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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頒令通緝黃台仰
「本民前」小卒頓喪氣「獨」派頭目紛「潛水」

香港文匯報昨日刊出獨家報道，揭發涉及
「旺角暴動案」而被控「參與暴動、煽

動參與暴動及煽動參與非法集結」等三項罪
名的黃台仰，涉嫌違反法庭批出的「保釋
令」條件，已有兩個星期未如期到指定警署
報到，懷疑他已「棄保潛逃」，並據悉他目
前身在英國。

「本民前」成員多懵然不知
據了解，仍在保釋期間的黃台仰於11月
上旬獲法庭批准，離港一星期到德國出席
活動，但他沒有按規定在11月20日到大埔
警署報到。警署值日官發現後，立即通知
負責案件的「O記」（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主管。
O記隨即派員前往黃台仰較常出沒的地
點調查，並得知他也未如期向法庭交出旅
遊證件。警方遂向法庭申請拘捕令，高院
法官於11月22日頒令通緝黃台仰。
據「本民前」消息人士透露，昨日清晨，
其組織內已經開始流傳本報報道，有不少成
員事前懵然不知，對事態發展大感意外，有
一部分成員甚至頓感群龍無首，「覺得一下
子散晒！」連消息人士提起此事時也眼神迷
茫。
不過，「本民前」內部及相關「港獨」組
織很快就開始下達「封口令」，禁止成員公
開談論此事，以免暴露敏感信息或被抓到違
法把柄。
香港文匯報記者瀏覽有關組織頭目的網頁
等，至截稿時為止，發現相關人等無一字提
及黃台仰，表面上看彷彿從來無事發生過。

「港獨」
組織作賊心
虛 ， 刻 意 避
談。另一邊廂，
不 少 政 黨 及 團
體，及多個網上論
壇均轉載了香港文匯
報有關的獨家消息，
瀏覽數達數萬，千計留
言表達憤慨，多人斥責黃
台仰「畏罪」潛逃，嘲諷其
「龜縮」行徑。

網民疑梁天琦或仿效
與此同時，眾多網民質疑「本民前」另一頭
目梁天琦亦似銷聲匿跡，懷疑也「棄保潛
逃」。香港文匯報記者還留意到部分「港獨」
派在網上公然鼓吹「棄保」，呼籲其他被控
「旺角暴動」案的被告也「有樣學樣」。
黃台仰連同梁天琦等7名被告，被控去年2

月在旺角「煽惑暴動、煽惑非法集結及暴
動」等罪名，案件預定本月9日再進行審前
覆核，明年1月18日正式開審。
根據法例，倘涉案人原本的控罪罪名成

立，棄保潛逃並非嚴重的加刑因素，但法
庭一般傾向將棄保潛逃罪判刑，與原本控
罪分期執行；即使涉案人原本的控罪脫
罪，則仍有棄保潛逃罪在身，判刑將視乎
保釋條件及涉案人背景等。根據《刑事訴
訟程序條例》，未依期歸押屬刑事罪行，
以簡易程序處理，最高罰款10萬元及入獄
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佳怡）「本土民主前
線」發言人黃台仰涉嫌棄保潛逃，但遺「獨」繼
續影響不少年輕人。所謂「聖母本土關注組」近
月接連於聖母書院違規派發「港獨」宣傳品。縱
然校方及時引用校規制止「獨」害蔓延，惟「關
注組」始終死心不息，昨日竟又使出「踩界」陰
招，改為到學校門外派發傳單，借此「走法律
罅」繞過校規規管。幸大部分學生還是明白事
理，有同學更於接過傳單後將之擲到地上，以行
動表示不滿。

同學抽屜壁報板廁所貼傳單
該「關注組」成員早前曾自爆趁午膳時間，將
傳單「香港這個地方還能表達自由嗎？」及
「Hong Kong is not China」貼紙放進中三至中六
同學的抽屜、壁報板和廁所。 校方得悉後隨即
把張貼的傳單和貼紙沒收，清楚指出他們違反
「未經校方許可，學生不可在校內派發宣傳單
張」及「不准擅自進入其他課室」校規，有根有
據制止「獨」害。
不過，該「關注組」昨日再施詭計，改為在學

校門外派發傳單，嚴重破壞校園安寧。其間，該
校副校長及一名教師到來了解事件，發起學生宣
稱自己派發傳單的位置屬校外地方，暗示其行為
不受校規規管。老師無可奈何下只好要求同學穿
上外套遮住校服，以免其他人誤會有關傳單代表
學校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因「旺角暴動案」而被控「參與暴
動」、「煽動參與暴動」及「煽動
參與非法集結」等3項罪名的「本
土民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昨日
被香港文匯報獨家踢爆涉嫌違反法
庭批准的保釋條件，懷疑他已「棄
保潛逃」匿藏英國。
香港各界人士批評，黃台仰的行

為極為愚蠢、不負責任，促請香港
執法部門向英國提出引渡要求，盡
快將之緝捕歸案，確保香港法治不
受影響，呼籲其支持者看清楚這些
「叫人衝、自己鬆」的政棍，不要
再「癲落去」，及早回頭是岸。

盧瑞安：對年輕人影響極負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旅

行社有限公司榮譽董事長盧瑞安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黃台
仰倘真的棄保潛逃，就是非常嚴重的
行為，「最初都驚他獲保釋會這樣
做，怎知現在確實沒有報到。」
他批評，黃台仰當初作為搞事、

暴動分子，現在若不去承擔法律責
任，對年輕人有極負面的影響，
「對法律一點承擔都無，年輕人如
果有樣學樣的話，是非常壞的風
氣。」

廖長江：違保釋條件行為愚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

廖長江直言，黃台仰這行為是非常
愚蠢、不負責任，「法庭給予保
釋，是希望他會遵守法庭命令，這
看到他是完全不尊重法庭的命令，
無論什麼情況都是不應該的。保釋
條款是一定要尊重，否則可以撤銷
及發出通緝令。」

陳勇：暴露蔑視法律毫無承擔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

席陳勇表示，事件說明了黃台仰非
常無承擔、蔑視法律，更欺騙了他
的追隨者，倘由這些人帶領香港的
話，下場便會非常慘痛，「真正的

革命家、政治人物不論何時都是對他們的國家、支
持者有所承擔，但黃台仰顯然不是。」
他直斥，黃台仰此種「叫人衝、自己鬆」的政棍

行為，害了不少香港年輕人，期望社會可反思：
「究竟他是真正為香港，還是只為自己個人利
益？」

王國興：追隨者莫再「癲落去」
「廿三萬監察」發言人、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

也認為，黃台仰懷疑「棄保」離港是非常嚴重、
不負責任的舉動，促請執法部門要盡快把他搜
出，確保香港法治不受影響。他並呼籲，追隨黃
台仰的狐朋狗黨要看清楚他先前種種謬論是站不
住腳、欺騙大眾、不得人心，不要再「癲落
去」，應盡早劃清界線，回頭是岸。

「本民前」偉
哥仰（黃台仰）
噚日被爆懷疑棄

保潛逃，上月原定要返大埔警署報到，
及向法庭交出旅遊證件，但統統都冇蒲
頭，高等法院法官發出拘捕令，偉哥仰
正式被通緝。一眾網民都睇唔過眼偉哥
仰「見人衝，自己鬆」，鬧爆佢「勇
武」變「着草」，口裡說「寧為玉
碎」，身體就很誠實地「寧為瓦全」；
一方面講「公民抗命」，一方面「公民
逃命」咁話。向來睇「本民前」唔順眼
嘅「熱狗」（「熱血公民」）得知消息
後亦大肆抽水，叫佢「去咗就唔好返」
咁話。

之前好型 做乜走佬？
偉哥仰不時呼籲年輕人走在「抗爭」
最前線，又話要革命又話要流血。香港
文匯報昨日踢爆佢涉嫌棄保潛逃，消息
一出，大家即刻議論紛紛。網民「Chen
Rose」就揶揄佢：「唉呀之前好型㗎，
做乜走佬呀？」「Sing Chan」亦話：
「無壞嘅，證明到係玩『獨立』，搞笑

就真，望牢已懼！」
「Edith Ho」就補刀表示：「寧為玉

碎不作瓦全去咗邊？『無畏無懼』又去
左（咗）邊？哈，佢走人了！！」「Po
Tai」就將佢哋嘅「金句」改成：「寧為
玉碎，不如棄保！」

又要威 又要戴頭盔
民建聯東區支部嘅facebook亦轉載了

香港文匯報的報道，笑偉哥仰「又要
威，又要戴頭盔」，批評佢：「成日口
講公民抗命，無畏無懼，但倒（到）頭
來又唔敢承擔法律責任……一有事就着
草、一係就鬧政治打壓、再唔係就搞大
型集會圍堵法院企圖干預司法。」

「熱狗」「國師」紛抽水
曾經有偈傾、後尾因為選舉反晒面嘅

「熱狗」都即刻出嚟抽水，「熱狗」前
頭目黃洋達個老婆殘獸胃（陳秀慧）亦
喺facebook出飛機文︰「不嬲都話『獨
派』青年係緊隨『國師』（『城邦派』
陳云根）架（㗎）啦，雖然你地（哋）
唔認，但無晒辦法就自然諗起『國師』

既（嘅）主張。」事關「國師」傻根就
主張出國躲避，尋求外國政治庇護。
傻根平時唔關佢事都認屎認屁，今次

當然又要出嚟威吓啦，喺 fb出文話︰
「秀慧說得對，即使是陳雲haters（憎恨
者），在危難的時候，也是忠實地跟隨
陳雲的主張。」殘獸胃就加多句：「法
庭不止一次批准佢地（哋）出國，真係
唔知原來要成十幾萬保釋金既（嘅）疑
犯，香港法庭會咁寬鬆！」
殘獸胃又叫偉哥仰「去咗就唔好返黎

（嚟）」，仲踩多腳話：「堅係實踐著

（着）草走佬都係一種才能。」「Sam
Wong」就留言話：「『英雄』走佬隔住
隻Mon，攬住條女叫大家唔好放棄，諗
起都熱血沸騰。」
《熱時》前總編輯何偉健「Edward

Ho」就話：「其實長住外國咪幾好，睇
佢地（哋）呢一兩年不事生產都活得肥
肥白白，下半世都應該生活無憂。」點
解個個都叫佢走？梗係啦，「本民前」
支柱都走埋，「熱狗」作為既得利益者
就最開心，難怪食花生食到出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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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毒中學生
校門外派「獨」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香港文匯報昨日獨家報道「港獨」組織

頭目、「本民前」召集人黃台仰涉嫌棄保潛逃，警方在同日證實高院已

於11月22日向他發出拘捕令，正式展開通緝。有「本民前」

成員對此事懵然不知，被蒙在鼓裡。同時，各「港獨」組

織頭目均「潛水」，更下達「封口令」，禁止

屬下組織成員公開談論是次事件。

■ 2016 年 12
月11日，黃台
仰（左二）到
台 灣 與 一 批
「台獨」、「藏
獨」、「蒙獨」
組織成員在高
雄聚會。

資料圖片

■■旺角暴亂當晚旺角暴亂當晚，，黃台仰手黃台仰手
執執「「大聲公大聲公」」煽惑作亂煽惑作亂。。他他
事後曾聲言事後曾聲言：「：「寧為玉碎寧為玉碎，，
不作瓦全不作瓦全。」。」

■網民製作通緝黃
台仰的圖片表達憤
慨。 網上圖片

■■警方昨日證實警方昨日證實，，高等法高等法
院已頒令通緝黃台仰院已頒令通緝黃台仰。。

■■民建聯昨日轉發了本報的獨家報道民建聯昨日轉發了本報的獨家報道。。 fbfb截圖截圖

滿口「寧玉碎」遇事「作瓦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