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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前謀再施暴
秘練兇悍搏擊術

「韜光養晦」混入武術會經年 修習狠招圖抗執法
部分練武者

曾參加的「本民前」活動
陳Ｘ勝

24/1/2015 上水「反水貨客」

1/3/2015 元朗「反水貨客」

28/6/2015 旺角驅趕「大媽」

29/7/2015 屯門法院支援「光復行動」
示威者

28/7/2015 衝擊港大校委會會議

6/9/2015 「光復上水」

16/12/2015 立法會外示威

20/2/2016 「本民前」沙田造勢晚會

22/5/2016 「香港民族黨」旺角街站

28/6/2016 九龍城法院聲援被起訴的
梁天琦、黃台仰

身形瘦削男子

19/6/2016 「本民前」旺角街站

1/7/2016 疑參與「港獨」組織包圍中
聯辦行動

身形稍胖女子

24/1/2015 上水「反水貨客」

5/4/2015 支持「熱血公民」街站

26/7/2015 「本民前」街站

20/2/2016 「本民前」沙田造勢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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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柔術
（ 簡 稱 巴
柔）是由柔

道演變而成的實戰格鬥術。它有
別於一般拳擊，而是講求地面擒
拿（寢技）模式的格鬥。巴柔在
比賽中得分是由地面戰鬥技術決
定，例如擒拿、摔、頸和關節鎖
等。巴柔始於日本明治時代
（1868年-1912年），起源於
日本柔道家前田光世（1878 –
1941年），之後流傳到巴西，
再演變成現今的巴西柔道，並已
成為一個國際性的武術比賽項
目。巴柔的特點是，以實用和適
當的技術，在近距離使用自身角
度和身體力量，使身材較小、體

質較弱的人也可以制服高大強壯
的對手。

拖高大對手倒地
專家指出，巴柔練習者擅長將

對手拖向地面，然後在地面上獲
得控制的姿勢。巴柔的技巧主要
是位置控制以及各種降服技巧，
一旦形成控制姿勢，練習者可以
使用關節技、絞技或擊打技術等
多種攻擊手段，通過槓桿原理和
合適的技巧與高大強壯的攻擊者
對抗。巴柔在本港有不少女士捧
場，貪其以弱制強的特性可以當
作「防狼術」。據了解，在部分
大專院校或中學亦有巴柔學會供
學生參加。 ■本報記者

巴西柔術擅長瞓身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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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
就「本民前」成員在「文武館」館
址練武一事，「文武館」館長張先
生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館方純
粹出租場地，並不了解租場者的背
景。而租用「文武館」的教會武術
會教練羅先生直言，對學員中疑有
「本民前」成員感到錯愕，他明言
會進一步了解，「但必定不會容忍
任何牽涉激進暴力行為或組織的成
員參與。」

不問租場者身份
「文武館」館長張先生表示，該

館自2004年創立以來一直專注弘
揚跆拳道，但在課程空檔期間，會
出租場地連用具予武術愛好者或團
體使用，但對於租用者的背景及所
學課程的內容不會過問。
本報根據資料聯絡到租用者，原

來是一位羅姓武術教練，羅先生是
一家教會的武術會教練。
羅教練對本報記者表示，從來沒

有深究其學員的身份背景。他回憶
說，該武術課程約在一年前開始，
「開頭是一位頗知名的牧師介紹了
一班年輕人來練武，人數夠所以就
在星期五租場開班。」
羅教練進一步指出，由於整個課

程帶有傳福音的概念，所以也沒有
正式登記學員資料，甚至連他們的
全名也不知曉。「開頭佢哋都係百
厭的年輕人，肯來已經不錯，部分
人時來時唔來。來到都係只談武
術，上堂時間我都唔畀佢哋傾閒偈
（閒聊）， 所以從來都無察覺原
來有成員疑是『本民前』的人。」
記者向他查詢為何陳×勝及部分

人穿有該武術會的制服，羅教練解
釋說，有一些學員在開班早期加入
時，會方會向他們派發制服，但後
來者已沒有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得民、齊正之）本報經
多月追蹤調查，發現多名「本民前」成員逢周五
晚上都會齊集尖沙咀加連威老道一棟商住大廈2
樓「文武館」內，佔用整個近千呎的練習場操
練，每次長達約3個小時。練武者男女都有，大
多是十幾二十歲的青年。縱觀過去幾個月的情
況，他們練習的主要內容也有所不同，最開始時
主要是操練體能及學習姿勢，到後來是側重對打
及如何制服對方。最近的練習則明顯增加兇狠招
式，有對打者曾似乎被擊中要害，要躺在地板上
半天才能起身。

先練體能 攻擊部位遍全身
在2月下旬的一個周五晚上8時左右，最早抵達

武館的人在開燈後就準備拳套、護甲等用具，有
時會視乎需要準備立地沙包或短棍棒，約半小時
左右，其他成員陸續到齊後就正式開始練習。過
去幾個月以來，大概都是這樣的程序，不過，練
習的內容則有所不同。
記者在去年11月觀察到，參加者主要做體能操

練，並重點訓練出拳、踢腳動作，教練則在旁不
時糾正動作姿勢，「本民前」陳×勝不時提醒同
伴「一定要夠力，體能唔夠，肌肉不足，真係打
都無法制服對手。」
在天寒的季節，許多人也練到一身汗，好多次

離開前各人還要一齊抹乾地板汗漬。
在近兩個月，記者發現分組對打的訓練增多。二

人對壘時攻方會左右不斷出拳，守方要舉起雙手前
臂護擋正面兩側。每次攻守隨時連打幾十拳，好多
時學員會大喊：「頂住！頂住！」幾名較瘦削的成
員又會被叮囑「快啲操番體能同肌肉」。
據觀察，對打時其攻擊部位遍及全身，總之就

是要擊倒致勝。本報曾請教專業人士觀看訓練動

作。該人士指，不少招式基本上是「巴西柔術」
套路，不過有時又不止於此，「睇落似半專業套
路加埋爛仔交，總之打得贏就得。」

有人說「過幾個月」派用場
最近半個月，記者發現他們每次練習個半小時

後就會在牆邊圍坐，觀看場中兩人對打，各人輪
流上陣，每次都很搏命，曾有對打者甚至好似被
打中要害躺半天才能起身。而教練在對打期間或
結束後都會親身示範，並模擬壓住對手慢動作演
示如何攻擊。
每次參加練武的人都有十多個，當中有人定期

出現，偶爾也有新面孔加入。在約3個小時的訓
練結束後，各人還要花十多二十分鐘收拾場地及
換衫才落樓。此時有人直接回家，亦有幾個人會
在附近餐廳吃消夜。在上月中旬，記者在尾隨跟
蹤時，其中有人突然說「時間唔多，畀心機練，
過幾個月唔打得都要睇得」，「唔睇得都要走得
甩」。對於他講的「過幾個月」是什麼意思，記
者暫無從知曉。

套路拳加「爛仔交」
身水身汗 實牙實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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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前」在過去兩年曾組
織多次所謂「抗爭活

動」，其多名成員更涉及去年的
「旺角暴亂」事件，由於其暴力
行徑不得人心，加上「港獨」主
張無市場，支持者人數日少。苦
無出路下，被控多項罪名的梁天
琦公開承認「怕死」，更以讀書
為名遠走美國，至於黃台仰早前
也在接受訪問時宣稱「 現階段
是韜光養晦時期」。表面上，
「本民前」似乎已暫停公開活動
而進入「冬眠」狀態。

每周學「巴西柔術」3小時
不過，據本報追蹤調查，早在
約一年前，多名疑是「本民前」
成員的年輕人假意參加教會活
動，透過牧師介紹，組班接受專
業武術教練的指導，有關訓練包
括操練體能及學習以「巴西柔
術」為主的各種格鬥招式。據觀
察，他們練武的地點是位於加連
威老道一間以教授跆拳道為主的
「文武館」。據「文武館」官網
顯示，除尖沙咀外，該館在觀塘
及粉嶺都設有訓練場館，官網上
並公佈多項招生訓練課程，但並
沒有「巴西柔術」課程。
據記者觀察，幾乎逢周五晚
上，就有一批年輕人到尖沙咀的
「文武館」受訓，每次差不多要
練習3個小時以上時間。
本報曾聯絡「文武館」職員查
詢，該職員回應稱，周五晚上沒
有公開招生的課程，但有外面武
術會租用尖沙咀的場地。該職員
並表示，尖沙咀館在沒有課程的
時段，以每小時350元的收費租
給有需要的團體人士。
據觀察，每次都有十名左右年
輕人到上址練武，但記者發現，
在這些練武者中，有多人曾在
「本民前」的街站或示威衝擊活
動出現，亦有人曾在「香港民族

黨」或「熱血公民」街站「站
台」。其中，一名叫陳×勝的短
髮男曾多次參加「本民前」活
動，並經常出現在黃台仰及梁天
琦身旁。

練武學員多「抗爭」悍將
資料顯示，該名陳姓男子可說

是「本民前」的「元老」，曾不
下10次參與「本民前」的遊行
及抗爭活動，早在2015年1月
「本民前」首次到上水火車站進
行「反水客」行動時，他就有出
現。同時，在港大校委會遭衝
擊、法院聚眾聲援等事件中，也
可見到他的身影。據了解，該陳
姓男子家住樂富邨公屋，其女友
亦不時與他結伴往尖沙咀練武。
常到「文武館」練習的另一名

身形瘦削青年也經常身穿寫有
「本民前」藍色服裝參加活動，
去年「七一」時，「本民前」、
「香港民族黨」、「青年新政」
等「港獨」組織曾發動到中聯辦
的「抗議活動」。當日傍晚，該
名青年就曾在西區的行人路上被
警察截查。至於另一個不時到
「文武館」參與練習、身材略胖
的女子，從2015年起也多次在
「本民前」的活動中出現。
本月下旬就是特首選舉，而今
年更適逢香港回歸20周年，一
些反對派組織已公開聲稱屆時要
進行所謂「抗議」活動，而一向
主張「以武制暴」、過往也多次
組織參與激烈行動的「本民前」
屆時是否「捲土重來」惹人關
注。由於黃台仰早在一年前就公
開呼籲「抗爭者應強身健體、以
武制暴」，本報記者發現有多名
疑是「本民前」成員的青年過去
一年秘密練習兇悍武術，其目的
就更令人生疑。本報曾嘗試聯絡
梁天琦、黃台仰就此事回應，但
多日以來都無法聯絡上。

宣稱「以武制暴」的「港獨」

組織「本土民主前線」頭目梁天

琦、黃台仰等人，因被控涉及「旺角暴亂」案以及其

「港獨」主張不得人心，自去年立法會選舉後已逐步轉

趨低調，而以「本民前」為名的公開活動更是少之又

少。但本報經過長時間追蹤調查發現，多名「本民前」

成員疑隱瞞組織身份，混入一家教會開設的武術課程，

近一年來幾乎每周都會固定在尖沙咀一間武館內秘密

「練兵」，學習混合了「巴西柔術」、格鬥術、跆拳道

等的武術，其所練招式之兇狠，遠超強身健體之用。外

界懷疑，這些暴力組織成員秘練兇悍搏擊術，一定有不

可告人的目的。 ■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20162016年年66月月1919日日，，這名身形這名身形
瘦削的青年瘦削的青年((紅圈示紅圈示))身穿身穿「「本民本民
前前」」制服在旺角街站派發傳單制服在旺角街站派發傳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72017年年22月月1717日晚日晚，，這名身這名身
形瘦削青年戴拳套在文武館形瘦削青年戴拳套在文武館
內練武內練武。。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攝攝

■■20162016年年22月月2020日日，「，「肥妹肥妹」」((紅紅
圈示圈示))參與梁天琦在沙田大會堂參與梁天琦在沙田大會堂
外舉行的參選造勢晚會外舉行的參選造勢晚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72017年年22月月33日晚日晚，「，「肥妹肥妹」」
((紅圈示紅圈示))在文武館練習完畢後落在文武館練習完畢後落
樓離開樓離開。。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攝攝

■■20152015 年年 77月月 3030 日日，，陳陳XX勝勝
（（中中））與梁天琦與梁天琦（（左左））及黃台仰在及黃台仰在
屯門法院聲援被起訴的屯門法院聲援被起訴的「「本民本民
前前」」成員成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72017年年22月月1717日晚日晚，，陳陳XX勝勝
（（藍褲站立者藍褲站立者））在文武館練習在文武館練習
場內場內。。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攝攝

■2017年2月「本民前」陳X勝((紅圈示紅圈示))與瘦削
男((藍圈示藍圈示))在文武館練完武落樓離開。

■■20172017年年22月月，，學員在武館練學員在武館練
習兇狠武功習兇狠武功。。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攝攝

■「本民前」在旺角暴亂「打頭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