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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旺暴掟磚 19歲男落網
O記看天眼追緝拉人 寓所檢電腦證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旺

角暴動發生至今逾一年，但警方的

追捕行動仍鍥而不捨。有組織及三

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人員，昨

晚在大埔大元邨拘捕一名19歲青

年，懷疑他旺暴現場向警員掟磚

頭。被捕青年給押返寓所搜查，隨

後被帶返警署通宵扣留調查，不排

除稍後被落案控以相關罪名。

拒領信避得一時「倒旗」蟲泰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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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港
獨」勢力死心不息，不斷借年輕人的反叛
心理荼毒下一代，而有關「獨風」亦正於
本港大專院校中悄悄蔓延。本報綜合多所
大專院校的最新一屆學生會或相關組織
中，發現「獨莊」處處，8所專上院校的
主要學生組織已上任的內閣，曾分別宣揚
所謂「本土自決」、「香港民族」等「理
念」，更有與「獨派」者過從甚密，或明
言支持一群「港獨」暴徒的違法衝擊。最
新的要數剛於周日就任的浸會大學學生會
「獨莊」，其競選及就任宣言便分別強調
「鞏固香港民族意識」、「為香港民族傳
承奮鬥」，陰謀要於校園「播獨」。
香港大專院校擁有學術自由、院校自

主，但部分人濫用「自由」之名，藉學生
會等不同組織於校內宣揚違法違憲的「港
獨」思想。本報早前報道多所大專院校學

生會候選內閣都有鼓吹「本土、港獨」，
隨換屆完成，綜合來說包括香港大學、中
文大學、浸會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大
學、嶺南大學、樹仁大學、明愛專上學院
及恒生管理學院等院校均有學生會或學生
組織疑似為「獨莊」，主張暴力煽「獨」
或與所謂「本土派」的「播獨」者過從甚
密。
剛在上周上任的浸大學生會內閣「壑

鈺」就在競選宣言中表示，「衛我本土為
格，與香港人並肩守護自身權益，並鞏固
香港民族意識……只要同心協力，定可從
中共手中奪回本應屬於香港人的未來」，
又指「既然本土之風已隨壓迫而起，此刻
不反，更待何時？」其就任宣言更聲言
「為香港民族傳承而奮鬥」云云。

內閣「睿鳴」自認激進「本土派」

港大學生會內閣「睿鳴」亦曾表明全數
成員均是激進「本土派」，會長黃政鍀更
聲言「『港獨』是其中一條出路」，又稱
會考慮會就校政問題發動圍堵及衝擊。中
大學生會內閣「山鳴」亦在參選宣言中提
到「港人應立身本土」，指「港人需為香
港前途作出決定……香港獨立亦不失為其
中一個選項」舉辦遊行集會等「鼓勵」學
生多思考香港前途問題。
仁大學生會內閣「儒林」會長劉澤鋒，

則與「獨派」組織「青年新政」關係密
切，該會又於多名涉旺角暴亂的被告暴動
罪罪成被法庭判刑後發聲明稱他們為「義
士」，並稱希望更多市民「支持以勇武抗
爭反抗極權」。而城大學生會會長陳岳霖
亦為「香港民族黨」友好。理大學生會內
閣「繫理」亦在其政綱中提倡「民主自
決」，主張「本土優先」。

疑似由明愛專上學院學生會成立的「明
愛香港獨立學社」，早前在校內民主牆貼
上多張寫有「香港獨立」字眼的印刷品，
企圖播「獨」，但最終被校方勸免將宣傳
品除去。恒管學生會編委會今月初的就職
典禮，就邀得「本土新聞」創辦人曾焯文
撐場，後者曾於其fb引述當中有學生稱支
持本土「革命」，期望藉學生刊物影響身
邊同學。

柯創盛顏汶羽憂學生受荼毒
就大專學生組織「獨莊」處處，立法會

議員柯創盛坦言感擔心，特別是部分年輕
人可能會於不了解「港獨」所指為何下，
因朋輩影響而盲目支持受荼毒。他指出，
學生會於校園有一定影響力，如有人利用
以廣泛鼓吹「港獨」，情況相當嚴重。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亦對「獨莊」情況

表示憂慮，提醒大學生應具有獨立思考及正
面價值觀，多從不同方面了解國家發展、
「一國兩制」，不應附和所謂「港獨」。

大專多「獨莊」謀校園「播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民族

黨」去年擬藉購入空殼公司，更透過改名以
成立「香港民族黨有限公司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Limited」，最終被公司註冊
處拒絕。「民族黨」近日在facebook發帖，
稱公司註冊處「完全是曲解《公司條例》條
文」，認為對方「越權及違法之舉」，聲言
要「將公司註冊處送上法庭」，並稱已就此
提出上訴。
「民族黨」於創黨前購入空殼公司，並擬

用其黨英文名「Hong Kong National Par-
ty」4個字的首字母為公司更名為「HKNP
Limited」。其後該黨高調在去年3月底成
立，公司註冊處得悉後就在去年4月和5月
去信查問「HKNP」的意思。

推「港獨」寫進公司組織章程
「民族黨」稱，為預備將公司註冊處送上

法庭，該黨在去年7月及8月申請將公司名
稱直接更改為「香港民族黨有限公司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Limited」，並將包括
推動「香港獨立」在內的綱領寫進公司組織
章程。
最終，公司註冊處在今年2月22日回函表
示，「香港民族黨有限公司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Limited」屬於根據《公司條
例》第100(1)(d)條中「處長認為屬令人反感
或因其他原因屬違反公眾利益的名稱」，拒
絕登記名稱更改，並重申推動「港獨」違反
香港基本法，故就《公司條例》第六十七
（2）、八十九（2）（b）（i）及三十一（1）（i）條
而言屬於不合法，拒絕登記公司的組織章程
更新。
「民族黨」則聲言，公司註冊處有關決定

「完全是曲解《公司條例》條文，乃越權及
違法之舉」云云，並稱已就此提出上訴。

公司註冊被拒
「民族黨」提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
獨」組織「青年新政」骨幹成員梁頌恆
及游蕙禎，及「雙學」前「領袖」周永
康等上周到台灣參與所謂「第一屆圖博
/ 西藏－香港－台灣圓桌會議」，公然
與「台獨」及「藏獨」分子勾結，事後
更發「聯合聲明」稱會建立「更強韌的
結盟」，要「共同對抗『中國』」云
云。多名立法會議員批評，梁游被市民
唾棄仍然不自知及反省，更不斷與「台
獨」、「藏獨」等勢力串連，如同玩火
自焚。他們呼籲市民認清「港獨」的真
面目，不要成為「獨派」的棋子，斷送
大好前途。

「台獨」分子、台灣「時代力量」的
「立委」林昶佐近日在fb上載了一張他和
「雙邪」的合照，稱自己「認識了兩位特
別的朋友」，但無提及拍照的場合。原
來，三人和周永康，及香港「支聯會」主
席鄒幸彤等一起出席了由「自由西藏學生
運動」主辦，「西藏台灣人權連線」協
辦，在台灣舉行的所謂「第一屆圖博 / 西
藏－香港－台灣圓桌會議」。
他們在會後發表的「共同聲明」聲言，

「此刻台灣的安全與『主權』仍然受到
『中國』的『帝國野心』威脅。再者，我
們認為，香港的『自決權』與『自治權』
都應該受到尊重與保障。……我們共同期

盼，台灣、西藏和香港的運動社群將會建
立『更強韌的結盟』，並尋求共同的長期
願景，朝向爭取人權、自由、民主與自決
權的一致行動。」

葛珮帆：被港人唾棄仍不知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梁游兩
人辱國辱華，令其議員席位被褫奪，更被
絕大部分港人唾棄，但兩人仍恬不知恥，
勾結「台獨」及「藏獨」分子，企圖串連
顛覆國家，分裂祖國，港人定要堅決反
對，否則只會為香港的穩定繁榮帶來無可
挽回的破壞。
她強調，不論是現在或未來，「一國兩

制」都是對香港最好的安排，所謂「自
決」只是推動「暗獨」的毒藥。大眾市
民，特別是年輕人不要被「港獨」分子所

蒙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梁游兩

人罔顧香港社會的福祉、市民大眾的意
願，不單散播「港獨」言論，更與「台
獨」、「藏獨」中人串通策劃往後的行
動，行為荒誕，是在引火自焚，更會燒傷
其他人。近日，法院重判旺暴參與者，反
映「雙邪」等鼓吹「無底線抗爭」，參與
者卻要負出很大的代價，希望其他年輕人
不要被他們的甜言蜜語所瞞騙，以身試
法。
新界西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表示，所有香

港市民都必須遵守「一國兩制」及基本
法，倘刻意違反就要承受法律責任。即使
主事者身在外地，但通過互聯網等將影響
香港的年輕人，故梁游兩人的言論，也可
以成為兩人煽「獨」的罪證。

「雙邪」勾結兩「獨」玩火自焚

「熱血公民」立法
會議員鄭松泰（蟲
泰）早前在立法會倒

插國旗和區旗，前日被警方正式落案起
訴，但他聲言自己「公務繁忙」，不肯
親身到警署拿取信件。昨晚近10時，
鄭松泰就在其facebook發帖稱，自己
在「普羅政治學苑」會址樓下，被十多
名警員邀請去中區警署辦理拘捕手續。

懶理內會調查拒合作
鄭松泰去年10月在立法會大會上，因

不滿建制派議員阻止「青症雙邪」游蕙禎

及梁頌恆兩人再次宣誓，竟將多名建制派
議員枱面的國旗和區旗掉轉倒插。事件隨
即引起建制派議員極度不滿，謝偉俊質疑
鄭松泰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今年1
月在立法會會議期間向他提出譴責動議，
若動議獲三分二票數通過，蟲泰便會喪失
議員資格，而內會其後決定成立調查委員
會調查事件，但蟲泰一於懶理，採取不合
作態度不肯面對調查。
由於蟲泰有關行為涉嫌違法，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更向警方報案。警方
前日正式落案起訴蟲泰「侮辱國旗」及
「侮辱區旗」兩項罪名，並要求他到警

署拿取信件。不過，蟲泰再重施不合作
故伎，稱自己要「全心致力服務港人，
恕公務繁忙」，故此不會親身到警署，
反要求警方將信件寄到立法會，及將收
件人寫為「立法會主席」或「立法會秘
書處」。

不過，牙擦擦不等於可以避過警方拘
捕。鄭松泰昨晚近10時在fb上發帖，
寫到︰「我在『普羅』樓下被警員邀請
去中區警署做拘捕手續，現在先去長沙
環（灣）。」他又留言稱，有十多名警
員到場拘捕他。不少蟲泰粉絲留言叫他
「撐住」、「保重」，有人稱這是「政

治打壓」，更有人詛咒「黑警死全家」
云云。另外，也有人聲言查清楚蟲泰所
在後，會前往聲援。

網民「恭喜」庫房慳數百萬
不少網民聞訊後均留言支持警方執

法。「Chun Wong」就說︰「除咗講
恭喜之外諗唔到其他嘢啦，支持警方繼
續拘捕其他狗。」「Fung Wong」則
說︰「呢個垃圾消失於立法會，為庫房
慳番返一年3佰幾4佰萬。」「Chan
Yan Yan」譏諷道︰「比（畀）足面
你，有十幾個人。」

警方晚上回覆傳媒查詢時指，警方徵
詢法律意見後，昨日拘捕一名33歲男
子並扣留調查。 ■記者 甘瑜

因為參與旺角
暴亂而暴動及縱

火罪成，前日被判入獄4年9個月的楊家
倫，原來是「熱血公民」成員。有關身份
點解會浮面？其實咪又係因為錢囉。「熱
狗前頭目」黃洋達前日在楊家倫被判刑
後，就在其網台節目及facebook大講自己
和楊家倫的關係，並大爆楊家倫以「言
某」的筆名擔任《熱血時報》編輯，再附
上《熱時》「課金」支持言某的網址。不
過，有同路人就踢爆，有關「課金」計劃
會抽取其中30%作「行政及製作費用」，
直言︰「大家捐錢，都應該想盡幫到各位
『義士』吧，最好搵啲唔亂抽佣，有收
據，捐款直接送到比（畀）義士及其家
人，均均真真的。」

網名「言某」任《熱時》編輯
法官郭啟安前日在判刑時，曾稱楊家倫

「品格良好」，可能是「熱狗」營造出來
的假象。黃洋達在其網台節目稱，楊家倫
的網名是「言某」，是《熱時》編輯之
一，他們是次未有聲援楊家倫，是因為楊
家倫並不承認自己在現場，而他們則「唔
想我嘅政治形象、我哋團隊畀社會大眾嘅
『觀念』，去影響個判決」。
楊家倫可能會上訴，但黃洋達似乎不

再擔心會有影響，大爆自己和楊家倫關
係，聲言楊曾參與他們編書工作、瞓身
參與 4周年台慶。他更乘機推廣《熱
時》的「課金」計劃︰「這位就是言
某，是我們的編輯，雖然他的個人文章
不多，但其實大家都應該都會睇過佢寫
嘅報道文章……熱血時報是他最着緊的
東西，我們定當好好守護。當他再次回
到船上，我們保證要船隻更堅固，可以
出航到偉大航道之上。」

網民揶揄「熱狗」cap水
講咁多，當然唔少得附上「課金」嘅網

址，一點入去就係捐款100元畀「言某」
嘅畫面。有關信息確獲得不少「熱狗」人
留言支持，聲稱會加入「課金」。不過，
支持捐錢畀「義士」的網民「Samuel
Miu」就在自己fb出帖大踢爆，圈住「課
金」網址上「熱血時報將抽取其中30%作
行政及製作費用」一句。唔少人留言揶揄
「熱狗」cap水（斂財）手法。「Neil
Law」問︰「30%，借大耳loan（窿）有
冇抽咁多？」「Catt Sing」則簡潔地說︰
「咪畀錢中介。」 ■記者 甘瑜

黃洋達爆楊家倫「熱狗」身份圖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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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暴亂共造成90名警員及35名市民受
傷。警方O記探員早前根據天眼及資

料調查，追緝一名出現暴動現場，涉嫌擲
磚及搖路牌的男子，最終鎖定涉案青年。
探員經深入調查後，查出他居住於大元邨
泰樂樓一單位，連日來探員在大元邨附近
一帶監視，至昨晚目標青年在邨內出現，
探員見機不可失，立時上前將他截停，經
警誡後將其拘捕，然後押回住所搜查，並
在屋內檢走一批衣物及電腦，連同證物將
被捕青年一併帶署調查。

迄今共拘91人 最小14歲
連同昨晚剛被捕的青年，警方迄今共拘
捕91名男女涉及旺角暴動，包括80名男子
及11名女子，最年輕只有14歲，最年長70
歲。其中57人已被提控，罪名包括暴動、
縱火、非法集結、襲警、拒捕、阻撓在正
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藏有攻擊性武
器、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有犯
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等。

經法院審理完畢的旺角暴亂相關案件共
有6宗。首宗旺角暴亂定罪個案被告、「熱
血公民」（熱狗）成員陳柏洋（31歲），
去年10月6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因襲警和
拒捕兩罪，被判囚9個月，服刑3個半月後
獲准保釋外出等候上訴，高等法院開庭聽
取其上訴理據後，今年3月29日正式駁回
上訴，陳柏洋須返回監房服畢餘下刑期。

多名被告被判監正服刑
區域法院隨後相繼審理兩宗涉及暴動罪

指控的旺暴案件，首宗個案3名被告香港大
學女生許嘉琪（23歲）、學生麥子晞（20
歲）及廚師薛達榮（33歲），涉旺暴當晚
向警員掟玻璃樽及竹枝而遭起訴，經審訊
後3人同被裁定暴動罪成，今年3月17日各
被判監3年，即時入獄服刑，其後已提出上
訴。
第二宗涉及暴動罪指控的旺暴案件剛於

前日審結，大學電腦技術員楊家倫（31
歲）因參與暴亂及其間放火燒毀一部的
士，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暴動罪及一項縱
火罪成，判監4年9個月，即時入獄。
另一宗旺暴案兩名被告廚師陳卓軒（27
歲），被控一項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
的行為罪，指他去年2月9日在彌敦道拋出
垃圾桶至行車線上，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
會安寧或導致社會安寧受破壞；補習老師
陳宇基（20歲），則控以兩項襲警罪，即
同日在旺角彌敦道襲擊姓蔡警長及一位不
知名警務人員，去年12月2日在九龍城裁
判法院分別判監21天和3個月，兩人獲准
保釋外出等候上訴。
旺暴中首宗掟磚定罪個案，案發時在麥當

勞快餐店做侍應的17歲青年陳浩文，因向警
員掟磚，令警員左膝受傷而被起訴，陳於九
龍城裁判法院承認一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罪，今年1月9日被判18個月感化令。

■黃洋達大
爆楊家倫以
「言某」的
筆 名 擔 任
《 熱 血 時
報》編輯。
網上截圖

■警方拘捕旺暴疑犯。 鄺福強 攝 ■警員展示搜屋檢獲的證物。 鄺福強 攝

■■鄭松泰(右)在fb貼文證實自己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