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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擔心戴耀不少人都擔心戴耀
廷是次行動是廷是次行動是「「佔中佔中
22..00」。」。回顧回顧20142014年違年違
法法「「佔中佔中」，」，該行動令該行動令
香港經濟嚴重損失香港經濟嚴重損失，，更更

撕裂社會撕裂社會，，並埋下並埋下「「港獨港獨」」隱患隱患。。戴耀戴耀
廷是整場非法廷是整場非法「「佔中佔中」」的策劃者的策劃者、、教唆教唆
者者、、組織者組織者，，20132013年年11月月，，戴耀廷突戴耀廷突
然公開發表署名文章然公開發表署名文章《《公民抗命的最大公民抗命的最大
殺傷力武器殺傷力武器》，》，宣稱宣稱「「要準備殺傷力更要準備殺傷力更
大的武器──佔領中環大的武器──佔領中環」。」。如今越來越如今越來越
多證據顯示多證據顯示，，違法違法「「佔中佔中」」是攬炒派與是攬炒派與
境外反華勢力以所謂境外反華勢力以所謂「「真普選真普選」」為由精為由精
心策動的一場心策動的一場「「顏色革命顏色革命」。」。

狂言癱瘓港最脆弱地方狂言癱瘓港最脆弱地方
戴耀廷當年明確提出戴耀廷當年明確提出「「癱瘓中環癱瘓中環」、」、

「「核爆中環核爆中環」」計劃計劃，，揚言要揚言要「「攻向香港攻向香港
的最脆弱的地方的最脆弱的地方」。」。整個違法整個違法「「佔中佔中」」
亦處處有第二中情局之稱的美國國家民亦處處有第二中情局之稱的美國國家民
主基金會主基金會（（NEDNED））的蹤影的蹤影。。

眾多資料皆顯示眾多資料皆顯示「「佔中佔中」」大部分資大部分資
金來源都來自為美國服務的壹傳媒創辦金來源都來自為美國服務的壹傳媒創辦

人黎智英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人黎智英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NED）。）。在違法在違法「「佔中佔中」」扮演重要扮演重要
角色角色、、時任時任「「真普選聯盟真普選聯盟」」召集人的鄭召集人的鄭
宇碩宇碩，，其前助理其前助理張達明曾撰寫張達明曾撰寫《《何為何為
證據證據：：揭露香港亂象的幕後黑手揭露香港亂象的幕後黑手》》一一
書大爆其書大爆其「「佔中佔中」」時的黑幕時的黑幕，，包括包括
NEDNED 屬下的美國國際民主研究屬下的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院
（（NDINDI））當時直接指使當時直接指使「「真普聯真普聯」」及及
「「民主動力民主動力」」搞活動為搞活動為「「佔中佔中」」造勢造勢，，
更就此提供資金更就此提供資金。。

美機構捐款推動美機構捐款推動「「佔領佔領」」
此外此外，，企圖攬炒香港的職工盟亦自企圖攬炒香港的職工盟亦自

20132013年起年起，，連續兩年向連續兩年向NEDNED旗下的美旗下的美
國國際勞工團體申請共約國國際勞工團體申請共約132132萬元資萬元資
助助，，並在申請書中註明會將部分捐款用並在申請書中註明會將部分捐款用
於推動於推動「「佔中佔中」。」。
事實上事實上，，戴耀廷自戴耀廷自20132013年初到年初到20142014

年正式發起年正式發起「「佔中佔中」」期間期間，，也一直和英也一直和英
國國、、德國德國、、加拿大加拿大、、澳洲澳洲、、日本等國的日本等國的
駐港領事人員會面駐港領事人員會面，「，「討論討論」」香港政治香港政治
的情況及的情況及「「佔中佔中」」進展進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郭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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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勢力介入金援外國勢力介入金援「「佔中佔中」」

戴耀廷擬透過所謂「香港法治重生計
劃」眾籌及鼓吹「抗爭」，又想藉

所謂「拉撒路計劃」去複製「佔中商討
日」的情況，多名政界人士質疑其用心
在於攬炒社會，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
批評其「禍港之心不死」，除了社會大
眾要警惕，執法及司法部門都要跟進及
採取行動。

戴誣港「法治已死」再煽攬炒
「香港法治重生計劃」通過美國Patreon

平台眾籌，捐款者可以閱讀戴耀廷的文
章、收到「研究報告」。該計劃的前設是
香港「法治已死」，例如聲稱香港國安法
是造成「法治死亡」的「威權病毒」，令
司法和監察機構不能實踐公義。不過，計
劃稱仍然有「重生希望」，不斷推銷大家
用「如水抗爭（Be Water）」的策略，讓
「公民抗命」變成一種「公共價值」。
至於「拉撒路計劃」，按戴耀廷稱與
「佔中商討日」類似，由公民分組討論，
大家想像醫護、法律、社區在「民主化香
港」的樣貌。他又稱要在不違反香港國安
法的前提下「思考未來的方向」，期望至
少可有4,000人參與（見另稿）。

蔡素玉：搞分化比「佔中」更毒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直斥戴耀廷禍

港之心不死，兩個「計劃」明顯是千方百
計繼續煽動破壞社會安定，分化香港市
民，比「佔中」更惡毒。她認為，港大將
其開除是正確的做法，不能讓他繼續禍害
港大的學生，並希望年輕人以至所有香港
人都不要受到戴耀廷的矇騙。

黃均瑜：外力可藉其眾籌注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均瑜強調，社會各

界必須要肅清戴耀廷的餘毒，拆穿他的陰
謀。外部勢力有可能藉眾籌向戴注資，
「法治重生」只是掩蓋政治黑金的來源的
「幌子」，如果涉及違法行為，有關執
法部門必須採取跟進行動，將犯罪分子
繩之以法。

王國興：保釋期間禍港不悔改
工聯會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強調，戴

耀廷正保釋等待上訴，如今繼續推動反
政府活動、煽動反中亂港思潮，證明他
根本沒有悔改。他指出，煽動破壞國家
安全、顛覆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他質疑，「眾籌」有
助通過網上平台收取政治黑金，再進行反
政府的活動。他批評執法部門對反中亂港
分子執法不力，竟允許戴耀廷在保釋等待
上訴期間胡作非為，司法部門應該盡快跟
進上訴審判，對於戴在保釋期間進行的反
政府活動，亦要提出檢控。

林宇星：違法者圖為港「立法」
「公民力量」發言人林宇星反問戴耀廷
作為違法者，如何為香港「立法」。他又
說，戴耀廷此前的「風雲計劃」、「雷動
計劃」、「35+」等均是為了攬炒香港，
令人質疑他這次亦是旨在推動攬炒。

所謂的「拉撒路計劃」是借用
《聖經》有關內容的「死而復
生」含意，鼓吹年輕人要有「死
的覺悟」，再討論「民主化」香
港的「重生」。戴耀廷向傳媒公
然聲稱，深知自己是香港國安法
的「目標」之一，因此要「聰明
啲做嘢」，繞開「紅線」，「拉

撒路計劃」是「宗教嘢嚟啫，我傳道
啫」。他的行徑令許多基督徒恥與為伍。

假扮救世主 教徒恥為伍
身為基督徒的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

權強調，基督教的內核是良善、友
愛、和平和尊重，而戴耀廷利用宗教

包裝反政府的言論，將涉嫌違反香港
國安法的行為稱為「傳道」，完全是
攬炒基督教，「戴耀廷難道是扮演香
港的耶穌？」何漢權狠批戴耀廷鼓吹
的「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等行
為會導致社會不穩，更扭曲年輕人的
價值觀，所有希望社會和平、良善、
友愛的團體，都要站出來反對戴耀廷
的所謂「計劃」。
「公民力量」發言人林宇星批評，
戴耀廷不惜將宗教信仰拉入政治漩渦，
更意圖假借「宗教教義」，迴避香港國
安法的調查，言行相當荒謬，自己作為
基督徒，恥與為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戴耀廷在「香港法治重
生計劃」的眾籌網頁中
稱，擬用一兩年完成一本
有關法治的普及讀物，及
在社區推動「法治教
育」。有教育界人士直指
戴耀廷此舉與「佔中」時
的伎倆無異，企圖繼續用

「公民抗命」的激進思想毒害年
輕人，教育界要保持警惕。戴耀
廷若企圖將激進思想帶入校園，
教育局、警方國安處等部門必須
嚴肅介入。

將守法公民貶稱「順民」
教聯會會長、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黃均瑜狠批戴耀廷將教育界辛
苦建立的公民教育偷天換日，將
奉公守法這一基本要求，形容為
帶有貶義的「順民」。他直斥所
謂「拉撒路計劃」就是「拉細路
計劃」，下一步就是推更多學生
去前線。
他分析指，「佔中」至今，小

學生已經變成中學生，中學生已
經升入大學，新的學生入學，戴
耀廷亦要開始新「計劃」。如果
戴耀廷要在學校煽動「公民抗
命」，教育局必須要介入，學校
也要小心，不能讓戴耀廷及其
「徒子徒孫」在學校散播「違法
達義」的思想。

敦促政府必須嚴肅跟進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批評戴

耀廷一直以教師身份做盡違法惡
行。此前「佔中」就是利用年輕
人的激情，煽動莘莘學子破壞法
治，他自己也因此被判刑，他就
是破壞香港法治的罪魁禍首。如
今他故伎重施，打着法治旗號，

再一次踐踏香港法治。特區政府必須嚴肅對
待、依法辦事，其中若有違法行為，必須嚴肅
跟進，不能讓他搞「佔中」的翻版。

阻止激進思想荼毒校園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強調，戴耀廷

多年來不斷醜化香港法治和憲政制度，曾經
給學生及學校帶來了極壞的影響，更有不少
年輕人在衝動之下作出違法行為，並因此付
出巨大代價。他表示，學校一定要保持警
惕，不能讓戴耀廷那套所謂「法治教育」入
校，學校在邀請講座嘉賓時亦要嚴格把關，
不能將「非法抗爭」的宣傳帶入校園，如果
有任何疑惑，都應向教育局尋求指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被

香港大學開除後，更加肆無忌憚

蠱惑青年。戴耀廷近期再推「香

港法治重生計劃」眾籌和「拉撒

路計劃」，繼續鼓吹「違法達

義」和「公民抗命」，形同當年

違法「佔中」的翻版。本港政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斥責，戴耀廷的「計劃」涉嫌違

反香港國安法及其他法律，可謂

「禍港之心不死」。他們指出，

「籌款」或涉黑金，而且「佔

中」賬目至今尚未公布，呼籲有

關部門盡快介入調查，決不能讓

戴耀廷繼續煽惑青年，為第二波

「佔中」籌備人力和資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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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美平台籌款 推「法治重生」「拉撒路」各界促徹查

煽亂當「傳道」攬炒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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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佔中」」搞手戴耀搞手戴耀
廷妄圖再發起升級版廷妄圖再發起升級版
違法違法「「佔中佔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戴耀廷謀
再複製「佔中
商討日」。圖
為2014年其
中一場「商討
日」情形。

資料圖片

■■20142014年違法年違法「「佔中佔中」」嚴重撕裂社嚴重撕裂社
會會，，更埋下更埋下「「港獨港獨」」隱患隱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戴耀廷是戴耀廷是20142014年違法年違法「「佔中佔中」」
的策劃的策劃、、組織組織、、發動者之一發動者之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20142014年年「「佔中佔中」」期間期間，，
非法非法「「佔領者佔領者」」以暴力抗以暴力抗
拒警方執法拒警方執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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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計劃計劃謀佔佔中中22..00
涉違國安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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