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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網館展品播「獨」涉違國安法
政界：不容有人隱身幕後續亂港 促執法部門嚴肅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支聯會」所謂「人權博物館」五大罪狀
●罪狀一：展示「光時」口號，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

●展示最少3張帶有「光時」口號的圖片，包括在「全民抗爭︰和理非與激進戰」

有兩張圖，分別清晰見到「光復香港」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在所謂「『反

修例運動』國際影響」中亦展示了美國國旗與「光時」旗同框的圖片

●罪狀二：抹黑香港國安法

●聲稱香港國安法的出台，「被『泛民主派』輿論視為『一國兩制』的政治性終

結」，但對社會各界及市民支持香港國安法隻字不提

●罪狀三：把外國干預顛倒為中國外交策略問題

●聲稱中國外交官傾向積極出擊、主動對抗來自各界的抹黑和攻擊的所謂「戰

狼外交」，「已『致使』中國和美國、澳洲、加拿大等多國關係緊張，國際社會

紛紛表達強烈反彈」

●罪狀四：淡化2019年黑暴問題

●扭曲修例原意︰聲稱社會各界擔憂條例將打破兩地的「司法防火牆」，「恐成

移交『政治犯』到中國的手段」

●抹黑警方︰聲稱「港警漫無節制的暴力鎮壓」

●合理化國際干預香港事務：繼續宣傳稱，修例風波引起多國關注，「不僅擔

心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與營商環境，更擔心威脅到在港外國人的安全與商業

收益」，及後引述多國發表的聲明等

●罪狀五：美化違法「佔中」

●美化違法佔領活動：抹黑警方執法行動，卻不提一句違法者的暴力行為︰竟

然聲稱「9月28日傍晚6點，警方使用催淚彈試圖驅散人群……87枚催淚彈

射向和平佔領的人群，引發更大範圍的憤怒。更多人從城市的各個角落趕來

金鐘『支援』，並由此開始持續佔領。面對警方的催淚彈、盾牌和胡椒噴霧，

群眾隨身帶傘、撐傘抵擋」

●淡化所謂「自決派」的「港獨」本質：聲稱「自決派」勢力在2016年進入立法

會，「他們倡導不向『北京』『哀求民主』，而要透過『在地行動』，追求香港命

運自決」云云

●美化「旺暴」及暴力︰聲稱2016年旺角暴亂事件中的犯罪者是「不迴避使用

磚頭等武力」云云

資料來源：「人權博物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支聯
會」主導、在網絡建立的所謂「人權博物
館」，其「展品」不僅涉及「港獨」口
號，還有不少抹黑香港國安法、淡化前年
黑暴以至美化違法「佔中」等內容，企圖
繼續誤導市民。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網上平台瀏覽人數
無限制，接觸的年齡層更廣，特別有「黃
師」或借此作「教材」洗學生腦。特區政

府的執法部門應對此採取適當行動。
該個所謂「人權博物館」的網上展館

中，有不少抹黑香港國安法的內容，包括
稱香港國安法的出台「被『泛民主派』輿
論視為『一國兩制』的政治性終結」；淡
化黑暴問題、合理化國際干預香港事務；
美化違法「佔中」及 2016 年的旺角暴
亂，更為被指為「播獨」的「自決派」辯
護。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批評，該所謂
「博物館」完全是在掛羊頭賣狗肉。多年
來，攬炒派以失實論述，向港人洗腦，
「支聯會」通過網上展館，將抹黑香港國
安法，美化違法「佔中」等反中亂港意識
滲入社會各階層，更有可能影響海外華
人，特區政府必須正視。

批「網館」影響廣 破壞力更強

新界鄉議局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業強表
示，雖然該網上展館聲稱是脫離「支聯
會」的運作，但「展品」中有不少歪曲香
港國安法立法原意、刻意美化違法「佔
中」的內容，完全是延續「支聯會」一貫
反中亂港的套路。
他認為，該「紀念館」採網上形式運

作，可以不分國界、地區、時間及年齡，
任何人都可隨時接觸，影響層面廣且深，

殺傷力更強，執法部門應正視問題的嚴重
性，並採取適當的行動。
全國青聯委員莫嘉傑表示，「支聯會」
該網上平台內容偏頗，更企圖透過煽情的
相片及文字，美化違法「佔中」、修例風
波等反中亂港行為，已經涉嫌違反香港國
安法，警方國安處應該盡快採取跟進行
動。
他指出，自己最擔心有某些別有用心的

教師利用該平台資料作為「教材」，繼續
荼毒下一代，勢造成嚴重後果，特區政府
須嚴肅檢視有關情況。

憂借「館」洗學生腦 政界促嚴正執法

「支聯會」去年已就無牌經營的「紀念
館」啟動眾籌活動，聲言要「建立

網絡永久人權博物館」，上周一在確認該
會就無牌經營一事認罪的新聞稿中，「支
聯會」聲言會研究透過其他方式延續「紀
念館」的工作。昨日，「支聯會」在fb宣
布，在眾籌者參與下，網上的「人權博物
館」面世，同時「戴頭盔」稱該網上平台
「自開館日起，脫離支聯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看該網站內容，發現
在「博物館」所謂「全民抗爭：和理非與
激進戰」的部分中，一開始就是修例風波
時期的相片，其中清晰可見「光復香港」
四字，另一張相片則以舉着「光時」旗的
玩偶為重點；在描述所謂「『反修例運
動』國際影響」的部分中，還有美國旗與
「光時」旗同框的畫面，明顯挑戰法律底
線。該3張圖全部來自有多名高層涉嫌觸
犯香港國安法、現已關停的《蘋果日
報》。
翻查網站資料，該「博物館」竟有個「學術

委員會」，成員全部不在香港，包括來自台
灣、美國、加拿大、日本、法國的「學
者」。網站並稱總策展人為現居德國，報稱
為「作家」、本名張平的「長平」。其他策
展編輯、數位資料團隊等成員均以英文名
或英文簡稱示人，如「DLS」「CYL」
「T」等。

盧瑞安：疑有人「轉平台」避罪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首宗涉
及香港國安法案件的判決，已就「光時」
屬「港獨」口號有明確定義，該網上「博
物館」仍公然散播「港獨」口號的照片，
視香港國安法如無物。這反映了部分別有
用心者仍然死心不息，企圖透過轉換另一
平台「借屍還魂」，繼續行反中亂港之
事，社會要保持警惕。
他強調，由於事件性質嚴重，警方國安
處應徹查並盡快採取行動。即使「支聯
會」及所謂「策展團隊」鬼鬼祟祟、隱身
幕後，亦這不代表有關人等就可以逃避法

律制裁。

葉國謙：散播「獨」照已違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直言，所謂「策

展團隊獨立運作」的說法令人摸不着頭腦。
該網站實際由誰負責、與「支聯會」有什麼
關係、為何可以用「支聯會」的資產，凡此
種種均應作清晰交代。
他強調，由於該網上平台公然散播「港
獨」口號的照片，已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平台負責人責無旁貸，必須負起法律
責任。

馬恩國：港無法外之地法外之人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表示，

香港沒有法外之地，更沒有法外之人，任
何違法者都需要接受法律制裁。在首宗香
港國安法案件的判決中，法院已對分裂國
家及「港獨」口號作出清晰及準確的陳
述，該網上平台仍然挑戰法律，警務處國
安處應嚴肅處理。

「支聯會」無牌經營的所謂「紀念館」

早前閉館「避風頭」，事隔兩個月後，「支

聯會」昨日凌晨在 facebook發文宣布設立網

上「人權博物館」，並聲言該「博物館」即

日脫離「支聯會」，由所謂「策展團隊」

「獨立運作」。香港文匯報昨日在瀏覽該網

上「展館」時發現，一眾「展品」中最少暗

藏 3 張涉及「光時」等「港獨」口號的圖

片。有政界及法律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法官在香港國安法首宗案

件判詞中已指出有關口號含「港獨」意味，

有關的「博物館」公然繼續「展出」有關問

題，形同散播「港獨」，執法部門不能容許

涉嫌違法者躲在所謂「策展團隊」背後為所

欲為，必須即時嚴肅跟進。

●「支聯會」
的網上「人權
博物館」竟展
示了來自《蘋
果日報》拍攝
示威者高舉
「港獨」旗幟
的模型圖片，
有企圖公然煽
「獨」之嫌。

網上截圖

內地、澳門和本港均面臨複雜
的疫情局面，內地多個省市接連
排查出本土確診個案，澳門也有
一家四口確診，本港則發現地盤
工人初步確診、懷疑為復陽個
案。面對Delta變種病毒的高傳染
性及海外疫情的急速反彈，本港
的防疫措施需要走在疫情變化之
前，及時調整內外防疫策略，更
要進一步提升疫苗接種率，築起
有效的「防疫屏障」應對疫情挑
戰，保障市民安全健康。

澳門因應疫情，迅速展開全澳
核酸檢測，計劃三日內完成60多
萬市民檢測，多個娛樂場所包括
戲院、酒吧等今日起關閉，顯示
澳門當局盡最大努力控制疫情的
決心。本港雖然未有確實的社區
傳播個案發生，但面對變種病毒
肆虐，澳門、內地和海外疫情反
彈，本港的防疫措施容不得絲毫
鬆懈，更要針對疫情變化及時調
整。目前，特區政府已宣布暫停
澳門和內地廣東省以外地區的
「回港易」返港豁免檢疫安排，
是必要合適的做法。

不過，政府宣布對海外地區重
新劃分高、中、低風險組別，港
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認為，重劃疫情風險區令原本不
合資格來港人士可以入境，是變
相放寬措施，建議政府收緊熔斷
機制，當「高風險地區」輸入個
案達至3宗至5宗，就要禁止從有
關地區的人士來港。目前疫情變
化不容樂觀，政府要密切留意形
勢發展，採取最嚴格的措施外防
輸入。

變種病毒傳播力強，防不勝
防，內地、澳門都接連失守，反
映只有全社會接種疫苗，構築起
堅固的防疫屏障是根本途徑，事
實證明接種疫苗能有效降低重症
率和死亡率，增強對市民的安全
保護。客觀而言，沒有保護率
100%的疫苗，高低只是相對概
念，如果全社會的接種率足夠
高，就算較低的疫苗保護率同樣可
以達至群體免疫。盡快提升疫苗接
種率是控疫的關鍵所在。本港疫苗
接種率已接近五成，但距離群體免
疫仍有一段距離。要與病毒展開長
期作戰，全體市民接種疫苗和做
好個人衞生，是成本最低和最有
效的策略。市民早日接種疫苗，
為己為人，才能無懼變種病毒挑
戰，爭取與內地和澳門同步控
疫，為早日通關創造條件。

防疫未雨綢繆 加快接種防反彈
香港國安法持續落實，選舉制度得到完善，在制度

上保障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得以落實，攬炒派反
中亂港的氣焰難再囂張，紛紛退出政府管治架構，但
其擾亂香港、攻擊國家圖謀死心不息，有攬炒派已蠢
蠢欲動，企圖滲透各大學組織、公共屋邨互助委員
會、私人屋苑業主委員會等，作為繼續亂港的平台甚
至資金來源，為香港社會安寧、繁榮穩定埋下重大隱
患。特區政府一方面要依法從嚴進行「軟規管」，用
好用足香港國安法及相關法律，堵塞漏洞，防範攬炒
派化整為零滲透社區、禍害香港；另一方面要加強國
家安全教育，提升市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令攬炒派沒有遺禍社區的土壤，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一年有多，香港由亂及治，黎智
英、戴耀廷、黃之鋒等反中亂港罪魁禍首被繩之以法，
立法會攬炒派政棍集體辭職，長期荼毒港人的《蘋果日
報》已停刊；區議員宣誓效忠制度即將落實之際，一眾
攬炒派政棍擔心要承擔責任而慌忙「跳船」。

但必須看到，攬炒派不會善罷甘休。攬炒派政棍
「跳船」，只是為了逃避罪責，並不意味從此安分守
己、改邪歸正，相反他們處心積慮另闢「戰場」、滲
透社區，利用入侵學生會、公屋互委會、業主立案法
團，企圖控制社區組織，把反中亂港的禍水向全港擴
散，為日後策動新一波動亂積蓄力量。因此，遏止攬
炒派滲透社區的工作任重道遠，不僅不能因為目前的
形勢好轉而過分樂觀，反而要保持警惕、再接再厲，
毫不手軟地防範攬炒派胡作非為，杜絕社區組織淪為
滋生黑暴攬炒的溫床。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曾指出，「凡破壞國家安全
的，屬『硬對抗』，就依法打擊；屬『軟對抗』，就

依法規管。」如今攬炒派滲透社區，改頭換面暗中鼓
吹「港獨」、煽動抗爭，就是不折不扣的「軟對
抗」，必須受到依法規管。例如，商場播放奧運節目
時有人噓國歌，警方迅速拘捕違法者；港大學生會評
議會「哀悼」「感激」刺警兇徒，港大校委會決定，
不再承認港大學生會作為獨立註冊社團在校內的角
色，昨日又宣布，所有參與「哀悼」兇徒會議的學
生，均被禁止進入港大校園範圍，以及使用大學設施
和服務，直至另行通告。這些依法依規、正本清源的
舉措，態度堅決、行動有力，正是對攬炒派滲透社區
的有力震懾，其他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及各行各業都
應積極仿效。

攬炒派死而不僵，更密謀轉移陣地、佔據社區組
織，延續其政治影響力，一個重要原因是攬炒派政棍
看到有關組織的規管存在灰色地帶，讓其有可乘之
機。政府應高度重視問題，盡快完善相關法例和機
制，消除社區被政治化、社會被撕裂的重大風險，保
障社區法治安寧。

落實香港國安法一年多的實踐證明，保障國家安全
是香港根本利益所在。香港國安法條文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
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
和守法意識；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
國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區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
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政府和社會各界應加
大香港國安法和國家安全的教育力度，讓維護國家安
全成為廣大市民的自覺行動，令攬炒派沒有縱暴煽
仇、誤導公眾的空間，更好地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安
居樂業。

加強執法規管 防範攬炒派滲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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