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2月

組莊「星火」成為中大學生會第一個「獨莊」，自稱走「本
土路線」的周竪峰聲稱會採用「勇武抗爭」路線

2017年3月

與友人在公開場合展示「納粹」手勢

2017年9月

周竪峰用粗言穢語大罵有學生撕下中大校園出現的「港獨」標語

2018年3月

與多名「獨人」出席在台北舉行的「五獨」論壇，公開宣揚「港獨」主張

2020年11月

中大校園出現宣暴播「獨」遊行，周竪峰被指是其中一名幕後推手

2020年12月

攬炒派挑戰香港國安法成立所謂「議政平台」，周竪峰任「平台」秘書

2021年4月25日

周竪峰在社交平台上宣稱已逃往海外逾月，在接受黃媒
訪問時，自稱曾於2019年7月1日衝進立法會

大樓

模仿納粹

● 2017年3月，周竪峰（右）在社交平台上貼出他與友人公開展示象徵「納粹」的手勢。
網上圖片

● 2021年3月15日晚，周竪峰舉行有逾20人出席的結婚派對，被居民舉報，他遭警方票控後離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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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7日，周竪峰不滿張貼在中大校園的「港獨」標語被內地學生撕走，多次用充滿歧視性的粗言穢語

大罵內地學生。

視頻截圖

粗言穢語

竄台勾獨

● 2018年3月下旬，周竪峰出席在台北舉行的「五獨論壇」宣

揚「港獨」主張而被主持人讚賞。
資料圖片

● 2018年 3月下旬，周竪峰（前排左

一）出席在台北舉行的「五獨論壇」。圖

為他與其中一名海外疆獨分子（前排中）

合影。後排左一是時任港大學生會頭目的

梁晃維，他被控觸犯香港國安法，目前被

扣押待審。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昨日高調
宣布已逃到北美逾月的周竪峰，是一名激進
「港獨」分子，他除了在中大期間長期把持
操縱學生會外，也多次於校園內外公開散播
「港獨」。而在去年6月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他不知反省悔改，仍繼續參與攬炒派合
謀成立所謂「香港公民議政平台」，更出任
處理核心事務的「平台秘書」職務。不過，
這個公然挑釁香港國安法的攬炒派組織，最
終在其成員各懷鬼胎的情況下，在正式成立
前夕卻告胎死腹中，令到這個貌似「聲勢浩
大」的奪權計劃最終以鬧劇收場。

擠入「平台」出任秘書
去年5月28日，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建立健

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但攬炒派無視全國人大
就香港國安法立法決定，在當年6月上旬，
把持多個區議會的攬炒派議員以所謂「十八
區區議會聯席會議」名義通過成立「議政平
台」決定。據悉，這個「議政平台」計劃其
實是由非法「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在
背後暗中推動，亦是他極力鼓吹的「拉撒路
計劃」的一部分。
在該平台在籌組期間，不少攬炒派政客以

各種理由打退堂鼓，令計劃一度暫停，不過

攬炒派在去年11月立法會「鬧辭」風波後
失去最大的政治平台，才令平台的計劃重新
被提起。「議政平台」籌委會成員亦由最初
的14人增至27人，周竪峰不是區議員但卻
擠入「平台」出任秘書，至去年底，該平台
共進行至少5次大型秘密會議。

為非法組織出謀劃策
去年12月26日晚，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

「議政平台」在公民黨黃大仙區議員劉珈汶辦
事處召開長達5小時的秘密會議，當日下午5
時開始，就有超過20名的攬炒派區議員陸續
鬼祟走入位於黃大仙橫頭磡邨宏顯樓地下的辦
事處中。在這個內裡盡數是攬炒派議員的會議
中，記者發現並非是區議員的周竪峰亦有出
現，經調查發現，周在「議政平台」籌委會一
直擔任秘書的角色，為這個非法組織出謀劃
策，負責組織和聯絡等的工作。
不過當晚參與會議的成員似乎最終仍未能

就有可能被DQ一事達成共識，在離席的時
候，記者發現周竪峰拉着元朗區議員王百羽
和已DQ的九龍城區議員李軒朗講話，表情
極為激動，似乎對「議政平台」的計劃有機
會胎死腹中感到相當不滿。
同月29日，籌委會再召開歷時3小時的緊

急會議，最終落實中止平台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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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謀搞議政平台 公然對抗國安法

周竪峰暴暴獨獨劣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犯法唔只會失

義，仲要承擔刑

責。不過，唔少聲

大夾惡煽人衝嘅

「獨人」都冇咁嘅承擔，仲相繼

畏罪着草。好似承認自己係懦夫

嘅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周竪

峰，噚日就喺facebook宣布自己

已經着咗草去咗加拿大，仲同

「手足」講：「希望大家原諒我

的『懦弱』。」唔少網民都留言

話：「大難臨頭各自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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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4歲的周竪峰，早
在2016年初組莊「星火」
搶奪到中大學生會會長一
職，成為中大生會歷來首
個「獨莊」。資料顯示，
在過去5年來，他多次公
開播「獨」宣暴，曾以粗
言穢言在中大校園大罵撕
去「港獨」標語的內地學
生，更曾到台灣出席「五
獨論壇」與海外分裂分子勾
結。而在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他不知悔改，反而出任旨
在顛覆特區政府的所謂「議政

平台」核心職務，有熟悉周竪峰
情況的知情者指出，周竪峰這次逃
往海外，也是「港獨」分子畏罪潛

逃下場。

仿納粹手勢惹眾怒
2016年2月，周竪峰組莊當選中大學生會

會長後，立即囂張得不可一世。當年3月
初，他被媒體爆出與同學在畢業禮活動上，
模仿納粹敬禮手勢拍照，引起社會輿論強烈
指責。但周竟詭辯稱，該姿勢「可以代表很
多東西，例如扮「超人飛」。
至2017年9月，中大校園發生有學生張貼

「港獨」標語事件，周阻止內地生移除校園
內違法「港獨」標語，更當眾用大量粗口、
「支那人」公開羞辱內地同學，其行為被錄
製成視頻在網上瘋傳，引起社會譁然。周後
續又狡辯其言行是「捍衛言論自由」云云。

赴台參加「獨」論壇
2018年3月，周接受台灣分裂組織的邀

請，與包括戴耀廷在內的多名香港「獨」人
參與在台北舉行的「五獨論壇」。周在論壇
上公開宣揚「港獨」主張，同樣參與捧場
的，還有因「宣誓風波」被DQ的游蕙禎，
時任港大學生會頭目、因違反國安法目前被
扣押的梁晃維等人。
2019年4月修例風波爆發前，周豎峰的

「獨友」楊逸朗因在一個網台節目與前「學
生動源」頭目鍾翰林發表要「組織軍隊」和
「進行武裝革命」等煽暴言論，其「獨」言
已發展到煽動暴力的程度。

中大集會幕後黑手
2020年11月末，有人藉口不滿中大校園

因應防疫要將畢業典禮改為網上舉行，未經
申請在校內發起近百人的遊行集會。其間，
有人隨處塗污、損壞財物，更有人高喊「港
獨」口號，展示「港獨」標語和旗幟，氣焰
囂張。此事件中，周被指是其中一名幕後搞
手。
2020年12月，攬炒派區議員大張旗鼓要

搞所謂「香港公民議政平台」，企圖挑戰香
港國安法，衝擊特區政府，周聲稱自己就是
「平台」籌委會秘書。
知情人士透露，周竪峰自知其「港獨」行

為最終難逃法律的制裁，畏罪潛逃只是他貪
生怕死的唯一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獨史劣跡斑斑 煽暴愈演愈烈

● 2020年12月26日晚，香港文匯報
記者拍到數十名「議政平台」成員在黃
大仙舉行秘密會議，當時周竪峰（右
一）與另外兩名區議員王百羽（左一）
及李軒朗（中）走出會場。 資料圖片

● 2020年6月上旬，數百名攬炒派議
員舉行大會，通過成立旨在挑釁香港國
安法的「香港公民議政平台」決議。周
竪峰事後任該平台秘書。 資料圖片

周竪峰多年嚟做嘅衰嘢一籮籮。好似
2017年佢就喺中文大學以暴力對待

移除校內「港獨」海報嘅內地生，辱罵內
地生為「支那人」，又公然喺校園播
「獨」，俾校方警誡；2019年參與破壞
立法會事件，事後着草日本兩周後返回香
港；2020年同班攬炒派區議員籌備成立
非法「公民議政平台」，擔任「平台」籌
委會秘書，但因「平台」內部出現嚴重分
歧，未成立已宣布解散；上月15號更同
攬炒派區議員李志宏和黃學禮等28人一
齊違反「限聚令」，喺灣仔一間餐廳內擺
結婚酒俾警方當場票控。

陳克勤：大巴咁摑小黃人
周竪峰噚日就喺fb話自己喺上個月結婚

後10日已離港着草：「很對不起各位兄
弟，對不起各位手足，希望大家原諒我的
『懦弱』。」佢仲稱曾有內地背景的人想
透過中間人約佢傾非法「公民議政平台」
嘅事，而佢雖然冇赴會，但就擔心自己若
唔「篤灰」，就有機會成為下個被捕入獄
嘅人。不過，網民「Chan KMan」就咁
回應：「作呢啲藉口，係想分散人哋注意
力啫，中間人哦。你以為你乜水呀？」
對於周竪峰選擇做逃兵，唔少網民就鬧

佢「背信棄義」。好似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陳克勤喺fb發帖話：「周竪峰嘅一句：
『對唔住手足』同埋『希望大家原諒我的
懦弱』真係大巴大巴咁刮（摑）落啲小黃
人度。」民建聯另一立法會議員張國鈞亦
喺facebook發文，笑周竪峰「着草走佬保
平安」，仲 hashtag 提提一眾「手足」
「勇武本土又敗走」「又話核爆都唔
割」。

又話齊上齊落 食言如食生菜
網民「Hazel Chan」就話：「當日大

大聲講『齊上齊落』，到咗面對刑罰，就
走得快好世界。」「Johnson Tsay」都
話：「食言同食生菜一樣。」「韓警概」
都揶揄話：「『革命』只是口號。」
有網民就指做衰嘢嗰陣又唔見佢「懦

弱」。「Wendy Chan」話：「『懦
弱』？講粗口時好兇狠！」「Wai Shing
Chan」就話：「當年鬧國內大學生鬧得
咁勁，而（）家變成烏龜……」「Ce-
cilia Wong」都話：「不是『懦弱』，係
無恥，只圖私利！」
唔少網民都話反映香港國安法震懾「獨

人」。「白震」話：「全靠國家幫香港立
了國安法。」「Ming Lam」就話：「黑
暴敗走，對香港嘅市人（民），對香港嘅
經濟，對香港嘅法治絕對係好事。」
「Jenny Li」都話：「走慢啲都要坐。」
「Lauren Chan」就話反映「獨人」經

已冇市場：「這人反中亂港，欺負中國學
生，狂妄自大，粗言穢語，在香港
沒有公司聘請。找不到工
作，如果不離開，
等餓死咩！」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