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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佈天羅地網
「狡兔」無處可藏

「潛水暴徒」黃台仰落網
警破門拉人檢炸藥原料 電磁炮組件壯陽藥大麻樣樣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鄭治祖）

自年初一深夜旺角暴亂後即告失蹤的「本土

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疑一直匿藏在天

水圍友人家中，警方接獲市民報料，在翻查

大廈閉路電視錄影帶確定單位後，昨日中午

破門進入天晴邨晴海樓目標單位，拘捕黃台

仰及另一名男子，在屋內發現一批可製爆炸

品的危險品化學物、一支具殺傷力的電磁炮

組件、及在旺角暴亂當晚出現過的防護裝

備，另有一批壯陽藥及小量大麻、約53萬

元現金等。

冒冷風護港 逾千人遊行「反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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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暴亂中，暴徒毆打警察的電視畫面，全港
市民至今仍歷歷在目。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昨日表示，暴亂的暴力行為
遠超各界底線，令人難以置信，傷心沉重，有警
察跌倒仍被打更值得社會思考情緒超越理智的問

題。他又引用甘地「以眼還眼只會令世界盲目」的名
言，慨嘆部分人只想提高叫價而向對方滅聲，呼籲特
區政府和市民在暴亂過後加強溝通，化解社會矛盾。
葉兆輝昨日接受一個電台節目訪問時指出，當晚所

發生的暴力行為，程度遠超過各界所能忍受的底線，
事件令人傷心沉重。旺角騷亂當晚的電視畫面令人難

以置信，因為香港是一個文明社會，不理解為何有警
察跌倒仍然被人打，社會要思考這種行為是否情緒超
越理智。

引甘地名言 嘆分化難管治
他又引述甘地名言「An eye for an eye makes the

whole world blind(以眼還眼只會令世界盲目)」，指現
時香港有部分人只想提高自己的叫價，消滅對方的聲
音，事件違背了香港在法治基礎上爭取訴求的理念，
而社會不停分化，只會令特區政府更難管治。
葉兆輝指出，香港缺乏互相聆聽、共商辦法的溝通

渠道，特區政府與市民在暴亂後都應坐下來坦誠商
討。要解決年輕人對社會制度的不滿，應該設立一個
良好的機制，讓年輕人進入議會，參與各種政策的制
定。他舉例指，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便有一定數目
的年輕人成功當選，因此，特區政府應提供更多空間
讓年輕人發聲，年輕人亦可循現有機制表達意見。
出席同一節目的精神科醫生曾繁光謂，年輕人用激

進手法，要考慮其目標和手法。如用激進手法，會犧
牲自己或支持者的前途。他說，現時大部分激進抗爭
者是「有前途」的大學生，若要爭取改變，應用更理
性手段，努力工作「在可行的路上走」，「現在很多
社會成功人士，都是透過自己的專業嘗試改變社會，
而且得到成果」，說明不一定用激進手法。

■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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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屋內發現的危險化學物品包括聚乙二醇、二
氧化硅，及可用作製造炸藥的硝酸銨，另警方又

檢取一支電磁炮組件、「V煞」面具、約100粒屬第一
類危險藥物的壯陽藥、伸縮警棍及在旺角暴亂當晚出
現過的防護裝備、一部電腦、約53萬元現金、背囊和
小量大麻。

警多次拍門 屋內人拒合作
黃台仰(22歲)涉嫌煽動他人參與暴動被捕，單位內另
一名28歲男子涉參與暴動及協助罪犯而被捕，據悉他
只是黃的朋友，並非「本民前」成員。此外，兩人亦
因涉嫌藏有違禁武器及藏有第一部毒藥，先後被帶返
天水圍警署扣查。消息稱，警員昨早已到達晴海樓目
標單位，但多番拍門，發覺屋內有聲，卻無人應門，
由於屋內人拒絕合作，警方中午決定破門入屋拉人。
由於在單位內發現危險爆炸品，警方立即封鎖單
位，召來消防員拖喉戒備，一輛救護車亦奉召到現場
戒備，炸彈處理組人員稍後帶同拆彈工具進入單位處
理，並檢走一批危險爆炸品。據悉，警方檢獲的化學
品包括硝酸銨(ammonium nitrate)可製造炸藥，廣泛被
用作工業炸藥，如將它引爆，爆炸威力強大。
「本民前」成員獲知黃被捕後，隨即在該組織的
facebook上發佈消息，提到「發言人黃台仰已確認於
今日(昨日)中午被警方拘捕，現身處天水圍警署。我們
已安排律師跟進，部分成員亦正前往了解情況，有任
何更新我們會盡快公佈，請各位耐心等候。在此提醒
所有抗爭者務必多加關照自身及同行戰友安全，如需
任何支援，請盡快聯絡我們，我們定必盡力協助」。
此外，組織成員下午又到天水圍警署聲援，警員在
場逐一記錄他們身份證資料，又檢查他們的背囊，支
持者其後戴上口罩分批坐在警署外附近石壆守候，警
方加派警員，同時搬出一批鐵馬在警署後門戒備。
2月8日晚大批暴徒在旺角彌敦道、山東街、奶路臣

街、亞皆老街一帶進行非法集結，並在多處地方惡意
毀壞公物及警車、縱火、暴力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警
務人員及現場採訪的新聞工作者，嚴重破壞了香港的
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事件最終變成暴亂。有份煽動
暴徒的黃台仰，2天後發佈「黃台仰給香港人的最後一
段錄音」，當中黃煞有介事揚言「寧為玉碎、不作瓦
全」，隨即離開寓所，再無露面。

有網民批黃藉捐款「着草」
自稱無黨無派的盧建民（光明）近日在接受另一
「本土派」組織「本土力量」的網台節目訪問時聲
稱，「本民前」早前發動籌款聲稱支援被捕者，事後
卻無為他提供保釋金作支援，直言自己在暴亂中是被
「本民前」利用參與抗爭以至是為該組織候選人在立
法會新界東補選中「抬橋」，根本沒有保護他。有網
民便指黃台仰就是藉捐款「潛水」甚至「着草」。

涉嫌「暴動罪」的「本土民主前
線」發言人黃台仰（Ray Wong）
匿藏13日後終被警方拘獲。據本報
獲悉，破案關鍵是警方前晚在「本

民前」參選人梁天琦的造勢大會現場發現一名目
標人物，經過不停跟蹤，警方終於確定了黃台仰
在天水圍的藏身處，至昨日下午採取拘捕行動。

自年初二（9日）「旺角暴亂」事件後，黃台
仰便下落不明。據了解，警方為將這名涉嫌「暴
動罪」的頭目盡快繩之以法，特別調動「O記」
（有組織及嚴重罪案調查科）、刑事情報科、網
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CSTCB）等多個部門
人員連日追蹤目標及監看網上訊息，並在警方內
部發出拘捕黃台仰的通緝令。據悉，黃台仰雖然
家住將軍澳，但他自年初二「失蹤」後，就一直
沒有回家，而警方經過連日調查，逐漸將追蹤目
標收窄至約二十個人的範圍。

直至前晚「本民前」在沙田大會堂外廣場舉行
造勢大會，警方在現場內外部署了逾百名探員專
門觀察「目標人物」，而當晚部分可能知道黃台
仰下落的「目標人物」也有出現。晚會結束後，
警方多人一組分別跟蹤多個「目標人物」的行
蹤，經過多番分析，最後認定其中一名「目標人
物」所住的單位最有可能是黃台仰的匿藏處。直
至昨日下午，警方在完成各種部署後衝入天水圍
天晴邨晴海樓某單位，當場在屋內拘捕了黃台仰
和另外一名男子。 ■記者張得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土民
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昨日遭警方拘捕。當
日暴亂發生後，為被捕者提供法律支援的公
民黨新界東補選候選人、大律師楊岳橋，昨
晚被本報記者追問，會否擔任黃台仰代表律
師及對黃被捕的看法時，楊推說不清楚詳情
不作回應，又指自己是大律師不能自找當事
人，對是否在背後提供法律支援左閃右避。
楊岳橋及公民黨昨晚在上水舉行立法會新

界東補選投票的造勢晚會，楊岳橋直到活動
接近尾聲時才現身。楊被問及會否「義助」
擔任黃台仰的代表律師時稱，從黃的面書所
寫，黃本身有代表律師，加上作為大律師不
能自己找當事人。
再被問及會否參與協助行動時，楊稱直到

目前為止未能了解事件的詳情，暫時不能回
應。當記者追問對黃台仰被捕的看法時，楊
形容由於事件涉及很多東西，自己亦未能完
全掌握，所以難以在短時間內作出回應。
不過，楊岳橋在造勢台發言時稱，不少支
持者及黨友在年初一晚騷亂後，對選情都十
分緊張，因數十年以來，從未發生過類似事
件，更聲言，對自己為被捕者提供義務法律
顧問被「抹黑」為「暴徒律師」不感後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暴力！守香
港！」年初一晚於旺角發生暴力騷亂，示威者擲磚
頭、縱火，被批為罔顧法紀。工聯會昨日舉行「全民
反暴力·守護香港」大遊行，逾1,300人參加。會長
林淑儀批評暴徒行為令人髮指，作為有責任的勞工組
織，必須站出來呼籲市民齊聲向暴力說「不」！理事
長吳秋北亦批評一些打着所謂「本土」的別有用心者
聲稱「支援小販」，實為挑起事端，危害公共秩序。
無論男女老幼，甚至是拿着柺杖的長者，合共逾

1,300名工聯會屬會會員及市民，昨午都冒着冷風，
在灣仔港灣道花園集合，沿菲林明道、軒尼詩道、駱
克道，一直遊行到灣仔警察總部，以和平方式表達對
暴力的厭惡，又感謝警方竭力維持社會秩序，慰問受
傷警員，同時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遊行人士沿途高呼「反暴力 守香港」、「本土分

離 禍國殃民」等口號，到達灣仔警察總部時，逐一
向寫上「全民反暴力、守護香港」的背幕貼上寓意反
對暴力、支持警方、慰問警員的貼紙；參與遊行的會
長林淑儀、理事長吳秋北，連同多位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王國興、郭偉強、鄧家彪、麥美娟，及眾多工聯會
負責人，將代表一眾市民心聲的背幕聯同請願信交予
警方代表。

林淑儀：暴徒行為令人髮指
林淑儀表示，旺角暴動引致超過120人受傷，當中
包括90名執勤警員及數名記者，批評暴徒的行為令
人髮指，不僅破壞香港法治，亦令社會進一步撕裂；
工聯會作為有責任的勞工組織，必須站出來呼籲市民
齊聲向暴力說「不」！
她強調，香港一直有言論及集會自由，不少團體皆

會理性表達聲音；香港人亦一貫熱愛與珍惜和平，反
對派引發的「本土派」暴力行為實與民為敵，呼籲家
長要關注子女行為，慎防受「本土分離」與「港獨」
思想影響。林淑儀表示，工聯會不主張「以暴易
暴」，希望市民以和平、理性、包容的態度反對暴
力，維持香港社會穩定和平。

吳秋北批「本土」借撐小販搞事
吳秋北亦批評，一些打着所謂「本土」的別有用心

者，聲稱「支援小販」，實為組織暴徒挑起事端，以
粗暴襲擊警察、焚燒雜物、破壞私人財產，蓄意製造
社會不安，危害公共秩序的行為，不能容忍，必須緝
拿歸案。

麥美娟譴責姑息暴徒學者
麥美娟表示，有拿着柺杖參與遊行的長者對她說：

「最近膝蓋做了手術也要行出來」，令她深深感受到
市民的憤怒；她又譴責部分持高學歷的學者竟姑息暴
徒，為暴徒找藉口，甚或打官司，顛倒是非。王國興
亦指出，對暴徒必須嚴正執法，又感謝警方竭力維持
社會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暴力的聲音，
昨午在工聯會舉行「全民反暴力·守護香港」大遊
行期間，震遍灣仔港灣道至警察總部一帶。有拿着
柺杖參與遊行的長者批評暴徒目無法紀，自己即使
不良於行亦決心站出來，首次參與遊行。有父母帶
同子女到場，擔心子女將來於充斥暴力思想的社會
中成長，希望以此反面教材教導子女明辨是非，以
和平行動驅走暴力歪風。
60歲的退休公務員楊伯，是有生以來首次參與遊

行。一個半小時的集會與遊行縱然令楊伯的腳有點
累，他仍堅持拿着柺杖，一步步慢慢行。楊伯形
容，大年初一晚發生的旺角暴動比六七暴動「有過
之而無不及」，更發生於本應是喜氣洋洋的農曆新
年期間，「不曾這樣傷心過年！」立法會內部分反
對派議員的擲物、推撞、講粗口行為，都令楊伯看
不過眼，「教壞新一代！」他說香港的和平與繁榮
得來不易，社會上下都需要努力維繫，他個人亦願
意站出來，以行動略盡綿力守護香港。

7歲女問「為何警察叔叔被打到流血」

家庭主婦黃太昨午帶同7歲女兒一同遊行，她說
女兒當晚看着電視機感到非常疑惑，問「為什麼警
察叔叔會被打到流血？」黃太批評示威者的行動
「非常暴力、不可容忍」，又感到社會近年愈趨混
亂甚至是暴力，擔心女兒將來於充斥暴力思想的社
會中成長，希望以此反面教材對女兒進行公民教
育，教導女兒明辨是非。
31歲蔡先生亦強調絕不認同以暴力手法表達不

滿。他表示，香港市民享有集會、遊行、示威等表
達不滿、爭取權利的自由，惟一切必須以和平的模
式進行，「無論是任何年紀、任何政見的人士，發
表意見時，都絕不可訴諸暴力。」

盼推國教增港青公民質素
從事藤業的鍾先生，昨午聯同三十多名來自不同

行業的友人一同遊行，其間一直揮動國旗。他指無
論任何組織或持不同政見人士，面對意見上的矛盾
時，首要是坐下來溝通，「任何組織都有規則需要
遵守，訴諸暴力是肯定不應該。」他認為有需要推
行國民教育，提升青年公民質素。

長者家長站出來 冀以和平驅歪風

■楊伯 文森 攝

■黃太與女兒 文森 攝■工聯會全民反暴力遊行。 彭子文 攝

■警方在天晴邨晴海樓單位搜出「V煞」面具和大量危險藥物。 鄧偉明 攝

■警方在晴海樓單位拘捕黃台仰
(下圖)，指他涉嫌參與暴動和協
助罪犯。 鄧偉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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