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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恐怖主義」萌芽 港七特徵吻合
香港經歷了血腥的 6 月至 8 月，幾乎每逢周末都會上演磚頭
橫飛、鐵通亂擲、弓箭四射的畫面，無怪乎有人將暴徒包頭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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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湧現本土恐怖主義的苗頭，
香港湧現本土恐怖主義的苗頭
，香港社會各界均認為特區政
府應防微杜漸，
府應防微杜漸
，在恐怖主義未廣泛蔓延之前加以打擊
在恐怖主義未廣泛蔓延之前加以打擊，
，最立竿

面舉行記者會的情景，與恐怖組織阿蓋達的記者會作比較。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目標為贏得公眾，對政治家施加壓力。

事實上，這一類比相當貼切。有專家分析，香港近月的暴力

見影的措施是效法外國制定「
見影的措施是效法外國制定
「禁蒙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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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任何人在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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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與「新恐怖主義」7 大特徵非常吻合，包括暴力事件滋

場所遮面掩飾身份。
場所遮面掩飾身份
。同時
同時，
，香港連場的暴力事件中
香港連場的暴力事件中，
，暴徒透過

生於本土；目的是政治訴求；拒絕在談判桌前尋找一席之地；

保密度極高、
保密度極高
、有「毀屍滅跡
毀屍滅跡」
」功能的通訊軟件 Telegram 密謀

不僅對該地區以至該國產生安全威脅，更搗亂國際秩序；行動

亂港詭計，
亂港詭計
，警方難以截取消息及搜證
警方難以截取消息及搜證，
，香港社會各界也支持特

沒有「大台」，每個成員都有一定的「自主權」；受攻擊的對

區政府立法禁用 Telegram
Telegram。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文森、
、鄭治祖

象可能為特定的階層、族群，例如警察、建制派等；暴力行動
暴力行動

部分陽光 幾陣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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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將暴徒包頭蒙面召開記者會的情景（左），與恐怖組織阿蓋達的記者會（右）作比較。

1
極端本土主義

在過去連場示威遊行以至暴力衝擊
期間，暴徒均借「本土」為名大搞遊
行示威，以吸引部分不明內情的市民
參與，更借「人多勢眾」作掩護發動
暴力衝擊，迫使警方不得不採取行動
時，就乘機抹黑警方「暴力打壓『市
民』」。
在連串暴力衝擊期間，暴徒都不斷
借用「本土」議題生事，如到西九高
鐵站遊行示威，就打着所謂「向內地
遊客解釋反修例的理由」的旗幟，實
際上是乘機滋擾或嚇走旅客，達至他
們主張的「港人獨大」的本土主義。
更明顯的事例是早前舉行的所謂
「光復上水 」遊行，暴徒們高叫着
「踢走水貨走私，還我寧靜社區」，
在遇見水貨客及旅客，暴徒即一擁而

上圍堵、辱罵甚至推撞
目標對象，故意待警員到場
調停時發起衝擊。到最近的紅磡
土瓜灣遊行，「本土主義」更赤祼
祼，高舉着「謝絕『大陸客團』，還
我寧靜社區」等，藉此遊行示威。
這連串「本土」議題只是表象，實
質是「港獨」分子吸引部分對這些問
題有意見的市民加入他們行列、成
為他們「人肉護盾」的手段。
在多次遊行示威，以至暴力衝
擊期間，「港獨」分子都高呼所
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
號，更在各地方塗上有關語句。
事實上，所謂「光復」就是要摒
棄「外來文化」、振興「本土文
化」之意。
■暴徒蒙
面，暴行
更猖獗。
資料圖片

2
以政治為目的

「新恐怖主義」其中一個重要特
徵，是為了政治訴求而發動非理性
的暴力行動。煽暴派、縱暴派以至
暴徒所爭取的所謂「五大訴求」，
正是「爭取真普選」、「特首下
台」甚至「香港獨立」，更逐漸演
變成衝擊「一國兩制」制度的一場
「顏色革命」，為的正正是滿足他
們的政治主張。
今次暴力事件是非法「佔中」的
延續，有關人等接着提出所謂「五
大訴求」，包括所謂「爭取真普
選」，及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口號，等，明顯是在挑戰「一
國兩制」底線，謀求「港獨」。
在連場暴力衝擊事件中，國旗多次
被毀更清楚顯示暴徒的政治目的。7月
22日，一批暴徒衝擊中聯辦大樓，不
但肆意塗鴉及投擲雞蛋，更潑黑漆塗
污國徽。8月3日，一批暴徒將尖沙咀
碼頭五支旗杆懸掛的國旗強行扯下更
拋入海中。兩日後，再有暴徒在同一
地點將國旗扯下丟入海，目的明顯不
過：這些行動正是要挑戰中央政府對
港的全面管治權、要表達「港獨」的
主張，而這正是他們的政治訴求。
■ 暴徒用鐵支瘋狂
襲警。
襲警
。
資料圖片

■暴徒以燃燒的手推車衝警
防線。
防線
。暴力不斷升級
暴力不斷升級，
，已現
恐怖主義苗頭。
恐怖主義苗頭
。
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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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亂國際秩序
在反修例風波之初，香港的縱暴派即
與外國勢力裡應外合，美國總統特朗普
到近日「時機成熟」時，即要挾將中美
貿易談判與香港問題掛鈎，企圖藉香港
問題遏止中國的發展，繼續維持其「霸
主」地位，以搗亂國際秩序。
自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政府不但先
後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
問題全面協議》、《中導條約》，更
為了延續其「霸主」地位而處處遏制

3
堅拒談判對話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引發一連
串社會風波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旋即承諾改變施政方針，聆聽各界
訴求，並伸出橄欖枝邀請各大專院
校學生見面進行對話，卻被學生們
斷然拒絕，顯然有人根本不欲溝
通，也不希望回到談判桌上。
特首辦公室於 7 月初曾陸續聯絡多

所大學高層，希望透過校方約見學生
代表，進行溝通對話。除大學外，特
首辦亦嘗試聯絡其他機構，與「抗爭
青年」對話，惟仍不得要領。
林鄭月娥日前宣佈正式開展建立溝
通平台的工作，惟平台還未開始搭建，
民陣及一眾縱暴派立法會議員都已聲稱
這是「分化」策略，拒絕參與。

中國的發展，包括強徵關稅等等。
在香港，「港獨」分子、煽暴派及
縱暴派借反修例一事配合美國政府圍
堵中國的策略。「禍港四人幫」中的
黎智英、陳方安生及李柱銘，以及公
民黨的楊岳橋、郭榮鏗，民主黨的涂
謹申以及「香港眾志」等就到歐美抹
黑「一國兩制」，為外國反華勢力提
供攻擊中國的子彈，企圖重整「國際
版圖」、「唯美獨大」。

5
無「大台」各發揮

「新恐怖主義」的另一特徵是不再
像傳統恐怖主義般按照金字塔形式組
織，而是每名成員都有一定的自主
權，即無「大台」。在香港連串暴力
衝擊中，暴徒聲稱沒有任何組織可以
「話事」及代表他們發言，又提出所
謂「各自爬山」，即各人可按照自己
的方式行動，默契是互不指責、互不
割席。
香港的暴徒主要依靠手機通訊軟件
Telegram 及社交網站煽動上街，自由
地決定自己負責「物資運輸」、「文
宣」、「急救」、「消息核實」及
「突發小隊」等角色。激進暴徒則透

過「戰術公海」等群組，進行衝擊警
方防線或破壞行動。暴徒們雖然有行
動目標，但落實細節，很多時是即場
互相商討，彼此沒有從屬關係，只要
贊同便跟隨某些成員行事。
有政治學者分析，5 年前的非法
「佔領」事件中，就是因戰線拖得太
長，「磨爛蓆」式的「佔領」最終令
民意流失，惹來外界反感，故今次暴
徒利用社交媒體和通訊軟件動員上
街，並摒棄「大台」指揮的方式，採
用流水式及各有各做的新手法搞搞
震，這就是暴徒術語所指的「各自爬
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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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目標多元

有專家指出，「新恐怖主義」處於「游弋」狀態，
像水一樣從一個目標轉移到另一個目標，暴徒發動攻
擊的對象，可能是特定的社會、階層、族群。香港的
暴力衝擊浪潮，暴徒的攻擊目標除了特區政府、警
員，還有警員家屬，建制派議員，甚至是內地人，令
人髮指。
初期，暴徒只作出塗鴉及破壞公物等「對物不對人」
的暴力行為，其後演變成街頭暴力。踏入7月，暴徒趁
特區政府成立22周年將行動升級，將目標轉移到象徵着
香港立法制度的立法會大樓，強闖更大肆破壞。
灣仔警察總部及各區警署均成為暴徒的攻擊目標，
有暴徒甚至向警署投擲汽油彈。就連警察宿舍亦受衝
擊，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接連被暴徒包圍，有人向宿
舍投擲大量雜物，導致玻璃窗被打破。警員及其家屬
更被網上欺凌及被揭私隱。
7 月 21 日晚，大批暴徒夜襲中央駐港機構中聯辦大
樓，有人向大樓門口的國徽及外牆等，投擲多枚懷疑黑
色漆彈和雞蛋，及噴漆塗鴉寫上辱華字句。
多個建制派辦事處，例如立法會議員的地區辦事處、
工聯會工人俱樂部等也接連被暴徒毀壞。其中，何君堯
父母的墳墓更遭人毀壞，被噴上黑油及掘起墓碑，更有
塗鴉字句。此種行為實在是冒犯先人、泯滅人性的劣
行，應予以譴責。
■蒙面黑衣人用鐳射
槍襲警。
槍襲警
。 資料圖片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過去兩個多月來，
暴徒以口罩、頭盔、眼罩掩蓋面貌。香港各界人士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社會目前頻頻面對暴力
衝擊，建議香港仿效其他國家及地區，訂立禁止蒙面
法，相信此舉將有助遏制極端分子猖狂犯法的情況，
保障社會的安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指
出，香港目前暴力衝擊事件不斷升級，行為已近乎恐
怖主義，特別是犯案者皆蒙面示人，不但壯大他們的
膽量，更令警方在搜證及提出檢控方面造成很大的難
度。為保障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恢復社會秩序，她
認同香港應設立「禁蒙面法」。

多國地區實施 最重判囚 10 年

葛珮帆：推動立法 加強阻嚇

在香港近期暴力衝擊事件中，衝在最前線的暴徒為了
逃避刑責，往往都會蒙面來隱藏自己的身份。事實上，
多個國家及地區早就立法禁止有人蒙面參與示威和集
會。根據資料顯示，德國、加拿大、奧地利、西班牙、
挪威、瑞典、俄羅斯、瑞士等國及美國十多個州份都已
設立相關法例，禁止示威者在遊行示威期間蒙面。
資料顯示，德國自 1980 年代起就制定法律，規定示
威者在公眾集會中不可以掩飾身份，以便警察能夠辨
認，違者可以被處 1 年監禁；奧地利於 2002 年通過集
會法，規定示威過程中不能蒙面，初犯可判囚6個月，
再犯則會被處一年監禁或罰款；加拿大於 2013 年通過
禁止在騷亂及非法集會戴面具，違例可被判監 10 年；
法國今年年初亦通過針對示威暴力行為和遏制滋事分
子的「反暴徒法案」，規定示威者不得在遊行集會期
間故意遮蓋面部，違例者可面臨最高 1 年監禁及罰款
1.5萬歐元。
涉及外國不允許蒙面示威的最近期的例子，是德國
科隆一個「愛國護港」集會上，有一名用黑色面罩包
裹頭部的「港獨」分子走向集會場地，疑是企圖引發
混亂。此時，兩名德國警察根據法例有關遊行示威時
不允許戴面具面罩的規定，要求該人摘下面罩，該
「港獨」分子只得乖乖取下面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很多心理學報告均
指出，一個人在蒙面隱藏身份後，會傾向做出更激烈
的行為。因此，自 2014 年的違法「佔中」後，她已在
立法會推動特區政府要引入「禁蒙面法」，以免有人
自恃蒙面可掩飾自己的身份，肆無忌憚地使用暴力，
加強阻嚇力及協助警方搜證和執法。
事實上，「禁蒙面法」在外國已經很普及，美國、
瑞典，德國，俄羅斯及奧地利等都已實行。她指出，
在香港近月的暴力衝擊事件中，不少做出近乎恐怖主
義暴行的暴徒均戴上口罩、頭巾以掩飾自己的身份，
故香港應盡快設立「禁蒙面法」，減少違法衝擊的暴
力行為。

陳曼琪：蒙面施暴 警難搜證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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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禁蒙面
各界齊敦促

己亥年七月廿二 廿三處暑 氣溫 28-32℃ 濕度 70-90%
港字第 25356 今日出紙 3 疊 10 大張 港售 10 元

傅健慈：助懲暴徒 維護治安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傅健
慈指出，蒙面行為多是出於宗教或有政治目的，近兩
個多月，暴徒以極端激烈手段嚴重破壞社會安寧和秩
序。由於暴徒大多蒙面，警察在調查、搜證中難以辨
別暴徒容貌，亦因此難以把犯罪者繩之以法。
他認為，禁止蒙面有助禁止人們遮蔽面部而作出威
脅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行為。事實上，多個國家及地區
均已禁止在騷亂及其他違法集會中戴面具，違例者可
以被處罰款和監禁的刑罰。

籲禁Telegram 截斷暴徒秘密通訊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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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壓政治人物

與傳統的恐怖主義不同，新恐怖主義不光要贏得一場戰事，
他們的行動目的更要「贏得公眾支持」，藉此向政治家施加壓
力，迫使政府接受恐怖分子的要求。在香港的反修例浪潮中，
暴徒千方百計散播謠言，抹黑政府及執法的警務人員，包括透
過改圖、顛倒是非等手段，將暴徒的暴行「合理化」，以求站
在「道德高地」贏取公眾支持，借「假民意」脅迫政府讓步。
整場暴力衝擊運動，起因源於反對派惡意將《逃犯條例》
「妖魔化」，加諸大量不實的詮釋，使市民擔心自己會誤墮法
網。同時，反對派又中傷政府，誣衊政府修例另有居心，動搖
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直至政府宣告修例工作「壽終正寢」，反
對派仍繼續妖言惑眾，使市民質疑政府另有目的。
在事件發展到後期，暴徒轉移目標多次散播假消息「老屈」
警務人員，藉此大挫警方的公眾形象，間接打擊政府管治威
信，例如散播消息指，警方與「有勢力者」過從甚密，營造所
謂「警黑勾結」的假象；有人更將黑衣暴徒的惡行，說成是穿
上黑衣的警務人員「嫁禍」。
暴徒「文宣部」的消毒手法也無所不用其極，例如8月13日在香
港機場發生內地遊客及《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分別被暴徒包圍及
毆打的極端暴力事件，翌日「文宣部」即混淆視聽，稱該名內地遊
客疑是內地公安，非法在港執法云云；「文宣部」甚至諉過於該名
內地旅客，事發前「色迷迷跟蹤女示威者」，在場者起疑「才」擅
自搜旅客的行李。至於付國豪的遭遇，「文宣部」顛倒是非指是付
無出示記者證，是他咎由自取。
將黑說成白，將白說成黑，目的是要讓暴徒站在「道德高
地」獲取公眾支持，才有籌碼迫使政府妥協，接受暴徒的政治
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鄭治祖）過去一段
時間，暴徒有組織地多次衝擊警方防線、堵塞機
場、縱火等惡行，揭發有幕後黑手透過 Telegram
發放訊息及策略，以致暴徒能迅速及一致地行動。
Telegram 是一種絕密的通訊軟件，用戶的個人資
料極保密，甚至有些信息接收後即時被刪除，「毀
屍滅跡」的功能增加警方搜證難度，因此 Telegram 也成為恐怖分子及罪惡的溫床。事實上，俄
羅斯、伊朗及印尼等國家及地區基於保安理由，早
已禁止使用Telegram。

恐怖分子最常用通訊手段
Telegram 於 2016 年在俄羅斯的每月活躍用戶突
破 2 億，後來該國政府指該軟件的加密功能強大，
用戶與用戶間的對談難以遭他人攔截並解密，連恐
怖分子都使用它進行溝通，以避過警方的監察。該
國遂於 2017 年要求 Telegram 交出用戶聊天內容的
共享加密金鑰，卻遭Telegram拒絕。
經過幾個月訴訟後，Telegram 仍拒絕交出金鑰
讓警方在有合理懷疑下，截取用戶的對話內容，最
後俄羅斯法院於去年 4 月正式裁決，禁止 Telegram
於該國境內使用。
印尼政府亦於 2017 年 7 月宣佈，因 Telegram 的
眾多頻道出現激進主義和恐怖主義內容，鼓勵與教
導如何組裝炸彈和發動攻擊，因此一度下令封鎖
Telegram 網絡版。伊朗則於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爆
發全國性反政府示威，大批示威者都使用 Telegram 等軟件密謀作反，結果該國政府以禁止煽動
暴力為由封鎖Telegram等軟件使用。

港隱密群組煽動暗殺警員
在香港近日連串暴力事件中，有煽暴派就在
Telegram 群組內煽動他人用麻包袋「活捉」警
員，更聲言此舉必須要有「死的覺悟」，有人附和

並提議以蛆蟲凌辱警員。有人則提
出以索帶或麻繩殺警，近日更有人
聲稱已把槍械運入本港，暗示目標
是警員，充分顯示極端恐怖主義正
在香港滲透。
有人在 Telegram「老豆搵仔」群
組內聲稱，要用麻包袋「生擒」警
務人員，並「歡迎」學生會成員隨
時提供 CID 探員的大頭相，「我哋
絕對幫到你哋報仇！」
該網民並建議其他人「玩報警引
蛇出洞」，在警察上門時，「人少
就麻包袋，人多就用火球開狗肉
節」。但他戴定頭盔稱，襲警後果
嚴重，因此參與者必須要有「死嘅
覺悟」，否則不應隨便冒險。
有極端分子在回應有關行動時聲
稱，希望迫使前線警員「最好出實
彈」兼瞄頭殺人，「我哋等到唔耐
煩啦 ，你哋直接殺咗人，我哋班兄
弟先冇道德包袱隨便玩麻包袋！」他更稱，已經鎖
定了幾個目標，又謂「邊個第一個開槍殺人嘅，我
哋保證唔起你底。」
有人和議稱，既然玩得麻包袋捉「落單」或休班
警員，就不應放過恣意凌辱他們的機會，慫恿他人
將警員活捉並按在地上，再將早已由魚肉及碎豬肉
培植出來的蛆蟲倒在其臉上，「你慢慢感受到蛆蟲
爬入個口、爬入你個鼻、爬入你耳仔、爬入你隻
眼……甚至乎攞利器喺佢身上面篤/鎅幾下，倒啲
蛆落傷口。」
有人更在群組內公然作「殺人教學」，暗示可在制
服警員後，以5條索帶索緊對方的頸部，「1分鐘內
會失去自救意識，15分鐘內上彩虹橋（死亡）。」群
組成員瘋狂地提出殘酷的行刑方法，散播恐怖主義，

■ Telegram 群
組內有煽動殺
警等極端恐怖
主義言論。
網上圖片

與阿蓋達組織懲處俘虜的手法同出一轍。

港府應效法多國反恐措施
民建聯司法及法律事務副發言人、律師葉俊遠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過去兩個多月來，暴
徒透過 Telegram 互通消息，作為統籌、指揮及文
宣等工具，更屢次散播恐嚇警員及其家屬等言論。
他認為，由於涉及範圍及影響層面廣泛，特區政
府有必要正視，並在有證據證明有關軟件已成為犯
罪工具的情況下，予以禁止其在香港運作。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傅健慈亦建議，特區政府應效法外國限制有關軟
件的使用，防止犯罪行為及不當言論透過有關軟
件散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