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議員

被捕日期 姓 名 選 區 涉罪

9月15日 許智峯 中 環 涉嫌阻差辦公

區 議 員

9月1日 李世鴻 翠 嘉 涉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8月31日 徐子見 漁 灣 涉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8月30日 許銳宇 翠 田 涉嫌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

8月6日 黃學禮 松 田 涉嫌非法集結和阻差辦公

社 區 幹 事

9月29日 譚得志 廣 德 涉嫌公眾妨擾

9月1日 葉錦龍 石 塘 咀 涉嫌襲警及刑事毁壞

8月30日 黃之鋒 海 怡 西 涉嫌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
的集結

8月13日 邱文勁 馬鞍山市中心 涉嫌暴動及對他人身體加以
嚴重傷害

8月11日 仇栩欣 城市花園 涉嫌襲警

部分曾被捕參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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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被捕者紛參選「素人」如雨空降搶位

泛暴力派喪插旗
趁火打劫區議席

早前公佈會報名參選區議會換屆選舉的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自6月起已
在暴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多次在前線或透
過社交媒體煽動支持者上街。近日，黑衣
魔暴力不斷升級，「遍地開花」在全港十
八區使用「火魔法」（掟汽油彈）及「裝
修魔法」（破壞商舖）破壞各區，黃之鋒
為拉選票一直高調支持黑衣魔的行動，為
黑衣魔的所作所為撐腰。

涉煽惑非法集結被捕
在暴亂初期，黃之鋒及其「眾志」同黨
已非常活躍，不斷煽動暴力衝擊。6月21
日，黃之鋒涉嫌嗌咪煽動示威者由政府總

部轉去包圍警察總部，而被以涉嫌「煽惑
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組織未經
批准的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
集結」拘捕。
他其後多次參與非法集結，包括在《禁

蒙面規例》生效日，就戴上口罩參與在港
島區進行的非法遊行，更不斷散佈不實消
息，如在事件未明朗前，就急急指稱海怡
對開海面發現浮屍「不尋常」、「情況實
在相當特殊和嚴重」云云。
近期，黑衣魔暴力不斷升級，除「火魔

法」外更經常使用「裝修魔法」，四出破壞
商舖、銀行、餐廳、雜貨店，只要黑衣魔不
喜歡的店舖都會被大肆破壞並搶掠，或是投

擲汽油彈及昆蟲等，手法非常惡劣。
黃之鋒及其「眾志」同黨，包括前立會

議員羅冠聰等，和其他煽暴派不斷以偏頗
甚至不實的資料，抹黑「一國兩制」，美
化甚至「英雄化」黑衣魔，淡化他們的暴
行，以游說美國國會通過所謂《香港人權
與民主法案》，「制裁『打壓』示威者的
香港官員以至警隊。」

發文慫恿破壞商舖
近期，黑衣魔破壞店舖已達失控程度，有

少數關注「國際戰線」的「連登仔」擔心
「火魔法」、「裝修魔法」會對美國國會是
否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有影響，黃

之鋒隨即在社交媒體發文為黑衣魔「壯膽」。
黃之鋒發文向黑衣魔稱毋須擔心所謂

「裝修魔法」會影響《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因為「香港人用『魔法』都用左
（咗）好一排，（外國）要割就一早割左
（咗）」，更稱「國際線我地（哋）會努
力，策略部署可以繼續討論」，為黑衣魔
的暴動行為護航。
一眾黑衣魔見有黃之鋒高調「撐腰」，

士氣即時變得高漲，留言指「今晚魔法遍
地開花」、「有你呢句就夠」、「可以繼
續裝修」等。除黃之鋒外，他的同黨張崑
陽亦在社交媒體上撐「魔法」，煽動黑衣
魔的暴力行為。■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黃之鋒為拉票 落力撐魔煽暴

報名參選東區城市花園的「素人」仇栩欣近期十分出位。8月11日，
她在北角發生的暴力衝擊現場因涉「襲警」被捕，仇栩欣則反誣警

員拘捕她時使用「粗暴」手法。事件一度鬧至沸沸揚揚，她此時即趁機
「揚名」。

借製造衝突上位
9月14日，仇栩欣索性在炮台山港鐵站直播群眾打鬥。10月16日，她又

在fb擺放視頻稱自己受到襲擊，視頻畫面中，仇遇到與其政見不合的街
坊，街坊表示不認同其所作所為後，仇即追上前挑釁並拿出手機拍攝，最
後演變成暴力衝突。
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到城市花園一帶觀察仇栩欣街站情況。當日傍晚，
仇栩欣在「受襲」後明顯「加派人手」作護衛，現場所見，路過的街坊反
應都顯得冷淡，只有寥寥數人停下作詢問，似乎並未獲街坊認受。
記者訪問了幾位當區街坊，有街坊反映，仇是近兩個月才落區，「佢係
靠特別事件出位，好難相信佢會真心服務社區。」有街坊則批評仇在8月
時有包庇和縱容黑衣魔之嫌，多次在北角至炮台山一帶的衝擊現場出現，
但對暴力衝擊畫面絕口不提，看似是貪圖政治光環才到場「打卡」。

孭多項控罪參選
其實，在今次參選者中有不少人因涉嫌參與暴力活動而被警方拘捕，包
括早前宣佈出選南區的「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他被指在6月21日煽惑他
人圍警總，現時被警方控以「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目前正保
釋候審。
曾公開支持「港獨」的沙田區議員陳國強前助理邱文勁被指涉嫌於8月

13日晚的機場集會參與衝擊和襲擊一名警務人員後試圖搶其圓盾，後被控
「暴動」及「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罪名，現暫時獲准保釋。邱文勁
報名參選沙田區馬鞍山市中心區。
至於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助理葉錦龍於9月1日被警方以「襲警」及「刑

事毁壞」的罪名拘捕，他亦已參選石塘咀區。
除了部分「搶區」的參選人外，有時任議員更涉嫌參與或煽動暴力。民
主黨立法會議會兼區議員許智峯因在暴力衝擊地點出現，在黑衣魔衝擊後
充當「和事佬」，聲稱以議員身份監察警方執法，最後他涉嫌「阻差辦
公」被捕。
8月7日凌晨，沙田松田區議員黃學禮出現在大批黑衣魔包圍深水埗警
署現場，被警方指他涉嫌「參與非法集結」和「阻差辦公」被捕。

常助黑衣魔逃逸
據了解，除了因涉事而被拘捕的參選人外，不少泛暴力派參選人在過

去還有煽動群眾上街去參與有可能發生暴力衝擊的遊行活動，泛暴力派
無視法紀，多次縱容黑衣魔使用暴力，在暴力衝擊後再協助黑衣魔逃
走，有「素人」不惜犧牲社會安寧，挑釁街坊或警員造成暴力場面，為
的只是「博上位」，企圖做議員賺取個人利益，及以「遍地開花」的模
式去奪取區議會控制權。市民應該要慎重考慮小心投票，不要再讓亂港
分子得逞。
仇栩欣參選的城市花園，其他參選人還有許清安和樊熙泰；黃之鋒出選
的海怡西選區，其他參選人還有新民黨的陳家珮及林浩波；參選馬鞍山中
心的邱文勁，其他參選人還有李啟雄、李子榮和鍾禮謙及吳惠靈；參選石
塘咀的葉錦龍，其他參選人還有陳財喜；許智峯參選的中環選區，其他參
選人還有黃鐘蔚；參選松田區的黃學禮，其他參選人還有姚皓兒。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提名已經截止，首次突破逾千人參選，

有不少泛暴力派成員眼見近月社會上的「反修例」風波，自

感有利可圖都紛紛報名參選企圖渾水摸魚博分一杯羹，再加

上不少「突然落區」的「素人」，令452個選區幾乎全部都

被泛暴派「插旗」，最終目的是奪取區議會的控制權。香港

文匯報記者發現，不少參選人都有涉嫌縱容甚至煽動暴力的

言行，有參選的「素人」更刻意渲染製造暴力的場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文、齊正之
李世鴻

徐子見

黃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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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錦龍

邱文勁

黃之鋒

許智峯 仇栩欣 許銳宇

區議會換屆選舉將於11月
24日舉行，今次「反修例」
的隱形大台「連登」借今次
「反修例」浪潮，在7月成立
區選組織「自由系」，以「連
登」之名爭奪區選。香港文匯
報記者觀察，這些突然落區的
「社區主任」似乎對自己所選
的社區並不關心，有位就上博
一鋪，企圖博大霧做議員。

圖借煽暴「食胡」
由「連登仔」組成的區選組

織「自由系」沒有針對特定選
區，只要有空位便派成員落區
參選，這些扮素人的「連登
仔」完全沒有服務社區經驗，
只沉醉於支持「港獨」及暴力
的「連登」。
這些「連登仔」在多次向傳

媒強調自己「連登仔」的身
份，目的就是企圖借此拉攏更
多有參與過「反修例」活動的
市民，打算不落區等「收
割」，而且亦可借「連登仔」
之名眾籌，不用花費自己一分
一毫。
這批「連登仔」一直支持暴

力活動，經常在社交媒體及
「連登」上歌頌暴徒，及散播

仇警言論，企圖借此挑起社區矛盾為自
己造勢。據悉，在組織成立後，幾名核
心成員要求所有成員不得再參與任何暴
力衝擊，以防影響參選機會，但仍繼續
透過「反修例」煽風點火，打算靠此
「食胡」。

不落區等「收割」
除「連登仔」外，其實亦有多個組織

在最近兩個月突然落區，以社區主任之
名扮關心社區，但這些素人幾乎完全不
落區，只會有時到社區附近的「連儂
牆」作宣傳，企圖盡吸所有參與過「反
修例」活動的街坊選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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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仇栩欣（白衣）在北角擺街站
反應冷淡。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黃之鋒於6月21日涉嫌煽動引領群眾包圍警署，被警方控以「煽惑他
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資料圖片

■許智峯涉嫌阻差辦公被捕。
資料圖片

■仇栩欣涉「襲警」被捕。
網上圖片

■ 許銳宇涉妨礙警務人員執
行職務被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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