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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人開發一個所謂「HKMap.Live
全港抗爭即時地圖」網站，供大眾在

平台上發佈全港警察佈防及施放催淚彈等
行動的即時資訊，其後更開發成手機應用
程式，一度成功於多個手機應用程式平台
上架，其後因為該應用程式「被犯罪分子

用作伏擊警察之用，並用於傷害居住於沒
警力執法地區的居民」，已被部分平台下
架。
然而，有人卻懷疑非法透過大氣電波複

製類似「HKMap.Live 全港抗爭即時地
圖」的東西，更有專人即時報道最新資

訊。有網民昨日發佈一條片段，片中為一
部收音機在某頻道實時報道警方的部署，
例如「旺角信和約有30防暴配備長盾清
road block（路障）」，其間更以「手足」
稱呼暴徒。

「好似的士台咁有專人報道」
片段上載者表示，希望能讓全世界知道

暴徒目前擁有私人電台頻道14××87、
14××70或14××80，並指每名暴徒只需
在手機下載一部手提對講機，便會掃描到
頻道並知道全港暴動隊伍之行動，「好似
的士台咁每分每秒有專人報道（警力分
佈），等佢哋（暴徒）知進退！」

通訊辦：無牌使用屬違法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表示，根據《電訊

條例》（第一百零六章），任何人無牌管有

或使用無線電器具，即屬違法。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葛珮帆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指
出，大氣電波是社會珍貴的資源，政府必須
徹查及追究該些頻道被非法濫用的問題。
大律師陸偉雄指，任何人經營電台必須

申請聲音廣播牌照並遵守《電訊條例》，
非法經營即屬違法，就如當年的「民間電
台」，但判刑未必重，可能只是罰款了
事。

律師：倘證助犯罪者或觸法
他續說，如單就提供警察所在位置等資

訊，則未必犯法，「例如你單純告訴其他司
機哪裡有偵測車速的鐳射槍、哪裡有路障很
難說是犯法，除非有關資料是從非法渠道得
來。」但他亦指出，如有證據證明提供資訊
者是在協助犯罪者，或本身便是負責「睇
水」的犯案者之一，便有可能觸犯法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繼早前有人開發一個所謂「HKMap.Live

全港抗爭即時地圖」網站，供市民在平台上發佈警察的佈防及行動情

況，成為黑衣魔進攻及逃脫的幫兇後，再有人懷疑非法透過大氣電波，

將類似資訊向外界傳達，更有專人如電台交通資訊般即時報道警力分

佈。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根據《電訊條

例》（第一百零六章），任何人無牌管有或使用無線電器具，即屬違

法。香港文匯報亦曾就事件致電警察公共關係科查詢，惟至截稿前未有

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教育界
多次強調，學校並非表達政治訴求的地
方，惟煽暴派卻搞風搞雨，將保持校園
寧靜之舉抹黑為「政治打壓」，藉以鼓
動學生與校方對立。聖保羅男女中學日
前與該校「反修例關注組」會面，表明
為照顧每位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不容
許學生為表達政治立場而於校內舉辦相
關活動。煽暴派借機挑動學生反叛情
緒，昨晨組織數十名學生及黑衣口罩
「校友」於校外抗議，其間有人高叫
「獨」口號，乘機散播「港獨」思想。

口罩黨嗌口號破壞安寧
反修例風波把不少學校牽連在內，
無法倖免。聖保羅男女中學校方日前表

明拒絕政治進入校園的立場，並強調為
保護每位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經學校管
理層討論後，不容許任何人於校內舉辦
表達特定政治立場的活動，包括舉行音
樂會、張貼「連儂牆」等。
有關措施阻止有人繼續於校園搞政治致

擾亂學習安寧，煽暴派隨即發難，稱是
「政治打壓」云云，昨晨數十名學生及
「校友」聚集校外抗議，大多數人戴上口
罩，部分「校友」則穿上黑衣，其間有人
在校門附近欄杆貼上文宣及便利貼，又向
返校學生大叫「保羅人，反抗」、「光復
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意圖發動政治
入校及散播「獨」思想。
香港文匯報昨日向聖保羅男女中學

查詢，校方指就事件暫未有任何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昨日在其facebook發佈《為
下一代 回歸理性》的貼文及短

片，呼籲大家在11月 24日投出理
性一票，不要讓暴力蔓延，否則終
令下一代深受其害。
民建聯在《為下一代 回歸理
性》的貼文中，上載 40 秒的短
片，片中表達出若香港的現狀持
續下去，有一位戴「面罩過濾器
（豬嘴）」的黑衣「老師」手拿
錘子，向學生灌輸「破壞」是
「 裝 修 」 、 「 懲 罰 」 是 「 消
費」、「暴力」是「和平」等錯
誤觀念的場景或在下一代出現。
該貼文指出，從 6 月起香港暴

力不斷蔓延，呼籲 11 月 24 日市
民投理性一票，讓香港重回正
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修例風波
爆發後，收政府糧的公立醫院醫護不時
在各大公立醫院非法集結，盲撐暴徒。
多間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昨午在醫院
內戴口罩靜坐，盲撐早前在激進示威中
被捕的將軍澳醫院醫生，並聲稱有防暴
警察持防暴槍進入屯門醫院及進入產房
等。「抗暴力醫護同盟」批評有關行為
違反醫院管理局附例，根據該附例，任
何人不得故意妨礙院方職員合法執行其
職責或故意妨礙、擾亂、打擾或煩擾他
人合法使用醫院或醫院所提供的任何設
施，「同盟」說：「你哋咁大班人（非
法集結者），齊集喺各間醫院嘅正座大
堂，登記處，正門門口，阻住晒啲通
道，影響其他正常嘅病人出出入入。」
醫管局表示，公立醫院的大堂及主要

公眾通道人流頻繁，不適宜舉行集會。
昨日各公立醫院亦已加派員工在現場，
盡力確保病人服務及醫院運作不受影
響。院方亦已提醒同事，參與公眾活動

時，要小心人身安全及潛在法律風險。醫管局又
希望員工表達意見時需注意病人和家屬的觀感，
局方會繼續透過與警方建立的兩層溝通渠道，反
映員工表達的意見。
「抗暴力醫護同盟」強烈譴責這班醫護人員，

「正經事又唔去做，有宿舍又唔搞自己宿舍，有
辦公室又唔搞自己辦公室。你哋阻住醫院嘅主要
通道，煩擾他人合法使用醫院或者醫院所提供的
任何設施，又好合理？」
對於「深黃」的醫生團體「杏林覺醒」指近日

防暴警員不時現身公立醫院，「抗暴力醫護同
盟」批評「杏林覺醒」識話人唔識話自己，「警
察出入都係幾個幾個，咁你哋呢？成百人（非法
集結者）又嘈又阻住地球轉！」

團體促醫管局嚴辦
「抗暴力醫護同盟」促請醫管局拒絕醫護人

員將政治帶入醫院，「要認出邊個員工着住制
服喺醫院集會其實唔係咁難，一切只係事在人
為。期待醫管局必須嚴正處理相關違規者的行
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力衝
擊至今已持續逾4個月，黑衣魔非但沒
有收手，其暴行更變本加厲。數十名
「保衛香港運動」成員昨日到政府總部
門外請願，表明支持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早前提議啟動《緊急條例》第2（2）
（a），讓政府可規管通訊方法、予以管
制及壓制。他們指出，暴徒的行徑猶如
恐怖分子，促請特首林鄭月娥立即為緊
急法加辣，以有效止暴制亂，讓風雨飄
搖的香港社會盡快恢復正常秩序。

「保衛香港運動」成員昨日高呼「黑衣
暴亂猖狂」、「通訊網絡煽暴 特首有權
壓制」及「保護市民生命 快加辣緊急
法」等口號，他們指在近日的暴力衝擊
中，暴徒除了繼續破壞商舖及港鐵站設施
外，更針對警員作致命襲擊，企圖殺死以
及嚴重傷害警察；警方更在檢證過程中發
現遙控土製炸彈裝置，有關手法及殺傷力
與恐怖襲擊無異，令人髮指。
團體除強烈譴責暴徒的惡劣行徑外，

又提及何君堯早前表示將去信政府，提

請政府引用緊急法，以有效管制暴徒利
用社交平台來召集和煽動暴亂。團體指
出，激進分子過往可在極速時間內鼓動
非法集會、發放仇警、恐嚇及虛假消
息，靠的就是特定的電子通訊網絡，而
該種訊息及通訊方式需要監察，因此促
請特首林鄭月娥立即為緊急法加辣，以
有效止暴制亂。

促交監管權予警方遏假記者
團體並指，過往經常發生假記者阻礙警

方執法，甚至與黑衣暴徒一齊搶犯，在緊
急情況下，政府可通過監管記者證來杜絕
阻礙警方執法的冒牌記者，「我們強烈要
求特首按照國際慣例，在緊急情況下，把
發證和監管記者的權力移交給香港警察。
透過這種方式，可以杜絕阻礙警方執法的
冒牌記者取得記者證。」
團體強調，法治是香港社會穩定的基

石，如今暴徒無法無天大肆破壞，令香
港經濟重創，民生困苦，更嚴重威脅警
民人身安全，「香港已經千瘡百孔，再
經不起暴亂繼續遺害，促請特首當機立
斷，立刻為緊急法加辣，救香港市民於
水深火熱中。」

■昨有大批醫護在醫院內戴口罩靜坐，阻礙病人
出入。

■民建聯上載短片，籲下月投出理性
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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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聖保羅男女校「校友」播「獨」煽激 民記籲投理性票守護未來

「保港」促緊急法加辣 遏制通訊網煽暴

■「杏林覺醒」公然煽動醫護非法集
結。 fb截圖

■煽暴者透過大氣電波，向暴徒提供警方部
署。 短片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蕭景源）
7．21西鐵元朗站「黑白衣人」打鬥案發
生至昨日滿3個月，每月逢21日都有黑
衣人鼓動到元朗站搞事，昨天續有人
「吹雞」晚上7時到元朗站及附近商場
「靜坐抗議」。由於港鐵提早在下午2時
關閉車站，大批黑衣人轉陣至元朗大馬
路及大棠路一帶堵路及破壞銀行設施，
又向十八鄉鄉事委員會會址投擲汽油
彈，並在路中放置懷疑炸彈物品等。警
方多次施放催淚彈驅散，其間最少帶走
兩人。另在港鐵多個車站，包括將軍
澳、太古、黃竹坑、大埔墟等，亦有蒙
面黑衣人聚集，最少拘捕3人。

「黑白鬥」滿3個月 元朗提早關站

港鐵預告會在昨日下午2時起暫時關
閉西鐵元朗站，而在關站前1小時，站
內大部分商舖已關門暫停營業，其後連
接商場的通道即被膠帶封起，落地玻璃
亦被圍起木板保護，港鐵職員在出入口
閘口貼上告示和收起站內垃圾桶。而連
接元朗站的YOHO MALL形點商場，
昨午5時亦作出廣播，全部商店要落閘
關門，商場職員將多個出入口上鎖。
黑衣暴徒昨晚7時許現身元朗站及附

近，人數其後不斷增加至約百人，他們
初時在 YOHO MALL 形點商場內靜
坐，不時亮起手機閃燈。至晚上7時
半，一批黑衣暴徒開始蠢蠢欲動，在商
場巴士站聚集，並在元朗大馬路、大棠
路用巴士站牌、鐵支等雜物架設路障。

防暴警察到場戒備，並舉起藍旗警示。

暴徒先坐後堵 路中疑置炸彈
至晚上9時過後，有暴徒向警員投擲

硬物及破壞銀行設施，防暴警察開始進
行清場，其間發射胡椒球彈以及催淚
彈，又兩度快速推進大棠路，先後成功
將兩名暴徒制服。暴徒散開後，有十多
名黑衣魔以快閃方式突向十八鄉鄉事委
員會會址掟汽油彈，又在輕鐵大棠路站
放置一個有電線外露的疑似炸彈紙皮
箱，警方一度要封鎖現場處理。
另在港鐵將軍澳、太古、黃竹坑、

大埔墟及荃灣站，昨晚亦有蒙面黑衣
人聚集。其中在港鐵太古站，有約30
人靜坐並在美心西餅店外貼上便利

貼；在荃灣站，則有3名蒙面暴徒在
車站外牆噴字，但隨即被多名便衣警
員制服拘捕。
直至午夜截稿，暴徒在各處流竄，防

暴警察不時發射催淚彈驅散。

暴徒借題擾元朗 警施催淚彈拘兩人

■有暴徒在路中縱火。 中通社

▲有暴徒放置懷疑炸彈裝置。 中通社

◀防暴警在元朗執法。 美聯社


