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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港獨組織必須取締
鼓吹一個地方 「獨立」 ，根本性就是反政府、反政權，繼而在反政府的抗爭後成為當權者。以 「港獨

」 為名的 「香港民族黨」 黨綱開宗明義以 「民族自強，香港獨立」 為目標，並非單單是一般的言論、結社
，而是有實際的分裂國家行動，更非單純 「學術」 討論。對待此等組織須 「零」 容忍，盡快取締，沒有任
何包容的空間。

無法通過社團條例和公司註冊的組織
都是非法組織。筆者在這幾天在媒體都聽
到一種意見認為為何執法部門不在 「香港
民族黨」成立之初便進行執法，還容許其
營運多時，以及可以自由到香港以外地
方與倡議地方 「獨立」的政治組織交流
和聯繫，是執法不力之說法云云。這說
法乃馬後炮且野蠻，而且是將言論結社
自由的龍門左搬右調，不是真正捍衛香
港的核心價值。若以現時 「泛民」的 「
遲執法」說法，那若當這一類組織在一
開始之時，仍未有任何行動、宣傳，以
及組織凝聚，執法部門便就其成立的目
標和目的果斷執法，筆者相信 「泛民」

的領袖們、議員們或組織等等，將使用 「
以言入罪」的抗辯理由在社會上大肆宣傳
香港的言論自由已死，人權大倒退的字眼
，為 「港獨」護航。

反對派縱容 助長歪風
「泛民」立法會議員就是次事件的表

態，充分表現出他們對 「港獨」的態度。
有說法認為既然為何 「香港民族黨」未能
成功註冊成為合法社團，那為何要受到規
管？筆者認為提出這疑問者應要考慮既然
現時法例不允許此組織成立，為何此組織
仍然會營運，而且公開組織及參與各項 「
港獨」宣示活動，依法取締是理所當然。

原因非常易於理解，正等於在香港有商業
營運亦需要到公司註冊處及相關部門先行
完成各項的登記程序，方能合法經營，否
則即屬非法經營。合法，與不合法，筆者
相信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會被盲
目誤導。

2003年特區政府推動23條立法，筆者
認為有需要對國家分裂的組織和行為有所
規管，當年未能立法，助長了今天的 「港
獨」組織活躍起來。今天有人認為現在堅
決執法，取締宣揚 「港獨」組織，目的是
為了23條立法，是立法工作的前奏，未來
會有更多的相關組織或個人會遭受到檢控
或干預運作。筆者認為法例既然存在的話

，執法部門如何執法或何時進行執法工作
，乃執法部門以及律政司的專業考慮，並
且要在搜證上有充足的時間以及資料，不
會單單以沒有可信的消息便進行 「封舖拉
人」，亦不合乎香港的依法辦事作風。故
此，莫論政客及 「港獨」分子如何演繹，
非法組織按照法例必須取締，沒有可包容
的餘地。

須防備滲透 禍害下一代
民族的定義在網絡世界上可以找到很

多種不同的解說，如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
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
同經濟活動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
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中華民族存在
於世界上，與不同地域、不同國土、不同
文化的民族交流，從政治、文化、經濟都
有着悠久的歷史，無容置疑。唯以非常清

晰且明確的 「港獨」組織，在宣揚所謂的
「香港民族」，此乃天下間的笑話，那裏

來的一個僅在2016年3月成立的非法社團，
說了成立 「香港民族」便有國際社會確立
呢？普羅市民大眾必需要面對 「港獨」組
織在社會運作為社會帶來的影響而要有心
理準備，作為香港人更需要站出來對於此
等非法組織和支持他們的政客和團體有所
防備，否則這些意識一旦被傳播，甚至滲
透於香港的下一代，香港的未來將會有很
大的不穩定因素。

筆者最後希望支持 「港獨」的議員們
可以停止一切對這類組織的支持，回頭是
岸。既然今天以守護基本法，第27條香港
人擁有結社自由為理由來捍衛 「香港民族
黨」，請各位曾表態的人士亦以相同的態
度守護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我是中國人 向港獨說不

日前保安局基於國家安全及公共安全，引用《
社團條例》考慮取締 「香港民族黨」。我身為家長
、教育工作者，是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有關做法，依
法禁止任何違反基本法及宣揚 「港獨」組織在港運
作。

這是一個合情合理合法的決定。先說合法，基
本法的序言清楚說明，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
土。而基本法第一條清楚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第十二條
亦清楚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
人民政府。這些條文清晰地說明了香港從來都是中
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後

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宣傳 「港獨」
的社團，明顯是衝擊 「一國兩制」，違反基本法，
破壞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取締是必然的
結果。

再說，是合理。上述多條法例都提及過香港特
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
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這些條文
清晰地說明了香港從來都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有權利必有義務，故每一個香港人均有責任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沿着正確方向前進，有責任反

對任何衝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亦
有責任培養下一代成為具國家觀念的公民。這年頭
個個高舉權利的旗幟，社會上、媒體上常常見到引
用 「權利」為己立論辯護的蹤影。權利說得多，有
多少提及這在社會上要履行的義務？這方面要闡述
的太多，找天再談。

最後是合情。早前特首林鄭月娥出席活動時表
示， 「一國兩制」下無理由容忍 「港獨」，表明要
在幼兒開始培養香港新一代 「我是中國人」的概念

，我是萬二分認同。國民身份認同是非常重要，根
據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
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
、愛和歸屬感（Love and belonging）、尊重（Esteem
）和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五類。 「歸屬感
」、 「接納」這一類情感是愛和歸屬感的類別，而
國民身份認同正正滿足我們這種需要，而對群體的
歸屬感亦培養我們的責任心、對身邊人的承擔。總
括而言，身份認同的滿足，可以培養我們的道德情
操，更可推及至促進公益、支持社會的秩序。

再說，校園本來是一個追求知識的地方，然而
現今已經成為政治角力的場所，此前 「香港民族黨
」以 「香港獨立」為宗旨，有恃無恐滲入校園，向
學生宣揚 「港獨」意識。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必
須讓其認識到 「港獨」的危害性。我們反對在香港
從事任何分裂國家活動，也絕不允許 「港獨」分子
進入校園，荼毒下一代。請大家與我一起，向 「港
獨」說不！

梁思韻
教育工作者

內地機遇處處 港青勿錯過

近來，我時常到福建公幹，感受到福建轉變之
快、轉變之大。福建省之名，源於省內最大的二個
城市：福州和建州（現南平市一帶區域）。

福建省有七個地級市，南（閩南）有漳州、廈
門、泉州，輕工業發展蓬勃，不少為港人熟悉的球
鞋就在這帶生產。近年來，該地亦在加大發展互聯
網、高新科技產業，我們熟知的 「美圖秀秀」就是

廈門企業。另外，中國石材之都就在泉州轄下的南
安。

閩中閩西有莆田、龍岩、三明，這三個地級市
在上世紀中，有很多華僑回內地定居，所以在這幾
個市漸漸形成不少僑眷居住區。福州、寧德就屬閩
東地區，福州地區屬政治、文化中心，是省會之城
。閩東的高新科技產業發展高速，我們所熟悉的 「
網龍」和 「寧德時代」就是當地有代表性的企業。
而南平市就屬閩北區域，我們熟悉的武夷山就由南
平市管理。武夷山出大紅袍茶葉，大家都熟悉，但
其頂級茶葉高達每斤六百餘萬，真的不可低估有關
產業的價值。

不說不知，香港的第一大族群是廣東人，第二

大族群就是福建人。香港今日的繁榮安定，福建人
亦付出巨大努力。而在台灣、新加坡，福建族群更
是佔絕大比重，所以現時有很多台灣人來到福建發
展。福建省人口規模達3000多萬，在內地省份經濟
排名，位列前10。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海西經濟
圈和海上絲綢之路，每年經濟增長達雙位數，營商
環境更不斷更新。

每次回福建感受都有所不同，環境更美麗、清
新、環保，當地市民收入亦大大提高，平均每月可
達5000-6000元港幣，近幾年亦吸引不少海歸、港胞
、廠二代、商二代、青年創業家、海外華僑及台灣
青年到當地尋求發展，我想我們香港年輕人亦不會
落後，而我亦已在行動啦！

黃鵬
香港菁英會理事、香港跨境電
子商務協會名譽會長

莊學謙
香港菁英會會員、雲港台青
年交流促進會常務副秘書長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

陳
浩
天
鼓
吹
﹁港
獨
﹂
，
經
常
赴
台
與
﹁台
獨
﹂
分
子
勾

結
，
又
常
一
起
站
台
宣
﹁獨
﹂

青 年 有 話 說

軍事夏令營挑戰自我

就是敢言
劉 瑤

《就是敢言》秘書長

七一去軍營參觀的時候，偶爾會見到幾個身着迷彩
服的少年，兩人成排、三人成隊地走着軍步前進。我以
為他們是駐港部隊入伍的新兵，但他們地道的粵語令我
有點懷疑。攀談過後才知，原來他們是今年香港青少年
軍事夏令營的成員。

七月初的香港，總是陰晴不定，時而烈日，時而飄
雨。我問這群香港少年，為什麼要來參加軍事夏令營？
三十多度的高溫，卻要穿着厚重的迷彩服，不熱嗎？一
個被曬成煤球的女生笑着告訴我， 「熱啊，但是我就係
要來鍛煉下自己，畀自己多啲了解咩叫忍耐力。」一個
外表柔弱的女生竟然說出這麼有力量的話，不禁令我一
時語塞，唯有欣賞地豎起大拇指，心理偷着樂。

最近幾年，提及香港年輕人，我們就會想起非法 「
佔中」、旺角暴亂裏那些鬧事的青年。而我們卻忽略了
那些態度向陽、生活積極、為了目標努力再努力的少年
。就好似這個黝黑的女生一般，她嚴於律己、要求進步
，又懂得摒棄香港青年獨有的優越感，這才是真正的香
港少年。

好奇開闢新世界
後來，女孩告訴我，今年已經是她第二次參加軍事

夏令營了。上一次的軍營生活令她更有時間觀念，這次
她希望自己能學會統籌時間、紀律生活。她說，以前覺
得解放軍很神秘，所以當得知有機會近距離接觸解放軍
的時候，她毫不猶豫地報了名。那個時候，她連軍事夏
令營到底要做什麼都全然不知。可以說， 「好奇」讓她
開闢了全新的世界。

15天的軍營生活周而復始，她逐漸發現這裏的神秘
都是杜撰的，想像中的情節全都沒發生，而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軍隊按部就班的生活，最值得被記錄的就是屬於
軍人的紀律及服從的精神。女孩說，軍營的生活每天都
很辛苦， 「汗如雨下」是軍營每天的必修課。她還補充
道， 「點解啲解放軍，身材都咁fit嘅？因為每一日嘅訓
練都好高強度，你睇軍隊入面其實冇肥仔來嘅，就係因
為呢度辛苦咯，每日消耗好大，都唔使減肥嘅。」

聽起來，這是一段玩笑式的分享，但故事的點滴都
充斥着信仰的力量。突然想起之前看到過的一段採訪，
七一軍營開放日當天，記者專訪剛剛結束表演的駐港部
隊三軍儀仗隊女兵王金玉。畫面上女兵滿臉的汗珠不停
往下流，軍服裏面的白色襯衣早已被汗水浸透，而女兵
王金玉卻依然站姿挺拔地回應着記者的問題，記得她說
： 「辛苦值得，值得辛苦。」這，的確是信仰的力量。

以前，解放軍於我而言，只是課本或讀物中的一個
普通名詞，有關他們的最強烈的認知可能會伴隨着些許
的畏懼與不確定；現在，解放軍是一種吃苦耐勞的人物
形象，他們守紀律、肯服從、會服務且有堅持，我對於
他們的認知也逐漸形象化，變成了一張烈日當空、汗如
雨下卻不會叫苦連天的高大背影，以及一個態度謙卑、
關鍵時刻會挺身而出守護我們的武林高手。

居屋工程違規擾民 政府難辭其咎

香港樓價飆升，對公營房屋的需求愈來愈迫切
。政府批出更多新公屋、居屋建設本是好事，但近
日傳出有居屋地盤違規趕工擾民，政府卻只是出警
告信了事的事件，讓筆者再次關注和思考。

東涌北五十四區用地將會在二○二二年提供超
過三千個居屋單位，年初開始已經出現了數次違規
加班的情況，令周圍的東涌居民叫苦不迭。筆者本
人就住在東涌，現場可以看到，距離地盤最近的私
樓僅僅幾十米，兩個樓盤幾乎是緊緊相連，如果在
深夜時分開動打地基的流程，就不難理解附近的居
民 「無覺好瞓」了。

如果說附近未來有地盤施工，是附近居民選擇
買樓、租樓時必須考慮的因素，所以不能以擾民為
由投訴施工，那麼試問這些居民又是否可以預見居
屋地盤的承建商會在夜晚十二點時仍開工呢？居民
區地盤如要加班，須有特殊理由以及批准的建築噪

音許可證。此地盤的承建商不但沒有遵守此規定，
而相關部門的反映更令人嘩然。

只發警告信 未有懲罰
首先，受到居民噪音投訴的房署駐地盤監督人

員雖即場警告亦未能叫停工程，在明知違規的情況
下繼續開動到深夜；其次，但如此嚴重的違規情況
下，房署只是事後發出警告信，而未有做出進一步
的懲罰措施。筆者之前曾多次提到，無論是杜絕交
通補貼的濫用，抑或是防止違法傾倒垃圾，最有效
率的方式就是提高違規的成本，令企圖無視制度的
人望而卻步。如果違規的成本太低，則會使違規普
遍化，糾正的行動也會相應變得更困難。

而此次事件又是政府執行不力導致違規成為慣
常化的最好例子。

有記者採訪了建築業的專業人士，進一步印證
了筆者的觀點。違規施工最嚴重的一次，原因是行
大口徑鑽孔樁倒石屎工序期間，未能順利從地底抽
出鋼管，導致工程未有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而如果
按規定時間就停止工程，石屎就會變硬，要放棄昂
貴的樁柱令它長埋地底。如果違規的成本只是簡單
的警告和有限的罰款，而不違規的成本卻是要真金

白銀的損失一支昂貴的樁柱，承建商的違規機會自
然上升，而周圍居民不堪噪音的煩擾，卻是承建商
和政府都不需要埋單的 「代價」。

政府應該以此事件為契機，認真檢討和總結違
規背後的誘因，並規定相應的懲罰，增加違規成本
，才能杜絕這樣令公眾嘩然的事件再次發生！

▲因地盤違規施工的 「代價」 低，有承建商開工
到深夜，令附近居民 「無覺好瞓」

▼

有
港
青
表
示
參
加
軍
事
夏
令
營
想
要
鍛
煉

下
自
己

陳浩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