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秀賢（左）和巫堃泰（右）在2017年
一同成立「立言香港」。 網上圖片

媚美組織勾外力
泵水谷「獨」人參選

■■梁繼平梁繼平77月曾煽動月曾煽動「「死士死士」」闖立會破壞闖立會破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煽暴派及
港獨分子企
圖 混 入 議
會，一直高

調撐暴的立法會議員毛孟
靜也派出其助理林正軒，
空降九龍城「樂民選區」
參選。11 月 2 日，「獨
人」劉頴匡欲在維園舉行
集會但不獲警方批准，林
正軒就與數十名泛暴力派
候選人以選舉宣傳的名
義，企圖在當日繼續在維
園搞非法集會，以此掩護
黑衣魔當日的暴力衝擊。

在當日下午2時許，林
正軒已抵達維園，與其他
泛暴候選人匯合，並在附
近掛起自己的宣傳旗子，
旗上印有黑衣魔熱愛的
「港獨」歌曲歌詞。

在活動開始不久，多名
泛暴候選人與黑衣魔聯手
挑釁警察，有人更向警方
發起衝擊。其間，林正軒
情緒亢奮，不停叫罵以煽
動在場者情緒，但當警方
開始嚴正執法時，林正軒
即趁人不備閃身到人群後
面，其後更趁混亂之際鬼
祟離去。

林正軒高調撐暴，更與「港獨」
分子關係密切。今年5月，有人開
始惡意炒作《逃犯條例》的修訂，
林正軒即與「港獨」組織「學生獨
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駒及「學生動
源」召集人鍾翰林合作，發起所謂
「包圍立法會」行動，並在立法會
大樓外「紮營佔領」通宵留守，企
圖搞「二次佔中」。

當時，林正軒與多位「獨人」都
出現在現場，有講有笑，顯見關係
非常密切。

九龍城「樂民選區」參選人還有楊
永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林正軒曾林正軒曾
在本月在本月22日日
煽動搞非法煽動搞非法
集會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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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
除了「立言香港」外，為了吃修
例風波的「人血饅頭」，幾乎每
個選區都有泛暴力派成員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
有人為了提高勝算，在參選前紛
紛「跳船」，或刻意隱瞞自己的
政治聯繫，企圖博懵當選。

袁嘉蔚黐河童「中箭」味難除
南區田灣參選人袁嘉蔚，是

「香港眾志」（中箭）創黨主席
羅冠聰的女友，她於2016年時加
入「眾志」，2017年更成為「眾
志」副主席。去年1月，報名參加
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眾志」常
委周庭被「DQ」，為免重蹈覆
轍，袁嘉蔚同年5月宣佈「退出眾
志」，並轉任立法會議員的區諾
軒助理，為參加區選作準備。今
年10月中，袁終成功「入閘」。
南區香港仔候選人之一的黃銳

熺與袁嘉蔚情況亦類似：兩人都
有着深厚的「眾志」背景，在多
次活動仍與「眾志」保持互動。
早前，「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河童）被「DQ」，黃銳熺和袁
嘉蔚兩人就在記者會上站在黃之

鋒身旁撐場，可見兩人與主張
「自決」的「眾志」仍有密切關
係。
至於沙田松田選區參選人黃學

禮在2015年當選區議員，當時他
在報名表的「政治聯繫」欄目上
填寫「沙田社區網絡」。由於
「沙田社區網絡」主席劉頴匡在
2018 年參選新東補選時因「港
獨」立場而被「DQ」，為避過審
查，黃學禮在今屆已沒有再填
「沙田社區網絡」，而是以「獨
立民主派」的名義參選。
田灣選區參選人還有陳富明，

香港仔選區參選人還有任葆琳和
李建成，松田選區參選人還有姚
皓兒。

泛暴力派頻頻乞求西方勢力介入香港問題，
近期，一個名為「香港自治行動」（HKAA）
的「港獨」組織蠢蠢欲動，不但向美國政客獻
媚，更在今屆區選中高調支持沙田烏溪沙選區
參選人蔡佳鏗。
「HKAA」是在修例風波初期冒起的「港
獨」組織。據了解，該組織與自封「城邦派國

師」的陳雲關係密切，主張崇美反華，更多次在社
交平台展示「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的字
句。

屢舉「星條旗」乞援 出錢接美政客機
今年6月初，「HKAA」開始組織在G20峰會期
間到大阪進行向美方乞援的活動。7月，他們的成
員在多次集會中高舉「星條旗」及唱美國國歌，企
圖引起美國政客關注，而有關片段獲美國總統特朗
普的競選團隊青睞，更被轉載至團隊社交平台上。
10月12日，美國共和黨參議員Ted Cruz抵港。

當日香港機場仍在實行禁制措施，只有持有機票者
才能進入機場範圍，為了博取美方關注，
「HKAA」成員刻意購買機票，以獲得進入機場為
Ted Cruz「接機」。據了解，該組織為展示美國旗

海畫面，並提供所謂
「星條旗」套裝的訂
購。
在向美獻媚的同時，

「HKAA」不但積極協
助和包庇破壞社會的黑
衣魔，更在社交平台中
聲稱可為修例風波中
「流亡到海外」的暴徒提供經濟支援，包括基本食
宿、交通開支以及申請短期居留的行政費用等，還
曾公開聲稱會為支持該組織主張的人提供參選的經
濟支持。

蔡佳鏗圖撇關係 水洗唔清
在今年的區議會選舉，得到「HKAA」「大力支

持」的烏溪沙參選人蔡佳鏗，雖然極力否認自己與
該組織有聯繫，但他在選舉主任的提問中仍會為該
組織的反華標語砌詞狡辯，而蔡的競選標語亦有
「香港自治」字眼，顯示蔡佳鏗非常認同
「HKAA」的「港獨」主張。
烏溪沙的參選人還有李永成和吳卓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獨」人紛「跳船」洗底博入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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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賢擺街站張秀賢擺街站
時路人甚少理時路人甚少理
會會，，惟有站在一惟有站在一
旁玩手機旁玩手機。。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得民記者張得民 攝攝

■■黃之鋒上月被黃之鋒上月被DQDQ，，袁嘉蔚曾高袁嘉蔚曾高
調為他站台調為他站台。。 fbf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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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賢巫堃泰博大霧入閘 隱瞞煽暴組織牌頭出選

花底扮素人
割暴謀區選

■■1010月中月中，，HKAAHKAA成員成員
到機場迎接美國議員到機場迎接美國議員
Ted CruzTed Cruz。。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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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張秀賢和巫堃泰今年分別參選元朗元龍選區及屯門三聖
選區。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觀察，發現兩人的街站非

常懶散，而路過的市民也對他們不太理會。
上周末，張秀賢的街站設在十八鄉鄉事委員會附近。此處
雖然鄰近青山公路人流較多的交通要道，但來往的路人對他
們似乎並不太理會，大部分時間張秀賢都甚為無聊，經常獨
自一人站在一邊玩手機，而大部分派單張的工作則交由義工
負責。

張「空降」元朗 擺街站無人理
有路過的村民向記者直言，並不認識張秀賢，「我都唔知佢
係乜水，無啦啦來呢度參選。」資料顯示，家住屯門的張秀
賢，之前從未在元龍選區服務過，根本屬於「空降」而來。
「立言香港」於2017年成立，其網站的公開資料顯示，該
組織只有5名成員，其中張秀賢為召集人，其餘4名委員分
別是巫堃泰、張崑陽、梁繼平及鍾燊豪，而該組織9名「顧
問」中，包括非法「佔中三丑」中的戴耀廷和陳健民，及被
稱為「台獨理論家」的台灣「中研院」副研究員吳叡人等。
雖然「立言」當時宣稱「不以參加選舉或走入建制為目
標」，但身為組織領袖的張秀賢，在修例風波出現後可能感覺
自己「鴻鵠將至」，因此不惜自打嘴巴，投機的味道甚濃。
張秀賢違背組織「承諾」已非首次，早在2018年初立法會

新東補選，張秀賢就有意參選，但在反對派陣營搞的初選
中，他的得分在3名參選人中排名最低。

與張崑陽等同為「立言香港」成員
事實上，其投機性格由來已久：2012年5月，他與黃之鋒

等人創立「學民思潮」，但眼見「學民」在2013年底陷入低
潮，張秀賢就以升讀大學為由「跳船」，並在2014年初當選
中大學生會會長。
本來，同時身兼學聯常委的他是當年9月發動全港大學罷
課以及鼓吹非法「佔中」的核心成員之一，但不久後他有見
於「佔中」形勢不妙，很快就以「生病」為由疏遠學聯核心
層，但最終難逃法網。今年4月，他因為在非法「佔中」期
間「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

罪」罪名成立，今年4月被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自今年「修例風波」以來，一度非常沉寂的「立言」成員
突然相當活躍。6月起，張秀賢及巫堃泰已多次高調撐暴，
而在7月1日當晚，曾為「香港民族論」作者之一的梁繼平
帶領數十名「死士」非法闖入立法會，更高調除口罩煽動在
場者，但原來他早就訂定機票，事發翌日即逃離香港。早
前，他與黃之鋒等人到美國國會出席聽證會，大肆唱衰香港
的「一國兩制」。至於巫堃泰則涉嫌7月27日的「光復元
朗」遊行，涉嫌「組織未經授權集會」被捕，目前仍處保釋
階段。
「立言」的另一名成員張崑陽，在2015年就讀浸大時曾組織
「退聯」行動，今年8月初，他與同屬港大的「風雲兵」彭家
浩等人成立「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並被踢爆與黃之
鋒、羅冠聰秘密與美國領事館官員見面。此後，張崑陽便甚為
活躍，在8月中旬發起「英美港盟」行動，呼籲支持者「舉美

國國旗、唱美國國歌」，極力拉攏外國勢力介入香港問題。
不久，張崑陽與黃之鋒等人到歐美等地向西方政客唱衰香

港，並出席美國國會就香港問題的聽證會。在11月2日，他
更高調支持「獨人」劉頴匡所發起的「暴力集會」。當晚，
過千名黑衣魔「遍地開花」，四出破壞店舖並投擲燃燒彈，
造成港九新界多地遭到嚴重破壞。

文宣自揭撐暴真身
「立言」成員一面大力煽暴，一面企圖混入區議會，為達
到目的，張秀賢及巫堃泰這次刻意隱瞞「立言」身份參選，
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看他們的區選文宣，發現有相當大的篇
幅都是與撐暴及抹黑警察有關，至於真正能服務街坊村民的
社區工作，可能只是「點綴」而已。
參選元朗「元龍選區」的還有王威信、周樂寧；參選屯門

「三聖選區」的還有蘇炤成。

今年舉行的新一屆區選參選人數創歷史新高，各色人

等混入其中。曾涉「佔中」而被控「煽惑他人犯公眾妨

擾罪」、「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的張秀

賢，與同組織另一名成員巫堃泰，刻意隱瞞其泛暴力派

的政治立場，以所謂「獨立候選人」名義參選。香港文

匯報記者發現，張巫兩人其實是煽暴組織「立言香港」

核心成員，該組織其他核心成員還包括7月1日非法衝入

立法會的梁繼平，以及近期多次高調撐暴及到美歐勾結

外國勢力唱衰香港的張崑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