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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旗哥」挺身抗暴：要做勇敢中國人！
2019年10月9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前日
有大批無視法例的蒙面黑衣魔在沙田新
城市廣場非法集結，其間黑衣魔玷污國
旗的行為，令一位途經的市民忍無可
忍、挺身而出，但不幸遭到黑衣魔追
擊、狂毆。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聯繫到
這位被打入院的「護旗英雄」，他表
示，作為沉默大多數的一員，他這次毫
不猶豫站出來，「一是香港亂夠了，一
是國旗代表國家尊嚴，不容侵犯。」他
■林先生
林先生((右)表示
表示，
，各界人士的探望令 呼籲市民與暴力割席，大家都熱血一
些，「要做勇敢的中國人！」
他感到溫暖。
他感到溫暖
。
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出現的「護旗英

雄」林先生，在香港從事貿易工作。他
前日在沙田購物時，看到有黑衣魔侮辱
國旗的一幕，令本來為沉默大多數中一
員的他挺身而出護旗。在網絡瘋傳的視
頻中，林先生當時高呼「香港是中國地
方，國旗是中國的！」令人印象深刻。

愛國義舉由心而發
談到自己的愛國正義之舉，林先生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說：「這是出於我對國
旗的愛護，由心而發。」
他提及，當日遭黑衣魔拳打腳踢、傘
尖猛刺、叉頸箍頸，在被商場職員護送
到的士後，黑衣人仍窮追猛打，林先生

無奈轉上巴士，依然被人尾隨揮拳。不
過，現場仍有林先生的朋友以及並不相
識的女乘客伸出援手，林先生說，要向
他們表示感謝。
林先生在被黑衣魔打至受傷入院，日
前仍在留院觀察。他坦言，在目前瀰漫
着「黑色恐怖」的香港，做一件熱血的
事情仍會感到害怕，因為他見到太多愛
國愛港人士被起底和報復，但他堅定地
說：「我不後悔，因為國旗代表一個國
家，侮辱國旗就是踐踏底線，任何有血
性的人都對此不能容忍。」
昨日新界大埔地區骨幹、民建聯大埔
支部主席譚榮勳及大埔滘區區議員陳笑

■林先生日前因護旗遭
暴徒追打。
暴徒追打
。 資料圖片
權黃昏時到醫院探望林先生，代表愛國
愛港力量致上衷心慰問。林先生表示，
各界人士的探望令他感到溫暖。

警「輕攻隊」搗黑衣路障擒 19 魔
蒙面人堵路搜車勒索捐款 上樓拍門尋仇家極離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魔近日在全港製造黑色恐怖，自充「執法
者」對休班警和反暴力的市民搜身搜屋，一旦發現有反對者就私下行刑毒打。猖獗
蒙面暴徒在港九新界非法設置路障，截查車輛搜司機乘客手機和隨身物品，甚至到
民居逐戶拍門搜尋所謂「私了」目標人物，甚至威迫居民捐款支持。據悉，警方針
對黑衣魔的惡行，在各警區成立「輕型特攻隊」，隱身在私家車和密斗貨車內，近
日連破 5 個黑衣魔非法路障，共拘捕 19 人。警方呼籲市民，如發現暴徒應在安全情
況下盡快致電報警。

近日，黑衣魔不僅公然對發表「不合他們心
意」的市民或機構、店舖，執行私刑及大肆

破壞，更企圖將暴力黑色恐懼植入民心，對反暴
力的市民造成寒蟬效應。他們十多人一組，在全
港多條道路非法設置路障截查路過車輛。上周，
有黑衣魔在香港仔海傍道逐架車搜查，並將他們
認為有可疑的私家車趕入香港仔市中心，着令司
機拿出手機查看是否有反暴力的標誌、留言，又
「詢問」會否有意捐款支持，有司機嚇到六神無
主不敢報警，因為暴徒已經拍下他的車牌號碼。

針對休班警等目標
「截查」
黑衣魔也在屯門、黃大仙等通往警署或警察宿
舍的主要道路設置路障，圖查出休班警、警屬或
撐警反暴力的市民，有司機指暴徒命他放下車
窗，命他交出手機和銀包檢查證件，又用電筒查
看車廂內的物品，有暴徒明言：「睇下你部手機
有否寫住曱甴？」有休班警員透露，見到路障只
有兩個辦法，一是冒險調頭走，一是在途人安全
情況下硬闖，否則後果堪虞。據警方情報顯示，
被截查的市民敢怒不敢言，因車牌被暴徒記下，
一旦追究恐被暴徒起底報復。

逐戶拍門 居民心慌
前晚黑衣魔在旺角區肆意堵路及縱火破壞期
間，指附近大廈有人向他們擲物及斥罵，數名蒙
面黑衣魔衝上樓逐家拍門進行審問，惡形惡相喝
問單位窗是否向大街及有無掉東西落街，居民質
疑黑衣魔想入屋找人「私了」。另有網民亦指，
日前有黑衣魔闖至長沙灣蘇屋邨，逐家逐戶拍門
問居民是否資助他們「革命」，有居民擔心被人
認住門牌，為免招後患，只能無奈扮支持奉上百
多元當「破財擋災」，網民痛斥「……（黑衣
魔）可以任意上門，查屋，權力大過警察了，已
經大晒了，講都沒人信……」
警方針對黑衣魔攔途查車恐嚇和「私了」，抽
調速龍小隊和刑偵人員，在各警區組成「輕型特

■前晚黑衣魔在旺角區暴動期間
前晚黑衣魔在旺角區暴動期間，
，竟藉詞登上附
近大廈拍門審問居民。
近大廈拍門審問居民
。
短片截圖
攻隊（Light Striking Force）」打擊，在接到情
報和報案後，以私家車和密斗貨車作掩護，駛近
黑衣魔的非法路障前，待時機成熟突襲黑衣魔，
這個戰術非常成功，最近兩日在屯門兆康站對
出、黃大仙龍翔道等地點，其中一次行動，近
20 名速龍特警分坐兩輛七人車和一輛密斗貨
車，突然拉開車門，衝向非法路障，一舉擒獲 9
名黑衣魔。
新界北總區指揮官郭蔭庸昨日證實，暴徒非法
設路障截車檢查，表明要揪出警員或不同意見市
民；警方會用任何形式行動打擊，日前行動中，
分別在屯門、元朗、荃灣、將軍澳及港島東區多
條主要交通道路，偵破黑衣魔非法路障，共拘 19
人（17 男 2 女），年齡由 13 歲至 32 歲，他們涉嫌
非法集會、藏有攻擊性武器、阻礙警務人員執行
職務及違反《禁止蒙面規例》罪名。
郭蔭庸提醒，非法設置路障截查車輛行為，有
可能觸犯遊蕩、非法集結及刑事恐嚇罪名，遊蕩
罪最高刑罰為監禁兩年，其餘兩罪最高刑罰為監
禁 5 年；呼籲如有市民發現懷疑違法設置路障，
應在安全情況下盡快報警，清楚說出地點及相關
情況，讓警方有效作出拘捕及移除路障行動。
郭蔭庸續說，香港絕不容濫用私刑，強調如果
遇襲者被毆打致死，黑衣魔不單觸犯暴動罪，更
可能被控謀殺罪名。

逾 200 舖遭破壞 撬閘搶手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由上周五（4
日）至本周一（7 日）4 天內，黑衣魔於全港各區
大肆破壞，對特定的目標店舖，在特定的時間內，
有計劃地撬閘掃場及放火，已有超過200間商舖或
公共設施被破壞，包括40個港鐵及輕鐵站、近100
間店舖或銀行、議員辦事處、政府建築物遭到嚴重
破壞，有黑衣魔更乘亂掠財，掠走電訊公司最新智
能手機和平板電腦，也有黑衣魔闖入酒樓破壞和爆
竊，以及在零食店搬走零食。警方斥責暴徒的行為
是「趁火打劫、鼠竊狗偷」。
新界北總區指揮官郭蔭庸稱，黑衣魔連續 4 天
的破壞程度，對比以往更為廣泛和嚴重，而且非
常有組織、有策劃和針對性，他們會事前在網上
宣佈特定時間、全港多區同一時間對特定的店舖
進行大規模破壞，以致多區遭受嚴重破壞。他們
針對性地破壞港鐵站、特定商店、銀行，又放火
燒舖，並闖入一些食肆令食客受驚及痛哭。

事後放售
「老鼠貨」
在本周日（6 日）晚上，一批黑衣魔破壞沙田
一間酒樓後逃走時，被趕到場的警員截獲，一共
拘捕 23 人，他們分涉爆竊及非法集結罪名被捕，

■黑衣魔在全港大肆破壞
黑衣魔在全港大肆破壞，
，屢
屢砸毀商舖。
屢砸毀商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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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型特攻隊
輕型特攻隊」
」隱身在私
家車（
家車
（紅箭嘴
紅箭嘴）
）和密斗貨車
（藍箭嘴
藍箭嘴）
）內，待時機成熟
時即一舉擒兇。
時即一舉擒兇
。 短片截圖

警再推
「舉暴」
平台
改用 WeChat 與 Lin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9 月初警方透過 WhatsApp推出10條止暴制亂舉報熱線，讓市民提供反暴力情
報以協助警方預防及偵查罪案，熱線運作數天已收到大
量資料及錄像，反應非常熱烈，惟其後警方宣佈暫停有
關報料熱線。警方昨日宣佈，重新推出「香港警察反暴
力報料熱線」更新版，標榜「一個號碼、多個平台」報
料。新用的 SMS 短訊號碼為 5333 3103，市民可透過
Line 及 WeChat 平台，搜索+852 5333 3103，或用戶名
字hkpf53333103搜查。

舉報新平台
SMS（簡訊服務）
電話號碼：
+852 5333 3103
Wechat ID：
HKPF53333103

重申報案還須打 999
警察資訊系統部高級警司陳志勇表示，9月10日警方透
過社交媒體平台讓市民提交相關情報，以協助警方預防及
偵查罪案。熱線開通數日後，警方已收到大量的資料及錄
像，有利警方制定止暴制亂的措施，亦反映市民十分渴望
社會恢復應有秩序，警方亦在不同渠道收到市民要求有一
個非緊急熱線提供資料予警方。今次重新推出的平台，不
包括之前的WhatsApp，而為減少自動化訊息，新增的平
台也不會用自動化回覆；他重申，熱線及電郵不適用一般
報案，如需報案請到就近警署或致電999。
陳志勇強調，警方處理市民個人資料時，會嚴格遵守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及既有程序，不會向第三者提供資料；一
般取得的資料，只會用作偵查及防止罪案，警方亦會按收

Line ID：
hkpf53333103
警方專設電郵：
hotline@police.gov.hk
集資料目的及所需的保留時間，以保留個人資料。當無相
關目的使用資料時，除非符合其他法例要求而保留外，警
方會在合理時間內銷毀資料。警方會不斷開拓不同的社交
媒體，收集市民訊息及意見，以止暴制亂，相信奉公守法
的市民會支持警隊，幫助香港重回正軌，恢復法治，他提
醒以上資料亦可以到警隊公眾網頁上看。

暴徒傷人又搶錢 遇襲的哥失錶財
而上周五晚上，長沙灣一間中資電訊公司被撬閘
破壞，失去一批貴價最新型號手機和平板電腦，
暴徒在現場棄下大量手機空包裝盒，事後更有人
在網上放售無保養證、無包裝盒及配件的手機。
警察公共關係科署理總警司江永祥亦表示，黑
衣魔在多區瘋狂破壞及執行私刑，圍毆不同意見
的市民，部分受害人事後更透露有財物被偷去，
在 10 月 6 日下午，於長沙灣政府合署外，一名的
士司機被拖出車外圍毆後，發現有約兩萬元現金
及貴重物品被盜。
江永祥直斥：「呢啲根本唔係一啲爭取訴求嘅
行為，完全係一啲鼠竊狗偷、趁火打劫嘅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10
月 6 日在深水埗疑被「搶軚」撞傷途
人後，被黑衣狂魔圍毆的姓鄭的士司
機，報稱車內約兩萬元現金及一隻價
值 14 萬元手錶失蹤，警方將案列為暴
動、有意圖傷人、刑事毀壞、盜竊及
交通意外有人受傷。昨日凌晨在深水
埗拘捕一名 20 歲男子，涉嫌參與暴動
被扣查，正追緝其他兇徒歸案。
遇襲的姓鄭的士司機（60歲），目前
仍在醫院留醫，情況由嚴重轉為穩定。
案發於本周日（6 日）下午 5 時許，鄭
駕駛的士往酒店載客途中，途經深水埗
長沙灣道長沙灣政府合署對出時，被大
批黑衣暴徒包圍而停下，有暴徒拉開其
車門及拍打車窗，的士突然失控轉左剷

上行人路，兩名女子被撞倒受傷。及
後，鄭被大批暴徒拖落車圍毆。警方商
業罪案調查科探員經調查後，昨（8
日）凌晨在深水埗區拘捕一名 20 歲姓
何本地男子，他涉嫌「參與暴動」被扣
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疑搬走路障結仇
據悉，遇襲之的士曾參與撐警遊
行，其車牌早被暴徒起底，事發前姓
鄭司機駕駛該的士在深水埗區遇到暴
徒設置的路障，他下車搬開路障後暴
徒對他懷恨在心，一擁而上干擾其的
遇襲司機曾參與撐警遊行，
，事發
士，並打開車門，不排除有人「搶 ■遇襲司機曾參與撐警遊行
前疑因清除暴徒路障而招惹仇恨。
。
軚」因此失控肇禍。現時商業罪案調 前疑因清除暴徒路障而招惹仇恨
網上圖片
查科人員正在追緝在逃暴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