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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派嫁禍：打砸燒都係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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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煽

暴派刻意鼓吹的黑衣暴力行動陷入瘋

剛過去的周末，暴徒暴行影響市民日常生
在活，以至人身安全，煽暴派有見危及自己

的「支持度」，又再搬出「一切是警方臥底所

狂階段，黑衣魔近日大肆縱火、搗毀 為」的論調。其中，梁家傑周日就在 facebook

者」刻意破壞縱火；去年在立法會九

發文，聲稱1933年希特拉在德國國會縱火嫁禍
共產黨人、從而讓納粹黨上位，現今香港的縱
火案則是特首、港鐵「緃（縱）火誣衊『自由
運動抗爭者』」，叫港人千萬不要「中計」云
云。他在同日下午又發文，直接聲言「『經喬
裝抗爭者』刻意破壞縱火後，過半港鐵站借故
罷開」，完全自我循環論證。

龍西補選落敗的姚松炎亦暗示「壯健

亂
「捉鬼」
變捉蟲惹怒暴徒

多個港鐵站、中資商店、暴打市民
等，煽暴派見民怨四起，推卸責任稱
「一切是警方臥底所為」。其中，公
民黨主席梁家傑稱是「經喬裝抗爭

姚松炎則在facebook 轉載一張暴徒持鐵棍毀
壞港鐵入閘機的相片，該帖文寫到「係普通市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煽暴派過往一 民，『前線勇武』，學生邊得嚟咁大隻？」、
再煽動暴亂、包庇暴力，市民看得一 「大量『黑警』冒充黑衣人搞破壞」云云。姚
松炎亦暗示說「呢張相個男士真係四肢發
清二楚，現時諉過於人，嫁禍警方，
達」，以此嫁禍警方。他並轉載帖文，稱暴徒
與警方有同樣記號，惟上述帖文被同路人批評
手法卑鄙，市民亦不會相信。

暴徒」為警察。多名立法會議員接受

『勇武』誓不割席」，而由黑衣人舉辦的所謂
是「捉鬼捉錯手足」，最終姚松炎一一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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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記者會」，亦對着鏡頭向全港市民承
並承諾不會再出此類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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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所有暴亂行為均是他們所為，現時煽暴派
盧偉國：年幼暴徒也「臥底」
？
卻說是「警方臥底」所為，明顯是為求脫身，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指，暴亂初期，煽暴派滿 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以為可以撈取政治本錢，不斷煽風點火，近期
何俊賢說，煽暴派的言論令人質疑有關人等
眼見暴力不斷升級，日前更發生多宗暴徒濫用 是否患了「政治妄想症」，把不滿意之處無限
私刑，導致他人嚴重受傷，煽暴派為免惹事上 擴大，並透過暴力行為發洩不滿，再以各種方
身，便把所有責任推到警方身上，聲稱所有縱 法將暴行合理化。
火、引起市民恐慌的暴力、商舖受損等，均是
郭偉強：已禁蒙面勿再抵賴
「警方臥底」所為，但只要市民細心留意，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認為，煽暴派議員
日拘捕的小暴徒許多是十餘歲的學生，「這又
如何包庇暴徒、煽動暴亂，在過去數個月以
是『警方臥底』嗎？」
盧偉國直斥煽暴派諉過於人，手法卑鄙， 來，大家已經看得一清二楚。他們一次又一次
歪曲事實、謊話連篇地誣衊執法者，也被大家
「作為劊子手，竟指他人動刀。」
逐一戳破，現在再這樣推卸責任，市民亦不會
何俊賢：黑衣認了還說謊
相信。他又說，幸好特區政府已落實「禁蒙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煽暴派說謊 法」，令暴徒不能再肆意蒙面違法，須以真面
的伎倆已達到化境。他說，當日煽暴派立法會 目示人，令暴徒有所收斂之餘，煽暴派也不能
議員毛孟靜，對着鏡頭強調「『和理非』與 再抵賴，甚至諉過於人。

圍警察係鬼？

心中有鬼

大隻係鬼？

打砸燒係鬼？

燒列車係鬼？

搞私刑係鬼？

謠言浪接浪 謀製恐慌偷私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衣魔聯
群結黨到處施襲，損毀政府、港鐵、中資
機構以及被針對商舖的設施，令香港四處
滿目瘡痍。有別有用心者更不斷在坊間散
播不實傳聞，令謠言滿天飛，意圖打擊特
區政府威信，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削弱市
民的信心。特區政府律政司、保安局及民
政事務總署，昨日分別就多項傳聞發聲明
澄清，包括指政府與法律界人士曾多次討
論宵禁，政府擬於新屋嶺旁興建反恐警察
基地，以及政府人員持信上門要求確認市
民持有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作選舉用途，全
部均屬失實。

律政司澄清：無研宵禁

特區政府根據緊急法通過《禁止蒙面規
例》後，網上討論區即有傳言指出，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與法律界人士，曾多次討論宵禁
的法律後果和應對措施，暗示可能會採取宵
禁行動。律政司發言人昨日即發聲明表明：
「有關傳聞純屬捏造，毫無事實根據。」

「新屋嶺反恐基地」
屬造謠
「本土研究社」早前在其社交專頁發佈

文章，聲稱政府擬利用19億元撥款，於新
屋嶺旁平整一塊19公頃高地，以興建一個
專門針對反恐的警察基地。文章更形容設
施屬綜合性反恐警察訓練設施集中區，類
似新疆的巨型反恐基地，打造一個隔絕市
區的「新疆嶺」，明顯是製造恐慌。保安
局旋即發聲明澄清：「沒有這個計劃」，
更直指「有關傳聞，全屬失實」。

上門查身份證是騙徒手段
有手機即時通訊軟件再次流傳信息，指
有自稱「民政或內政部門」人員，手持信
件上門要求確認市民持有有效的身份證明
文件，以為即將舉行的選舉作預備。
民政事務總署發言人昨澄清，此傳聞絕
非事實，並提醒市民加強警惕，小心偽冒
聲稱來自該署的來電及信件，因在一般情
況下，該署不會致電或以書面形式要求市
民提供個人資料。市民如有疑問，應與民
政總署職員核實，或向警方反詐騙協調中
心24小時熱線「防騙易18222」查詢。

中銀：偽冒電郵呃市民
私人機構也成為被利用作散播謠言的工

具。中銀香港的櫃員機屢遭暴徒損毀，有
騙徒借此發電郵予銀行客戶，以圖騙取市
民個人資料。中銀香港特此聲明，與這些
偽冒電子郵件沒有任何關係，並已將有關
情況知會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警方，並提醒
客戶應先核實任何聲稱由中銀香港發出的
電子郵件，切勿開啟可疑電郵及其附件，
並應即時將其刪除，以防止惡意程式或病
毒盜取個人資料。
連鎖食店「湯加」位於將軍澳天晉匯分
店則被指控前晚在店外發生糾紛時，拒絕
讓市民入店內暫避。「湯加」昨日在其社
交專頁發澄清聲明，指未有發生此事，他
們已在網上短片平台發佈閉路影像，讓市
民了解事實真相。
另有「黃絲網」指多間中資銀行被破
壞，正常來說警鐘會響，卻從無聽過一間
銀行有響警鐘云云，並暗指是「有人」預
先安排造假。然而，有關言論卻被「自己
人」打了一巴，工黨前主席胡穗珊在其
facebook 上表示，深夜時分傳來不斷的警
鐘響聲，令街坊深受困擾，並有街坊指警
鐘聲是來自中國銀行。別有用心者造謠欺
詐手法層出不窮，可見一斑。

天降單車傷警 陳淑莊冷血嘲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煽暴派過
去已一再包庇暴徒，近日更冷血到看見警員
被暴徒襲擊，還冷嘲熱諷。有警員前日在將
軍澳唐德街執勤期間，竟有暴徒從天橋拋下
一輛單車，擊中警察頭部，但「民主派會
議」召集人陳淑莊在facebook轉發有關新聞
時，竟稱︰「慘囉，唔知架單車傷唔傷
呢！」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直斥陳淑莊的言論冷血，以歪理分化
社會、製造仇恨，根本不配出任議員，必須
就言論公開道歉。

■陳淑莊冷血抽水。

煽仇警不配做議員

搞民居係鬼？

年紀細係鬼？

高空襲物本來就是違法行為，故意以此攻
擊人，更屬刑事罪行，但日前有暴徒在天橋
上拋下單車襲擊橋下的執勤警員，陳淑莊竟
發文冷嘲熱諷，聲言︰
「慘囉，唔知架單車
傷唔傷呢？」
又加上
「全民關注共享單車健康
狀況」的標籤。不少網民留言與她一起幸災
樂禍，但亦有網民留言怒斥她
「無人性」
。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表
示，陳淑莊不單是議員，也具備法律專業資
格，理應明白高空擲物屬嚴重的刑事罪行，
質問她作出該番言論，是否認為高空擲物正
確，並且予以鼓勵？陳勇指出，表達意見並
沒有問題，但須合情、合理、合法。就以當
日法官本着憐憫之心，在違法「佔中」案裡

批准患病的她不用坐牢，但陳淑莊卻半點也
學習不到，反而散播仇警情緒。他直言，若
做人沒有良知的話，便會做出很多冷血的事
情，強調陳淑莊須為其冷血言論道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批評，陳淑莊作
為議員，態度如此偏激，以歪理分化社會、
製造仇恨等，作為自娛題材，完全不配擔任
議員一職。他並說，一般市民也應具惻隱之
心，更何況是市民有期望的議員，幸好今次
未有造成任何傷亡事件，但陳淑莊必須為其
冷血言論道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陳淑莊的
言論冷血，沒有人性，不配擔任立法會議員
一職。在今次暴亂事件，警務人員就算面對
目前的大風波，仍然緊守崗位，努力維護社
會治安，陳淑莊等煽暴派，卻不斷作出惡毒
言論，為一己政治私利，傾全力抹黑執法
者。盧瑞安並質疑，陳淑莊是以個人身份，
還是「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身份作出有關言
論，要求她為此公開道歉。

同路人鬧爆飯民：
亂捉鬼真割席
次次出事都話警方臥底做嘅，你
哋班抽水飯民當啲「手足」死㗎
(3
咩？啱啱個星期六日啲暴徒瘋狂打

砸搶燒，行為震驚全港市民，飯民
又即刻話係「警察臥底」所為，仲
驚死唔夠說服力咁擺埋相同片去「證明」，結果
姚松炎俾人鬧到笠水刪 post，其他更愛護「手
足」嘅「激進派」就大大力鬧爆呢啲飯民政棍係
冷氣軍師，置手足於不顧。呢啲老屈「手足」嘅
戲碼呢幾個月都唔知第幾次上演，一般市民根本
都唔信，家再次俾同路人指正，真係為乜呢？
網上鬧爆飯民亂捉鬼嘅聲音，近日真係不絕於
耳，其中「佔中」牧師袁天佑個仔袁健恩話唔介
意推晒啲暴行畀黑警，但就寸姚松炎竟然用人哋
大隻嚟做「證據」話︰「大隻唔係罪黎（嚟）架
（㗎），我地（哋）前線都有好多大隻仔架
（㗎）。」佢仲話︰「可唔可以唔好捉鬼，講個
（嗰）時更唔好配圖，如果圖中個（嗰）個係真
『手足』，你設身處地諗下個感受。」

大隻啲又割 鶳又割 分化啫？
「激進派」嘅醫生歐陽英傑亦話︰「又話核爆
都唔割蓆（席），一見肌肉，就割了。」成日狠
批飯民嘅「無敵神駒」仇思達都大鬧︰「大隻又
畀
（俾）
你姚松炎當係鬼，……根本自己就係抗拒
『勇武』，成日借頭借路搵方法割席搞分化。」
有啲「激進派」同「獨派」網民留言話「想輸
就繼續捉鬼啦」、「呢庭人（意指飯民）出街被
召喚『獅鳥（私了）』都冇人可憐」。係囉，要
老屈係警察做嘅，都要問過你班「手足」同唔同
意先得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林志偉：關注同袍安全
勿讓煽動訊息亂軍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日暴徒暴力程度
近乎瘋狂失控，圍毆執勤警員的新聞畫面令人觸目
驚心。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昨日向會
員發公開信，指協會近日留意到不同網上平台流傳
訊息指，警務人員及家人可能會受到人身安全的威
脅，協會關注會員對人身安全的憂慮。協會呼籲會
員勿輕信未經證實的消息，不排除有人乘機散佈鼓
動性的訊息，意圖製造內部矛盾，擾亂軍心，削弱
警隊上下堅定打擊違法行為的意志。
林志偉在公開信中表示，協會留意到不同網上平
台流傳訊息指，警務人員及家人可能會受到人身安
全的威脅，當中有真亦有假，亦有會員向協會表達
對人身安全的憂慮。林志偉指，協會完全明白會員
對目前處境的憂慮及感受，並指協會持續積極地向
管理層反映當前實際情況。

警隊會迅速處理安全威脅
他並指，據協會了解，警隊十分關注警務人員可
能受到安全威脅的情報。針對近日流傳有三五成群
的暴徒在路邊截查駛過的車輛，以威脅警務人員人
身安全的情報，他說，警隊已在10月7日採取行動
將犯案暴徒拘捕，未來亦會加緊留意相關情報及採
取迅速積極的行動應對。
林志偉在信中表示，協會明瞭各會員的處境及擔
憂，亦掌握在不同平台上流傳的資訊，指協會必定
與管理層繼續保持良好的溝通，確保管理層緊貼知
道會員關注的問題及想法。協會呼籲各會員切勿輕
信未經證實的消息，不排除有人乘機散佈鼓動性的
訊息，意圖製造內部矛盾，擾亂軍心，削弱警隊上
下堅定打擊違法行為的意志。
他重申，在這艱難時刻，各會員務必上下一心，
團結一致，恢復香港的繁榮穩定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