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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近日兩度在區議會會議期間衝擊到場的政府官員，反對特區政府修
訂《逃犯條例》。昨晨，包括主席林朗彥等「眾志」成員再暴力衝擊政
府總部，引發混亂，其中 5 人闖入政總大堂靜坐「佔領」。政府發言人
強烈譴責「眾志」成員不理在場保安人員的勸喻和警告，試圖堵塞東座
大堂，並導致一名女保安人員受傷，需送院治療。警方則以「強行進入
罪」拘捕 4 男 5 女，包括林朗彥在內的 9 名示威者，並交由港島總區公眾
活動調查組跟進。9 人其後獲准保釋。
志」一干人等昨晨由政總天橋
電梯進入政總，稱要政府撤回
《逃犯條例》修訂這「送中修例」，並強
闖政總大堂。其間，保安上前阻止，雙方
一度推撞，有「眾志」成員和保安跌倒。
其後，林朗彥與 5 名「眾志」女成員闖
進大堂。林朗彥隨即被保安抬走，留下 5
名女成員「靜坐佔領」。保安隨即關上大
門，阻止「眾志」其他成員衝入大堂。
大門關閉後，一批「眾志」成員在門外
叫囂，5 名「眾志」女成員則繼續「佔
領」，行政署遂報警。在「佔領」近 1 小
時後，行政署職員警告有關人等，警方或
會採取拘捕行動，要求他們自行離去，但5
人拒絕，最終被抬走。連同該 5 人，警方
共拘捕9人（見表）。
在衝擊期間，「眾志」不但全程直播，

「眾

更發表聲明稱，「政府在修訂條例中『加
入不必要』的條款，容許將身處香港的任
何國籍人士引渡至『中國大陸』接受審
訊，憂慮香港淪為『極權司法的中轉
站』，將『異見人士』送到『中共魔爪』
之下。」做騷意味極濃。
聲明續稱，「眾志」連日追截官員，但
有關官員「再三迴避」，拒絕接收請願信
和回應任何提問，「一再反映政府詞窮理
屈、賤視民意，怯於面對公眾」，他們遂
「迫於無奈」，發起「留守政府總部大
堂」行動，要求政府承諾逃犯移交安排
「只限港台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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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力」一直推動「台獨」勢力與「港
獨」、「藏獨」以至「疆獨」互相勾連。
2016 年，「時力」就成立所謂「台灣國會西
藏連線」，與歐盟、英國、紐西蘭、義大利
等國的國會的「西藏連線」串聯，鼓吹「藏
獨」，同時和一直鼓吹所謂「國際聯繫」的
「香港眾志」等香港「自決」派，以至明目
張膽鼓吹「港獨」的組織臭味相投，並保持
緊密聯繫。
2016 年 6 月，「眾志」時任主席羅冠聰與
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到台灣出席由「華人民
主書院」舉行的講座，鼓吹所謂「公投自
決」，並與「時力」的「立委」林昶佐「對
話」。同年 10 月，「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到

益犯
阻修例

播「獨」

「時力」串聯「五獨」喜迎「自決」上門

台 灣 與
「時力」主席兼
「立委」黃國昌等會面。
2017 年 1 月 ， 朱 凱 廸 、 姚 松
炎、羅冠聰及黃之鋒等出席了由
「時力」在台北舉辦所謂「自決」論壇，
朱、姚、羅等赴台出席，與張信堂及林飛帆
等「台獨」搞手對談「抵抗極權中國」。
所謂「一拍即合」，2017 年 6 月，「時
力」就成立了性質以至名稱都和「西藏連
線」相似的所謂「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
線」。當時，身為「眾志」主席的羅冠聰、
秘書長黃之鋒，就和朱凱廸、陳志全等在
「連線」成立當日赴台撐場。
當時，羅冠聰聲稱，兩地的共同點是「都
面對中國威權政府，以及面對人權議題的挑
戰和壓力」，所以「兩地更要互相協助」。
黃之鋒則稱，香港「主權移交」已經 20 周
年，面對「中共的壓迫」，故是次獲台灣
「立委」支持表示感謝。
最初，「自決派」和「台獨」分子只是大
唱雙簧，肆意抹黑「一國兩制」，但經過多
年的鋪墊，「港獨」和「台獨」分子近日終
開始演變成聯手以實質行動，施壓、阻撓
《逃犯條例》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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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發言人強烈譴責「眾志」成員闖入
政府總部，不理在場保安人員的勸喻和警
告，試圖堵塞東座大堂，

河童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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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政黨
「時代力量」日
前根據「香港眾
志」前主席羅冠
聰等「自決派」就《逃犯條
例》修訂會面後，即在台灣
「立法院」提出有關香港特區
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臨時
提案並獲通過。
此後，「香港眾志」即多多
動作，由連續兩日圍堵、暴力
衝擊兩名到區議會交流的特區
政府問責官員，到昨日再衝擊
特區政府總部，異常「勇
猛」，是因為他們已經得到
「台獨」力量的撐腰，已由最
初「用口講吓」搞抹黑，發展
至聯手試圖影響特區政府實質
的立法、修法工作，未來或將
變本加厲。
「時力」在台灣「立法院」
提案時，引用了此前和他們會
面的涂謹申、朱凱廸、陳志
全、羅冠聰等的言論，內容亦
以他們所表達的反對立場為主
調。事實上，「兩獨」聯手並
非孤立事件，而是經過長期的
部署。

香港文匯
報
訊（記者
&
鄭治祖）繼
連續兩日大
鬧區議會會
議後，「眾志」昨日再大
鬧政府總部，更衝擊在場
的保安，導致一名女保安
人員受傷送院。多名建制
派中人強烈譴責「眾志」
的暴力行為，批評他們拒
絕理性討論《逃犯條例》
的修訂，只是借暴力衝擊
做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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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在得到「台獨」勢力撐腰後，「香港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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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導致一名女保安人員受傷，需送院治
療。
發言人表示，政府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
權利，但同時亦要保障政府總部的有效、
安全、順利運作。政府總部是政府人員辦
公的地方，從來都不開放予公眾進行集會/
遊行。但昨日上午有「香港眾志」成員不
理在場保安人員的勸喻和警告，強行闖入
並堵塞政府總部東座，導致一名女保安人
員受傷。
發言人續說，行政署就事件報警，警方
亦已採取行動，移走共 9 名示威者。行政
署亦慰問該名受傷保安人員，期望她早日
康復。

反中唱雙簧 更主動干港

埋牙就潛水 借炮灰抽水

在「時力」向台灣「立法院」提交臨時提
案之前，該黨多名要員先在本月 7 日就《逃
犯條例》與朱凱廸、陳志全、羅冠聰等開會
討論有關問題，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
亦加入「自決」陣營，並與「時力」共同發
表抹黑是次修訂的言論。
其後，「時力」就在台灣「立法院」提出
臨時提案並獲通過。「時力」在提案中聲
稱，要「正視『中國』長期以法律手段『侵
害台灣主權地位』的『危害』」，並呼籲
「陸委會」和台灣「法務部」主動向香港政
府「表達我國立場」等等。
其後，「眾志」就加強力度，在香港相關
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到區議會交流時，以「時力」此一臨
時動議的內容反對修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喺「眾志」一干人等衝擊後，唔少眼
尖嘅網民發現兩個「大佬」羅三七、河
童鋒以至周庭都冇參與，而係事後先去
眾人被拘留嘅警署「聲援」並開記者
會。「Ken Lee」就問：「羅冠聰同埋
黃之鋒唔係陪住幾個同學示威嗎？」
「Pui Lau」直指：「羅冠聰，黃之
鋒，周庭，香港衆志領導人，搞政治，
怕坐監，搵學弟學妹下海，計劃好
晒，……你仲係大佬大家姐？仲係人嚟
既（嘅）？」
「Kan Liu」直指，「老實講坐喺度
果（嗰）五個，邊個係冇政黨（『眾
志』）背景，係真市民黎（嚟）？」
「神駒」仇思達就揶揄：「（『眾
志』）長期無活動，零曝光，下次遊行
集會年宵搵鬼捐款？」

張國鈞：未審先靠惡傷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
鈞批評，修訂《逃犯條
例》的法案還未提上立法
會，「眾志」等人未看條
文內容，就以粗暴手法
「抗爭」，其做騷表演的
目的未免太過着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
明對「香港眾志」成員以
粗暴手法宣示個人政治立
場，令在場維持秩序的保
安人員無辜受傷予以強烈
譴責。
他指出，《逃犯條例》
的修改細節還未出爐，
「眾志」不斷暴力衝擊官員，做騷味
道甚濃，並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表
達意見得依法而行，並非「靠惡」。

顏汶羽：應尊重多數意見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指出，香
港是理性多元的社會，政策討論應理
性務實，而《逃犯條例》的諮詢是公
開的，支持的市民比反對的多，促請
「眾志」尊重大部分市民意見，不要
持續做出破壞香港社會秩序和理性討
論的行為。

三七河童淆底 老作大堂「開放」
在衝擊期間一直不在現場
的「眾志」前主席羅冠聰，和
秘書長黃之鋒，在事後始號召
其支持者到拘留該 9 人的兩間
警署外「聲援」，惟響應者寥
寥。黃之鋒稱，警方擬控告 9
名示威者「強行進入」罪，並
交由港島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
跟進。
他擘大眼講大話稱，「眾
志」一干人等被保安驅離和被
警方帶走時，「並無聽到任何
警告或罪名」，又稱政總大堂
是一個「開放空間」，且是次
示威行動「非暴力」，故警方
「沒有足夠證據檢控」，是
「濫權」。
警方表示，接獲相關政府
部門報案，指有人強行闖入
政府總部及有一名女職員受
傷。警員接報到場，並拘捕
年齡介乎 18 歲至 58 歲的 4 男
5 女涉嫌「強行進入」。9 名
示威者其後獲准自簽擔保，
並須於 5 月中再到警署報
到。

煽嘍囉衝自己鬆
「大佬」
為票開記招
曾經因為違法「佔中」
前衝擊政府東翼前地而有
(3
咗案底嘅「眾志」前主席

羅三七（羅冠聰）、現秘
書長黃之鋒（河童鋒），
噚日都「非常醒目」咁冇參與暴力衝
擊，而係特登搵幾個未有刑事案底嘅成
員去衝；衝擊時在場嘅「議會陣線」議
員毛婆（毛孟靜），嗰一刻冇加入衝
擊，而係事後同其他反對派議員發「聯
合聲明」去「譴責政府漠視民意」，呢
兩件事，充分表現咗反對派一直以來
「叫人衝、自己鬆」嘅伎倆。

拒討論修例 借暴衝做騷

無視勸喻 男女被捕 政府強烈譴責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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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甄智曄

「Milk Tea」就突破盲腸，指嗰幾個
「大佬大姐」係因為怕坐監而喪失參加
今 年 11 月 區 議 會 選 舉 嘅 資 格 ： 「 今
（昨）日先公佈區選日期。選舉近了，
就算中箭（『眾志』）明知入唔到閘都
一定會再試下（吓）去參選區議會
的。」

被捕者頭痕 毛宣傳遊行
當時喺衝擊現場嘅毛婆，扮晒「關
心」咁，但即場就冇加入「靜坐」，事
後先喺立法會大樓內見記者，聲稱「眾
志」班友係因為「官迫民反」所以先會
衝擊。
身為「民主派會議」召集人嘅佢，仲
聯同民主黨、公民黨、「專業議政」、
其他反對派議員，同佢自己個「議會陣
線」發表聯合聲明，話特區政府官員拒
絕接收「眾志」的請願信，「視民意如
無物」，並譴責政總保安「以不必要的
武力對付『眾志』示威者」，仲乘機話
修例會「嚴重損害香港的人權和法
治」，同時賣廣告叫人出席佢哋喺本月
底舉行的相關遊行。
網民「Ng Alex」質問：「巫（毛）
婆做乜唔佔埋一份？」「Daniel Lee」
亦道：「永遠不見『泛民主將』子女去
反 嘅 ？ 」 「Fong Kwun Shing」 就 寸
道：「因為佢地（哋）子女要留返有用
之身，去包庇殺人犯～～呢 d（啲）爛
頭傻仔，就由傻仔去做好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工會批
「眾志」
搞激傷無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工聯
會轄下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
會強烈譴責「眾志」成員昨日闖入政
府總部，拒理在場執行保安人員的勸
喻和警告，試圖堵塞東座大堂，並導
致一名女保安人員受傷，需送院治
療。總會副主席麥億昌批評：「請這
些號稱『民主』的人講點文明，文明
示威別使用暴力，保安員只是職責所
在，別讓無辜保安員受傷。」
麥億昌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受法例所限，保安員維持秩
序時不能攻擊對方，因此受到示威者
攻擊時，基本只能「打不還手」，絕
不能反擊，或將對方按倒制服；只能
築成人牆，用肉體抵擋對方衝擊，保
護身後需要保護的人員或場地。

講
「民主」
卻不文明
他指，近年類似暴力政治衝擊時有
發生，包括激進立法會議員在議會內
的衝擊行動，已導致多名保安受傷，
令人憤慨。雖然他理解該些激進者未
必是要針對保安員，只是透過激進行
動作政治表態，在電視機前「交足功
課」，但也請該些人體諒保安人員的
苦衷，「起碼文明些，別令這些職責
所在的保安人員無辜受傷。」
雖然保安員屢屢受衝擊，只能「打
不還手」，惟麥億昌並不贊成修改法
例，賦予政總和立法會保安局部執法
權，以便在受衝擊時可以相應暴力制
服衝擊者。他說：「香港一向是文明
法制社會，我們可以受些委屈做人肉
『沙包』，也不希望以暴易暴。」
他強調，職責所在，保安員受再激
烈衝擊，也不會放示威者突破防線，
傷害其他人。

區選 11．24 舉行
增 21 民選議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昨日刊憲，公佈第
六屆區議會一般選舉將於今年 11
月24日舉行。

任期至 2023 年 12 月
是次選舉將會選出 18個區議會
共 479 個議席，包括 452 個民選
議席和 27 個當然議員，任期為
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
日。
是次民選議席增加了 21席，其
中九龍城、油尖旺、荃灣各增加
一席；深水埗、葵青、屯門、西
貢各增加兩席；觀塘、沙田各增
加3席；元朗則增加4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