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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並呼籲有關人等勿以身試法，進行破壞社會秩序的
行為。

叫囂「重返金鐘」譚得志謀召千人
上周六（12日）下午，「快必」突然現身長期在旺角西洋

菜南街一帶聚集的「鳩嗚團」人群中，該「鳩嗚團」一直由
「快必」在幕後操縱。當一名「鳩嗚團」成員「嗌咪」（用
揚聲器叫喊）後，「快必」就持咪爬上人字梯大聲叫嚷，他
聲稱將在9月28日當天發動「毋忘初衷，重返金鐘」行動，
「928下午5點58分，我會呼籲有1,000人走出（金鐘）告士
打道，最後全部坐低，一路坐87分鐘。」他指此舉是象徵去
年警方發射的87個催淚彈。
「快必」在講話中自稱此番言論涉嫌「煽動非法集結」，
但他同時向支持者「打氣」說：「坐喺地下就唔會被警方
『毆打』，因為咁樣警方就冇『打』嘅理由，只會逐個逐個
將你哋抬走。」
對於「快必」此番公開煽動他人進行破壞社會秩序的非法活

動，消息人士指出，此番言論肯定涉嫌「煽動非法集結」，一
旦掌握足夠證據，相信警方一定會對涉嫌者採取行動。而對於
「快必」要支持者「坐在馬路上」，消息人士稱，無論是「站
起或坐下」，都屬於破壞社會秩序的非法行為，警方定會採取
果斷行動，而相關人等也會負上刑責。

明年選立會 知法犯法博出位
有熟悉「人力」的消息人士向本報稱，「快必」在「人力」

中屬於最激進之列，為了增加曝光率，也為了得到其「幕後老
闆」支持，以爭取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排前列，因此，他故
意以「知法犯法」的行為以求「出位」。譬如，在今年5月23
日的立法會一場政改方案公聽會上，「快必」在發言時多次以
粗言穢語辱罵時任會議的主持人譚耀宗，被當場趕離會議廳。
其實，不單譚得志本人，就算作為激進反對派組織之一的
「人民力量」，目前也是各反對派政黨中最熱衷搞所謂「佔中
紀念」。據本報了解，「人力」將在9月18日、9月20日及9月
26日連續發動所謂「佔領周年」活動。
消息人士透露，由於各有意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分一杯羹的
反對派政黨為恐失票，均對搞不得人心的「佔中紀念」敬而遠
之，但「人力」因目前僅有一名區議員，而且也預估該組織在
今年的區選中難有勝算，為求在各激進組織中「脫穎而出」，
也為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博取更多知名度，因此也就特別熱衷搞
「佔領周年」活動。

「「佔中佔中」」屆周年屆周年
「「佔犯佔犯」」圖再佔圖再佔

反對派蠢蠢欲動反對派蠢蠢欲動「「快必快必」」涉涉「「煽動非法集結煽動非法集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遭香港

社會廣泛譴責的非法「佔

中」臨近一周年，據本報獲悉，一些反

對派組織蠢蠢欲動，欲藉「周年紀念」

再挑起事端，其中，激進組織「人民力量」執委譚

得志（快必）日前更公開煽動支持者在9月28日下

午到金鐘一帶衝出馬路「再次佔領」。消息人士透

露，「快必」此言涉嫌「煽動非法集結」，警方一

旦掌握具體證據，隨時可以採取拘捕行動。

調查報道

幾乎每晚都在
旺角西洋菜南街
一帶叫囂的「鳩
嗚團」，嚴重影
響附近商舖的正

常營業，由於擔心遭到衝擊，鄰
近商戶均敢怒不敢言。據悉，
「鳩嗚團」幕後主持人就是「人
民力量」執委譚得志（快必）。
有知情者透露，「快必」之所以
組織「鳩嗚團」，一方面是故意
顯示對去年底他遭法庭一度禁止
踏足旺角相關區域的判令不滿，
另一方面，也是藉「鳩嗚團」來
此擴大自己在「人力」的實力。
在去年非法「佔中」期間，「快必」的勢

力一直盤踞在「佔旺區」，由於「佔旺區」
還有「熱血公民」等激進組織，雙方為爭奪
地盤及影響力，經常「狗咬狗骨」，互相
「篤灰」（揭發他人），使得「佔旺區」變
得更加烏煙瘴氣。

涉阻礙公職人員罪 曾判禁足旺角
而在去年11月25日警方及相關部門人員

對旺角彌敦道一帶「佔領區」展開清理期
間，「快必」等數十人因涉嫌阻擾，被警方
控以「阻礙公職人員罪名」。數日後，九龍
城裁判法院接納控方要求，禁止包括「快
必」在內的一行人等在保釋期間踏足旺角指
定範圍。
不過，「快必」不但沒有就此洗心革面，

反而變本加厲，經常煽動及組織支持者參與
「鳩嗚行動」。由於被一度禁止踏入旺角指
定區域，「快必」就組織人馬到油麻地、佐
敦、尖沙咀甚至銅鑼灣等鬧市區四處叫囂，
所到之處，不少商店被迫要閉門閉戶。

衝擊西洋菜街商舖 冀增個人勢力
消息透露，由於見到「鳩嗚」等衝擊事件

能博人眼球，在「快必」的幕後指使下，過
去幾個月，以「人力」成員為主的「鳩嗚
團」幾乎每晚都在旺角商舖最集中的西洋菜
南街一帶叫囂，而為顯示其存在，「快必」
也經常到「鳩嗚團」聚集處高聲叫囂。有
「人力」成員對「快必」為求出位，不惜用
任何手段的作法也感到不滿，形容「鳩嗚
團」已成為「快必」在組織內的「個人勢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學民思潮
日期：26日至27日
地點：遮打花園
情況：正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
知書
流動民主教室
日期：26日
地點：添美道立法會大樓外
情況：正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
知書
民陣及學聯
日期：26日至28日
地點：添馬公園，中西區海濱
長廊
情況：正向康文署申請
旺角「鳩嗚團」
日期：26日
遊行路線：旺角→天星渡輪→
政總公民廣場外
情況：暫未申請
617民間約章
日期：27日及28日
地點：添美道政府總部外行人
道
情況：正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
知書

中秋節偶遇在金鐘（FB群組）
日期：27日至28日
地點：添美道
情況：暫未申請
基督教會一周年籌委會
日期：28日
地點：立法會外行人路
情況：正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
知書
黃傘街頭基督徒基層團體
日期：28日
地點：添美道行人路
情況：正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
知書
添美藝墟（FB群組）
日期：28日
地點：夏愨道近添美道
情況：暫未申請
莫忘初衷，貫徹始終（FB群組）
日期：28日
地點：夏愨道
情況：暫未申請
旺角「鳩嗚團」
日期：28日下午
地點：告士打道及夏愨道
情況：暫未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得民）據本報獲悉，目前
警方已收到至少6個團體申請涉及「928」集會活動
「不反對通知書」（見表），警方正按照既定程序分
別處理。但據了解，在目前提交申請的團體中，沒有
一個是以政黨名義申請的。由於區選臨近，各有意爭
取更多勝算的反對派政黨均不欲與「佔中紀念」扯上
關係。

「民陣」「雙學」參與
據悉，在警方已收到的「不反對通知書」申請中，

包括去年積極投入非法「佔中」的「學民思潮」，而
其他申請者則包括在「佔中」才成立的臨時組織，而
在一些網上專頁上，也有人聲稱會發起活動，但均未
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至於「民陣」與學聯
則向康文署申請於26日至28日在金鐘添馬公園舉行
集會，聲稱會有2,000人參加。

懼以政黨名義申請
據了解，由於臨近區選，以極其不得人心告終的非

法「佔中」，對欲爭取更多區選勝算的反對派政黨來
說，都是一個「負面因素」，因此就算他們有心搞
「紀念活動」，也不敢輕易發起，但不排除其中有些
人會以「個人名義參與」。
對於有組織欲藉「周年紀念」繼續鼓吹非法「佔

中」，「正義聯盟黨」今日（周五）下午會向警方遞
交請願信，要求警方嚴格審批，不要輕易批准「有心
破壞社會秩序的團體組織或人士申請及進行任何遊
行」。「正義聯盟黨」並指出，「亂港佔中過了一
年，香港經濟受到重創」，因此要防止「借遊行形式
來再次進行佔領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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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團體及專頁籌劃「佔中」周年活動

持續 79 天的非法「佔
中」由去年9月28日至12
月15日，「佔領」者霸佔
旺角金鐘及銅鑼灣交通要
道，但這種嚴重破壞香港社

會的行為，最終以徹底失敗而告終。據當時
的民調顯示，有逾八成的受訪者要求停止
「佔中」，可見反對派組織策劃並發起「佔
中」是多麼不得人心。

市民一面倒叫「撤」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佔中」清場

前（11月19日）公佈的有關「佔領」的民調
顯示，近83%受訪市民要求停止「佔領」，
支持繼續「佔領」的僅得13%，有68%受訪
者更贊成立即「清場」。調查並發現，逾半
受訪者反對「佔領」，比支持者多近一倍。

其實，這次公然挑戰法治、與主流民意背
道而馳的違法「佔領」，打從第一天起已注
定失敗。在市民一面倒叫「撤」強大聲音
下，警方於12月11日對最大的「佔領區」
金鐘清場時，現場僅剩209人，他們全部被
警方拘捕。
今年7月，警方首次公佈的有關涉及「佔
領」的檢控數字。警務處刑事及保安處長羅
夢熊指出，在全部955名「佔中」被捕者
中，有209人進入司法程序，其中140人完
成司法程序，有71％即100人已承擔法律後
果，包括被法庭定罪、自簽或被法庭下令簽
保守行為；另40人即約三成毋須承擔法律後
果，包括23人獲判無罪釋放及17人獲撤銷
控罪。而被「預約拘捕」的48名「佔中」組
織者及煽動者，警方已完成調查，正等候律
政司指示。

晚晚搞晚晚搞「「鳩嗚鳩嗚」」
「「快必快必」」募親兵募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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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佔中」不得人心

反對派各政黨為免區議會選舉時「互相搶
票」或「撞區」，遂推舉「民主動力」負責
協調。經過逾年的商討，「民主動力」昨日
稱，反對派協調成功的參選者約200人，略少

於2011年的235人。不過，是次協調並未將各激進派組織包
括在內，據悉目前已有14個區議會選區因無法協調，出現
「老牌」與激進反對派「鬼打鬼」的局面。
「民主動力」召集人趙家賢昨日與傳媒茶敍時稱，反對派
在是次約200個選區成功協調，是「完美配合」。其中，他
們成功與14個「傘後團體」(「傘兵」)在9個大選區達成協
議，包括中西區、東區、黃大仙區及屯門區等，但仍與3個
「傘後組織」包括「青年新政」、北區動員及東九龍社區關
注組，分別在14個小選區出現衝撞，令區內有可能出現多於
一位反對派參選人爭奪同一個議席。

反對派多區「各自修行」
他續稱，鑑於多個反對派和「傘後團體」都刻意與「青年
新政」保持距離，拒絕「跟車太貼」，因此，「民主動力」
對「青年新政」也會保持觀望態度，希望先與對方能有更多
協作、溝通。
有參與協調的反對派中人昨日稱，根據過往依循的模式，
在「民主動力」協調完成後，各反對派政黨就會「各自修
行」，並將槍口一致對外（建制派），但經歷違法「佔中」
後，香港政治生態環境已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所謂「傘後
團體」恍如雨後春筍，但其成員背景一片空白，是敵是友，
無法知曉。
他續稱，今年的協調範圍僅圍繞「老牌」反對派政黨，是
因為有部分「傘後團體」參選的目的，只是「睇唔順眼」某
個政治人物，誓要將對方拉下馬，根本談不上「顧全大
局」；有部分「傘後團體」只單方面向「民主動力」「索
料」，卻拒絕透露自己的部署；以黃毓民轄下的多個附屬組
織四處「煽火頭」，尤其是針對民主黨進行攻擊，大家根本
「傾唔埋欄」，無法協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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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力量人民力量」」執委執委
譚得志譚得志（（快必快必））日前日前
在旺角公開煽動民眾在旺角公開煽動民眾
99月月2828日到金鐘非法日到金鐘非法
佔領馬路佔領馬路。。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去年非法「佔
中」期間，各反對
派政黨為給自己貼
金，紛紛在金鐘佔
領區「豎旗」。而
今為了區選，卻沒
有反對派敢以政黨
名義到金鐘搞所謂
「周年紀念」。

■「鳩嗚團」在旺角街頭挑起打鬥事件。

■■去年去年99月月2828日反對派日反對派
發起非法發起非法「「佔中佔中」，」，對香對香
港社會造成嚴重破壞港社會造成嚴重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