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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甄智曄

逃匿海外的攬炒派分子近年相繼成立名目繁多的反中亂

港組織，但因「莫財」已到了窮途末路階段。為使這些組織

能苟延殘喘，本月以來就有組織在英國搞撐暴藝術展（畫

展），一方面為海外「港獨」及黑暴勢力招魂，另一方面

也企圖以籌款為名「掠水」。香港文匯報記者調查發現，

在參展者中，有人早在2019年黑暴期間就積極參與煽暴

活動，也有人是受黃絲圈煽動、「跟大隊」到英國但一直

無工開的「藝術家」。是次所謂展覽亦引起不少長期在英

生活的港人不滿，「好哋哋就搵份工啦！點解呢班友搞活

動乜都同黑暴有關？係咪真係生活潦倒，先至要不斷靠煽

暴撐『獨』來呃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糾集黃黑文宣「賣得出就養暴徒」
唔熟唔食先掠613元參展費

違法播「獨」當藝術 人如作品皆惡俗

4大海外「獨窟」收洋水養炮灰
��

◆Ricker Choi（蔡維紀）：
加拿大籍，從事金融風險管理

◆Leung Lok Hei（梁洛熙）：
室內設計師出身，目前全職藝術創作

◆Alastair Kwan：
英國出生，曾任律師

◆May Kwok（郭玉美）：
旅美港人，從事藝術教育

◆Janice Lam（林世儒）：
英國居住

◆Anna Lee ：
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士畢業，英國居住

◆LumLi LumLong：
兩人，網名「淋漓淋浪」，去年移居英國

◆Pita ：
黃媒「Free HK Media」駐英記者、「逃
離生存去英國」賬號負責人

◆Kacey Wong（黃國才）：
已離港，曾任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環境
及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

◆Sam Tam：
英國倫敦藝術大學講師

◆Polam Chan（陳普林）：
畢業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在英國居留

倫敦播「獨」展覽參展人

整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齊正之

◆◆「「獨人獨人」」劉祖廸劉祖廸（（中中））也到展會捧場也到展會捧場，，他身邊是參展者他身邊是參展者LumLi LumLongLumLi LumLong 。。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煽獨煽獨」」展品吸引一些攬炒派支持者前來捧場展品吸引一些攬炒派支持者前來捧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港獨港獨」」展展覽中覽中，，參觀者忙於社交參觀者忙於社交，，疏疏於於「「參觀參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展場中充斥着大展場中充斥着大
量煽量煽「「獨獨」」撐暴展品撐暴展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212021年年99月月，，多名被香港多名被香港
政府通緝的政府通緝的「「港獨港獨」」及黑暴組及黑暴組
織頭目織頭目在美國聚會在美國聚會。。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年今年33月底月底，，被香港政府通緝的被香港政府通緝的「「獨人獨人」」
劉祖廸劉祖廸（（左二左二））等人在等人在布魯塞爾參加宣揚布魯塞爾參加宣揚
「「港獨港獨」」的電影放映會的電影放映會。。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海外黑暴將播海外黑暴將播「「獨獨」」文文
宣包裝成宣包裝成「「藝術品藝術品」」斂財斂財。。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2019年就高調參與海外煽暴活動的「暖氣軍師撐香港」、「傘聚」等網上組織，近日打
着藝術展名義在倫敦舉辦所謂「香港民族藝術展」，
主辦方刻意用這個明顯有「港獨」色彩的展覽名稱，
聲稱要「全面回顧香港社運」、「提供平台，討論港
人身份」、「為香港民族編年史」云云。
是次展覽聲稱有11個「藝術家」參展。據香港文匯

報記者調查了解，部分人現時或曾經從事藝術類教育
工作，如曾任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環境及室內設計系助
理教授、後因高調撐暴而逃至台灣的Kacey Wong（黃
國才），以及目前是倫敦藝術大學講師的Sam Tam
等；也有人是從藝術學院畢業多年，如Anna Lee、
Polam Chan等。這些所謂「藝術家」在過去幾年曾在
不同場合宣揚黑暴，推出大量傳具有美化黑暴、「港
獨」及抹黑香港特區政府及警方的「作品」，當中以

Kacey Wong、Ricker Choi（蔡維紀）最為
猖狂（見另稿）。除了繪畫外，還有書法、
影像、聲音和3D物品等「獨」品在展廳展

覽。書法上展現了大量「黑暴」口號
及標語，亦有參展人製作寫有「光
時」口號的「護照」。
展覽於本月14日開始，為期兩

周。在開幕當日，被香港警方通緝、綽號
「攬炒巴」的劉祖廸亦有到場支持。而
「暖氣軍師撐香港」的創辦人Terry在現

場為觀眾介紹「作品」時，大肆美化黑暴行
為，不僅對黑暴期間四處「裝修」（毀壞財
物）、「私了」（亂打人）的事實絕口不提，
反聲稱這些人是「守望相助、幫助弱勢群
體」，將其稱為「優良傳統」。此外，Terry更
將香港稱作「香港民族」，大肆宣揚「港

獨」意識。

知情者：要鬥「獨」錢點用無交代
早在兩個月前，「暖氣軍師撐香港」就着手籌備該

展覽，稱策展人會根據「作品質素及是否符合展覽主
題」作出篩選。據了解，約有30個「作品」參與篩
選。現時人在海外、曾打算參展的一名「黃絲」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透露，舉辦方要求展品是為了「令其他
人見到或認同自己嘅藝術造詣、內心思想，具有溝通
和傳播性」，但是否「符合要求」完全看舉辦方的喜
好，「如果唔夠『獨』，唔夠『衝』，或者與黑暴無
關，符合主題嘅幾率就會低好多。」
據悉，符合條件參展者每個「作品」需提交60英鎊

（約613港元）的參展費。該名「黃絲」表示，雖然舉
辦方說作品賣出的款項全歸參展者，但在交涉中又暗
示，如果賣出作品，可捐出部分款項用於資助海外手
足，「但我點知佢哋攞咗呢筆錢會點用？所以最後都
決定唔參與篩選。」

藉口招義工集結黑暴殘黨
除此之外，「暖氣軍師撐香港」亦在社交平台發帖

文招募義工，指需要義工幫助籌備藝展，「以及將來
各種聲援香港，以及協助香港人於英國安頓活動」。
而在文末，「英國戰線」、「海外戰線」、「光時」
黑暴口號等字眼被重點標示，明顯暴露出該組織以招
募義工為名，連結黨羽為實，企圖集結匿藏在海外的
「黑暴」分子，壯大亂港勢力。
在網上討論區，不少網民表示反感該「展覽」。網

民「阿哥唔喺度」指自己是早年就移居到英國的港
人，「嚟呢度（英國）生活都係求安定啫，但班友卻
仲要『搞搞震』，真係會連累咗其他港人。」

這次「藝展」的其中一名參展者Kacey Wong（黃國
才），是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博士，曾任香
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環境及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今
年52歲的他曾多次參與2019年反中亂港活動。
2019年4月28日，黃國才穿內地警方制服，假扮
警察，一邊推着鐵籠，一邊手持狀似警棍的道具，張
牙舞爪地參加已解散的亂港組織「民陣」在銅鑼灣舉
行的反修例遊行，不少市民指其行為是在惡意抹黑內
地警察。而在黑暴期間，他亦假扮「老人」、聖經人
物「摩西」等人物參與不同的黑暴活動。同年10月
21日，他獲邀到維也納TED Talk向海外吹捧所謂的
「香港抗爭」和「革命」，並在會場展覽中展出大量

美化2014年非法「佔中」及2019年黑暴的圖片。
2021年8月3日，畏罪潛逃的黃國才公開表示已離
港赴台。但他至今仍未停止其播「獨」行為，根據其
社交平台所見，他不僅積極參加海外的反中亂港活
動，更不斷刊登大量「港獨」作品。
另一位參展者Ricker Choi（蔡維紀），自稱是加
拿大「資深金融風險管理顧問」，他在13歲時跟隨
家人從香港移民加拿大多倫多，之後很少再與香港聯
繫。不過，蔡維紀從小接受父母反華言論洗腦，對中
國充滿偏見，在2019年香港黑暴期間，他不僅參加
多倫多當地的支持香港黑暴活動，亦創作大量「獨」畫
「獨」曲。至2020年10月，他已「創作」至少24幅「獨」

畫以及一首名為《香港XX
曲》的「獨」曲。為了傳播「港
獨」意識，蔡維紀在 2020 年 11
月，接受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
邀請，將自己的「獨」畫在中大校園展
覽，但被人揭發。在2021年12月香港立
法會選舉投票前夕，他在社交平台煽動選
民杯葛選舉，明顯違反香港國安法及選舉條
例。今年1月下旬，蔡維紀將逃匿海外的亂港
分子羅冠聰畫像贈與後者，並因獲得羅所著的
「獨」書及簽名而沾沾自喜，在社交平台中發帖文炫
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反中亂港分子懼怕香港國
安法制裁而逃往海外多地，
為討好當地反華勢力並從中

獲得好處，紛紛成立組織為其效力（見
表），以抹黑香港為己任。其中以下4個組織
在英美最為活躍，甘願淪落為外國反華勢力
的馬前卒。
2020年7月中旬，一批由多名反中亂港分
子組成、聲稱為「抵達英國的香港人提供幫
助、建議和支持」的「英國港僑協會」（HKB）成
立，該組織的最主要工作是為潛逃至英國的
黑暴分子提供庇護所，並藉此擴大組織勢
力。創辦者之一是2019年到深圳嫖妓被拘、
時任英國駐港總領事館職員的鄭文傑。資料
顯示，鄭文傑自2019年底逃往英國後，一直
甚為高調，不但接受多個海外反華媒體訪
問，也多次組織反中亂港活動。去年11月
底，一批居英人士在倫敦唐人街舉辦反歧視
集會，指責西方渲染反亞裔、反華情緒，其
間不斷受到一批逃往英國的香港攬炒派分子
在場挑釁，雙方更爆發肢體衝突，有人倒地
和受傷。據了解，事發時鄭文傑也在現場。
2021年4月，英國政府為吸引及拉攏香港
年輕「黃絲」移居英國，宣布提供4,310萬英
鎊（約4.4億港元）「協助赴英港人融入當地
生活」，為了爭取能分到這筆「金援」，一些

在英的攬炒分子紛紛成立所謂「社區組織」，
這其中就包括逃往英國、被香港警方通緝的
「港獨」組織頭目羅冠聰。為了擴大「港獨」及黑
暴勢力的海外影響力，羅冠聰拉攏一批「志同
道合者」在去年11月下旬成立「香港協會」
（HKUC）。在該組織成立當日，羅冠聰在接
受訪問時毫不諱言地聲稱，該組織成立的一
項重要工作就是爭取英國政府的經濟支持。
「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是在2019
年9月於美國華盛頓成立的反中亂港政治游說
組織，最早是由「佔中三丑」之一朱耀明的
兒子朱牧民掌控。該組織首項活動就是協助
煽「獨」撐暴組織頭目「香港眾志」黃之鋒、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崑
陽等人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並在香港國安
法實施後，不斷勾結美國反華勢力支持所謂
「香港自治」，並鼓動美國國會通過所謂「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鼓吹對港進行所謂「制
裁」等。去年9月HKDC換屆，多名近年逃往
美國的反中亂港組織頭目更取而代之，這包
括出任HKDC主席的香港學聯前秘書長周永
康；曾在黑暴期間非法衝入立法會的「獨人」
梁繼平出任執行總監，至於羅冠聰及張崑陽
則出任顧問。
另外，同樣設立在華盛頓的「港獨」組織

Hong Kong Liberation Coalition
（HKLC），是由畏罪潛逃至美國的「港
獨」組織「青年新政」、「香港民族陣線」
頭目梁頌恆等人於2021年5月成立。然而，
該組織的網站在啟用不足兩周即被託管平台
Wordpress下架。儘管如此，HKLC仍賊心不
死，聲稱在美國設立所謂「安全屋」來包庇
匿藏在美國的黑暴分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近年成立的部分海外反中亂港組織及主要頭目

（2021年
9月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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