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傘兵空群出 多組織煽暴襲警
在是次旺角暴動事件中，包括「熱血
公民」、「青年新政」、「學民思潮」及
多個所謂「傘後團體」的激進組織均身影
處處，反映是次暴動並非偶發事件，而是
有組織地針對警方發動的攻擊。

黃洋達fb提及「讓磚頭飛」
除了「本土民主前線」在網絡「吹雞」，成

員黃台仰及梁天琦在場涉嫌發號施令外，多個
激進組織的成員亦潛伏其中。身在旺角現場的
「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於凌晨4點左右就
先後在其facebook提及「讓磚頭飛」、「磚頭
在飛」，又稱「小心前面自己人呀，我企前面
呀」，「別想佔領，別以為是集會」。
他在接受傳媒查詢時聲稱，自己是於凌晨2

時獲悉警方開槍後才在10多分鐘後趕赴現
場，也沒有組織動員。據他理解，當時現場只
有不到100人在上海街及亞皆老街位置，其後
的衝突已經與原來保護小販的行動切割。

被問到他先後在其facebook提及「讓磚頭
飛」、「磚頭在飛」的意思時，黃洋達稱當時
客觀是描述「漫天磚頭在飛」的情况，但看不
到誰擲物。至於會否擔心其言論被視為煽動，
他說不會，並又再補充現場無組織，也沒有出
現過往有社運領袖「嗌咪」。至於黃洋達及
「熱血公民」曾否向警方擲物，他則稱不回
應。自號「金金大師」的梁金城也承認自己
「帶隊」衝出馬路。

「青政」成員現場被捕
「青年新政」則在其facebook承認，一名
「青政」成員在現場被捕 ，而「青政」成員
游蕙禎也在現場聲稱要「篤魚蛋」，更以「黑
警」留言侮辱警員。在暴動發生後，「青政」
更歪曲事實，在提到暴動過程時完全不提暴徒
擲磚毆打警察一事，更稱當時是「全副武裝的
防暴警察瘋狂衝擊和平抗爭的市民」、「警方
在完全罔顧傷者安危的情況下強行推進，將市

民推出亞皆老街馬路」、「警方仍不斷使用暴
力毆打彌敦道上的香港市民」等，又聲言「我
們必須奮起反抗，以『各種必要的方式』捍衛
香港。」
「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學民思潮」成

員周庭，及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學
苑」候任總編輯顧博謙當日均在場。其中，黃浩
銘於其facebook報稱被警方的胡椒噴霧射中；
顧博謙則聲稱「在現場拍照時」被警方拘捕。

謊稱「少女」被打 傷者實為男子
各激進組織為抹黑警方，刺激暴徒的情緒，

在網絡瘋狂轉發一張暴徒被警員制服時血流披
面的照片，聲稱一名「少女」被打，其後更言
之鑿鑿地稱其頭骨破裂，血中混和了腦漿，有
人更稱該「少女」已死，政府隱瞞消息云。其
後，該「少女」的姐姐終於澄清，該名傷者是
男子，在被捕後到醫院驗傷證明並無大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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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旺角大年初二
凌晨發生暴亂，暴徒毆打警察、襲擊記者、放
火、掟磚，破壞社會安寧。新界東補選候選人、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批評，示威者的暴力衝擊行
為，嚴重破壞法紀，對此予以強烈譴責。他又
指，反對派在今次事件上繼續縱容激進分子，把
事件歸咎於特區政府，試圖模糊焦點，呼籲市民
應在未來選舉中以選票表態，將反對派議員踢出
議會，糾正社會風氣。
周浩鼎在事件發生後，於社交網站facebook上載

影片表示，在旺角發生了令人髮指的暴力衝擊行
為，一批暴徒用磚頭、木棍不斷襲擊警方，過程中
甚至有嚴重破壞公物和縱火行為，嚴重影響他人人
身安全，對此破壞法紀的暴力行為予以強烈譴責。

感謝執法人員傳媒克盡己任
他希望警方盡快將暴徒繩之以法，也感謝前線

執法人員和傳媒工作者克盡己任，維護社會穩
定，並且保障大眾知情權，對受傷的前線執法人
員和傳媒工作者，致以深切慰問。
周浩鼎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這段影片

上載只有兩天，已有逾10萬人瀏覽，反映了港人
對暴力衝擊行為的不滿。周浩鼎認為，反對派在
此次事件上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他們過去一直
支持、鼓吹違法「佔領」、學生暴力。他批評，
反對派在今次事件上繼續縱容激進分子，把事件
歸咎於特區政府，試圖模糊焦點，故呼籲市民應
在未來選舉中以選票表態，將反對派議員踢出議
會，為香港注入正能量，糾正社會風氣，讓香港
重返秩序。

「本民前」黃台仰梁天琦涉暴動罪
fb發帖煽亂 圖以選舉遊行卸責 法律界指難脫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本土民主前線」早於大

前日已煽動群眾到旺角「直接行動」，但懷疑在暴亂期間

驚覺事態嚴重，宣佈組織發言人、參選立法會新界東補選

的梁天琦即時舉行選舉遊行，最後該組織至少有5人被

捕，包括梁天琦本人。「本民前」召集人黃台仰否認煽動

及組織暴亂，又試圖劃清界線，聲稱部分暴徒並非「本民

前」成員。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即使梁天琦及黃台仰在現

場並無作出衝擊行為，同樣可被控以暴動罪，最高可被判

監10年，而「選舉活動」也不能成為脫罪或減刑的藉口。

「本土民主前線」在年初
一中午於 facebook 發

帖，號召群眾當晚9時到旺角砵蘭
街「聲援」小販，「不如直接行
動，因為只有實際行動先至能夠
帶來改變！」到晚上10時許，
「本民前」再在facebook上載現
場情況短片，並稱「同公安城管
開年」。黃台仰在現場不時用揚
聲器發言，恍如行動召集人。

發帖「同政府開年」黃稱「玩大佢」
翌日凌晨12時許，「本民前」
在facebook宣佈，決定運用梁天
琦的競選權力，即時於旺角舉行
選舉遊行，「人數少於30人無需
預先通知及警方批准……你做初
一，我做十五！今日就嚟同政府
開佢年！」組織於凌晨約2時在現
場宣佈舉行選舉遊行，部分暴徒
手持自製盾牌走近警方防線，黃
台仰更向警員挑釁稱「同你玩大
佢」，暴徒隨即衝向警方防線，
揭開暴亂的序幕。

事後卸責 稱非全屬「本民前」
不過，黃台仰在暴亂後的早上
接受電台訪問時，與暴亂劃清界
線。他聲稱行動只是幫助小販經
營、保護特色夜市，形容這是和
平示威，否認煽動暴亂。
他又聲言事前沒有準備任何裝
備，只是警方突然衝入山東街引
發衝突，組織才拿物資到現場，
而部分人不是「本民前」成員，
只是平常到夜市的市民。
他更聲言不可用「暴力」去定
義示威者的行為，又稱比起其他
國家的示威，今次有人擲磚頭已
不算十分激烈的動作，反指警方

多次用警棍打示威者，並向天開
槍示警，令他們十分憤怒。
警方考慮以暴動罪控告部分暴

徒。根據《公安條例》第十九
條，如任何參與非法集結的人破
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
任何人參與暴動即犯暴動罪，一
經公訴定罪最高可處監禁10年。

馬恩國：煽暴動無衝擊亦算共犯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

律師馬恩國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
表示，單憑「本民前」事前於網
上煽動群眾參與行動，根據《刑
事訴訟程序條例》第三十八條，
梁天琦及黃台仰等人已可因協
助、教唆、慫使、促致或唆使他
人參與暴動，而被控以暴動罪；
而在暴亂現場的「本民前」中
人，即使期間沒有作出衝擊、破
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也因在普通
法原則下被視為共犯，同樣可被
控以暴動罪，尤其在現場有如指
揮者的梁黃二人。
對於「本民前」圖以「人數少

於30人的選舉遊行」為由卸責，
他指表面上現場絕對沒有可能少
於30人，而從組織在網上廣泛宣
傳行動，甚至要求增援，不能說
服他人遊行人數會少於30人，更
重要是這個「選舉遊行」涉及違
法行為，「絕對不能騙倒一個正
常的法官。」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接受傳媒訪

問時指出，在集結人群中一分
子，即使沒做什麼特別事情，也
可能干犯暴動罪，「普通法原則
下，如一群人有共同意圖，雖然
一些人做了犯罪行為，其他人沒
有做，也是共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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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鄭治祖）在旺角暴動
事件中，暴徒無視法律的態度令人震驚。香港各界人士
昨日指出，違法「佔領」行動、「反水貨客」示威日趨
暴力，最終導致暴亂，始作俑者是反對派政黨及政團的
縱容甚至「鼓勵」，在執法部門嚴懲暴徒的同時，香港
市民也應同心合力，將這些禍港政黨政團踢出議會，以
免類似甚至更激進的危害香港市民安全的行為繼續發
生。

陳永棋讚政府警方處理恰當
全國政協常委、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永棋昨日在接受
本報訪問時指出，旺角暴亂對香港帶來非常壞的影響，
而事件並非偶然，而是出於搗亂分子的計劃，故他向滋
事分子予以強烈的譴責。他並讚揚特區政府及警方在處

理事件的手段非常恰當。警方在行動中採取即時反應保
障市民的安全，表現應受表揚。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指出，
香港的社會穩定安寧是讓投資者放心，營商者寬心，旅
遊者開心，廣大市民安心的基石，不容任何違法亂紀之
徒破壞。他批評，暴亂損害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丶貿易
中心丶航運中心、旅遊及購物中心的良好形象，違背了
香港社會各界齊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發展
的主流民意，「暴亂事件嚴重破壞香港法治精神，危害
社會秩序，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盧文端：恍似「佔領」的延續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永遠

名譽會長盧文端批評，暴徒整夜大肆搗亂，既破壞農曆

新年的喜慶氣氛，也破壞社會秩序，更破壞法治精神，
「他們見警察就打，連手無寸鐵的記者都打，目無法
紀，很難想像這些情況會在香港發生，恍似是『佔領』
的延續。」
他又質疑反對派對暴亂的立場，批評他們既要譴責暴

力，又要將暴亂扯到特區政府及特首梁振英頭上，更將
警察開槍示警一事無限放大，是要企圖搶佔道德高地，
但效果卻顯得模棱兩可，甚至有點像為暴亂說項。

鄧清河籲新東補選踢走破壞香港者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強烈譴

責是次暴亂。他慨嘆香港至今仍未走出「佔領」的陰
霾，少數人覺得警方在「佔領」期間保持克制，參與者
的判刑又不算重，就在是次暴亂中大肆破壞。他強調

「治亂世用重典」，警方及司法機構應嚴懲暴徒，「這
次若不以暴動罪告他們，那什麼才算是暴動？」他認為
暴亂在農曆新年發生，選民看到這些情況，心裡都有想
法，在月底的新界東補選自會踢走破壞香港的人。
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梁亮勝坦言，事件令人感到

非常傷心，「大人細路都憤怒」。他狠斥有關滋事分子
是反映出背後有一小撮人心懷目的與陰謀，挑戰法律和
特區政府，衝擊香港核心價值、健全法律和穩定的社
會。特區政府不能姑息一少撮搞事者，並應嚴懲他們以
伸張正義，「如果放過佢哋就等如帶出政府軟弱的訊
息。」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韓陽光直指，違法「佔
領」行動、「反水貨客」示威已日趨暴力，如今更演變
成今日的暴亂，是反對派一直縱容激進分子。他又呼籲
執法部門再不能縱容這小撮破壞香港社會安寧者，香港
市民更應認清他們的真面目，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中，
選出真正為香港行正路的建制派議員，把禍港的反對派
踢走。

各界怒斥反對派罪魁 選票轟下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當香港社會各界紛紛譴責暴徒的
暴行時，多個反對派政黨為免惹
民憤而參與「譴責」，但就將事
件歸咎在特首梁振英和特區政府
身上，聲言梁振英及特區政府要
負上「第一及最終責任」。
「泛民會議」前日舉行記者會
譴責暴力行為，但就聲言事件的
源頭來自梁振英政府「累積民
怨」，會議召集人何秀蘭稱是次
事件反映社會上有許多「民憤」
需要疏導。
民主黨在當日發表的聲明中，稱
不容忍和譴責任何暴力和縱火行
為，又稱「要求政府全面檢討社會
嚴重矛盾的深層原因，包括民憤不
斷累積爆發、港府為何失去管治威
信及今次導火線的小販政策」。
公民黨在聲明中稱， 該黨譴責
暴力行為，「他們必須承擔使用
暴力的法律後果」，又稱必須深

入調查一名警員在鬧市鳴槍示警
事件。

竟稱向天鳴槍「令港人震驚」
「新民主同盟」雖在聲明中稱

「慰問事件中所有受傷的人
士」，但竟將暴動的責任歸咎在
警員身上，稱「政府沒有正視警
務人員濫權問題，更縱容疑似黑
幫滋擾，使衝突加劇」，又稱警
員遇襲向天鳴槍「令大部分港人
震驚及痛心」，並要求設立由大
法官主持的獨立委員會徹查事
件。該黨又「強烈抗議」執政者
「屢次在明顯會引起民怨民憤的
情況下蓄意作出有違大眾期望的
行為」，並要求梁振英下台。
工黨也聲言，有關衝突是因梁
振英帶領的政府不斷「以制度暴
力挑釁香港人」，令「星火燎
原，民憤爆發」，導致今次事件
發生。

反對派「賴」政府要負「最終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暴徒在旺角暴亂中襲
擊警員、四處縱火，身為執
業大律師的公民黨新界東候
選人楊岳橋在社交網站
facebook上載文章評論事件
時，稱是因為特區政府禁止
小販趁農曆新年擺賣，才令
事件演變成激烈的「警民對
抗」，又無視「本土派」暴
徒的暴行，聲稱當晚「大批
無辜市民被執法人員打傷、
警方無按程序胡亂向天開
槍」等警方「濫權行為」，
是「法治社會不能接受」
的，為討好「本土派」而抹
黑警員。
楊岳橋在回應暴亂事件

時，無視有警員被猛烈攻擊

下向天開槍的事實，反稱
「有警員涉違警察通例開槍
驅趕，令情況更失控升
溫」，又聲稱要「譴責暴力
行為」，但他譴責的不是暴
徒以磚頭襲擊警務人員，反
而聲稱當晚「大批無辜市民
被執法人員打傷、警方無按
程序胡亂向天開槍」。其
後，他才輕描淡寫一句：
「部分示威者的行為，如毆
打警察、刻意襲擊記者、放
火、掟磚等，違反了法治社
會的基本價值，我理解如此
抗爭源自於絕望，但恕我不
能同意。」
新界東候選人還包括：周

浩鼎、方國珊、黃成智、劉
志成、梁思豪、梁天琦。

楊岳橋抹黑警員討好「本土派」

絕
非
偶
發

■「本土民主前線」在fb號召年初一晚上9時在旺角砵蘭街集結。 facebook截圖

■「本土民主
前線」發帖稱
要「同公安城
管開年」。
facebook截圖

■「本土民主
前線」在暴亂
期間驚覺事態
嚴重，宣佈參
選立法會新界
東補選的梁天
琦即時舉行選
舉遊行。
facebook截圖

■ 身 穿 印 有
「本土」制服
的暴徒攜帶自
製盾牌參與衝
擊行動。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