人
《社團條例》第八條指出，如果是為保護他
人的權利和自由，可禁止任何社團運作。警方
詳列「民族黨」煽動仇恨內地人及新來港人
士、損害他們免受歧視的權利的言論，力證禁
止「民族黨」運作除了符合法例，也與普世價
值一致。
文件指出，為了他人權利，鼓吹仇恨之主
張的組織應被禁止。警方指「民族黨」鼓吹區
分香港人與其他內地人，煽動仇恨及歧視在香
港的內地人，並提供多個事例。

「民族黨」部分「獨」論

鼓吹武力

表明不但鼓吹而且推「獨」
此後兩年間，「民族黨」在不同場合都公
開宣「獨」，包括在電台訪問中聲言要以「外
交手段」，甚至「武裝革命」去達至「港
獨」、在電台訪問聲言「港獨」是港人的「唯
一出路」。在「民族黨」擺街站期間，陳浩天
亦代表「民族黨」直言他們不只是鼓吹「港
獨」，更會推動「港獨」。
在「民族黨」陳浩天參選立法會被 DQ 後，
他們曾舉辦集會，其間鼓勵支持者要滲透不同

■ 2016 年 9 月，陳浩天向小
學生派發
「港獨
港獨」
」
傳單。 fb
fb圖片
圖片

「中國移民」。
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資格無效後，他就在
與其他被 DQ 者集會中狂言：「我哋被中國殖
民之後，我哋已經好厭惡中國，我哋唔會再返
轉頭，唔會再認自己係中國人。」
「民族黨」之後在港九新界開街站、「演
講」，聲言要讓市民知道「中國人在港掠奪香
港社會資源的劣行」，令他們明白「中國人乃
香港社會問題的根源，亦只有中國人在港絕
跡，香港人才能安居樂業」云云。
在2016年10月，「民族黨」就在西營盤向學
生洗腦，派發內容針對時下中學生所受的「殖民
壓迫」，包括大學學位競爭、普教中、國民教育
等的宣傳品。另外，該黨成員周浩輝就稱香港回
歸後「一路衰落緊」，「絕對唔係香港人嘅錯，
呢啲全部都係中國人嘅錯嚟㗎。」
警方認為，「民族黨」歧視「非香港居
民」和內地居民，而表達自由並非旨在破壞他
人權利和自由，包括平等及不受歧視的權利，
故建議禁止「民族黨」運作。

■「如果佢（政權）唔肯傾嘅，咪用吓其他方法，可
能要用拳頭或者用磚頭，再勁啲，咁打到佢肯傾
為止。」

推動
「港獨」
的實質行動
■「咁我哋呢依家係唔止講嘅，我哋係行上街頭，我
哋係要搞街站，我哋要搞更多嘅行動同埋活動。」
■「每一個界別都要有
『香港獨立』
嘅勢力，所以其實
我哋『香港民族黨』，依家就係做緊呢樣嘢，難聽
少少就係滲透，我哋已經喺唔同界別都有咁嘅人
士。」
■「以前大家都會話，
『港獨』
呢樣嘢唔講得，諗都唔
應該諗……但係當我同埋我班黨員企出嚟，我哋
要主張『香港獨立』嘅時候，開始呢個社會有人去
諗，啊其實
『香港獨立』
有咩問題呢？」
■「兩年內『民族黨』要令香港人全面敵視中國『殖民
者』
，五年內
『民族黨』
必須發展出且具現實力量之
勢力，
『香港民族』
不論在
『和平癱瘓』
抑或
『武裝自
衛』兩方面均要有充足準備，以無限增加『港共殖
民政府』的管治成本，全面癱瘓『殖民統治』為目
標，透過威脅手段迫使中國放棄香港之主權。」
■「我哋要同台灣啦、西藏啦、維吾爾族人啦，或者
更加，即係好多啦，大家諗到 OK㗎，印度呀、美
國呀、日本呀、台灣呀、韓國呀，我哋係應該形
成為一個包圍網，或者係去，即係除咗圍堵佢之
後，應該係要將佢分散，瓦解呢個帝國。」

為達目的「「可能使用武力」」

50項事實證「分裂國家行為」

警方在文件中指出，「民族黨」的運作同時
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因他們多次鼓吹用
「武裝力量」、「武裝革命」、「流血」去推
動「港獨」，並警告不能等到暴力行為爆發、
令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時候才介入。
文件引用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二十二（二）條指，結社自由的行使
亦須面對法律所規定的限制，及「在民主社會
中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
護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
必須的限制。
對香港來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是建
基於「一國兩制」核心基本原則的社會，而保
障和維護這些核心基本原則是必要的，因此而
作出若干限制是合理的。
文件指出，陳浩天及周浩輝在多個場合明確
指出「民族黨」會用「任何有效手段」、包括
運用武力或暴力去達到目的，「換句話說，
『民族黨』沒有排除運用武力或暴力去達到目
的的可能性，即使有機會引致傷亡，以及對公
共安全及公共秩序構成明顯威脅。」

陳聲言「無辦法就要流血」

警方列出「民族黨」屢次鼓吹使用暴力推動
「港獨」的證據，其中在 2016 年 3 月「民族
黨」成立記者會上，陳浩天稱如果對香港人利
益的威脅出現時，「我哋就要阻止佢，用返
『對等嘅武力』去阻止佢。」
陳浩天在 2016 年 3 月到 5 月期間多次接受傳
媒訪問，繼續大講其暴力「港獨」理念，包括
「『武裝力量』，如果有咁嘅機會咪做囉」、
「但若果要真係流血先至能夠得到自由嘅話，
或者令到香港繼續保存落去嘅話，咁無辦法就要流血」、
「若果其他方法都唔得嘅時候，咁『武裝革命』係最後一個
途徑，咁唯有『武裝革命』㗎啫」。
他在2016年6月一場聯校論壇中，更聲言要與中央政府商
討，讓駐港部隊撤出香港，「如果佢唔肯傾嘅，咪用吓其他
方法，可能要用拳頭或者用磚頭，再勁啲，咁打到佢肯傾為
止。」
除了透過陳浩天出席活動及接受訪問，「民族黨」也
在其 facebook 宣揚暴力「港獨」，例如在 2016 年 6 月就
發帖叫港人「拿起我們的武器」，「民族黨」將積極參
與「抗戰」；在 2016 年 9 月的一篇帖文，「民族黨」就
着「香港民族」在「和平癱瘓」或「武裝自衛」兩方面
要有充足準備，他們也將會加快組織並發展「地下黨」
勢力推動「港獨」。

改稱「合法非暴力」不可信
直至今年，陳浩天也未有摒棄暴力。他在 5 月出席聲援旺
角暴亂入獄者的集會，並發言力撐暴徒：「我哋要繼續為佢
哋發聲，話畀呢個世界聽佢哋唔係暴徒，佢哋只係一班好普
通嘅香港人，純粹只係為咗覺得正確嘅事情，為咗公平，佢
哋去犧牲，被抹黑成為暴徒。」
警方認為，儘管「民族黨」至今未曾使用任何暴力，並曾
聲稱已「改變立場」至以「合法、非暴力」手段去爭取其目
標，但基於「民族黨」亦承認自己會作出假聲明，及一系列
的言論及活動，有理由相信不能排除「民族黨」用武力達到
目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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