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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暴文宣謀
「十一」
害命 招攬
「死士」
嫁禍警方
2019年9月30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臨近「十一」國慶
日，縱暴文宣全力催谷「升級版」的暴行，以圖達
到在國慶日「搞出人命」的行動總目標，並推出具
體「殺人行動計劃」，揚言要「玩鋪大嘅」，目的
就是全面製造社會混亂、陷害香港警察和愛國陣
營，令中央政府「顏面盡失」。有人更言之鑿鑿
指，已有患晚期癌症者，主動聯絡「傳媒」報名，
願允當自焚「志願者」，稱若其子女獲 2,000 萬元安
家費，甘當「死士」在國慶日到指定地點自焚，以
死控訴警方濫權。
縱暴文宣在 Telegram 上推出林林總總的殺人方
法，向亡命暴徒推介至少 5 個可以實施的計劃，當
中以要致人死地的內容令人震驚。其中一個計劃
是安排「死士」殺警，更陰毒的是，招
攬「死士」假扮成

警員，並教路從國外網購與本港警方所用型號一致
的裝備，假扮警員在衝突現場毆打示威者，甚至使
用致命手段取普通市民性命，製造「警察殺人」的
假象，以抹黑警隊及「影衰」特區政府，將其變成
國際新聞，促使美國國會制裁香港。

「十一」國慶日假扮「藍絲」混在愛國遊行隊伍
中，挑起事端襲擊市民，然後大肆打砸搶燒，陷害
建制派人士破壞國慶。

煽短刀殺警 揚言白磷燒人

此外，有消息指，暴徒在網上揚言要在「十一」
國慶日，組織「魔法敢死隊」發起「魔法嘉年
華」，針對全港多區主要商場縱火，並使用加入白
磷及鎂粉的化學品，要燒死或炸死無辜的市民。暴
徒更點名金鐘 IFC 為主戰場，沙田新城市廣場、九
龍灣德福廣場、九龍站圓方商場、銅鑼灣時代廣
場、金鐘太古廣場、葵芳新都會廣場等都是目標之
一。
據了解，因近月不少網上縱暴言論及計劃被暴徒實
施，警方會透過不同渠道搜集有關情報和消息，並作
出分析和部署相應行動。

縱暴文宣除了教授假扮警察殺市民外，還煽動暴徒
到佛光街體育館集體操練，並且到各區酒吧收集酒
瓶，用來製作汽油彈，再到髮型屋收集「阿摩尼亞」
染髮劑，以製作「加料」汽油彈同催淚彈「殺警」。
有人更煽動「死士」要在「十一」集會遊行前，
等市民及警員未有充分準備和戒備時，就先出手殺
人，有人更傳授「一刀取命」招式，以及在何處購
買便於收藏的短刀。
暴徒的另一個陰毒計劃，就是煽動在

圖多區商場縱火 燒死無辜市民

■縱暴文宣
瘋狂催谷，
招募死士
「搞出人
命」。
資料圖片

暴徒又擅放列車逃生道落軌
闖車尾駕駛室搗亂 累柴灣至西灣河服務暫停半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暴徒罔顧港鐵行車安全的
「魔爪」蔓延至港島東區。繼有東涌線南昌站列車遭惡意放下
連接軌道的逃生斜道後，事隔一星期，昨日港島線一列由柴灣
開往堅尼地城方向的列車，在筲箕灣站月台上落客時，突遭暴
徒闖入車尾的駕駛室，放下連接軌道的逃生斜道，導致列車被
迫暫停服務半小時，其間幸未釀成嚴重事故及傷亡。

昨開午約往 3堅時，港島線一列由柴灣
尼地城列車，駛至筲

箕灣站月台上落客時，有人擅闖車
尾駕駛室打開緊急出口，將連接軌
道供乘客緊急逃生的斜道，放落路
軌後逃去。其間在車頭駕駛室的車
長發現車尾有異，立即暫停開車並
通知控制室處理，結果導致該列車
無法繼續行程。
多名港鐵職員接報後到場了解，
並嘗試合力將斜道重新關上，惜不
成功；遂要疏散車上所有乘客到月
台等候，而來往柴灣站至西灣河站
的列車服務亦被迫暫停。其間有乘
客不滿，一度鼓譟，要求職員解釋
暫停服務的原因、何時能恢復、以
及是否有安排接駁巴士等。

7 天內第二宗同類事故
在涉事列車的斜道被收起及空載
離開駛回車廠作檢查，港鐵職員確
定無人闖入軌道範圍，以及鐵路設

施運作正常後，該路段的列車服務
在昨午 3 時 27 分陸續恢復正常。這
是 7 天內第二宗列車在月台，被暴徒
非法放下車廂連接軌道斜道的事
件。
本月 22 日下午 5 時許，4 名暴徒在
港鐵東涌線南昌站趁一列開往東涌
的列車在月台上落客時，非法闖入
車尾駕駛室將供乘客緊急逃生的斜
道放落路軌，再向路軌投擲雜物後
逃去，事件導致東涌線列車服務受
阻近 1 小時，直至港鐵職員收回斜道
及確定一切正常後，列車服務始逐
步恢復正常。
根據港鐵附例第八條「不恰當使
用緊急設備」，除非得到港鐵公司
特准，否則任何人不得啟動鐵路處
所內的緊急或安全器件，違者可被
罰款5,000元。
此外，假如任何人因故意干擾該
等設備而危及其他乘客，則可因應
嚴重程度而被控以刑事罪行。

■港鐵職員到場檢查期間，有人嘗試將連接軌道斜道重新關上，但未能成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列車服務暫停期間，大批乘客在月台守候，有人不
滿鼓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地鐵輕鐵 3 站設施遭破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暴徒昨日下午
在港島區發動大規模騷亂及破壞前，部分暴徒已
急不及待在早上市民活動高峰期間，四處破壞港
鐵設施。港島線太古站、西鐵線屯門站，以及屯
門輕鐵龍門站，均有閘機及車票設施遭到破壞，
警方接獲港鐵報案後，已將三宗案件列作刑事毀

壞案跟進，正設法將涉事者緝捕歸案。
昨日早上近 8 時，暴徒首先在港鐵西鐵線屯
門站搞事，有職員發現部分閘機的入票口遭
人用懷疑膠水堵塞，於是報警求助；及至早
上 8 時 55 分左右，在港鐵港島線太古站，亦
有職員發現部分閘機的入票口，遭人唧入疑

似豉油破壞；另在屯門輕鐵龍門站月台，昨
晨 9 時許，警方亦接獲站頭職員報案，指有部
分車票設施遭破壞。
警方接報後經調查，已將 3 宗案件列作刑事
毀壞案處理，稍後將翻查有關閉路電視片段
蒐證，設法追捕涉案者歸案。

黑衣大鬧又一城 正義男臉遭噴漆
狂徒毀北角賀國慶直幡

■北角有「慶祝建國 70 周年」直幡及旗
幟遭人拆毀。

■「紙橋」從頂層連至底層後繼續延伸。
■Simply Life的玻璃窗慘變「連儂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正義男子怒斥「罷買」搞事行為，卻被黑衣人噴黑油漆及打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繼上周有人在沙田新
城市廣場滋擾店舖及鬧事破壞後，滋事分子昨日再次
發起「和你 Shop」，稱要在九龍塘的又一城搞「罷
買」。昨日數百名黑衣人聚集在又一城，並於各樓層
唱歌和叫囂，其後以「行街」為名進入店舖，尤其針
對美心集團的食肆進行惡搞，不斷拿籌號紙串成長紙
條由頂層拋至地下。其間暴徒繼續無差別欺凌異己
者，有正義市民怒斥「罷買」搞事行為，卻被黑衣人
以噴漆噴黑臉部；也有無辜女途人被搶手機，其手機
並被黑衣人從扶手電梯扔到地面。
昨日下午 1 時過後，有大批黑衣人於又一城各樓層
的中庭聚集，不時有人帶頭喊口號。當時商場內的電
影院場次最遲只供應至下午 4 時25 分，通往各電影院
的電梯亦已經下半閘，在場員工表示電影院會視乎情
況關閉，若無大礙將會在稍後時間重開。商場內原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的鋼製垃圾箱亦換成塑膠，各樓層亦加派數名身穿反
光衣的保安員維持秩序。現場有數間店舖已經關門，
而其他未關門的店舖亦門可羅雀。
一小時後，有大批黑衣人開始到 2 樓「行街」，近
百人於美心集團旗下的日式料理店外排隊拿籌號，阻
止真正的食客攞位，職員見狀隨即落閘。一群黑衣人
見騷擾未遂便轉戰同屬美心的西餐廳 EXP 和 Simply
Life 外，同樣霸佔自助籌號機拿籌和叫囂，並將籌號
紙用膠紙黏成長紙條，從頂層伸延至最底層。當時兩
家食肆仍然有顧客用膳，但從店外可見裡面只有不到
10 枱客人，人流顯然比平時少近五成。「罷買」途中
有店舖陸續關門，商場內提早關門的商舖佔近八成。
約 5 時許，黑衣人見一切順利，便把行動升級，到
同是美心集團的蛋糕店 Cova 外包圍，當時店內仍然
有食客用餐，但無人離開。黑衣人將籌號紙貼在店

外的玻璃，並大叫口號，職員見狀關上玻璃門。此
時，EXP 和 Simply Life 外的玻璃屏幕已被黑衣人
「佔領」成為「連儂牆」。
位於 Simply Life 旁的麥當勞和吉野家亦成為攻擊
目標，有黑衣人破壞麥當勞的自助點餐機，吉野家
的八達通機亦同樣被破壞。

女途人拍暴行被搶手機
接近 6 時，黑衣人到萬寧，將大量購物籃放在門
外。有一名女士從萬寧購物後用手機拍下黑衣人行
徑，其手機被黑衣人搶奪並從扶手電梯上扔到地面。
黑衣人並將一台中銀櫃員機破壞。
入夜後，商場仍有大批黑衣人聚集，有正義男子怒
斥「罷買」搞事行為，卻被黑衣人襲擊，臉上被噴黑
色油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繼前日
秀茂坪有慶祝建國 70 周年、插在路邊欄
杆的國旗遭別有用心的狂徒惡意拆毀丟棄
山坡後，昨在北角亦有市民發現多支原本
插在路邊欄杆上、用作慶祝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的直幡及旗幟遭人毀壞，之後分
別散落在行人路及街道上，警方已將事件
列作刑事毀壞案跟進，暫時無人被捕。
現場為北角英皇道 429 號對開路旁，
昨晨有市民步經發現上址原插在路邊欄
杆上的多支「慶祝建國 70 周年」的直幡
及旗幟，懷疑遭惡意毀壞散落地上，旗
杆扭曲，於是報警。
警員到場經調查後，將事件列作刑事
毀壞案跟進，其後有工作人員到場重新
將直幡及旗幟插在路邊欄杆上。

不排除為反中亂港者所為

有居住附近的街坊指，前晚仍見有關直
幡及旗幟安好無損，惟至昨晨已遭人破
壞，不排除是一些反中亂港者所為，更形
容有關行為可恥，「人神共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