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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昨日獨家揭露「港獨」暴徒有預謀地在立法會採取暴力。在剛過去的周
一凌晨，參與行動的暴徒個個面戴口罩，在同一時間掀翻路邊鐵馬，與警方對峙。消
息指，「港獨」暴力組織隨後會與議會內的反對派裡應外合，暴力衝擊及「佔領」立
法會。「港獨」分子有精力、財力在短短數日間頻頻組織暴力活動，離不開外部勢力
的背後支持。香港文匯報梳理了外部勢力以關注《逃犯條例》修訂為名，暗中支持暴
例，企圖擾亂香港特區、打擊中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告狀團」日前訪
美，獲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看
重」，與他們會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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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早前發表聲
明，先借「九男女案」唱衰
香港，繼而借題干涉《逃犯
條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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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庇逃犯藏禍心

縱容反港種禍根

黃台仰等高調現身唱衰修例
2016年，黃台仰及李東昇參與旺角
暴亂，造成超過80名警務人員受傷。
隨後，黃李二人因涉嫌煽惑非法集結

罪、暴動罪等被捕。在2017年保釋期
間，兩人在獲得法庭批准離港出席活
動後，就一直未返回香港向警方報
到。直至上月高調現身，香港社會才
知道兩人是棄保潛逃至德國。
德國庇護香港暴徒的消息一出，
香港各界均表示震驚。特首林鄭月
娥立即召見德國駐港總理事 David
Schmidt，向德國政府的庇護行為表
示遺憾及強烈反對。她強調，黃李
二人的暴力行為嚴重影響公眾秩序
及安全，導致超過 80 名警務人員受
傷，並引起眾多香港市民不安。

拒正面回應庇護行為
對於庇護在港涉暴行的兩個逃
犯，德國方面始終未能正面回應。

惟黃李二人現時不但能接受所謂庇
護，還能在當地許多場合演講，標
榜自己的暴力行為，聲稱「暴力是
為了香港」，妄圖將自己標榜成
「香港英雄」，其他反對派中人亦
不斷淡化其惡行，大力宣傳其反修
例立場。
工聯會當時在致德國領事館的公
開信指出，黃台仰和李東昇煽動其
支持者粗暴襲警、縱火、破壞私人
財產、危害公共秩序，行為令人髮
指。德國政府給予兩人「難民庇
護」，既不尊重法治，更會鼓吹暴
力違法，開壞先例，令人覺得在香
港犯了刑事罪行後，到外國都可以
取得庇護，而且不用負上刑事責
任，將嚴重破壞香港法治。

加國
「助攻」
頻出招 縱容越洋罷課
包括「亂港四人幫」之一的李柱
銘等人，早前與加拿大各黨派議員
見面，抹黑《逃犯條例》修訂，加
拿大國會議員莊文浩日前在國會發
言，聲稱特區政修例「威脅全球民
主」，另一議員卡龍亦促加國政府
反對修例。外長政務次官則聲言，
加國已就修例向港府提出嚴正質
詢，並密切注視事態發展。近日，
加拿大外交部「全球事務部」亦就
特區政府建議的修訂，稱要重新審
視現存加港兩地的引渡協議云云。
昨日有消息指，加拿大某中學更
為越洋罷課的學生開綠燈。據報
道，該學生是經歷過 2014 年的「佔

中」行動，她形容當時自己年紀
小，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然而，
是次修例，她則於自己學校發起倡
議行動，由研習修例議題因由、向
校內師生解釋修例影響，以至與校
長會面力陳己見，校方亦最終對其
罷課行為開綠燈。
加拿大一直是美國盟友，此前因
扣押華為董事會副主席孟晚舟，與
中方發生外交風波。孟晚舟在 2018
年 12 月時的被扣押即為加拿大皇家
騎警、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和美國聯
邦調查局（FBI）三部門互相配合所
致。加方甚至遵照 FBI 指示，強行搜
查孟晚舟行李，進而對其逼供。

■ 李柱銘
李柱銘（
（ 右二
右二）
） 早前拉隊
到加國抹黑修例。 資料圖片
到加國抹黑修例。
加拿大財長莫諾前日在受訪時稱，
中美關係是中加關係不可或缺的因
素。目前，孟晚舟問題依然未能解
決；加拿大卻多次發聲，力阻香港修
例，是因關注香港問題，還是緊跟美
國大佬的路線，實在難以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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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
2014生與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在美國與時任副總統拜登會面，整個過程是
在「秘密」情況下進行，外人無從得知會上
具體討論了什麼，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會面之後「佔中」就在龐大資金支持
下爆發。
今年 3 月，陳方安生、反對派議員郭榮鏗
及莫乃光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赴美，
其間陳方安生更獲安排與美國副總統彭斯短
暫交談。同為訪美，同為與美方官員交談，
又發生了如出一轍的「暴力佔領行動」。

英美屢「發聲」庇反對派搞事 煽「佔」先例如出一轍

力及「港獨」的種種行為，揭露外國勢力借所謂「關注」修

5月22日，「本土民主前線」前召
集人黃台仰及其追隨者李東昇高調現
身，公開表示獲得德國「難民庇
護」。據黃李二人說，德國政府其實
早在去年 5 月已批准了兩人的「難
民」身份。惟兩人銷聲匿跡如此之
久，偏要在香港修例期間現身，更劍
指香港修例，稱一旦《逃犯條例》修
訂獲通過，就一世不能回港，否則就
會被拉去內地坐監云云。一切「巧
合」，都令人不禁質疑德國政府此
舉，是有「隱藏議程」。

借修例縱暴行 外力遙控亂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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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官會陳老太
港 14 年、19 年同爆暴力
美國國務院同樣將《逃犯條例》修訂刻意
與暴力「佔領」相連。在其4月29日發表的
聲明中，美國國務院稱，對香港政府決定起
訴及定罪多名在 2014 年「佔領中環」行動
期間組織和平抗議活動的香港居民，感到失
望；香港必須尊重基本法所列明香港人擁有
的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權利。
聲明又稱，關注香港修訂《逃犯條例》容
許把疑犯移送中國內地，強調美國和美國的
合作夥伴正密切注視事件。聲明又拿美國國
務院 2018 年的「中國人權報告」說事，稱
該報告記載了「中國法律制度對侵犯人權和
侵權行為的報道，以及在尊重法治方面的
『普遍惡化』」。
美國國務院昨日又再次發聲明反對修例，
更稱條例會危及《香港政策法》。值得注意
的是，香港一直是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是中國貿易的重要窗口。在中美貿易戰期
間，美國的種種動作，很難讓人認為是單純
關心香港修例問題。香港反對派及「獨人」
在此時更成為美國代議士，不斷幫助美國方
面干擾中國香港內部事務，甚至策動暴力
「佔領」，又煽動全港罷工罷學，企圖癱瘓
香港社會正常運作。

英對
「佔領」
雙重標準
外撐暴內鎮壓
昨日，英國下議院再次有議員就香港《逃
犯條例》修訂提出「緊急質詢」。自政府提
出修例以來，英國已多次發聲反對，上月
30 日，英國更組織 6 個國家的 15 名議員聯
署，要求特區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值得注意的是，下議院早前在對「九男女
案」提出「緊急質詢」時，亦「一併討論」
了《逃犯條例》。他們先是稱「九男女案」
的起訴與定罪是「中國政府最新嚴重侵犯人
權的行為」；隨後又稱如果香港修訂「逃
例」，則香港的「政治活動家」以至國際商
人可能被移交到中國內地云云。換言之，當
年「港獨」暴徒之行為，是英國國會支持的
行為；而現時英國國會之所以不支持修例，
全因擔心這群暴徒無法繼續搞亂香港社會。
英國一邊支持「港獨」暴徒在港的「佔
領」活動，一邊又強力鎮壓倫敦「佔領」行
動，拘捕逾 750 名抗議者。今年 3 月，英國
「反抗滅絕」組織為了呼籲政府關注環保議
題，連日在倫敦各大街道舉行示威。當時，
據英國《衛報》報道，英國內政大臣賽義德
．賈維德呼籲動用全部的執法力量對付「佔
領」城市街道的抗議者，多名英國政客還嫌
警方不夠力，要求動用高壓水炮等手段直接
將拒絕離開交通幹道的抗議者驅趕。一些公
共場所為了配合警方對抗議者的打擊，也關
閉了無線網絡。
煽動香港暴力，鎮壓國內佔領，英國「雙
重標準」如此，是關注修例還是想借勢搞亂
香港，不言自明。

■台灣借題唱衰
修例，間接放生
殺人案疑犯陳同
佳。 資料圖片

「台獨」
借題謀禍港 放生兇徒阻公義
為反對修例，香港反對派議員一再複述台灣陸
委會稱，若香港修例，就絕不會接受台灣殺人案
中的疑犯陳同佳。在香港6月9日的遊行後，陸委
會與蔡英文又紛紛發文，稱支持香港，重申絕不
接受陳同佳云云，蔡英文更頻密地在facebook上
不斷更新，就是次遊行「表態」。為達到政治訴
求而支持罪犯，是「台獨」分子的一貫行為。

不斷提及台灣陸委會，徹頭徹尾成為「台獨」代
言人。
「台獨」分子不斷阻撓，令台灣殺人案疑兇
是否能繩之以法仍是未知數。但一直鼓吹香港市
民「暴力佔領」的台灣民進黨當局，自己卻對真
正的民意置之不理，連臥軌示威，毫無暴力行動
都要拘捕。

屢會反對派唱衰修例

強壓內部矛盾 外煽暴力抗爭

今年 4 月，在「九男女案」判決後，台灣陸委
會即發出新聞稿，稱「佔領中環行動」是香港民
眾「爭取民主普選」的「和平抗議行動」，對參
與者遭控罪名成立及遭判刑事深表遺憾，又稱全
世界均密切關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情況，台
灣人不會遭欺瞞誆騙云云。
香港反對派議員，包括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
謹申，「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朱凱
廸，以及「香港眾志」羅冠聰一眾人等，其後就
專程為《逃犯條例》修訂走到台灣，與「台獨」
分子串謀。他們在台灣會見的亦均是「台獨」政
黨，包括「時代力量」和台灣民進黨等。在討論
《逃犯條例》修訂的各種場合中，反對派議員又

去年年初，台灣當局強推「勞基法」，台灣
勞團冒雨在「立院」周邊展開抗議行動，要求民
進黨撤回「勞基法」修法。勞團在場外抗議行動
中與警方三度爆發衝突，此時有抗議者衝入台北
車站，臥軌抗爭。惟台灣鐵路警察局立即派出上
百名警員到場，將發起臥軌行動的吳嘉浤及徐任
遠逮捕。2018 年 1 月 10 日，台灣「立法院」臨
時會經過 18 小時不斷表決，在上午 8 時 44 分三
讀通過《勞動基準法》修正案。
台灣強推「勞基法」，卻鼓吹香港以暴力抗
爭《逃犯條例》修訂，間接放生殺人犯；美化
「佔中」暴徒，更劍指中央政府，其政治目的一
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